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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澳门邮电局为5G
牌照开标，两家投标公司澳门电
讯、中国电信（澳门）派代表出
席。前者投标获接纳，后者获有
条件接纳。两家投标公司均表
示，有信心提供优质5G服务，价
格收费有竞争力，希望客户放心
使用。邮电局稍后会启动评标工
作，并争取年内完成发牌程序，预
期最快可于明年第一季度推出
5G服务。

澳门电讯：
价格将会具备一定竞争力

15日当天，邮电局在其总部
大楼开标。澳门电讯商务副总
裁湛宝仪会后受访时表示，今年
内，该公司5G网络将实现室内
室外全覆盖。获发牌后，希望年
内可提供5G服务。她补充道，
收费细则要待招标程序完成后
才能公开，“希望届时5G服务推
出后就可以吸引用户使用，因此
价格将会具备一定竞争力”。

被问及 5G巿场竞争减少，
以及用户对使用5G的接受程度
时，湛宝仪坦言，公司支持开放
巿场下的竞争，支持与各营运商
商讨任何合作模式。对于5G用
户接受程度，湛宝仪表示，过去
两年客户更换5G手机比例高，
随着越来越多手机厂家及邻近
地区推出5G服务，相信澳门用
户会提高对5G的认可度。

澳门电讯于两年前开始5G
建网，共投入6亿澳门元，技术层
面上提供双制式，包括非独立组
网（NSA）、独立组网（SA）。该公

司当前已完成网络部署及规划。

中国电信（澳门）：
5G肯定不比4G贵

中国电信（澳门）副总经理宋
彤表示，公司有信心完成标书的
要求，“我们的5G流量单价肯定
不比4G贵”。

在商家竞争方面，宋彤表
示，该公司在5G服务上看到的
更多是希望，希望为客户做好
服务，所以竞争问题考虑较
少。即使目前只有两家投标公
司，但该公司在做投标决定时
并没有做任何商业权衡，“我们
肯定会投标”。

在5G服务方面，宋彤认为，
公司的基站、传输等都要投入大
量资金，从公司角度来看当前未
必划算，但该公司在澳拥有数十
万用户，若5G服务成为社会发
展的大趋势，盈亏问题将难以考
量。为了对用户负责，该公司最
终决定投标，“我们会尽力做好
5G服务，顺应巿场趋势和用户
需求”。

记者15日从澳门特区政府
文化局获悉，该局推出多项澳门
世界遗产主题体验活动，为市民
带来丰富多元的文化遗产体验。

为向儿童科普澳门世遗知
识，文化局制作了澳门历史城区
系列动画短片，以深入浅出、活
泼有趣的动画，带领儿童探索世
遗建筑背后的故事。这一系列
动画短片共 6集，每集约 3分
钟，观众可于澳门文化遗产网

“推广教育”页面或文化局的海
外社交媒体平台上观看。

设于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

基地郑家大屋的“澳门历史城区
互动特展”于8月份增设“世遗
扩增实境绘图体验”，以丰富展
览的教育功能及趣味性。参加
者通过现场的多媒体互动装置
及3D全息投影技术，可发挥想
象力和创意，在纸上为世遗建筑
填上色彩。完成创作后可使用
现场提供的数码装置扫描作品，
将作品转化为AR动画并投影
出三维立体图像。特展还设有
闯关小游戏，增加寓教于乐的趣
味体验。

（据新华社）

澳门推出世遗主题体验活动
观众可网上观看相关系列动画短片

据澳门特区政府网站消息，
澳门第14/2021号法律《都市建
筑法律制度》（以下简称“制度”）
于8月17日起正式实施。制度
提高了对非法工程责任人的罚
款金额上限以加大打击力度：对
自然人的罚款金额由5000元
（澳门元，下同）至100万元不
等，对法人的罚款金额由5万元
至200万元不等。在此之前，这
一罚款金额的浮动范围为1000
元至2万元。两相对比，罚金上
限提高到100倍。

按制度，违法人交罚款还
不能免除拆除非法工程的责
任，倘违法人不遵守发出的“拆
卸令”，仍可被继续罚款。其
中，自然人可被科处5000元至
20 万元罚款，法人可被科处
15000元至50万元罚款。

特区政府强调，减少非法
工程需要居民守法及配合，呼
吁居民顾己及人，切勿僭建，共
同维护楼宇安全，营造舒适的
居住环境。

为了促使违法人自行清

拆，制度增加了鼓励性减免措
施。针对非法工程的处罚程
序，倘工程所有人在听证期间，
不作申辩且自愿拆除所有非法
工程，可获全数豁免罚款；倘若
局方对非法工程展开的听证程
序有了最终决定且发出拆除
令，违法者于限期内自愿拆除
非法工程，其因进行非法工程
之罚款可减半。此项减免仅适
用一次。若违法者5年内再次
因开展非法工程而被罚款将被
视为累犯，罚款下限将提高四
分之一。倘最终没有自愿清
拆，则此项罚款不能减免。

不遵守“拆卸令”导致的罚
款不能被豁免。不论正进行中
的非法工程还是现存的非法工
程，倘由特区政府跨部门展开
行动清拆，违法人有可能承担
较自愿清拆更高的清拆费用。

除提升罚款外，制度还新
增多种措施以加大打击力度，
包括引入刑事责任、在物业登
记作附注以及中止水电供应
等。

澳门实施《都市建筑法律制度》

非法工程罚金上限提高100倍

在澳门，常常可以发现一些特别的
墙。有很多五颜六色的墙面，斑驳老
旧、藤曼枝缠；有一些贴满了旧时的老
海报，仿佛写满了这个城市的故事。

澳门包容又开放，不同的人都可以
在这个城市找到他的兴趣点，可以是书
香、树影的小清新，也可以是细碎、平凡
的市井烟火，甚至是纸醉金迷式的生
活。澳门有太多的个性，不如我们来一
场色彩斑斓的旅行，从视觉之美的角度
认识一个全新的澳门。

今天，我们将要走进澳门浪漫而又
甜蜜的“粉色海洋”，在微风里感受澳门
的浪漫气息。

推荐打卡地：恋爱巷

地址：澳门半岛中心地带，大三巴
街和大三巴右街之间

澳门歌手彭永琛曾在自己的同名
专辑里发布过一首歌曲，名字就叫《恋
爱巷》。这条隐匿在大三巴附近的小
巷子全长不过50多米，过分浪漫的中
文名字让它逐渐成为世界各地恋人前
来朝圣打卡的地方。恋爱巷这个名字
的真实由来，其实是早前葡萄牙人对
自己宗教所表达的一种虔诚与热爱。
百年过去，斜巷两边葡萄牙风格的建
筑已被粉刷上各种鲜活、跳跃的色彩，
作为《伊莎贝拉》《游龙戏凤》《死亡游
戏》等电影的取景地，恋爱巷已成为澳

门又一新地标。

推荐打卡地：加思栏花园

地址：澳门半岛大堂区葡京酒店
附近

位于澳门东望洋新街以及兵营斜
巷交界的加思栏花园，是澳门第一座公
园。这是一座欧陆风格的公园，一部分
在南湾街和家辣堂街之间，园中古榕成
荫，繁花夹道；另一部分依山而筑，位于
加思栏马路和东望洋新街之间。公园
旁边有八角亭图书馆，现在是中华总商
会附设的书报阅览室。公园内的建筑
物基本都是粉色墙面，自带浪漫甜蜜的
氛围，不少情侣会在这里悠闲漫步。

推荐打卡地：The Hideout咖啡屋

地址：澳门南湾马统领园26号地下
笔者去到The Hideout咖啡屋更

像是一场意外：本来是要去找一家饭
店，在穿过居民楼小巷的时候发现了这
间咖啡屋，颇有设计感的咖啡屋空间有
点工业风的意思，但在细节设计上又多
了几分甜蜜，尤其是粉红色的咖啡纸
杯，简单大气的logo造型能迅速让人产
生“来一杯”的愿望。The Hideout咖
啡屋主打精品手冲咖啡，推荐一款云呢
拿牛奶咖啡，选用来自云南的咖啡豆烘
培，配上一块葡式蛋挞，味道刚刚好。

文图/澳门旅游局

色彩澳门：

浪漫甜蜜的“粉色海洋”

澳门金融管理局近日发布
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第二
季度，国际性业务占澳门整体
银行业务的比重回落。截至6
月底，国际资产占银行体系总
资产的比重从3月底的86.0%
下跌至 85.5%；国际负债占银
行体系总负债的比重从3月底
的83.6%下跌至83.3%。

外币是澳门国际性银行业务
的主要交易单位。截至6月底，
澳门元占国际性银行资产及负债
的比重分别为0.8%及0.7%，港
元、美元、人民币及其他外币在国
际资产中分别占32.7%、44.0%、
18.7%及3.8%，在国际负债中的
比 重 分 别 为 37.4%、37.6%、
21.6%及2.7%。

截至6月底，澳门银行业的
国际资产总额为22060亿澳门
元（2729 亿 美 元），按季下跌
3.6%。其中，对外资产16524亿
澳门元，按季下跌6.2%，本地外
币资产 5536 亿澳门元，增加
5.1%。

澳门银行业的国际负债总额
为 21510 亿澳门元（2661 亿美
元），较3个月前下跌3.3%。其
中，对外负债12737亿澳门元，按
季下跌6.6%，本地外币负债8773
亿澳门元，上升1.9%。

澳门居民及特区政府存放
于澳门银行的各类外币存款是
国际负债的主要组成部分。截
至6月底，这类存款为6746亿澳
门元，减少1.6%。 （据人民网）

澳门银行业第二季度
国际性业务比重回落

据澳门劳工事务局消息，
劳工事务局、澳门中华新青年
协会及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
原定于7月底联合举办的“青年
就业博览会2022”活动将于10
月8日、9日在澳门威尼斯人会
议厅举办，主题为“青年就业，
始于当下”。该活动因早前疫
情而延期。

当前，劳工事务局再启参展
企业招募工作。凡有意为青年
提供就业岗位并参展招聘的企
业，可于8月25日前登入活动专
题网站 youthcareerexpo.org.
mo递交申请。凡已保留申请的
参展企业毋须再递交，主办方会

派员确认有关最新招聘需求。
除职业配对外，企业还可以

派相关人员进行专题讲座，向青
年介绍有关行业发展前景，解答
有关职业规划所遇见的问题，以
鼓励青年投身相关行业，扩展职
业发展空间。

主办方表示，若参展机构递
交的资料通过审查，该机构提供
的招聘空缺会安排于活动前在
活动专题网站上发布，供青年浏
览及投递简历应聘。为方便企
业尽快寻找到合适求职者，企业
在筛选应聘青年的简历后，可按
实际需要，安排青年于活动前或
活动当日面试。

“青年就业博览会”10月举办
劳工事务局重启参展企业招募工作

澳门5G牌照开标
预计最快明年第一季度推出5G服务

5G牌照的开标意味着5G服务
在澳投入使用的时间越来越近。有
会展业界人士相信，5G可优化客户
参与线上服务的体验，“希望收费不
会增加业界成本”。

澳门会议展览业协会理事长潘
耀荣表示，此前疫情的出现，一定程
度上阻碍会展活动的举办，为此业
界积极寻求出路，通过互联网升级
转型，如举办“云展会”，让无法到达
现场的人士可参与活动。此外，不
少活动增加视频致辞、视频对话等
环节，方便嘉宾远程参与展会。另
外，因国际商务客户出行不便，目前
不少展会有“云配对”环节，让各地
人士可通过线上连线，这对互联网
网速有一定要求。潘耀荣认为：“若
5G在澳投入使用，将能帮助业界更
好地发展线上业务，丰富会展内容，
为参与者带来更好体验。”

潘耀荣提到，当前受疫情影响，
会展活动大减，业界更要节省成本，

客户也会审慎考虑活动开支。“若5G
费用较4G高太多，业界可能会望而
却步。”潘耀荣表示，希望届时5G推
出后，既可提升业界效益，相关收费
又不会为业界带来太重的负担。

澳门工商联会财务部副部长李
仲民认为，5G在澳投入运作后，可有
效推进澳门电子支付、物联网、信息
发布、视像会议等应用。尤其疫情之
下企业无办法面对面洽谈业务，线上
会议的应用有所提升。5G技术具备
高速度、低延时特性，将有助于企业
提高运作效能。“澳门与不少海外国
家有紧密接触，5G投入使用，将有助
于澳门企业与海外接轨。”

当前，内地城市和香港的5G服
务早已开展，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
宣传、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效率，相关
收费不算高昂。“现在澳门电讯运营
商在5G方面有一定竞争力，希望届
时收费在企业可承受范围内，提高
5G在澳普及度。”李仲民表示。

澳门会展业界关注5G收费问题

澳门5G牌照开标。

加思栏花园

恋爱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