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代表處 8月工作總結重點簡介 

於 2019年 8月，各內地代表處相關工作總結如下：  

 杭州代表處：8月杭州代表處代表本局參加服務區內 1場活動。本局杭州

代表處副主任參加 2019澳杭聯誼會杭州企業家研討會活動，向與會的 20

餘名杭州企業家代表專題推介澳門營商環境及本局職能，重點推介本局

經貿展會及“一站式”服務，與杭州市統戰部人士及企業家交流杭澳經貿合

作；  

 成都代表處：8月成都代表處代表本局參加服務區內 1場活動，當中包括

成都代表處主任受邀出席成都零售商協會第二屆第十一次理事會-品牌創

新賦能商業發展大會。大會中發佈了 2019上半年中國首店經濟及成都首

店研究報告；並由小米等企業創始人進行品牌分享。成都代表處主任與

參會嘉賓建立聯繫，推廣本局、代表處職能及本局關於品牌發展的澳門

國際品牌連鎖加盟展；  

 瀋陽代表處：8 月完成 14 次“送服務上門”，當中包括瀋陽代表處主任出

席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國際綠色發展大會。會上，本局瀋陽代表處主

任與內蒙古自治區貿促會、外事辦公室、生態環境廳、呼和浩特商務局、

呼倫貝爾商務局、興安盟等 10餘個商務機構進行交流合作，邀請有關機

構參加第 24 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及 2020 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

論壇及展覽，推介本澳引展引會激勵計劃，推進內蒙古與澳門及葡語國

家之間的投資合作；  

 福州代表處：8月完成 9次“送服務上門”，包括福州代表處主任送服務上

門，拜訪三行食品公司、雙創園區等機構，重點介紹澳門投資環境、中

葡平台作用，以及澳門主要經貿展會活動，瞭解當地企業拓展市場意向； 

 武漢代表處：8月完成 2次“送服務上門”，當中包括武漢代表處主任和葡

語系國家酒類及食品聯合商會代表一起拜訪了湖北自貿城。武漢代表處

主任向該公司秦總介紹了澳門“一個平台，三個中心”的作用，探討在自貿

城開辟葡語國家產品展示中心的可能性。自貿城運營總監向懷希先生介

紹了自貿城的運營情況及設展示展銷區的政策，歡迎葡語國家產品能在

自貿城展示銷售；  

 廣州代表處：廣州代表處協助本局於“廣東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博

覽會”設置 396 平方米的「澳門館」，內設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心、粵港

澳大灣區商務區以及廣州代表處區域。廣州代表處協助展會前期溝通安

排，包括協調葡語國家食品運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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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廣州代表處展位，介紹本局服務及廣州

代表處職能等工作。 

 



杭州代表處 

  

8 月 9 日，杭州代表處攜澳門國際銀行杭州分行

代表到訪浙江省港澳辦，受到姚國文副主任接

待，杭州代表處主任詳細介紹了澳門三個中心、

中葡平台及本局職能，澳門國際銀行代表詳細介

紹了其成立背景及規劃，雙方期待未來在杭澳經

貿交流方面進行深入合作。 

 

8 月 10 日，杭州代表處副主任參加 2019

澳杭聯誼會杭州企業家研討會活動，向與

會的 20 餘名杭州企業家代表專題推介澳

門營商環境及本局職能，重點推介本局經

貿展會及“一站式”服務，與杭州市統戰部

人士及企業家交流杭澳經貿合作。 

  

8 月 10 日，杭州代表處副主任參加 2019 澳杭聯

誼會考察活動，到訪創業慧康股份有限公司，了

解該公司在智慧醫療領域打造的強大互聯網共享

體系，與相關人士交流杭澳在醫療、大健康領域

的合作機遇。 

8月 14日，綠地控股集團閻冀君總監向本

局杭州代表處人員介紹了綠地杭州灣產業

聚集區項目，杭州代表處主任詳細介紹了

澳門三個中心、中葡平台及本局職能及本

局在澳主辦的各類經貿活動，雙方交換資

訊，並將探索促成杭澳間企業合作。 

 

  

8月 16日，上海 Gichy會展公司沈靜總經理與本

局人員就關於協助杭州代表處服務區域內機構參

加 2019 年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展位搭建事

宜進行了交流，雙方交換資訊，期待在滬澳兩地

會展領域加深合作。 

                 

8月 28日，杭州開潤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李

穎經理到訪杭州代表處，杭州代表處副主

任詳細介紹了澳門三個中心、中葡平台及

本局職能及本局在澳主辦的各類經貿活

動，特別介紹了本局協助推動葡語國家產

品進入內地市場，雙方就通過電商渠道加

強葡語國家產品在內地的推廣進行了詳細

交流。 



成都代表處 

  
8月 5日下午，成都華豪商貿有限公司銷售經

理王華來訪成都代表處，瞭解澳門及葡語國

家食品商貿資訊。成都代表處主任向其介紹

了成都代表處職能、澳門營商環境，邀請其

參觀位於代表處內的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

心，介紹了葡語國家主要食品。同時亦推介

了本局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助其更多

參與兩地食品經貿合作交流。 

 

8月 13日，成都代表處主任送服務上門，

拜訪成都華澳展覽有限公司。華澳公關部

秦麗介紹該公司展覽業務涉及孕嬰童產

品、石油、公共交通、農業等領域，與政

府主管部門、行業協會和貿易組織以及各

大媒體等單位建立了良好的緊密合作關

係。成都代表處主任向該公司介紹了本局

重要展會以及赴澳辦展辦會的優惠政

策，並邀請其參加本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

展覽會作更多行業交流，促進會展合作。 

 

  

8 月 16 日，成都代表處主任送服務上門，拜

訪成都橙意機構。橙意機構主要為企業品牌

及專案量身定做互聯網行銷及傳播解決方

案，為客戶提供文案設計和內容創造、數字

行銷策略。成都代表處主任向該公司介紹了

本局重要展會以及赴澳辦展辦會的優惠政

策，希望通過該公司向合作企業推廣本局展

會，同時邀請其參加本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

展覽會做更多行業交流，促進會展合作。 

 

8月 19日，澳門新海龍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長余海龍來訪成都代表處。主要為了解本

局之相關服務以及西南地區合作資源。成

都代表處主任向其介紹了本局及代表處

職能，推廣本局重要展會及在澳辦展參會

優惠政策，同時亦介紹了西南地區商貿環

境，將協助其在本服務區內經貿交流合

作。 

  

8 月 23 日，成都代表處主任受邀出席成都零

售商協會第二屆第十一次理事會-品牌創新賦

能商業發展大會。大會中發佈了 2019上半年

中國首店經濟及成都首店研究報告；並由小

米等企業創始人進行品牌分享。成都代表處

主任與參會嘉賓建立聯繫，推廣本局、代表

處職能及本局關於品牌發展的澳門國際品牌

連鎖加盟展。 

8月 26日上午，成都代表處主任送服務上

門，拜訪成都星獅地產大合倉·星商界。成

都代表處主任向該公司介紹了本局重要

展會以及赴澳辦展辦會的優惠政策，希望

通過該公司向合作企業推廣本局展會，同

時邀請其參加本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

覽會作更多行業交流，促進會展合作。 



瀋陽代表處 

  

8月 7日，瀋陽代表處主任與遼寧省僑園雜

誌社及瀋陽市商務局會面。瀋陽代表處主任

重點介紹了本局及代表處的工作職能及服

務區域，介紹了澳門及葡語國家投資優勢及

本局引展引會激勵計劃，將重點協助僑園雜

誌在澳門舉辦畫展。石社長表示，願意利用

僑園雜誌的平台，推動遼寧企業開拓澳門及

葡語國家市場。瀋陽代表處將積極推進有關

畫展在澳門舉辦。 

8 月 26 日，瀋陽代表處主任出席內蒙古自

治區呼倫貝爾國際綠色發展大會。會上，

本局瀋陽代表處主任與內蒙古自治區貿促

會、外事辦公室、生態環境廳、呼和浩特

商務局、呼倫貝爾商務局、興安盟等 10餘

個商務機構進行交流合作，邀請有關機構

參加第 24 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及

2020 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

推介本澳引展引會激勵計劃，推進內蒙古

與澳門及葡語國家之間的投資合作。 

 

  

8月 26日，瀋陽代表處主任與奧地利中歐發

展促進會史蒂芬主席會面。並向其介紹了本

局及瀋陽代表處服務職能，推介了澳門及葡

語國家投資商機，宣傳本澳舉辦的澳門國際

貿易投資展覽會、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

壇及展覽及葡語國家重點經貿活動，邀請該

會組織代表團參加澳門展會。史蒂芬主席表

示對澳門十分感興趣，有機會組團參加澳門

或葡語國家經貿活動。 

 

8月 26日，瀋陽代表處主任與內蒙古浩澤

環保公司會面，了解該公司環保業務發展

情況及經營的環保產品、服務，跟進該公

司參加 2019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

展覽的成果，介紹澳門及葡語國家營商優

勢，邀請該公司繼續參加 2020澳門國際環

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建議該公司在澳

門投資，藉助澳門平台拓展國際市場。 

  

8月 26日，瀋陽代表處主任與內蒙古民族

商會會面，邀請該商會組織代表團參加澳

門及葡語國家經貿活動，推動民族商品走

出去。該會表示，有興趣組團參加第 24屆

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 

8月 26日，瀋陽代表處主任與內蒙古生態

環境協會溫會長會面。了解內蒙古地區環

保產業發展及環保企業走出去的需求，介

紹澳門及葡語國家投資優勢，並邀請參加

2020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 



福州代表處 

  

8月 2日，福州代表處主任出席澳門中葡電子

商會、澳門電子金融產業貿易促進會與古田縣

政府開展戰略合作協議簽約儀式。 

8 月 2 日，福州代表處主任隨同福建省外辦，以

及澳門新大陸萬博科技、易享科技等澳門企業赴

古田考察晟農菇業、三行食品公司、雙創園區等

企業及相關機構，瞭解企業文化及市場拓展情

況。 

 

  

8 月 12-14 日，福州代表處主任協助福建省商

務廳及三明市 8 人赴澳門開展 2019 年閩澳合

作第 24 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等經貿活

動，以及拜訪澳門新大陸萬博公司、澳門貿促

局、漳州同鄉會、三明同鄉會，及澳門國際環

保產業聯盟。 

 

8月 20日，福州代表處主任接待福州春堂裏袖醫

藥公司負責人拜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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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3日，福州代表處主任協助福建省商務廳

幹訓中心及葡語國家團組赴漳州水仙藥業、漳

州東榮工貿有限公司參訪，了解該企業在莫桑

比克發展情況，交流相關經驗。 

8月 27日，福州代表處副主任送服務上門，拜訪

福州市投促局招商辦，重點介紹本局及代表處主

要工作與職能及澳門中葡平台作用，瞭解該機構

招商政策及福建省境内及境外企業投資情況。 

  



武漢代表處 

  

8月 1日上午，武漢代表處接待武漢銀號資本

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來訪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

心-武漢站。武漢代表處主任向其介紹武漢代

表處內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心的設立過程及

展示中心各葡語國家代表性的食品。該公司擬

投資成立新零售分公司，此次拜訪擬多了解葡

語國家產品，以便以後開展合作，拜訪期間該

公司代表掃描了各種產品的二維碼，了解供應

商背景。 

 

8月 2日上午，武漢代表處主任陪同商會代表

上門拜訪。武漢代表處主任向該公司秦總介紹

了澳門“一個平台，三個中心”的作用，希望能

通過該公司與商會的合作，藉助公司在湖北乃

至全國的銷售網絡銷售葡語國家優質產品。秦

總表示對腰果、咖啡等感興趣，提出日後參觀

設在武漢代表處內的葡語國家產品展示中

心，多了解葡語國家產品。 

  

8月 2日下午，武漢代表處主任和葡語系國家

酒類及食品聯合商會代表一起拜訪了湖北自

貿城。武漢代表處主任向該公司秦總介紹了澳

門“一個平台，三個中心”的作用，探討在自貿

城開辟葡語國家產品展示中心的可能性。 

8月 26日，武漢代表處主任赴鄂州市參加了鄂

州市物流業發展溝通會。該市以順豐通用機場

為支點，已吸引唯品會、京東、蘇寧易購等多

家互聯網零售企業設立備貨倉。以此為基礎，

鄂州市擬在 5年內，以華中貨倉的定位，發展

物流中心，會上，鄂州發佈了一批招商引資的

重點項目。 

 

  

8月 29日，武漢代表處接待了武漢國富拓供應

鏈管理有限公司來訪，武漢代表處主任介紹了

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心內的食品及“中國-葡語

國家經貿合作及人才信息網”，邀請該公司參

加 10 月份在澳舉辦的“2019 葡語國家產品及

服務展”。 

8 月 31 日，武漢代表處主任參加了武漢中

醫藥協會舉辦的“健康一夏-中醫艾灸行”活

動，拜訪了武漢國醫堂，介紹了澳門經濟多

元化，發展中醫藥產業及粵澳中醫藥科技產

業園的背景情況，邀請企業負責人到澳參加

“2019中國（澳門）傳統醫藥國際合作論壇”。 



廣州代表處 

  

8月 8日下午，廣州代表處副主任拜訪廣東省

貿促會，受到了李棟部長等人的接待。廣東省

貿促會李棟部長介紹了省貿促會今年的活動

計劃，廣州代表處亦向對方介紹了本局下半年

的活動計劃及宣傳第 24 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

展覽會。並表示希望能夠加強雙方交流合作，

繼續加強本局與廣東省貿促會溝通聯繫。 

 

8月 14日上午,廣州代表處副主任拜訪廣州

市越秀區酒類行業協會，廣州代表處向該協

會詳細介紹第 24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

會相關情況並希望對方可以協助發動會員

企業參加活動。廣州代表處會繼續與對方保

持密切聯繫，跟進企業參會意向。 

  

8月 15日，廣州代表處接待了珠海市商務局以

及珠光集團一行 5人，是次對方來訪的目的是

參觀廣州代表處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心，希望

借鑒本局葡語國家展示中心，在珠海設立葡語

國家食品展銷中心。廣州代表處會繼續與對方

保持密切聯繫，跟進有關情況並提供相應的協

助。 

8 月 16 日下午，廣州代表處副主任拜訪廣

州市跨境電商行業協會，廣州代表處向該協

會詳細介紹第 24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

會相關情況並希望對方可以協助發動會員

企業參加活動。廣州代表處會繼續與對方保

持密切聯繫，跟進企業參會意向。 

  

8月 16日下午，廣州代表處副主任拜訪了粵港

澳青創灣，粵港澳青創灣負責人周王安向廣州

代表處介紹了粵港澳青創灣發展情況以及目

前進駐企業情況。廣州代表處會繼續加強與粵

港澳青創灣交流互動，為澳門企業提供更多的

協助。 

8月 23-26日，，廣州代表處協助本局於“廣

東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博覽會”設置

396平方米的「澳門館」，「澳門館」內劃分

多個主題區域，內設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

心、粵港澳大灣區商務區以及廣州代表處區

域。廣州代表處協助展會前期溝通安排，包

括協調葡語國家食品運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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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館以及廣州代表處展位，介紹本局服務及

廣州代表處職能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