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各聯絡處及代表處 2017年 8月工作簡介 

  於 2017 年 8 月，杭州、成都、瀋陽、福州聯絡處及廣州、武漢代表

處繼續積極“送服務上門”，接待及拜訪各服務區之政府單位、商/協會

及企業，向各單位推介澳門投資環境優勢及宣傳“三個中心”(中葡中小

企業商貿服務中心、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和中葡經貿合作會展中心)等

工作。另，各聯絡處/代表處亦積極配合服務區域內政府單位及商/協會赴

澳舉行推介會的工作，如福州聯絡處協助福建省商務廳與三明市聯合赴澳

舉辦“2017福建三明（澳門）產業招商推介會”、武漢代表處協助湖北省

商務廳赴澳舉辦“荊楚優品．2017 澳門湖北農產品展銷周”及“2017 鄂

澳經貿洽談高層餐敘會”等活動。同時，各聯絡處/代表處亦於 8 月積極

宣傳及推廣“第22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及 “2017年葡語國家產

品及服務展（澳門）”，協助服務區之政府單位、商/協會及企業組團參

展參會。 

 

  此外，成都聯絡處已於 8 月 10-13 日在成都成功舉辦了“葡語國家產

品推介及商機對接會”及“葡語國家食品推廣活動”系列活動，杭州聯絡

處亦將於 9 月在杭州舉辦上述系列活動，現正密切地向場地負責單位及服

務提供商溝通以確保活動順利舉行。各聯絡處及代表處於 2017年 8月之工

作簡介如下: 

 

 

  



杭州聯絡處 

  

8月 8日，杭州聯絡處陳英英經理隨同吳愛華

執行委員、梁華峰首席代表赴江蘇鎮江考察江

蘇茅迪集團有限公司，並與茅迪集團董事長馬

志強等會面交流 

8月 9日，杭州聯絡處陳英英經理隨同吳愛華

執行委員、梁華峰首席代表赴江蘇徐州，在徐

工集團楊勇副總經理陪同下，分別參觀了徐工

挖掘機械事業部及起重機械事業部 

  

8月 9日，杭州聯絡處陳英英經理隨同吳愛華

執行委員、梁華峰首席代表以及江蘇省商務廳

外事處孫潔副處長，與徐工集團領導等進行座

談，重點了解該集團在巴西的投資情況 

8 月 10 日，杭州聯絡處陳英英經理隨同吳愛

華執行委員、梁華峰首席代表在江蘇南京拜訪

了江蘇省商務廳孫津副廳長，並與江蘇省商務

廳外事處陳曉冬調研員等舉行座談會 

  

8月 16日，浙江省健康服務業促進會展會顧問

李保爾等一行三人來訪杭州聯絡處，商請本局

協助推介第三屆浙江國際健康產業博覽會 

8 月 25 日，杭州聯絡處陳英英經理、陸洋副經

理赴杭州廣利大廈考察澳門企業家、安徽政協澳

區委員徐天恩在杭項目 



成都聯絡處 

  

8 月 4 日，成都聯絡處經理拜訪四川省優

分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負責人，希望利用雙

方資源和網絡加強在宣傳方面的合作 

8 月 10 日，成都聯絡處副經理隨同吳愛華

執行委員拜會四川省貿促會呂芙蓉副會

長，雙方就如何更有效將葡語國家產品落地

四川進行了探討 

  

8月 11日，成都聯絡處經理隨同吳愛華執

行委員拜會四川省投促局陳光浩局長，雙

方交流了近期工作重點，共同探討了兩地

服務業及旅遊業的發展情況 

8 月 11 日，成都聯絡處經理隨同吳愛華執

行委員與四川省商務廳王蔚藎副廳長進行

了座談，雙方就貿易促進、人才引進、推進

雙方投資平台合作等工作進行了深入交流 

  

8 月 11 日成都聯絡處經理隨同吳愛華執

行委員拜會四川省一帶一路經貿合作促

進會林忠清會長，探討川澳攜手參與一帶

一路建設 

8 月 12 日成都聯絡處經理隨同吳愛華執行

委員拜會四川省國際商會預包裝食品貿易

專委會李劍鋒會長，並參觀該會旗下的“酒

博館” 

http://www.sccom.gov.cn/web/tld/resume/-/articles/v/3156205.shtml


成都聯絡處 

  
8 月 11 日，“葡語國家食品推廣活動—成都

站”開幕，吳愛華執行委員與主禮嘉賓及參展

客商一同合影 

8 月 11 日-13 日，“葡語國家食品推廣活

動—成都站”吸引了眾多當地企業和消費

者參與活動 

  
8 月 10 日，“葡語國家產品推介及商機對接

會”在成都舉行，共 17家從事葡語國家食品貿

易的澳門企業及葡語國家食品供應商與四川專

業客商對接，共促成近 70場商業洽談。 

8 月 17 日，成都聯絡處經理向四川國際商

會預包裝食品貿易專委會李劍鋒會長介紹

“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心－成都站”及

“商匯館-成都站” 

  
8月 17日，成都聯絡處經理向四川隆洋商務服

務有限公司劉黎黎董事長介紹“葡語國家食品

展示中心－成都站”及“商匯館-成都站” 

8 月 29 日，成都聯絡處經理向四川行之物

商貿有限公司陳亮經理介紹“葡語國家食

品展示中心－成都站”及“商匯館-成都

站” 



瀋陽聯絡處 

  

8 月 1 日，瀋陽聯絡處祝薇經理出席“商務

世界  中國商務服務大會 -2017 夏季峰

會”，了解中國商貿服務業之發展情況 

8月 2日，瀋陽聯絡處祝薇經理拜會北京市

貿促會李處長，就增進京澳交流合作進行

洽談交流 

  

8月 14日，瀋陽聯絡處祝薇經理與中葡文化

科技交流協會楊會長會面，協助該會開展瀋

陽市與葡萄牙之經貿文化交流 

8月 14日，瀋陽聯絡處祝薇經理接待瀋

陽市經濟開發區管委會劉局長來訪，向

其宣傳推廣澳門中葡平台作用 

 

 

8月 16日，瀋陽聯絡處祝薇經理接待瀋陽公

交廣告宣傳有限公司負責人來訪，重點向她

介紹了澳門及葡語國家投資優勢 

8月 21日，瀋陽聯絡處祝薇經理拜會瀋

陽萬澤機械進出口公司李總經理，協助

該公司在澳門投資 

 



福州聯絡處 

  

8月 3日，福州聯絡處李東波經理拜訪福建

省錫伯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林

鵬輝，了解該企業在澳門以及福建項目進展

與投資情況 

8月 7月，福州聯絡處協助福建省商務廳與

三明市代表團拜訪本局吳愛華執行委員，

就進一步加強閩澳經貿合作進行交流 

  

8月 7月，福州聯絡處協助福建省商務廳與

三明市共同在澳門舉辦“2017福建三明（澳

門）產業招商推介會”，本局應邀作為支持

機構 

8月 16日，福州聯絡處李東波經理拜訪福建

省國際投資促進中心宋丹玲主任及吳梓斌

副主任，了解福建省在本局協助下赴聖保羅

舉辦推介會後續情況 

  

8月 17日，福州聯絡處吳菁菁副經理拜訪

美國福建聯合總會駐閩辦事處莊淑好名譽

會長，向其介紹澳門投資環境及本局服務

職能 

8月 18日，福州聯絡處吳菁菁副經理拜訪

福建省質量管理協會主任黃藝鵬，希望對

方向其協會接近一萬家優質成員企業宣傳

和推介澳門投資優勢 



武漢代表處 

  

8月 8日，武漢代表處經理向來訪的湖北省

食品產業發展促進中心、中國食品博覽會

（武漢）組委會展覽部陳剛、汪頻、彭君

主任介紹澳門建設中葡平台的情況 

8月 9日，武漢代表處經理接待澳門武漢黃

陂商會丘玉珍、南德集團王總及對外聯絡部

陳麗一行，向來賓介紹武漢代表處近期工作

情況 

  

8 月 11 日，武漢代表處張文爽副經理拜訪

湖北非洲商會楊曉露女士，探討共同促進

湖北與非洲葡語國家的交流與合作 

8 月 15 日，武漢快舟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

到訪武漢代表處，介紹該公司希望運用區塊

鏈技術助力澳門博彩行業發展 

  

8 月 18 日，武漢代表處經理赴澳協助“荊

楚優品．湖北農產品展銷周”、“企業懇

談會”及“2017 鄂澳經貿洽談高層餐敘

會”在澳舉辦 

8 月 21 日，武漢代表處經理李雪雅、副經

理張文爽參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武漢

舉行的成立二十周年晚宴，與出席的嘉賓交

流 



廣州代表處 

  

7 月 31 日，廣州代表處經理拜訪廣州市商

業總會楊妙娜秘書長，探討如何落實“2017

穗澳合作專責小組會議”的有關內容 

 

8月 4日，廣州代表處經理接待仲量聯行高級

經理曾錦暉，交流廣州房地產行業發展前景 

 

 

8月 8日，廣州代表處經理拜訪廣東省貿促

會張華副會長等，跟進其 7月率團訪問本局

並提出的有關雙方簽署合作協議等後續工

作 

8 月 11 日，廣州代表處經理拜訪 289 藝術

PARK物業主管黃遠珊，了解就讀廣州高校澳

生在此創業孵化的可行性和相關服務 

  

8 月 11 日，廣州代表處經理出席“南沙跨

境電商需求對接研討會”，了解目前跨境電

商的最新發展情況 

8月 15日，廣州代表處經理拜訪零售商業行

業協會陳有珍副秘書長、麥淑玲辦公室副主

任，邀請該會組團赴澳參加第 22 屆 MIF 及

2017PLPEX等展會活動 



廣州代表處 

  
8 月 15 日，廣州代表處副經理接待廣州上境

移民咨詢有限公司移民律師黃旒，向其介紹澳

門投資居留相關政策和服務 

8月 15日，廣州代表處經理應邀出席“佛

山禪城區總商會澳門展會推介會”，並

向在場企業家和投資者推介第 22 屆 MIF

及 2017PLPEX 

 

 

8 月 16 日，廣州代表處經理出席“粵港澳大

灣區城市群產業共建經濟交流會”，了解粵港

澳大灣區最新發展動態 

8 月 24 日，廣州代表處經理接待廣州市

外商投資協會侯天琦秘書長，向其重點

介紹了澳門及葡語國家的營商環境和投

資優勢，並邀請該會組團參加第22屆 MIF

及 2017PLPEX等展會活動 

 
 

8月 25日，廣州代表處首次在辦公室舉行“葡

萄牙酒推介暨波霸美酒品鑒會”，邀請澳門在

內地銷售葡語國家食品及飲品企業進行推

介，並組織專業客商對接交流 

8月 30日，廣州代表處經理拜訪廣東省流

通協會朱宏會長，邀請該會組團赴澳參加

第 22屆 MIF及 2017PLPEX等展會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