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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消
息，“澳人食住游”酒店体验及本
地游即将先后重启，其中酒店体
验于8月6日起可重新报名，8日
起恢复入住，“澳人食住游”本地
游于 8日起可重新报名，15日起
恢复出团。

“澳人食住游”酒店体验方面，
每名澳门居民可获200澳门元酒店
体验补助一次，每间客房最多可使
用两名澳门居民的名额即400澳门
元资助金额。

“澳人食住游”本地游方面，
每名澳门居民可获最多280澳门
元本地游旅费补助一次，当中包
含100澳门元餐饮卡。参团者将
于出团当日，获发餐饮卡自由用
餐。

酒店体验已重新接受报名

据悉，今年“澳人食住游”活动
时间为1月29日至8月31日，因6
月澳门出现疫情而暂停，其间受影
响而取消的澳门本地游人数共
2851人，取消酒店套票共5511间。

据澳门旅游业议会会长胡景光
介绍，6月18日至7月31日出团的

“学生研学篇”受影响16155人次，
“还有学生初步定了日期准备参与
‘学生研学篇’，只是未落实日期，若
计算在内，预计整个活动受影响约4
万至5万人。”

胡景光称，当前受疫情影响取
消行程的本地游居民可重新报名，
旅行社正联络并跟进。8月6日重
开酒店体验项目已陆续收到报

名。“暑假还剩20多天，相信酒店体
验会逐渐受到市民欢迎。目前本
地游业界正与澳门特区政府卫生
局沟通防疫安排，希望复办的首发
团能顺利举行。”

澳门居民期待参团享受假期

澳门居民冯先生计划与孩子
一起参与“澳人食住游”。“估计旅
客人数短期内不会飙升，酒店、景
点等不至于‘爆棚’，可以好好享受
一下假期。”

澳门居民林女士表示，目前已
报名酒店体验，希望能抓住暑假的
尾巴，入住有水上乐园的酒店，和孩
子一起享受嬉水之乐。“现在澳门的
酒店设施配套完善，且有政府补贴，
对我们来说具有一定吸引力。”

提倡推出夏天夜游路线

澳门居民梁小姐称，旅游局在
疫情缓和之时立即重推“澳人食住
游”，可让居民纾缓情绪，让亲子欢
度暑假。“这波疫情对澳门经济造
成一定影响，居民日常消费也比较
谨慎，希望旅游局适当增加食住游
的补贴次数或额度，让参与者减轻
负担。”

近期，澳门居民黄先生正研
究参团路线，计划与家人一起参
与。由于天气炎热，他参与酒店
体验的意愿较本地游更高。黄先
生建议，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可
以考虑新增或修改适合夏天的旅
游和夜间游览路线，提升居民参
加的意愿。

酒店体验率先重启

“澳人食住游”本地游
月中恢复出团

来到澳门，突然想品尝一番
川湘地区的麻辣滋味？位于澳门
友谊大马路星际酒店5楼的风味
居，绝对是品尝湘川之味的不二
之选。

风味居连续六年蝉联米其林
二星殊荣。该餐厅由经验超过25
年的中餐行政总厨陈植强主理，
集结湘菜、川菜及面点三大领域
厨师团队，无论是刀工精妙的经
典湘菜、麻辣辛香的川味美食，抑
或是筋道弹牙的精致面点，每一
道都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风味居室内环境以金色、红
色作主调，典雅贵气的就餐环境
及精致的中式餐具，更烘托出菜式
本身的绝佳风味。置身其中，便是
天府之国味蕾盛宴的绝佳享受。

水煮飘香沸腾鱼

这是风味居的招牌名菜，众
多顾客为它而来。精心选用一
斤半重的新鲜桂花鱼，将鱼肉切
得薄厚恰到好处。色清味浓的

秘制红油，以 20 多种香料用小
火慢熬十几个小时而成。鱼肉
嫩滑鲜甜，汤汁浓郁爽口，以粤
菜提鲜手法来烹饪川菜，使麻辣
鲜香中有时带有甘甜，味道口感
丰富至极，堪称水煮鱼的“天花
板”。

荷香酱牛肋肉

厨师精选肥而香的加拿大牛
肋肉，以多年经验配合十多种香
料做成卤水，再交替使用文武火
烤制牛肋肉3小时，把肉汁紧紧锁
住，一口咬下去，牛肉酥软而香
嫩，配上独家辣椒酱，又是另一番
滋味。

北方手工面

北方手工面特选由内蒙古空
运的面粉为原料，经厨师三推四
压擀皮，巧手炮制精致手工面。
搭配新鲜猪肉制成的北方炸酱、
西红柿酱等，面条清香顺滑，筋道
弹牙。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8月5日
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澳门对外商品
贸易总额约812亿元（澳门元，下同），较去
年同期上升1.1%。

统计显示，上半年澳门总出口货值约
71.7亿元，按年上升7.3%；总进口货值约
740.2亿元，上升0.6%。上半年的货物贸易
逆差为668.5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6294万
元。

按出口目的地统计，上半年输往香港、美
国与欧盟的货值按年分别上升16.6%、4.4%

和12.1%；出口至内地的下跌28.5%；输往“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值增加25.6%，至葡语
系国家减少75.2%。

按货物原产地统计，今年上半年产自欧
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葡语系国家的进
口 货 值 按 年 分 别 上 升 12.9%、9.6% 和
42.5%；产自内地的下跌12.2%。

统计显示，今年6月澳门货物出口总值
为9.6亿元，按年下跌19.1%。货物进口总
值按年下跌29.8%至105.1亿元，当月货物
贸易逆差为95.5亿元。

澳门上半年对外商品贸易总额同比上升1.1%

据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消息，自劳
工事务局8月2日恢复正常对外服务后，随
即启动就业配对活动，首三场超市零售配对
会共40人获聘。

在8月首三场超市零售配对会上，劳工
事务局继续与工联合作，共提供141个超市
店务相关岗位，包括理货员、收银员、文员、
送货司机、包装员等职位。三场配对会共联
络133人，答允出席82人，实际出席50人，
成功获聘40人，成功率达80%。

劳工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8月第二
周高端零售业配对会提供50个招聘名额，
第三周保安清洁业配对会提供逾百个招聘
名额，详情可浏览劳工事务局网站“行业专
场配对会”专页。

当前，劳工事务局正联系资料库内相关
工作的求职者参加配对，凡预约到场的求职
者，可按通知短信指定时间到场，因防疫人
流管理需要，现场只接受预约求职者参加配
对。

8月首三场超市零售配对会助40人就业

据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消息，由澳门
贸易投资促进局主办的“第27届澳门国际
贸易投资展览会”（MIF）将于10月20日至
22日在澳门威尼斯人金光会展举行。本届
MIF“澳门中小企业展区”展位增加一倍至
160个，并为符合条件的澳门中小企业提供
特别优惠。

据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第27届MIF将进一步扩大“澳门中小
企业展区”，展位从80个增加至160个，通
过展会促进澳门消费，助力澳门企业拓展
市场。本届展会预计涵盖零食手信、潮玩

产品、家居精品、电子家具、健康生活用品、
文创创业市集及商业服务区（会展、教育、
物流、贸易、电商、零售系统软件及设计）等
类别，并包括“澳门制造”“澳门品牌”“澳门
代理葡语国家产品”等。

据了解，第27届MIF首次采用全线上
报名方式，有意参展的企业可于8月8日至
22日期间，通过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活动
项目网上申请系统递交申请。澳门贸易投
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优惠展位数量
有限，若申请者数量超额，将以抽签形式处
理。大会将保留有关安排的最终决定权。

第27届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10月举行

今日起企业可报名参展

据澳门特区政府网站消息，由澳门外
港客运码头和氹仔客运码头往返深圳蛇
口的两条海上客运航线，均于8月8日起
恢复营运，具体航班票务情况可向船公司
查询。

澳门特区政府海事及水务局提醒，乘客
在出行前应了解粤澳两地的最新出入境防
疫措施。局方亦已要求船公司、码头清洁、
保安外包公司加强码头内公共设施和船只
的清洁消毒。

澳门往来深圳蛇口
海上客运航线复航

据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消息，为进一步
巩固抗疫成果，市政署联同卫生部门以及多
个社团8月8日起，分两个阶段举行社区防
疫清洁大行动，通过加强公共街区及设施清
洁消毒、重点卫生排查曾被防疫封控的红码
大厦并进行防范性清洁消毒、组织居民清洁
大厦维护公共卫生等一系列工作，推动澳门
市民关心社区清洁，爱护公共卫生。

据悉，本次以“疫情防控不松懈，社区清
洁齐动手”为口号的社区防疫清洁大行动为
期5个月，首阶段社区防疫清洁大行动今日
启动，市政署将特别针对曾被防疫封控的红
码低层楼宇进行卫生排查，并对一直存有卫
生状况的楼群进行防范性清洁消毒。

第二阶段的社区防疫清洁大行动于9
月至12月期间，通过政府、社团与市民三方
联动，携手落实及执行各项公共卫生措施。
届时，市政署将联同多个社团在澳门各区开
展社区防疫清洁活动，组织居民对区内公共
设施进行清抹、清扫等，提高群众防疫及公
共卫生意识。同时加强宣传教育，鼓励居民
从自身出发，主动清洁居住大厦环境，改善
并持续维护公共卫生，组建健康大厦，以防
疫情反弹。

市政署呼吁，居民应提高防疫与公民意
识，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个人及公共卫生，做好
社区清洁。“我们将通过一系列活动，动员社
会力量，把防疫措施常态化，巩固抗疫成果。”

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社区防疫清洁大行动启动

齐心协力巩固抗疫成果

据澳门基金会消息，由澳门基金会主
办 的 澳 门 青 年 艺 术 家 推 广 计 划 ：

“历·程——蒋静华版画作品展”及“镂
尘——何颕姿当代篆刻展”日前在澳门教
科文中心展览厅及多功能厅举行，分别展
出蒋静华版画作品32组/件以及何颕姿篆
刻印作80多立方米，并出版同名作品集。
蒋静华、何颕姿是澳门青年艺术家推广计
划第9位、第10位艺术家。

据介绍，推广计划第9位艺术家蒋静华
2003年获得澳门理工学院平面设计专科学
位，2008年取得法国土伦高等国立艺术及
设计学院视觉艺术系学士学位，主修录像
装置创作。回澳门后担任多部电影的美术
指导，其作品《澳门人》曾获得“第二届澳门
版画三年展”国际版画比赛金奖。2017年
再赴法国留学，现为巴黎第八大学视觉艺
术硕士研究生。“历·程”为蒋静华再次留学
法国四年的学习经历及创作过程，重新思
考艺术创作的动机与目的，展品除了有完
成的实验作品外，还有将创作步骤分解的

展品，让观众了解作品的创作过程，以不同
层面去观赏，加深对作者创作思维的理解，
同时加强观众对版画的鉴赏力。

推广计划第10位艺术家何颕姿2014年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现为中国美术
学院美术学博士研究生、濠江印社副理事长、
濠上印学社副理事长等。曾参与及举办多个
展览，包括“七月蜉蝣——何颕姿书画篆刻
展”“艺文荟澳：澳门国际艺术双年展本地作
品征集展”等。“镂尘”为何颕姿继其创作《失
群的鸟》后对篆刻艺术的进一步思考。她以
传统篆刻艺术为本位，从源头反省媒介本身，
思考什么是篆刻、篆刻的作用。她的创作关
注人的存在状态，并试图用传统的艺术手法
构建形而上的诗意世界。

两个展览展至8月15日，每日上午10
时至下午7时，在澳门新口岸宋玉生广场澳
门教科文中心展览厅展出。入场人士须配
合现场人流控制措施，并佩戴口罩、接受体
温检测及出示健康码，遵守澳门特区政府
的防疫规定。

蒋静华何颕姿艺术展揭幕

展出版画及篆刻作品

澳门米其林摘星攻略：

寻找川湘食府的美食“诱惑”

“澳人食住游”酒店体验及本地游即将先后重启。 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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