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4日凌晨，本年
度最大“超级月亮”现身
夜空，明月下的澳门塔
分外美丽。 文清 摄

超级月亮

值班编委 张大勇 值班主任 顾祖明 责编 李双 美编 赵耀中 校对 董敏 组版 池东

星期四 2022年7月
农历壬寅年六月廿一

第196期
19

横琴潮
编辑部出版

湾 区 探 索 粤 澳 强 音

新平台 新空间 新示范 新高地

08扫码关注“横琴潮”微信公众号

观 澳

本栏文字整理 伍芷莹 稿件据澳门媒体

请作者联系我们以便支付稿酬

邮箱：hqrmzb@163.com

当前第10轮全民核酸检测已经结
束，澳门本轮疫情防控工作已取得初步
成效，但社区中仍存有零星阳性个案。
澳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
18日表示，澳门17日24小时内新增阳
性个案22例，其中8例在社区筛查中发
现，其余14例在管控人群中发现。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7
月16日颁布批示，自7月18日0时至7
月23日0时，继续暂停所有从事工商业
活动的公司和场所的运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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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特区政府表示，澳门
经济高度依赖外部需求，尤其是依赖内
地市场，只有实现“动态清零”，澳门方可
与内地在免医学隔离条件下正常通关。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
农16日出席疫情记者会时表示，澳门特
区政府15日已向立法会提交第二次修
改本年度财政预算案法案，建议再次使
用超351亿澳门元的超额储备款项，预
计于8月上旬陆续发放援助款项。同
时，澳门特区政府“加码”100亿澳门元，
用作应对疫情的各项开支及对受本次疫
情影响的在澳人士的普惠援助措施。

李伟农表示，在新一轮百亿经济援

助中，澳门特区政府经听取社会各界意
见后，优化《雇员援助款项计划》的发放
标准，将原来于2020年及2021年两年
总收入超过6000澳门元但不超过48万
澳门元的标准，放宽至不超过60万澳门
元，不设下限，进一步扩大措施的受惠居
民群体范围，包括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士。

下一阶段，澳门特区政府将与立法
会共同审议修改财政预算案法案，当法
案获得通过后，澳门特区政府立即制订
相关的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预计可
于8月上旬陆续向雇员、自由职业者及
商号经营者发出有关援助款项。

此外，李伟农表示，疫情防控需要澳
门上下齐心协力，在本轮疫情中全体澳
门人无论身心或是经济均面对着前所未
有的压力。故政府决定在此次修改财政
预算案法案中，额外拨款100亿澳门元
作为“援助抗疫专项计划”开支预算。其
中把社会关心的在澳居民普惠支援计划
考虑在内，受惠人群包括老人、家庭主妇
及儿童等，展示政府对抗疫的决心及对
居民的支持，希望提振居民应对疫情的
信心。相关援助措施会先公布条件成熟
的部分，余下将持续听取社会意见，适当
时候再对外公布。

澳门“相对静止”再延5天
“加码”100亿澳门元用作抗疫普惠援助措施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秀岑报
道：7月18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最大产业园项目——横琴科学城迎来
了二期首栋封顶。记者从代建单位珠
海大横琴置业有限公司了解到，目前，
二期项目主体结构已经陆续开始封
顶，后续将推进内部机电安装、装修等
工序开展。

横琴科学城位于合作区西北角的
交通要道口，是全国最大的房建类
EPC工程，总建筑面积超过300万平
方米。项目由珠海大横琴置业有限公
司投资，是合作区发展“四大产业”的
重要载体，将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经
济资源聚集中心，科研产业人流、物流
及信息流的高速运转通道。

本次实现首栋封顶的横琴科学
城二期项目，用地面积约 11.2 万平
方米，建筑面积92.1万平方米（地上
71.8万平方米、地下20.3万平方米），
地下室共两层。项目包含办公楼、
会议及展示中心、公共交通场站及
停车场建筑、地下停车库，并配套建
设商业、员工宿舍和员工食堂等服
务设施。

横琴科学城项目建筑面积大、楼
栋多，其中二期标段一项目共18栋建
筑，最高建筑41层，高度180米。建
成后，横琴科学城二期将成为横琴西
北部产业区中最高的塔楼群，与东部
的十字门商务中心遥相呼应。

记者从施工方中建三局第一建设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由于工程
体量大，项目采取了分区设计，考虑到
设计和施工的衔接问题，需制订合理
的施工方案和进度计划。同时，项目

共安装20台塔吊、23台施工电梯，通
过大面积、多工种同时施工，确保项目
建设稳步推进。

据悉，横琴科学城二期项目被列

入2022年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并于
今年年初正式进入主体结构施工，目
前主体结构工程进度已完成40%，预
计将在2025年6月全面竣工。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7月11日珠海新一轮疫
情突发以来，大横琴集团高度重视，果敢行动、高效
应对，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担起非常之责，积极贯
彻落实珠海市、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各项疫情防控
工作部署，全力以赴做好社会民生服务保障工作，齐
心协力打好疫情防控这场硬仗。

为贯彻落实市委组织部、市国资委党员“双报
到”工作机制，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志愿服务，7 月
12日—14日，大横琴集团6个党（总）支部出动志
愿者111人赴香洲区湾仔街道所辖社区、合作区横
琴购口岸广场和城轨横琴站两个核酸采样点开展
志愿服务。

做好集中隔离点管控是“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工作的重要环节。深井集中医学隔离点共设置隔离
房间逾900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抗疫的重要

“防护墙”之一。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大横琴集团

累计投入保障人员120多人次，全力做好深井集中
医学隔离点防疫的“守门人”。

织密疫情“防护网”，城市服务一刻不停。大横
琴集团下属城资公司在合作区村居设立14个防疫围
合管理卡口，由安保人员开展24小时轮岗值守，查验
进村人员的粤康码、行程卡，为没有围墙的村居守好

“入关口”、夯实“防疫墙”，同时紧急增派工作人员参
与电话流调工作，通过快速梳理重点人员的信息，为
疫情防控提供数据支撑。

此外，大横琴城资公司工作人员全面加强合
作区内港澳大道、天沐河、花海长廊、码头驿站
公共洗手间、10 个村居公共区域、物业集市、横
琴新家园、银鑫花园、横琴垃圾分类处理中心、
总部服务中心等人流密集的公共区域的清洁、
消杀力度，每日进行 3 次消杀，协助筑牢疫情防
控安全屏障。

大横琴集团迅速支援珠海市、合作区抗疫一线

全力以赴做好社会民生服务保障工作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7月17日下午，民

建横琴一支部组织会员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长隆公寓隔离点开展慰问活动，为奋战在隔离
点的横琴医院医护人员送去一批消暑用品。

炎炎夏日，横琴医院广大医护人员顶着酷
暑，夜以继日坚守，为珠海市、合作区疫情防控
工作作出积极贡献。为表达对战“疫”一线医护
人员的崇高敬意和关心问候，民建横琴一支部
组织会员捐资购买了水果、消暑用品等，并向长
隆隔离点工作的医护人员送上慰问物资。

在隔离点工作的横琴医院医护人员对民
建横琴一支部在这个特殊时期前来慰问表示
感谢，民建横琴一支部的举动让他们倍感温
暖，也激励大家在自身防控岗位上奋斗奉献，
践行使命。

据了解，自2020年1月以来，民建横琴一
支部多次向横琴医院医护工作者捐赠防疫物
质及慰问金，累计价值超过4万元。

民建横琴一支部赴合作区
隔离点慰问医护人员

横琴科学城二期项目首栋封顶
预计2025年6月全面竣工

琴澳·新拍客
投稿邮箱：hqrmzb@163.com

据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
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18日刊登
第29/2022号行政法规《非高等教育公
立学校的组织、管理及运作》，该法规将
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生效，计划新增
三所“一条龙”学校，分别为高美士中葡
中学、中葡职业技术学校及二龙喉公立
学校。

据介绍，为更好推动非高等教育公
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共同发展，满足现行
教育制度及现代学校管理、运作及发展
的需要，此次法规重新梳理及构建公立
学校的组织、管理及运作的各层规范，以
配合现代教育的需要，新法规主要内容
包括：设立具咨询性质的校董会，为公立
学校的发展规划和教学目标提供建议；
确定学校正副校长的职权及组成，并增
设负责处理学校日常教育工作的中层人
员，包括教务主任、训辅主任以及行政主

任，确保公立学校良好运作及提升教学
质量。

此外，公立学校系统将于 2022/
2023学年起由原本两所提供涵盖中、
小、幼教育阶段的“一条龙”学校（郑观应
公立学校、石排湾公立学校）扩展为5所

“一条龙”学校（新增高美士中葡中学、中
葡职业技术学校及二龙喉公立学校）。
同时，系统还将维持两所提供小、幼教育
阶段的学校（何东中葡小学、氹仔中葡学
校）。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表
示，他们将以提升公立学校的教育质素
为首要考量，此次公立学校的整合不会
对当下公立学校的录取名额及教学人员
的名额产生影响，“此举将有利于教育资
源的整合和公私学校的优势互补，进而
提升澳门非高等教育整体教育质量，满
足社会多元需求”。

澳门《非高等教育公立学校的组织、管理及运作》9月1日起施行

将新增三所“一条龙”学校

由国家教育部组织、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主办的“万人计划”高端讲座近日在
线上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内地与港澳地
区教育交流与合作，加深港澳学生对大
湾区商贸文化的系统了解，培养更多积
极参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爱国爱港爱澳
青年。

澳门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葡语国
家研究院院长叶桂平教授受邀参会，他
在主旨演讲中表示，澳门作为连接中国
与葡语系国家的桥梁角色和平台作用
日益凸显。根据国家“十四五”规划，

澳门要扩展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合
作服务平台功能，就要善用位置、人
脉、多语种和多元文化优势，将平台作
用辐射到欧盟、拉美、非洲市场，配合
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时，
着力强化中葡金融服务平台功能，促进
资金融通和贸易畅通，结合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建设机遇，有针对性发展融资
租赁、中葡人民币清算和财富管理等现
代金融业务，吸引优质国际金融资源，
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及其国际化
进程。

“万人计划”高端讲座线上举办

加深港澳学生对大湾区商贸文化了解

近日，澳门进入“相对静止”状态后，
不少餐厅推出优惠抗疫套餐，希望在疫
情困难时期能让民众以更便宜的价格品
尝“日常的味道”。

营业额下跌，仍需支付店铺租金、雇
员薪酬等，大部分零售、餐饮行业经营者
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餐厅店长林小姐
表示，该店的抗疫套餐接近成本价，疫情
无情，但人间有爱，为了回馈街坊，他们
特意推出优惠套餐，“无论现在赚不赚
钱，我都想帮助一下有需要的人”。

据林小姐介绍，抗疫套餐从7月4
日推出至今，每日分午市、晚市两个时段
开售，每人限购两份，日均售出超过200
份，套餐并没有限额，直到店内材料耗完
即止。该餐厅未来计划推出老人关爱套

餐，“将以12元至14元的亏本价出售，
希望能对长者等弱势群体起到扶持作
用。”林小姐表示。

位于新口岸的一家海鲜火锅酒家近
日也推出18元全民抗疫“爱心饭盒”，店
长邝小姐表示，酒楼从7月10日起推出

“爱心饭盒”，套餐从早上10时至晚上9
时全日供应，旨在惠民。澳门进入“相对
静止”状态后，市民尽可能留在家中，大
部分市民都会选择叫外卖，因此该店日
均能售出逾千份“爱心饭盒”。

邝小姐指出，虽然在疫情期间餐饮
行业仍能维持营业，但目前基本处于亏本
的状态。针对近日确诊数字出现下降趋
势，邝小姐认为是向好现象，“希望澳门疫
情能尽快转好，市场早日恢复正常。”

餐饮行业推出成本价抗疫套餐

与澳门市民共度时艰
7月18日，横琴科学城二期项目首栋封顶。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横琴赛艇公园，一团团金
黄波斯菊在天沐河边绽放，为
夏日的都市增添热烈豪放的
色彩。 何芳 摄

都市菊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