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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门劳工局消息，为培养澳门
未来新产业所需人才，拓宽青年就业
发展空间，澳门劳工事务局与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共同推出

“澳门青年电子竞技专项实习计划”，
提供电子竞技、直播运营、行政管理
相关领域实习岗位30个，即日起至9
月14日接受申请。

“澳门青年电子竞技专项实习计
划”是由澳门劳工局与合作区民生事
务局及内地著名电子竞技企业英雄
体育VSPN（以下简称“英雄体育”）
合作举办的在岗实训计划，由企业资
深人员指导工作，培养澳门青年的专
业电竞职业技能。实习岗位涉及赛
事执行、导播助理、助理OB、市场运
营、人力资源、品牌助理、项目执行、
运营助理和项目助理等范畴，实习地

点为上海市，为期3个月。
据介绍，英雄体育是亚洲最大电

竞赛事运营商，以电竞赛事和泛娱乐
内容制作运营为核心，提供电竞商业
化、电竞电视、电竞潮流文化IP运营
等综合服务，致力打造全球可持续电
竞生态圈。

劳工局表示，参加对象须为
2019年9月后取得高等教育学位的
澳门居民，且符合实习岗位所定的任
职要求，详情可登录劳工局实习计划
专页查阅。实习人员可于实习期间
获劳工局每月发放生活津贴5000澳
门元、往返澳门与上海的一次性交通
连旅行保险津贴。此外，合作区民生
事务局亦会每月发放人民币4000元
住宿津贴及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其余
费用由实习人员自行承担。

澳门立法会修改控烟法

禁制售及携电子烟出入境
8月29日，澳门立法会修改《预防

及控制吸烟制度》法案，禁止制造、分
销、销售和进出口电子烟，亦禁止携带
电子烟出入境，个人违反者将被罚处
4000元（澳门币，下同）罚款，私人实
体 违 反 者 将 被 罚 处 20000 元 至
200000元罚款。法案自公布后90日
起生效。

有议员提出，应增加烟草消费税
及实施全面禁烟。澳门社会文化司司
长欧阳瑜回应称，希望循序渐进禁吸
电子烟，“一刀切”式全面禁止可能会
迫使烟民转食卷烟。

法案细审时，议员梁孙旭、林宇滔
表示：“为何不选择一步到位强制禁用
电子烟？”他们担心，邮递、电商、走私
等情况会因新法规而增加，新法规亦
有可能让青少年电子烟民转吸传统卷
烟。对此，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回
应指出，法律生效后，电子烟将不再有
任何合法渠道入澳，无论是邮递、电
商、走私，都属违法。“我们希望可以循
序渐进，让电子烟民逐渐戒烟，全面禁
用电子烟可能会迫使电子烟民转食卷
烟。”

另有议员关注禁止电子烟进口的
方式。欧阳瑜强调，在禁止电子烟入
境方面，政府会联同多个部门共同执
法。“在有关法律生效后，实施任何行

为将电子烟携带入境均属违法。”欧阳
瑜指出，若行李不入境澳门（如转机），
就不算犯法。

有议员提出，增加烟草消费税以
降低吸烟者的增加速度。欧阳瑜指
出，该司一直在与有关部门沟通增加

烟草消费税的议题，但因当前经济不
景气，有关部门担心增加烟草税会加
大社会消费压力。

据澳门卫生局消息，为更好满足
澳门居民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推动
中医药服务在澳门进一步发展，下
环、青洲及湖畔嘉模3间卫生中心自
8月29日起，新增使用中药配方颗
粒智能调配系统，提供免煎中药配方
颗粒。系统首日运作顺畅。

据介绍，澳门卫生局由1999年
开始增设中医保健门诊服务。当前，
共有4间卫生中心包括筷子基、黑沙
环、青洲及湖畔嘉模设有中医保健及
针灸保健门诊服务，塔石卫生中心则
设有针灸保健门诊服务。根据统计
数据，2021年上述5间卫生中心的
中医保健（包括针灸保健门诊）服务
量超过7.8万人次。

澳门卫生局相关负责人指出，此

次卫生中心引进的中药配方颗粒智
能调配系统集精准称量、合理调配、
规范封装于一体。中药配方颗粒分
别装在专属的储药罐中，每一个罐子
都对应唯一的晶片，对于非处方内的
中药会主动提示并不予调配。

澳门卫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药配方颗粒实现了现代科学技
术与传统中医药的结合，其易于
保存、质量稳定、药效可靠，给医
生配方提供了多种选择，为澳门
居民带来便利。“中药配方颗粒生
产将按照《中药配方颗粒质量与
标准制定技术要求》和国家药品
标准要求，实现从中药材、中药饮
片到中药配方颗粒全过程的质量
控制。”

澳门是中西南北美食样样具备的国
际化城市。对于美食爱好者来说，这里就
是天堂。这里的新鲜食材及各式各样的
餐厅定能满足不同人的不同口味。

土生菜及葡萄牙菜可分为前菜、主
菜及餐后甜品。前菜是正餐中的第一道
食物，在主菜之前上，起到开胃和打发时
间的作用。由于当今顾客对上菜速度的
要求提高，大部分餐厅的前菜和主菜都
是同时端到桌上的。今天，我们来了解
土生菜及葡萄牙菜的前菜吧！

八爪鱼沙律

把烧灼过的八爪鱼、切片洋葱和红
辣椒拌匀，再洒上柠檬汁食用。清新的
柠檬味和甘甜的八爪鱼肉会让你胃口大
开。

吞拿鱼沙律

传统葡式沙律是把吞拿鱼与醋渍的
鹰嘴豆拌匀着吃，而澳式沙律则是把吞
拿鱼和蔬菜拌匀着吃。酱汁是在橄榄油
中加入少许的盐调味。一般餐厅多半是
使用罐装吞拿鱼。有些高级餐厅亦会选
用新鲜的吞拿鱼，令沙律的味道更鲜甜。

马介休球

马介休球是一种把马介休肉（盐腌
制过的鳕鱼肉）和马铃薯捣碎后作成的
炸丸子，是澳门人及来澳旅客到餐厅必
点的前菜。

葡式海鲜汤

每间餐厅的烹调方法都各具特色。
浓郁的海鲜汤和奶油如梦幻般融合一
起，独特的味道受到很多游客的喜爱。

葡式青菜汤

最常见的汤。以芥蓝菜叶、马铃薯
蓉及葡萄牙肠熬成。葡式青菜汤味道清
爽，可谓蔬菜汤中的精品。

橄榄

葡式餐厅中最佳的前菜。每间餐厅
都有其特别的腌渍方法，但每种腌渍的
方法都能使橄榄入口清新。

文图/澳门旅游局

8月 29日，银联商务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银联商
务”）与澳门工商联会、澳门电子金
融产业贸易促进会（以下简称“澳门
金促会”）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
广东举行，三方将在跨境贸易及交
易、跨境支付场景营销、数字人民币
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

为积极响应国家数字经济发展
规划决策部署要求，把握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联动两地行
业创新力量，三方签署合作框架协
议，将在秉承“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深度合作、互利共赢”原则的基础上，
进一步深化合作交流，共同探索数字
化创新发展方向，推动项目落地见
效，助推粤港澳大湾区、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签约仪式上，银联商务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持续秉持“服务社会

方便大众”的使命，抓住建设粤港澳
大湾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重
大历史机遇，依托公司各类前沿支
付新技术、行业综合解决方案、多元
化增值创新产品等，助力港澳跨境
发展企业快速融入内地市场，并共
同探索数字产业合作，积极推动两
地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经济多元
发展，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
化取得积极成效。

本次数字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
签署，将助力夯实粤港澳大湾区和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在数字政府、智慧
城市、智能制造和数字化赋能等方面
业务合作，强化澳门企业与内地市场
以及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深
度融合发展，为完善数字经济生态建
设、提升两地数字经济产业合作高
度、打造全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新高
地奠定坚实的合作基础。

澳门特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
变协调中心29日更新举办或参加餐
饮聚会活动的防疫指引，调整了对活
动规模的限制及条件要求。

由公共部门举办或受公共财政
资助的餐饮聚会活动规模宜少于50
人。举办50人至299人的餐饮聚会
活动，工作人员和参加者须持有适当
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300人或以
上的餐饮聚会活动不可以举办。

同时，不由公共部门举办且不受

公共财政资助的餐饮聚会活动，规模
宜少于300人。举办300人或以上
的餐饮聚会活动，工作人员和参加者
须持有适当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此外，对需持有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的参加者的核酸检测要求，按照新
冠疫苗接种状况和珠澳通关的核酸
检测要求确定。未完成新冠疫苗接
种者，应尽量避免参加餐饮聚会活
动。

（据人民网）

据澳门文化局消息，由国家文
物局、香港发展局、澳门文化局主办
的“第四届内地与港澳中学生文化
遗产暑期课堂”日前结课。参与本
届文化遗产暑期课堂的澳门学员共
有36名。

本次暑期课堂得到中国文化遗
产研究院、陕西考古博物馆、三星堆
博物馆和澳门理工大学等多所文博
机构和院校的鼎力支持和配合，一连
两日的学习之旅采用了“云课堂”的
形式授课，让专家老师们可以在线上
讲解答疑、学员们在线提问交流。

此外，专家老师还借“云参观”
技术的应用，让一众学员跨越地理
空间尺度，实现“云”踏步山西云冈
石窟和甘肃敦煌壁画，鸟瞰陕西石

峁和四川三星堆考古遗址，穿梭澳
门历史城区和香港文物古迹。同
时，学员还可以通过了解每个文物
古迹的故事，领略我国文化遗产的
历史内涵和不朽魅力，增强自身的
文化认同和归属感。

在结业仪式上，各地学员代表
表示本届课堂带来了丰富学习体
验，并对各单位的努力和用心致以
衷心的谢意。

据了解，“内地与港澳中学生文
化遗产暑期课堂”至今已办至第四
届，形成澳门青少年的文化遗产科普
教育的品牌项目，在引领澳门青少年
以崭新思维探索我国的历史文化、拓
展文化视野、培养家国情怀、增进青
少年交流交往等方面均有莫大裨益。

近年，澳门持续举办“文化导赏
游”活动，广受居民欢迎。据澳门文
化局消息，为鼓励居民认识社区历
史，文化局辖下澳门博物馆今年9月
至12月将继续推出8场导赏活动，
欢迎居民报名参加。

据介绍，“文化导赏游”通过观
赏各社区的历史遗产、伟人史料，带
领居民重返历史现场，提升公众的
文博体验。自2020年起，该活动共
举办15场，逾700人次报名，近250
人次参加。此次导赏游将维持4条
路线不变，涵盖澳门及路凼区，包括

澳门博物馆、路凼历史馆、嘉模教
堂、基督教坟场、莲峰庙、望厦炮台、
福隆新街及郑家大屋等，由专业导
赏员带领参加者沿途步行参观澳门
历史名胜，认识社区的人文及发
展。导赏活动以粤语进行，9月至10
月期间设有4场活动，时间为9月18
日、9月24日、10月16日及10月29
日下午3时至5时30分。

据悉，参加上述活动需预先报
名。有兴趣的居民可由即日起通过
文化局网页“网上活动系统”了解9月
至10月活动详情及进行网上报名。

澳门文化局再推8场“文化导赏游”
居民参加此活动需预先在文化局网页报名

澳门青年电子竞技专项实习计划启动

30个实习岗位即日起接受申请

澳门规范餐饮聚会活动规模

公共部门不可办300人以上聚会

“第四届内地与港澳中学生文化遗产暑期课堂”结课

36名澳门学员“云游”祖国文化遗产

澳门美食：开胃的前菜

法案细审时，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右二）表示，政府希望循序渐进禁吸电子烟。

澳门卫生中心中药配方颗粒智能调配系统开启使用。澳门卫生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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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式海鲜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