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钟 夏 伍芷莹
实习生 李美琪

作为澳门第一家大型综合度假
村，澳门威尼斯人以意大利威尼斯
水都风情作蓝本，不仅代表了路凼
金光大道的诞生，还见证了澳门经
济的转型及快速发展。

澳门威尼斯人金光综艺馆设有
3000间豪华套房，拥有逾11万平方
米的会议展览设施及1.5万个座位，
适合举办各类世界性体育赛事及文
娱活动。澳门威尼斯人剧场设有
1800个座位，可用来举办最顶尖的
国际级娱乐节目。澳门威尼斯人还
有逾30家著名餐厅食府，有乐趣无
穷的室内游乐场，室外另设有多个
泳池、池畔休闲小屋和一个小型高
尔夫球场。

自开业以来，澳门威尼斯人持
续助力澳门进一步构建“世界旅游
休闲中心”，积极响应澳门政府深化

“旅游+”跨界融合倡议，持续引进和
优化多元旅游产品，助力澳门酒店、
会展、餐饮、零售、文化娱乐表演多
等面的蓬勃发展。

今天，我们将走进澳门威尼斯
人举办的精彩活动，共同感受“澳门
食住游”带来的惊喜。

澳门威尼斯人相关负责人表
示，由即日起至10月31日，澳门威
尼斯人将推出住宿优惠，邀宾客踏
上水乡风情满格的意式假期，共度
欢乐时光。不论是放松身心的奢华
假期还是美食寻味之旅，澳门威尼
斯人都能满足你所想。

在威尼斯人经典时光之旅里，
游客可携手踏上双人户外贡多拉之
旅，选购新鲜草苺、香槟、朱古力和
雪糕，泛舟游于澳门威尼斯人户外
人工湖上，欣赏威尼斯人特色建筑

群，以全新角度饱览路凼金光大道
的独特景色，享受休闲时光，还可以
到访“澳门teamLab超自然空间”，
体验流转着光影与音符的空间，感
悟沉浸式艺术的独特魅力。

此外，澳门巴黎人酒店、澳门伦
敦人酒店、澳门康莱德酒店、澳门四
季酒店、澳门喜来登大酒店和澳门
瑞吉酒店亦推出多重住宿优惠，让
游客延续“欧洲之旅”。4家特色餐

厅包括醉江南、品粤轩、喜乐日本料
理及北方馆将推出意式风情元贝皇
塔塔、红红火火马爹利雪花牛肋骨
及缤纷酒酿布丁，让游客品尝多地
风味。

为欢迎游客，澳门金沙购物城
邦即日起至10月9日推出“金秋庆
典 尽显时尚”购物住宿礼遇推广活
动。作为澳门大型免税购物商场，
澳门金沙购物城邦设有约850间世
界级顶尖品牌商铺，从日常生活用
品到奢侈品一应俱全。游客还可以
凭澳门航空登机证享受澳门威尼斯
人户外贡多拉之旅、澳门teamLab
超自然空间及澳门巴黎人Q立方王
国的优惠活动。

本版文图整理 李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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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旅游：

开启水都风情下的浪漫时光

户外贡多拉之旅。

澳门威尼斯人豪华维雅套房。

研讨会上，各地专家在线交流。

过中秋猜灯谜。

当代杂技剧
《化·蝶》剧照。

据澳门媒体消息，为让更多青年
学生学习宪法、基本法以及其他法律
知识，并一同参与普法工作，澳门法务
局由即日起至10月6日招募青少年义
工团队“普法动力”新团员，在澳门就
读中三至大专院校的学生均可报名参
加。

“普法动力”于2006年成立，是一支
由澳门法务局组织和监督、以“识法普
法，端己助人”为目标的青少年义工团
队。团队成员除接受由澳门法务局提
供的法律专题培训外，还能学习普法工
作所需的各种技巧，例如活动策划、公

开演说、司仪技巧等，完成培训的团队
成员可参与澳门法务局的普法工作。
自成立以来，“普法动力”已培训超过
350名团队成员。

今年录取的团队成员将于10月15
日至30日接受一系列的法律及义务工
作培训，内容包括宪法及基本法、认识
国家象征和标志、公开演说技巧等，优
秀团队成员还有机会参加“青年警纪训
练营”。

澳门法务局将继续为“普法动力”
团队成员安排参观活动、主题培训等，
持续丰富团队成员的学习内容。

澳门法务局“普法动力”团队招新

据澳门媒体消息，澳门特区政府金
融情报办公室9月7日以线上形式举行
第九次预防及打击金融犯罪联合会议，
参与人数约170人，与会者包括各银行
的条例执行主任及合规部门人员。

会议中，金融情报办公室代表详述
澳门关于反洗钱及反恐怖融资的各项
统计数据、最新可疑交易趋势及个案分
享，并介绍了新设立的电子通信平台，
以优化金融情报办公室与银行业界之
间的联络机制，并期望业界能了解更多
澳门反洗钱及反恐怖融资工作，共同为
澳门构建更完善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

机制。
基于近年金融犯罪活动呈网络化

的趋势，不法资金流转速度加快，犯罪
嫌疑人身份难以追查，故增加分析及调
查难度。金融情报办公室一直致力于
与金融业界定期交流，以提升反洗钱反
恐怖融资工作成效。

参与预防及打击金融犯罪联合会
议各方均认同公私营机构之间必须加
强合作，建立更高效的反洗钱反恐怖融
资的预防措施，以确保不同类型的金融
交易能在各部门及金融机构的监督下，
达到预防及打击金融犯罪的成效。

第九次预防及打击金融犯罪联合会议举行

构建更完善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机制

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获悉，
“志史鉴今·砥砺前行：从改革开放到大
湾区建设”线上研讨会9月7日举行。

本次研讨会由香港地方志中心联
合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团结
香港基金、澳门基金会共同主办，邀请
了内地及港澳知名专家、工商业界重量
级人士和历史学者，就“港澳参与新时
代改革开放”“湾区有志：群策群力，记
录历史，共创未来”主题进行了专题研
讨。各地专家各抒己见，探讨港澳40年
来在国家改革开放中发挥的作用和大
湾区在“一国两制”下的构建过程，并回
顾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历程中的贡献
和受益，讨论港、澳如何延续改革开放
精神，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同时，研讨会围绕《粤港澳大湾区
志》的启动，讨论了专题志记述的基本
方向和主体内容，对如何写好《粤港澳
大湾区志》建言献策。《粤港澳大湾区
志》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香港地方志中心及澳门基金会合作编
修，将全面梳理和记录自 2009 年至
2024年间，广东、香港及澳门的变迁与
发展，记录大湾区10多年间的发展脉
络，为下一代承传珍贵的历史文化宝
库。《粤港澳大湾区志》编修时间从2022
年至2026年，拟定于2027年出版。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
陈茂波在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时称，
回顾过去，香港从参与国家改革开放，

到25年前回归祖国的怀抱，再到今天积
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历史充分说明，
香港与国家的命运一直紧密相连、休戚
与共。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进一步融
合，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正如旭日东升。此际的香港，站在更高
的新起点，进入发展的新阶段，对自身
的时代使命也因重赋新的意义。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发表
主题演讲时，就香港如何参与大湾区建
设、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出了三
点建议：第一，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积极
贡献大湾区制度型开放；第二，充分发
挥人才优势，积极参与大湾区高水平人
才高地建设；第三，充分发挥科技优势，
积极投身大湾区国际创科中心建设。

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全国
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吴志良发表讲话时
表示，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中，香
港、澳门的作用举足轻重。港澳在改革
开放中既占得先机，又大大促进了自身
的发展和繁荣。

澳门大学政治经济学与公共政策
教授、《粤港澳大湾区志》联络小组澳方
副组长盛力发言时表示，利益出发点的
不一致是跨域协作治理中的常见问
题。粤港澳三地由于体制机制的差异
难免会有摩擦碰撞。在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中，在开展合作时从小事做起，选
择双方具有较多共同利益的事项优先
合作，以加深信任和理解。

展览“赵赵：漫长的一天”展场。

志史鉴今 砥砺前行
“从改革开放到大湾区建设”线上研讨会举行

据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
局消息，澳门非高等教育委员会2022年
第二次全体会议于9月8日在澳门特区
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仲尼堂举行。
议程为简介澳门非高等教育公立学校
的组织及运作、加强学生身心健康工作
的相关措施及2022/2023学界活动的
防疫预案。

会议上，澳门教青局非高等教育厅
厅长张子轩介绍发展澳门非高等教育
公立学校的各项优化工作，包括制定澳
门非高等教育公立学校的组织及运作、

公立学校教学人员通则以及澳门公立
学校教师工作评核制度等。澳门教青
局中学教育处处长梁怡安介绍加强学
生身心健康工作的相关措施，称澳门特
区政府积极开展生命教育工作，通过成
立“以爱同行——关注青少年精神与身
心健康工作小组”强化联防、联动及联
控的跨部门工作机制，持续跟进各项实
务工作，未来将增设中小学健康教育补
充素材、成立校园身心健康工作小组、
建立高危学生感应机制等，完善对学生
的保护机制。

澳门非高等教育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

teamLab空间场景。

记者8日从澳门特区政府文化
局获悉，为与澳门市民及赴澳旅客
喜迎中秋、欢庆国庆，澳门文化局将
举办多项艺文活动，包括中秋灯谜
会、文艺晚会及相关工作坊等，增添
佳节气氛。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
周年文艺晚会——当代杂技剧
《化·蝶》”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
化局与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
政区联络办公室宣传文化部主办，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与广州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出品。节目将于9月30
日、10月1日晚上8时在威尼斯人
剧场上演，门票现已于澳门售票网
及金光票务公开发售。

在中秋佳节时段，澳门文化局
将在世遗建筑举行多场主题活动：9
月10日、11日分别在郑家大屋举办

“中秋灯谜会”，在卢家大屋举办“手
绘世遗热缩片工作坊”，在东望洋炮
台举办“水彩明信片工作坊”；9月
11日、12日、17日、18日在郑家大
屋举办“世遗相框工作坊”，让市民
及旅客在节日中共享世遗之美；9
月10日在澳门博物馆举办“非遗零
距离——中秋节柚子灯笼工作
坊”。此外，多间公共图书馆将于9
月10日举办以中秋节为主题的“故
事天地”等活动，在浓厚的文艺气息
中，与公众一起欢度佳节。

为方便澳门市民与游客在中秋
夜到户外赏月，传承传统习俗，澳门
市政署即日至11日延长部份公园
以及黑沙海滩临时绿化休憩空间的
开放时间至翌日凌晨1时。

与此同时，澳门还将有多项文
艺展览向公众开放，包括：“赵赵：漫
长的一天”（澳门艺术博物馆）、“《何
小涌的关键格》角色动画创作展”
（恋爱·电影馆 3 层展览空间）、“澳
门现代风前奏”（澳门艺术博物
馆）。其中，由澳门艺术博物馆主办
的“澳门现代风前奏”将于即日起至
2023年5月7日在该馆三楼专题展
厅对外开放。该展包括60位艺术
家的逾150件作品，展示了他们从
20世纪初至1986年之间的探索历
程。该展览精选艺博馆馆藏为主，
兼有艺术家、藏家的佳作，展品以油
画为主，辅以水彩、素描和雕塑，以
澳门美术的人和事为主轴，贯穿各
年代的重要艺术社团、艺术家及其

弟子们的艺术经历，引领
观众回顾这段充满浪漫
主义情怀的澳门现代
美术发展进程。20
世纪是澳门艺术
风格形成并蓬勃
发展的时期，展
览将回顾澳门
前辈艺术家在
资源匮乏的
年代，以“折
衷中西，融汇
古 今 ”的 精
神，开启西洋
画本土化的
篇章，进而形
成澳门西洋
画艺术的基本
风貌。

喜迎中秋 欢庆国庆

澳门举办多项活动与民同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