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代表處 11月工作總結重點簡介 

於 2019年 11月，各內地代表處相關工作總結如下：  

 杭州代表處：杭州代表處赴上海參加第二屆上海國際進口博覽會，邀請

相關政府機構及客商參加本局主辦的“澳門投資合作論壇-中國與葡語國

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推介”活動，並協助澳門展商與內地客商進行商業對

接； 
 成都代表處：成都代表處受邀參加由成都市人民政府主辦，成都市文廣

旅局承辦的第六屆成都創意設計周-澳門文創館的開幕儀式。澳門城市創

意產業協會在展會中設立澳門館，展出澳門城市文創品牌第一人林子恩

先生的“澳門十二生肖郵票展”；展出澳門文創企業原質東隅與世界八大博

物館官方聯合授權的“追光者——天才梵古築夢文創展”。成都代表處與各

位嘉賓建立聯繫，協助澳門企業在服務區開拓商機，推動兩地深入交流

合作； 

 瀋陽代表處：瀋陽代表處出席遼澳同行座談會，會上瀋陽代表處主任向

遼寧省港澳辦、遼寧省科技廳、遼寧省政協、遼寧省教育廳、遼寧省友

協、遼寧省工商聯、遼寧省環保產業協會等省機構介紹了澳門及葡語國

家投資優勢、澳門中葡平台、會展平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建設中澳門

的優勢作用，推介了澳門及葡語國家重點經貿活動； 

 福州代表處：福州代表處拜訪福建省食品加工協會，並參加由其主辦的

福建食品博覽會及 2019首屆中國海洋食品產業高峰論壇，與多家企業推

介澳門投資環境優勢以及澳門 2020年主要經貿會展活動； 

 廣州代表處：由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和廣東省人民政府舉辦的首屆華僑華

人粵港澳大灣區大會於廣州舉行，內地代表處顧問陪同本局余雨生執行

委員參加大會,與廣東省市各單位領導、海外嘉賓積極交流，介紹本局之

服務職能； 

 武漢代表處：武漢代表處參加“第 19 屆華人華僑創業發展洽談會”。洽

談會期間，武漢代表處獲知湖北省交通投資集團今年擬發展旗下的商業

板塊，依託集團投資的零售體及高速公路服務區附屬的便利超市、餐飲

服務發展商業，武漢代表處向集團負責商業的石峰總經理介紹了澳門三

個中心及中葡平台定位，該司表示願意轉介該集團招商政策給澳門感興

趣的商協會，為雙方合作牽線搭橋。 

 

 

 

 



杭州代表處 

 
 

11月 5日-11日，本局杭州代表處主任赴上

海參加第二屆上海國際進口博覽會，協助邀

請相關政府機構及客商參加本局主辦的“澳

門投資合作論壇-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

服務平台推介”活動，並現場協助澳門展商

與內地客商進行商業對接。 

11月 20-24日，本局杭州代表處主任赴

江蘇常州參加“活力澳門推廣周-江蘇常

州”活動，協助本局參展並協助多家澳門

企業與內地企業進行商業對接，洽談澳

門及葡語國家產品引入內地事宜。 

  

11月 13日，本局杭州代表處主任在杭州參

加第五屆世界浙商大會，與現場各浙江省經

貿機構及協會交流浙澳經貿合作，商討兩地

在會展、葡語國家產品等領域的合作前景。 

11 月 12 日，本局杭州代表處副主任在

杭州參加 2019 港澳台青年企業家杭州

發展論壇活動，期間與現場在杭創業杭

州企業家深入交流，介紹本局服務及澳

門三個中心、中葡平台定位，探討利用

浙澳差異化優勢，深化兩地經貿合作。 

 

 

11月 18日，義烏市商務局陳依然副局長一

行到訪本局杭州代表處，與代表處人員表達

了希望在義烏引進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心

的意願，本局杭州代表處主任詳細介紹了本

局職能及目前內地設立葡語國家食品展示

中心的現狀，雙方就推進展示中心落成進行

了交流。 

11 月 29 日，本局杭州代表處主任攜澳

門葡語國家酒類及食品聯合商會區國洪

顧問到訪義烏國際商貿城進口區及義烏

進口孵化器，與義烏市商務局相關人士

交流，推動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心在義

烏的落地。 



成都代表處 

  
11月 8日，成都代表處受邀參加由成都市人

民政府主辦，成都市文廣旅局承辦的第六屆

成都創意設計周-澳門文創館的開幕儀式。

此外，澳門館還展示了來自澳門的傳統美

食，並舉辦澳門美食品鑒活動。成都代表處

與各位嘉賓建立聯繫，協助澳門企業在服務

區開拓商機，推動兩地深入交流合作。 

11月 11日，成都代表處受邀參加第六屆

成都創意設計周活動：慶祝澳門回歸祖

國 20周年·亞洲設計師論壇。邀請分別來

自澳門、成都和北京的三位知名設計師

分享設計理念及項目合作落地等，成都

代表處主任和副主任與企業負責人建立

聯繫，深入交流推介澳門，協助服務區

企業與澳企開展深度合作，推動澳門文

創產業的發展。 

  
11月 5日，四川省平面設計師協會主任，知

名創意設計師李蛟來訪成都代表處。成都代

表處主任帶領其參觀了位於辦公室內的葡

語國家食品展示中心和商匯館，介紹了代表

處職能，推介了澳門的營商環境和展會展覽

優勢，隨後與其交流了川澳兩地文創產業的

現狀，並會大力協助促進兩地創意設計產業

發展，互動交流合作。 

11月 25日，四川省企業品牌創新促進會

副秘書長錢勇來訪成都代表處。成都代

表處與其進行會談。錢先生表示青白江

自貿區可開展葡語系國家投資項目，成

都代表處主任向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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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邀請其參觀位於辦

公室內的葡語國家產品展示中心。 

 
 

11月 19日，成都市合意食品有限公司總經

理黃金濤來訪成都代表處。成都市合意食

品有限公司坐落於四川成都市新都區食品

之鄉——軍屯食品工業園區。公司於 2016

年 10 月被評為成都市農業產業化市級重

點龍頭企業。公司主營產品合意琥珀核桃

仁、核桃軟糖等產品暢銷全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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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6日，成都懿雯智融企業管理諮

詢有限公司董事長楊淑雯來訪成都代

表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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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瀋陽代表處 

     
11月 1日，遼寧漢邦服務公司到訪瀋陽代表

處，與瀋陽代表處就下一步合作進行洽談溝

通。同時，瀋陽代表處積極宣傳推介葡語國

家展示中心展示之商品，遼寧漢邦服務公司

十分感興趣，希望尋求關於葡語國家產品之

合作商機。 

11月 14日，瀋陽代表處出席遼澳同行座

談會，會上瀋陽代表處主任向遼寧省港

澳辦、遼寧省科技廳等省機構介紹了澳

門及葡語國家投資優勢，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建設中澳門的優勢作用，推介了澳

門及葡語國家重點經貿活動。遼寧省港

澳辦劉主任表示要加強與澳門的交流合

作，利用中葡平台開拓葡語國家市場。 

     

11月 20日，瀋陽代表處主任拜會遼寧神燕

飛機有限公司，瞭解該公司業務發展情況，

介紹澳門及葡語國家投資優勢，推介澳門中

葡平台作用，邀請參加第 25 屆澳門國際貿

易投資展覽會及公務機展。該公司表示希望

透過澳門平台開拓與國際市場的合作。瀋陽

代表處主任將積極推動遼寧神燕飛機公司

赴澳門投資發展。 

11月 26日，瀋陽代表處主任與遼寧省貿

促會龐會長會面。瀋陽代表處主任向遼

寧省貿促會龐會長介紹了澳門及葡語國

家投資情況，澳門作為中葡平台的定

位，邀請參加 2020年澳門及葡語國家重

點展會及經貿活動。遼寧省貿促會表

示，該會對澳門展會活動十分感興趣，

計劃組織代表團參加 2020年澳門的會展

活動。 

  
11月 26日，瀋陽代表處主任出席遼寧省境

外駐遼機構聯誼會。瀋陽代表處主任介紹了

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戰略中的定位，宣傳了

澳門及葡語國家投資優勢，推介了 2020 展

會活動，進一步加強了與遼寧省經貿機構及

海外駐遼機構之交流合作。 

11月 29日，瀋陽代表處主任拜會遼寧省

生態環境廳及遼寧省環保產業協會，宣

傳推介 2020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

及展覽，邀請兩個機構組織代表團參

展、參會。 



福州代表處 

 
 

 

11 月 1 日，福州代表處主任接待澳門經緯

旅游策劃管理有限公司拜訪，向其介紹本局

及代表處主要工作與職能以及澳門營商環

境，與 2020年澳門經貿會展活動。 

11月 4日，福州代表處主任接待中華（澳

門）金融資產交易股份有限公司拜訪，

向其介紹本局及代表處主要工作與職

能，協助瞭解閩澳合作機制與通過代表

處對接相關政府部門及國企。 

      
11 月 6 日，福州代表處主任拜訪福建和其

昌竹業股份有限公司，介紹澳門中葡平台作

用，以及本局與代表處工作與職能，邀請該

企業適時赴澳門及葡語國家開拓商機與市

場。 

11 月 14 日，福州代表處副主任拜訪中

關村文化創意園（福建）運行中心，介

紹介紹本局及代表處工作職能，邀請該

企業適時赴澳門及葡語國家開拓商機與

市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 日，福州代表處副主

任拜訪福建省食品加工協會，並參加由其主

辦的福建食品博覽會及 2019 首屆中國海洋

食品產業高峰論壇，與多家參會企業推介澳

門投資環境優勢以及澳門 2020 年主要經貿

會展活動。 

11 月 29 日，福州代表處副主任參加首

屆中國海洋食品產業高峰論壇，於交流

環節與福建省閩威實業有限公司、中國

水產舟山海洋漁業有限公司等介紹本局

及代表處工作職能，推介澳門投資環境

及葡語國家商貿合作平台的作用。 

 

 

 

 

 

 

 



武漢代表處 

    
11 月 5 日，武漢代表處接待鄂澳大專人士

協會理事長鄭富庭來訪。鄭同學介紹了

11-12月的活動計劃，並瞭解在武漢代表處

及澳門企業實習的同學的情況。武漢代表處

主任希望雙方多多溝通，以協會為橋樑，為

澳門學生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11 月 8 日，武漢代表處邀請葡語系國家

食品及酒類聯合商會（下稱“商會”）、金

沙中國（下稱“金沙”）的駐漢代表來代表

處溝通交流本年的業務發展情況，共同

討論 2020年的活動計劃。 

  

  

11 月 7 日，武漢代表處接獲廣西自治區港

澳辦請求武漢代表處協助聯繫落實該辦 11

月 12日拜訪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事宜。

武漢代表處主任 9 月赴南寧出差期間瞭解

到，廣西自治區港澳辦有意推薦企業與產業

園合作。經過溝通及聯繫，11月 12日，廣

西自治區港澳辦宋海軍副主任一行拜訪了

產業園及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瞭解並對

接了需求。 

11月 17日，受澳門宏葡公司邀請，武漢

代表處主任參加 TOPWINE 精品酒店展-

武漢站的活動。澳門宏葡公司是本次活

動的參展商，此次除了展示葡萄牙紅酒

外，還引進了台灣的果汁到內地市場。

武漢代表處主任建議 18日雙方共同參觀

中百進口超市，拜訪該超市酒類及軟飲

買手，洽談合作機會。 

   

為了推動在武漢設立葡語國家產品展示中

心，協助澳門企業拓展市場，11月 18日，

武漢代表處主任與宏葡公司代表一同拜訪

中百進口超市，向超市酒類及軟飲買手秦小

姐瞭解超市貨品上架流程及財務結算安

排，探討在該超市設立葡語國家食品展示/

銷售區域的可能性。 

11月 21日，武漢代表處主任參加“第 19

屆華人華僑創業發展洽談會”。洽談會期

間，武漢代表處獲知湖北省交通投資集

團今年擬發展旗下的商業板塊，依託集

團投資的零售體及高速公路服務區附屬

的便利超市、餐飲服務發展商業，向集

團負責商業的石峰總經理介紹了澳門作

為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的功能，表示

願意轉介該集團招商政策給澳門感興趣

的商協會，為雙方合作牽線搭橋。 

 



廣州代表處 

  

11月 11-15日，由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和廣東

省人民政府舉辦的首屆華僑華人粵港澳大

灣區大會於廣州舉行，內地代表處顧問陪同

本局余雨生執行委員參加大會歡迎晚宴及

開幕式。與廣東省市各單位領導、海外嘉賓

積極交流，介紹本局之服務職能。 

 

11 月 12 日，余雨生執行委員到本局廣

州代表處了解廣州代表處的工作情況，

與正在實習的就讀內地高校澳門學生交

談，並希望實習生通過本局提供的就讀

內地高校澳生計劃感受大灣區發展，鼓

勵他們創業創新。余雨生執行委員還視

察了廣州代表處辦公室新址，瞭解辦公

室裝修工程進度。 

  

11月 5-10日，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於上海舉行，本局廣州代表處副主任於 11

月1日至7日赴上海與本局同事接洽協助展

會之籌備工作。展會期間還協助“澳門投資

合作論壇-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

台推介”會務工作及擔任司儀，並組織企業

家代表團及內地相關機構參加論壇活動。 

11月 25-29日，澳門金融管理局連同本

局、財政局和澳門銀行工會於上海、天

津舉辦“澳門融資租賃政策及營商環境

推介會”，內地代表處顧問代表於會上介

紹澳門融資租賃相關政策及營商環境，

與各參會嘉賓就加強澳門與內地監管機

構和業界協會在融資租賃領域的合作進

行了交流。 

  

11 月 6 日，本局廣州代表處主任和副主任

拜訪了廣州市聖莎拉化妝品公司，廣州代表

處向該司負責人梁淑娟進行了 2019澳門國

際貿易投資展覽會等展會回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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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9日，廣州市香雪製藥股份有限

公司劉漢順總監助理一行到訪本局廣州

代表處，是次對方來訪目的是為了解有

關在澳門設立公司程序及澳門有關稅務

政策等。廣州代表處人員協助解答有關

在澳門註冊公司問題。廣州代表處將繼

續跟進投資者的投資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