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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岗位有工作年资和职业
资格证书要求

颜奕恒称，银行业对于学历要求
比较高，九成多的聘用者需要具有高
等教育学历。此外，银行业也希望应
聘人士具备优秀的综合素质，包括逻
辑思维能力、服务观念、协作精神、责
任感和学习能力等，并服从银行统一
安排调配。

除了上述要求外，对于专业类
型岗位，部分银行需要有相关行业
工作经验和资格证书的要求，具有
与岗位要求相对应的专业能力，在
专业资格方面如持有 CFA、CPA、
FRM、CAMS等行业相关资格参加
应聘更容易成功；对于从事跨境业
务岗位，还需要具备流利的普通话
表达能力；对于从事服务国外客户
的岗位，则需要具备流利的英语表
达能力。

加强金融教育建设
提供人才储备

近年来，银行业界雇员在职培训
人数逐渐增多。目前参与培训雇员已
超9000人次，其中超六成学员利用工
余时间报读进修课程。颜奕恒认为，
最近几年银行业界积极支持金融教育
场景建设，与大专院校、中学、社团等
举办金融专题课程，如金融机构体验
学习课程、金融专题研究课程等，坚持
理论联系实践，让学员了解行业的发
展，提早规划职业生涯。另外，劳工事
务局推出的“模拟面试工作坊”，为澳
门青年积极投入就业市场、顺利进入
职场做好准备。

现代金融业作为澳门四大产业之
一，近几年备受社会关注，当前，澳门
金融行业主要是以银行业、保险业为
主，要发展现代金融、数字金融，需要
更多不同种类专业的人才，特别是财

务风险分析、证券投资、资产管理、金
融法律等金融科技复合型人才。

颜奕恒表示，首先，希望特区政府
加快完善金融领域的法律法规，推动
建立澳门证券交易所，扩宽现代金融
产业发展空间；其次，持续完善人才发
展长远规划，推动高等教育院校与企
业间产学研发展，营造更优人才环境，
培养更多实践型人才，为金融业发展
提供人才储备。

根据《2022年第一季金融业人力
资源需求及薪酬调查》，第一季末金融
业的职位空缺有347个，按年增加73
个，当中银行业（287个）和保险业（32
个）分别增加58个及9个。在招聘要求
方面，金融业有超过90%的岗位要求懂
普通话和英语；而银行业有56.4%的岗
位要求有工作经验，98.6%要求具备高
等教育学历；其他金融中介业及保险业
分别有100%及68.8%的岗位要求具备
高等教育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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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门大学消息，近日，由澳门大
学主办的首期“遥感信息处理及在城市
环境的应用”暑期培训课程正式上线，
国内外遥感信息处理方面的专家共
665人参加。专家们就遥感信息前沿
技术发展分享真知灼见，为如何面对全
球科技发展带来的挑战出谋献策。

本次课程由澳大智慧城市物联网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办，中国科学院空
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协办，以及“一带一
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NSO）资
助。课程吸引来自中国、美国、英国、
德国、加拿大、巴基斯坦、日本等35个
国家和地区665位学者参与。

澳门大学校长兼智慧城市物联网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宋永华致辞时表
示，澳大是“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
联盟的发起单位之一，与联盟共同在
前沿领域解决全球面对的科技挑战、
聚焦尖端学术问题、促进先进科技发
展、培养高端科技人才。此次培训课
程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1（建设
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
的城市和人类住区）相契合，也是澳大
智慧城市物联网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

要研究议题。
“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秘

书处执行主任曹京华介绍了ANSO的
成立背景、愿景目标与合作网络。他
表示，此次暑期课程为来自不同国家
和地区的学者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机会
和交流平台，希望通过讨论遥感技术
及其在城市环境中的应用，为推广遥
感技术与应用和城市可持续发展作出
贡献。同时，ANSO也在不断推进尖
端观测技术与城市环境领域的国际合
作网络，并持续致力于促进城市可持
续发展新理念的合作交流与传播。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副院长张兵介绍了中国科学院空天信
息创新研究院目前取得的丰硕成果：

“目前我国的遥感观测技术处于高速
发展的阶段，空天院有信心持续推动
空天信息及遥测核心技术创新。”此
外，张兵还介绍了与澳门大学共建的

“澳门大学—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
新研究院空间信息联合实验室”工作
开展情况，并期待联合实验室能够继
续培养优秀人才，产出优秀科研成果，
提升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

澳门大学举办遥感技术培训课程

分享真知灼见 共话创新应用

“笔墨丹青绘湾区——庆祝香港
回归祖国25周年美术作品展”澳门站
巡展10日起以线上形式呈现，澳门公
众可通过文化局网页饱览展品高清影
像及相关说明。

“笔墨丹青绘湾区——庆祝香港
回归祖国25周年美术作品展”以四城
巡展的方式，先后在北京、香港、澳门
及深圳展出。本次展出的116件作品
分别由内地及港澳艺术家精心制作，
其中8位澳门艺术家李德胜、李惠华、
李霞、林子恩、刘富业、麦光荣、邵燕梁
和吴卫坚用作品描绘了澳门城市风
貌、世遗风光及历史时刻等。

展览以“笔墨丹青绘湾区 流光溢
彩画未来”为主题，涵盖“中央援港同心

抗疫”“建党百年在港澳”“港珠澳大桥
通车”“驻澳部队官兵携手澳门市民共
同抵抗风灾”等丰富内容，以中国画、油
画、版画、水彩、雕塑及综合材料等多种
表现形式，记录描绘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的重要成就，着重展现港澳回归祖
国以来，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在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民生等方面取
得的发展进步。

本次展览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家协会、
文化和旅游部港澳台办、广东省政府
新闻办、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
游局、香港中联办宣文部、香港各界庆
典委员会、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澳门
中联办宣文部联合主办。 据人民网

笔墨丹青绘湾区作品展移师澳门

展现大湾区建设重要成就

为进一步推广澳门世界文化遗产，
澳门文物大使协会将于8月20日和21
日举办由文化发展基金资助的“夜游世
遗·小城大亨”导赏活动（第一期）。

据介绍，“夜游世遗”已连续举办
多年，每年均推出全新特色导赏路线，
本届活动将以“小城大亨”为题，配合
饶有趣味的互动环节，为参加者带来
全新体验，感受澳门小城魅力的同时，
深入认识澳门经济产业发展的历史。
本月20日和21日晚上将各举行一场
活动，每场参加人数为20人。

文物大使协会副理事长兼活动统
筹陈富明表示，参加者可于晚上进入
卢家大屋等世遗建筑，在夜色下感受

世遗的另一种风貌。同时，活动将设
置具有主题特色的互动环节，深化沉
浸式体验，以寓学于乐的方式，增加居
民对澳门历史文化的认识，从而提升
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陈富明介绍，活动分两期进行，于
20日和21日举行的首期活动地点包
括：卢家大屋、三街会馆、草堆街及16
号码头等，全程约为2小时，过程中要
求参加者服从工作人员安排，遵守防
疫相关规定。本次活动设有网上报名
系统，第一期活动报名由即日起至额
满即止，费用全免。第二期活动将于
稍后公布，详情可登录澳门文物大使
协会网站进行查阅。

“夜游世遗”导赏活动开启报名

感受澳门小城魅力

据澳门财政局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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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查询系统于8月12日上午9
时启用，以方便居民查询。援助款项
将于2022年8月17日起以银行转账
及邮寄支票方式分批发放。

为方便居民查询，澳门财政局已
于8月1日推出援助计划专页及雇员
简易查询系统，详细查询系统则在12
日上午9时启用。居民可登录援助计
划专页、使用Macau Tax移动应用
程式，或通过财政局自助服务机，详细
查询其受益状况、援助款项金额及计
算方式、发放方式、发放时间，以及不
合资格的原因等资讯。

详细查询分个人及商号经营者两
种。雇员及自由职业者需输入澳门居
民身份证编号及出生日期，而商号经
营者则需输入纳税人编号或商业及动
产登记局登记编号，以及纳税人名下
任一营业场所登记编号。

如属“符合资格”人士，系统会列
明其援助款项的发放时间及发放方
式，如发放方式显示为“自动转账”，援
助款项会存入其已登记收取现金分享
的银行账户内。

如发放方式显示为“邮寄支票”，
则未登记银行转账的雇员及特定行业
自由职业者，支票会按其在身份证明
局登记的地址寄送；商号经营者及属
职业税第二组纳税人的自由职业者，
支票会按其在财政局登记的地址寄
送。

如属“不合资格”人士，系统会列
明其不合资格的原因。

如雇主没有在2022年1月16日
之前为2020年 1月至2021年 12月
期间任职的雇员登记入职，或是没有
在 2022 年 6月 18 日之前申报雇员
2020年或2021年度的工作收入，雇
员可通过申请，证明其于该期间内确
实存在雇佣关系且符合有关工作收入
方面的规定，经财政局核实其资料及
资格后，可获发放雇员援助款项。

此外，今年1月1日至7月30日
期间开始处于非自愿失业状况的澳门
居民，可通过申请及提交有关失业状
况的证明，经财政局核实其资料及资
格后，亦可获发放雇员援助款项。上
述申请最迟须于8月29日向财政局
提交。如对查询结果有其他异议，可
于系统下载申诉书，填好后附上相关
证明文件亲临财政局提交。

援助款项计划详细查询系统今日启用

将以转账等方式分批发放

新马路是澳门最繁忙的交通要
道，但在其开辟之前，该处原是交错的
陋巷与民居，经澳门政府多次搬迁整
合后才成为如今澳门半岛东西连通的
交通要道。

连通内港及南湾的新马路是澳门
最繁忙的交通要道，但这条堪称澳门

“心脏”的道路其实也不过启用仅一个

世纪。新马路开辟之前，该处民宅拥
挤、巷弄交错，若要从内港到南湾，需
绕一大圈才能抵达，相当耗费时间，因
此当时政府在20世纪初计划开辟一
条新的马路连通两地。

1911年，新马路开始分段修建，
最初仅仅连通大鹏巷（约今市政署西
侧）至大街。后来，政府再次梳理内港

一侧的多条街道，最终完成市政署至
内港的道路工程。工程竣工后，由于
尚未对街道命名，当地人便以“新马
路”称之。当时政府曾决定以“亚美打
利庇卢大马路”取名，但由于名字绕口
难记，所以当地人仍习惯以“新马路”
作为该马路名称。

1918年，当时政府将弯曲的大鹏

巷拉成直线，并在龙嵩街连接大堂街
的小山岗开辟出新路，正式打通这条
全长 620 米、从内港到南湾的大直
路。新马路除了贯通东西，沿途亦经
过议事亭、龙嵩街、关前街等多个重要
的民生及政治区域，因此开辟后便成
为重要的交通要道，此后许多银行、商
户、酒店都围绕着新马路兴建。

澳门持续探索推动
经济多元化发展，面对经
济下行的压力与产业结
构调整的趋势，不少求职
者和有意转行业人士，都
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工
作稳定、薪资优渥且更能
抵御冲击的金融业。中
国银行澳门分行青年协
会监事长、立法会议员颜
奕恒接受采访时表示，金
融业对学历的要求较高，
部分岗位对工作年资和
职业资格证书有要求，随
着金融行业的发展，也需
要更多不同专业的复合
型人才加入。他期望特
区政府加快完善相关法
律制度，搭建人才培育环
境，为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澳门统计暨普查局公
布的2022年第一季度金
融业人力资源需求及薪酬
调查结果显示，一季度金
融业拥有全职雇员8292
人，平均薪酬近30000澳
门元，按年增长 2.7%。
工作稳定、待遇好、抗冲击
的特性，让金融业成为不
少求职者的首选。

颜奕恒接受采访时
表示，澳门银行业一直都
设有对本地人才的招聘
计划，除了各银行通过自
身渠道，如线上、线下宣
传招聘，也会参与政府、
社团、大专院校等机构举
行的大型招聘会。如银
行定期举办的校园招聘
和政府与社团合办的“大
型公众招聘日”，为有意
从事银行业且符合聘用
要求的澳门应届毕业生
提供就业机会。同时，为
了让澳门青少年了解就
业和招聘市场信息，很多
银行积极举办关于银行
业发展前景、就业信息的
指导讲座。

①在新马路开辟前，该
处原是民宅盘踞的蜿蜒陋
巷。

②为开辟新马路，政府
拆除不少建筑，并梳理整合
了数条巷、围。

③自新马路开辟，许多
商户企业都抢驻“黄金路
段”。

④新马路承载着澳门近
代历史发展足迹，如中央酒
店就是澳门迈向“摩登”的标
志。

澳门记忆：贯通澳门东西的新马路

工作稳定、待遇好、有发展前景，使金融行业成为求职者首选。

随着金融业发展，相关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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