
澳门感染案例破千宗
应变协调中心称已出现社区传播

湾 区 探 索 粤 澳 强 音 责任编辑：陈国超 美编：于仁智 校对：蔡斌 组版：戴俊杰
12 观澳 2022年7月7日 星期四

夏季高温易出汗，疫情防控出行
难，是不是感觉有点烦闷焦躁？不如
趁着在家休息的时间，一起“云”上体
验一把久违的大自然吧！今天，本栏
目要为大家推荐澳门市中心的松山，
这里绝对是放松身心的不二之选。

松山

海拔90多米的松山又名东望洋
山，是澳门半岛的“市肺”和最高的山，
因遍植华南的松树而得名，也是澳门
最多古树的地方之一。

松山山脚有二龙喉公园，山上有
松山市政公园。无论是亲近大自然、
锻炼身体、寻幽探秘、欣赏世遗等，松
山都是老少皆宜的好地方。

澳门半岛唯一动物园

登松山，不妨以山脚的二龙喉公
园为起点。公园前身是澳门总督官
邸，之后由香港富商及慈善家何东购
入，再转赠予当时的澳门政府，故又名

“何东花园”。因花园以前有一口山
泉，泉水经两只石雕兽头口中流出，因
而得名二龙喉公园。

二龙喉公园是澳门半岛唯一的动
物园，园里饲养有猴子、孔雀、乌龟、兔
子等。参观者可以近距离观察可爱的
小动物，有助于认识和保育动物，是自
然教育和亲子活动的好去处。

公园还设有儿童游乐场、儿童单
车场、儿童滑板车场、健身设施、卵石
径和花园等设施。从大门进入公园，
可见两旁种植了不同品种的乔木和灌
木，林荫夹道，赏心悦目。

全球最短登山缆车

逛完山脚的二龙喉公园，如果不
选择拾级而上，可选择乘坐世界上车
程最短、全长仅186米的登山缆车，俯
瞰一把松山和澳门半岛的美景。由于
车程大约只有一分钟，转眼间便会到
达山上的松山市政公园。

松山市政公园不容错过的是分布
在山体多处、俗称防空洞的军用隧道，
但其实它们不作防空之用。上世纪
初，葡兵为了方便让士兵、物资和弹药

支援迅速到位，兴建隧道贯通炮台炮
堡和驻兵营房。

如今，部分隧道经市政署规划和
保护之后，已开放给公众参观，并展示
了昔日士兵在松山生活的图片和上世
纪初到中期的军事物品如军用无线
电、弹药箱等，让公众更深刻认识澳门
昔日的军事防御建设和军旅生活。

中国海岸第一座现代灯塔

再朝松山山顶走，便可以到达最
高处的东望洋炮台。炮台内有东望洋

灯塔和圣母雪地殿圣堂。2005年，东
望洋灯塔和圣母雪地殿圣堂均作为澳
门历史城区的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

东望洋灯塔是中国海岸第一座
现代灯塔，总高15米，塔顶设置巨型
射灯。其所在地面位置的座标值就
是澳门在世界地图上的地理定位。
由于地势相对较高，灯塔亦曾被用来
悬挂风球讯号和灯号，向公众传递气
象消息。

灯塔侧的圣母雪地殿圣堂，具

有 17 世纪葡萄牙修道院的建筑风
格，教堂内墙上有许多彩色壁画，
都与圣经故事相关，使用的却是中
式绘画方法，完美地体现中西文化
交融。

在松山之巅俯瞰全澳，令人心
旷神怡。沿着原路径开始返程，一
路景致宜人。夏日生机勃勃满目葱
茏，正是万物生长的好时节。待澳
门疫情逐渐好转，不妨到澳门这个

“市肺”闲游一下，寻找小城的清新
夏日吧！ 文/图：澳门旅游局

“云游”澳门：

寻找小城的清新夏日

7月4日，由江苏省港澳办、澳门
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联合主办
的澳门大学生大运河文化主题实践活
动在扬州举行开班仪式。

此次活动基地设在世界运河历史
文化城市合作组织（WCCO）秘书处。
参加活动的大学生将分阶段参与秘书
处工作，访问扬州、淮安、常州、无锡等
运河沿线城市，深入了解中国大运河

水利、旅游开发、文化遗产等方面知识。
为增进澳门大学生对祖国的了

解，推动苏澳两地青年交流与合作，江
苏省港澳办2021年与澳门特区政府
教育及青年发展局签署协议，约定“十
四五”期间，每年邀请澳门大学生来江
苏开展实习实践。此次活动是实习实
践计划首批启动项目之一，共选拔10
名澳门优秀大学生参加。

大运河文化主题实践活动启动
帮助澳门大学生全面了解中国大运河知识

7月4日，中国工商银行（澳门）股
份有限公司通过香港债券通公司债券
发行系统ePrime电子平台（新债易），
成功参与北向通一级市场交易，成为
全球首批使用ePrime电子平台参与
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一级发行认购的
境外机构投资者。

随着人民币国际地位不断提升，越
来越多人民币计价债券被纳入国际指
数，市场对人民币计价资产需求日益增
加。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战略方针，
支持内地与境外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创
新合作机制，充分发挥连接内地债券市

场与国际投资者桥梁作用，工行（澳门）
积极与债券通公司合作，开通相关交易
系统和进行测试工作，最后成功使用
ePrime电子平台直接参与境内银行间
债券市场一级发行认购。

本次交易模式的创新，标志着人
民币国际化和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
目标迈出新的步伐。作为中国债券市
场投资和业务创新的主要机构，工行
（澳门）表示，未来将一如既往地积极
融入国家发展，全力支持金融市场的
基础建设，为澳门现代金融经济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工行（澳门）使用新债易参与北向通
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迈出新步伐

近日，澳门大学校长、智慧城市物
联网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宋永华带领
的研究团队发表研究成果，提出促进
澳门能源系统碳中和实现的技术路
径。有关研究《智慧城市能源系统迈
向碳中和的典型路径研究：以澳门为
例》获国家科学思想库的核心媒体期
刊《中国科学院院刊》预出版。

据澳大研究团队介绍，考虑到城
市属于能源系统需求侧、用地资源紧
张、外购电力占比高的特点，并结合澳
门的实际情况，他们提出以下4个方
面的技术路径促进城市能源系统碳中
和的实现：

一是以需求侧管理为主，通过陆
上交通电气化、海上交通氢动力化、建
筑低碳化等技术手段，降低城市的直
接碳排放；二是有效利用城市建筑屋
顶等空间资源，发展分布式太阳能发
电等清洁能源，实现本地发电的清洁
替代，降低本地发电带来的直接碳排
放；三是通过积极参与绿电交易、提供
电力市场辅助服务等方式，促进城市
在整个能源供应链中承担更重要责

任，实现城市真正意义上的碳中和；四
是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
术等实现城市综合能源系统的科学规
划、运行与控制，以先进的智慧能源技
术支撑各类城市碳中和技术的有效集
成与应用。

基于以上技术路径，澳大研究团
队预测2025年开始，随着陆上交通电
气化、海上交通氢动力化、本地清洁能
源替代、低碳建筑等技术的推广，澳门
本地直接碳排放将逐年下降。到
2050年左右，澳门本地化石能源燃烧
产生的直接碳排放将与其所提供的碳
汇资源相互抵消，实现澳门本地直接
碳排放的中和。

当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积极响
应国家“双碳”目标，并一直致力做好澳
门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工作。澳大研
究团队认为，澳门具有在全国范围内率
先实现碳中和的良好基础条件，未来在
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政策引领下，在全体
市民的广泛参与和支持下，澳门以先进
的能源科技为驱动，有潜力发展成为中
国碳中和的先行示范城市。

澳大研究成果获核心媒体期刊预出版

为澳门实现“碳中和”提出技术路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
5日表示，保安服务业、清洁服务业及
物业管理业是社会运作必需的行业，
从业人员接触面广。根据最新资料分
析，上述3类人员的感染风险较高。
为保障这些行业工作人员及广大居民
的安全，须对这些行业从业人员加强
检测。从7月6日起一连4天，这些行
业从业人员每日接受1次核酸检测，
两次检测之间必须相隔至少12小时。

有媒体人士表示，这3类重点人
员的连续每日检测的时间与全民核酸
检测的时间有重叠，业界担心会造成

“一日多检”情况。应变协调中心对此
回应称，这3类重点人群可以通过全
检系统预约，同时进行全检及每日检
测，因此不会重复检测。

应变协调中心呼吁，雇主应酌情
允许员工于工作时间内前往检测，不
要求检测结果作为上班必要条件，员
工亦不用急于上班前接受采样。当
前，相关部门正与有关行业机构沟通，
协调检测安排。应变协调中心提醒，
上述3类人员在核酸检测前必须预
约，出发前先在家中完成快速抗原检
测，按时到达检测站。

保安清洁物管列入重点人群
昨起连续4日“一天一检”

据澳门卫生局消息，医疗专业委
员会首次举办的15类医疗人员资格
认可考试通告已于6月22日刊登于
《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报考人可于
7月12日下午5时45分前，通过电子
方式或亲临医疗专业委员会办公室提
交申请。现呼吁符合条件但尚未报名
的人士，尽快通过上述方式报名，逾期
将不予受理。

为配合防疫措施，减少人群流动
及聚集，卫生局呼吁有意报名的人士

尽可能通过电子方式报名。亲临报名
者必须先行通过电话或电邮方式预
约，在预约时间到达医疗专业委员会。

卫生局提醒，为降低交叉感染风
险，报名人士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卫生
防疫措施，在进入委员会办公室前，
须佩戴口罩、扫描行程记录的场所二
维码及出示当天抗原检测结果阴性
的绿色健康码，或绿色健康码截图及
核酸检测结果阴性的照片，否则不能
进入。

15类医疗资格考试报名下周二截止
澳门卫生局呼吁符合条件人士尽快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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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
协调中心昨日公布，澳门7月5
日24小时内新增146例核酸阳
性个案，其中包括第四轮全民核
酸检测发现的阳性个案48宗，在
管控区中发现的39宗，在黄码、
清洁、保安、物管等重点人群中发
现的59宗。自6月18日到7月5
日，累计发现1087宗。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当前感
染群组新增第17和第18群组，
其中第 18 群组为新葡京酒店
群组，涉及不同岗位的13名工
作人员。第18群组与第11群组
（新金华美食群组）有关联。根
据当局公布，第11群组又与第1
群组（艳丽大厦外雇群组）相关，
因此第18群组可能涉及近期疫
情的源头。

7月5日下午6时许，卫生局
派相关防疫人员围封新葡京酒
店，大批警员到场用围栏、封带封
闭酒店各个出口，禁止进出。这
是澳门首次有娱乐场遭到封控。

位于殷皇子大马路的新葡
京酒店整幢建筑物每个出入口
均被拉上隔离带，并有穿着防护
衣的警员把守。有警员在酒店
入口架设临时帐篷，随后有卫生
局人员到场并换上防护服。围
封时，酒店尚有不少职员在内，
有人交谈，并向外张望了解情
况。此外，员工通道外停泊了一
辆员工大巴，男司机下车等候。
被问及是否来接员工时，司机回
应称未收到指示。

至当日晚上8时许，新葡京
酒店被卫生局正式划入红码封控
区，预计7月11日解封。加上同
日被红码封控的筷子基社屋快富
楼，澳门现有红码区17个，其中
11个是由黄码区升级而成。

本轮澳门疫情感染数再次升
高。应变协调中心表示，因澳门
疫情已出现，外出或在工作地方
务必全程佩戴KN95口罩，尽量
单独进餐，或在设有隔板分隔的
空间进餐，以防受到传染。

新葡京酒店被列为红码区。

穿着白色防护服的治安警员在现场驻守。

东望洋炮台内有东望洋灯塔，是中国
海岸第一座现代灯塔。 全球最短登山缆车。

二龙喉公园。 二龙喉公园里可爱的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