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代表處 5月工作總結重點簡介 

於 2019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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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完成 8次“送服務上門”，當中包括杭州代表處與粵澳中

醫藥科技產業園開發有限公司人員共同拜訪浙江省健康產業促進會，介

紹本局職能，並重點介紹投資者“一站式”服務； 

 成都代表處：5月完成 9次“送服務上門”，當中包括本局劉關華代主席、

内地事務處代經理梁京申、成都代表處主任、副主任赴四川省商務廳拜

會，雙方就落實川澳合作備忘錄内容進一步推進、利用中葡論壇平台及

加深酒類產業合作、創新合作方式等方面達成共識； 

 瀋陽代表處：5 月瀋陽代表處代表本局參加服務區內 3 場活動，包括在

2019 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中，瀋陽代表處主任協助是次活動之團

務及展位宣傳推廣工作，並協助舉辦京澳合作-澳門投資環境及粵澳合作

產業園推介會； 

 福州代表處：5 月完成 17 次“送服務上門”，包括福州代表處主任到福州

賽孚瑪尼環保科技有限公司送服務上門，了解跟進企業赴澳門參展澳門

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的後續情況，介紹澳門中葡平台作用，推

動該企業借助澳門平台拓展海外市場； 

 武漢代表處：5月武漢代表處代表本局參加服務區內 3場活動，當中包括

由中葡論壇常設秘書處、湖北省人民政府港澳辦共同舉辦的“湖北-澳門-

葡語國家產能合作對接會”，並加強了葡語國家常駐澳門代表對湖北優勢

產業的認識； 

 廣州代表處：5月廣州代表處代表本局參加服務區內 7場活動，當中包括 

“活力澳門推廣週第三十站廣東廣州站”開幕儀式、廣州-深圳-香港-澳門會

展推介洽談會、廣州-澳門青創企業對接洽談會等活動。同時，廣州代表

處也派員於展會期間駐守澳門館，推介澳門投資環境及本局職能。 

 



杭州代表處 

  

5 月 10 日，本局杭州代表處主任、副主任

及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開發有限公司人

員共同拜訪浙江省健康產業促進會。本局杭

州代表處主任介紹本局職能，重點介紹投資

者“一站式”服務，與浙江省健康服務物業促

進會協會人員探討浙江省與澳門在中醫藥

領域產業的合作前景。 

 

5 月 18 日，本局杭州代表處主任給來杭州參加

“知味亞洲美食節”的澳門葡萄酒釀造產業聯盟

中心及澳門香記肉乾等企業提供“送服務上門”

期間，參展企業由於天氣太熱略感中暑，本局

杭州代表處主任給對方送去了電風扇及消暑用

品。 

  

5 月 21 日，本局杭州代表處主任攜萊茵映

雪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相關人員拜訪澳

門國際銀行杭州分行，就協助邀請該行加入

澳門杭州聯誼會事宜進行推進交流，並就該

行開業典禮及在浙推廣業務方向進行探討。 

5 月 30 日，本局杭州代表處副主任協助並與粵

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開發有限公司人員共同拜

訪壽仙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受到該公司總經

理李明焱接待。本局杭州代表處副主任在座談

會中介紹本局職能、代表處成立背景、澳門“三

個中心”、中葡平台等，探討壽仙穀醫藥股份有

限公司通過澳門平台拓展國際市場之前景。 

 

  

5 月 30 日，本局李藻森執行委員於基建論

壇期間會見浙江省商務廳胡維康副廳長一

行，雙方探討浙江省與澳門更進一步的經貿

合作關係，尋求合作機遇，本次基建論壇浙

江省對外承包工程商會共組織 9 家企業 20

人參加。 

 

5 月 31 日，本局杭州代表處副主任拜訪微醫集

團有限公司，與該公司中醫館負責人董凱峰交

流浙澳中醫藥領域合作機遇，該負責人就微醫

互聯網遠端醫療項目進入粵澳中醫藥產業園表

示濃厚興趣，代表處後續將跟相關進展。 



成都代表處 

  
5月 15日，本局劉關華代主席、內地事

務處代經理梁京申、成都代表處主任、

副主任與四川省外事（港澳）事務辦公

室崔志偉主任、港澳事務處曹峰處長、

吳彬副處長、秘書處李輝處長進行了會

面座談，就進一步拓展合作空間，推進

川澳務實合作交換了意見。劉關華代主

席簡要介紹了本局及內地代表處工作開

展情況以及近年來澳門的多元化產業發

展態勢，同時推廣了本年度將在聖多美

普林西比舉辦的中葡企業家洽談會，提

出希望澳門與成都加強經貿領域合作。 

5 月 16 日，本局劉關華代主席、內地事務

處代經理梁京申、成都代表處主任、副主任

赴四川省貿易投資促進會拜會交流。四川省

貿促會李鋼會長參加了會見。劉關華代主席

就四川省貿促會對成都代表處設立初期的

支持表示感謝，介紹了近年來內地代表處工

作重點以及澳門多元化產業發展態勢，同時

推廣了本年度將在聖多美普林西比舉辦的

中葡企業家洽談會，提出希望澳門與四川在

會展活動上互相支援，加強交流合作。 

  

5月 16日，本局劉關華代主席、內地事

務處代經理梁京申、成都代表處主任、

副主任赴四川省商務廳拜會。劉關華代

主席介紹本年度將在聖多美普林西比舉

辦的中葡企業家洽談會，分析了部分葡

語國家的發展機遇。雙方就落實川澳合

作備忘錄內容推進、利用好中葡論壇平

台及加深酒類產業合作、創新合作方式

等方面達成共識。 

5月 17日，本局內地事務處代經理梁京申、

成都代表處主任、副主任赴成都市商務局拜

訪交流。雙方圍繞加強經貿、會展、工程等

領域合作，進行深入洽談和交流。梁京申代

經理介紹澳門在吸引外資、舉辦展會、擴大

交流等方面的政策優勢，並介紹了本局的重

要展會活動。同時建議成都用好澳門平台，

積極加強與葡語國家在多領域的項目合作。 

  

5月 17日，本局內地事務處代經理梁京

申、成都代表處主任、副主任受邀赴成

都市天府新區考察。考察團參觀了科學

城規劃館瞭解新區概況及發展優勢，並

赴天府新經濟產業園、北鑫苑商鋪等點

位考察，該區域有較大發展前景及政策

優勢。探討其作爲葡語國家展示中心在

西南片區設立新展示點的可能性。 

5 月 23 日，澳門商協會代表團來訪成都代

表處，主要為瞭解成都代表處職能並就其在

內地西南地區的合作思路進行交流。成都代

表處主任向代表團介紹了本局內地事務處

及成都代表處職能，並邀請其參觀位於代表

處內的葡語國家產品展示中心。 

 



瀋陽代表處 

  

5 月 23 日，瀋陽代表處主任拜會瀋陽金

融開發區管委會，就推動瀋陽金融開發區

與澳門之交流合作進行洽談交流。瀋陽代

表處主任介紹了澳門的投資優勢、澳門重

點展會活動、中葡平台，歡迎金融開發區

的企業到澳門及葡語國家投資。瀋陽代表

處將積極跟進協助該會參加澳門及葡語

國家經貿活動。 

5月 23日，瀋陽代表處主任出席遼寧省商

務廳開拓葡語國家市場工作會議。瀋陽代

表處主任介紹了葡萄牙、巴西等葡語國家

的投資優勢及本澳中葡平台的作用，介紹

了 7 月在聖多美-普林西比舉辦的中國與

葡語國家企業經貿合作洽談會，邀請商務

廳及企業藉助澳門的會展及葡語國家經

貿活動加深對葡語國家的瞭解。 

  

5月 26日-6月 1日，瀋陽代表處主任參加

2019 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協助是

次活動之團務及展位宣傳推廣工作，並協

助舉辦京澳合作-澳門投資環境及粵澳合作

產業園推介會。期間，瀋陽代表處主任與

20家政府部門建立並緊密聯繫；近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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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8日，瀋陽代表處主任與黑龍江省商

務廳會面。瀋陽代表處主任重點介紹澳門

的定位，澳門會展業及中葡平台發展情

況，邀請參加本局舉辦的主要展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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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龍江省商務廳表示有意向參加“澳門國

際貿易投資展覽會”，加強與澳門及葡語國

家合作。 

  

5 月 29 日，瀋陽代表處主任與瀋陽市商

務局及澳門雲端科技協會會面。瀋陽代表

處主任重點介紹澳門的定位，重點經貿活

動及澳門引展引會激勵計劃，邀請瀋陽市

商務局組織代表團參加本澳及葡語國家

經貿活動。推動澳門雲端科技協會將雲技

術及高新技術應用到遼寧省重點會議及

展覽中。 

5月 30日，瀋陽代表處主任拜會勵駿酒店

駐店經理鄧小姐，瞭解本澳在京就讀學生

的實習情況、酒店的經營情況及對本局實

習計劃的意見和建議，並請該酒店繼續支

持本局 2019 年第二期推薦就讀內地高校

澳生在內地企業實習計劃。勵駿酒店駐店

經理鄧小姐表示願意繼續支持 2019 年第

二期澳生實習計劃。 



福州代表處 

  

5月 6至 8日，福州代表處主任陪同澳門代

表團參加第二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並在

期間考察福建新大陸集團，福建物聯網中

心等機構。 

5月 10日，福州代表處主任到福州賽孚瑪尼環保

科技有限公司送服務上門，瞭解跟進企業赴澳門

參展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的後續情

況，介紹澳門中葡平台作用，推動該企業藉助澳

門平台拓展海外市場。 

 

  

5月 16至 20日，福州代表處主任前往江西

南昌協助本局組織的澳門企業家代表團參

加第十一屆中國中部投資貿易博覽會等相

關活動，並於澳門館現場駐守，宣傳澳門

投資環境優勢、本局投資服務職能，推介

本局重點經貿活動，並進一步充實資料庫

資訊。 

 

5月 27日，福州代表處主任接待福建省國際投資

促進中心人員，向其介紹葡語國家產品以及葡語

國家經貿資訊，與澳門今年主要經貿活動及本局

之主要展會。 

  

5 月 28 日，福州代表處主任接待了漳州市

人民政府台港澳事務辦公室，瞭解該部門

的主要工作與職能，並介紹本局及代表處

主要工作和職能、澳門中葡平台作用以及

澳門主要經貿會展活動。 

5月 30日，福州代表處主任赴福州市貿促會送服

務上門，商洽澳門國際品牌連鎖加盟展工作及該

會會長赴澳門考察事宜。 

 

  



武漢代表處 

  
5 月 6 日，武漢代表處拜訪了湖北省科技

廳。武漢代表處主任對湖北在莫三比克的農

業投資及農業技術推廣表示感謝，介紹了澳

門中醫藥實驗室、粵澳中醫藥科技園的基本

情況，表示湖北是中醫中藥大省，在中藥新

藥研究和量產方面，可以與澳門大學、澳門

科技大學合作，進而在澳設立視窗企業，藉

助澳門科技優勢及中醫藥優惠的產業政

策，發展中醫藥。 

5 月 9 日，武漢代表處受武漢市工商聯邀請參加

會員企業大會，會議期間，武漢代表處主任拜訪

了武漢市工商聯主席閻志、副主席耿洪山，雙方

進行了交流，介紹澳門“中葡平台”的作用及本局

為企業家的服務，代表處 2018 年的工作及 2019

年的工作計劃。閻志主席對本局的澳門國際貿易

投資展覽會活動頗感興趣，表示今年會組織企業

參加。 

  

5 月 20 日，武漢代表處接待商務部台港澳

司鎖麗處長、湖北省商務廳外資處唐華處長

以及商務部駐武處長一行來訪參觀葡語國

家食品展示中心-武漢站。向其介紹武漢代

表處的設立背景、工作職能。詳細彙報了武

漢代表處在推廣葡語國家食品方面的具體

舉措及工作成果。雙方就如何更好的發揮澳

門在中葡經貿合作服務作用及提升中國-葡

語國家經貿合作及人才資訊網使用效率等

方面展開討論。 

5月 21日，武漢代表處主任拜訪了巴西湖北聯誼

會李光明顧問。並介紹澳門作為“一中心、一平台”

的作用及本局 10 月份在澳舉辦的 PLPEX，邀請

李顧問組織在漢投資巴西的企業赴澳門參展。李

顧問樂意以後與武漢代表處加強合作，通過武漢

代表處向本地及代表處服務區內企業介紹巴西投

資及貿易項目，加速三地的合作。 

  

5 月 22 日，武漢代表處參加由中葡論壇常

設秘書處、湖北省人民政府港澳辦共同舉辦

的“湖北-澳門-葡語國家產能合作對接會”。

葡語國家駐澳代表分別介紹本國產業及與

中國合作情況。會後，有意投資葡語國家及

承接葡語國家項目的湖北企業與各葡語國

家代表進行對接洽談。武漢代表處為此次會

議順利舉辦提供了前期協助工作。 

5月 22日，武漢代表處陪同中葡論壇常設秘書

處代表團拜訪武漢東湖高新技術開發區。瞭解

了開發區整體規劃，參觀了代表性企業：武漢

長飛光纖光纜有限公司、武漢生物科技園，加

強了葡語國家常駐澳門代表對湖北優勢產業

的認識。 



廣州代表處 

  
5月 7日，廣東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聯合舉辦的“2019

粵港澳經濟技術貿易合作交流會”。香港特別

行政區財政司陳茂波司長、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經濟財政司梁維特司長、廣東省政府林積副

秘書長在開幕禮上發表主旨演講，澳門貿易投

資促進局劉關華代主席率澳門企業家代表團

出席交流會。 

5月 9日，本局和雲浮市商務局簽訂了經貿

合作備忘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財政

司司長梁維特、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

政區聯絡辦公室經濟部部長劉斌、本局代主

席劉關華、經濟財政司顧問尉東君，中央人

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經濟

部副部長以及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開發

有限公司副行政總裁等出席簽約活動。廣州

代表處協助與雲浮市商務局有關簽約流程

等工作安排。 

 

  

5月 9-11日，活力澳門推廣週第三十站廣東廣

州站”在廣交會展館舉行。廣州代表處人員參

加了開幕儀式、廣州-深圳-香港-澳門會展推介

洽談會、廣州-澳門青創企業對接洽談會等活

動。同時，廣州代表處也派員於展會期間駐守

澳門館，推介澳門投資環境及本局職能。 

5 月 15 日，本局廣州代表處人員接待了廣

東省節能協會常務副會長孫明遠、廣東經濟

投資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季敏等人。是次對方

來訪目的是為邀請本局成為“2019中國國際

節能、儲能及清潔能源博覽會”的支持單

位，推薦更多的澳門節能環保企業參展，同

時支持展會論壇。 

 

  

5月 24日，廣州代表處副主任拜訪了雲浮市人

民政府駐廣州辦事處，雙方就貿易情況進行交

流，瞭解兩地商家在粵投資情況，本處也藉此

向對方介紹本局及廣州代表處職能，並邀請對

方參與本局組織之會展。 

5 月 27 日，內地代表處顧問及廣州代表處

副主任拜訪了江門市工商業聯合會。雙方就

貿易情況進行交流，本處也藉此同對方介紹

本局及廣州代表處職能，並邀請對方參與本

局組織之會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