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代表處 1 月工作總結重點簡介 

  於 2019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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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杭州代表處主任出席在杭州市工商業聯合會舉辦的推

介會，向出席會議工商界人士、企業代表作澳門營商環境、中葡平台、“三個

中心”及本局職能專題推介；成都代表處副主任受邀出席由成都市人民政府主

辦“家在成都·情繫天府”之活動。把成都的發展機遇和開放包容的發展環境介

紹給更多澳門及葡語國家的企業及機構單位，讓本澳及葡語國家更多的企業

和人才與成都共用機遇、共同發展；瀋陽代表處主任出席遼寧澳門民族醫藥

產業交流座談會，介紹了澳門的營商情況、中醫藥產業發展優勢、粵澳中醫

藥產業園的優惠政策、中葡平台的優勢；福州代表處主任受邀參加 2019 年福

建省貿促工作會議，介紹本澳 2019 年主要經貿會展活動，邀請對方赴澳門參

展參會；廣州代表處協助本局舉辦 “2019年澳門-廣州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經貿

洽談交流會”，廣州代表處主任在會上推介本局職能及重點介紹廣州代表處新

增的服務功能。廣州代表處主任陪同本局黃偉倫執行委員、本局投資服務廳

代高級經理陳家齊拜訪了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就商事登記和投資便利化

等具體事項進行進一步的探討；武漢代表處邀請赴武漢參加武漢市政協會議

的澳門委員們到武漢代表處參觀及座談，向委員們報告了武漢代表處 2018 年

主要的工作成績及 2019 年的工作規劃，並介紹了代表處內葡語國家食品展示

中心。 

 

 

  



杭州代表處 

 

 

2019年 1月 4日，本局杭州代表處主任出席

澳門工商聯會在杭州市工商業聯合會舉辦的

推介會，向出席會議的澳門及杭州市工商界

人士、企業代表作澳門營商環境、中葡平台、

“三個中心”及本局職能專題推介，與參會

人士交流深化浙澳合作。 

2019年 1月 10日，商務部駐杭州特派員辦

事處臧雲岩處長到訪本局“葡語國家食品

展示中心-杭州站”， 本局杭州代表處人

員向到訪者詳細介紹了本局推動中葡平台

的職能，匯報了代表處 2018年在推動浙澳

及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方面取得的成績。 

  

2019 年 1 月 25 日，江蘇省商務廳港澳處孫

潔副處長一行到訪本局杭州代表處，與代表

處人員就 2019年第二十四屆 MIF相關事宜、

江蘇-澳門葡語國家工商峰會投資及貿易合

作推進小組、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

展覽、中葡企業家經貿合作洽談會、葡語國

家產品推廣活動等多個事宜進行了詳細商談

對接。 

2019年 1月 25日，江蘇省商務廳港澳處孫

潔副處長一行到訪本局“葡語國家食品展

示中心-杭州站”，代表處人員向到訪者詳

細介紹了展示產品、本局在內地對葡語國

家產品的推廣，探討了在葡語國家產品領

域的合作契機。 

  

2019 年 1 月 29 日，杭州優格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等人士到訪本局“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

心-杭州站”，代表處人員向到訪者詳細介紹

了展示產品的特點，對方表示有意於 2019

年採購葡語國家產品作為公司節日禮包。 

2019年 1月 29日，本局杭州代表處主任、

副主任與各與各港澳機構人士一同拜訪浙

江省港澳事務辦公室，杭州代表處主任向

浙江省港澳事務辦公室陳江風主任匯報代

表處 2018 年工作成績及 2019 年工作計

劃，深化浙澳合作。 



成都代表處 

  

1 月 3 日，四川淩益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分公司總經理王新傑到訪成都代表

處。成都代表處主任向其介紹了本處職

能，帶其參觀了位於代表處內的葡語國

家食品展示中心，並邀請其參加 2019環

保展。 

1月 8日，成都迪格展覽展示有限公司市場

經理劉從海來訪成都代表處。成都代表處向

其介紹了本局的重要展會以及服務區內的

主要展會，與之建立聯繫，並向其介紹在澳

門企業需要尋找本地展覽公司時所需的相

關資訊。 

  

1月 16日，由四川省人民政府主辦、四

川省投資促進局承辦的“國際投資合作

項目對接洽談會”在成都舉辦，參會人

員來自現代物流、生物醫藥、裝備製造、

環境保護、養老服務等多個行業，與四

川相關領域開展投資合作，成都代表處

主任出席以推廣澳門，並與相關單位保

持聯繫加強溝通。 

1 月 17 日，成都代表處副主任受邀出席由

成都市人民政府主辦“家在成都·情繫天

府”2019 年領事官員新春聯誼會暨歐洲中

心之活動。成都代表處將繼續發揮好橋樑紐

帶作用，把成都難得的發展機遇和開放包容

的發展環境介紹給更多澳門及葡語國家的

企業及機構單位，讓本澳及葡語國家更多的

企業和人才與成都共用機遇、共同發展。 

  

1月 22日，成都代表處受邀出席陸道原

鄉“明日之約”新春聯誼會。活動中，

成都代表處主任與澳門綠洲公司總裁陳

祥就綠洲與原鄉公司 2019 青羊區

wepark項目進行了深入交流。成都代表

處將實時跟進，為澳門綠洲公司在川發

展提供有力協助。 

 

1 月 25 日，香港貿發局成都辦事處吳曉紅

女士來訪成都代表處。成都代表處主任爲其

介紹了代表處的職能並邀請其參觀位於代

表處內的葡語國家產品展示中心。吳女士介

紹了香港貿發局近幾年在成都開展工作的

情況及經濟形勢與機會，探討共同做好川港

澳合作周活動的合作互動方式。 

http://b2b.huangye88.com/qiye2871973/company_contact.html


瀋陽代表處 

  

1月 10日，瀋陽代表處主任出席遼寧澳門民族醫藥產業交流座談會，介紹了澳門的營商情況、中

醫藥產業發展優勢、粵澳中醫藥產業園的優惠政策、中葡平台的優勢，並邀請在座的 8 家中醫藥

企業參加第 24屆 MIF，邀請遼寧省名優中醫藥企業在澳門或橫琴投資中醫藥產業，擴大澳遼兩地

中醫藥交流合作。遼寧上藥好護士健康科技公司鄭總表示，希望能夠透過澳門中醫藥平台，將遼

寧省有優勢的中藥材引進至澳門，在澳門或橫琴投資研發保健品，並銷售至葡語國家或海外市場。 

  

1月 15日，瀋陽代表處主任出席 2019年

世界各國駐連貿促機構交流會，會上與美

國、澳大利亞、日本、韓國等駐連貿促機

構建立聯繫，宣傳本澳重點會展活動及中

葡平台，擴大對外交流與合作。 

1月 16日，瀋陽代表處主任聯合遼寧省外

事辦公室拜會遼寧上藥好護士健康科技公

司，就該公司計劃赴澳門投資保健及中醫

藥產業項目進行對接交流。介紹了澳門的

營商情況、中醫藥產業發展優勢、粵澳中

醫藥產業園的優惠政策、中葡平台的優

勢，邀請該公司參加第 24屆 MIF。 

 

  

1 月 24 日，瀋陽代表處主任聯合遼寧省

外事辦公室、遼寧上藥好護士健康科技公

司拜會撫順江東中藥材種植有限公司，了

解該公司近幾年與澳門投資合作項目的

進展及經驗。撫順江東王總介紹了與澳門

藝龍集團就靈芝產品深加工項目合作的

進展。 

1月 26日，瀋陽代表處主任出席第二屆朝

陽招商引智對接推介會，會上朝陽市王卓

明副市長介紹了朝陽市經濟發展情況及重

點項目。在會上與朝陽市酒店、建築行業

等企業家建立聯繫，宣傳本澳重點會展活

動，加緊與遼寧省重點企業的交流合作。 

 



福州代表處 

  

1月 23日，福州代表處主任受邀參加 2019年福建省貿促工作會議，與與會的福建省主要地市分管

副市長及貿促系統會長進行溝通，介紹本澳 2019年主要經貿會展活動，邀請對方赴澳門參展參會。 

  

1 月 31 日，福州代表處主任接待了到訪的福州市台港澳事務辦公室謝祖祿副主任一行，聽取了對

方對新成立的台港澳事務辦公室職能介紹。同時，福州代表處也向對方介紹了本局及福州代表處

的主要工作和職能，以及澳門中葡平台的作用及主要經貿會展活動，邀請對方適時組團赴澳門參

訪。 

  

1月，按照本局內地事務處要求，福州代表處主任走訪了信和廣場、IFC以及錢隆廣場等寫字樓，

了解當地租務市場並向本局反饋相關信息。 

 

  



武漢代表處 

  

1月 4日，武漢代表處拜訪得意創文創加速

器，了解孵化器內初創企業能享受的政策支

持、孵化器本身提供創業指導、資金引薦等

服務，推介本局服務及澳門學生在漢的情

況，希望以後加強合作，面向澳門學生共同

舉辦創業政策宣講會，鼓勵在漢創業。 

1 月 7 日，武漢代表處副主任拜訪湖北省公

安廳港澳出入境管理處章處長、何處長，了

解省公安廳新的架構和領導成員，介紹 2019

年本局在澳舉辦的會展活動，感謝一直以

來，省公安廳對本局武漢代表處人員辦理澳

門其他類型簽注給予的支持和協助。 

  

1 月 11 日，武漢代表處邀請赴漢參加武漢

市政協會議的澳門委員們到武漢代表處參

觀及座談，向委員們報告了武漢代表處

2018年主要的工作成績及 2019年的工作規

劃，並介紹了代表處內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

心、商匯館內展示的產品。 

1月 17日，武漢代表處主任拜訪順豐速運武

漢分公司，了解到順豐目前在打造“順豐優

選”板塊，集中採購海外的優質產品，利用

自身快捷配送渠道，進行分銷。向其介紹了

澳門作為“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的功能

及 2018年 11月份在漢舉辦的“葡語國家產

品推廣活動”，並邀請順豐武漢派代表參加

本局 MIF活動並參加對接洽談。 

  

1 月 24 日，武漢代表處受武漢市工商聯邀

請參加報告會，會議由中央黨校張剛教授主

講。張教授陳述了目前經濟情況和發展態

勢，中央推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決心和

政策措施，鼓勵武漢企業家抓住進一步開放

的機遇，將企業做強做大。 

1月 24日，武漢代表處副主任參加上海外服

（武漢）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組織“上海

外服武漢公司迎新春客戶交流暨個稅新政研

討會”通過研討會，武漢代表處了解學習新

個稅制度，專項扣除項目及系統填報程序，

以便配合上海外服核算每月人員薪資。 

 



廣州代表處 

  
1月 4日，本局廣州代表處主任陪同本局黃

偉倫執行委員、本局投資者服務廳代高級經

理陳家齊拜訪了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就

商事登記和投資便利化等具體事項進行進

一步的探討。 

1 月 10 日，本局廣州代表處協助本局舉辦 

“2019年澳門-廣州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經貿洽

談交流會”。本局廣州代表處主任在會上推介

本局職能及重點介紹廣州代表處新增的服務

功能。 

  

1月 11-13日，本局廣州代表處主任、兩位

副主任參加了 2019 澳門-廣州繽紛產品展

的開幕式，協助本局接待澳門企業家代表

團，並負責於展會期間駐守澳門館，介紹本

局服務及廣州代表處職能等工作。 

1月 17日，本局廣州代表處人員接待了澳門金

融管理局李君濠高級經濟研究員、黃慧詩助理

技術員。是次對方來訪目的是為廣州代表處人

員對經濟財政司新增服務進行培訓，包括澳門

特色金融發展的基本情況，澳門的產業發展方

向以及關於澳門金融的研究刊物作公眾查閱

等。 

  

1 月 18 日，本局廣州代表處人員接待了經

濟局林有信首席顧問高級技術員、何雅詩顧

問高級技術員、陳展東高級技術員。是次對

方來訪目的是為廣州代表處人員對經濟財

政司新增服務進行培訓，包括工業准照申請

手續、“中葡青年創業創新交流計劃”以及 

“中葡合作發展基金”等。 

1月 28日，本局廣州代表處人員接待了勞工局

黃少君職務主管等人。是次對方來訪目的是為

廣州代表處人員對經濟財政司新增服務進行

培訓，包括為被派駐內地工作的澳門居民提供

勞動權益的諮詢服務，為有意在灣區城市群實

習或就業以及並在內地學習或生活的澳門居

民提供協助；代收內地勞務人員因處理勞資糾

紛而需提交相關授權書服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