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门明起试行“巩固期”一周
公共部门及部分工商业可有限度复运

澳门本轮疫情

基本受控，应变协调

中心20日宣布，根

据行政长官批示，自

周六起澳门试行“巩

固期”一周，其间除

行政长官批示要求

关闭的场所，公共部

门及其余工商业场

所（包括娱乐场、银

行、理发店及代收店

等）均可有限度复

运，但须遵守防疫要

求。应变协调中心

副主席、社会文化司

司长欧阳瑜强调，

“巩固期”非完全回

复正常生活，居民可

因工作、紧急或必要

原因外出，但原则上

仍应留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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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消息，
为了让学校深入了解2022/2023学校
年度“学校发展计划”资助章程，教育
基金已于7月19日上午举办线上说明
会。教育基金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和
委员、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主管，以及学
校领导和代表等逾250人参与。

为配合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教育制
度及教育发展政策，教育基金将继续
设立“学校发展计划”，资助本地学制
非高等教育范畴的不牟利私立学校持
续提升教育质量，支持学校按自身的
办学理念和特色，开展各类教育项目
和活动、优化教学环境和设备、促进教
师的专业发展和学生的健康成长。

教育基金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龚
志明在发言时表示，基金在监督实体
的指导下，吸纳了廉政公署报告对“学
校发展计划”提出的意见，全面优化
2022/2023学校年度“学校发展计划”
的资助申请、审批、发放及监察制度，

尤其在监察方面，将落实“双层监督”，
通过电子化系统，协助学校恰当的时
候对受资助项目开展事前、事中及事
后监察，明确受资助项目的拨款方式，
务求让经费更精准和更合理地投放到
符合澳门非高等教育发展需要的项目
上。

据了解，2022/2023学校年度“学
校发展计划”将按照“归口管理”的原
则设15项资助主题，包括校本培训、
休教进修及脱产培训、专职人员、职业
技术教育、参访或学习交流、校本语言
学习、学生德育发展、促进学生学习成
功、学生潜能发展、学生考取语文及专
业技能认证、家校合作、开放校园设
施、阅读推广、校舍工程与设备购置，
以及特别项目（“智慧教学”先导计划
和促进学校发展津贴）。教青局主管
人员介绍了各资助主题的重点及资助
申请的须知事项，基金委员就与会者
线上提交的问题展开介绍。

教育基金线上介绍“学校发展计划”资助章程

扶持澳门非高等教育发展

澳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
调中心表示，澳门20日24小时内新
增阳性个案12例，其中11例属于管
控中发现，1例属于社区中发现。社
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表示，在巩固
期内，乘客搭乘巴士无须出示特许
工作证，但巴士将控制运载客量不
超过60%。交通事务局局长林衍新
表示，7月11日之前，澳门巴士班次
每天约有6800班，乘客量约16万至
17万人次，每班车基本上没有超过
60%的载客率。现阶段每天巴士班
次已增加至9000班次，可满足居民
乘车需求，交通事务局会与巴士公
司密切协调，有需要时增加巴士班
次，用以疏导乘客。

林衍新补充道，因澳门将进入防
疫“巩固期”阶段，目前实施中的31条

特别巴士路线，将于7月23日晚上停
止运作; 同时，原本的86条巴士路线
中，逾83条将会尽快恢复正常营运。

他提醒，居民乘坐巴士须出示健
康码绿码供司机检查。同时，巴士最
多只能乘载 60%的乘客，若巴士达
60%的载客率，司机有权“过站”，希望
居民谅解和配合。如巴士出现满载情
况，巴士公司会准备特班车以满足需
求。“我们会尽快公布有关巴士路线以
及运作的时间，呼吁居民遵守‘巩固
期’的防疫要求，尽量留在家中，如非
必要不要外出。”

此外，交通事务局还表示，因疫情
影响，驾驶学习及驾驶考试均暂停服
务，约有3000名报考者受影响，政府
会审视疫情发展，在合适时间尽快有
序恢复相关工作。

放中有管 遏制反弹

澳门自 7月 11日起实施“相
对静止”措施，限制社区人员流
动，并采取密集式全民核酸检测、
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及全民抗原检
测等，有效遏止社会面感染个
案增长。欧阳瑜表示，澳门自周
一步入“清零期”后，全民核酸检
测混管阳性数字持续下降。截至
21日下午3时，完成的第12轮全
民核酸检测仅录得一管混管样本
阳性。经综合研判，认为目前具
备条件进入“巩固期”。“巩固期”
主要防范疫情死灰复燃，其间居
民将逐步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
活。

“巩固期”内相关规定提到，购
物中心内没有直接通往公共道路
出入口的店铺仍须停运，欧阳瑜解
释，一方面是因为暂未能确保商场
内的通风系统符合防疫要求，另一
方面则是因为早前曾发生商场感
染情况。

七类行业 每日一检

非限制名单内的工商业场所
能恢复有限度运作，包括娱乐场、
银行、理发店及代收店等，但饮料
及餐饮场所继续禁止堂食。私立
补充教学辅助中心（如补习社、督
课中心等）、持续教育的私立教育
机构只可提供线上服务，不能面
授。特区政府强调，所有复运的

机构或场所须遵守防疫要求，包
括限制接待的人数，保持人员之
间距离，要求进场人员扫描“场所
码”等。

特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会
根据不同人群设定不同频次核酸检
测，以巩固疫情防控成果。7月24
日至29日，风险较高的七类重点人
群（清洁、保安、物管、餐饮、外卖配
送、公交司机及外宿家佣）须每日一
检，其他离家工作人群须两日一检，
没有离家工作者暂毋须检测。

此外，7月30日及31日将再举
行一次全民核酸检测，除三岁以下
幼童，其余在澳人士均须参与，包
括日前获豁免全检的高龄长者及
残疾人士。另外，全部居民在“巩

固期”内须每日检测抗原并申报。
卫生局传染病防控处长梁亦好

表示，不同人群采取不同核酸检测
频率是基于风险考虑。“重点工作人
群每日一检，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接
触面较广。”居家办公、留宿家佣则
不纳入其中，卫生局认为居家办公、
留宿家佣的风险等同一般居民。

行政长官批示还要求，居民如
无必要不应外出，有需要外出时亦
应尽量不跨区。“特首批示是希望
居民配合政府的防疫工作。”欧阳
瑜表示，“巩固期”将试行一周，如
疫情受控，会研究进一步放宽。希
望居民在这段时间继续做好个人
防护及避免聚集，让生活早日恢复
正常。

日前，由国际（澳门）学术研究院、
青少年文艺系列大赛组委会、音乐教
育协会、艺术认证委员会、中华书画研
究所等机构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国际
青少年文艺系列大赛”决赛落幕，大赛
共设45个分赛区。澳门分赛区顾问
高月生表示，希望通过举办创新的国
际性比赛与活动，助力澳门建设“中华
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
作基地”。

组委会表示，大赛旨在推动青少
年文艺发展、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同
时面向全球，以高规格的赛事为契机，
发现和培养更多文艺新人。

高月生介绍，大赛分为初赛及决
赛两个阶段，整个比赛横跨约半年时
间，自今年2月开赛以来，反响热烈，
报名者众多。决赛吸引了内地及港澳
台地区、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

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地区的600多名
学生报名参与，共收逾1700份作品，
包括作文、音乐、书法、绘画、摄影、舞
蹈、演讲等类别。经过评审组专家的
仔细评阅，评出金、银、铜奖及各组冠
亚季军等奖项。

决赛提升了比赛难度，参赛者须
按命题及要求进行创作，在决赛评审
的过程中，评委发现作品内容大多围
绕近年世界发生的诸多大事，关注时
政、社会民生、国情与亲情，体现出
反思意识和珍惜当下的感喟，具有一
定深度及感染力，充分反映了当代青
少年的家国情怀与人文关怀，“希望
可以通过文艺比赛、成果出版、游学
活动及文艺论坛等创新的活动模式，
打造知名文艺品牌赛事，发掘文艺人
才，推动澳门建设‘交流合作基
地’。”

首届国际青少年文艺赛收官

助力澳门打造
多元文化交流合作基地

盛夏时节，澳门处处可见绿树成
荫的街道和繁花锦簇的公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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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
在澳门的公园，美丽的自然风光尽收
眼底。

眼下，大多数澳门居民因疫情居
家，让我们一起来“云”上追逐大自然
的美丽吧！今天，本栏目继续为大家
推荐澳门各具特色的公园，带大家感
受夏日的大自然之美。

二龙喉公园

二龙喉公园位于松山西麓，具欧
陆特色。昔日的二龙喉宫，是本世纪
早期的澳督官邸。澳督迁出后，庭院
开放供大众游览，于是改建成公园。

二龙喉公园，因进门左边的园址原属
香港何东绅爵的物业，建有一道围墙，
称何东山，当年扩建公园时，何东捐出
毗连的山地，所以也称何东花园。

公园种植多种花木，并砌挖水池，
设置座椅，饲养禽鸟。园中绿树红花
相映、石级幽通松山、山泉水流淙淙、
池塘浮萍弄波。

公园设置了“可爱动物区”，区内
饲养兔子、龟以及天竺鼠等可爱动物，
游客可近距离观察小动物，了解它们
的形态特征和生活习性，并借着饲养
员的讲解，加深对小动物的认识。此
外，公园入口处有观光缆车直达松山
山顶。游客可在缆车内放眼饱览东望
洋山一带的景色。

纪念孙中山市政公园

纪念孙中山市政公园是澳门北区

最大的多功能公园。公园入口处竖立
着孙中山先生的全身塑像。

公园糅合了中西园林的特色，景
观分成两部分：东北部为中式设计，有
人工湖、曲桥、凉亭和小楼，小楼红墙
绿瓦，幽雅恬静；曲桥迂回，景致迷人；
西南部为西式设计，有多功能的体育
设施和温室。东北部的凉亭建在人工
小山上，可眺望珠海的拱北。

公园中部有儿童游乐设施，还有
一条长达五百米的回廊，连接了园中
大部分景观。另外，也有一个露天剧
场，可容纳几百名观众。

公园内还有一个青铜雕塑，名为
“永远的握手”，是纪念中葡友谊的建
筑物之一。

石排湾郊野公园

石排湾郊野公园位于路环岛西

面，因具有教育、生态学、风景及科学
的价值，早在1981年已立法成为保护
区，开创澳门自然教育的先河，1984
年成为澳门第一个郊野公园。

园中设施宛如一座动植物公园，
除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外，观鸟园、药
用和趣异植物园都是澳门学校进行生
物教学的良好研习场。而土地暨自然
博物馆则是澳门农业和自然地理的浓
缩，记录着过往的农家生活和澳门的
自然生态环境。

此外还有完备的康乐设施，包
括儿童游乐区和公园小路，相信许
多澳门学生都曾写过石排湾郊野公
园游记，在澳门人的记忆中，它有着
不可取代的地位。而于 2011 年开
放的大熊猫馆及大熊猫信息中心，
更是成为最受澳门市民欢迎的休闲
去处。

“云游”澳门：

追逐夏日的大自然之美

澳门巴士班次增至每天9000班
“巩固期”恢复绝大部分巴士路线

“巩固期”开始后绝大部分巴士路线将会恢复。

澳门特区政府宣布，自星期六起进入“巩固期”，部分工商业可恢复有限度运作。

二龙喉公园

纪念孙中山市政公园 澳门旅游局供图石排湾郊野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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