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门首次对接内地专业酒类大赛
PLPEX在深圳、杭州推介葡语国家佳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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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PEX酒品获专业认可，内
地首展落地杭州

“G100 X 2022PLPEX 最具潜
力葡语国家推荐酒单”的评选工作已
于8月上旬在深圳举行，由来自粤港
澳大湾区的酒业、餐饮、教育等多位
专业评委，甄选出34款PLPEX展商
代理的优质葡语国家酒品，其中 6
款佳酿获评“年度卓越奖”、12款获
评“年度臻选奖”、16款获评“年度
潜力奖”，该酒单将作为专业采购商
及分销商采购葡语国家酒品的参考
指南。

为增加PLPEX参展商代理的葡
语国家酒品在内地市场的知名度，此
次选择杭州作为巡展首站，于 9月
15日设置获奖葡语国家推荐酒品专
区，展示葡语国家酒品，组织分销商
及 买 家 对 接 PLPEX 酒 品 ，助 力
PLPEX 中小企展商开拓长三角市
场。现场还安排了商务洽谈活动，
部分PLPEX参展商与分销商初步达
成合作意向。

线上线下结合，推广葡语国
家酒品及文化

2022PLPEX与“第二十七届澳
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第 27 届

MIF）”“澳门国际品牌连锁加盟展
2022”（2022MFE）”将于 10 月 20 日
至22日同期同场亮相，三展联动举
行，期间将为“最具潜力葡语国家
推荐酒单”中的获奖酒款颁奖，并
开设品鉴区和 G100 展示区，向来
自各地的专业买家及参会人士推
广葡语国家酒品和文化，活动期间
还会安排商务洽谈，延续杭州巡展
的成效，为 PLPEX参展商寻觅合作
伙伴，开拓商机。

除了开展线下推广活动，作为
2022PLPEX与G100联动的系列活
动，此次还特地举办了葡语国家酒款
线上推介专场，由专业品酒师通过酒
类供应链选品服务平台，向内地采购
商、分销商和消费者直播，推介葡语
国家酒产区的特色酒品，200多个内
地葡萄酒行业社群以及1000多家内
地分销商参加直播活动。有获奖参
展商认为，此次专业酒评赛事可增强
澳门企业在内地市场推广葡语国家
佳酿的信心。来自吉林省的团购分
销商表示，对获奖酒单品质有信心，
未来会考虑采购。

未来，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将继
续携手会展业界，举办不同类型主
题的会展活动，共同推动产业联动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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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9日从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
获悉，由澳门文化局主办、澳门教育及青
年发展局协办的“回音计划·词曲创作
营”日前完成学员选拔程序，入选者将于
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接受专业指导，
提升词曲创作的技巧。

据悉，本次计划共收到42份申请，
由香港资深作曲人伍乐城、填词人张楚
翘挑选学员并担任主讲导师，并由香港
资深音乐监制陈浩然、唱作人陈蕾担任
客座导师，分享词曲创作技巧和从业经
验。入选学员将于10月下旬至11月上

旬接受线下和线上授课，并按特定主题
进行词曲创作，导师将对他们创作的歌
曲从结构旋律、用词、概念及完整度等方
面给予指导，并将按照学员的整体音乐
创作水平，评选三名最具潜力的学员并
颁发奖项，获奖学员可获澳门文化局颁
发的1万澳门元奖金。

澳门文化局举办“回音计划·词曲创
作营”旨为澳门词曲创作者搭建交流平
台，提供增进专业技能的机会，给予业界
更多资源以持续生产高品质高热度的音
乐作品，助力澳门原创音乐产业发展。

回音计划·词曲创作营入选学员名单揭晓
入选者将接受词曲创作专业指导

据澳门媒体消息，澳门特区政府廉
政公署最新编制和出版的初小诚信故事
教材《星球无小事》，已于2022至2023
学年正式推出。廉政公署期望通过出版
诚信教材，协助教育工作者培养学生的
品德素养，为澳门培育诚信新一代。

《星球无小事》内容针对澳门的小学
和初中学生设计，以6个主题动画故事，
与学生一起探讨常见的诚信问题，传递
不贪心、不说谎、信守承诺、公平、负责
任、自律等品德素养和价值观。教材套
内含教材活动册、两款桌游教具及相关

诚信教学资源，而教材活动册包含课堂
活动、讨论重点、课后延伸活动等内容，
以协助教育工作者开展与诚信相关的品
德教育。

廉政公署此前已出版针对不同学龄
的诚信教育系列教材，包括以高小学生
为对象的《诚实和廉洁》，以及以初中、高
中学生为对象的《学而思》《思而行》，多
年来得到澳门教育界的积极支持。随着
《星球无小事》出版，廉政公署出版的诚
信教材已覆盖整个小学教学阶段，有助
教育工作者及早培养孩子的良好品格。

培育诚信新一代

澳门推出全新诚信故事教材

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澳门
文化遗产协会承办的“2022年澳门博物
馆儿童导赏员培训课程”于近日在澳门
博物馆举行培训课程结业礼暨实践计划
启动礼。

澳门博物馆馆长卢可茵表示，澳门
博物馆作为澳门历史教育的第二场所，
肩负着推广澳门历史文化的职责，本次
课程使学员明白导赏对于博物馆教育的
重要性，并在认识博物馆导赏工作及展
品内涵意义的过程中，学习到了沟通、表
达的技巧，期望学员学以致用，持续推广
澳门历史文化。

据悉，该课程吸引了近200名学生

报名，最终以抽签形式录取20名学员。
学员已于7月至8月以网上教学结合线
下实地参观方式，完成了共计26课时的
培训课程，课题涉及澳门历史文化介绍、
导赏理论与技巧，以及馆内展品实地讲
解。在典礼上，主办单位向学员颁发结
业证书，同时向取得最高评分的前三名
学员颁发“优异奖”。

本届学员将与历届学员共同参与实
践计划，即日起至11月27日期间，逢周
六周日及节假日上午11时30分至12
时15分、下午3时30分至4时15分，在
澳门博物馆为澳门市民及游客提供驻场
粤语导赏服务，费用全免。

“2022年澳门博物馆儿童导赏员培训课程”实践计划启动

为游客提供免费粤语导赏服务

记者9月19日从澳门特区政府体
育局获悉，为鼓励澳门青年在余暇时间
参与体育锻炼、发挥团队合作精神、培养
终身体育的健康生活模式，该局近日在
澳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曲棍球场举行

“2022夏日竞技嘉年华”。
活动以男女混合队际竞技比赛的形

式进行，设有多个具有挑战性和趣味性
的游戏关卡，吸引了近400名参赛者同
场竞技。运动健儿们身手不凡、默契十
足，现场气氛热烈欢欣。

比赛分多个回合进行，各参赛队伍
分别派出5名队员通过赛道上的重重关
卡，完成指定任务。经过多轮激烈竞赛
后，10支优胜队伍顺利诞生，并现场颁
发了奖项。

此外，大会合作伙伴超卓体育会和
澳门贾立贤体育会为活动引入多个本地
体育品牌、运动推广和饮食摊位，为活动
带来丰富元素，让参赛者感受到嘉年华
式的热闹气氛。

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希望通过
多元化的大众体育活动，积极搭建合

作平台，吸引更多澳门企业参与，让体
育活动更多元，共同推动澳门体育产
业发展。

据澳门媒体消息，澳门国际大健康
行业协会一行日前到访澳门特区政府
药物监督管理局，双方就促进澳门大健
康产业发展进行交流。

澳门药物监督管理局局长蔡炳祥在
会上表示，业界可充分利用药监局提供
的程序前咨询服务，缩短中成药研发周
期及审批时间。另外，药监局正研究制
定适合本地的小型医疗器械和化妆品
监管制度，助力大健康产业发展，贯彻
落实特区政府制定的发展目标。未来，
药监局会继续完善现有药物管理制度，
在中西药并重的前提下促进药界可持
续发展。

澳门国际大健康行业协会会长谢
源安表示，协会致力于推动澳门青年融
入大湾区，日前组织会员前往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相关部门和产业园区参观拜
访，深入了解合作区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前
景和政策优势。该协会创会会长陈少清
表示，协会致力于增进澳门与国际大健康
行业间的合作交流，协助推动澳门大健康
市场健康发展，发挥行业与政府间的桥梁
作用，以中医药带动大健康产业的发展，
将“澳门监造”“澳门监制”和“澳门设计”
产品推向合作区，再向大湾区延伸，助
力澳门品牌“走出去”。

澳门药物监督管理局代表向与会
人员介绍了《中药药事活动及中成药注
册法》的具体规范，解说了中成药注册
技术要求，并鼓励业界用好该局提供的
各项程序前咨询服务。双方还围绕药
物进口、儿童早疗用药及产品分类议题
进行充分讨论交流。

澳门药物监督管理局与澳门国际大健康行业协会开展交流

助力大健康产业发展

记者19日从澳门特
区政府贸易投资促进局
获悉，“2022 年葡语国
家产品及服务展（澳门）”
（2022PLPEX）首次与
内地专业酒类大赛——
“G100国际葡萄酒及烈
酒评选赛”合作，先在深
圳进行酒单评选、再到杭
州开展巡展活动、还将于
2022PLPEX澳门现场
设品鉴区并举行颁奖仪
式，助力PLPEX中小企
展商“走出去”推广葡语
国家酒品及文化。

寻访澳门记忆：顺风顺水风顺堂

澳门“2022夏日竞技嘉年华”举行

400名参赛者同场竞技

运动健儿身手不凡。

澳门是沿海城市，昔日不论是葡
萄牙商人出海贸易，还是渔民出海捕
鱼，均离不开航海。“行船跑马三分
险”，华人会于妈阁庙祈求出海的亲
人平安归来；葡萄牙人则会在风顺堂
街的圣老楞佐教堂祈祷顺风顺水、庇
佑平安。

圣老楞佐教堂是澳门三大古老教
堂之一，教堂内摆放圣老楞佐塑像，华
人百姓见葡萄牙人多在教堂祈祷风
讯，便认为其是赐予风讯的海神。加
上教堂初建之时设有风讯杆，华人便
称教堂为风讯堂，又因“讯”“信”“顺”
读音相近，便衍生风信庙或风顺堂等
叫法，久而久之该区亦被称为风顺堂
区，后来更名为“风顺堂街”。

今日的风顺堂街虽然平平无奇，
昔日却是高级住宅区。19世纪时，许
多欧洲富商在附近居住。教堂对面的
慈幼中学原为澳门葡萄牙商人高士德
的私人住宅，1772年，英国东印度公
司租用此宅，并于门前加建一列矮墙，
墙身有八对柱，故当时人称之为“十六
柱”，后来更将该宅和风顺堂街一并俗
称为“十六柱”。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澳门教会收
购“十六柱”作为慈善和教育机构使
用，其后多次改变用途。直至1910
年，教会才将“十六柱”的两层木屋，
以及后方的小山坡拨给孤儿院作为
新校舍，后来再慢慢改建发展成今日
模样。

PLPEX酒品在杭州巡展中获买家青睐。

葡语国家酒品线上推介专场。

推荐酒单可作为分销商采购葡语国家酒品的参考指南。

风顺堂区旧貌。昔日的风顺堂前设有公共水井。 慈幼中学墙身保留“十六柱”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