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代表處 10月工作總結重點簡介 

於 2019年 10月，各內地代表處相關工作總結如下：  

 杭州代表處：杭州代表處參加第二十一屆中國杭州西湖國際博覽會暨第

四屆世界休閒博覽會，與參展參會嘉賓介紹本局職能，交流浙澳經貿合

作機遇。與參展之澳門企業商討加強聯繫，促進澳門企業在杭州之發展；  

 成都代表處：成都代表處出席由澳門供應商聯合會主辦的“澳門工商界四

川商業配對採購團答謝晚宴暨簽約儀式”。澳門供應商聯合會理事長李傑

興致辭表示，通過農產品供銷合作洽談會，及現場商業配對，最終促成

澳川共二十四家企業簽署合作協議。成都代表處副主任與來訪嘉賓建立

聯繫，宣傳本局職能，推動川澳雙方在農產品領域的深入合作；  

 瀋陽代表處：瀋陽代表處主任與遼寧省外事辦公室及大連市外事辦公室

會面，與兩個合作機構圍繞未來合作事項進行了深入洽談交流。瀋陽代

表處主任介紹了2019年及2020年澳門及葡語國家重點展會及經貿活動，

介紹了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的新的定位，邀請兩個機構組團參與澳門

及葡語國家經貿活動；  

 福州代表處：福州代表處在 10 月完成 13 次上門拜訪，包括福州代表處

接待日資企業福建省海山兄弟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拜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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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葡語國家經貿情況； 

 廣州代表處：10月廣州代表處代表本局參加服務區內 7場活動，包括由

本局與珠海市商務局共同承辦的“2019 澳珠企業家峰會”，峰會主題為

“攜手發展新興產業，同心共築灣區夢想”，內地代表處顧問及廣州代

表處兩名副主任協助前期有關溝通工作，參加歡迎晚宴，並於活動當天

參加峰會及考察活動，與相關參會機構、企業代表交流互動； 

 武漢代表處：武漢代表處主任參加湖北省政協“港澳台僑企業高質量發

展月度座談會”，聽取了在湖北省營商的港台僑企業代表的發言，瞭解

省相關部門對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的舉措。會議期間，主任與湖北省領

導進行了交流，宣傳了本局明年的展會活動安排，邀請組團參展參會。 

 

 

 

 

 

 



杭州代表處 

  

10月 15日-19日，杭州代表處主任赴澳門

參加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協

助服務區域內上海、江蘇、山東等代表團

參展參會，並於期間參加“第九屆江蘇-澳門

-葡語國家高峰論壇”等活動，現場協助企業

進行商業配對。 

10 月 27 日，杭州代表處主任參加浙江省國

際商會第六屆會員代表大會，與現場各浙江

省經貿機構及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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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7-18 日，杭州代表處副主任參加第

二十一屆中國杭州西湖國際博覽會暨第四

節世界休閒博覽會，與參展參會嘉賓介紹

本局職能，交流浙澳經貿合作機遇。與參

展之澳門企業商討加強聯繫，促進澳門企

業在杭州之發展。 

10 月 25 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浙江聯

絡處主任廖鳳嫻一行到訪杭州代表處進行交

流，探討浙江與港澳合作機遇及加強聯絡，

開展港澳聯動機制，進行優勢互補，推動加

深浙港澳經貿合作。 

  

10月 31日，杭州代表處共招聘 6名澳門在

內地學生分別赴上海寶龍實業發展（集團）

有限公司、宏葡（上海）貿易有限公司、

大豐銀行及澳門國際銀行杭州分行進行實

習，學習並協助開展市場營銷、財務等工

作。 

 

10-11月，杭州代表處招聘 2名實習生在辦公

室實習，協助代表處進行經貿諮詢查詢、文

檔整理、名片資訊錄入等工作。 



成都代表處 

  
10月 1日，成都代表處主任受邀參加成都市

天府廣場隆重舉行的四川省慶祝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升國旗儀式。成都代表

處主任出席活動並與參會嘉賓建立聯繫，推

廣代表處職能、本局重要展會以及赴澳開展

投資營商活動的優惠政策。 

 

10 月 11日，成都代表處主任及副主任

參加四川省供銷合作總社-澳門供應商

聯合會名優農產品採購洽談會並參觀

四川優質農產品展示中心。會後，成都

代表處主任及副主任與各嘉賓建立聯

繫，協助澳企業開拓商機，推動澳企業

與川深入合作。 

 

  
10月 11日， 由葉紹文會長帶領的澳門工商

界四川商業配對採購團來訪成都代表處，成

都代表處主任及副主任帶領該團參觀了位

於辦公室內的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心及葡

國產品資訊，並介紹了成都代表處職能，推

廣了西南片區的經貿訊息。成都代表處主任

及副主任與來訪嘉賓建立聯繫，宣傳本局職

能，協助開拓商機，推動合作。 

10月 12日，澳門供應商聯合會主辦的

“澳門工商界四川商業配對採購團答謝

晚宴暨簽約儀式”舉行。澳門供應商聯

合會理事長李傑興致辭表示，通過農產

品供銷合作洽談會，及現場商業配對，

最終促成澳川共廿四家企業簽署合作

協議。成都代表處副主任與來訪嘉賓建

立聯繫，推動川澳雙方在農產品領域的

深入合作。 

  

10 月 29 日，中華（澳門）金融資產交易股

份有限公司的助理總經理范家文來訪成都

代表處進行會談。與會期間，范家文先生詳

細介紹了公司的基本情況以及主要的業務

發展，且與四川成都雙流區人民政府、金融

管理局及相關國企均有洽談，並表示希望能

和辦事處密切聯繫，緊密合作。成都代表處

主任亦向其介紹了代表處職能及服務區經

貿及金融資訊，並表示會協助與在服務區的

金融機構交流合作。 

10月 17-19日，成都代表處組織代表團

赴澳門參加第二十四屆澳門國際貿易

投資展覽會（MIF）及葡語國家產品及

服務展（PLPEX）。隨同本局余雨生執

行委員會見青海省商務廳耿洪洲副廳

長，交流青海省與澳門經貿合作。隨同

本局翟慧珊經理與雲南省商務廳鄧小

麗處長會面，交流雲南省與澳門經貿合

作。出席投資雲南專題招商推介會及陪

同代表團參加簽約儀式。 



瀋陽代表處 

  
10月 15-20日，瀋陽代表處主任組織服務區

內代表團合計 240 多人參加第二十四屆澳

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展會期間，

瀋陽代表處安排經貿機構與本局進行 5 場

會見洽談；安排參展參會企業進行近 40 次

商業洽談，簽署 3項合作協議。包括河北省

中醫藥學院與澳門科技大學簽署合作協

議；瀋陽馨迎健康用品有限公司與澳門至尊

會簽署健康用品合作協議。 

10月 17日，瀋陽代表處主任與澳門瀋陽市

政協委員劉委員、芳香世家（澳門）香薰

公司等人會面。瀋陽代表處主任表示，希

望能夠協助澳門企業在瀋陽市發展投資合

作及經貿交流。芳香世家（澳門）香薰公

司希望瀋陽代表處介紹東北地區合作夥

伴，將產品打入東北地區市場。瀋陽代表

處將根據企業合作意願及項目進展提供協

助。 

 

  

10月 17日，瀋陽代表處主任陪同遼寧省外

事辦公室葉副主任拜會本局余雨生執行委

員。本局余雨生執行委員介紹了 MIF 的亮

點，澳門及葡語國家優勢，介紹了澳門及葡

語國家重點經貿活動，表示希望加強遼寧省

與澳門在會展及經貿、投資等方面的合作。 

10月 18日，瀋陽代表處主任陪同吉林省商

務廳王立群副廳長拜會本局余雨生執行委

員。吉林省商務廳王立群副廳長介紹了吉

林省經濟發展情況及經貿投資優勢，表示

吉林省在未來希望加強與澳門在會展及中

醫藥領域的交流合作，希望在未來申請成

為MIF之夥伴省。 

  

10 月 19 日，瀋陽代表處主任與瀋陽中居

智慧公司陳董事長、吉林省八吉美術公司

會面。瀋陽代表處主任分別與 2 個機構就

環保、文化創意等合作項目進行深入洽談

交流，瀋陽中居智慧公司希望將產品打入

澳門市場，並與澳門民族醫藥協會達成了

初步合作。瀋陽代表處將提供相關協助。 

10月 22日，瀋陽代表處主任與遼寧省外

事辦公室及大連市外事辦公室圍繞未來

合作事項進行了深入洽談交流。瀋陽代表

處主任介紹了 2019年及 2020年澳門及葡

語國家重點展會及經貿活動，介紹了澳門

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的新的定位，邀請兩個

機構組團參與澳門及葡語國家經貿活動。 



福州代表處 

  

10 月 10 日，福州代表處接待日資企業

福建省海山兄弟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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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葡語國家經貿

情況。 

10 月 14 日，福州代表處主任協助福建省

商務廳幹訓中心開展葡語國家進出口貿易

研修班活動，瞭解相關企業主營業務及發

展情況，並介紹了本局及代表處職能，推

介澳門中葡平台作用。 

  

10月 15-19日，福州代表處主任赴澳門

協助本局及福建省、湖南省、海南省、

江西省等地區之政府、商協會及企業家

代表合計 170人左右參加第二十四屆澳

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 

10 月 16 日，福州代表處主任協助福建省

商務廳黃娜恩副廳長拜訪本局，探討閩澳

經貿交流合作事宜。 

 

 

10 月 17 日，福州代表處主任協助福建

省商務廳及本局共同舉辦福建-澳門-葡

語國家經貿交流會。 

10 月 19 日，福州代表處主任拜訪澳門豐

龍集團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介紹福州代表

處主要工作職能，與企業家座談福建投資

商機。 

  



廣州代表處 

  
10月 14日，第 126屆中國進出口商品

交易會開幕招待會於廣州舉辦，內地代

表處顧問陪同劉關華主席出席是次招

待會，與在場領導及嘉賓交流活動，推

介澳門營商環境，介紹本局及代表處服

務。 

10月 21日，由本局與珠海市商務局共同

承辦的“2019澳珠企業家峰會”在珠海舉

行，峰會主題為“攜手發展新興產業，同

心共築灣區夢想”，內地代表處顧問及廣

州代表處兩名副主任協助前期有關溝通

工作，參加歡迎晚宴，並於活動當天參加

峰會及考察活動 

  

10月 17-19日，內地代表處顧問、廣州

代表處副主任赴澳門參加並協助本局

舉辦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

（MIF），協助組織了廣東省 30個經貿

代表團及商協會 383家企業共 533人參

加是次展會。展會現場促成 100多項合

作意向並安排企業進行 150多次商業

配對，廣州代表處協助駐守粵港澳大灣

區商務洽談展位。 

 

10月 10日，由澳門勞工事務局舉辦的“青

年與局長真情對話”活動在廣州舉行，內

地代表處顧問和廣州代表處副主任出席

會議，顧問於推介會上向與會嘉賓介紹本

局服務及廣州代表處職能等工作，並與各

嘉賓及青年代表積極交流。 

  
10月 21日，本局廣州代表處主任拜訪

了港澳青年之家主任林惠斌等人。據瞭

解，天河區港澳青年之家總部在廣州市

天娛廣場，該總部可以免費給 45歲以

下的港澳青年提供辦公場所，為港澳青

年來穗創業提供服務。 

10月 29日，本局廣州代表處主任及副主

任拜訪廣東省鹽業集團廣州有限公司，受

到了該司銷售總監施維一行的熱情待。施

維銷售總監介紹了該司的發展及經營情

況，並表示有意在澳門成立公司，開拓澳

門市場。本處向對方推廣了澳門營商環境

以及投資情況，重點推介本局投資者一站

式服務，並為對方解答具體投資澳門的疑

問。 

 

 

 



武漢代表處 

 

 

 

 
10月，武漢代表處主任赴澳門協助服

務區內代表團參展參觀澳門國際貿

易投資展覽會（MIF）及葡語國家產

品及服務展（PLPEX）。參展期間，

武漢代表處協助代表團即場進行商

貿洽談；部分代表團拜訪了本局領

導，就今年及 2020 年的雙方合作意

向進行了討論。 

10月 19日，武漢代表處借MIF期間

廣西自治區港澳辦參會之機，與該辦

宋海軍副主任、嚴麗君處長、呂俊峰

副處長進行了會談，介紹了 MIF 及

PLPEX兩個展會的情況，推薦廣西參

會企業使用展會的商貿洽談服務，拓

展澳門商機。雙方還就今年 11 月廣

西舉辦的“廣西-粵港澳大灣區投資推

介會”、“澳門回歸 20週年紀念活動”

進行了討論。 

  

10 月 29 日，武漢代表處拜訪了綠地

優選超市，瞭解超市採購流程，探討

在該超市設立葡語國家食品展示/銷

售區域的可能性。武漢代表處將轉介

相關資訊給感興趣的葡語商會或企

業，推動合作。 

10 月 19 日，武漢代表處主任參加澳

門廣西社團聯合總會主辦的第二屆

桂澳“一帶一路”合作研討會。會上，

廣西自治區港澳辦宋海軍副主任、中

葡論壇常設秘書處副秘書長分別就

廣西經濟發展情況、中葡平台作介

紹。借此機會，主任與澳門廣西社團

聯合總會、廣西省商務廳外資處及廣

西柳工等機構及企業建立聯繫，為以

後上門拜訪開拓客戶。 

  
10 月 30 日，受湖北省政協邀請，武

漢代表處主任參加湖北省政協“港澳

台僑企業高質量發展月度座談會”，

聽取了在湖北省營商的港台僑企業

代表的發言，瞭解省相關部門對進一

步改善營商環境的舉措。會議期間，

主任與湖北省領導進行了交流，宣傳

了本局明年的展會活動安排，邀請組

團參展參會。 

10 月 30 日，武漢代表處主任接待武

漢海外聯誼會石處長及姚丹女士，主

任向其介紹了本局職能、澳門的投資

環境及澳門作為“中葡商貿合作服務

平台”的功能，以及目前鄂澳近幾年

來的經貿、投資往來情況。石處長表

示計劃 12月上旬在武漢舉行“慶祝澳

門回歸 20周年聯誼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