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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消 下週一開始領取
全澳設兩百個服務點

“第三輪抗疫電子消費優惠計劃”將於5月23日（下周一）開
始進入領取期，領取期至明年1月17日。5月18日或之前登記“移
動支付”的居民，於當日早上9時起，陸續獲金融機構自動注資
款項；登記“消費卡”的居民，可於當日起拍卡加值。電消計劃登記截止日期至2023
年1月13日，時長超8個月，居民有充足時間登記，無需著急，政府多個部門、金融機構及社
服設施提供超過二百個服務點，協助有需要人士網上登記。

如居民於5月18日或之前完成登記使用移動支付工具，
且為登記人本人領取，或登記時選擇“沿用去年方法”（包
括本人及獲轉移），金融機構將於5月23日早上9時起，陸
續將5,000元啟動金及3,000元立減額的“電消優惠”自動存
入居民登記的帳戶。並將以推送信息或短訊，提示居民已經
到帳。5月18日後登記的居民，於登記後2個工作天獲注資優
惠。
如屬轉移優惠或未成年人的登記，則可於5月23日起，根
據登記時選定的日期和地點，前往金融機構提交相應的身份
確認文件即場核實資料。如通過核實，優惠將於2個工作天後
自動注資。

全澳提供174個拍卡加值點
如居民於5月18日或之前完成登記使用仍有效的消費卡，
5月23日起可到全澳174個拍卡加值點領取優惠。
如曾自行為“消費卡”充值，必須將餘額用至10澳門
元或以下，方可拍卡。各加值點的地址可於計劃專頁（
https://www.dsedt.gov.mo/econsumo/zh-hant/topup_loc.
jsp ）查閱。
如補領或新領消費卡，可由5月23日起按登記時選定的日
期和地點，前往領卡點領取新卡，卡內已有優惠，無需再拍
卡加值。
如登記補領或新領消費卡，按登記的日期及地點（領卡
服務點：https://www.dsedt.gov.mo/econsumo/zh-hant/
pickup_card_loc.jsp）帶同居民身份證正本前往領卡。如委
託他人代領，需提交聲明書或授權書。

更改方式重新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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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可於即日起至2023年1月13日期間，到金管局網頁
(https://registration.amcm.gov.mo/econsumption/terms_
zh.html)登記以“實名認證的移動支付”或“電子消費卡”
領取優惠。登記期超過八個月，居民可先細閱各機構的優惠
方案和條款，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及消費習慣，揀選“移動支
付”或“消費卡”任一方式享用優惠。
居民如登記沿用去年的移動支付工具，可透過簡便程序
完成去年本人及獲轉移優惠的登記。如去年轉移人今次想更
改領取方式，需先重新登記。登記期內滿十八歲的居民也需
重新登記。滿十二歲的居民除可登記消費卡或轉移父、母╱
監護人的移動支付工具外，可選擇存入本人實名認證移動支
付工具。

200個服務點遍佈各區
合資格澳門居民即日起，可到澳門金融管理局網頁（
https://registration.amcm.gov.mo/econsumption/terms_
zh.html ）登記以“實名認證的移動支付”或“電子消費
卡”任一方式，領取5,000元啟動金及3,000元立減額的“第
三輪抗疫電子消費優惠”。
經科局和金管局感謝市政署、社工局、社服
機構、金融機構及社團的協助，在全澳各區提供
超過200個登記服務點，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協
助登記服務
經科局、金管局及市政署轄下的3個服務
點，供居民自助網上登記。社工局總部、轄下4
個社會工作中心及分站、康復服務綜合評估中
心、健康生活教育園地及相關服務機構，為有需
要的居民提供協助。
金融機構合共91個服務點，協助居民即場網
上登記。部份機構服務點會於週末加開服務，詳

↑開幕當天一眾嘉賓參觀展覽
→書畫聯展於日前開幕，
展出本地眾多佳作。

書畫聯展展眾多本澳佳作
【本報訊】由文化局主辦的“澳門書畫聯展”日
前在塔石藝文館舉行開幕儀式及頒獎禮，“澳門書畫
聯展”已持續舉辦多年，是本地重要的書畫藝術展示
和交流平台，本屆展覽於去年7月徵集作品，吸引了
190名參加者投稿，共徵得逾406件（套）作品。最後
評審委員會嚴謹評選出82件（套）作品，並在是次展
覽中展出，展期至2022年6月26日，免費入場，歡迎參
觀。
開幕儀式及頒獎禮於5月13日舉行，文化局局長梁
惠敏、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宣
傳文化部副部長殷汝濤、澳門日報社長陸波、澳門廣
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董事馬錦強及澳門頤園書
畫會會長崔世平等出席。
本次聯展獲獎名單如下（按姓氏筆劃排序）：評
審大獎、優秀作品獎：譚植桓《煙浮貴峰圖》；優秀
作品獎：何來成《老子第五十二守母章》、何國洪
《清楊賓大瓢偶筆之論祝允明書》、何頴姿《豫齋而
立誌》、何麗嬋《春江花月夜（四屏）》、洪尚專
《韓愈．馬說》、麥理《盧園覽勝》、葉杰豪《澳門
八景》、鍾金星《離騷．屈原》及羅少芬《魚玄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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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局為政府部門及金融機構前
線人員講解身份確認及領卡安排

「第三輪抗疫電子消費優惠計劃
」登記截止日期至明年一月十三日

澳門特 區 政 府 承 認 刊 登 法 律 廣 告 之 有 效 刊 物

焦 點新聞

首》；入選佳作獎：江佩儀《論語學而第一》、李金
祥《陌上秋色》、陸曦《安居》、麥光榮《中國風景
NO.A21》、黃企浩《錢泳履園叢話之宋四家書》、葉
信豪《飛流直下三千尺》、劉春紅《明知故犯》、鄧
佳來《雄關漫道》及譚俊傑《此城中》；青年獎、入
選佳作獎：楊詠欣《某天尋找自己在家的感覺II》。
是次聯展作品題材多元，百花齊放，以書畫作品
為大宗，更有其他具探索意味、讓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參展。展覽展現了本澳創作者不僅致力繼承傳統，也
具有創新思維，將源遠流長的藝術結合當代語境，在
作品中呈現時代精神及對社會的人文關懷。
展覽展期由5月14日至6月26日，於塔石藝文館展
出，開放時間為上午10時至晚上7時，公眾假期照常開
放，免費入場。文化局一直嚴謹按照衛生部門相關防
疫指引，對藝文活動作出妥善安排，為配合特區政府
防疫工作，參觀之市民必須佩戴自備口罩、接受體溫
探測，掃描行程記錄的場所二維碼（簡稱場所碼）及
出示健康碼，保持適當社交距離，並配合有關防疫及
現場的人流措施安排。有關展覽資訊查詢可於辦公時
間內致電8988 4000或電郵至info.ddav@icm.gov.mo。

情可向金融機構查詢。

多媒體查閱方便
經科局及金管局已經製作了宣傳動畫、教學演示短片、
圖文包及問題集，並匯集於“專題網頁”（ https://www.
dsedt.gov.mo/econsumo ），以多媒體方式協助居民瞭解計
劃，並將持續更新專頁資訊。
居民如有疑問可瀏覽專頁，亦可於辦公時間按下列途
徑查詢：登記事宜（澳門金融管理局）電話：2856 5080
/ 2856 5088電郵：econsumption@amcm.gov.mo；一般事宜
（經濟及科技發展局）電話：6299 8235電郵：econsumo@
dsedt.gov.mo微信服務號：經濟及科技發展局服務在線
（DSEDT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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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23：30

A3 特刊

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

農曆壬寅年四月二十日

A2

特刊

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

農曆壬寅年四月二十日

展現清代十三行商館區風貌的長卷

1757年至1842年廣州十三行是清政府唯一對歐美通商“特區”

中國貿易走向全球 從清代十三行出發
新使命新作為

路的節點，承載了近代中國商業經濟的孕育和發展。

【轉自廣州日報】一七五七年，隨著乾隆僅留粵海關一口

承擔廣交天下歷史使命
廣州躍居外貿萬億之城

十三行雖已消失在歷史長河中，但其歷史影響力一直在延

對外通商上諭的頒佈，清朝的對外貿易便鎖定在廣州十三行。
續。

作為中西方文明在長達八十五年內的唯一交流中心，位於
珠江邊上的中外交易場所，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幾乎所有亞

兩百年後，歷史再次選擇廣州，承擔“廣聚天下客，廣賣

洲、歐洲、美洲的主要國家和地區都與十三行發生過直接的貿

天下貨”的歷史使命。十三行與廣交會，共同譜寫海上絲綢之

易關係。這裏擁有通往歐洲、拉美、南亞、東洋和大洋洲的環

路的華彩樂章，成為近現代中國對外開放、發展經濟的縮影。

十三行的背影雖已消失在歷史長河裏，十三行留
下的遺產——面向世界、敢為人先、開放創新、精益求
精的商貿精神卻刻進了廣州的基因，廣州一直走在中國
對外貿易交流的前沿。

球貿易航線，是當時清政府閉關政策下唯一倖存的海上絲綢之
清代外銷畫裏，廣州街頭一家經營雜貨的店鋪。

十三行是怎麼來的？

這幅清代外銷畫描繪了本地商人和外商談生意的場景。

相距兩百年，歷史再次選擇了廣州
1951年，為加強城鄉物資流通，廣州決定舉辦一
次規模空前的物資交流大會，名為華南土特產展覽交流
大會。十三行原址建起了12座永久和半永久展館。這個
具有現代主義風格的建築群也為今後文化公園的發展打
下了基礎。
1952年，“嶺南文物宮”在華南土特產展覽交流
大會的會址上成立，成為當時著名的文化活動展覽場
所。
1956年1月，“嶺南文物宮”易名為“廣州文化公
園”。從“華南土特產展覽交流大會”到“嶺南文物
宮”，再到“廣州文化公園”，三次定名均由葉劍英親
筆題字。
距十三行“出生”兩百年後，歷史再次選擇了廣
州作為中國對外貿易交流的窗口。1957年4月25日，廣
州流花路中蘇友好大廈一樓鑼鼓喧天，首屆中國出口商
品交易會（下稱“廣交會”）在此開幕！
“‘噗噗噗’過隧道，衣
服都熏黑了。”當年31歲
的香港採購商李歡坐著燒
煤的火車趕來參會，顧不
上太多，便興奮地擠進
歡呼的人群。
“我對國貨
銷路有信
心，”他
深情地回
憶說。

十三行有多繁華？

“

”

康熙開海貿易 催生 十三行
航線向全世界延伸 獨攬對外貿易85年
“
”
乾隆一紙諭令 廣州 一口通商
“一口通商”使廣州通向世界的航線日益發展，除明朝已經
通行的至印度洋航線、南洋航線、日本航線、歐洲航線外，還
增加了通過好望角至北美、大洋洲、俄羅斯等不同航線。

繪有遠洋帆船圖案
的清代外銷瓷器

這幅清代外銷畫反映了十三行街頭風情

十三行商館區一帶各國商賈穿梭、江面上萬舸競舤的場
面，讓人不禁對當時廣州的繁華歎為觀止。儘管按政府規定，
外商不能住在當時的廣州城內，只能住在郊外或黃埔港，但每
到休息日，商人或水手也可以走進城門、進入城區，在海
幢寺花塔、長壽廟等地遊覽，他們
也可以遊覽白雲山與芳村花地
等風景優美之地。
一口通商的廣州成為
清朝開關後西方商船首選
的“黃金口岸”，出口的當
然是絲綢瓷器茶葉土布
類，而從外國進口的是毛
織品、棉花、金屬、香料
等。1984年，英國潛水夫
在新加坡發現了1751年
觸礁沉沒的荷蘭“海爾
德馬爾森號”商船，
那次它從中國返航
時帶了黃金147

十三行有“天子南庫”之稱
十三行還有一個霸氣稱呼：“天子南庫”。在財富不斷積累
的過程中，朝廷也從廣州得到巨大收益。從道光元年（1821
年）到道光十七年（1837年），每年在廣州收到的150多萬兩
白銀稅收，全由皇家支配。洋行還要為皇帝輸送象牙、琺瑯、
鼻煙、鐘錶、玻璃器、金銀器等洋貨。1738年的清單中，102
件貢品中有88件是新奇的洋貨。1754年，北京故宮要建養心
殿，需要南洋的貴重木料，廣東為其進口56400斤。1708年，
康熙突患重病，喝了洋御醫羅德配的紅葡萄酒，心跳很快恢復
正常。以後每當洋船入港，康熙就詢問是否有葡萄酒，如果有
的話，就要求火速運京。不久，世界葡萄酒彙聚廣州，京廣
之間形成一條葡萄酒“熱線”。1758年，乾隆在一道諭
旨中指示“買辦洋鐘錶、西洋金珠，奇異陳設或新
鮮器物”，“皆可不必惜費”,可見粵海關、廣州洋行
和宮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十三行成為皇家唯
一可以依靠的洋貨供應地，故被稱為“天子南庫”。

出現中國最富有群體
依仗外貿壟斷特權，十三行出現了一批中國巨富，
如潘振承、伍秉鑒、盧觀恒等都是大富，其中伍秉鑒最為突
出，成為那時候的世界首富。伍秉鑒擁有2600萬兩白銀，
相當於今天的50多億元，收入是清政府的一半。
他兒子在美國投資鐵路，每年光利息都有20多萬
兩白銀。
此外，十三行也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橋頭
堡，中國的瓷器、外銷畫及民間工藝品都從這裏
出口，國外的科學新知與文化藝術也從這裏傳入
中國。

清代曾三度遠航廣州的瑞典
商船哥德堡號的模型

廣交會促進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暢通運轉
2021年7月19日，國務院公佈了第一批培育建設國
際消費中心城市名單，全國共有五大城市入選，而廣州
是其中唯一的非直轄市。
廣州嘗到了培育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頭啖
湯”。據悉，目前廣州市已經全面啟動國際消費中心城
市培育建設，計畫用5年左右時間，基本建成面向
世界的數智化、時尚化、現代化國際消費中心城
市，實現從“賣全球”向“賣全球、買全球”
轉變。
2016年，廣州在清代十三行外國商
館區遺址上（廣州文化公園內）建立廣州
十三行博物館。據廣州十三行博物館副館長王震介紹，
館藏文物超過4800件（套），以“文物+文獻史料”、
沙盤、電子動畫等方式，展示十三行的歷史。
“某種程度上，十三行與廣交會有種奇妙的聯
繫。”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葉農這樣說。

番舶來時集賈胡，

紫髯碧眼語喑鳴。

十三行畔搬洋貨，

如看波斯進寶圖。

清·朱樹軒
—

掃二維碼
賞廣州十三行風情

清代外銷瓷器，色澤艷麗。

在長時間“一口通商”的過程
中，廣州人發明了一種特別的語言
——“廣州英語”。當時“廣州英語”的
發明者，用粵語標注英語單詞的發
音，漸漸形成了頗有特色的“本地英
語”。上海開埠後，“廣州英語”流傳
到上海，成了“洋涇浜英語”的鼻祖。

你能明白“廣州英語”嗎
中國人:Chin-chin,how you do,
long time my no hab see you. （請
請，您好! 好長時間沒有見到你了）
外國人: l can secure hab long
time before time my no have come
this shop. （確實很長時間了，上次
我沒到你這個店來）
中國人:Hi-ya, so, eh!What
thing wantchee? （哎呀，真的，您
想要什麼？）
外國人:Oh, some litty chowchow thing. You have got some
ginger sweetmeat?（噢，我想要些
小東西。您有生薑蜜餞嗎?）
中國人:Just now no got,l
think Canton hab got velly few that
sutemeet.（現在沒有，我想廣州很
少有這種蜜餞）
（摘自吳義雄《“廣州英語”與
19世紀中葉以前的中西交往》）

第一批睜眼看世界的人
與來華外國人的深度接觸，
令十三行行商成為中國第一批“開
眼看世界”的人。鴉片戰爭期間，
十三行商人率先捐資引進西方先進
技術，提升廣東水師的裝備；潘世
榮致力於仿製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
火輪船；潘仕成高薪聘請美國海軍
軍官仿製出中國最早的近代化水雷
——“攻船水雷”；鄭崇謙是最早傳播
牛痘法的中國人；伍氏家族則在將
西醫引入中國方面貢獻良多，中國
最早接種牛痘的醫院“種牛痘局”和彼
得·伯駕的“眼科醫局”也都得到伍家
的大力支持。可以說，十三行商人
是“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最早實
踐者，比晚清洋務運動還
早了20年。

“一口通商”結束

清代外銷瓷燭臺

由於”一口通商“清代廣州對外貿易的航線已成為環球貿易網
絡，通達歐洲、美洲、東亞、東南亞、南亞、非洲、大洋洲等國
際性大港，貿易量大幅上升。

清代外銷畫裡的十三行商館區

廣式英語很流行

眾粵商轉戰滬港

古來都會號番禺，

瑪瑙琉璃質尚粗。

近日洋船多入港，

清·楊俊賢
—

在十三行歷史上，曾發生過三次很大的火災，最後一把火徹底燒掉了十三
行。
第一次大火是在1822年，十三行附近一家餅店失火，波及十三行。大火燃燒了兩
日，多間外國商館、洋行被燒毀。
1842年，十三行遭遇第二次大火。
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軍炮擊廣州城,並焚毀十三行，十三行所有建築與貨
品統統在大火中灰飛煙滅。
“十三行與世界的關聯，不僅在於貿易。它是東西半球在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科
技、語言、藝術、法律等領域首次全方位交融的地方。”十三行博物館策展人李黎表示。
華南理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譚元亨認為，廣州有其自身的城市格局，那便是商業貿
易自然形成的經濟格局。從中古時代的“蕃坊”，近古的海珠石商埠，直到廣州十三行的出
現，廣州“千年商都”的稱號當之無愧。廣州這座城市的形成，與西方的佛羅倫斯、米蘭、
威尼斯、羅馬等財富集聚的商業城市有異曲同工之妙，是自古以來的商業興盛造就了廣
州，催生了廣州——從一開始，廣州就具備了海洋與商業城市的特質。因此，十三行出
現在廣州就不難理解，它融入世界，成為最早具有中國現代色彩的商業翹楚。
廣州十三行也為世界經濟制度的發展帶來了積極影響。廣州大學十三行研
究中心主任、教授王元林介紹，十三行有一條保商制度，即由行商擔保外國
商船來華諸多事務，負有擔保等諸多責任，且不得欠外商債務。一旦行
商因欠洋商債務而破產，其他行商要負責攤賠。“這種‘連坐’
擔保制度，後來成為美國銀行業存款保險制度的重要借
鑒。”王元林說。

十三行市夜明珠。

洋商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

“行，列也”，是“居貨之地”，這是古籍裏
“行”的定義。廣州十三行是清代專門進行對外貿
易的商行，是清政府指定專營對外貿易的壟斷機構。
一八一三年和一八三七年，恰好共有十三家商行，如
伍秉鑒的怡和行、盧繼光的廣利行、潘紹光的同孚行
等，但行商數量是變動不定的，少則四家，多時二十
多家，“十三行”只是約定俗成的稱謂。而行名也常改
變，有興隆、聯興、德興、正興、同興、源昌、晉源、
怡和、寶順等。其中，潘、伍、盧、葉四大行商，家產
總和比當時的國庫收入還要多，是貨真價實的“富可敵
國”。據廣州十三行博物館副館長王震介紹，根據史料
記載，十三行遺址在今天廣州文化公園及周邊範圍，包
括中國行號與外國商館兩個區域，中國行號較為分散，
有的行號在十三行街以外；而外國商館相對集中，房屋都
面向珠江而建，好像一座水上浮城。

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

十三行”注釋

1784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帶著皮衣皮貨以及西洋參
等共價值12萬美元的貨物，首航廣州。“中國皇后號”還保留了
全部海軍裝備，以防備海盜劫掠。1785年5月11日，“中國皇
后號”回到美國，轟動全美，船上貨物被搶購一空,美國開國總
統華盛頓也選購了一把帶有飛龍圖案的茶壺。

十三行與世界的關聯遠超貿易

清代十三行南臨珠江
邊(今文化公園前)，
北抵十三行路，西
以聯興街(今仁濟西
路一帶)為界，東至
西濠(今杉木欄路一
帶)，佔地約5.1萬平
方米。

清·屈大均
—

“

海外多個地方有“canton”

清代精美的外銷品

這是18世紀的一個場景——中國南海海面上，瑞典商船腓特列國王號正在航行。這是
那個時代的大型帆船，它從歐洲出發，經過一年多的航行，即將到達Canton（廣州）。
在西方人眼裏，中國是“絲國”“瓷國”與“茶國”，還有無數精美的工藝品，呈現
出博大精深的文化。他們為發現中國而驚喜。
瑞典的這艘船幸運地逃過了好望角的驚濤駭浪、麻六甲的海盜劫掠以及船上流行疾
病的威脅，在減員兩成的情況下完成了航行。與其一同出發的帆船，只有一半能夠到達廣
州。支付如此高昂的代價，是為了進行中國和瑞典之間貿易的首航。腓特列國王號離開瑞
典哥德堡之後，到西班牙換取了在中國通用的白銀，於1732年9月6日到達廣州地區的伶仃
島。停泊在廣州的4個月間，腓特列國王號向中國10多個洋行訂購的貨物有大箱151個和瓷
器1801捆，共計49906件；還有紅綠茶2183箱。從廣州啟航後，腓特列國王號經過8個月，
回到瑞典。
當時，每年有上百艘這樣的商船遠道而來，通過漫長的水路進入中國南海海域，然後
沿著珠江北上，到達當時被稱為東方帝國南大門的廣州。
其實，明朝年間，海外貿易並非一直順暢，朝廷經常宣佈“海禁”，並持續到清初。
明清共“禁海”三百年，不過，廣州管理船隻的機構——市舶司被保留了下來，持續起到
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
康熙統一臺灣，平定三藩之亂後，開始考慮整個國
家的經濟和稅收平衡問題。他派內閣大學士石柱到廣東、
福建考察，為開海貿易做準備。因為走私風行，朝廷中有人
反對。康熙問石柱：“你到過廣東幾府？”石柱回答：“肇
慶、高州、廉州、雷州、瓊州、廣州、潮州等，那裏的百姓說，
離開故土二十多年，現在皇上削平寇盜，可以回故土了。”康熙再
問：“那麼，百姓都樂於住在海邊，你們為什麼又不准呢？”石柱回
答：“海是明朝就封的，我們也只能照例。”康熙十分不滿，說：“邊
疆大臣當以國計民生為念，今雖禁海，但私自貿易的人也一樣出海謀生；
實在話，你們不准，就是自圖便利而已。”石柱一時沒了話。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朝廷開闢了四個港口通商：廣州、
寧波、舟山、廈門。但當時商人經營華、洋貿易時二者不分，也
沒有專營的外貿商行。開關初期，遇到西方大船到來，官員手
忙腳亂，洋船常被堵在港外，遲遲不得貿易。1686年春，即粵
海關開關的第二年，廣東官府終於找到了一個解決方法——兩
廣總督吳興祚、廣東巡撫李士禎和粵海關監督宜爾格圖共同商
議，將國家稅收分“住稅”和“行稅”兩類,“住稅”是對本省
內陸交易一切落地貨物征的稅，由稅課司徵收，稱“金絲行”；
“行稅”是對外洋販來貨物及出海貿易貨物徵稅，由粵海關徵
收。“洋貨行”即“十三行”，說到“行”的釋意，即“行，列
也”，是“居貨之地”。從此,洋貨十三行成為經營外貿的專業
商行，由國家管理，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到乾隆二十二年
（1757年），乾隆在紫禁城下旨：“口岸定於廣東，洋船隻准在
廣東收泊貿易。”其餘三個口岸由此關閉，廣州成了清代對
外貿易中心。

條、瓷器203箱共239000件、茶葉687000磅，還有紡織品、
漆器、蘇木、沉香木等。到1986年，沉船的部分物品打撈上
來進行拍賣時，琳琅滿目的貨品令來賓目瞪口呆。
當年來廣州的外國商人非常踴躍，除俄國商隊要跨越西
伯利亞到中國北方邊境恰克圖、葡萄牙商船在澳門貿易外，參
加對華朝貢貿易的周邊國家以及歐美各國，包括荷蘭、西班
牙、英國、法國、瑞典、丹麥、比利時、普魯士、義大利、美
國、秘魯等國，都在廣州十三行商館進行貿易。在德國柏
林錢幣博物館，有一枚銀幣，正面是普魯士國王頭像，
背面是一位穿清朝服裝的廣州商人形象，商人身後還放
著一箱茶葉，這是乾隆十七年（1753年）為首次遠航
廣州的普魯士商船打造的紀念幣，是歐洲唯一有清
朝人形象的紀念幣。來華的洋船中，還出現了“廣州
號”“中國商人號”“中國皇后號”等顯而易見帶有“中國
味”的名稱。
值得一提的是，海外多個地方
都有“canton”，比如，美國馬薩諸塞
州的Canton市、喬治亞州的Canton
縣等是以“廣州”命名的城鎮，俄亥俄
州東北部的“Canton”則是美國最大的
“廣州”城。
從18世紀下半葉開始，每年來
廣州的外國商船有數十艘，最多的時
候有80多艘。到19世紀
初，已經增至一兩
百艘。

廣交會創辦的初衷，是為了滿足經濟建設需要，
發展國際貿易換取外匯。當時，新中國急需打開一條
連接國際市場的通道，以商品展覽會為窗口，展示和
交易出口商品。這個展覽會的舉辦城市，要有對外貿
易基礎，還要有獨特的區位優勢。放眼當時的中國，廣
州是不二之選：廣州對外貿易歷史悠久，在相當長的一
段時間裏還是封建王朝閉關鎖國政策下全國唯一的通商
口岸。從區位上看，廣東臨近港澳，對港商來說最為便
捷。整個廣東唯有廣州能承擔“廣交天下”的歷史使
命。
第一屆廣交會成交額即占當年全國創收現匯總
額的20%，為處於國際政治高壓環境、遭遇“經濟封
鎖”“貨物禁運”的新中國開闢了一條與世界交往的通
道，“廣交會”的簡稱很快為世界所熟悉。
自此，廣交會於每年春、秋兩季定期舉行，從未
中斷。成千上萬的中國企業通過廣交會成功走向國際市
場，出口商品也從以初級產品為主轉向中國製造、中國
“智造”，從線下為主向線上線下融合轉變……
2021年10月15日，第130屆廣交會拉開帷幕。從
1957年到2021年，65年間，廣交會在廣州搬了4次家，
展館建築面積由最初的1.8萬平方米擴大到如今的110萬
平方米。廣交會累計出口成交額超過1.4萬億美元，占
全國出口比重峰值超過50%，已與全球210多個國家和地
區建立了貿易關係，累計境外採購商約880萬人次飛躍
重洋參會，成交額已遠非當年的十三行可比。
2021年，廣州市外貿進出口總值達10825.9億元，
成為“外貿萬億之城”。通過廣交會，“廣聚天下客、
廣賣天下貨、廣貨賣天下”成為現實。

《清朝洋商密檔》記述，
一個美國商人欠了怡和洋行
伍秉鑒7.2萬銀元，無力償
還，伍秉鑒把借條撕掉時，
與美國商人對話使用的就是
“廣州英語”。

廣州“一口通商”時代結束
後，大量廣州外貿商人轉戰滬
港，形成了上海第一波移民潮。
19世紀50年代，上海取代廣州
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口岸，從廣東
“輸入”上海的，最引人注意的不再是
貨物，而是一群被稱為“買辦”的人。
最初的上海洋行“買辦”，“半皆粵人
為之”。
廣東行商到了上海後，買下
大片房產和地產，計畫打造成上
海版的“十三行商館”，租給外國商
人。但由於地方官員收受了英國商
人的賄賂，廣東行商名義上雖是
房產和地產的產權人，卻被剝奪了
對房產和地產的處分權，在收不到
租金的情況下，被迫永久租給英國
人。
依託這塊租界，英國商人在
上海一步步擴張，這一帶最後形
成了外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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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展圓滿結束逾五萬八人次參觀
中聯辦副主任鄭新聰與特區政府保安
司司長黃少澤在展覽結束前到展場慰問
工作人員

【本報訊】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與中央人民政
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合辦的“全民國家安
全教育展”於5月15日圓滿結束。展覽開幕以來，社會
各界反響熱烈，豐富的展覽內容吸引廣大居民，以及
社會團體、青年組織、學校、公共部門及公私營機構
組織人員前往參觀，累計逾58,000人次入場，觀展人
數再創新高，專題網站也錄得超過380,000瀏覽次數。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

任鄭新聰與特區政府保安司司長黃少澤在展覽結束前
到展場慰問工作人員。鄭新聰副主任表示，本屆展覽
籌備三個餘月、展期長達一個月，大家齊心協力辦好
今次展覽，各部門予以大力配合，新聞單位全力支
持，向社會和市民宣傳總體國家安全觀，就此向全體
參與展覽的工作人員表達衷心感謝。黃少澤司長表
示，感謝中聯辦的指導、支持及幫助，使本次展覽圓
滿順利地完成，也再次體現了中聯辦與特區政府的成

澳門銀河 」成就夢想婚禮的至臻勝地

「

功合作，展覽的成效非常顯著，而且一年比
一年好，得到了社會各界一致認可。他讚揚
各參與展覽工作的同事盡心盡力，致力克服
展期過程中出現的困難，對各位同事的付出
致以感謝，並展望今後的展覽會越辦越好。
本次展覽以精煉文字結合逾420幅圖片
和多段影片，重點展示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
引領下，國家統籌發展與安全，沉着應對百
年變局和世紀疫情，推動新時代國家安全取
得一系列偉大成就，以及特區政府為維護國
家安全、推進“一國兩制”穩步向前的各項
舉措和成果。
展覽還展出了“我心中的總體國家安全
觀”徵文比賽的一等獎作品和全部獲獎名
單。今年，在本澳教育界大力支持下，共
8所高等院校、40所中學，逾9,500名學生踴躍參與徵
文比賽，展現了澳門青少年強烈的國家安全意識和深
厚的愛國愛澳情懷。經評審委員會多輪評審甄選，共
有60篇作品分別獲得大專組、高中組及初中組的一等
獎、二等獎、三等獎及優異獎。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展”自2018年至今已成功舉
辦五屆。展覽有效增強廣大市民的國家安全意識，推

【本報訊】與愛侶攜手邁進人生新一
段旅程，是一個重要而幸福的決定。婚禮
正是這一人生新篇章的浪漫開端。「澳門
銀河」世界級奢華綜合度假城（下稱「澳
門銀河」）旗下8家獲獎無數的世界級酒
店共提供超過5,000間豪華客房及套房，
賓客可以盡情享受五星級住宿服務、尊尚
水療體驗、舌尖峰味、時尚購物以及精彩
娛樂等的無限體驗。

暨大優秀學生代表團到訪澳理工深化穗澳高校合作

暨大訪理工深化穗澳高校合作
大學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國家技術發
明獎，在國際頂級刊物發表論文，國家
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資助經費、在權威索
引收錄的國際論文數量持續增長。近
年，大學人文社科領域獲批國家級重大
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立項數位居
全國高校前列。期盼與澳理大推進學術
及科研合作，共同為國家和大灣區的建
設作出貢獻。
在互動交流環節，兩校學生就專業
發展、參與科研、學習情況、學生活動
等議題進行探討，氣氛活躍。出席座談
成員尚包括：暨南大學駐澳門聯絡辦公
室主任歐瑞鎮、副主任吳健豪、馬有恆
先生辦公室秘書張君健、暨南大學學生
處副處長李玉平、學生藝術團老師任雅
通、管理學院輔導員馬雨晴、對外聯絡
處聯絡服務部部長李姝、新媒體部專員
嚴軍及澳門校友會專職秘書周愉、澳理
大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林發欽、招
生註冊處處長蘇碧玲、公共關係辦公室
主任陳玉玲及學生會多位成員。

「澳門銀河」於今日起至6月3日推
出婚宴套餐優惠，只要在6月3日前預
約，即可以低至85折預訂指定婚宴套餐
*，並專享一系列升級的婚宴禮遇*，包
括獨一無二的回禮─由客人親自調配的
香薰精油*。以工銀澳門銀河信用卡簽賬
滿澳門元48,000贈送1晚酒店住宿！詳
情請聯絡+85388833712或電郵至sales@
galaxyentertainment.com查詢更多。*受
條款及細則約束

一站式婚禮之旅

「澳門銀河」為賓客提供一站式的婚
禮服務，從婚紗攝影、婚前派對、搜羅婚
禮好物如珠寶婚戒，到舉辦賓客的夢想婚
禮至婚後派對，「澳門銀河」都能一一實

優惠套餐
(特惠價Mop$320元)(足2人用)
B餐

A餐
馳名水蟹粥（小）
酥炸鯪魚球拼墨魚丸

花菇扒西蘭花（西生菜）

酥炸鯪魚球拼墨魚丸
瑤柱扒西蘭花（西生菜）

醬爆雞
鮑魚冬菇伊麵

(特惠價Mop$600元)(足4人用)
A餐

B餐
咖哩牛雜
椒鹽鮮魷
乾燒伊麵

馳名水蟹粥（大）
酥炸鯪魚球拼墨魚丸
瑤柱扒生菜（西蘭花）

豉椒蒸大鱔（20兩）
酥炸鯪魚球拼墨魚丸
鮑貝扒西蘭花（西蘭花）

醬爆雞
鮑魚冬菇伊麵

(特惠價Mop$800元)(足6人用)
A餐

B餐

酥炸鯪魚球拼墨魚丸
鮑貝扒生菜（西蘭花）
瑤柱扒豆腐

豉椒蒸大鱔（24兩）
酥炸鯪魚球拼墨魚丸
瑤柱扒西生菜（西蘭花）

醬爆雞
鮮蟹肉撈伊麵
椒鹽鮮魷

(特惠價Mop$900元)(足8人用)
A餐
馳名水蟹粥（大）
豉汁蒸大蟮（20兩）
咖哩牛雜
酥炸鯪魚球拼墨魚丸

B餐
豉椒炒花甲
醬爆雞
蠔油西生菜
乾燒伊麵

古法扣鮑魚（8隻）
咖哩牛雜
酥炸墨魚丸
蟹肉扒西蘭花

荷葉蒸走地雞（半隻）
豉椒炒花甲
瑤柱金菇伊麵
白灼腰肝腸

(特惠價Mop$1000元)(足10人用)
A餐
B餐
招牌水蟹粥（1大）
豉汁蒸大蟮（24兩）
酥炸鯪魚球拼墨魚丸
咖哩牛雜

西蘭花炒鮮魷
荷葉蒸走地雞（半隻）
瑤柱金菇伊麵
瑤柱扒豆腐

地
址:氹仔官也街28-30號
營業時間:11:30-23:30

清蒸游水大龍脷
酥炸鯪魚球
瑤柱扒生菜
醬爆雞

豉椒炒花甲
椒鹽鮮魷
瑤柱金菇伊麵
鮑貝扒西蘭花

訂座電話:28825323、28827589

「澳門銀河」的特色戶外場
地，可打造從30人到400人的證婚
儀式或雞尾酒會。

「澳門銀河」婚宴場地——澳門悅
榕庄
現。婚紗攝影——「澳門銀河」擁有風格
多樣的婚紗攝影場地，如充滿度假風情的
的熱帶花園、白沙灘、浪漫的池畔小屋、
及巧奪天工的水晶大堂等。「澳門銀河」
樂意為賓客推薦最合宜的拍攝地點及經驗
豐富的拍攝團隊，用鏡頭定格每一個幸福
的瞬間。
幸 福 愛 寵 —— 「 澳 門 銀 河 」 「 時 尚
匯」購物中心薈萃超過200多個奢華品
牌、設計師精品店及珠寶品牌，是挑選浪
漫婚戒及搜羅婚禮好物的最佳位置。「澳
門銀河」擁有兩家福布斯五星級水療中心
—澳門悦榕SPA和澳門麗思卡爾頓水療中
心，適合準新人們在“大日子”到來之前
奢享專屬的私密時刻，寵愛自己、放鬆身
心。

證婚儀式——在親朋摯友的見證下，
於池畔小屋的漂浮舞台、純淨的白沙灘上
或環繞著瀑佈景觀，花團錦簇的都市綠洲
裡許下甜蜜的誓言，並在天浪淘園海天一
色的美景襯托下舉杯，一起品嚐精心調製
的雞尾酒。特色戶外場地，創意靈活的空
間，可打造從30人到400人的證婚儀式或
雞尾酒會。
宴請親朋——無論是華麗還是溫馨，
傳統或時尚，「澳門銀河」擁有全澳最多
元化的場地選擇，無論是舉辦充滿熱帶度
假風情的戶外晚宴，或是富麗堂皇的室內
婚宴；專屬親朋摯友的溫馨晚宴，或是廣
開筵席的盛大慶典，賓客所想的無限可
能，均能在「澳門銀河」完美實現。

【本報訊】澳門金沙於本周
三迎來開業十八周年誌慶，一如
以往延續向本地計程車司機免費
送上特色午餐的傳統，一同分享
周年慶喜悅。
澳門金沙副總裁兼總經理駱
文偉帶領一眾員工向於中午到達酒店
及娛樂綜合體的計程車司機派發窩心
午餐，餐盒菜單包括人參花膠老雞豬
骨湯、醬爆翠玉瓜鮮貝肉炒蝦仁、玫
瑰豉油雞配薑茸、周年壽桃包及蘋
果。

美高梅辦慶五四系列活動
【本報訊】美高梅秉持以心建澳的發展理
念，一直視培育和關心澳門青年為首任。為
慶祝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100周年和紀念
「五四運動」103周年，美高梅日前（14日）
舉辦「美高梅慶祝五四青年節系列活動—澳門
青年大灣區發展座談會及《圖說鏡海—鏡海歸
帆圖》專題片欣賞」，邀請本地傑出企業代表
向超過200 名來自逾二十個本地青年團體的成
員，以及美高梅團隊成員分享大灣區發展的見
解及經驗，旨在加強他們對國家和澳門的歸屬
感，並傳承弘揚五四運動的青年擔當、以及愛
國愛澳精神。
是次慶祝活動假美高梅劇院舉行，出席嘉
賓包括：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
辦公室教育與青年工作部處長程啟銀；澳區全
國人大代表、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發策）
會長蕭志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人才發展委
員會秘書長周昶行；教育及青年發展局課程發
展及評核處處長鄭錫杰；澳門青年聯合會（青
聯）秘書長戴嘉萍；《圖說鏡海—鏡海歸帆
圖》專題片總策劃陸曦；美高梅總裁、首席戰
略及財務官馮小峰；以及美高梅人力資源執行
副總裁余婉瑩。
活動由美高梅主辦，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
心、澳門青年聯合會作為支持單位。「澳門青

年大灣區發展座談會」為活動拉開序幕，由發
策秘書長陳志峰擔任主持人，以及大中華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陸炳同；澳門大灣區
數字經濟協會會長李茘芳；以及青聯副會長劉
智龍作為分享嘉賓，向與會者分享他們的大灣
區發展經驗及心得，並寄語澳門青少年主動將
其自身發展與國家及大灣區的發展方向結合起
來。
隨後進行《圖說鏡海—鏡海歸帆圖》專題
片欣賞，影片由美高梅與澳門著名藝術家陸曦

特色午餐
駱文偉表示：「每年我們均藉著
這個特別日子為本地計程車司機悉心
準備午餐，以感謝他們長久以來為澳
門市民及遊客提供出行服務，亦希望
在各種外圍因素帶來的挑戰下，為他
們送上一點心意。」

攜手製作，運用美高梅劇院的高端數碼科技，
以「藝術＋科技」的嶄新手法，講述澳門歷
史。美高梅冀藉是次專題片觀賞活動，加深青
少年對澳門歷史與文化的認識，厚植家國情
懷。專題片總策劃陸曦亦向在場人士分享其創
作理念與愛國愛澳的熱忱。
活動當日，美高梅亦與青聯攜手推出「紀
念『五四運動』公益網上學習課程」。課程面
向大眾，透過有趣生動的動畫，精闢闡述此場
青年愛國運動的歷史，冀讓更多本地青少年深
入了解「五四運動」的核心精神，以史育人，
鼓勵他們主動為國家貢獻青年力量。

美高梅日前舉辦慶祝五四青年節系列活動

馳名水蟹粥（大）
豉椒蒸大鱔（20兩）
咖哩牛雜

動社會各界充分認識當前影響國家安全和澳門社會穩
定的風險和挑戰，樹牢總體國家安全觀，自覺履行維
護國家安全的責任，續寫具澳門特色“一國兩制”成
功實踐的新篇章。
國安展專題網站（https://eesn.gov.mo）於展覽
結束後會繼續開通，歡迎公眾登入瀏覽；網站亦可連
結至2018年至2021年的展覽內容。

澳門金沙迎開業十八周年慶
澳門金沙副總裁兼總經理駱文
偉周三向計程車司機送上特色午
餐，一同慶祝澳門金沙開業十八
周年誌慶。

【本報訊】為加強穗澳兩地大學生
交流和深化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合
作，暨南大學副校長翁健率領優秀學生
訪澳團一行四十五人，於日前到訪澳門
理工大學，受到副校長李雁蓮、學生會
理事長錢珮茵等歡迎接待。兩校期盼深
化高教合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貢獻
力量。
座談會上，李雁蓮介紹澳理大的辦
學特色和科研發展。澳理大教研質量獲
國家及國際認可，開設本碩博學位課
程，以跨學科、創新科技的嶄新形式，
為國家及澳門培養人才。《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推動粵港澳三地教育
合作發展，積極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
全面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在專業人才培養
等領域的合作，為穗澳高等教育合作提
供堅實支持。希望兩校把握國家發展機
遇深化合作，助力大灣區建設。
翁健介紹，暨南大學創校116年，
是國家“雙一流”建設高校，有“華僑
最高學府”之稱，科研成果碩果累累，

520限時婚宴優惠

圖為展覽部份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