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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特区行政法务司司长张
永春宣布，特区行政长官9日颁布
115/2022号批示，自2022年 7月
11日零时至7月18日零时，暂停
所有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公司和场
所的运作，包括娱乐场及建筑工
地、装修工程等，但是维持社会必
要运作及居民生活所需的公司或
场所不受影响。他强调，上述措施
以法律形式作出，非呼吁性质，如
违反将涉及刑事责任，最高可处两
年徒刑，或科处罚金。

张永春指出，推出上述措施，
是希望社会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
政府会通过巡查，要求商号及市民
严格执行，呼吁所有人留在家中，
非必要勿外出。他强调，这并非网
格化管理、封城或全民禁足。目的
是尽量减少非必要的人员流动，将
病毒传播风险降到最低，早日实现
动态清零抗疫目标，早日恢复社会
正常运转。

张永春表示，疫情不断变化，
目前防疫措施所能达到的效果仍
是未知数。实施停工7天后，特区
政府将再综合研判有关停工措施
是延长还是放宽。不排除会根据
疫情变化采取更严厉或其他优化
措施。他强调，疫情发生后，澳门
鲜活食品供应在南光集团公司、广
东南粤集团公司的全力支持及相
关部门配合下，不仅完全没有受到
影响，甚至较之日常，平均日供应
量有15%至50%的增长。

澳门特区社会文化司司长欧
阳瑜表示，由于得到广东省及珠海
市大力支持，采样人手增加，已具
备开展密集全民核检的条件。她
强调，澳门本轮疫情进入第四周，
纵观各地抗疫经验，在疫情开始后
的第22至28日，如不采取进一步
措施，就可能出现井喷式的传
播。为更有效应对疫情，现阶段采
取相对静止管理并配合高频次核
酸检测，可以更快发现社区隐匿传
播，迅速截断传播链，达到动态清
零目标。

澳门特区经济财政司司长李
伟农表示，下周暂停所有工商业公
司及场所运作，按劳工法规定，这
种情况雇主无须支付雇员薪酬，但
欢迎企业与雇员同舟共济，互相支
持，例如可先享受年假等。同时鼓
励企业和雇员通过协商，找到比劳
工法更优的解决办法。此外，澳门
各类超市和街市如常运作，民生物
资和必需品供应充足，所有粮油副
食等存量超过1个月，市民无需囤
积食物。

澳门警察总局局长梁文昌表
示，警方将根据115/2022号行政

长官批示执法，包括派警员在公共
场所巡逻，设置路障，截查车辆，了
解相关人士出行目的，如居民不属
批示内列明的例外情况，警方会先
劝喻后执法。他强调，居民切勿故
意编造或传播虚假信息，否则须承
担刑事责任。

澳门特区交通事务局公布，11
日起仅维持最基本公共交通服务，
30条特别巴士路线提供有限度运
作，以满足维生必需活动的从业人
员，及从事防疫工作必要人员的通
勤需要，的士服务及公共停车场继
续维持营运。所有道路工程及轻
轨服务全面暂停。

特别巴士路线包括24条日间
巴士路线及6条夜间路线，其中10
条途经山顶医院或镜湖医院的路
线，合计日均提供约2600个班次，
巴士车厢满载率限制在六成以
内。相关路线沿用目前的名称，以
便有需要人士搭乘，但不排除根据
实际需要作出变更。

据悉，7月9日24小时内澳门
新增阳性93例，其中红码区及医
学观察酒店59例，属于管控中发
现；密切接触者中发现的12例阳
性、全民核酸及重点人群发现的16
例阳性、其他人群中发现的6例阳

性，属于社区中发现。本轮疫情核
酸阳性累计1467例。

此外，截至10日早上8时，通
过流行病学调查共跟进18943人，
其中核心密切接触者2932人，非

核心密切接触者（即共同轨迹人
士）10746 人，次密切接触者840
人，一般接触者255人，陪同人员
759人。

（据人民网）

澳门实施停工7天
社会必要运作及居民生活所需不受影响

为庆祝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23周
年，鼓励大家利用电子媒体推广基本法
知识，从而对基本法有正确的认识理解，
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举办“基本法演示
文稿PowerPoint设计比赛”，以提升广
大居民对基本法的认识，欢迎居民踊跃
参加。

该比赛由即日起至10月6日公开接
受报名，凡年满14岁的澳门居民或澳门
院校学生均可参加，可以以个人或队伍形
式参赛，每队3-5人，参赛个人或队伍的
参赛作品数量不限，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
三甲奖项不重复得奖。参赛作品须以推
广基本法相关内容为题材，标题可以选择
参考主题或自拟，作品为总页数15-20
页的PowerPoint演示文稿，入围参赛个

人或队伍必须完成一次报告演说，每次演
说时间约8-10分钟。

参加者需将作品光盘连同填好的参
赛表格，递交到罗利老马路4至6号文德
大厦地下前座基本法推广协会秘书处或
发电子邮件至该协会邮箱adlbm@ma-
cau.ctm.net。

此次比赛设冠、亚、季军各1名及优
秀奖、最佳演绎奖若干名，并设立优秀指
导老师奖，冠、亚、季军奖金分别为6000
元（澳门元，下同）、4000元、3000元及相
应奖状，优秀奖及最佳演绎奖奖金为
2000元及相应奖状，优秀指导老师奖奖
金为2000元（只限冠、亚、季的队伍）。入
围名单将于10月28日在该会网页公布，
并有专门人员通知参赛者。

基本法演示文稿设计比赛启动
即日起至10月6日接受报名

近日，暨南大学澳门校董纪念学校选
址拟定为广州市南沙区越秀滨海新城楼
盘配套学校，目前已进入实施阶段。按照
南沙区教育局计划，该纪念学校将于今年
9月1日正式开学。

2021年，广东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
议期间，省政协澳门委员郑伟聪、陈华强、
梁颂衍、柯海帆、崔志涛、马志达、黄仁民、
黄灿文、高展鸿、莫伟成、林燕妮、李从正、
叶颂声和十多名内地委员联名，向大会提
交关于创办暨南大学附属澳门校董纪念
学校的提案，建议汇聚社会各界力量兴办
教育事业，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培育，
助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提案后被确定为省政协主席会议督
办重点提案，今年广东省政协十二届五次
会议上更被评为2021年政协优秀提案。

彰显暨澳情缘

提案的背后，是暨南大学与澳门特区
的特别情缘。1978年1月，党和国家决
定复办暨南大学，并创办暨南大学医学院
和华侨医院。提案中提及，在暨南大学复
办筹委会主任廖承志（暨南大学复办后首
任董事长）领导下，时任卫生部顾问、暨南
大学复办筹委会副主任、澳门镜湖医院院
长柯麟，团结何贤、马万祺等澳门籍副董
事长和其他校董，为此作出巨大贡献。

暨南大学复办的消息传至澳门，民众
一片欢腾，莘莘学子纷纷负笈北上。时至
今日，暨南大学仍有“澳门人才库”的美
称。因此提案建议，在大湾区中心城市广
州筹建一所学校，以纪念柯麟等暨大澳门
校董。

学校选址南沙

该提案去年4月开始由省政协副主
席张嘉极牵头督办，并交由省教育厅、省
财政厅、广州市政府、省发改委、省自然资
源厅、省国资委等单位共同办理。数月
后，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办公室与南沙区教
育局取得联系，由南沙区教育局提供新建
的公办学校作为合作办学学校。

经过现场考察、座谈讨论等一系列准
备后，暨大澳门校董确定纪念学校选址为
南沙区越秀滨海新城楼盘配套学校，各位
澳门校董一致认为，提案落地之快令人意
想不到，更得到省政协、省教育厅等多方大
力支持，是一件“大好事”。

澳门校董建议，纪念学校要办就一定
要办好、办得有特色。希望省教育厅延续办
校政策，将该校办成省级重点学校；支持纪
念学校设立澳门校董事迹陈列馆（纪念馆）。

助推教育合作

纪念学校选址南沙，不仅便利港澳台
侨学生就读，也有利于大湾区教育合作发
展。不久前，国务院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
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 方
案指出，要稳步推进粤港澳教育合作，如参
考中山大学、暨南大学自主招生方式，进一
步拓宽港澳籍学生入学渠道。这与澳门委
员联名提案的初衷不谋而合。

目前，纪念学校已进入实施阶段，按照
南沙区教育局计划，纪念学校将于今年9月
1日正式开学。暨南大学免费授予该校冠
名权，纪念学校用地划拨、校园建设、日常经
费、师资等均由广州市、南沙区提供保障。

暨南大学澳门校董纪念学校将于9月1日开学

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培育

由澳门模拟联合国推广协会主办“第
一届澳门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近日于线
上举办，来自澳门、香港、台湾及内地的30
所中学120名中学生参加。

据介绍，该活动由澳门语言交流暨
文化推广协会、地理暨教育研究会、食
物及环境健康学会协办，教青局、欧洲
研究学会、口述历史协会等支持，活动
旨在构建国际化平台过程中为中学生发
挥所长提供机会，通过探究分析世界时
事及国际议题，开拓国际视野、培养思
辨能力，提升学生的团队精神及领导才
能，并提升澳门“模拟联合国”的学术氛
围及社会参与度。

大会共设3个会场，模拟联合国社
会人权及文化委员会关于活用文化遗
产促进永续发展会议（英文）、国际奥林

匹克委员会关于2032夏季奥运会选址
会议（粤语）以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
于武装冲突的平民保护问题会议（普通
话）。

活动期间，大会开办5场“濠镜雅集”
学术讲座及2场开闭幕演讲，主题涉及可
持续发展、文化保护、语言研究、战争和各
地升学经验分享。

欧洲研究学会会长麦健智以“中欧合
作与永续发展”为题作开幕演讲。模拟联
合国推广协会理事长兼模联大会秘书长
何淑仪希望与会者能将“火花”转化为“火
焰”，落实“为此地，注入世界思潮”的协会
宗旨。协会会长李昱浩则在闭幕词中提
到联合国共识、团结和求同存异的精神，
希望与会代表作为世界公民，齐心协力，
一同改善世界。

澳门首届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举办
30所中学120名中学生参加

在澳门长大的香港著名音乐人韦然，
早前在香港因染疫隔离期间，看到内地与
香港医护一同开展抗疫工作，夜以继日地
守护着居民，深受感动，于是创作一首名
为《谢谢您，辛苦您》的歌曲，向前线人员
致敬。近日，澳门疫情严峻，新新艺术会
组织多名小孩子演唱这首歌，希望用歌声
向澳门前线人员及专程来澳支援的医护
人员致谢。

新新艺术会会长罗苑薇表示，这首歌
曲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录制完成的。
因疫情关系，孩子不能进入录音室录音。
为此，罗苑薇只能通过视频，一句一句教
各校20多位同学，一起学唱这首歌曲。

小朋友在经历无数次尝试后，终于使用手
机成功录制歌曲，并拍下视频。“希望借此
作品，向孩子阐明歌曲要传递的暖意和心
意，铭记抗疫前线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始终
坚守岗位，共同守护着我们的家园，要学
会感恩。”

据了解，该作品的成功完成，得到不
少家长的支持和小朋友的参与。该视频
制作花絮还收录了小朋友为大家打气的
片段，以及小朋友原创的抗疫画作。罗
苑薇为此由衷感谢医疗团队、教育界、社
会团体等提供照片，“希望孩子用最真挚
的情感来演唱歌曲，用歌声把正能量传递
下去。”

用歌声传递正能量

澳门新新艺术会录歌致敬抗疫人员

公共街市将按情况实施人流管制。澳门市政署供图

自2022年7月11日零时至7月18日零时，暂停所有从事工
商业活动的公司和场所的运作。

澳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供图

卢廉若公园。

白鸽巢公园（贾梅士花园）。 澳门旅游局供图

暑假即将到来，澳门处处可
见绿树成荫的街道和繁花锦簇
的公园，十分适合夏日散步。这
些公园各具风采，有极具苏州园
林特色的中式庭院；有设计独特
的南欧景观；有的建有观光缆
车、动物园；也有以生态保护为
主题的郊野公园。游客可悠闲
地漫步在澳门的公园，享受美丽
的自然风光。

不如趁着在家休息的时间，
一起“云”上追逐大自然的美丽
吧！今天，本栏目要为大家推荐
澳门各具特色的公园，带大家感
受夏日的大自然之美。

卢廉若公园

卢廉若公园，简称“卢园”或
“卢九花园”，它建于十九世纪，
是澳门公园中最具苏州园林风
韵的名园。

公园内亭台楼阁、竹林假
山、红荷飞瀑、池塘桥榭、曲径回
廊，均以正中央的凉亭为轴心，
江南景色令人陶醉，尽显中国建
筑之韵味。

公园以“春草堂”水榭厅为
建筑主体，通过堂前的一口池

塘、迂回的曲桥、挺拔的石山、幽
静的竹林、淙淙的瀑布、交错的
回廊，构成一幅有声有色的立体
画。

白鸽巢公园

白鸽巢公园占地广阔，是澳
门最古老的公园之一。距公园
入口不远的喷水池中央有一座
名为“拥抱”的青铜雕塑，用以纪
念中葡之间的友谊。

园内小山环叠、古木参天、
浓荫遍布、鸟语花香、曲径通
幽。平日有不少市民到此运动、
休憩、打太极、下象棋，还有市民
提着精致的鸟笼，带同心爱的雀
鸟一起呼吸新鲜空气。

百年前，此处为葡萄牙籍富
商马葵士寓所。因他曾饲养数
百只白鸽，白鸽栖于屋宇，远观
若巢，遂得名“白鸽巢”。

公园内有一石洞，洞中有葡
萄牙著名诗人贾梅士的铜像。
据说，这位生于四百多年前的诗
人，因触犯葡萄牙宫廷官吏，被
放逐流落至澳门，隐居此洞并创
作了著名史诗“葡国魂”。铜像
1866年由马葵士所铸。

“云游”澳门：

追逐夏日的大自然之美追逐夏日的大自然之美（（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