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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中央證券託管系統啟動
鞏固債券市場發展基礎
“澳門中央
證券託管系統
（CSD）”於12月
15日正式啟動，澳門金融管理局與中
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公司合辦系統啟動儀式，
由行政長官賀一誠等嘉賓主禮。同日並有兩筆
債券率先於澳門中央證券託管結算一人有限公
司進行登記託管。是次啟動儀式吸引了約200名
本地及內地的金融機構及企業、律師事務所及
會計師事務所等機構代表出席。儀式後，並由
澳門證券基金行業協會主辦“澳門債券市場發
展論壇”，邀請到內地及澳門的金融業專家學
者圍繞主題進行主旨演講及圓桌討論，基於澳
門債券市場的新形勢為未來發展建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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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澳合作主題債券是交通銀行澳門分行首次以自身名義在境
外發行的債券，也是交通銀行澳門分行首筆全流程參照澳門
金融管理局相關指引發行的債券，更是
首批使用澳門中央證券託管系統進行
登記、託管與結算的債券之一。債
券募集資金將用於支持粵澳合作等
大灣區建設領域的信貸投放，是交
通銀行落實國家和特區政府發展規
劃、深度服務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推動澳門現代金融業發展的重要舉
措。
CSD由澳門中央證券託管
啟 事
結算一人有限公司（MCSD）
各位讀者:
營運，首日已有兩筆債券成
本報慶祝澳門回歸，
功於MCSD進行登記託管，分
於本月二十四日(周五)暫
別由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及交
停一期，敬請垂注。
通銀行澳門分行發行。兩筆
澳門焦點報編輯部 啟
債券均獲得超額認購，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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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中債登在相關部委指導下，與澳門金管局合作，支持澳
門CSD的建設，未來願與澳門同業共同助力澳門債券市場“對
接內地、聯通世界”，把澳門打造成為重要的離岸人民幣市
場，以及中國債券市場對外開放的重要門戶。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行長李光致詞表
示，澳門中央證券託管系統（CSD）
於12月15日正式上線運行。它標誌
著澳門債券市場基礎設施達到國際
先進水平，是澳門現代金融發展史
上里程碑式的重要突破。中國銀行
澳門分行作為主承銷商及指定清算機
構，在CSD規則下成功發行首筆2年期3億
美元本地債券。該債券按照全本地化、一體化的發行模式，
吸引了本地主要銀行同業及政府機構踴躍認購。同日，澳門
中銀亦發揮清算機構職責，從發行、承銷、清算等多個方面
協助交通銀行澳門分行成功發行澳門元CSD債券。
交通銀行澳門分行行長黃斌致詞表示，12月15日，交通
銀行澳門分行作為澳門中央證券託管系統正式上線的首批發
行人，成功發行12億澳門元粵澳合作主題債券。本次發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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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中央證券託管系統正式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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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D啟動儀式於中葡綜合體舉行，行政長官賀一誠、中聯
辦主任傅自應、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國務院港澳辦交流
司副司長劉文達、金管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陳守信、澳門
中央證券託管結算一人有限公司獨任股東代表劉佳華，以及
中債登副總經理徐良堆主持啟動儀式。
李偉農致詞時表示，CSD是環球
成熟債券市場必不可少的關鍵金融
基建，系統將以規範、安全、高效
的核心價值，為市場提供包括登
記、託管以及結算等服務。系統的
上線運作，可鞏固澳門債券市場和中
葡金融服務平台的發展基礎，更好地銜
接內地發行人及國際投資者的投融資需求，並藉此豐富澳門
離岸人民幣市場的金融產品。李偉農又感謝中債登給予的大
力支持，使系統能順利構建並正式啟動，亦感謝國家財政部
金融司司長王克冰發來賀函。
徐良堆致詞時表示，發展債券
市場是特區政府落實澳門經濟多元
化、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舉
措，而建立配套的債券市場金融基
礎正是其中一個核心環節。與此同
時，需要一個中央登記託管機構提
供證券帳戶開立和證券集中存託保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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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債券市場具備吸引力。

誠昌飯店
馳名

水蟹粥

氹仔舊城區官也街28-30號

訂座電話：2882-5323

2882-7589
營業時間：週一至日
12：00—23：30

A2

“

澳聞

2021年12月17日（星期五）

龐薰琴
木作品展 圓滿舉行
搭建澳蘇交流新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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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展覽以龐薰琹美術館藏中國現代藝術
先驅、工藝美術和教育奠基人龐薰琹先生作品
（複製品）和相關文獻資料為展示內容，包括
龐薰琹《中國圖案集》《工藝美術集》等五十
多件作品。試圖展現龐薰琹對中國美術作出的
不凡貢獻和對民族國家的無限熱愛。同場舉行
贈書儀式，由江蘇省委常委、省委統戰部部長
惠建林向澳門大學贈送《龐薰琹作品集》，由
澳門大學校長宋永華接受，再由澳門大學回贈
書籍，由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主任朱壽
桐向常熟市龐薰琹美術館贈書，由顧玉芬代表
接受。
江蘇省委常委、省委統戰部部長惠建林，
澳門政府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中聯辦副主
任嚴植嬋，江蘇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黃瀾，全
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澳門蘇浙滬同
鄉會會長賀定一，蘇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楊知
評，常熟市人民政府副市長楊曉峰，澳門大學
校長宋永華，永利澳門副主席兼執行董事、澳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
心主任朱壽桐（左）向常熟
市龐薰木
琴美術館贈書，由顧
玉芬代表接受。

江蘇省委常委、省委統戰
部部長惠建林（右）向澳門
大學贈送《龐薰琴
木作品集》
，由澳門大學校長宋永華接
受。

“家國情懷—中國現代設計之父龐薰 琴
木作品展”於12月10日假澳大開幕

上淵源頗深。早在17世紀，“清初六家”之一的
吳歷，他也是一位常熟畫家，就曾踏足過澳門
這片土地，與這裡的人民共同生活、成長，他
的繪畫作品明顯吸收了西方藝術的長處，並創
作過30首《澳門雜詠》詩篇，成為研究早期澳
門歷史文化的重要資料。
今天，龐薰琹先生的作
品在澳門展出，如同
舊時朋友再次相逢，
令人感到無比欣喜。
本次展覽將為兩座城
市開拓更深層次的文化
交流合作，搭建起新的橋
樑。
澳門大學校長宋永華
教授致詞表示，中國的
工藝美術之父龐薰琹先
生，他的作品，以實用
美術與先鋒美術完美結
合的方式，使得我國早在
上個世紀30年代，就在國際
工藝美術和實用美術方面具有了一定的影響和
聲譽。在今天，特別是在講求藝術設計和工藝
美術創意的時代語境下，人們不熟悉龐薰琹大
師，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怎麼念，怎麼寫，是
一件非常遺憾的文化缺失。
他表示，在中聯辦和特區政
府的指導和支持下，澳門大學中
國歷史文化中心成功地引進了這
個對於澳門來說具有重大意義的
展覽，這就是一種重要的歷史文
化和藝術文化的補課。澳門中聯
辦和澳門特區政府一向重視澳門
大學與包括江蘇省在內的各省市
的文化合作，對於這次展覽給予
了熱情的關懷與指導。

韓衛兵

100週年，由蘇州市文化廣電和旅遊局、常熟
市人民政府主辦，龐薰琹美術館、澳門益信傳
媒有限公司協辦的“家國情懷— 中國現代設
計之父龐薰琹作品展”於12月10日下午2時假

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協會會長陳志玲，江蘇省
政協常委、澳門江蘇聯誼會會長岑展平主持開
幕剪綵儀式。開幕式後，講解員帶領嘉賓參觀
龐薰琹展覽。
楊曉峰主持儀式，
向嘉賓宣傳精緻常
熟，他表示，常熟是
江南名城，歷史悠
久、人文薈萃，經濟
實力強盛，生態環境優
美。可簡要概括為“四城”：
一是文化之城。常熟有著3000年文明史、1700
年建城史，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二是山水之
城。明代詩人沈玄寫下詩句“七溪流水皆通海，
十裏青山半入城”，形象地描繪了常熟山水城融
為一體的獨特城市形態。三是度假之城。常熟
沙家浜名聞遐邇，是全國百家紅色旅遊經典景
區、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國家國防教
育示範基地。四是活力之城。常熟大力挖掘虞
山、尚湖、古城、老宅等各類資源，聯動開放
夜公園、打造小劇場、建設特色文化產業園，
連續舉辦尚湖國際半程馬拉松賽、國際鐵人三
項賽等精品賽事，全力推進文體旅互動融合，
各類活動亮點紛呈，城市活力不斷迸發。
蘇州市文化廣電和旅遊局黨組書記、局長
韓衛兵致詞表示，澳門與蘇州、與常熟在文化

宋永華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開幕，展期至12月

楊曉峰

【本報訊】今年，時值中國共產黨建黨

一眾主禮嘉賓進行開幕式剪綵

講解員帶領嘉賓參觀展覽

MIF、MFE、PLPEX三展圓滿閉幕
【本報訊】“第二十六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
覽會”（第26屆MIF）、“澳門國際品牌連鎖加盟展
2021”（2021MFE）及“2021年葡語國家產品及服務展
（澳門）”（2021PLPEX）於12月12日圓滿閉幕。今屆
三展繼續以線上線下融合模式舉辦，三天共安排簽署
逾80份項目，涉及範疇包括：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大
健康產品合作、高科技產業投資合作、澳門食品代理
以及澳門與葡語國家物流項目合作等，線上線下共安
排了近700場商業配對，包括逾400場雲配對，三天直
播吸引近360萬人次觀看 ，助力參展企業和客商各方
透過會展平台發掘商機。
今屆MIF、MFE及PLPEX再度攜手合作，線上線下共
吸引逾1,280家參展商參展，來自中國內地、巴西、佛
得角、莫桑比克、葡萄牙及港澳地區等，涵蓋大健康
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品牌連鎖加盟、IP產業、葡語
國家特色產品及食品餐飲行業等範疇。其中線下參展
商總計逾920家；線上展廳參展商近1,100家。
大會邀請到逾百家來自中國內地、巴西、加拿
大、德國、意大利、摩洛哥、葡萄牙、西班牙、澳門
地區等的線上線下買家參會，透過一連14天雲配對
（11月29日至12月12日）共進行了逾400場線上洽談，
有來自河南的醫療機械參展企業代表表示，雲配對可
直接地瞭解客戶的需求，認為雲配對能讓企業在疫情
下與海外企業對接，有助開拓更廣商機，感到滿意。
三展還設置直播間，安排現場KOL走訪等豐富的線
上推廣元素，覆蓋逾220家參展商，三天直播共吸引近
360萬人次觀看，線上多樣化的項目與線下活動相輔相
成，多渠道推廣展會項目，有首次參展的澳門企業表
示，會展平台不僅可提升品牌知名度，更可推動企業
持續發展，透過本澳的KOL直播，助力打開本地年輕人
市場。線下繼續舉辦了多場精彩活動，吸引了不少客
商及市民駐足欣賞。有市民表示，在此次三展中除了
選購到心儀的商品外，更能認識到不少澳門中學及高

第26屆MIF、2021MFE及2021PLPEX圓滿閉幕。

澳門館內設置了橫琴粵澳
深度合作區展位宣傳深合區
最新資訊

簽署逾80份項目助拓商機

等院校展示的創新成果，認為展會的元素相當充實。
第26屆MIF以“展中展”形式設置“2021中國中醫
藥健康（澳門）品牌展覽會”及“2021科技周暨創科
成果展”，科創及中醫藥展區面積比去年分別大幅提
升10倍和12倍，共吸引逾140家及100家企業參與。有
首次參展的廣東中醫藥企業負責人對此次參展成效感
到驚喜，透過會展平台不僅獲得客戶訂單，還能發掘
到有意向合作的企業，此次特設“展中展”有助讓更
多人關注中醫藥的發展。
一站式企業支援專區在展會期間接到逾30宗諮
詢，涵蓋範疇包括：知識產權、IP授權、大灣區市場
推廣及營銷、會計及稅務等。有經營米業貿易的澳門
企業負責人表示，希望通過商品包裝升級擴大市場，
通過諮詢服務更瞭解到商品定位、包裝及優勢，未來
會拓寬線上宣傳渠道讓商品獲得更多曝光的機會。
此外，逾50家海內外企業透過“代參展”服務，
在展會期間展示優質商品，為市民和買家提供更加直
觀的產品體驗，該區域同時配有雙語人才，協助海內
外企業跨地區、時區和語言交流合作，拓展商機。
為持續讓參展參會客商更深入瞭解橫琴粵澳深度
合作區，澳門館內設置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展
位，有專責人員為客商提供投資和營商環境介紹、政
策諮詢及項目轉介服務，並以文字及影片形式宣傳深
合區最新資訊，包括戰略定位、重點產業方向及創新
舉措等，鼓勵客商藉會展平台把握機遇，積極參與深
合區建設。
此外，三個展會期間共舉行逾60場論壇、會議
和推介會和交流活動，包括：“國際貿易投資論壇
2021”、“ 福建—澳門—葡語國家經貿交流會”及
“澳門江蘇周開幕式暨第十一屆江蘇-澳門˙葡語國
家工商峰會”等，吸引各界專家、學者、業界及客商
參與，促進合作交流。有參與“國際貿易投資論壇
2021”的上海工程企業負責人表示，該論壇探討了不
少有關橫琴未來的發展要點，對日後在橫琴的基建及
交通建設發展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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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文化美食節今開幕
百展商坐鎮為歷年之最
【本報訊】由澳門旅遊零售服務業總
商會、澳門中小型餐飲業商會、澳門會展
產業聯合商會、澳門旅遊業議會、澳門繁
榮促進會、澳門鮮魚行總會、澳門的士聯
誼會聯合舉辦的第十二屆國際文化美食節

於今（17）日盛大開幕，持續至26日一連
十天假漁人碼頭勵駿大道舉行。今年參展
商戶報名踴躍，為歷年之最。大會從中篩
選出101檔參與，近四成更屬首次參展。
今屆以“回歸聖誕齊歡度，美味同享樂滿

城”為題，為居民及旅客提供美食匯聚、
吃樂共賞的美食體驗，以及健康綠色、文
化休閒的好去處。
主辦機構於16日下午三時假漁人碼頭
勵庭海景酒店舉行新聞發佈會，由是屆美
食節籌委會主席葉榮發、副主席楊永成、
籌委盧宏駿及胡錦漢介紹詳情。

參展助提高知名度

國際美食節新聞發佈會後嘉賓合影留念

視助會音樂培訓高階班結業

【本報訊】由澳門視障人士及家屬互助會主
辦並獲教育暨青年發展局資助的殘障人士社會融

視助會音樂培訓高階班結業

主辦方表示，為了讓旅客及居民感受
澳門熾熱的節慶氣氛和安全宜遊的城市魅
力，今年活動除落實做好各項防疫措施、
加強參展商的衛生及抗疫意識，還準備一
系列具有聖誕元素的裝置裝飾，以及精彩
的節目表演和豐富的優惠活動，吸引更多
內地旅客來澳旅遊，促進旅遊經濟復甦。
在宣傳計劃方面，整體計劃從線上及
線下兩個方面進行全方位的宣傳覆蓋：線
下宣傳約佔35%，主要為紙媒、電視、電

合音樂培訓計劃歌唱高階班課程已於日前圓滿結
業。
是次音樂高階班課程中，授課導師黃玉華及
助教羅寶泉悉心指導下，讓視助會學員對歌唱中
認知腹式呼吸，通過反覆練習，完全掌握腹式呼
吸在歌唱時的氣量吐納運用，訓練學員自我提升
個人音量擴展與聽力，及明白在歌唱時讓歌聲中
帶有適當感情的重要性。
主辦單位日前安排一場結業禮，會長黃小
玲，副會長伍淑賢，理事長盧帶根，黃玉華及羅
寶泉分別向各學員頒發培訓證書，以玆鼓勵。黃
小玲表示，感謝導師和助教的細心教導，並作大
量備課準備，各學員歌唱技巧大有進步。在實踐
中，同學互相分享學習，提升歌唱技巧，期望日
後能為視障人士提供更多元化的文化活動。
有興趣參與或了解該會的視障人士及家
屬，可聯絡理事長盧先生，電話：六三二一˙
三二一八或電郵至MSAVIFM@gmail.com。

台、巴士及戶外廣告等傳統媒
介；線上宣傳約佔65%，主要
為新媒體宣傳方式，包括社交平台宣傳活
動、手機APP、廣告短片等，期望透過線上
線下全方位的宣傳覆蓋，助力參展商戶推
廣自身產品及品牌。

設多個聖誕打卡位
今屆展出的食品豐富多元、優惠不
斷，每天限量推出多款超值美食，包括十
元、二十元及三十元等，配合多項電子支
付優惠活動，包括隨機立減、送紅包、抽
獎等。場內裝飾方面，設有多個富有聖誕
氛圍的打卡裝飾裝置，讓現場民眾既能感
受浪漫的節日氛圍，又可在打卡、拍照分
享之餘，達到宣傳推廣、刺激消費之目
的。
為了吸引更多家庭消費者到場，葉榮
發表示，今屆國際文化美食節將設立兩大

國際文化美食節往屆盛況
表演舞台，每晚不間斷推出各式表演及巡
演。同時，場內特設遊戲攤位及舞台互動
節目，既可滿足一家大小的娛樂需求，又
能提升現場民眾近距離的互動樂趣。更多
資訊歡迎瀏覽大會官方網站或關注微信公
眾號。

疫情防控消毒不可少
在抗疫防護工作方面，所有入場者須
全程佩戴口罩，並在指定區域用餐；參展
商在參展期間必須嚴格遵守場內抗疫要
求，於展位內全程佩戴醫用口罩，特別在
處理食物時需注意衛生及加強消毒；此
外，大會提供消毒液、洗手液、餐位擋板
等抗疫用品，鼓勵參展商及到場市民、旅
客注意個人及環境衛生，配合現場防疫工
作，支持環保、參與垃圾分類。

深合區管委會第二次會議舉行
【本報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管理委員會
的大力支持，讓深合區有了良
第二次會議於上週在橫琴舉行。雙方就橫琴粵
好的起步，也給特區政府
澳深度合作區建設實施方案、任務清單、人員
在深合區的工作推進打
配額等議題進行討論。
好基礎，給澳門和深合
會議由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管理委員會雙
區帶來時不可失的發展機
主任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賀一誠和廣東省省
遇。他又強調，特區政府將
賀一誠
馬興瑞
長馬興瑞共同主持。
堅定不移地按照《橫琴粵澳深度合作
行政長官、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管理委員會主任
區建設總體方案》落實習近平主席對澳門的期望。未
賀一誠感謝管委會馬興瑞主任及廣東省政府對深合區
來，特區政府將繼續努力，用好政策，加大力度做好
各項的招商引資的工作。行政
長官在會上還談及關於人員招
聘、明年在深合區的整體預算
等工作。
他作總結時表示，本次會
議雙方把各項工作的開展情況
進行了坦誠而深入的交流，在
這樣的基礎上，工作開展會越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管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由管委會雙主任行政長 來越好，有利於落實整體工
作。
官賀一誠、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共同主持。
廣東省省長、橫琴粵澳深
度合作區管理委員會主任馬興
瑞在會上表示，要充分發揮總
體規劃的統籌引領作用，緊扣
中央賦予合作區的戰略定位、
目標任務，高標準高品質編制
總體發展規劃，不斷提高各項
工作的科學性、戰略性、前瞻
性，加快推動琴澳一體化發
展。要緊扣促進澳門經濟適度
多元發展的初心，全力服務好
簽約重大項目的落地建設，持
續加大招商力度，繼續吸引集
成電路、生物醫藥、新能源、
新材料等領域的大企業、大項
目落戶，牽引帶動深合區建設
有力有序推進。
會議審議橫琴粵澳深度合
作區建設實施方案、總體任務
清單、近期重點任務清單以及
執委會主要職責、工作機構等
文件，並聽取關於橫琴粵澳深
度合作區開發投資公司組建工
作情況彙報。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管委
會常務副主任張永春，廣東省
副省長陳良賢、王曦，深合區
管委會副主任張新、黃少澤、
歐陽瑜，管委會秘書長李偉
農、聶新平，執委會副主任符
永革、牛敬、許麗芳、蘇崑、
吳子健，以及廣東省委、省政
府派出機構和珠海市有關負責
人參加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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