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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盛事饗客共度黃金周

隨著疫情的逐漸平穩，為迎接一連7日的國慶“黃
金周”假期，澳門政府連同社會各界積極籌劃了不
同的精彩活動，以及推出各種優惠，包括一系列刺
激“黃金周”的酒店五折券及加推機票“買一送一Plus”優惠，和今年
重新回歸的國慶煙花表演，希望結合各項活動，迎接旅客，促進旅遊經濟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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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澳門在市面已經佈置各種歡度國慶的裝飾，博企、旅
遊景點、各種公共交通工具都擺放了國旗，市面充滿濃厚的國慶
氣氛。據旅遊局介紹，在黃金周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動，包括10月
1日晚上9時旅遊塔對出海面舉行“2022國慶煙花表演”，時長約
15分鐘，分四個篇章︰“祖國萬歲”、“鎏金歲月”、“同心致
遠”及“共築中國夢”。並會在熱門社交媒體中直播國慶煙花表
演，與澳門居民及旅客共賀國慶，精彩展開難忘“黃金周”假
期。
澳門大賽車博物館於10月1日起推出兩個新項目，包括：新
增一個互動體驗展項–三級方程式模擬器，滿足車迷“極限車手
體驗”，高度還原三級方程式駕駛艙，為參觀者創造更逼真的遊
戲體驗；“回憶長廊”擴增實景（AR）導覽項目，加推“經典起
跑”體驗及“我是車手”互動遊戲，通過掃描現場特定佈置的二
維碼，即可重現昔日賽車起跑情境，感受真實世界與虛擬同時並
存的賽道現場，或化身成賽事主角，拍攝車手裝扮的個人特色海
報。
9月30日至10月9日會在北帝廟前地舉辦“2022美麗盡在舊城
區–氹仔市集”，以及於9月29日至10月31日在澳門上葡京綜合度
假村及新葡京酒店舉辦“燈影幻彩慶團圓”燈藝展，透過連串多
元化的節慶盛事活動，吸引旅客來澳旅遊，豐富旅遊體驗，同時
引客進入不同社區，盤活經濟。
10月1日至7日會在龍環葡韻和九澳村舉辦“繽紛離島–社區
旅遊駐點導賞服務”及在關前街和崗頂前地舉辦“發現澳門–社
區旅遊駐點導賞服務”、於10月1、2、8及9日在龍環葡韻舉辦
“遊澳消費樂滿FUN”及在路環荔枝碗船廠和路環市區一帶舉辦
“路情．路遊”，以及於10月6日至9日在三盞燈圓形地和光復街
一帶舉辦“第二十二屆東南亞美食嘉年華”。

網頁版

疫情平穩，大家期待這個國慶黃金周澳門市面能迎來久違的人氣。

明晚可再次欣賞到國慶煙花表演

地址 : 澳門羅保博士街國際銀行大廈15樓1506室
電話 / 傳真：2871 4116
電郵：mcfocus3@gmail.com

氹仔舊城區官也街28-3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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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澳門工展會今開幕
明起停用港珠澳大橋車輛識別標誌

工展會發佈會嘉賓大合照

【本報訊】交通事務局為推動電子政務工
作，由今年10月1日起將停止印製使用港珠澳
大橋車輛的相關識別標誌，並改以電郵方式，
通知申請人有關查詢編號及有效期等資料，澳
方執法部門將根據香港車牌查核車輛資料。
現時使用港珠澳大橋的以下車輛，均須於
車頭擋風玻璃張貼不同顏色的識別標誌，包
括：
供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香港國際機場
接駁巴士、維養及救援車輛等使用的「於港
珠澳大橋口岸禁區營運車輛識別標誌」（綠
圈）；
供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泊車轉乘計劃之

【本報訊】由澳門廠商聯合會主辦之「第八屆澳
門工展會」，將於9月30~10月3日於澳門漁人碼頭會議
展覽中心舉行。展覽共6大展區分為：電器及家品區、
時尚產品金融區等，區會場總面積約5,260平方米，共
有166間參展商。除了有六大展區外，更有MinM澳門工
業綜合館、親子DIY區、一元限量產品及終極大抽獎等
等。本屆更設工展會直播間及直播活動，期望以線上
形式讓市民認識工展會，踴躍參與是次展會活動。
主辦方於9月28日在該會會址舉行發佈會，澳門廠
商聯合會會長崔煜林、理事長馮信堅、副理事長王世
民、黃添福等出席介紹展會詳情。
崔煜林表示，舉辦是次展覽期望能提振消費市 場
的氣氛，帶動及激活本土消費，為本澳中小企建立一
個良好 的交易平台，為本澳企業創造更多商機。除了
激活市場經濟的目的外，展會將繼續秉承以推動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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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持續發展的宗旨，特設澳門工業綜合館。綜合館
亦是工展會每年的核心，配合特區政府推動產業多元
發展，是介紹本澳工業發展及特區政府未來發展方向
的一個媒介。同時本屆亦邀請了本澳中學參與綜合館
的展示，展示澳門對青少年科技之培育及啟發，希望
能透過展覽讓本澳市民，甚至是遊客都能了解本澳中
學的科技學術成果。
馮信堅表示，展會除了有六大展區的產品銷售
外，場內繼續設有一個5000多呎的“MinM”澳門工業
綜合館，以“工業創新，產業多元”作主題，本屆長
廊主要展示澳門中醫藥發展的歷程，館內亦有列入了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唐餅製作技藝展示並派發給市民大
眾帶回家品嘗，此外， 還有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資訊
區、“9+2”大灣區資訊區、澳 門優質產品認證計劃
介紹區、工展會直播間、澳門大學及科技大學的科研
及設計產品展示區、橫琴中醫藥產業園區、培正中學
科研項目展示區等。同時展會為增加現場氣氛，將繼
續設有親子 DIY 區，而舞 台表演節目方面，包括有
澳門歌手演出、舞蹈、魔術表演、中銀之夜、澳門啤
酒互動遊戲、武術跆拳道表演、打拳小劇場、花式跳
繩及多個有奬互動環節等等。

車輛使用的「停泊港珠澳大橋邊檢大樓東停車
場車輛識別標誌」（藍圈）；
供香港私家車往來港澳常規配額之車輛
使用的「經港珠澳大橋口岸入澳車輛識別標
誌」（橙圈）；
10月1日起，交通事務局在接獲相關的申
請個案後，會以電郵通知申請人澳方已完成審
批，並提供包括批准編號、進入期限及專用網
頁連結等資料，以取締上述識別標誌。香港運
輸署將要求當地市民在申請香港私家車往來港
澳常規配額或泊車轉乘計劃時，必須提交電郵
地址，至於已取得綠圈、藍圈和橙圈的申請人
亦無須交還有關識別標誌。

主辦方舉行賽事發佈會

WTT澳門冠軍賽10月中塔石舉行

明起停用港珠澳大橋車輛識別標誌

【本報訊】銀河娛樂集團呈獻，
體育局及世界乒乓球職業大聯盟主
辦，乒總協辦的WTT澳門冠軍賽2022
將於下月19日至23日假塔石體育館舉
行。賽事雲集世界前列的男、女子運
動員32位，包括中國選手樊振東、馬
龍、孫穎莎、陳夢。日本選手張本智
和及伊藤美誠等。
主辦方日前假銀河酒店綠洲宴會
廳舉行新聞發佈會，宣佈銀河娛樂集

團為賽事的呈獻合作夥伴。體育局與
銀河娛樂集團進行支票遞交儀式。體
育局局長潘永權、銀河娛樂集團副主
席呂耀東、銀河娛樂集團總辦事處高
級副總裁林志成、澳門乒乓總會會長
馬志達、體有局副局長劉楚遠和林蓮
嬌等出席。
潘永權局長致詞時表示，銀河娛
樂集團將會在繼2020及2021年後，
再次成為WTT澳門賽事的呈獻合作彩

伴，並感謝銀娛多年來一直支持澳門
體有事業的發展，期望透過雙方的合
作，共同以體育為平台，助力各行業
的發展。
賽事日程方面，10月19日及20日
將進行各項目的32強對壘；10月21日
將進行16強賽事；10月22日將上演8
強及4強賽事，而男、女子單打的決
賽將於10月23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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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嘜 助力 澳門製造 開拓大灣區內地市場

聚焦大灣區

牌影響力，“2019年我們就開始考慮哪個
產品可以申請‘M嘜’，經過再三權衡，
選擇了月餅及部分麵包做‘M嘜’認證申
請。”他說。
馬文俊口中的‘M嘜’，即澳門產品
優質認證計劃。通過認證的澳門企業不但
能獲得澳門“M嘜”，還能有香港“Q嘜”

或優質“正”印的認可，讓消費者能有更
清晰指標來認識選購澳門產品。
“‘M嘜’認證是件好事，”在馬文
俊看來，“更重要的是透過申請過程，做
了很多管理規範，漸漸提升了生產流程管
理和產品品質。”如今的馬鴻記餅家已從
街坊小店升級為食品工廠，其生產的烘焙
食品更覆蓋上百間茶餐廳、餅店及酒店。

櫻花蝦醬同獲香港、澳門質量認證。

傳統老字號餅廠做好澳門產品優質認證

中秋剛過，
緊接著是國慶長
假，在澳門中區
龍嵩正街的龍華
制餅廠，經驗老
到的師傅們忙個
不停：迎來送往
的各式精緻月
餅，還有茶餐廳酒樓訂購的大批麵包……
不僅是一代代澳門人從小到大、伴隨至今
的美好情懷，更成為海內外遊客“可以帶
走的味道”。
作為澳門特區的傳統老字型大小，龍
華制餅廠成立1994年，馬鴻記品牌歷經三
代傳承，至今已逾60載。伴隨著人們生
活方式及口味的變化，馬家也在變中求
不變，讓“老味道”煥發“新生機”。
2016年龍華制餅廠引入全自動化生產線，
開設龍華制餅廠，專注生產豬仔包、牛角
包、月餅等具有澳門特色的烘焙食品。在
保持傳統風味口感的前提下，馬鴻記第三
代接班人馬文俊接棒後加大投資、擴大品

品製造的名片。”澳門廠商聯合會理事長
馮信堅話語間充滿信心。據他介紹，從
2004年開始，隨著經濟結構及生活環境
的變化，澳門本地勞動密集型工廠為主的
製造業開始淡出，澳門廠商聯合會積極思
考工業轉型之路，將一些高附加值、技術
含量高的產業作為今後澳門工業的發展方
向。
“但是澳門人口只有60多萬，這麼小
的市場，我們要怎樣打造澳門產品？”經
過多年的調研，2019年，廠商會協同澳門
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在澳門特區政府的
支援下，合作推出“M嘜”認證。“這個
認證既是一個產品優質的保證，也是一個
信心的標誌。”

馮信堅

澳門製造的品牌琳瑯滿目

沿龍嵩正街向東北方向行進，穿過議
事亭前地，大約7分鐘的路程，便來到澳
門著名的旅遊地標議事亭前地，這裡是澳
門最繁華的旅遊中心地帶。在玫瑰聖母堂
隔壁，澳門廠商聯合會精心打造的澳門產
品展示平臺——澳品薈，便座落於此。
眼下，他們積極籌備“M嘜”產品展示專
區，準備迎接十一黃金周遊客，展示推廣
更多“M嘜”優質特色產品。
“‘M嘜’的目標，就是成為澳門產

關治平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理事長
關治平告訴記者，“M嘜”認證屬於自願
性，“只有好的產品你才會自願拿出來

接受檢驗，這恰恰說明我們都是優質產
品。”她表示，獲得“M嘜”認證需達到
幾方面條件。第一，必須在澳門本地生
產，持澳門廠牌的企業；第二，要符合
“澳門製造”標準；第三，需通過協力技
術審核單位的檢測和廠房審核。“為鼓勵
企業申請，‘M嘜’認證計劃也配套了一
個資助方案，申請時產生的認證費用，我
們也會返還部份給企業。”關治平說。
截止目前，共有44家企業申請了M嘜
認證。其中，有八成企業是食品廠，其它
還包括成衣廠、口罩廠、製藥廠等。馮信
堅說，“美食、手信都是澳門本地的獨特
的產品，過去主要是手工生產，現在部分
已經轉為機械化作業。所以我們希望通過
認證，幫助企業在生產管理、自動化水
準、標準化認定等方面有所提升，並增強
企業整體的生產效率、營運水準、安全衛
生標準等。”
關治平看好疫情後大灣區經濟的迅速
復蘇和發展，“我們要裝備好自己，迎接
一個新的經濟環境。”她說，“我們與廠
商會已與內地及澳門特區政府展開探討，
希望‘M嘜’能獲得內地相關單位的認
可。”馮信堅對“M嘜”未來發展也深感
樂觀。他說“我們需要通過各管道向內地
城市及海外市場宣傳、展示澳門產品。看
到‘M嘜’就意味著信心，相信這種公信
力有助我們推廣澳門產品。”

美高梅啤酒節十月下旬載譽歸來
【本報訊】全城翹首以盼的年度盛事「美高梅澳
門德國啤酒節」將於10月20至30日舉行，今年活動
更首次移師到美獅美高梅的「美高梅劇院」，以全新
派對概念「澳門，乾杯！」派對專場會眾，娛樂觀感
體驗將全面提升，配合劇院頂尖的科技配置、特大
4K超高清熒幕，此特色派對活動將化身成全城音樂
美食派對，在地打造融合娛樂、美食、科技和文化共
冶一爐的啤酒節派對盛會。
在亞洲首個多元化動感劇院舉行的「澳門，乾
杯！」派對專場將注入耳目一新的音樂與娛樂元素，
結合創新科技跳出過往11屆「美高梅澳門德國啤酒
節」的傳統框架，打造出前所未有的跨感官體驗。
活動更邀請中國著名流行搖滾樂隊「Tarzan泰山樂
隊」、女歌手劉文君和傅欣瑤等享負盛名的音樂單
位，以及本澳人氣樂隊「石裂符」和「Gimme5」，
在劇院的舞台上帶來連番活力四射的現場音樂表演。
身穿德國傳統服飾之表演人員亦會在現場載歌載舞，
加上派對遊戲，將場內的派對狂歡氣氛炒熱至最高
點！與此同時，透過中央燈光系統控制，劇院的特大
熒幕和賓客的LED手環將呈現炫彩奪目的同步沉浸式
燈光效果。
除了創新的音樂與娛樂元素，傳統的德國啤酒節
派對美食依然是啤酒節的靈魂所在。一如過往的美高
梅澳門德國啤酒節，今年將同樣提供一系列備受歡迎
的德國傳統佳餚，如德國豬手、燒雞和德國椒鹽脆餅
等招牌菜式，缺一不可；派對亦同時引入德國啤酒
節六家指定啤酒品牌之一的盧雲堡（Löwenbräu）啤
酒，務求將最正宗的啤酒節風味帶給澳門賓客。

「美高梅澳門德國啤酒節」將於十月載譽歸
來，以全新派對概念「澳門，乾杯！」會眾。

德國啤酒節傳統指定啤酒，以及一系列特色
德國燒肉佳餚均為不可或缺的啤酒盛會元素。

金沙捐108萬支持澳高等教育

金沙中國向本澳七所大專院校捐贈
逾澳門幣100萬元獎學金及助學金，並
於9月16日舉行支票頒贈儀式。

【本報訊】金沙中國有限
公司連續十六年向本澳多所大
專院校捐贈獎學金及助學金，
作為支持本澳高等教育的其中
一環；今年共捐贈獎助學金澳
門幣108萬元，將分配予108
名本地學生作本學年的學費補
助，受惠學生按其上一學年的
學術表現及財政狀況等標準由
校方作評選。
金沙中國日前邀請七所大
專院校的代表出席於澳門威尼
斯人舉行的支票頒贈儀式。澳
門大學校長辦公室主任汪淇、
澳門科技大學副校長鄺應華、

澳門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處
長黃嘉穎、澳門理工大學秘書
長李惠芳、澳門理工大學學生
事務處處長劉穎欣、澳門理工
大學公共關係辦公室主任陳玉
玲、澳門旅遊學院教務部教務
長林寶玉、聖若瑟大學副校長
祈務晨等出席。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總裁王
英偉博士表示：「金沙中國很
高興每年向本澳多所大專院校
捐贈獎助學金，為本澳高等教
育發展出一分力。期望透過這
些年度捐款為本澳作育英才貢
獻力量，同時推動本地多元人
才發展，為各行各業儲備更多
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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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消費嘉年華十月中舉行
【本報訊】隨著“2022年百億
抗疫援助措施”逐步落實，經濟及
科技發展局與澳門中華總商會將於
10月15日推出 “2022年全城消費
嘉年華＂，為期20週，獎金獎品總
值近1億澳門元，期望刺激消費，
擴大內需，改善市場氣氛，加強中
小企業持續經營的信心，推動經濟
復甦。
主辦單位於昨日在澳門中華總

商會大廈五樓舉行新聞發佈會，介
紹活動詳情。
“2022年全城消費嘉年華＂
將於10月15日正式推出，直至明
（2023）年2月28日，活動為期長
達20週。活動獎金獎品總值近1億
澳門元，活動期間，通過實名認證
的電子錢包用戶於全澳線下大部分
實體店舖消費時，透過移動支付單
筆實付滿68元（澳門元，下同），

即可獲得抽獎機會獲取電子優 惠
券，更可於活動結束後參加終極大
抽獎。終極大抽獎獎品豐富，包括
總值高達100萬元現金、餐飲住宿
等。

計參與商戶將超過2萬家。

活動時間長起疊加作用

經科局副局長陳子慧致辭時表
示，為應對疫情，特區政府正陸續
落實不同形式的援助措施，以減輕
疫情對各行各業的負面影響。她期
望，透過這項長逾4個月的消費促
進活動，持續吸引居民進行消費，
保持消費動力及擴大內需，從而加
強各行各業持續經營的信心。
澳門中華總商會副理事長莫志

農曆壬寅年九月初五日

偉表示，期望活動能夠起到推動消
費、促進內需、盤活經濟的作用，
在一系列推動經濟復甦的“組合
拳”基礎上，產生疊加作用及乘數
效應；並呼籲參與商號配合活動，
推出更多的產品優惠和聯乘消費，
提振市場消費信心，促進經濟加快
復甦。

料逾2萬商戶參與
經科局自2016年起，與不同地
區商會合作舉辦“社區消費嘉 年
華”系列活動，並取得一定成效。
在此基礎上，“2022年全城
消費嘉年華＂將擴大活動規
模及覆蓋面，在本澳多個地
區商會及行業協會的配合和8
家支付機構的支持下，將串
聯起各行各業共同參與，預

“

“2022年全城消費嘉年華＂新聞發佈會

”

國際基建論壇 盛大開幕

【本報訊】由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和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共同主辦的“第13屆國
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於9月28
至29日在澳門威尼斯人金光會展中心舉辦，
今屆論壇以“共建高標準可持續惠民生的基
礎設施”為主題，來自全球多個地區逾1,300
名嘉賓滙聚一堂，探討政策導向、金融創
新、綠色低碳、數位化應用等議題，攜手共
築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論壇開幕式於9月28在會場舉行，澳門特
區行政長官賀一誠、中聯辦主任鄭新聰、中

國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特派
員劉顯法、澳門特區保安司司長黃少澤等出
席。
國家商務部部長助理李飛視頻發言時表
示，2021年中國對外投資合作克服疫情影
響，實現平穩健康發展，全年對外直接投資
1,788億美元，同比增長16%，期望與各國加
快構建更緊密的互聯互通伙伴關係，並支持
企業積極應用綠色、低碳、環保等技術，充
分發揮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慧等科技作
用，全面深化綠色基礎設施國際合作，引領

新基建發展。
第13屆國際基建論壇”有
逾1,300名嘉賓參會，當中包括
來自全球多個地區的政府機構、20家金融機
構、70多家全球國際承包商250強及600多家
行業及產業鏈企業機構的領導和高管參與，
結合線上視頻直播、圖文直播等元素，促
進參展企業、投資者、項目和觀眾的高效對
接。
參展規模較上屆增長約20%，匯聚了眾多
行業及產業鏈前列重要企業參展，並設置商
務配對和洽談區，融合展示、項目對接和會
議洽談功能，為參展企業提供全方位支持。

第十三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
設高峰論壇盛大開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