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代表處 12月工作總結重點簡介 

於 2019年 12月，各內地代表處相關工作總結如下：  

 杭州代表處：杭州代表處主任在杭州參加浙江省商貿業聯合會二屆四次理

事會活動，期間與現場浙江商貿業界企業家深入交流，介紹本局服務及澳

門三個中心、中葡平台定位，探討深化兩地經貿合作； 

 成都代表處：成都代表處主任受邀參加第四屆中國西部財經論壇暨 2019四

川高質量發展峰會，成都代表處主任與各與會嘉賓建立聯繫，介紹成都代

表處職能，澳門營商環境和展會優惠政策； 

 瀋陽代表處：瀋陽代表處主任陪同澳門公務員代表團拜會遼寧省政務服務

中心及遼寧省營商環境局，了解遼寧省商務、旅遊、文化、民政等領域各

項政務審批的流程及提供的一站式服務。同時，陪同代表團與遼寧省營商

環境局座談交流。瀋陽代表處主任介紹了遼澳近幾年合作的亮點，本局及

瀋陽代表處的服務職能； 

 福州代表處：福州代表處在 12月完成 8次上門拜訪。另外，福州代表處副

主任參加首屆福建消費品採購會暨商圈（步行街）博覽會，與現場參展協

會及企業介紹本局及代表處工作職能，澳門投資環境與 2020年澳門經貿會

展活動； 

 廣州代表處：12月廣州代表處代表本局參加服務區內 5場活動。其中，本

局與廣東省商務廳攜手合作，組織一行 35人之澳門企業家代表團赴廣東省

肇慶市、雲浮市進行商務考察及交流，藉此瞭解粵港澳大灣區周邊城市營

商環境和發展機遇，同時亦對外推廣澳門作為中葡平台以及新興產業的發

展優勢，共同開拓商機。內地代表處顧問參加是次考察活動並宣傳推廣本

局職能及廣州代表處之服務； 

 武漢代表處：武漢代表處拜訪了武漢市商務局，與翟玉峰副局長見面。翟

局長介紹了武漢市 2019年的經濟工作情況，希望更多的澳門企業來武漢開

拓市場及投資興業。武漢代表處主任介紹了武漢代表處 2019 年的工作及

2020年本局的重要活動，希望繼續得到港澳辦的支持。武漢代表處主任還

請商務局提供在澳投資的武漢企業的名單，以便代表處後續走訪，提供服

務。 

 

 

 

 

 

 



杭州代表處 

      
12 月 5 日，杭州市貿促會會長王國珍一行到

訪本局杭州代表處，本局杭州代表處主任詳

細介紹了本局職能及主辦的經貿活動情

況，重點介紹了澳門中葡平台定位，杭州市

貿促會初步決定組團參加 2020 年澳門國際

貿易投資展覽會(MIF)。 

12月 10日，南京奇藝發光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總經理黃紫峰到訪本局杭州代表

處，向代表處人員詳細介紹了該公司的

稀土發光材料技術，本局杭州代表處主

任詳細介紹了本局職能，雙方就澳門與

其在該領域的合作機遇進行了深入交

流。 

      
             

12 月 18 日，江蘇省無錫市港澳事務辦公室

張睿副主任一行到訪本局杭州代表處，本局

杭州代表處主任詳細介紹了本局職能及主

辦的經貿活動情況，雙方探討了 2020 年在

會展及葡語國家飾品領域的合作機遇。 

12月 19日，本局杭州代表處主任在杭州

參加浙江省商貿業聯合會二屆四次理事

會活動，期間與現場浙江商貿業界企業

家深入交流，介紹本局服務及澳門三個

中心、中葡平台定位，探討深化兩地經

貿合作。 

      
12 月 19 日，浙江青創院副院長倪華鋒到訪

本局杭州代表處，向杭州代表處人員介紹其

組織的企業家澳門訪問計劃，本局杭州代表

處主任詳細介紹了本局舉辦的經貿活動，雙

方深入交流了浙澳在會展、金融等領域的合

作機遇。 

12月 24日，浙江國貿雲商控股有限公司

暢銷天下事業部運營總監徐鈞一行到訪

本局杭州代表處，向代表處人員詳細介

紹了其即將上線的國際貿易服務平台及

境外展廳計劃，本局杭州代表處主任詳

細介紹了澳門三個中心、中葡平台定位

及本局職能，雙方就葡語國家產品的跨

境貿易合作進行了深入探討。 

 



成都代表處 

 
 

1、  12 月 2 日，大竹縣欣程農業開發有

限公司銷售總監張秀蓮來訪成都代表處。

大竹縣欣程農業開發有限公司是以桃為主

要原料的現代果醋生產企業，其開發的旅

遊特色商品“桃花醋”，年產量桃園核心

園區打造富含桃文化的觀光休閒旅遊區。

成都代表處主任邀請其參觀位於辦公室內

的葡語國家產品展示中心，並向該公司介

紹了澳門的營商環境以及本局的重要展會

以及赴澳辦展辦會的優惠政策。 

12 月 9日，四川宗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業

務部經理路勇先生來訪成都代表處。四川

宗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主要業務範圍包括

展覽展示設計製作、品牌推廣等，與外資

企業形成了良好的合作關係。成都代表處

主任邀請其參觀位於辦公室內的葡語國家

產品展示中心，並向該公司介紹了澳門的

營商環境以及本局的重要展會以及赴澳辦

展辦會的優惠政策。 

 

  
12 月 13 日，成都科華明宇豪雅酒店副總

經理向勇先生來訪成都代表處。成都科華

明宇豪雅酒店是明宇集團旗下設計建造的

高星級酒店。本次來訪主要想瞭解澳門及

葡語國家的營商環境等相關情況。主任介

紹了代表處職能，推介了澳門營商環境和

展會政策希望多加聯繫，協助其開拓商機。 

12 月 18 日，成都代表處主任受邀參加第

四屆中國西部財經論壇暨 2019 四川高質

量發展峰會，作為 2019天府金融論壇專業

論壇之一，此次論壇希望助推四川經濟高

質量發展。成都代表處主任與各與會嘉賓

建立聯繫，介紹成都代表處職能和推介澳

門營商環境和展會優惠政策。 

 

  
12 月 24 日，成都新朝陽作物科學公司有

機植保事業部部長王建磊先生來訪成都代

表處。與國內外二十多所高校合作開展科

研專案合作，技術成果卓越。本次來訪主

要想瞭解澳門及葡語國家的營商環境等相

關情況。主任介紹了代表處職能，推介了

澳門營商環境和展會政策希望多加聯繫，

協助其開拓商機。 

12 月 27 日，成都代表處主任受邀參加慶

祝成都解放 70周年座談會。成都市人大常

委會原副主任呂啟明、成都高新區管委會

原巡視員王琳、四川省學聯主席、四川大

學研究生會主席雷偉等參會代表進行了發

言。成都代表處主任參加會議並與會議嘉

賓建立聯繫，推介代表處職能，澳門營商

環境和展會政策，並邀請相關單位到訪代

表處參觀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心。 



瀋陽代表處 

       

12 月 9日，瀋陽代表處主任陪同澳門公務

員代表團拜會遼寧省政務服務中心及遼寧

省營商環境局，了解遼寧省各項領域政務

審批的流程及提供的一站式服務。吳主任

介紹了遼寧省經濟發展情況及對境外投資

企業在遼投資提供的服務。瀋陽代表處主

任介紹了遼澳近幾年合作的亮點，本局及

瀋陽代表處的服務職能。 

12 月 12 日，瀋陽代表處接待了精通電力

集團（世投融資租賃有限公司）的到訪，

該公司在海內外從事電力熱力生產供應、

電力工程承包、太陽能光伏發電等工程項

目，就在澳門設立融資租賃公司進行諮

詢。同時，瀋陽代表處介紹葡語國家產品

展示中心展示之產品。 

      
       

12 月 16 日，瀋陽代表處主任拜會大連市

外事辦公室，雙方就 2020年合作事項進行

洽談交流，圍繞重點利用澳門中葡平台及

會展平台推動澳門及葡語國家與大連交流

合作達成共識。大連市外事辦公室計劃組

織代表團參加 2020 MIECF，希望藉助中

葡平台推動大連與葡語國家投資合作。 

12 月 16 日，瀋陽代表處主任拜會大連市

跨境商品展示中心，瞭解展示中心的運營

情況、政策優勢及適合本澳企業投資合作

的領域。同時，瀋陽代表處主任拜會越洋

物語公司，該公司希望與澳門企業開展進

出口業務，引進澳門及葡語國家產品，並

將公司產品銷往海外。 

             

12 月 17 日，瀋陽代表處主任出席澳門回

歸 20週年版畫展，活動上與遼寧省港澳事

務辦公室劉主任、遼寧省政協、瀋陽市文

化旅遊委等機構洽談交流，探討對澳門下

一步工作籌劃。 

12 月 20 日，瀋陽代表處與遼寧省外事辦

公室、遼寧省營商環境局、遼寧省出入境

管理局、遼寧省友協等機構會面。瀋陽代

表處主任介紹了近幾年代表處的工作亮

點，感謝各機構對本局及瀋陽代表處工作

的支持，並重點就 2020年合作事項進行洽

談交流並希望透過澳門中葡平台推動澳門

及葡語國家與遼寧省交流合作。 



福州代表處 

  
12 月 12日，福州代表處副主任參加首屆福

建消費品採購會暨商圈（步行街）博覽會，

與現場參展協會、企業重點介紹本局及代表

處工作職能，推介澳門投資環境與 2020 年

澳門經貿會展活動。 

12 月 12 日，福州代表處主任參加葡萄

牙經貿交流會，在會中介紹本局與代表

處工作與職能，就葡國所提供的採購需

求重點推介中葡平台的作用，並跟進其

在中國内陸及葡語國家辦事處的業務發

展情況。 

  
12 月 5日，福州代表處主任上門拜訪，拜訪

福建榕佳宴食品有限責任公司，介紹本局與

代表處工作與職能，協助瞭解進駐澳門市場

所需流程，並邀請其參加澳門 2020 年主要

經貿會展活動。 

12月 5日，福州代表處主任上門拜訪，

拜訪福建中正藥業集團有限公司，介紹

本局及代表處工作職能，介紹澳門 2020

年主要經貿會展活動，邀請該企業適時

赴澳門及葡語國家開拓商機與市場。 

 
 

12 月 12日，福州代表處主任上門拜訪福建

省戈雅石業有限公司，介紹本局及代表處工

作職能，瞭解該企在歐美的業務發展情況，

並邀請其適時赴澳門及葡語國家開拓商機

與市場。 

12月 3日，福州代表處主任接待湖南省

商務廳拜訪，向其介紹本局及代表處主

要工作與職能，與 2020年澳門經貿會展

活動，對接雙方 2020年工作計劃與合作

方向。 

 

 

 

 

 

 

 

 



廣州代表處 

            
12 月 3-5日，本局與廣東省商務廳合作組

織一行 35 人之澳門企業家代表團赴廣東

省肇慶市、雲浮市進行交流，藉此瞭解粵

港澳大灣區周邊城市營商環境和發展機

遇，同時亦對外推廣澳門作為中葡平台以

及新興產業的發展優勢，共同開拓商機。

內地代表處顧問參加是次活動並協助本

局舉辦“澳門-雲浮企業家商機對接會”，與

雲澳兩地企業進行互動交流，宣傳推廣本

局職能及代表處之服務。 

12 月 6日，第二屆南沙青年粵澳合作葡韻

嘉年華活動於廣州南沙舉行，本局廣州代

表處副主任參加是次活動，活動期間參觀

了“創匯谷”粵港澳青年文創社區和葡語

係國家商品展銷暨青年跨境電商創業孵

化綜合服務平台，與各活動嘉賓積極交

流，推介本局之服務職能。 

           
        

12 月 6日，本局廣州代表處副主任拜訪了

佛山市工商聯合會，受到了余秘書長及經

貿部楊女士的接待。廣州代表處向對方進

行了 2019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

回訪，瞭解參展企業在參加是次 MIF後的

成效及反饋，並推介澳門之投資營商環境

及葡語國家之投資優勢，廣州代表處將進

一步加強雙方聯繫溝通。 

12 月 6日，本局廣州代表處副主任拜訪了

易享科技網絡有限公司，受到了該司總經

理楊誠一行接待。楊總經理向廣州代表處

介紹了該司的經營和發展情況，本局向對

方介紹了本局之服務職能。 

                   

12 月 11 日，本局廣州代表處主任、副主

任拜訪了澳門華人銀行廣州代表處，受到

了首席代表鐘山的接待。鐘代表歡迎廣州

代表處的到訪，對澳門華人銀行廣州代表

處的發展情況和服務進行了介紹，廣州代

表處向對方推廣了本局之服務職能，雙方

表示日後將進一步加強互動聯繫。 

12 月 30 日，由廣州市發展和改革委員

會、廣州市番禺區人民政府舉辦的廣州南

站商務區投資發展推介活動於廣州舉

行，本局參加是次活動，與各與會嘉賓就

大灣區新興產業全面合作、推介優質招商

資源方面展開交流，互換意見，並宣傳澳

門之營商環境，介紹本局之服務職能。 

 

 

 



武漢代表處 

          
12 月 9 日，武漢代表處主任與葡語國家

食品及紅酒聯合商會代表一同拜訪華夏

幸福南方公司，了解武漢長江中心項

目，探討在該中心設立葡語國家食品展

示/銷售區域的可能性。 

12 月 10日，武漢代表處主任、副主任拜

訪了武漢市港澳事務辦公室，雷主任介紹

了市港澳辦 2019年的工作，感謝武漢代

表處對漢澳各方面交流起到了橋樑作

用，協助本地的澳門企業與政府各機構間

的聯繫。武漢代表處主任介紹了武漢代表

處2019年的工作及2020年本局的重要活

動，希望繼續得到港澳辦的支持。 

           

12月 19日，受武漢海外聯誼會邀請，武

漢代表處主任參加該會主辦的“回歸二

十載 同心更美好”活動。與澳漢聯誼會

代表、當地澳企代表、在漢就讀的部分

學生代表及香港、台灣駐漢協會代表共

同學習澳門回歸 20周年的成就，並進行

了餐敘。 

12 月 20日晚，武漢代表處主任參加武漢

香港商會成立 9周年晚會。晚會期間，武

漢代表處向新任的湖北省貿促會章笑梅

主任、湖北省商務廳胡中海副廳長匯報了

武漢代表處2019年的工作及2020年本局

的重要活動。 

            
12月 20日，武漢代表處受邀參加湖北省

政府主辦的“楚商大會”及“楚商一帶

一路交流合作論壇”，與部分湖北企業

家代表建立了聯繫，收集了楚商海外項

目及優秀楚商名單。 

12 月 17日，武漢代表處主任、副主任聽

取黃石市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黃偉主任

介紹黃石的營商環境及重點發展企業，希

望未來在有色金屬冶煉、“勁酒”大健康

及工業遺址特色旅遊產業等方面有貿易

及投資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