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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澳门海事及水务
局刊登了第1/2022号《告示》，提
出内港锚地新安全规则。《告示》
将于今年9月起正式生效。

据了解，《告示》规定了内港
锚地停泊渔船应遵守的规则，包
括限制并排停泊的渔船数量、限
制船上燃油的存放方式、订定石
油气存量上限，禁止在停泊区内
明火煮食、设立明火祭祀活动和
维修作业管制区等。同时要求，
船东须以电子方式向海事局申报
渔船停泊的期间、燃油数量、石油
气和有否危险品等。

澳门海事及水务局17日派
员向船东和渔民介绍内港锚地新
安全规则，并解答业界的疑问，演
示和教授如何使用电子申报系
统。

出席讲解答疑活动的渔民代
表反映，《告示》的规则较为严格，
例如禁止在船上明火煮食。海事
局表示理解业界的难处，但同时
明确，新安全管理规则可有效减
少火警及其它意外事故的风险，
保障业界的生命财产安全，须配
合遵守。并指出，邻近地区的渔
港通常都禁止船上明火活动。

澳门：

九月起禁止在渔船上明火煮食

记者从澳门特区经济及科技
发展局获悉，“2022年内地与香
港特区、澳门特区知识产权研讨
会”将于8月30日以线上形式举
行。

今年研讨会的主题包括“内
地与港澳知识产权的最新发展”
及“商标保护与品牌建设”。研讨
会除了由内地及港澳知识产权行
政部门代表介绍三地知识产权的
最新情况外，还邀请了三地企业
代表担任主讲嘉宾，探讨商标保
护的重要性，分享运用品牌建设
策略，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相关

经验。
据悉，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港澳

台办公室、香港特区政府知识产权
署及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
展局联合举办的三地知识产权研
讨会自2000年起，由内地、香港特
区及澳门特区轮流筹办，至今已是
第二十二届。研讨会的举办为三
地知识产权界打造了一个加强沟
通和分享经验的平台，有助三地企
业、知识产权业界和政府行政部门
掌握知识产权的最新资讯和运用
策略，推动内地与港澳有关知识产
权的交流和合作。

内地与港澳知识产权研讨会
将于30日线上举行

据澳门文化局消息，为满足
社会大众和专业群体的需求，澳
门文化局将于9月携同澳门工程
师学会举办“夯土墙体验工作坊”
及“岭南屋顶铺瓦工作坊”，通过
向公众推广岭南建筑，加深社会
对澳门传统中式建筑及修复工作
的认识，普及世界遗产价值。

据介绍，“夯土墙体验工作
坊”将于9月3日及4日举办，工
作坊将以理论及互动体验的方
式，认识澳门夯土墙体的特色、材
料特性、成分配比、修复方法等；

“岭南屋顶铺瓦工作坊”将于9月
24日及25日举办，课程将分为

线上理论及线下实践课程进行，
深入浅出地介绍岭南建筑特色、
澳门中式文物建筑概况、文物建
筑基本修缮原则等，并会以动手
实操的方式，重点介绍岭南建筑
传统屋顶铺瓦技巧。

文化局表示，两项传统建筑
工艺体验班每场名额20人。现
正从事或有兴趣从事文物建筑修
复工作、年满16岁或以上的澳门
居民，自8月18日9时起，可以通
过文化局网页“活动报名系统”进
行报名。若报名人数多于指定名
额时，将以电脑抽签形式决定，获
录取者将以短信通知。

澳门文化局9月举办传统建筑工艺体验工作坊

向公众普及修复工艺知识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日
前到立法会回答议员提问时表示，澳门
运输工务司司长罗立文将邀请澳门立法
会议员到新城A区参观，实地了解政府
工作。澳门公共建设局17日公布，立法
会议员近日在罗立文陪同下，视察新城A
区建设及澳氹第四条跨海大桥工程。

视察当天，罗立文与立法会议员参
观新城A区混凝土厂、共同渠道样板段，
并交流新城A区建设的意见，以及听取
第四条跨海大桥工程介绍及进度。

据议员表示，目前新城A区有12个
在建项目，包括9个公屋及3个基建项
目。根据公共建设局网站显示，新城A
区B4、B9、B10地段公屋正开展上盖工
程，后两项预计2024年4月完工，B4地
段公屋上盖工程预计 2024 年 8 月完
工。A3地段公屋设计连建造工程预计
将于2025年9月完工，A2及A12地段公
屋设计连建造工程预计于2026年1月完
工。A1及A4地段公屋设计连建造工程
预计于2026年6月完工。B6地段公共
设施大楼建造工程则预计2023年8月完
工。

当前，有5个项目正在开标，其中4
个为社屋项目，分别是 A5、A6、A10、
A11地段，另一个为新城A区与澳门半
岛连接桥建造工程。

据澳门公建局网站显示，新城A区
与澳门半岛连接桥由劳动节大马路近污
水处理厂连接至新城A区西侧，双向单
线行车，全长约500米。行人天桥由近友
谊桥大马路连接至新城A区西侧，全长
约300米，宽约5米，并与当前通往水塘
的行人天桥连接。工程将重整周边路
网，最长施工期为630个工作日。今年
内，新城A区在建项目将增至17个，成为
一个“大工地”。

澳门立法议员一行还参观了A区共同
渠道样板段，以一比一方式展示共同渠道。

据议员介绍，A区主要通道使用双舱
型共同渠道，支线则使用单舱型共同渠
道，亦有微型共同渠道。共同管道需要

埋入地底6、7米，连同共同渠道的范围，
会深入地底10多米。A区西侧的公共道
路及排放网络建造工程本月将委托工
程，建设行车道路、行人道及共同管道，
工程预计2023年9月竣工。

议员随后还视察了澳凼第四条跨海
大桥工程。大桥已于2020年3月动工，
合约竣工期为2024年 1月。受疫情影
响，工程稍微延误，为此政府当前正追赶
进度，争取2024年上半年完工。

澳门新城A区建设如火如荼
澳氹第四大桥预计2024上半年启用

澳门立法会议员视察新城A区建设，并听取澳氹第四条跨海大桥工程介绍。 澳门公共建设局供图

澳门立法会议员近日视察新城A区
建设及澳氹第四条跨海大桥。澳门立法
会议员胡祖杰称，目前新城A区公屋进
度理想，第一个经济房屋项目可于2025
或2026年入住，届时会有街市、学校、医
疗设施及交通配套。

澳门立法会议员胡祖杰、李静仪表
示，澳凼第四条跨海大桥不少施工材料
是上海等地制造，此前因疫情停工拖慢
进度。政府方面表示，会通过施工程序
及技术等追回进度，“希望赶在2024年
上半年完工，之后通车。”

此外，胡祖杰还关注到跨区上班上
学衍生的跨区交通问题，他认为轻轨东
线十分重要。为此政府回应表示，将会
逐步完善交通配套，当居民入住、道路接
驳后，会安排公共巴士入区。

在A区公屋的工程监管、时间进度
及质量方面，李静仪指出，政府有吸纳居
民关于A区整体生活及对外交通配套的
意见，以及在实际操作上监管工程落成
及质量，并已规划在不同时段兴建学校、
卫生中心等设施。

澳门立法会议员马耀锋提到，今年

社区房屋建设规划若如期进行，明年有
望开启公共大楼供市政署规划。“希望公
共建设局日后能详细介绍A区经屋户型
分配、设计、兴建进度等，提前规划好交
通未来走向、休闲空间、生活配套等民生
设施。”

提到参观共同管道样板段，胡祖杰
指出，共同管道现正施工，未必能在第一
期公屋落成时启用。因共同管道需要连
接整个A区才可使用，现阶段仍有其他
地下排水及管网，确保水电煤等供应。

“希望通过新城共同渠道的经验，逐步改

善澳门旧区的渠道。”
李静仪则希望，A区共同管道完成

后，可按公共建设局预期减少道路重复
开挖。“旧区引入共同渠道不容易，希望
新建区域能吸纳A区做法，旧区要做好
道路工程协调、铺设质量，减低重复开
挖。”

马耀锋亦关注共同渠道能否应用到
其他地区，并建议公共建设局提前做好
探测工作。他指出，A区是澳门未来十年
重点建设项目，成功落实建设将对其他
填海及都更地段等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澳门新城A区各项配套同步建设

经济房屋最快2025年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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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要走进澳门清新而又文艺的“蓝色
夏季”，在蓝天的映衬下感受澳门的宁静优雅。

推荐打卡地：Rethinkcoffee Roasters
地址：澳门栢林街76号大丰广场第二座地下H座

“经历过令人眼花缭乱的繁华后，才会发现最美
的永远是最简单的事物”——这是Rethink coffee
Roasters想要通过一杯清晨咖啡传递的生活态度。
Rethinkcoffee Roasters给人的第一视觉感受是清
新感，店铺里主打的蓝白配色营造出让人舒适的空
间。作为澳门当地的精品咖啡，Rethink coffee
Roasters主打自己烘焙的咖啡豆，坚持自家选豆、炒
豆，从源头确保咖啡的质量和品牌的独特风格，其中
Blue Monday这款咖啡豆是店里的招牌，如果喜欢
的话，可以现场买一些咖啡豆拿回家自己手冲。

推荐打卡地：O-MOON
地址：澳门半岛十月初五街124A地下
在十月初五街漫步，你会发现很多文艺范儿十足

的文创店，每家店都有自己的个性。比如一家叫做
O-MOON的店铺，整个色彩风格都是蓝白基调，售
卖月球主题的文创产品，结合了澳门特产的瓷砖特
色，绝对让“蓝控”大饱眼福。店里都是一些有趣的小
物，最终笔者买了一组蓝色瓷砖杯垫和瓷砖花纹的旅
行包袋。

推荐打卡地：南湾·雅文湖畔
地址：澳门澳门半岛大堂区南湾湖
想要感受澳门安静的文艺气息，可以来南湾湖兜

兜转转，实际上，这也是澳门当地人喜欢的散步好去
处，而最近几年在南湾湖开设的南湾·雅文湖畔文创
项目，则让这里成为了体验澳门当地文创的处所。

在蓝天和阳光的综合作用下，湖面犹如天空之境
般呈现好看的蓝色。我们可以骑水上单车，享受片刻
的湖中宁静；也可以围绕着湖区散步，周边有很多澳
门当地的文创设计单品，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参与其
中，共同制作文创新品。

文图/澳门旅游局

色彩澳门：清新文艺的“蓝色夏季”

南湾·雅文湖畔。

O-MOONRethinkcoffee Roasters

据澳门大学消息，8 月 18
日，澳门大学2022/2023学年正
式开学，迎来超过3900名新生。
为配合防疫措施，澳门大学校长
宋永华通过视频欢迎新生表示，
澳大将全力为学生创造一个更安
全、更安心、更友善、更有利于成
长成才和学术发展的环境。

澳门大学学士学位课程报
名人数今年创新高，较去年增加
约20%，其中包括来自35个海
外国家的学生入学申请，较去年
增加约 34%。2022/2023 学年
有超过1900名新生注册入读学
士学位课程，其中包括来自粤
港澳大湾区和葡语国家的优秀
学生。另外通过“校长推荐入
学计划”、“葡语专才推荐计划”
及“杰出运动员推荐计划”也招
收了一批具个人专长的澳门优
秀中学毕业生入读。为配合澳
门特区大健康发展产业，新学年
开办“理学士—药物科学及科技
课程”。

今年，澳门大学研究生人数
较去年增加30%，2022/2023学
年有超过2000名研究生新生入
学。新学年新增三个研究生课
程，分别是“理学硕士学位（全球
公共卫生）课程”“理学硕士学位
（物联网）课程”“理学硕士学位
（认知神经科学）课程”，培养相关
领域的专才，促进社会的多元化
发展。今年增设“澳门大学理工
科课程奖学金”，39名学生获发

该奖学金。
博士研究生培养方面，澳大

将以研究布局的重点为导向，支
持重大科研领域的研究以及人才
培养，并加强与其他院校的合作，
发挥联合培养高端人才的优势。
当前，澳大通过澳大濠江博士生
奖学金及博士教研助理资助，吸
引了一批优秀学生入读博士学位
课程。新学年澳大共收到超过
1300份奖助学金申请，经遴选，
30名优秀学生获发博士生奖学
金，218名学生获发博士教研助
理资助。

宋永华鼓励学生，以积极的
心态不断适应变化，克服困难。
他表示，希望所有本科新生在面
对大学学习模式的转变时，更多
发挥自主性和主观能动性，不断
提升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积极
参与团队协作和社会实践。研究
生教育是一个对学术知识深造和
研究能力提升的新阶段，他寄语
研究生以问题为导向，掌握和利
用跨学科知识和方法，在每一项
具体研究中追求创新，充分利用
大学提供的科研平台及资源，朝
着研究方向砥志研思，勤于思考，
不断求真，勇于创新。

据了解，为配合防疫措施，澳
门大学于8月18日至9月17日
期间的课堂以网上教学模式进
行，9月18日之后的教学模式
将根据疫情变化而作出安排。

（据人民网）

澳门大学正式开学
新学年迎来逾3900名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