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澳门社会保障基金消息，即日
起，合资格长者可通过“一户通”手机
应用程序或网页申请本年度养老金。
系统会自动按申请人实际情况计算其
可领取的养老金金额，并显示其基本
资料，申请人提供银行账户数据并通
过面容识别，即可完成申请，全程无须
亲临服务点。

据介绍，满60岁的社会保障制度
受益人，只要同时符合最少供款满60
个月，在澳门居住满7年，即可通过登
录“一户通”手机应用程序或网页，足
不出户申请养老金。

进入“一户通”养老金申请页面后，
系统会按申请人实际条件显示其可领

取的养老金金额、累计供款月数等信
息。确认后进入申请数据页面，系统会
自动显示申请人姓名及受益人编号等
基本资料，申请人只需自行选择收款银
行并填写个人澳门元银行账户号码。

澳门社会保障基金相关负责人
表示，申请人如有需要，可更改其在
社会保障基金网页上的个人地址，并
上传显示有银行名称、账户名、账号
及币别的银行资料图片。“经核对各
项申请数据无误，并按提示完成面容
识别后，便可成功提交申请，操作步
骤十分简单。”负责人表示，完成申请
后，受益人可随时通过登入“一户通”
查询申请进度。

澳门本年度养老金申请开启
合资格长者可通过“一户通”提交申请

为培育更多兼具金融及法律知识
的本地专业人才，澳门特区政府金融
管理局与法律及司法培训中心再度合
作，举办面向澳门法律从业人员的“债
券市场知识及应用法律”进阶培训课
程，即日起接受报名。

此次培训课程将于10月8日至
22日期间的星期六举行，内容将围绕
国际债券发行及监管政策、尽职调查
及触发事件、处置机制和债券违约事
件及处理方式等主题，辅以实例及模
拟练习，提高学员对债券市场业务及
应用法律的知识与实践能力。此次课

程将由境外经验丰富的法律及相关业
界人士担任讲师，进行线上授课。

记者了解到，该课程将以粤语、普
通话及英语进行授课，辅以中/葡同声
传译。为保持知识的延续性，此次接
收对象为已完成修读第一期“债券市
场知识及应用法律培训课程”且出席
率达80%的澳门法律从业人员。

符合资格且有兴趣的人士可于即
日起至9月26日通过法律及司法培
训中心进行报名。有关课程大纲、规
则等信息可浏览法律及司法培训中心
网页。

澳门举行债券+法律进阶培训
为本地培育金融法律复合型人才

澳门首个沉浸式戏剧《郑家夜宴》
弘扬爱国爱澳精神，以创新形式讲述
澳门故事，将于今年国庆节期间在澳
门世界文化遗产“郑家大屋”预演6
场，11月起正式对外演出。

《郑家夜宴》由中央政府驻澳门特
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宣传文化部指
导，澳门特区旅游局、澳门特区文化局
支持，并由来自南光文化创意产业有
限公司、澳门中华昆曲文化协会、粤港
澳大湾区青年戏剧协会的艺术家共同
创作和出演。

主创方代表表示，该剧是澳门首
次尝试沉浸式戏剧演出，也是深化“旅
游+”跨界融合多元信息技术和艺术

形式的有益尝试，旨在深度挖掘郑观
应的人物故事和时代价值，助力澳门
文化艺术产业繁荣发展。

据悉，《郑家夜宴》以1888年的
澳门为创作背景，讲述了郑观应在
郑家大屋深居简出，潜心钻研、检视
自己对国家、民族及世界的看法，整
理前作并开始创作《盛世危言》的故
事。本剧的最大亮点是综合了传统
戏剧、歌舞以及沉浸式互动体验，在
郑家大屋原址演出，还原 100 多年
前郑观应为中国社会变革寻求出路
的真实场景，力求让观众切身感受
到迷茫的晚清有志之士救亡图存的
热切愿望。

澳门首个沉浸式戏剧将于国庆节预演

《郑家夜宴》传递爱国爱澳精神

贺一诚与澳区全国人大代表举行座谈

就制定明年施政报告听取意见

记者20日从澳门特区政府文化
局获悉，第三十四届澳门国际音乐节门
票现已公开发售，音乐节以“明日之曲”
为主题，汇集喜悦、爱和希望的音符，与
观众在音乐中携手前行，拥抱美好明天，
特别呈献《玉亦万重——歌中的唐诗之
路》音乐会，由蜚声国际乐坛的低男中音
歌唱家沈洋搭档钢琴家张奕明和澳门
演员黄柏豪，以歌声乐韵演绎唐诗之路，
传承中华文化瑰宝。

《玉亦万重——歌中的唐诗之路》
音乐会将于10月2日晚上8时在澳门
文化中心综合剧院举行。

据历史资料记载，十九世纪西方
汉学家和诗人翻译了大量唐诗，德国
诗人汉斯·贝特格在1907年出版的
诗集《中国笛》是其中一部重要出版
物，分别启迪了音乐巨匠马勒等作曲
家，谱写出动人的乐曲。本次音乐会
将带来多首取材自《中国笛》的音乐
作品。

沈洋在声乐领域成就斐然，2007
年沈洋作为英国广播公司卡迪夫世界
声乐大赛最年轻的参赛者，获得该比
赛中的唯一金奖。沈洋活跃在当今世

界歌剧及音乐会舞台，在多部歌剧中
担纲重要角色，演出履历和艺术历程
丰富，多次以独唱家的身份与柏林爱
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纽约爱乐乐
团等合作演出。一直以来，沈洋致力
于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本次特别呈
献的《玉亦万重——歌中的唐诗之路》
音乐会，他将以多国语言演唱唐诗翻
译文本，并由澳门演员黄柏豪辅以粤
语诵读，为澳门观众带来别样演出，品
味诗歌与音乐的美妙交融，音乐会在
澳仅演一场，机会难得。

此外，本届澳门国际音乐节开幕
节目格里格交响乐剧《培尔·金特》亦
深受欢迎，现仅余少量门票。其余各
场演出精彩纷呈，被“誉为中国古典乐
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着名指挥家余
隆，将带领上海交响乐团携手二胡演
奏家陆轶文和钢琴演奏家左章，分别
演出作曲家陈其钢两部重要作品《京
剧瞬间》和《逝去的时光》，以及拉赫曼
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和拉
威尔的《波丽露》等曲目。

音乐节门票设多项优惠，早购七
折优惠至本周日（9月25日）结束。

诗歌与音乐的美妙交融
澳门国际音乐节将呈献唐诗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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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消息，澳门
特区政府行政长官贺一诚19日与澳区
全国人大代表举行座谈会，就特区政府
制定《2023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听取
意见及建议，并就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建设、澳门债券市场的建立、加快
旧区重整、推动疫后旅游复苏等议题与
代表交换意见。

12位澳区全国人大代表在座谈会
上先后发言。刘艺良表示，早前人民银
行推出30亿人民币国债在澳门发行，
反应良好，建议特区政府进一步完善及
推广建立债券市场的法律法规及硬件
设施，加强宣传推广及公关力度，把澳
门打造成内地有条件省份发行地方债
券的首选市场，并规范金融基建平台的
收费标准，避免重复收费；完善产业引
进及招商引资的服务功能及服务质量；
完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体制机制，
促进横琴聚产业、聚人才、聚人气及服
务澳门功能的建构。

高开贤表示，澳区人大代表早前到
广西调研，柳州的旧区重整经验及成效
值得澳门借鉴。他指出，由司打口至
妈阁一带的建筑及店铺具有特色，建
议特区政府粉饰美化该带的建筑物，
打造成一个旅游景区，借以吸引旅客
及带动区内商业发展；特区政府正启
动都市更新的立法工作，建议加快旧
区重整的工作力度；加强文旅推广力
度，配合国家给予澳门的世界旅游休闲
中心的城市定位。

崔世平建议，在轻轨规划中加入上
盖建筑的商业计划，借以减少政府的补
助，改善外界对轻轨形象的看法；加强
建立“总部经济”的相关立法工作，吸引
更多人才考虑和选择澳门。

何雪卿、林笑云、容永恩、黎世祺、
吴小丽、陆波、施家伦、萧志伟和何敬
麟分别就完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
机制体制、社会服务配套、“新街坊”项
目的购买准则；与内地部门紧密沟通，
巩固疫情防控、完善通关便利化；扶持
中小企业、促进产业多元化发展、完善
营商环境；提高行政效率及透明度；完
善交通配套、提升轻轨功能、改善居民

出行；加强文化旅游推广、强化旅游产
业，吸引旅客访澳等议题提出意见和
建议。

贺一诚逐一回应每位澳区全国人
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他表示，会实
事求是地制定施政方针，持续检讨工
作落实进度，尽力把工作做到最好，
继续推进各项有利民生福祉的工作，
包括推动电子政务发展和应用、以大
数据协助政府施政工作，加强人才培
养，推动产学研发展、继续改善居民就
业情况、做好轻轨东线规划，以及推
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促进澳
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他感谢澳区
全国人大代表积极提出各项施政建
议，表示政府会认真分析研究、吸纳
建议，作为制定明年度各范畴施政方
针的参考。

出席座谈会的澳门行政法务司司
长张永春表示，澳门未来短、中期发展
仍将以旅游娱乐业为龙头，相信随着疫
情的缓和及通关的便利化，澳门旅游业
会有更大发展。

本版文图整理伍芷莹李美琪
本版文图除注明来源外均据澳门媒体
请作者联系我们以便支付稿酬
邮箱：hqrmzb@163.com

20日上午，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内地（大陆）
与港澳台地区教育合作交流的有关情
况。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
局长龚志明就澳门相关情况向媒体进
行说明。

龚志明介绍，澳门特区成立的第
一个十年，便积极开展教育制度的构
建，实现十五年免费教育全覆盖。近
年来教育质量更是提质升级。在爱
国爱澳教育工作上，澳门高校本学年
有85%的学士学位课程，已设有《宪
法》和《基本法》相关教学内容；基础
教育方面，中国历史已列为学生的必
修课程，更获内地专业出版机构的支
持，出版中学《历史》教材，以及中小
学的《品德与公民》《中国语文》等教
材，其中全套《品德与公民》及初中
《历史》教材的使用及参考使用率达
100%，高中《历史》教材达95.7%，更
推出葡文及英文版的《历史》教材供
国际学校使用。并实现了全澳包括
教会学校及国际学校在内的所有学
校升挂国旗全覆盖，成立学界升旗
队；以及新设立家国情怀馆、青少年
爱国爱澳教育基地等场所，丰富学生
对国家、澳门历史的多元学习体验。

澳门特区政府积极与各地省市签
订并落实各类教育合作协议，并在驻
澳机构的协助下，开展与内地多元化
的交流活动，促进学校、学生、教师、家
长对国家历史、国情、国防、外交等方
面的认识。

澳门与内地缔结的姐妹学校由
2011年时的累计不足40对，增加至
2021年的超过370对。

在国家教育部的协调下，内地众
多优质大学提供名额予澳门学生升
读，赴内地升学的高三毕业生由
2015- 2016 学 年 的 16% 上 升 至
2020-2021学年的37%。

龚志明介绍，在促进学校发展方
面，澳门实施《非高等教育私立学校通
则》，完善了学校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机
制。获得国家的支持，批准澳门大学
在横琴建设新校区，并于2013年启
用。澳门大学在2022年度泰晤士高
等教育排行榜上位列全球第 201-
250位，在全球年轻大学中排名第26
位。

学校课程质量方面，在内地专家
的支援下，澳门成功推行基础教育的
课程改革。澳门高校的课程数目，由
2011-2012学年的约260个增至本
学年超过330个，并与内地高校合办

学位课程，以及在国家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相关政策的支持下，设立联合实
验室、产学研示范基地等，开展澳门与
内地的产学研合作。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2012年澳门
首次以法律的形式，为非高等教育的
教师订立了职业制度，提升和保障了
教师的福利待遇。通过对教师资格
及在职进修作出规范，持续提升教师
的专业水平。2011-2012学年至今，
澳门教师具有师范学历的比例从
82%提升至97%，而取得学士学位或
以上的人数，亦从约 86%提升至
97.5%，内地师范院校为澳门培养了
大批师资人才，是澳门师资队伍建设
的重要力量。

在教师专业发展上，澳门长期获
得国家教育部的支持，组织丰富多元
化的活动，品牌项目有在教育部倡议
下推行的“千名教师精英培训计划”

“内地优秀教师来澳交流计划”等，对
促进澳门教师的教研水平发挥出积极
作用。同时，澳门已建立教师培训制
度，在新入职教师、中高层教师、学校
领导等系统性教师培训中，都要求修

读爱国爱澳课程。
在兼顾教育品质和学生素养发展

方面，澳门高等教育近十年间，构建了
素质评鉴制度、学分制度等，以及加入
多个国际高教素质保证组织，澳门高
校在全球和区域间的认同有所提高，
在葡语、旅游等特定学科领域上具有
颇高的国际认受性和影响力。

在“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PI-
SA2018）”中，澳门学生阅读、科学、数
学三个素养都位列全球第三名，达到
基准水平学生比例排行全球第二，更
被OECD评为唯一一个教育质量持
续兼快速进步的经济体，教育质量和
教育公平获得肯定。

（据人民网）

借助内地优质教育资源

澳门推动教育提质升级

歌唱家沈洋

▲澳门大学世界排名不断提升。

濠江中学学生参与升国旗仪式。

澳门特区政府行政长官贺一诚与澳区全国人大代表举行座谈会。

澳区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改进轻轨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