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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資訊犯罪成疫下焦點
焦 點新聞

本報恭賀新春，於

資訊犯罪頻發成疫下焦點

二月四日及十一日休息
兩期，敬請垂注。

澳門焦點報編輯部 啟

自疫情發生以來，資訊罪案呈急增趨勢，主要由於大眾互聯網活動增
加，加上電腦及網絡犯罪手法續趨複雜化和高科技化，大眾、網站運營者等
網絡使用者的網絡安全意識未及增益、實質防範措施不到位等因素疊加，致

陳溥森

論
來

賀歲活動須夯實防疫措施

光陰似箭，日月如梳。
再過幾天，神州大地就要迎
來壬寅年新年。唯新冠肺
炎疫情肆虐兩年至今陰霾
未散，近期鄰近地區又爆發
新一波疫情。經過十多天的努力，儘管現
時澳門的社區傳播風險不高，但周邊的疫
情卻仍然嚴峻。澳門在此疫情下迎來「虎
年」的春節，則意味著防疫的風險必然加
大。雖然政府反復呼籲市民留澳度歲、避
免非必要的跨省出行，社團勿以飲宴形式
舉行團拜活動，並計劃逐步落實飲食場所
強制掃碼進場措施等，以加強對疫情的管
控。
但是，農曆新年畢竟是中國人一年間
最為隆重的傳統節日，遊子歸家、閤家團
聚、親朋拜年等群聚性傳統習俗勢必難
免。況且政府也藉營造節日氣氛的時機，
為了刺激旅遊、復甦經濟，正部署多項賀
歲大型系列活動與民同樂，包括有塔石年宵市場、
花藝展覽；氹仔和半島多個爆竹燃放區，以及煙花
表演和花車巡遊等。由此可見，無論是酒樓食肆、
娛樂場所，抑或是年花攤檔、表演區域，都隱藏著
很大的疫情傳播風險，故任何的輕敵麻痺的思想，
都會令前段的努力成果功虧一簣。眾所周知，放眼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處在大流行的急性期，冬季
病毒生命力比較強、病毒在不斷進化，傳染性亦在
加強，而且傳播更具隱蔽性。我國近期部分地區接
連有本土聚集性疫情報告，澳門作為一個世界性的
旅遊城市，疫情擴散和外溢風險是仍然存在的。

有見及此，希望在防疫
工作「動態清零」的總方
針下，當局在積極籌辦各項
賀歲活動的過程中，切忌對
防疫工作存有任何的倦怠態
度和僥倖心理，事關所有的
大型活動雖然都在空曠的室
外環境中舉辦，唯正因如
此才容易造成人員擁擠、驗碼困難和疏導不易等的
防疫漏洞。主辦方一定要有到位的措施，在活動時
按現場情況管控好人流的進出，同時要調配足夠的
人手加強巡查，督促參與活動的市民及檔主必須佩
戴好口罩、接受體溫探測及出示有效的綠色澳門健
康碼。在入口處除在當眼位置張貼場所二維碼，以
方便作出行程記錄外，還應該配備充足的信號網絡
和崗位人手，以協助操作手機不熟練的長者掃碼進
場，避免出入通道人群堵塞。
此外，人們還擔心萬一在節日期間出現本土疫
情，當局在控制社區傳播展開確診排查時，對人群
鎖定和範圍劃分，以及區域衛生的措施沒有統籌平
衡、精準施策的處置方案，而是突如其來地採用一
刀切的過度外延辦法，造成社會大範圍的癱瘓，有
關方面要未雨綢繆。防疫是環環相扣的社會工程，
各個出入境口岸要嚴防打擊走私和水客活動，嚴查
私自攜帶各種未經檢疫的禽畜鮮肉和各種觀賞植物
入境、要完善冷鏈食品管理，依法懲處違法經營，
防疫食品安全風險。可以相信，只要大家共同努
力，澳門一定能度過一個歡樂祥和春節。

社會民生促進會會長兼市政署諮委

陳溥森

電訊提速降費 助中小企智慧轉型
【本報訊】為助力中小企加速智慧轉型，把握粵
港澳大灣區及橫琴深合區發展機遇，澳門電訊透過
「5G+雲網」融合，引進和自研切合澳門企業需要的
智慧轉型方案，同時用心聆聽各界對通訊服務的需
求，積極尋求網絡服務提速降費的空間。在郵電局的
推動下，澳門電訊作出了積極配合，宣佈由2月1日
起，為合乎條件客戶，推出涵蓋居家、一般商業客戶
光纖寬頻及互聯網接駁服務的提速降費優惠，按照該
優惠，居家光纖寬頻平均減幅為22%，一般商業客戶
光纖寬頻為48%，互聯網接駁服務減幅為20%，同時該
優惠亦覆蓋學生光纖寬頻計劃，平均減幅達26%。
另外，由4月1日起，向一般商業光纖寬頻客戶之
商業固網電話服務月費提供8折優惠，並向社會房屋
用戶推出固網電話優惠月費，減幅高達54%。以上優
惠毋需現有用戶申請，將自動生效。
作為植根澳門超過40年的電訊營運商，澳門電訊
積極尋求提速降費的空間，是次提速降費優惠措施得
以推行，有賴郵電局的推動和支持，澳門電訊會繼續
積極履行投資澳門、發展澳門的承諾，為助力各界實
現智慧轉型貢獻更多力量。
這次提速降費優惠措施覆蓋居家光纖寬頻、面向
中小企的一般商業客戶光纖寬頻、互聯網接駁及固
網電話服務，由2月1日起，適用於優惠措施下的居
家光纖寬頻費用，減幅由14%至34%，同時速度最高
獲2倍提速，最低速率不低於150Mbps；而面向中小
企的一般商業客戶商業光纖寬頻服務費用，減幅由
23%至70%，速度最高提升5倍，最低速率同樣不低於
150Mbps。在互聯網接駁服務方面，高於2Mbps速率

的服務，將可享
受8折優惠。同
時，是次提速降
費優惠亦覆蓋至學生光纖寬頻服務，費用減幅由21%
至35%，同時提速至最低150Mbps。
從4月1日起，澳門電訊將向中小企一般商業客戶
之固網電話服務提供8折優惠，並向社會房屋用戶推
出固網電話月費優惠，減幅為54%。以上優惠措施毋
需現有用戶申請，相關優惠將自動生效。
澳門電訊表示，全球疫情持續，對澳門經濟發展
帶來了一定的影響，在疫情初期，澳門電訊積極透過
自身網絡資源，與社會各界一同共同抗擊疫情，推出
了紅碼區中小企商戶及居家用戶特別關愛措施，豁免
區內受影響月份的互聯網及固網電話費用、為回澳隔
離及留澳跨境學生提供包括4G流動數據預付卡或30GB
免費流動數據服務等，而隨著本澳疫情進入常態化防
控後，澳門電訊期望透過是次提速降費優惠，更好地
助力中小企以更相宜的成本加速智慧轉型，把握更多
線上線下相結合的發展機遇，更好地推動澳門疫後經
濟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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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警局公佈去年本澳罪案統計，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嚴峻的環境
下，疫情防控仍然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頭等大事。司警局全力參與防疫工作，
在2021年8月至10月本澳抗擊新一波疫情期間，司警局啟動危機應變機制，全
力協助流行病學調查，迅速鎖定確診病例關聯人物及地點，為阻截疫情傳播
提供精確訊息和可靠助力。另外，司警局依法調查突發公共事件下故意妨害
公共安全、秩序和安寧的犯罪行為，將造謠傳謠者移送司法機關處理，保障
社會穩定和防疫措施有效施行。

使網絡犯罪風險不斷上升。2021年全年，司警局開立資訊罪案專案調查1,676
宗，較2020年上升34.4%，更是2019年的近2.5倍。
總體資訊罪案中，電腦犯罪有800宗，同比大增51.5%；主要由於“盜用
信用卡資料進行網上消費”的電腦詐騙案大增所致，該類案件錄得663宗，按
年增加61.3%，並造成7百多萬澳門元損失。當4前網絡消費盛行，部份互聯
網使用者不當儲存信用卡資料，又或在安全性低的網站消費，犯罪份子透過
不法途徑取得相關信用卡資料並用作網上消費，隨後轉售套現牟利，造成信
用卡持用人、商戶或金融機構財產損失。本局多舉並行應對，不僅持續開展
預防宣傳工作、加強與金融機構及信用卡公司之聯繫以便快速開展調查，更
著力完善區域警務協作，主動出擊，自2020年底起先後聯同香港警方開展三
輪“翊星行動”，搗破多個相關犯罪團伙，有效防止犯罪蔓延、減少受害人
數，亦對同類犯罪起到一定震懾作用。

澳門特 區 政 府 承 認 刊 登 法 律 廣 告 之 有 效 刊 物

仝人敬賀

為配合特區政府的防疫工
作，減少人群聚集，司法警察
局不舉行“2022年迎春座談
會”，並向傳媒及公眾發佈《2021年刑事立案、執法
工作及社區警務工作簡況》。司警局表示，去年社會治安保
持穩定良好局面，各類犯罪受控，居民大眾生命財產安全得到
有力保障。然而，疫情發生以來大眾互聯網活動猛增，資訊犯
罪在去年續維持顯著升勢；來澳遊客回增，與之相關的博彩相
關犯罪亦隨之增加。2021年各類刑事案件合共9,583宗，其中
刑事專案調查及檢舉共4,915宗，較2020年增加937宗，升幅為
23.6%，嚴重犯罪依然維持低案發，年內發生3宗殺人案、6宗嚴
重傷人案。多類嚴重刑事犯罪立案數量與2020年相若，詐騙及
資訊犯罪則錄得顯著升幅。

司警局積極參與疫情防控

啟

司法警察局公佈去年刑事立案、執法工
作及社區警務工作總結。

恭賀 新春

壬寅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創刊

司警年度總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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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綁架案黑社會犯罪維持零案
去年，嚴重暴力案件依然維持低案發。去年共發生3宗殺人案，作案人
和被害人都是非本澳居民，都與非法兌換活動存在關聯，都發生於酒店之
內，個別案件更是手法兇殘。司警接報後迅速動員偵查，均在極短時間內查
明案情，三案的嫌犯均已被司警局或內地警方拘獲，迅速破案。另外，年內
發生6宗嚴重傷人案，主要由家庭、朋友間糾紛引致。
多類嚴重案件立案數字與2020年相若。縱火案有50宗，按年增加5宗。
搶劫案有27宗，增加5宗。勒索案有98宗，增加8宗。家庭暴力案有14宗，增
加1宗。販賣人口案有1宗，增加1宗。犯罪集團案有21宗，按年減少10宗，
主要涉及協助偷渡、詐騙等罪行。綁架案及黑社會犯罪則繼續保持零案發。
詐騙及資訊犯罪則錄得顯著升幅。
司法警察局去年維護國家安全、預防和打擊刑事犯罪、推行社區警務等
具體工作情況可參閱附件。相關附件及數據資料已上載於司法警察局網頁
https://www.pj.gov.mo/，歡迎公眾瀏覽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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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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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情人節如約而至，澳門威尼斯人®、澳門巴黎人、
澳門倫敦人®及澳門金沙®旗下餐廳將呈獻情人節主題餐單，讓賓客
與愛侶一起體驗情人節帶來的浪漫愉悅。在2月14日情人節當天，
賓客可於六間特色餐廳包括邱吉爾餐廳、高雅扒房、巴黎人法式餐
廳、巴黎軒、喜樂日本料理以及醉江南，品味環球饕餮盛宴，感受
彼此的濃濃深情。

或香草牛油浸波士頓龍蝦。此外還可完美搭配三款葡萄酒，讓舌尖
感受更美妙的滋味碰撞，價格為每位澳門幣 248元*。
預訂請致電+853 8118 8822或電郵至 brasserie.reservation@

邱吉爾餐廳

sands.com.mo
巴黎軒：位於巴黎鐵塔六樓的高級粵菜餐廳巴黎軒情人節套餐
以豪華海鮮拼盤開首，包括波士頓龍蝦、阿拉斯加蟹腳、日本海
膽、法國吉拉多生蠔、甜蝦剌身及鱘龍魚子醬，一次滿足對海鮮的
所有渴望。主菜可選擇香煎日本宮崎 A5 和牛伴鵝肝配黑椒汁或蝦
籽蔥燒關東遼參拼鮑魚，最後以茉莉花茶慕絲伴杏脯蜜餞結束完美
的一餐，價格為每位澳門幣1,314元[*須另加10%服務費]*。
預訂請致電+853 8118 8822或電郵至 lachine.reservation@
sands.com.mo。

澳門威尼斯人
喜樂日本料理：喜樂日本料理的行政主廚加賀田浩將呈現獨具
一格的廚師發辦（Omakase），讓愛侶體驗這種享負盛名的高級日
本料理呈現方式。情人節Omakase套餐價格為每位澳門幣1,688元

澳門倫敦人

com.mo。

醉江南

邱吉爾餐廳：英倫主題的邱吉爾餐廳將推出四道菜情人節特色
套餐，以充滿濃濃愛意的美饌表達愛侶之情。開胃菜「一往情深」
（番茄水牛芝士、羅勒葉氣泡、黑醋魚子醬）清新味蕾，頭盤「濃
情蜜意」和主菜「浪漫之夜」為男女賓客分別提供不同選擇，珠聯
璧合，相映成趣。甜品「蜜意永恆」包括士多啤梨西柚蜜餞、玫瑰
朱古力醬、西柚肉、杏仁蛋糕、堅果酥。套餐價格為澳門幣1,688元

*，餐牌菜品以當日最新鮮的時令優質鮮美食材準備，包括刺身、鐵
板燒、天婦羅等，更有情人節精選甜品，充滿濃情蜜意。
預訂請致電+853 8118 8822或電郵至hiro.reservation@sands.

[*須另加10%服務費]*，供兩位用。
預訂請致電+853 8118 8822或電郵至 churchillstable.
reservation@thelondoner.com.mo。

澳門金沙
高雅扒房：高雅扒房推出「難忘的情人節2022」套餐，讓甜蜜
戀人可在典雅的環境及浪漫的氣氛下細嚐美食。五道菜套餐價格為
澳門幣1,888元*，供兩位用，包括吞拿魚他他、法國藍龍蝦清湯、
慢烤乳鴿等。主菜可選擇炭燒野生多寳魚或M7黑毛和牛牛柳及和牛
面頰肉，最後奉上以覆盆子、玫瑰和荔枝結合的甜品，為晚餐劃上
甜蜜句號。套餐亦包括咖啡及小甜點。
預訂請致電+853 8118 8822。

澳門巴黎人
巴黎人法式餐廳：正宗法式小酒館風味的巴黎人法式餐廳推出
情人節晚餐套餐，讓愛侶享用美饌的同時，感受法式風情的浪漫。
雙人套餐價格為澳門幣1,314元*，另還有四道主菜供饕客選擇，包
括法式燴牛面頰肉、蒸鱈魚卷及虎蝦魚丸、香煎低溫慢煮西冷牛排

醉江南：由明星主廚梁子庚打造的醉江南餐廳糅合上海、江蘇
和浙江地區特色，於情人節當日將推出精選套餐，包括上海熏魚配
卡露伽魚子醬、無菌花雕醉膏蟹等特色前菜，砂鍋焗東海黃魚、東
坡小牛肉配蟹肉春卷等鮮美菜餚和湯品，以及杏仁燕窩燉鮮奶和黑
芝麻慕斯雪茄兩款精緻甜品。套餐價格為每位澳門幣1,314元*，見
證情侶「一生一世」的美好承諾。
預訂請致電+853 8118 8822或電郵至 jiangnan.reservation@
sands.com.mo。
有關更多澳門金沙度假區以及澳門金沙的情人節餐飲推廣及資
訊，請瀏覽https://tc.sandsresortsmacao.com/restaura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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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娛及工銀澳門各高層出席全新
工銀澳門銀河信用卡發佈儀式，並
為是次合作主持啟動儀式。

澳門金沙推出情人節臻享美饌

澳門銀河 」聯手工銀澳門推出全新信用卡

「

A3 澳聞

【本報訊】 工銀澳門聯手「澳門銀河」於日前舉行簡單的簽約及發佈儀
式，隆重推出全新工銀澳門銀河信用卡（「信用卡」），包括銀聯雙幣鑽石
卡、銀聯雙幣白金卡及銀聯虛擬卡和VisaSignature 卡、Visa白金卡及Visa虛
擬卡。持卡人可享受3重專屬禮遇，當中包括開卡及簽賬獎賞，於星際酒店、
「澳門銀河」及「澳門百老匯」多間指定商戶享低至8折優惠，亦可在全球消費
賺取「銀河獎賞積分」，盡享度假城無限體驗。高端卡持卡人更可享受「龍騰
出行」全球機場候機室及中國內地高鐵站休息服務。
此次發佈儀式特別邀請了銀河娛樂集團（下稱「銀娛」）董事程裕昇先
生、首席營運總監—澳門祁嘉杰先生、高級董事—綜合娛樂服務葉燕民先生、
市場推廣業務高級副總裁符小芊女士、工銀澳門行政總裁徐克恩先生、工銀澳
門副行政總裁陳錦聯先生、工銀澳門副行政總裁黃獻軍先生、工銀澳門銀行卡
業務部兼私人銀行部總經理閆潔女士出席。
同時，由銀娛首席營運總監—澳門祁嘉杰先生及工銀澳門副行政總裁黃獻
軍先生，在銀娛董事程裕昇先生及工銀澳門行政總裁徐克恩先生的見證下，分
別代表雙方簽署合作協議，並宣佈工銀澳門銀河信用卡正式推出市場，為消費
者帶來多重專屬優惠。
銀娛董事程裕昇先生表示：「隨著工銀澳門銀河信用卡的面世，銀娛旗下
各個物業繼續秉持『傲視世界 情繫亞洲』服務宗旨，為持卡人提供一站式綜
合度假體驗，包括超過120間餐飲食府，200個國際時尚豪華品牌，星際酒店及
『澳門銀河』8家奢華酒店。多年來，銀娛積極支持澳門金融事業發展，冀助力
推動經濟適度多元。我們相信是次的合作，憑藉工銀澳門的品牌優勢、龐大的
網點及領先的支付科技，不但能讓持卡人體驗便捷及優質的金融服務，亦能夠
助力推動澳門『金融＋休閒』的發展。」
工銀澳門行政總裁徐克恩先生表示：「此次與『澳門銀河』聯合推出工銀澳門銀
河信用卡，為工銀澳門2022年的新產品打響頭炮。『澳門銀河』是本澳優秀的綜合度
假城，憑著自身的品牌優勢，將為持卡人帶來不同凡響的服務體驗。工銀澳門銀河信
用卡是優質的金融服務及綜合休閒的完美結合，主打『金融＋休閒＋互聯網』，為澳
門市民提供更優惠、更便捷、更全面的金融消費服務，相信能刺激本地多元消費，支
持本澳經濟發展。後續，工銀澳門希望與『澳門銀河』能夠開展更多的深度合作，為
本澳帶來更加智慧和多元化的創新發展，並以消費金融作為重點發展方向，推動本澳
金融服務水平和廣大市民的服務體驗向更高層次提升。」
是次合作一共推出六款信用卡，包括：工銀澳門銀河銀聯雙幣鑽石卡、工銀澳門
銀河銀聯雙幣白金卡、工銀澳門銀河銀聯虛擬卡、工銀澳門銀河Visa Signature卡、
工銀澳門銀河Visa白金卡及工銀澳門銀河Visa虛擬卡。值得一提的是是次推出的聯名
虛擬信用卡，以獨立完整及安全的電子卡號代替實體信用卡，工銀澳門特邀客戶在線
申請一分鐘即時出卡，立刻可以享受消費優惠，為持卡人提供了安全、便捷的信用卡
支付及消費新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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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疫下虎年提振經濟

農曆新年花車匯演兩場助興
備受本澳居民關注的農曆新年大型
賀歲活動“福虎生威轉乾坤”二○二二
農曆新年花車匯演，今年如期於新春上
演，令人期待。於大年初三(二月三日)
及正月十二日(二月十二日)分別在中區
及北區呈獻，精彩節目涵蓋花車巡遊、
文藝表演以及花車展覽等，內容豐富，
動靜俱備。以虎年的活力及衝勁
為主題方向，帶出提振本
澳經濟、百業興旺的美
好寓意，與眾同賀新春。

往屆花車巡
遊匯演吸引大
批觀眾

工作人員積
極籌備花車匯
演場地設置

科學館為
花車匯演終
點站

首場花車初三啟動
時至今日，農曆新年花車匯演
作為旅遊局舉辦的一項大型標誌性
旅遊盛事活動。儘管鄰近地區疫情反
覆，可幸澳門疫情基本穩定。今年將在
嚴守防疫措施下，與澳門居民及旅客共
慶新春。
首場花車巡遊於大年初三晚上八時
至九時四十五舉行，有十四部耀眼奪目
的花車聯同廿二支來自 內地和本澳的

西灣湖廣場
主舞台表演十
分精彩

科學館與西
灣湖廣場沿途
熱鬧非常

花車經過筷
子基一帶時
觀演者眾

當局今年如
期在北區開辦第
二場花車巡遊
匯演

表演隊參演。屆時在西
灣湖廣場起步，經孫逸仙大馬路到達終
點澳門科學館，西灣湖廣場、孫逸仙大
馬路、觀音蓮花苑前廣場及科學館圓形
地分別設有觀眾席及定點表演區，為大
眾提供“打卡”好去處。

次場匯演走進北區
年十二(二月十二日)花車
匯演將走入北區。當晚八時，
花車於沙梨頭北街起步，途經
青洲大馬路、拱形馬路、黑沙
環馬路、慕拉士大馬路、黑沙

花車經過北
區指定路線，搞
旺新春氣氛。

環第四街、長壽大馬路、市場街至
祐漢街市公園為終點，祐漢街市公園
在當晚八時十五分至九時半安排舞台表
演，喜迎花車抵達。
農曆新年花車匯演將以福虎大將軍
降服翼(疫)獸的《福虎生威轉乾坤》故
事作為主題，並以同名的多媒體舞劇，
串連整場花車匯演中耀眼的花車與各隊
表演團隊的演出。
整體而言，表演項目將展現虎虎生
威、百業昌盛、促進經濟繁榮、帶動及
支持澳門經濟發展等新年祝願為元素，
並配合虎年活動主題，畢竟老虎具備自

信、學習能力強、愛冒險和挑戰、勇敢
及活躍等特徵。

掃碼入場分區管控

農曆新年花車匯演將採取一系列防
疫措施，進入劃定區域人士須出示有效
綠色“澳門健康碼”、掃瞄場所碼、接
受體溫測量及保持社交距離，並全程佩
戴自備口罩。建議有意到現場觀賞匯演
的觀眾提早到場，盡量避免同時
於入口排隊聚集。
場地安排方面，觀眾席將進
花車巡遊匯
演參演陣容 行分區管理，分別設置獨立場所
碼，供觀眾使用澳門健康碼手機
鼎盛
應用程式掃瞄，以記錄行程，現
場也有工作人員為無法掃碼人士
進行“反掃碼”記錄。
每個觀眾席場地亦將控制可
容納人數，觀眾席每兩個座位以
一個座位分割，保持適當距離；
同時，活動劃定範圍設出入口及
人流管理，觀眾按現場情況排隊
進入觀眾席等區域，如同一空間
聚集人數達上限，觀眾應遵守現

場人員指示有序進入或離開。場地設有
少量無障礙觀賞位置，供有需要人士使
用。旅遊局密切留意疫情，積極配合衛
生部門發出的相關指引，適時作出相應
安排。
凡參與是次活動的表演者及工作人
員，將遵從衛生局《預防新型冠狀病毒
肺炎—集體節慶、文娛、康體活動的管
理建議》，配合完成新型冠狀病毒疫苗
接種，或進行相應的新型冠狀病毒核酸
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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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鏈從業人員即起三日一檢
【本報訊】為嚴防新冠病毒經進口冷鏈食品、外
國進口水果及其包裝傳入本澳，市政署嚴格執行“外
包裝全消毒、內包裝全檢測”措施，繼冷鏈食品外，
進口水果外包裝亦已執行全面消毒的措施，自即日
起，全澳約三千五百名從事冷鏈食品人員須每三日接
受一次新冠病毒核酸檢測，以強化冷鏈防疫措施。
市政署市政管理委員會主席戴祖義、副主席柯
嵐、委員吳秀虹，日前與立法會議員崔世平、葉兆
佳、澳門供應商聯合會理事長李傑興及澳門凍肉食品
業商會理事長梁仕友等商界代表，就加強冷鏈食品從

業員安全健康保障，以及冷鏈食品及進口水果的溯源
追蹤措施等舉行會議。
會上，市政署肯定冷鏈食品業界長期為本澳防疫
工作的付出與肩負的社會責任。要求由即日起，凡涉
及冷鏈食品入口、裝卸、運輸、儲存、銷售的一線從
業人員，由原先每七日進行一次核酸檢查，調整至每
三日一檢，為相關重點人群提供更全面的保障。現時
已登記及受監測的冷鏈從業人員約三千五百名。市政
署亦聽取了業界意見，經與衛生部門協商，將增加從
業人員的指定核酸檢測站。

自上周起，市政署亦對外國進口水果實施外包裝
全消毒措施，目前，市政署每周平均消毒冷凍食品及
外國進口水果外包裝箱數約十萬箱；並恆常對進口本
澳的冷鏈食品、水果及相關環境等進行病毒核酸檢測
排查，每日平均抽取冷鏈食品及環境樣本近三百個，
按風險評估抽取一定比例的樣本作留置待檢，檢測結
果無異常才可向下游銷售。同時，為加強對冷鏈食品
及進口水果的溯源追蹤，目前，除冷鏈食品須於追溯
系統作規範化申報，記錄每天出貨及退貨的下游公
司、貨品數量外，業界也須對進口水果作規範化記

冷鏈食品及水果外包裝全消毒內包裝全檢測
錄，以便市政署溯源追查貨物流向。
自有關冷鏈防疫措施實施至今，市政署已巡查機
場、碼頭、冷凍庫、冷鏈食品入口及零售場所、果欄
及水果商戶等，至今共巡查了七百八十間次，市政署
會持續和業界共同嚴守冷鏈食品防疫線。

葡澳特產推廣活動助企業開拓市場

壬寅

【本報訊】由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主辦
“葡語國家及澳門特色產品推廣促銷活動”
圓滿結束。在2021年11月20日至2022年1月23
日期間舉辦，吸引逾2,100人次參與。有參展
企業透過活動讓內地旅客認識產品，有助開

“葡語國家及澳門特色產品推廣促
銷活動”吸引市民及旅客參與

拓市場，也有市民表示藉活動可更瞭解葡語
國家及澳門品牌。

參展企業：整體成效理想
是次活動組織18間來自“葡語國家食品
展示中心”及“商匯館”企業參與，展銷葡
語國家及澳門特色產品。有參展企業表示整
體成效理想，促銷活動能讓市民及旅客有機
會現場親身品嚐產品，有助提升購買意欲，
並且可藉此機會向市民及旅客詳細介紹產
品，從而增加對產品及品牌的瞭解。亦有過
去已多次參加貿促局舉辦促銷活動的參展企
業稱，藉此機會把澳門製造、澳門品牌及特
色產品推廣予市民及旅客，同時過程中達到

普及咖啡文化效果，並成功招攬一群“忠實
粉絲”。

市民旅客：有新鮮感、購物體驗佳
此外，有到訪的本地市民及旅客指現場
展銷葡語國家傳統及現代的產品，加深對葡
語國家文化的認識，同時場內產品多元，有
食品及用品等，當中不少是首次接觸的葡語
國家及澳門產品，充滿新鮮感，而且產品價
格實惠，購物滿額可參加抽獎活動，增加了
購物體驗值。
未來，在做好防疫防控規劃的前提下，
貿促局將繼續舉辦不同類型活動，邀請本地
葡語國家食品代理商及澳門企業參與，持續
推廣葡語國家及澳門特色產品，助力企業尋
找合作伙伴，創造商務洽談機會，藉此擴闊
商機。

黃金珠寶零售業訂守則”公佈

“

致 意

【本報訊】為保證黃金珠寶商品質素及提
升相關行業的服務質素，加強對消費者的保
障，消費者委員會與澳門金業同業公會聯合公
佈“金銀珠寶零售業行業守則”，凡相關業界
的“誠信店”及公會會員均須遵守該守則規
定。

公會會員須守法經營；參與“標準黃金成色認
可證抽檢計劃”；清晰與詳細標示金銀、珠寶
及玉石等商品主要資訊，發出的單據須清楚載
明商品相應資料，包括黃金飾品的純度、翡翠
的處理方法、鑽石的品質評級、退換及相關售
後服務等五項規定。

與業界合作助推“行業守則”

“誠信店”須守“行業守則”

消委會與業界聯合公佈黃金珠寶零
售的行業守則

因應近年黃金珠寶零售業的發展、配合
《誠信店認可計劃》，以及《消費者權益保護
法》的實施，消委會與澳門金業同業公會聯
合公佈重新修訂的“金銀珠寶零售業行業守
則”，該“行業守則”要求“誠信店”商號及

“金銀珠寶零售業行業守則”在今（24）
天公佈及實施，“行業守則”是《誠信店認
可計劃》評審的要件，相關零售業界的“誠信
店”必須遵守，通過評審才能獲發“誠信店”
優質標誌，消委會將透過評審，監督“誠信

店”切實執行相關的“行業守則”。
消委會表示，實施“行業守則”可鞏固及
提升零售服務業誠信與優質的形象，加強消費
者的信心及保障，提高與促進相關行業的信譽
及業務，歡迎非“誠信店”商號使用。

A6 澳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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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辛丑年十二月廿六日

旅遊局積極籌備新年花車匯演
【本報訊】旅遊局將於農曆年初三（2月3日）及年十二（2月12日）
分別在中區及北區呈獻大型賀歲活動“福虎生威轉乾坤”2022農曆新年花
車匯演，將在嚴守防疫措施下，與澳門居民及旅客共慶新春。

14輛花車與22支表演隊賀新歲
年初三（2月3日）晚上8時，14輛花車聯同22支內地及本地表演隊伍
在西灣湖廣場起步，經孫逸仙大馬路到達終點澳門科學館，西灣湖廣場、
孫逸仙大馬路、觀音蓮花苑前廣場以及澳門科學館圓形地分別設有觀眾席
及定點表演區。
年十二（2月12日）花車匯演將走入北區，晚上8時花車於沙梨頭北街
起步，途經青洲大馬路、拱形馬路、黑沙環馬路、慕拉士大馬路、黑沙環

第四街、長壽大馬路、市場街至祐漢街市公園為終點，祐漢街市公園在當
天晚上8時15分至9時30分將安排舞台表演，欣喜迎接花車抵達。
2022農曆新年花車匯演將以福虎大將軍降服翼（疫）獸的《福虎生威
轉乾坤》故事作為主題，並以同名的多媒體舞劇，串連整場花車匯演中耀
眼的花車與各隊表演團隊的演出，精彩可期。

觀眾宜早入場配合防疫工作

旅遊局積極籌備2022農曆新年花車匯演
量無障礙觀賞位置，供有需要之人士使用。旅遊局密切留意疫情，積極配
合衛生部門發出的相關指引，適時作出相應安排。
此外，所有參與是次活動的表演者及工作人員將遵從衛生局《預防新
型冠狀病毒肺炎—集體節慶、文娛、康體活動的管理建議》，配合完成新
型冠狀病毒疫苗接種，或進行相應的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
活動詳情請瀏覽https://www.macaotourism.gov.mo/zh-hant/
article/cny/parade-2022或關注“澳門特區旅遊局”微信了解更多內
容。

【本報訊】農曆新年將至，為保障市民食用安全，市政署聯
同消費者委員會於本澳各區食肆、超市及零售店舖等，合共抽檢
一百款賀年食品樣本。除了早前公佈的七款中式糖果樣本二氧化
硫含量超標外，其餘賀年食品樣本的檢測結果未見異常。
是次抽檢的一百款賀年食品樣本，包括中式糖果、西式糖
果、瓜子果仁、應節糕點（如蘿蔔糕和芋頭糕），以及油器食品
（如煎堆和油角）等，分別進行微生物學與化學檢驗。微生物學
檢驗參數包括沙門氏菌屬、金黃色葡萄球菌和蠟樣芽孢桿菌；化
學檢驗參數包括黃曲霉毒素B1、防腐劑（如二氧化硫、苯甲酸）
及重金屬（如鉛、總砷）。
除了較早前公佈的七款中式糖果樣本二氧化硫含量超標外，
其餘九十三款食品樣本皆能通過檢測，未見異常。七款不合格樣
本的二氧化硫含量，超出本澳第7/2019號行政法規《食品中防腐
劑及抗氧化劑使用標準》之規定，市政署已即時跟進處理，包括
勒令涉事商戶停售及回收問題產品、追查相關產品的來源與分銷
情況，以及發佈新聞稿呼籲市民停止食用等。
為預防及減低食品安全風險，政府提醒業界應向可靠的供應
商取貨，拒絕購買來歷不明的食材；製作食品前須確保原材料安
全衛生，嚴格遵守食品安全標準，避免超範圍、超劑量使用食品
添加劑；製備好的食品應妥善保護，並於合適的溫度及環境下存
放及展示；保存來貨單據及銷售紀錄，以便追查貨源。
同時，政府提醒市民在選購賀年食品時應留意其貯存方法及
保存限期。在購買散裝食品時，除了應留意盛載食品容器是否衛
生、食品狀態是否良好外，亦要留意店舖員工的個人衛生情況；
選購時應注意以食品色澤自然為要，避免選購色澤過於鮮豔或亮
白的食品。購買賀年糕點後應盡快進食，如非立即食用，應放置

政府於農曆新年前夕抽檢市售賀
年食品

市政署籲注意賀年食品安全

“福虎生威轉乾坤”2022農曆新年花車匯演將採取一系列防疫措施，
進入劃定區域人士須出示有效綠色“澳門健康碼”、掃瞄場所碼、接受體
溫測量及保持社交距離，並全程佩戴自備口罩。建議有意到現場觀賞匯演
的觀眾提早到場，盡量避免同時於入口排隊聚集。
場地安排方面，觀眾席將進行分區管理，分別設置獨立場所
碼，供觀眾使用澳門健康碼手機應用程式掃瞄，以記錄行程，現場
也有工作人員為無法掃碼人士進行“反掃碼”記錄。
每個觀眾席場地亦將控制可容納人數，觀眾席每兩個座位以一
個座位分割，保持適當距離；同時，活動劃定範圍設出入口及人流
管理，觀眾按現場情況排隊進入觀眾席等區域，如同一空間聚集人
數達上限，觀眾應遵守現場人員指示有序進入或離開。場地設有少

於攝氏五度以下的雪櫃；進食前應將糕點徹底加熱，並不應翻熱
糕點超過一次。
此外，近年網購盛行，市政署特別提醒業界，不論以何種形
式進行食品的生產經營，均受《食品安全法》監管及約束。本地
從事網購、代購食品經營活動屬市政署恆常監察範圍，業者應配
合相關部門的食品安全監督工作。消費者網購食品前必須清楚當
中可能存在的風險，尤其是一些預製食品如年糕等，製作、貯存
及運送條件稍為不慎，容易孳生細菌。另外，使用第三方網上訂
餐及送餐服務時，要清楚瞭解食品的配送及貯存條件等情況，收
貨時必須謹慎查看食品包裝及溫度，若對食品質量存疑，應立刻
向配送員或商戶反映，拒絕收貨。
歡迎瀏覽食品安全資訊網www.foodsafety.gov.mo“賀年食
安資訊”專頁，瞭解更多賀年食品安全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