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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门媒体消息，今年截至8月 23
日，澳门特别行政区劳工事务局共举办
行业专场配对会 32 场、休闲企业配对
会39场及大型招聘会1场，加上各项日
常线上线下就业对接服务，累计协助
4156名本地居民获聘，人数较去年增加
923名。

据悉，8月份，澳门劳工局与澳门工会
联合总会、澳门银行公会以及多家澳门休
闲企业合作举办17场配对会，提供889个
职位空缺供澳门居民应聘。其中，由8月
24日至30日，澳门劳工局分别与澳门银
行公会及多家澳门休闲企业合办8场配对
会，提供的职位空缺来自银行、酒店及餐
饮行业多个业务范畴，银行职位空缺有柜
员、文员、客户经理、市场分析员、资讯科
技专员、财务及信贷专员等。

招聘补助计划促成335份招聘意向

为协助澳门居民就业，通过《疫情期
间鼓励雇主聘用本地待业居民的临时性
补助计划》，符合资格的雇主在维持原有
本地雇员数目的情况下，于6月1日至8月
31日期间，每增聘1名待业60日以上本地
雇员，可获得为期6个月、每月3328澳门
元的补助，申请名额不设上限。

截至8月中旬，累计有201名雇主提
交申请，涉及335名增聘雇员，澳门劳工局
已开展对相关申请卷宗的分析及审批工
作。

两项内地实习计划增加岗位近60个

澳门劳工局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民生事务局将于8月底推出“澳门青年电
子竞技产业专项实习计划”及“澳门青年
现代金融产业专项实习计划”，提供电子
竞技、行政管理、现代金融、资讯科技相关
领域实习岗位近60个，以在岗实训方式培
养未来新产业所需的人才。

有兴趣的澳门青年朋友，即日起可登
入劳工局实习计划专页了解计划详情，并
于9月14日之前在网上递交申请。

“职出前程”计划收逾900份申请

为协助澳门应届毕业生顺利进入职
场，澳门劳工局今年继续举办“职出前
程”实习计划，为澳门青年提供学习职
场实务的机会。今年实习企业增至 57
家，较去年42家增加15家，覆盖休闲企
业、公共事业、银行保险、建筑工程、医
疗护理、航空运输、零售服务及科技等
行业，共推出1780个实习岗位供澳门青
年申请。

“职出前程”实习计划申请期已于7月
31日结束，累计收集983份申请，其中976
人符合资格，企业甄选仍在进行，预计9月
起陆续公布录取结果，届时获录取者可到
企业或机构开展为期3个月的实习。

专业讲座提高青年应聘能力

澳门劳工局每月举办“模拟面试工作
坊”及“履历撰写技巧工作坊”。截至8月
中旬，共举办6场“模拟面试工作坊”，累计
71人参与；共举办“履历撰写技巧工作坊”
5场，累计127人参与。

澳门劳工局持续收集各场配对会的面
试结果，分析当中面试不成功原因，通过就
业辅导，协助澳门居民克服求职障碍，增加
日后成功获聘的机会。澳门劳工局还积极
通过不同渠道，分享成功求职个案，包括拍
摄就业短片、发布就业支援工作资讯等，鼓
励求职者调整心态、把握机会，善用就业转
介平台，共同克服困难，找到合适工作。

为鼓励澳门青年规划职业生涯并投
身新兴产业发展，澳门劳工局自2022年起
每月举办“职问职讲”行业讲座，涉及行业
涵盖人工智能行业、中医药产业、电子支
付、金融科技、电子竞技行业等，累计吸引
672人次参与。

为协助澳门居民提升职业技能并投入
就业市场，澳门劳工局推出优化“带津培训
计划”，即日起接受报名。据悉，该计划属于

“2022年百亿抗疫援助措施”的一部分。
优化“带津培训计划”包括“提升技能

导向带津培训”及“就业导向带津培训”两
项计划，主要优化内容有：增加学员参加
计划次数、放宽报读要件、扩大培训对象

的适用范围、以及加快向符合资格的学员
发放津贴。

澳门劳工局会持续密切监察澳门本
地就业市场变化，推出更多具有针对性的
措施，协助澳门居民就业。

澳门劳工事务局促就业给力

今年帮4156名居民获聘

炎炎夏日，吃雪花冰不失为消
暑的好办法。今天介绍的这家雪
花冰店，诞生于店主对雪花冰的浓
浓爱意。为了能随时吃到自己最
爱的甜品，店主才决定打造理想中
的冰品店。于是，位于澳门塔石和
隆街的Rolling Ice就此诞生。

店主表示，虽然日式刨冰及台
湾刨冰也有吸引力，但终究还是口
感绵密的雪花冰更得人心，所以便
以它作为 Rolling Ice 的领军产
品。

童年阳光柑香茶冰

店主想研发专属于 Rolling
Ice的雪花冰口味，于是便有了这
款澳门独有的柑香茶雪花冰口味。

醇厚的柑香茶风味，配搭了橘
子片、回甘的红茶茶冻、带酸感的
百香果爆爆珠及舒心爽口的金桔
冻冻，属于夏天的味道无误。

焦糖布丁脆脆冰

口味跟刚刚那一款截然不同，
这是能让你吃出浓厚感的雪花冰！

该款雪花冰以香甜的牛乳冰
作为基底，辅以焦糖布丁、奥利奥
饼干碎、焦糖酱、可可脆米及巧克
力脆波波等丰富食材，颜值口味均
在线！

阿嬤家古早烧麻糬冰

这家雪花冰店除了浓郁的现代
口味，还有复古口味可以品尝。细腻
的牛奶冰上，满载着麻糬及蜜红豆，
这款古早style的烧麻糬由店主自

家制作。麻糬软糯Q弹而不黏牙的
口感，再以黑芝麻粉及花生粉提升香
气，是百吃不腻的搭配。

海苔肉松小贝

除了雪花冰外，可别错过这款
圆滚滚的海苔肉松小贝。绵软的
蛋糕体里面裹着浓郁的特调酱汁，
外圈是满满的海苔肉松，香甜四溢
不油腻。 文/图 澳门旅游局

澳门特区政府近日颁布了
《非高等教育公立学校教师的
工作表现评核制度》行政法规
（以下简称《评核制度》），将于
9月1日起生效。

为了让相关学校及教师了
解法规详情，澳门教育及青年
发展局于8月26日举办首场
《评核制度》交流会。澳门学校
督导协调员邓伟强介绍了《评
核制度》的重点内容和配套支
援工作，随后与澳门非高等教
育厅厅长张子轩、澳门行政厅
厅长林文达、职务主管何永刚

等澳门教青局主管人员，就教
师关注的评核程序、评核范畴
及项目、评核的实际操作、评核
结果与晋升等议题进行说明和
交流。

据悉，澳门教青局于8月
29日和9月7日继续举办第二
场及第三场《评核制度》交流
会。同时，澳门教青局已部署
相关的支援配套措施，包括定
期举办与学校和教育团体的交
流活动，组织新入职教师讲解
会，以及制订指引、问题集、设
立专门查询电话和电邮等。

澳门颁布教师评核制度
针对非高等教育公立学校，9月1日起生效

据澳门媒体消息，第八届
澳门创意化妆造型摄影比赛将
于明日举行颁奖礼。本届比赛
的得奖及优秀作品将以线上展
览形式供公众观赏。

据悉，该比赛由澳门生产
力暨科技转移中心主办、澳门
数码摄影学会协办，颁奖礼将
于明日晚7时在该中心辖下成
衣技术汇点举行。参赛作品均
是以6月份举行的第九届澳门
创意化妆及造型设计比赛为题
材。该活动聚集一众摄影爱好

者，以镜头聚焦当日比赛，捕捉
精彩时刻。

本届参赛者投稿踊跃，比
赛共收到逾240份作品，较上
届增加逾两成。经评审团评
选，黄一平作品《彩头》折桂，黄
明坚作品《彩雀初跃》及邓俊成
作品《美艳新娘》分获亚军及季
军。评审团还评出 6名优秀
奖。线上相片展的观赏网址将
于明日在澳门生产力暨科技转
移中心网页及社交媒体平台对
外发布。

澳门创意化妆造型
摄影比赛明日颁奖
本赛事得奖及优秀作品将在线上展览

据澳门大学消息，为配合
业界对建筑安全督导员的需
求，澳门大学和澳门特区政府
劳工事务局共同开办4期《建
筑安全督导员》证书培训课
程，为建筑行业人士提供培
训，提升他们的安全文化及工
作安全水平。据了解，4期共
超过200人报读，经过严谨的
选拔，共有110名学员顺利取
得证书。

该课程由澳大持续进修中
心负责，培训内容包括“职业安
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及

“职安健法例”4个部分，兼顾
理论与实习。完成课程并考核
合格者获澳大和劳工局联合签
发的结业证书，并获劳工局培
训津贴2500澳门元。

澳大持续进修中心主任刘
丁己表示，为配合澳门经济适
度多元发展并促进澳门疫后产
业复苏，建筑安全督导员课程
不但能提升本澳职工安全健康
专业水平，同时能为工程与建
筑业界储备专业人才，更好地
适应本澳经济社会发展所需，
助力澳门经济产业发展。

澳大与劳工局合作开展培训

110人获建筑安全督导员证书

记者8月 27日从澳门贸
易投资促进局获悉，该局近期
联同辽宁省港澳事务办公室和
辽宁商协会举办商汇馆商机对
接会（沈阳站），助力澳门企业
开拓东北市场。

这是澳门贸促局商汇馆活
动首次走进东北地区，共有15
家澳门企业在线上与40家辽
宁企业进行逾60场商务洽谈，
范畴涵盖贸易、餐饮、食品加
工、零售批发、电子商务、旅游
和文创设计等。

参与对接的澳门企业代表
表示，在贸促局安排下，他们可
以精准对接到与产业上下游相
关的企业，在提升产品制作技

术、拓展销售及建立跨地域合
作上起到一定作用。

部分辽宁企业代表表示，
通过对接活动，感受到“澳门制
造”“澳门品牌”“澳门设计”以
及葡语国家产品的潜力，有关
安排能在短时间内有效联通两
地企业优势。

据澳门贸促局介绍，商汇馆
活动致力推广本地特色产品和
设计。自2019年起，持续与不
同地区合作，组织展商与各地客
商以线上或线下方式进行商务
洽谈。目前商汇馆汇聚逾100
间澳门企业商品，未来该局将继
续举办不同类型的经贸活动，助
力本地行业恢复。 （据新华社）

澳门贸促局举办对接活动

助力企业开拓东北市场

8月25日，记者从澳门特
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办公室
获悉，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
动经济多元转型”为主题的澳门
城市转型发展对话会将于30日
以线上线下结合形式举行。

本次对话会由澳门特区政
府与外交部驻澳特派员公署联
合主办，旨在助力澳门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充分发挥澳门位
处国家双循环交汇点和对外联
系广泛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对
外交往，促进本地经济适度多
元发展。

对话会将邀请来自迪拜、

卢森堡、首尔、东京以及内地和
澳门的多位代表担任发言嘉
宾。嘉宾将围绕全球发展倡
议、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机遇、城
市型经济体发展等不同领域议
题分享经验。

主办方希望通过对话交
流，借鉴世界其他城市产业转
型的成功经验，展开多领域务
实合作，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
发展拓展思路，推动社会建设
事业持续发展，并助力澳门宣
传推广“一中心、一平台、一基
地”的发展定位，提升国际影响
力。 （据新华社）

澳门将办城市转型发展对话会
促进经济多元发展

劳工局举行不同行业的专场就业配对会协助居民就业。

劳工局与团体合办行业专场配对会。

Rolling Ice雪花冰：
我以我爱荐街坊

阿嬤家古早烧麻糬冰

焦糖布丁脆脆冰

童年阳光柑香茶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