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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面连续 8 天零新增

澳门明日将进入“稳定期”

澳门推出多项经济援助措施
帮助业界与个人应对疫情冲击
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公布多项行政
法规，
落实经济援助计划，
帮助业界与
个人应对疫情冲击和经济困境。
其中，根据《减轻因 2022 年疫情
对雇员、自由职业者及商号经营者造
成负面影响的援助款项计划》，符合条
件的雇员、自由职业者和商号经营者
可获得援助款项。预计受惠雇员、自
由职业者约 24 万人，受惠商号 3.9 万
多个。
澳门特区政府财政局表示，
雇员、
自由职业者及商号经营者援助款项将
于 8 月 17 日起分批发放。财政局 8 月
1 日 推 出 网 上 专 页 及“ 简 易 查 询 系
统”，并于 8 月 12 日推出“详细查询系
统”，方便公众获取充足资讯，同时亦
提供了多种不同的查询途径。
根据《减轻因 2022 年疫情对企业
造成负面影响的银行贷款利息补贴计
划》，特区政府通过给予利息补贴，对
有需要向银行融资的企业提供援助，

鼓励银行为企业提供融资便利，让企
业度过最困难的阶段，提振企业继续
经营的信心。企业主最多可获利息补
贴的贷款金额上限为 500 万澳门元，
利息补贴时限最长为两年。
《减轻因 2022 年疫情对各行业造
成负面影响的优惠措施》，是在此前特
区行政长官批示所确定的临时豁免若
干牌照费用的基础上，特区政府再次
推出的一系列临时优惠措施，涉及豁
免 2022 年缴付的部分行政准照的发
出、续期及相关检查等费用，
以协助业
界应对经济困境。
7 月 21 日，澳门特区立法会紧急
通过财政预算修订案，动用逾 351 亿
澳门元超额储备用于政府支出及新一
轮经济援助措施。其中约 150 亿澳门
元用于填补相关公共财政收入缺口、
约 100 亿澳门元用于新一轮经济援
助、约 100 亿澳门元用于防疫开支及
未来的普惠性措施。
（据新华社）

澳大校长当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
近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八次
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选举产生
第八届理事会，
杜玉波当选会长，
澳门
大学校长宋永华等当选副会长。第八
届理事会有 184 位常务理事，其中 4
位来自港澳高校。
澳门街道恢复往日活力。
澳门特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零，最后一个黄码区昨日解除。红
应变协调中心 7 月 31 日 10 时通
黄码区清零表明，
澳门整体疫情风
报，澳门 7 月 30 日 24 小时内无新
险有所降低，卫生局将根据第 14
增核酸阳性，社会面连续 8 天零新
轮全民核检结果，
调整相关防疫措
增。本轮疫情累计核酸阳性 1821
施。
例。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罗
罗奕龙表示，
“稳定期”
防疫措
奕龙日前表示，若第 14 轮全民检
施的原则是减少抗原和核酸检测
测结果均为阴性，将于 8 月 2 日零
次数，逐步恢复日常工作、生活和
时进入为期一周的“稳定期”。
“稳
社会活动。
“若澳门顺利进入
‘稳定
定期”将不需每天自我抗原检测。 期’，将针对不同人群确定核检频
核酸检测方面，重点人群维持每日
次，核检前不需进行常规抗原检测
一核检，离家工作人群则三日一核
及申报，重点人群的核酸维持每日
检。居民进入不能全程佩戴口罩
一检，离家工作人群则由隔日一检
的场所，例如在餐厅堂食时，须出
降至三日一检。
”
示三日内有效核检证明。
此外，
“ 稳定期”期间，居民进
澳门本轮疫情 1821 例核酸阳
入不能全程佩戴口罩或长时间停
性中，有 937 位女性、884 位男性， 留的场所，例如在餐厅堂食时，须
年龄在 3 个月至 100 岁之间。其
出示三日内有效的核酸检测证明
中，确诊病例 705 位，无症状感染 （自采样日起计三日内的核酸检测
者 1116 位 ，累 计 治 愈 出 院 1363
采样证明）。他表示，核酸检测比
人。
“截至目前，本轮疫情 3 岁以下
抗原的灵敏度更高，
更能确定检测
病例均未出现并发症或迫切医疗
的准确性。
需求，并已全部治愈出院。
”
澳门特
对于“稳定期”具体措施的安
区政府卫生局仁伯爵综合医院医
排，罗奕龙表示稍后会详细公布。
务主任李伟成指出。
卫生局会根据抗疫过程中的不同
截至 7 月 31 日下午 3 时，第
环节做出优化，
目前相关工作已开
14 轮全民核检已采样 619469 人
展，包括调整应急处置预案。
次，488817 人次已有检测结果并
据悉，内地援澳 650 名采样人
呈阴性。当前，澳门红码区已清
员在完成任务后，
分批离澳返回内

地。7 月 29 日，首批内地支援人
员离澳，目前仍有 320 名人员继续
留澳支援，协助第 14 轮全民核检
工作。预计第二批内地援澳人员
将于 8 月 1 日离澳。
“未来全澳将设置 20 多个户

外核酸检测站，正在陆续规划，已
考虑台风或恶劣天气等安全因
素。”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疾病预
防及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控处处长
梁亦好指出，
总体目标是使市民采
样更加方便。

据澳门特区政府网站消息，澳门
理工大学运动及体育硕士学位课程毕
业生张嘉豪、欧振杰和丁博伦在导师
翟群的指导下，毕业论文近日入选第
九届亚洲南太平洋运动心理学学会
(ASPASP)国际大会。这是继 2021 年
运动及体育硕士课程多篇毕业论文入
选中国体育科学大会后，该学院研究
生毕业论文再次获国际高水平学术会
议接收，标志着澳理大运动及体育硕
士课程的教学与研究水平持续提升，
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和关注。

澳理大运动及体育硕士学位课程
三位毕业生张嘉豪、欧振杰和丁博伦
的论文获接纳在本届 ASPASP 国际
大会上以第一作者作口头报告，与国
际运动心理学专家学者进行交流。
亚洲南太平洋运动心理学学会是
亚太地区体育运动心理学领域最重要
的国际学术组织，自 1989 年成立以
来，每 4 年举办一次科学大会，该会议
也是亚太地区体育运动心理学领域最
具影响力的学术会议，受到全球体育
科学界高度重视和认可。（据中新网）

轻型汽车充电位年底将超两千个

澳门居民逐步恢复日常工作、
生活和社会活动。
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供图

在五彩缤纷的氹仔街头遇见惊喜

嘉模会堂。

澳门理工大学 3 篇硕士毕业论文
入选运动心理学国际会议

澳门公共泊车充电开始收费

“云游”澳门：

氹仔旧城区是到澳门旅游不可
错过的地方。古朴的街道小巷和葡
式建筑，处处洋溢着一种南欧小镇
般的悠然自在，正好平衡了不远处
金光大道的炫目繁华。漫步旧城
中，看看一路上的树荫花木、异国风
情建筑，总是让人目不暇接，容易忘
却了时间。今天要为大家推介的打

据悉，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现已成为
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最为活跃、
最具影响、
最有凝聚力的全国学术性社团组织，
成
为高等教育工作者交流提高的园地，
关
心教育事业各界人士合作发展的重
要平台，
推进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

卡 点 ，就 在 氹 仔 旧 城 区 嘉 模 会 堂
附近。
嘉模会堂位于氹仔的嘉路士米
耶马路，离嘉模圣母教堂、龙环葡韵
都不远。这里前身为氹仔的电灯总
局，曾是氹仔唯一公营的发电厂，为
氹仔的居民提供电力。2007 年，电
灯总局被改建为嘉模会堂，成为多
用途文艺表演活动中心，经常举办
不同类别的专题讲座，成为文娱康
乐活动的平台。
由于是多功能艺文活动中心，
会堂内部通常在有活动时才会开
放。对于游客来说，嘉模会堂的参
观重点是它的外观。绿墙白柱，走
廊宽敞，正面门楼有图案浮雕，典雅
精致，一派南欧建筑风格，是热门的
拍照胜地。
在嘉模会堂打完卡，沿着碎石
路的斜坡而下，有一条五彩缤纷的
小巷——兵房斜巷。
这条巷子的建筑都不高，多为
两层楼的平房，是当年土生葡人的
聚居地。现在这些房子变成咖啡
店、小吃店、文创小店等等，五颜六
色的外墙和各种创意大胆的涂鸦在
阳光衬托下更加耀眼和鲜亮，基本
怎么拍都不会出错！拿出相机，咔
嚓一下，满满的 ins 风。
充满怀旧气息的古朴街道，随
处可见的中式和葡式建筑，再加上
地中海风情的润饰，缤纷的彩色孕
育出了小城最和谐的组合。下次来
到氹仔旧城区，就漫无目的地走走
吧！或许新的惊喜正悄然而至。

随着《电力供应公共服务收费制
度》日前正式生效，
澳门随即实施公共
泊车充电收费标准。澳门特区政府环
境保护局在网站提供不同充电模式的
用电成本比较，均显示公共充电或一
般充电较汽油费用便宜。
澳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局表示，
澳门收费制度及价格已综合分析澳门
实际情况和邻近地区经验，但由于公
共及私人企业参与度，以及营运模式
的商业化及服务多样性等均存在较大
差异，
加上市场规模等因素，
目前较难
客观地与邻近地区就充电收费水平作
直接比较。
按照参考数据，澳门充电费用综
合停车场泊车费用计算，低于香港每
公里成本区间的中间位置。同时，本
次充电收费设置不同功率级别和时段
收费，
主要鼓励市民多使用慢充设备，
以及尽量在非繁忙时间充电，引导社

会节约用电及减碳。收费生效首日数
据显示，
慢充使用量显著增加，
今年下
半年将增加更多慢充充电位。
公共充电车位数量方面，环境保
护局称，特区政府正分阶段增加公共
充电车位，当前在公共场所设置的轻
型汽车充电位增至 403 个，今年第三
季度预计增至超过 700 个，至今年底
将增至超过两千个，另外，42 个可停
泊电单车的公共停车场均会设置充电
设施。
当前，环境保护局正与相关部门
和机构协调更新《私人楼宇停车场加
装电动车充电设施申请指引》，以提升
私人充电车位申请的审批效率，进一
步完善推广电动车的相关配套。该局
强调，
期望借法规的实施，
完善电力供
应公共服务收费制度，落实“用者自
付”
及
“多用多付”
，
推动澳门电动车市
场可持续发展。

木板明信片填色赛延长征稿时间
截止时间延长至 9 月 30 日
因疫情关系，
为扩大参与度，
让学
生有更充裕的时间创作，
“ 镜海绘彩”
木板明信片填色赛征稿截止时间将延
长至 9 月 30 日。
木板明信片填色赛由澳门文遗研
创协会主办，
澳门文化发展基金赞助、
M 轴空间支持，旨在推动澳门文化创
意产业发展，
增进青少年的艺术素养，
帮助他们认识澳门文化遗产。
据介绍，该活动通过参赛者的颜
料笔和巧妙构思，在木板明信片上发
挥创意，为澳门世界文化遗产增添色
彩和意义，构建独一无二的澳门世界
文化遗产景色。活动主办方期望借此
机会，
让参加者接触世界文化遗产，
引
发居民对世界文化遗产的兴趣，推动
大众关注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木板
明信片填色比赛至今已成功举办 4

届，
深受居民欢迎。
本次比赛分为幼儿组、儿童组和
青年组，每组设冠军、亚军、季军各 1
名，另外，每组设优异奖各 5 名，有意
参加者可在澳门文遗研创协会网站查
阅比赛章程，填写报名表并前往章程
所在地址（南湾雅文湖畔 S3 铺 M 轴空
间）选取木板明信片。参赛者请于 9
月 30 日前将已完成的作品交回上述
地址。
木板明信片填色比赛活动负责人
林丽婷表示，在保护和传承文化的道
路上，
儿童和青少年是未来的力量，
通
过明信片填色创作及亲子互动，能够
培养儿童及青少年对澳门世界文化遗
产的兴趣。
“希望参赛者在创作过程中
能够重新思考澳门文化遗产，领略其
中的价值和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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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