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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界、勞工界祝賀溫泉（左五）、賀定一（右五）
雙雙獲勳

澳門中華總商會日前假澳門萬豪軒酒家
舉行春茗聯歡，行政長官崔世安、中聯辦主
任白志健、外交部駐澳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
宋彥斌、立法會主席劉焯華、終審法院院長
岑浩輝、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經濟財政
司司長譚伯源等政府高層出席，與澳門工商
各界、社會名人聚首一堂，共慶新春佳節，
場面熱鬧。

記者 丁曉萍

澳門特區政府2011年度勳章、
獎章及獎狀頒授典禮日前在澳門文化
中心舉行。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向
35 位社會人士和 3 個團體頒發勳
章、獎章和獎狀，以表揚其在個人成
就、社會貢獻或服務澳門特別行政區
方面的傑出表現。今年無人獲頒大蓮
花及金蓮花榮譽勳章，而婦女界代表
賀定一、職工界代表溫泉獲頒發銀蓮
花榮譽勳章。

記者 丁曉萍、區賢達

授勳儀式於本月10日舉行，由澳門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主持頒獎。中聯辦、
外交部駐澳官員、澳門特區政府官員，以及
社會各界嘉賓約五百人出席見證，場面莊嚴
隆重。

2011 年度獲表彰的人士包括：銀蓮花榮
譽勳章賀定一、溫泉。授予功績勳章共21人
士和機構團體，其中包括：專業功績勳章林
偉濠、司徒民義、關治平；工商功績勳章馬
志毅、梁蔭沖、大西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旅遊功績勳章何猷倫、胡景光；教育功績勳
章王一濤、黃麗卿、楊白燕、戴燦林；文化
功績勳章程祥徽、鄧祖基、澳門葡人之家協
會；仁愛功績勳章左立基、梁少培、盧偉
石；體育功績勳章朱志偉、許朗、崔耀。

傑出服務獎章包括：勞績獎章何天家、
施佩玲、陳玉珍；社會服務獎章阮毓明、易家玉、
張伯堯。獲頒發獎狀人士包括：榮譽獎狀 Richard
Stuart Moffatt；功績獎狀何文輝、吳詠梅、洪嘉
儀、胡諾言、敖博文、廖俊浩、趙偉強、澳門基督
教新生命團契S.Y部落（Smart-Youth）。

身兼澳門婦女聯合總會會長、母親會會員大會
主席、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的賀定一於儀式後表
示，能夠獲獎感到高興，這是政府、社會對她過往
工作的肯定和認同，亦是對她今後工作的鞭策和鼓
勵。她指出，這份榮譽是屬於與她共同服務、建設
澳門的團體及團隊，會好好珍惜。她承諾今後會繼
續努力，服務社會，為澳門作出貢獻。

工聯副監事長溫泉則表示，獲勳最想感謝的是
團隊，尤其這數十年與他一起奮鬥、努力的工作團
隊和合作夥伴，榮譽是屬於大家的。雖年近退休，
但會繼續努力，為廣大居民服務，特別是職工培
訓、就業推介等工作，為社會未來發展作努力。日
後將在現有的基礎上，根據現時經濟發展步伐，繼
續開拓更多課程，讓不同年齡層次職工獲得培訓機
會。

澳門特區榮譽勳章分大蓮花、金蓮花和銀蓮花
3個等級，分別頒授給對澳門特區形象、聲譽或發
展有重大貢獻的人士或實體；功績勳章、傑出服務
獎章、榮譽獎狀和功績獎狀，則用以表彰在專業活

動、推動和發展工商業和旅
遊業、從事教育事業、發展
藝術和文化事業、推動社會
福利和慈善事業等方面有傑
出貢獻的人士或實體。

澳門檢察院於本月 9 日下午舉行傳媒茶話
會，公布《關於盜竊案專題報告》及簡介《處
理嚴重及特別案件的情況》等文本，對 2011 年
發生的盜竊案進行歸類及分析以及對多個範疇
提出建議，同時回應傳媒提問。主持茶話會的
包括：澳門檢察院助理檢察長王偉華、檢察長
辦公室副主任鄭幸捷、檢察院書記長祖兒、檢
察院代主任書記員吳偉圖、檢察長辦公室律政
廳推廣交流處處長陳曉惠等，數十名傳媒代表
出席參與。

據資料顯示，澳門檢察
院去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數目
達 11734 宗 ， 檢 控 了 2644
宗，被起訴的犯罪嫌疑人共
3308 餘人。當中盜竊案佔刑
事總立案數的 30%，共 3383
宗，比 2010 的立案數目年增
加 約 27% 。 但 眾 多 案 件 當
中，只有250宗合共310人被
起訴，其餘的案件因未能獲
悉作案者身份、證據不足或
被害人不追究而歸檔。

王 偉 華 期 望 藉 着 澳 門
「刑事訴訟法典」即將進行

修訂的機會，對刑事簡易訴訟程序的適用條件
作適度放寬，從而使更多的普通盜竊案，尤其
涉及外地的作案人，能於短時間內移送法院開
庭審判，有利發揮協同打擊盜竊犯罪活動的作
用。另外，他主張公司或企業重視其轄下店舖
被盜竊的事件，除了表示刑事追究外，亦應及
時向警方或檢察院提供刑事追究的聲明書或授
權追究的文件。

記者 區賢達

一宗針對兒童的性侵案
檢察院完成一宗針對兒童性侵案的偵訊檢控

工作，依法對涉案的一名被告人以對兒童性侵犯
罪提出控訴。

案情顯示，涉案的一名本澳男子盧某，18
歲。2011年1月，被害人麥某透過互聯網認識了被
告盧某，且盧某知道被害人只有 12 歲。2011 年 2
月間，被告盧某與被害人兩次相約分別在被告及
被害人的住處發生性關係，被害人父親後發現報
警求助。

承辦檢察官分析案情及證據後，認為有強烈
跡象顯示，上述案件的被告人觸犯對兒童性侵犯
罪。故依法對被告人盧某提出控訴。如罪名成

立，最高可判處八年徒刑。時下青少年逗留互聯
網的時間較長，家長、學校及社會應關注網路的
安全文明。加強宣傳青少年的自我保護意識，防
止類似事情發生。

一宗販毒案
檢察院完成一宗販毒案的偵訊檢控工作，依

法對涉案的五名被告以販毒罪提出控訴。
案情顯示，涉案的5名被告人包括3名內地男

子王某、于某、吳某、一名內地女子梁某、一名
香港女子姚某。年齡介於27歲至36歲之間。2011
年 7 月 15 日，警方接獲情報，在本澳氹仔飛能便
度街附近有毒品交易活動，警方在上述地點分別
截查姚某、吳某，當場在他們身上各搜獲毒品
0.774 克。隨後又在梁某、吳某住所查獲毒品約 2
克及部分販毒、吸毒工具。之後警方又抓獲王
某、于某，並在王某身上及兩人入住的酒店內搜
獲毒品 10 餘克及吸毒工具。上述被告人持有的毒
品均是部分自己吸食，部分向他人出售。梁某、
吳某在澳門屬於非法逗留狀態，梁某持有偽造的
澳門居民身份證。

承辦檢察官分析案情及證據後，認為有強烈
跡象顯示，上述案件的5名被告人觸犯販毒、吸毒
等罪。故依法對上述案件的5名被告人提出控訴，
案件已移送法院排期審理。

再有一宗性侵兒童案被查處
檢察院就日前發生的 16 歲少年性侵犯 6 歲女

童案，完成初步偵訊工作，涉案嫌疑人已被採取
必要的強制措施。

案情顯示，涉案的本澳少年，姓陳，16 歲，
某學校初一學生，為被害人兄長之同學。上月 16
日下午，被害人兄長與陳某一同將剛放學的被害
人接送回家後，兩人便在廳間透過互聯網觀看三
級片，而被害人則在房間內練習打字。期間，陳
某在觀看三級片後由於感到性興奮，故進入被害
人房間，以食物引誘被害人脫下褲子並試圖強行
與被害人發生性行為，因被害人尚未發育而無法
成功。當晚，被害人家人知悉事件後報警。

承辦檢察官分析案情及證據後，認為有強烈
跡象顯示，案中嫌疑人已涉嫌觸犯對兒童之性侵
犯罪，且性質惡劣，故向法官建議並獲准對其採
取了定期報到、禁止離境等強制措施。案件交還
警方作進一步調查。

本案是繼本月初檢控一宗性侵兒童案後，又
一宗涉及性侵女童的案件，且涉案人年齡趨向低
齡化。檢察院呼籲家長、學校、社會，加強對青
少年的關懷和道德教育，絕不能輕視網上不良之
物對青少年的毒害。引導青少年正確使用互聯
網，自覺抵制色情網站等不良資訊的影響，共同
努力防止罪案發生。

澳門特首崔世安出席中總春茗聯歡宴會

增強建設特區凝聚力
行政長官崔世安在致詞時表示，在中央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特區政府與全澳居民共同應對了複雜多變
國際經濟形勢，澳門經濟保持穩定增長、社會祥和穩
定。與此同時，特區政府力求更科學地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努力促進廣大居民自強不息與成果分享相協
調、當前幸福與長遠福祉相一致。通過民生素質的持
續提升、社會保障的日趨完善，增加全澳居民對建設
特區的凝聚力，為實現澳門美好的發展藍圖打下堅實
的社會基礎。

他指出，隨着國家 「十二五」規劃的實施，澳門
正努力構建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打造 「中國與葡
語國家商貿服務平台」，積極參與並推動粵澳間的互
利合作，特別是藉着橫琴和南沙的開發，為澳門的經
濟適度多元和人才培養等方面提供良好的發展契機。
而隨着區域基建對接和澳門新城區建設的先後完成，
將強而有力地促進區域間的融合。為了更好地推動澳
門與橫琴及南沙的合作，特區政府已成立 「澳門投資
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負責管理本地企業對未來橫琴

產業園區專案的參與，推動澳門居民到園區就業，促
進澳門產業和就業的多元發展。此外，為了適應特區
發展的形勢，澳門政制發展的工作是特區政府今年的
重點工作之一。

團結協作 迎接機遇
中華總商會長馬有禮在致詞時表示，過去一年，

面對國內外複雜多變的形勢，全國人民在黨中央的帶
領下，迎難而上，開拓進取，取得了經濟的平穩發
展，人民生活不斷改善，城鄉居民收入較快增長，農
民收入更增速創高，社會保障制度基本建立，成功實
現了 「十二五」的良好開局。儘管國際金融危機影響
依然深刻，但我國的良好發展態勢，不僅為世界經濟
增長注入信心，更為處於變動和挑戰中的世界帶來機
遇與希望。

他表示，過去一年，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特區政府帶領全澳居民同心協力，沉着應對國際金融
危機，尤其是歐債危機給世界經濟造成嚴重的衝擊，
經濟繼續平穩發展，民生不斷得到改善，社會保障日
益提高。最為值得高興的是，特區政府堅持以民為
本，在優化城市生活、推動人文建設、實現陽光政府
等方面取得新的成績，得到廣大居民的支援和擁戴。
與此同時，澳門亦緊緊抓住國家實施 「十二五」規劃
的難得機遇，努力朝着建設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
方向和打造 「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邁
進，並利用《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和《橫琴總體發展
規劃》實施，以及國務院正式批覆同意橫琴開發系列
優惠政策，有力促進了區域互利合作，擴大澳門經濟
發展空間，為澳門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提供了良好的
土壤，有效地促進澳門經濟的適度多元發展。

馬有禮亦指出，今年對澳門來說是充滿希望和挑
戰的一年。為了澳門的長遠發展，配合國家 「十二

五」規劃中將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以
及粵澳經濟融合的大趨勢，澳門特區政府一定要登高
望遠、胸懷全局、着眼未來，不失時機地以新思維、
新舉措，以及時而果斷地處理正嚴重窒礙着澳門發展

和各個瓶頸問題，中總將更加緊密團結澳門工商各
界，共同推進區域間的互利合作，促進澳門經濟適度
多元，並與各階層社團一道合力共創澳門更好的明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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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檢察院檢討去年工作

檢察院檢察院 簡訊

崔世安表示，特區政府將力求更科學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澳門檢察院舉行傳媒茶話會

行政長官崔世安（左）向賀定一頒銀蓮花榮譽勳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