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各聯絡處及代表處 2017年 12月工作簡介 

    於 2017年 12月，杭州、成都、瀋陽、福州聯絡處及廣州、武漢代表

處一如既往地積極進行“送服務上門”的工作，對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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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中心等工作，進一步介紹了澳門及葡語國家投資環境、中葡基金，澳門

會展業發展情況，推介澳門及葡語國家重點經貿活動及辦公室展示之葡語

國家食品。同時，各內地聯絡處/代表處亦積極參加服務區域內的經貿活

動，通過參加活動擴大服務區域內的人脈及宣傳本澳的投資環境，如武漢

代表處代表本局參加了“2017荊楚優品合作大會暨企業家年會”，瞭解到

湖北省商務廳近期的工作重點，與部分湖北優質農產品企業，建立聯繫，

同時推廣澳門的投資優勢。 

 

  另，各內地聯絡處/代表處亦總結了 2017年“招募澳生實習及推薦澳

生兼職會展工作計畫”，由 2017年 5月起，各個聯絡處/代表處推出“招

募澳生實習及推薦澳生兼職會展工作計劃”，為當地(杭州、成都、瀋陽、

福州、廣州、武漢)高校就讀的澳門學生提供工作實習，為在各地不同省

市高校就讀的澳生提供兼職會展的機會。根據 2017 年的實習生報名及錄

取情況，參與實習的澳生共 23人次，參與兼職會展工作的澳生共 20人次。

各聯絡處及代表處於 2017年 12月之工作簡介如下: 

  



杭州聯絡處 

  

12月 5日，杭州聯絡處陳英英經理參加浙江省

第十八屆“金桂杯”廣告創意大賽頒獎禮暨

“浙港澳”廣告論壇，與澳門廣告商會畢志健

副主席會面，商請其組織代表團於 2018年赴浙

江溫州、杭州及安吉考察，促進合作交流 

12月 7日，杭州聯絡處陳英英經理、陸洋副

經理攜同澳門葡語系國家地區酒類及食品聯

合商會顧問張弛先生赴天巢科技園考察，擬

在該園區設置葡語國家酒類展示中心事宜，

並成功於 12 月 25 日在天巢科技園設立“澳

門葡語系國家和地區酒類及食品展示中心” 

  

12 月 15 日，杭州聯絡處陳英英經理赴杭州市

港澳事務辦公室參會，參與協助 2018年 3月杭

州市人民政府代表團赴澳門訪澳事宜 

12月 18日，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杭州市

委員會第六屆代表大會暨杭州市國際商會第

三屆代表大會在杭州舉行，杭州聯絡處陳英

英經理參會，與杭州市貿促會、杭州市國際

商會及各駐杭國際機構探討合作 

 

  

杭州聯絡處 11-12月共招募 2名澳門在杭學生參加實習，協助聯絡處人員進行展示中心維護及資

料、文件整理等工作 



成都聯絡處 

  
12月 1日，成都聯絡處接待成都瀾熙商貿有

限公司的拜訪，為其推介澳門，介紹葡語國

家，也邀請該公司張明明經理在聯絡處裝修

完成後，參觀位於成都聯絡處之葡語國家食

品展示中心 

12 月 6 日，成都聯絡處送服務上門，拜訪

四川省發改委項目辦主任方晞，為其推介澳

門三個中心，瞭解四川省各重大項目，以及

邀請四川省發改委參加明年本局相關經貿

活動 

  

12月 6日，成都聯絡處副經理出席由四川省

人民政府主辦，四川省人民金融辦公室承辦

的天府金融論壇，了解國內穩增長壓力加大

的宏觀經濟形勢。成都聯絡處也藉此機會，

宣傳澳門 

12 月 8 日，成都聯絡處接待成都市總商會

服務中心國際交流部王亦停小姐，成都聯絡

處向其介紹明年主要工作計劃，並詳細介紹

了各服務及展示中心的展品 

  

12月 14日，成都聯絡處經理出席 2017四川

省投資促進工作交流會，與四川省投促局保

持良好聯絡，順勢推廣澳門 

12月 14日，成都聯絡處受四川省商務廳邀

請出席第二屆中德經濟論壇。本處與四川各

經貿部門加深聯繫溝通，瞭解明年各部門工

作計劃，同時推廣澳門 



成都聯絡處 

  
12 月 15 日，成都聯絡處接待了澳門青年企

業家協會駐成都辦事處許琳主任，成都聯絡

處向其介紹了本局服務及葡語國家食品展

示中心，並簡介本局 2018年主要經貿活動 

12月 25日，成都聯絡處受澳門航空邀請，

參加由澳門航空主辦之週末去澳門活動，

本處作為澳門官方機構在成都之聯絡處，

出席共同推廣澳門，同時也為到場的嘉賓

解答澳門經貿方面的問題，並宣傳澳門

“三個中心”的情況 

  

12 月 26 日，成都聯絡處經理“送服務上

門”，拜會簡陽市，與簡陽市常務副市長馮

勝，經開區管委會、國土局、外僑辦等機構

及重點企業負責人交流 

12 月 26 日，成都聯絡處經理“送服務上

門”，參觀簡陽市空天產業園，了解到最

新科技的發展及應用 

  
12 月 26 日，成都聯絡處經理“送服務上

門”，參觀簡陽市醫療設備製造，了解該產

業的目前發展及計劃 

12月 26日，成都聯絡處經理參觀簡陽市橡

膠輪胎生產，了解該產業的生產鏈及出入

口的方法 



瀋陽聯絡處 

 

 

12月 7日，瀋陽聯絡處祝薇經理出席“第

十屆瀋陽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換屆典禮”

活動，與瀋陽台商投資企業建立聯繫 

12 月 17 日，瀋陽聯絡處祝薇經理出席“世

界華人企業家聯合會及港澳台企業家代表

團一行來瀋考察交流會”活動，與世界華人

企業家聯合會建立聯繫，推動澳遼合作。 

  

12月 19日，瀋陽聯絡處接待吉林省港澳事

務交流中心張主任，宣傳中葡平台及葡語

國家食品 

12 月 14 日，瀋陽聯絡處接待瀋陽瑪克爾商

貿有限公司來訪，向其介紹了澳門及葡語國

家投資優勢、澳門重點展會及中葡基金，並

表示願意協助該公司開拓葡語國家產品及

企業管道 

  

12月 20日，瀋陽聯絡處接待長春市貿促會

來訪，宣傳中葡平台，增進交流合作 

12 月 26 日，瀋陽聯絡處接待遼寧百合意生

物質科技開發有限公司來訪，向其推介展示

之食品，並邀請其參加 2018年展會類活動 



福州聯絡處 

  

12月 1－2日，福州聯絡處李東波經理前往福建省莆田市，參加第二屆世界媽祖文化論壇暨

第十九屆中國媽祖文化旅遊節。向與會代表介紹本局及福州聯絡處主要工作與職能，介紹澳

門中葡平台作用，介紹 2018年澳門主要經貿會展活動，邀請參會客商適時赴澳門參訪 

  

12 月 4 日，福州聯絡處經理李東波參與閩澳合作會議第二次會議，協助本局及福建省港澳

辦、商務廳有關會務工作與簽約工作 

  

12 月 2 日，福州聯絡處協助活力澳門推廣

周組委會人員與福州當地海峽會展中心以

及擬同期舉辦會展的公司進行對接，溝通協

調場地使用，時間排期等工作 

12月 28日，福州聯絡處經理李東波參加福

建省餐飲文化促進會年會暨“閩菜走出去

國際論壇”，向該促進會介紹明年有望在福

州舉辦的葡語國家產品推廣活動等工作，介

紹澳門 2018 年主要經貿會展活動，邀請該

協會旗下會員機構參與 2018MFE等活動 

 



武漢代表處 

  

12月 1日，武漢代表處經理李雪雅、副經

理張文爽參加 2017武漢英國精品購物節，

藉助參加本次活動，與湖北省知名協會、

批發零售企業建立了聯繫，為 2018年葡語

國家食品展銷會武漢站積累經驗 

12 月 8 日，武漢代表處李雪雅經理接待武

漢正和商貿有限公司劉勇總經理，向其介

紹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服務平台

的角色，推介葡語國家食品及帶領其參觀

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心-武漢站 

  

12月 12日，武漢代表處經理李雪雅、副經

理張文爽參加 2017 中國香港商會-武漢成

立 7 周年暨香港回歸二十周年文藝晚會。

藉助參加本次活動，與湖北省政府、武漢

市政府、知名協會、香港企業家建立聯繫 

12 月 15 日，武漢代表處經理李雪雅參加

2017 中國食品博覽會餐敘會，通過參加食

品博覽會，與內地各省市商務部門及食品

商協會建立聯繫。瞭解各省食品優勢品

類，宣傳澳門及葡語國家食品 

 
 

12 月 15 日，武漢代表處副經理張文爽參加平安企業之星總決賽暨第六周年紀念，藉助參

加本次活動，與湖北省知名協會、武漢天地企業中心 5 號入駐企業交流，介紹澳門貿易投

資促進局武漢代表處的工作職責，推廣澳門葡語國家商貿服務平台 



武漢代表處 

 

 

12 月 16 日，武漢代表處經理李雪雅參加

2017“荊楚優品”合作大會暨企業家年

會，通過此次活動瞭解到湖北省商務廳近

期的工作重點，與部分湖北優質農產品企

業，建立聯繫 

12月 16日，武漢代表處經理李雪雅參加湖

北省貿促會與商協會合作服務自貿區建設

座談會，介紹了澳門“中葡平台”的定位

及 2018年武漢代表處擬在武漢舉辦“葡語

國家產品推廣活動”的計劃，請省貿促會

予以支持 

 

  
12月 27日，武漢代表處經理李雪雅參加 2017武漢互聯網峰會，武漢代表處通過參加此次

會議，結識了武漢市商務部門、互聯網產業及互聯網企業的相關人士，為以後與該行業加

強合作奠定了基礎 



廣州代表處 

  

12 月 18 日，泛珠秘書處鐘明副秘書長一行拜訪廣州代表處，與劉關華執行委員就明年於

廣州舉辦之“第 12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暨經貿洽談會”溝通交流。此外，朱艷

顧問向其介紹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服務平台的角色，推介葡語國家食品及帶領其

參觀“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心－廣州站” 

 
 

12月 1日，廣州代表處副經理出席廣東省

跨境電子商務行業協會三週年慶典，藉助

參加本次活動，與有關企業家建立聯繫並

宣傳本局服務 

12月 18日，駐內地聯絡處首席代表及廣州

代表處人員赴廣州出席由廣東省商務廳舉

辦之“廣東省商務發展情況通報會” 

  

12 月 18 日，駐內地聯絡處首席代表及廣州代表處人員出席由廣東省商務廳舉辦之“廣東

省商務發展情況通報會”，聽取 2017年廣東省商務發展情況及 2018年重點工作，了解廣

東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干政策措施，以及共同交流、探討加強廣東與各國

（地區）經貿合作 



廣州代表處 

  

12 月 28 日，內地聯絡處朱艷顧問及廣州代表處人員廳邀參加“粵澳（江門）產業合作示

範區管委會”揭牌儀式，以及出席粵澳（江門）產業合作示範區新財富汽車零部件產業區

塚田正川科技項目開工儀式活動 

 

 

 

 

 

12月 16日，駐內地聯絡處首席代表及廣州代表處人員出席由清華經管學院 EMBA港澳校友

會主辦的“粵港澳大灣區創新高峰論壇”，共同解構大灣區發展機遇，解讀相關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