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代表處 6月工作總結重點簡介 

於 2019年 6月，杭州、成都、瀋陽、福州、廣州及武漢代表處一如既往

地積極進行“送服務上門”的工作，應邀出席服務區域內的活動以宣傳中葡平台

及本局工作和服務，內地代表處其他相關工作總結如下： 

 杭州代表處：6月完成 9次“送服務上門”，當中包括杭州代表處主任、副

主任拜訪浙江國際貿易展覽有限公司，向其詳細介紹了澳門三個中心、

中葡平台及本局職能，並重點推薦“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 

 成都代表處：6月成都代表處代表本局參加服務區內 8場活動，當中包括

成都代表處主任參加第二十屆成都國際傢俱展開幕式，在展中之“雙城啟

合”蓉澳設計生活展上，提供協助並與相關企業建立聯繫，發揮本處職

能； 

 瀋陽代表處：6 月完成 15 次“送服務上門”，包括瀋陽代表處主任拜會瀋

陽禾豐牧業集團，就推動該公司赴澳門投資合作進行洽談交流，瀋陽代

表處主任向其介紹了澳門的投資優勢、面向葡語國家地區市場的平台、

本局投資者“一站式”服務，並表示將積極協助該公司赴澳門投資； 

 福州代表處：6月福州代表處代表本局參加服務區內 2場活動，當中包括

福州代表處協助本局以及與生産力暨科技轉移中心、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共同組織的澳門企業家代表團參加第十七屆福建海峽項目成果交易會等

相關活動，現場駐守澳門館，介紹本局及代表處主要工作與職能，宣傳

澳門投資環境優勢以及澳門主要經貿會展活動； 

 武漢代表處：6月接待 9個“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心分站”參觀人次，當中

包括葡語系國家酒類及食品聯合會及邀請湖北省農產品流通協會到武漢

代表處，洽談戰略合作。經過各自介紹及溝通，雙方同意在各自的地區

對對方會員企業拓展市場提供便利； 

 廣州代表處：6月廣州代表處代表本局參加服務區內 7場活動，當中包括

廣州代表處副主任赴肇慶以及佛山，參加“認識澳門營商優勢：中國與葡

語國家商機及特色金融推介會”活動。廣州代表處與有意往葡語國家市場

的企業交流，推介本澳營商環境及中葡平台、特色金融產業發展、澳門

稅務政策、中葡合作發展基金、澳門銀行金融服務等內容，並宣傳了本

局職能及代表處服務。 

 

 

 

  



杭州代表處 

  

6月 5日，上海 Gichy會展公司沈靜總經理到

訪本局杭州代表處，杭州代表處主任介紹了本

局每年在澳門舉辦的主要展會及在內地不定

期舉辦的經貿活動情況，並且回顧了該公司為

上海及山東展商在“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

會”展位的搭建情況；沈靜總經理介紹了其公

司豐富的辦展經驗，雙方交換資訊，期待在滬

澳兩地會展領域加深合作。 

6 月 10 日，本局杭州代表處主任出席由浙江

省人民政府主辦的第 20屆中國浙江投資貿易

洽談會系列活動，向有關單位人員介紹澳門

三個中心、中葡平台及本局職能，交流探討

進一步推進浙江與澳門及葡語國家經貿合作

之前景及方向。 

  

6 月 13 日，本局杭州代表處主任、副主任拜

訪澳門客商許天恩，許天恩先生向本處人員介

紹其在杭州地區推展健康管理學專案的計

劃，本局人員向其介紹了代表處職能，特別推

薦本處向澳門企業在內地發展提供的支援及

服務，雙方將保持資訊往來，以協助許先生在

杭的發展。 

6 月 18 日，本局杭州代表處主任、副主任拜

訪浙江國際貿易展覽有限公司，受到總經理

朱敏一行接待，並詳細介紹了澳門三個中

心、中葡平台及本局職能，重點推薦“澳門國

際貿易投資展覽會”。朱敏總經理向本處人員

介紹該公司組織參加的主要活動情況，表示

期待與澳門企業在休閒產業、進口食品等領

域開展合作交流。該展覽公司擬組團參加“澳

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 

 

 

6 月 19 日，華東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參觀本局

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心杭州站，本局杭州代表

處人員介紹葡語國家特色產品，交流在內地銷

售相關產品之機遇。 

本局杭州代表處分別向大豐銀行上海分行及

宏葡（上海）貿易有限公司推薦澳門學生進

行實習，學習行業知識，並接受實際操作訓

練。 



成都代表處 

  

6月 1日，成都代表處主任參加第二十屆成都

國際傢俱展開幕式，協助展中展之“雙城啟合”

蓉澳設計生活展。成都、澳門兩地設計行業

協會及創意傢俱品牌，透過原創設計結合蓉

澳文化特性，傳遞設計內涵並呈現對當代品

質生活的情懷與追求。成都代表處將持續提

供協助並與相關企業建立聯繫，發揮本處職

能。 

6 月 6 日，四川天府國際會展有限公司展

覽事業部副總經理周欣地一行三人來訪

成都代表處，溝通關於 7月下旬四川天府

新區代表團赴澳事宜。該代表團計劃參加

本屆“澳門國際品牌連鎖加盟展”，並拜訪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與澳門主要展會單

位建立聯繫，深度挖掘會展資源。成都代

表處積極跟進，協助其在澳行程。 

  

6月 6日，成都代表處主任與歐洲商會會長聯

盟張銘飛會長會面，交流關於該商會投資澳

門事宜。張會長計劃近期赴澳門面談註冊公

司及長期發展業務合作計劃。將定期邀請澳

門人才與重慶市政府合作，舉辦人才，經濟，

進出口產品合作對接會，推動澳門大學與重

慶大學合作。成都代表處已請其填寫在澳之

初步投資計劃表，轉介本局投資者服務廳跟

進，並將持續提供相關協助。 

6月 11日，四川華與華商貿有限責任公司

市場經理張春麗來訪成都代表處，該企業

擁有專業的採購團隊，全球聯動採購，專

業的研發團隊，成都代表處主任向其介紹

了本處職能以及本局重要展會、引展引會

優惠政策，並邀請其參加本屆“澳門國際品

牌連鎖加盟展”。 

  

6 月 20 日，粵澳中醫藥產業園項目經理關少

偉、黃文漳來訪成都代表處，關經理提到此

次來蓉是為參加四川中醫藥大健康產業博覽

會亦希望瞭解成都代表處。成都代表處主任

向其介紹了本處職能以及四川中醫藥大健康

產業投資有限公司等以國企為核心的中醫藥

大健康產業平台，並表示將爲澳中醫藥產業

園在蓉的合作項目提供相關協助。 

6月 21日，成都代表處主任協助粵澳中醫

藥產業園關少偉經理拜會四川新綠色科

技發展有限公司。粵澳中醫藥產業園關注

該公司在農業産業化方面的成果，有意在

國家農業産業化經營上，與其加深交流與

合作，成都代表處將持續跟進。 



瀋陽代表處 

  

6月 5日，瀋陽代表處主任出席“看瀋陽”

活動，在瀋陽市委統戰部的安排下，瞭解

瀋陽市瀋北新區的發展情況、區位優勢及

重點招商引資項目。瀋陽代表處主任介紹

了澳門的投資優勢、發展定位、澳門重點

展會活動、引展引會激勵計劃，歡迎瀋北

新區的企業到澳門及葡語國家投資。 

6月 5日及 6日，瀋陽代表處主任拜會瀋

陽禾豐牧業集團，就推動該公司赴澳門投

資合作進行洽談交流。該公司已在海外建

設多個生產基地，有興趣考慮在澳門設立

一家貿易公司。瀋陽代表處主任介紹了澳

門的投資優勢、面向葡語國家地區市場的

平台、本局投資者“一站式”服務，表示將

積極協助該公司赴澳門投資。 

  

6月 13 -19日，瀋陽代表處主任參加第三十

屆中國哈爾濱國際經濟貿易洽談會，做好

展位宣傳推廣工作，並在活動中進一步加

強本局與黑龍江省經貿機構、商協會之聯

繫，宣傳推廣澳門及葡語國家投資優勢、

本局舉辦之重點展會及本澳中葡平台等。

展會期間，瀋陽代表處主任與 20個政府部

門建立並緊密了聯繫；30 家企業對澳門投

資環境感興趣，有意與本澳企業投資合

作，瀋陽代表處將積極跟進有關查詢及合

作意向。 

6月 15日，瀋陽代表處主任與黑龍江省會

展局會面。瀋陽代表處主任重點介紹了澳

門的定位，澳門及葡語國家發展優勢，澳

門會展業及中葡平台發展情況，邀請參加

重點展會，並介紹本澳引展引會激勵計

劃，邀請有關機構考慮在澳門舉辦大型會

議及培訓等活動。黑龍江省會展局表示有

意向參加第24屆MIF或其他本局舉辦之會

展活動，加強與澳門及葡語國家合作。 

  

6 月 15 日，瀋陽代表處主任與澳門亞洲

經濟開發投資促進會會面。瀋陽代表處主

任引薦哈爾濱華信集團與該機構洽談，推

動雙方合作開發蔬菜大棚項目。澳門亞洲

經濟開發投資促進會希望透過哈爾濱對

俄平台及澳門中葡平台開拓蔬菜大棚等

投資合作項目。 

6月 17日，瀋陽代表處主任與遼寧省機電

進出口企業聯合會會面，介紹了澳門發展

定位、投資環境、重點展會及中葡平台、

引展引會激勵計劃。遼寧省機電進出口企

業聯合會表示願意推動商會下屬知名企

業赴澳門投資合作。瀋陽代表處將積極跟

進有關合作意向。 



福州代表處 

  

6月 4日，福州代表處主任拜訪福建新時代環保

科技有限公司送服務上門，瞭解企業赴澳門參會

後續情況，介紹澳門中葡平台作用，以及本局服

務職能。 

6 月 11 日，福州代表處主任接待福建省商務

廳、福建省國際投資促進中心拜訪，向其介紹

本局及代表處主要工作與職能，宣傳澳門投資

環境優勢以及澳門主要經貿會展活動，邀請其

組織企業適時赴澳門參加相關活動。 

 

 

6 月 12 日，福州代表處主任拜訪福建省幹訓中

心送服務上門，瞭解其葡語國家人員培訓班開班

情況並溝通相關協助配合等工作事宜。 

6 月 18-21 日，福州代表處協助本局，與生産

力暨科技轉移中心、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共同組

織的澳門企業家代表團參加第十七屆福建海峽

項目成果交易會等相關活動，並現場駐守澳門

館，介紹本局及代表處主要工作與職能，宣傳

澳門投資環境優勢以及 “澳門國際品牌連鎖加

盟展”等主要經貿會展活動，進一步充實資料庫

資訊。 

  

6月 19日，福州代表處主任接待福建省委常委、

常務副省長張志南一行蒞臨福建海峽創新項目

成果交易會的澳門館視察指導，向其介紹本局及

代表處主要工作與職能，宣傳澳門投資環境優勢

以及澳門中葡平台作用與澳門主要經貿會展活

動，並聽取了澳門參展企業創新項目的介紹。 

6月 20日，福州代表處協助參加福建海峽創新

項目成果交易會的澳門企業匯福工程冼金球經

理與內地企業廈門水怡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崔來

總經理就醫院及酒店空調淨化技術合作開發達

成協議，並在福建省商務廳及廈門市發改委相

關人員見證下進行現場簽約儀式。 

  



武漢代表處 

  

6月 4日，武漢代表處主任再次拜訪武漢美橘

旅遊資源管理有限公司，推動該公司與葡語系

國家酒類及食品聯合會簽署戰略合作協議。 

 

6 月 4 日，武漢代表處為葡語國家酒類及食品

聯合會安排拜訪了順豐速遞產品營運部，順豐

優選負責人孫濤先生接待了來訪。武漢代表處

主任介紹了葡語國家產品的特色，葡語國家酒

類及食品聯合會代表介紹了在內地暢銷的部分

產品。順豐與聯合會洽談了有關食品紅酒進駐

順豐優選線上平台事宜。 

  

6 月 13 日，武漢代表處接待湖北省農產品流

通協會梅強剛秘書長、王文元理事、韓致惠理

事一行來訪參觀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心-武漢

站，與葡語系國家酒類及食品聯合會對接。並

向流通協會領導介紹展示中心的設立背景、葡

語系各國主要出口產品等。另外，武漢代表處

主任將“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邀請函遞

交給協會，邀請協會組織企業參展參會。 

6月 13日，武漢代表處參加 2019第 3屆（中

部）酒業博覽會，與中部進口紅酒經銷商交換

名片，建立聯繫，推廣葡語國家葡萄酒及飲料，

分發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及人才資訊網資料，

推廣中葡平台。 

  

6 月 17 日，武漢代表處與粵澳中醫藥科技產

業園招商主管吳奕禎小姐一同拜訪了湖北省

科技廳下屬的科技交流促進中心。武漢代表處

主任向中心徐寶文主任介紹了澳門經濟多元

化發展的規劃，澳門大學及澳門科技大學中醫

藥國家重點實驗室及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

園。吳小姐介紹了目前科技產業園的情況，入

駐園區的成功企業案例，提出希望能與湖北的

優勢中醫藥產業合作，協助他們進行科技成果

轉化或將中成藥產品通過中葡平台推向非洲

及歐盟。 

6月 18日，武漢代表處拜訪了李時珍醫藥集

團。武漢代表處主任向該公司董學副總經理

介紹了澳門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的背

景，邀請李時珍醫藥集團到產業園設立公

司，享受澳門優惠政策及通達非洲、歐盟的

銷售管道。 



廣州代表處 

  

6月 21日，廣州代表處接待了廣東省投資促進

局薛凱方副局長等人。是次對方來訪的目的主

要是瞭解“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

的有關情況，以及探討在MIF期間舉辦推介會

可行性，並希望本局作為推介會的主辦單位。

廣州代表處服務人員已記錄了相關的資訊，並

將保持跟進。 

6 月 24 日，廣州代表處副主任拜訪了佛山

市投資促進中心，佛山市商務局俞紅平局長

介紹了佛山的投資環境及發展情況。廣州代

表處向對方推廣了澳門營商環境環境以及

投資情況，並將繼續加強與佛山市投資促進

中心聯繫溝通，共同推進澳佛兩地經貿發

展。 

  

6月 24日，本局廣州代表處副主任拜訪了澳門

國際銀行佛山支行，受到了肖偉東總經理等人

的接待。雙方進行了交流，本處瞭解了澳門國

際銀行佛山支行的基本情況，並推廣了廣州代

表處職能及相關活動。 

6 月 25 日，本局內地代表處顧問和廣州代

表處副主任拜訪了東莞市工商業聯合會，受

到了劉堅部長等人的接待。瞭解到東莞市企

業發展的基本情況，同時也向對方介紹了澳

門營商環境以及廣州代表處服務，希望雙方

加強聯繫，共同推進莞澳兩地經貿發展。 

  

6月 25日，本局內地代表處顧問和廣州代表處

副主任拜訪了東莞康輝旅遊，受到了陳偉光總

經理等人的接待。雙方進行了交流，廣州代表

處瞭解了該公司發展情況，得悉該企業有意在

澳門投資註冊公司，廣州代表處會繼續跟進企

業有關在澳投資情況。 

6 月 28 日，廣州代表處接待了中固醫療集

團。是次對方來訪的目的主要是瞭解在珠海

橫琴投資醫療項目的可行性及希望本處協

助對接有關政府機構及部門。本處已記錄相

關信息，並計劃於 7月 1日陪同對方拜訪粵

澳中醫藥產業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