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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特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
协调中心7月25日通报，澳门24日24
小时内新增核酸阳性 4例，本轮疫情
核酸阳性累计1814例。新增4例阳性
全部在红码封控区和医学观察酒店，
属于管控中发现；全民核酸及重点人
群等社会面零新增。

面对这轮疫情袭击，澳门特区政
府采取高频次核检、“全城相对静止状
态”等系列抗疫措施，多部门联动有效
提高前线防疫防控能力，加上义工夜
以继日默默奉献，社会各界、广大居民
遵守指引积极配合，社区感染个案持
续下降，7月 22日首次迎来社区清零
好消息。

因此，澳门卫生局决定，自24日起
一连8天（7 月 24 日至 31 日）进行全员
抗原检测，全澳居民需每天完成快速
抗原检测及申报，否则健康码于翌日
零时转为黄码，须于当天补回快测及

申报，才可转回绿码；若连续两天不做
抗原检测会转为红码，需要进行核检
并呈阴性才可转回绿码。倘若居民的
抗原检测呈阳性，须致电消防局跟进，
其本人及同住人切勿出门。

为顺应重点区域人士、重点人群及
离家工作人群的核酸检测需求，澳门自
25 日起增设祐汉街市公园核酸检测
站，以便利该区居民进行核酸检测。该
检测站在户外摆放采样亭为居民采样，
并采用新开发的“澳核酸”登记系统，
工作人员通过安装在手机内的程序扫
描居民的澳门健康码，随即能录入资料
做采样登记，无需打印条码贴纸，也无
需设置电脑系统和条码扫描仪，既增加
便利性，也节省了登记时间。

据悉，该系统于25日起在祐汉街
市公园核酸检测站和所有流动核酸采
样车测试使用，并逐步推广至全民核
酸检测。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近日，
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发布2022年秋季
公办幼儿园部分学位抽签的通知，公
办幼儿园招生超出部分统筹分配学位
的公开抽签活动将于7月28日（星期
四）上午11时举行。

记者从合作区民生事务局了解
到，为保障户籍类学生就读，同时平
衡各类别学生比例，幼儿园学位充足
时直接录取，学位不足时户籍类按落
户时间顺序调剂，政策类进行公开抽

签调剂。
关于报名情况，2022-2023学年

秋季学期，横琴中心幼儿园（以下简称
“中心园”）提供小班学位210个，经审
核，符合条件的幼儿为173人，拟按报
读志愿录取。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
实验幼儿园（以下简称“子期园”）提供
小班学位210个，经审核，符合条件的
幼儿为247人，超出学位供给，拟按照
报名类别及学位情况进行调剂：一是户
籍类4（幼儿为横琴户籍，法定监护人为

非房户一致或集体户籍）按落户时间顺
序调剂27人至中心园；二是政策类7-
8（幼儿的法定监护人为横琴重点企业
的高管或骨干；幼儿持有香港居民身
份证或外国护照，其法定监护人在横
琴工作或居住的）采取公开抽签的方
式，抽取10人至中心园。

2022-2023学年春季学期，荔枝
湾园提供小、中、大班学位各90个，经
审核，符合条件的小、中、大班幼儿分
别为7人、81人、58人。该园拟按报

读志愿录取。
根据通知，公开抽签将在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政法工作处举行，抽签
对象为报读子期园小班政策类7-8
且符合条件的60名幼儿。抽签采取
随机抽取编号的形式进行。

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公开
抽签拟邀请参与本次招生的幼儿家
长代表、幼儿园代表、公证处代表等
见证并监督本次抽签，抽签过程全程
录像。

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发布通知

公办幼儿园部分学位28日公开抽签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寒
有三九，热有三伏”，一年当中最热
的三伏天来了，这个时候正是冬病
夏治的好时机，三伏天灸备受欢
迎。7月 26日，合作区三伏天灸活
动中伏贴继续开贴。

为满足合作区居民群众对中医
药服务需求，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民生事务局卫生健康处主办、珠
海市人民医院横琴医院承办的免费

“三伏灸”中医养生惠民活动，7月
16日在横琴医院康复医学科启动，
此次活动深受居民欢迎。

据介绍，天灸疗法是根据中医
“天人相应”和“冬病夏治”的中医
“治未病”理论，将节气、中药敷贴和
经络穴位相结合的一种穴位贴敷疗
法。三伏天灸时间分别为初伏（7
月 16 日，星期六）、中伏（7 月 26 日，
星期二）、末伏（8 月 15 日，星期一）。

“之前做了初伏贴，后面不来可
以吗？”“没有参与初伏贴，可以在
中伏参与吗？”……针对部分居民
的疑问，横琴医院相关负责人回应
道，三伏天灸的效果不会立竿见影
地显现出来，原则上要坚持做完整
个疗程，如果因特殊情况不能坚
持，虽然不会有副作用，但疗效会
打折扣，因此建议贴了初伏贴的居
民朋友在中伏和末伏继续来院调

理。另外，错过初伏日贴敷三伏贴
的居民不必担心要再等一年，只要
在三伏天这段阳气最旺盛的时间
坚持按时敷贴，就可以起到“冬病
夏治”的效果。

据悉，本次活动的 500 个免费
名额已经发放完毕。没有领取到
免费名额的居民，可通过正常方式
参与治疗，只需支付17元的挂号费
和40元/次的治疗费用即可。

合作区三伏天灸活动火热进行中
中伏贴今日开贴

本报讯 记者钟夏 见习记者伍
芷莹报道：为贯彻落实《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将合作区
打造成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
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
就业的新空间”，7月 25日，由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金融发展局统筹推
动的合作区金融企业招聘活动正式
启动。

据介绍，参加本次招聘活动的
合作区金融企业包括易方达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横琴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等，提供
了超过 100 个就业岗位，涵盖财务
金融、风险控制、算法工程、人力资
源等热门职位，招聘主要面向包括
澳门籍学生在内的所有金融学、经
济学、管理学、法学等相关专业的本
科及以上学历求职者。

合作区企业招聘需求统计表显
示，此次招聘企业大部分岗位设在合
作区，个别岗位设在深圳、东莞等地。

其中，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聘人数最多，共招56人，招聘范围
涵盖计算机、数学、金融、法律、人力
资源等专业，工作地点均在合作区。

合作区金融发展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自《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总体方案》发布以来，合作区金融发
展局致力于促进澳门产业多元发
展，搭建粤澳金融企业信息互联互
通平台，为琴澳居民就业提供新空
间。“本次招聘活动是合作区金融发

展局在‘稳就业、保就业’方面推出
的有力举措，旨在吸纳更多人才来
到合作区，推动金融企业在合作区
实体化运营，助力琴澳现代金融一
体化发展。”

“横琴金融”“横琴在线”“横琴潮”
等微信公众号将陆续推出关于此次招
聘的相关信息，应聘者可前往公众号
进行查阅，并向心仪的金融企业投递
简历。各个企业投递简历截止时间最
早为8月15日，最晚为10月31日。

合作区金融企业联合招聘正式启动

上百个热门好工作等你来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侯静
报道：7月24日是全国保安行业主题
宣传日。当天，珠海安保集团组织近
150名安保队员在横琴口岸举行“喜
迎二十大、保安护平安”升旗仪式。
活动旨在积极响应公安部、省公安厅
和珠海市公安局开展的公安机关夏
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全力维
护社会稳定和治安大局平稳，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当天早晨，天气晴朗，近150名
安保人员在横琴口岸广场列出整齐
方阵。“敬礼！”8时，国旗护卫队旗手
振臂扬起国旗，《义勇军进行曲》响
起，全场安保队员举起右手，向缓缓
升起的五星红旗敬礼。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珠海安保
集团派出安保力量近8万人次，参加
临时安保项目近 200 次，数百名珠
海保安投入“双反”战线，全面筑牢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及珠海海岸沿
线反偷渡、反走私工作立体防线。
作为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
辅助力量，珠海安保集团全力配合
相关部门，承担了珠海各大口岸、检
查站、高速路口、客运站、码头、机场
出入关口以及学校等重点部位的疫
情防控工作，守牢守好珠澳疫情联
防联控第一线。

全力维护社会平安稳定
珠海安保集团在横琴口岸举行升旗仪式

英姿飒爽的安保队员。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受澳门疫情影响，儿童和青少年的
学习场所改为居家，为此，澳门科学
馆近日通过“澳门科学馆线上教育资
源平台”上传多个种类的科普教育节
目。

科学馆教育及展品部总监梁思聪
表示，科学馆7月下旬继续通过“澳门
科学馆线上教育资源平台”，推出全新
节目，让学生在家通过互联网学习科普
知识，丰富暑期生活。当前，第二期节
目已推出，内容较第一期做出新的改
变，增加学生的观看新鲜感。

此前，科学馆线上教育平台于7月
18日及24日分别推出两个天文科普系
列节目《星空领域Online》及《中国古代
星宿》。其中《星空领域Online》是天文
科普工作者的先修班，内容涵盖基础天
文知识、天文望远镜操作技巧及热门天
文摄影话题讨论等，适合十五岁或以上

青少年收看。而《中国古代星宿》则介
绍古代中国的观星技术。观众可通过
节目认识古人眼中的浪漫星空，适合十
岁或以上人士收看。

“中国科学家绘本”是科学馆教育
部技术员黄咏芝负责的一个节目。她
表示，学生虽居家学习，但对科普教育
类信息仍有一定需求，“我们希望学生
除了解科学知识外，也能学习科学家精
神。”

考虑到不少学生认识的科学家多
数来自西方，而中国也有不少伟大的
科学家，他们为祖国建设贡献毕生精
力。节目特别为学生们挑选中国科学
家的生平故事，以有趣的说故事形式，
让学生们明白科学家是如何开展科学
探索之路，如何解决遇到的困难，以及
他们的科研成果如何帮助和改善人们
的生活。

学习科普知识 丰富暑期生活

澳门科学馆推线上天文科普节目

据澳门药物监督管理局消息，为顺
应《中药药事活动及中成药注册法》的实
施，该局于7月25日推出中成药/天然
药物注册网上申请服务，申请成功后，系
统会即时发出申请受理号，实现申请资
料电子化管理，使有关程序更规范和便
捷。

同时，当局还推出药物业商号准照
网上申请服务，以方便公众及业界在任
何时段在线办理有关准照申请，减少前
往政府部门的次数，节省申请人时间和
行政资源。

据介绍，自7月25日起，中成药/天

然药物注册申请人可通过药物监督管理
局“中成药/天然药物注册申请电子系
统”，以电子化方式提交申请卷宗，包括
一般文件、药学、药理毒理及临床研究等
资料。

另外，市民在网上申请药物业商号
证照，可通过药物监督管理局“药物业商
号准照申请电子系统”，以电子化方式提
交申请人的身份证明资料、技术人员的
责任声明书及无抵触声明文件，以及场
所间隔、设施及设备的设计图等资料。
有关服务目前涵盖药房、药行以及药物
产品进出口及批发商号的证照申请。

澳门药监局增设电子服务
便利中成药注册及药物业商号证照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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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保持社会面零新增
管控中发现核酸阳性4例

澳门将连续8天进行全员抗原检测。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秀岑报
道：近日，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万达电影”）新增一则对外投
资。据爱企查App显示，投资企业为
珠海横琴万达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投
资比例100%。

公开资料显示，珠海横琴万达电

影院线有限公司成立于2022年7月
19日，法定代表人为陈洪涛，注册资
本为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电影放
映、电影发行；数字内容制作服务；商
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广告发布；广告设
计、代理；广告制作；票务代理服务；图
文设计制作等。

实际上，横琴和万达电影并不是
第一次“拥抱”，早在2019年 6月18
日，万达电影就与珠海大横琴置业有
限公司旗下大横琴大厦开发有限公司
达成合作，宣布万达影城将进驻横琴
国际商务中心。

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隶属

于万达集团，成立于2005年，业务范
围从产业链下游放映业务向上延伸至
电影投资、制作和发行及相关衍生业
务，全面覆盖电影产业链。截至2021
年底，公司在全球拥有影院846家、银
幕 7245块，包含国内直营影城 790
家、6750块银幕。

万达电影在横琴新设电影院线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