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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澳门金融管理局发布的
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第二季度本地
移动支付工具的交易量为6857万笔，
按季上升7.6%；交易总额达64亿元
（澳门元，下同），按季增长7.6%，每笔
交易的平均金额为92.9元。截至6月
底，澳门受理移动支付的机具及二维
码立牌数量约 9.3 万个，按季增加
0.7%。

在核发信用卡与扣账卡方面，截
至6月底，由澳门银行核发的个人信用
卡总数超166万张，与上季比较上升
3.5%。澳门银行核发的扣账卡总数逾
202万张，按季增加1.9%。

在授信及拖欠方面，截至6月底，
由澳门银行批核的信用卡信用总额达
478亿元，较3月底增长1.7%。

在签账及还款方面，2022年第二
季本地信用卡签账总额为51亿元，按
季下跌7.6%；其中现金透支占1.4亿
元，相当于签账总额的2.8%。信用卡
签账量为843万笔，按季减少3.9%。
另外，期内包括利息及费用在内的还
款总额共 54亿元，按季下跌 6.5%。
不包括现金提取的扣账卡签账笔数按
季下跌16.4%至35万笔，期内的扣账
卡签账总额共6.9亿元，与上季比较
减少22.1%。

二季度移动支付金额64亿澳门元
按季增长7.6%

据澳门特区市政署消息，市政
署近日通过抽检日常食品，发现一款
市售散装雪梨干防腐剂二氧化硫含量
超出澳门相关规定。当前市政署已即
时跟进，勒令涉案商户停售问题产品，
并呼吁市民停止食用。

涉案散装雪梨干抽取自澳门白朗
古将军大马路的裕诚参茸行，验出每
公斤含1.66克的二氧化硫，超出澳门
第7/2019号行政法规《食品中防腐剂
及抗氧化剂使用标准》的规定。市政
署已勒令涉案商户停售有关问题产
品。经调查，该款产品经批发商新德
丰中药贸易行进口，除供应予裕诚参
茸行外，亦有供应给其他多间中药房
及参茸行。市政署已勒令批发商回收
问题产品，并将继续跟进及调查事件，
留意相关产品有否在市面流通。

资料显示，二氧化硫具有漂白和
防腐作用，常被广泛添加于干制水产
品、干制果蔬及糖渍果蔬等食品中。
属低毒性，可溶于水，清洗和烹煮可除
去食物中大部分二氧化硫。然而，二
氧化硫可能会对个别有气喘体质或过
敏人士造成健康风险，如诱发气喘、头
痛、恶心或呕吐等不适症状。

市政署呼吁，曾于上述店铺购买

相关产品的消费者，立即停止食用该
产品。市政署提醒，消费者应尽量在
信誉良好及卫生可靠的店铺选购食
品，选购时要留意食用期限，注意食
品色泽，避免选购过于鲜艳或亮白的
食品。

澳门市政署检出一款散装雪梨干含过量防腐剂

涉案商户被勒令停售

据澳门消费者委员会消息，8月8
日，澳门消委会“内地购房资讯”专页
新增内地房地产销售的“常用名词解
释”专区，专区内的名词由广东省消费
者委员会协助提供，并经广东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审定，具有法定性及专
业性。澳门消委会建议，有意在内地
购房人士可充分利用专页内的各种资
讯，提升维权意识。

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
展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有序建设，越
来越多澳门居民选择在大湾区内地城
市置业。澳门消委会表示，由于内地及
澳门两地房地产销售交易在法律法规、
实际运作及习惯等各有规定，部分澳门
居民由于不熟悉内地房地产交易名词

而发生争议。为此，粤澳消委会加强合
作，邀请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协助
把关审定，为目前内地房地产销售中的
26个常用名词，包括“五证二书”、增值
税以及毛胚房等，按内地相关法规作出
详细及专业解释。

当前，消委会的“内地购房资讯”
专页除了新增内地房地产销售的“常
用名词解释”专区，还新增“内地商品
房用途须看清”短片。此外，目前还有

“大湾区房产信息”及“注意事项”等专
区，澳门居民可于专页查看大湾区内
地获批销售房产的交易资料，包括“五
证”证号、分层单位的房屋用途、销售
状态、相关房产楼款的监管专用账户
等资料。

澳门消委会优化“内地购房资讯”专页

提升消费者法律维权意识

据澳门文化发展基金消息，文化
发展基金于8月9日至10月7日期间
接受“第十届时装样版设计制作补助
计划”申请，最多提供8个资助名额，
每个项目的资助金额上限为18万元，
支持业界开展时装设计样版及宣传品
制作。

据了解，“第十届时装样版设计制
作补助计划”旨在鼓励澳门时装设计
研发创新，推动时装设计师制订可行
及完善的营销规划，促进业界开展商
业活动或参与海内外时装展销活动，
提升业界知名度及市场竞争力，持续
推进行业发展。

按申请要求，该计划申请人须为
年满18岁的澳门居民，以个人或组合
名义提出申请，组合人数最多为2人。
甄选程序分为初选及复选两个阶段。
初选阶段，申请人须提交未曾公开发
表的原创时装作品设计图，由文化发
展基金活动和项目评审委员会根据申
请项目的创意及原创性、品质、整体视
觉效果、市场潜力等要素作为评审准
则，甄选不多于15个项目进入复选。

进入复选的申请人须于指定时间
内，按初选设计图制作1款时装样版。
申请人须出席复选会议，向评审介绍
由自选模特展示的样版作品，并回答
提问。完成复选评审展示后，基金对

“复选展示作品”样版制作及展示费作
出补贴，上限为1.3万元。

评审将根据复选展示作品的选料
及手工、作品的实际效果，并结合初选
的评审准则，选出最多8个项目获得
资助，资助期上限为12个月，每个项
目的资助金额上限为18万元。资助
范围包括样版制作费（起版费及物料
费）、获选作品的宣传品制作费、参展
费用、样版及宣传品的运输费。

有意申请者可通过澳门文化发展
基金网页下载申请表格。为详细介绍
申请事宜，文化发展基金将于8月12
日下午3时举行线上讲解会及解答申
请人问题，有兴趣者可于11日下午1
时前，发送电子邮件(dgaf@fdc.gov.
mo)报名，文化发展基金稍后将提供
登录链接，供参与者当天进入讲解会
线上频道。

第十届时装样版设计制作补助计划接受申请

单个项目最高资助18万元

该款散装雪梨干含过量防腐剂，
市政署呼吁市民停止食用。

澳门市政署供图

东方基金会会址

《岁月留痕——东方基金会会址与基
督教坟场》以“东方基金会会址与基督教
坟场的历史渊源”等三部分介绍为主。书
中生动地描写了当时居澳英商的日常娱
乐活动如戏剧表演、赛马及赛船等，以有
趣的角度呈现了19世纪外国人在澳门的
生活情况。

简要介绍：东方基金会会址即原贾梅
士花园房屋旧址，建于 18 世纪 70 年代，原
址是葡萄牙皇室贵族、财政顾问、澳门保险
之家创始人之一的巨富俾利喇的别墅，并
曾将其租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基督教坟场
位于其旁边，建于1821年，为昔日英国东印
度公司专为埋葬基督教信徒而购置。

澳门仁慈堂

《行善济众——澳门仁慈堂的慈善事
业》介绍了澳门仁慈堂的创办起源、组织架
构、经费来源、建筑特色等，让读者对仁慈
堂大楼这座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有更多的
了解。

简要介绍：仁慈堂由贾尼路主教创立，
既是一个宗教机构，同时又是一个慈善组
织，迄今已经历了400多年的沧桑变迁。澳
门仁慈堂是继印度果阿仁慈堂之后，葡萄
牙在海外设立的第二个仁慈堂分支机构。

澳门圣若瑟修院与教堂

《欧风遗踪——澳门圣若瑟修院与教
堂》介绍了圣若瑟修院与教堂的建筑特色、
创办的缘起变迁、办学期间的文化艺术活
动、当时经学院所培养的澳门各界名人，以
及圣若瑟修院藏珍馆所藏的一批珍贵文
物。全书附有多幅珍贵插图，让读者能快

速及全面地了解圣若瑟修院与教堂的过去
与现在。

简要介绍：澳门圣若瑟修院创办于
1728年，与修院毗连的圣若瑟修院圣堂，规
模仅次于耶稣会士兴建的圣保禄教堂（现
大三巴牌坊前身）。

德成按

《乐善好施——高可宁与德成按》以当
时澳门典当业龙头“德成按”的创建及营运
过程，及创始人高可宁先生的事迹，向读者
生动了介绍澳门典当业的发展史。

简要介绍：德成按于1917年12月26日
开业，由澳门富绅高可宁与其亲家黄孔山
合股投资开设。德成按是澳门典当业发展
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文物，现为典当
业展示馆。

岁月悠悠飘去 陪你慢慢走来
到《澳门文化遗产丛书》中
感受中西文化的美妙碰撞

澳门历史城区此前成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1处世
界遗产。在这个历经沧海桑田的小城内，保存了澳门400多年中西文化交流
的历史精髓。它是中国境内现存年代最远、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和最集中，
以西式建筑为主、中西式建筑互相辉映的历史城区。此外，它也是400多年
来中西文化交流互补、多元共存的结晶。

为了让公众对澳门文化遗产的特色与价值有更深入认识，澳门文化局过
去多年持续策划及出版“澳门文化遗产丛书”，深入浅出介绍澳门文化遗产的
缘起变迁、历史人物、建筑特色、宗教传说、节庆风俗、诗词文献等。

今天，就让我们翻开这几本好书，一起探索澳门文化遗产最迷人的一页。

澳门离岛医疗综合体是澳门回
归祖国后兴建的第一个大型综合医
院，是特区具有标志性的民生工程，
正在加紧建设。离岛医疗综合体由
澳门特区政府与北京协和医院共同
运营、管理和提供服务。澳门特区
《政府公报》8月8日刊登行政长官
的两则批示显示，北京协和医院澳
门医学中心/澳门医院策略发展委
员会及北京协和医院澳门医学中
心/澳门医院筹备办公室将于8月
11日设立，以有效统筹推进新医院
的各项筹备工作。

批示指出，委员会将由8名委
员组成，当中一半成员是国家卫健
委推荐的内地委员，属医院管理范
畴的专家或专业人士，其中1人任委
员会主席。另外4人分别为社会文
化司司长办公室代表1名、卫生局代
表1名、财政局代表1名及澳门特区
内具有医院管理经验的专业人士1
名。委员会将协助澳门特区政府推
进新医院各项筹备工作，并与内地
公共部门或机构联络及技术对接。

新医院的筹备办公室将与委
员会同一天设立，负责制定新医院
的组织架构设置、管理及运作机
制、分阶段启用计划、人员制度、跟
进采购工作，以及推动专项立法工
作。据悉，新设立的委员会及筹备
办公室均属于社会文化司直属管
理。

澳门特区政府表示，离岛医疗
综合体主体工程将于 2022 年落
成，于 2023 年第四季度投入服
务。据公共建设局提供的资料显
示，离岛医疗综合体包括多幢设
施，其中主体建造工程包括综合医
院、辅助设施大楼、综合服务行政
大楼3栋建筑物，3栋大楼占地面
积约为2.3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约为27万平方米。其他设施如员
工宿舍大楼预计于8月完工，中央
化验大楼建造工程预计于2023年
1月完工。

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指出，
如果离岛医疗综合体落成后专科
医生数量不足，北京协和医院将会
聘请外地的专科医生作为替代，但
会优先聘请澳门本地医生。“与协
和医院协商后，决定由协和医院
对离岛医院的专科医生开展规范
化培训。通过临床带教，提高本
地医护人员的治疗水平。”欧阳瑜
表示。

离岛医疗综合体主体工程预计9月完工。

介绍澳门文化遗产的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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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基金会会址。

德成按。

文/图：澳门文化局

离岛医疗综合体中央化验大楼预计明年1月竣工。澳门公共建设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