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代表處 9月工作總結重點簡介 

於 2019年 9月，各內地代表處相關工作總結如下：  

 杭州代表處：9月杭州代表處安排上海市港澳辦副主任周亞軍一行拜訪本

局劉關華主席，對滬澳在經貿領域的交流方面進行深入合作與探討。此

外，重點探討本局擬邀請上海為第二十五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

（MIF）夥伴市的合作事宜；  

 成都代表處：9月成都代表處代表本局參加服務區內 7場活動，當中包括

成都代表處副主任參加第十八屆中國西部海外高新科技人才洽談會暨天

府論壇。會議重點推行產業研討交流和項目對接，涵蓋電子信息、生物

醫藥、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領域。成都代表處副主任向參會嘉賓介紹

代表處職能、本局重要展會以及赴澳投資營商的優惠政策；  

 瀋陽代表處：9月完成 13次上門拜訪，包括瀋陽代表處主任拜會瀋陽萬

澤機械設備進出口公司，協助該公司在澳門設立公司，了解該公司在澳

門投資進展情況，並邀請該公司參加第二十四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

會（MIF），藉助展會之際開拓葡語國家市場業務。 

 福州代表處：9月完成 10次上門拜訪，包括福州代表處主任拜訪廈門超

級波克啤酒公司，向該企業介紹本局與代表處工作職能及澳門投資環境，

瞭解該企業的葡萄牙啤酒及礦泉水在中國市場的經營情況，並聽取企業

需要協助的訴求； 

 廣州代表處：9月完成 8次上門拜訪，包括廣州代表處副主任拜訪了廣州

投資促進中心，受到郭海濤部長等代表的接待，廣州代表處副主任向郭

海濤部長介紹了本局及代表處的職能及本局投資者一站式服務，也向廣

州投資促進中心宣傳第二十四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 

 武漢代表處：9月完成 7次上門拜訪，當中包括武漢代表處主任拜訪了廣

西自治區商務廳梁藝光副廳長，瞭解廣西社會經濟發展的最新政策和桂

澳經貿往來的情況，推介澳門經濟多元化發展的旅遊會展、中醫藥、特

色金融等產業以及介紹中葡經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功能。 

 

 

 

 

 

 

 



杭州代表處 

  

9月 17日，杭州代表處主任攜中華（澳門）金融

資產交易股份有限公司（MOX）代表到訪澳門

國際銀行杭州分行，與杭州代表處、MOX 及澳

門國際銀行三方進行合作交流及開展浙江省經

貿合作契機。 

 

9月 17日，杭州代表處主任攜中華（澳門）

金融資產交易股份有限公司（MOX）代表

到訪浙江省港澳事務辦公室，協助其對接

浙江省政府機構，介紹 MOX 之背景及業

務職能，為其下一步在浙江省內推廣業務

奠定基礎。 

  

9月 19日，杭州代表處舉辦“葡語國家經貿合作

及人才信息網”推介會，向受邀企業及浙江外國

語大學葡語系專業的學生推介澳門營商環境，介

紹“信息網”的功能及服務，對葡語系專業的學生

進行就業發展指導。 

 

9月 20日，杭州代表處主任受杭州市統戰

部邀請參加“同心同行七十年、凝心聚力新

時代”文藝匯演，期間與杭州市各政府機構

人士交流兩地合作。 

  

9月 21日，杭州代表處安排上海市港澳辦副主任

周亞軍一行拜訪本局劉關華主席，對進一步深化

滬澳在經貿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進行了深入探

討。此外，並重點探討本局擬邀請上海為第二十

五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夥伴市的

合作事宜。 

9月 27日，杭州代表處主任參加澳門國際

銀行杭州分行開幕儀式。自 2018年 7月澳

門國際銀行籌備杭州分行以來，杭州代表

處多次帶領代表拜訪浙江省及杭州市各政

府機構及商協會，並協助澳門國際銀行在

杭州落地的事宜。 



成都代表處 

  
9月 4日，成都代表處主任赴四川省金融管理

局出席該局《關於促進新經濟新業態從業人

員參加社會保險的試行實施意見》宣講會。

成都代表處主任與參會嘉賓建立聯繫，向其

推廣本局及代表處職能，推介澳門營商環境

以及澳門特色金融服務。 

9 月 5 日，成都高的展覽展示服務有限公

司王躍波總經理來訪成都代表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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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F）進行更多行業交流及促進會展的

合作。 

  

9 月 16 日，成都春熙美居酒店李光瓊銷售經

理來訪成都代表處。主要想瞭解澳門及葡語

國家的產品信息，並為酒店餐廳及酒吧進行

採購前期的準備工作。期間亦參觀了位於成

都代表處內的“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心”，並介

紹了成都代表處職能、本澳中葡平台以及澳

門營商環境等 。 

9月 19日，成都代表處副主任參加由四川

省人民政府、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九三學

社中央聯合主辦的第十八屆中國西部海

外高新科技人才洽談會暨天府論壇。會議

重點推行產業研討交流和項目對接，涵蓋

電子信息、生物醫藥、航空航天、人工智

能等領域。成都代表處副主任與參會嘉賓

推廣代表處職能、本局重要展會以及赴澳

投資營商的優惠政策。 

  

9 月 19 日，成都代表處主任受邀參加第三屆

中國西部國際博覽會進出口商品展暨中國西

部（四川）國際投資大會。成都代表處主任

與參會嘉賓建立聯繫，並推廣代表處職能、

本局重要展會以及赴澳開展投資營商活動優

惠政策。 

9月 25日，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

十周年，成都代表處主任及副主任受四川

省政府外事僑務辦公室邀請參加四川省

人民政府主辦的 2019國慶招待會。會中，

成都代表處與相關政府機構及行業協

會、企業加深瞭解，為日後促進經貿合作

交流建立更多聯繫。 



瀋陽代表處 

  
9 月 1 日，瀋陽代表處主任參加 2019 遼寧

國際投資貿易暨特色產品採購洽談會。會

中，進一步加強本局與遼寧省經貿機構、澳

門及遼寧重點企業之聯繫，並宣傳推廣澳門

及葡語國家投資優勢以及本局舉辦之重點

展會，推動遼澳企業合作。洽談會期間，瀋

陽代表處主任協助澳門實力堡公司與瀋陽

聖京自貿公司合作設立葡語國家產品展銷

點，推動珠澳跨境進出口零售業以及協助澳

門莊女士與黑龍江辛女士在澳門投資的合

作事宜。 

9月 5日，瀋陽代表處主任拜會大連市貿促

會，瀋陽代表處主任重點介紹 2019年下半

年及 2020年澳門及葡語國家重點經貿及展

會活動，推介澳門及葡語國家營商優勢，

邀請大連市貿促會參加澳門展會，吸引大

連市企業赴澳門投資。大連市貿促會副會

長介紹了大連市與澳門及葡語國家合作的

情況，邀請本局參加大連進口交易博覽

會，並表示有機會會組織代表團參加澳門

及葡語國家重點經貿活動。 

  

9月 6日，瀋陽代表處主任拜會瀋陽萬澤機

械設備進出口公司。並協助該公司在澳門設

立公司，了解該公司在澳門投資進展情況，

並邀請該公司參加第二十四屆澳門國際貿

易投資展覽會（MIF），藉助展會之際開拓葡

語國家市場業務。該公司對在澳門投資，開

展與葡語國家的合作十分感興趣，希望參加

第 24 屆 MIF，藉助展會機會，開拓在澳門

及葡語國家投資商機。 

9月 11 日，遼寧省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周部

長等人到訪瀋陽代表處。瀋陽代表處主任

介紹了本局的服務職能，澳門與葡語國家

投資優勢及重點展會等活動，同時宣傳推

介了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心。該會將參加

第二十四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

（MIF），藉助展會平台增進與澳門及葡語

國家的交流合作。 

 

  

9月 25日，瀋陽代表處主任拜會中國瓷谷

商會及瀋陽法庫經濟開發區，與中國瓷谷

重點陶瓷企業建立聯繫，了解企業業務發

展情況及介紹澳門投資優勢，邀請參加澳

門重點經貿活動並吸引赴澳門投資。了解

瀋陽法庫經濟開發區的投資優勢及重點招

商引資項目，介紹澳門及葡語國家投資優

勢，探討與澳門項目合作的方式及領域，

協助經濟開發區企業赴澳門參加展會。 

9月 29日，瀋陽代表處主任出席遼寧省國

慶招待會，活動現場與遼寧省省委、省政

府及各省直單位領導建立緊密聯繫，宣傳

推廣澳門及葡語國家投資商機，邀請參加

第二十四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

（MIF）等重點澳門展會。 



福州代表處 

  

9月 7日，福州代表處主任參加由中國國際貿

易促進委員會廈門市委員會、廈門國際商會聯

合主辦的以“人工智能改變未来”為主題的“第

十八屆世界商業領袖圓桌會議”暨第三季度境

外機構工作會，並拜訪相關參會企業，介紹本

局及代表處職能，宣傳澳門投資環境及主要經

貿活動等。 

9 月 8 日，福州代表處主任協助澳門企業家代表

團參加由中國國際投資促進會、中葡論壇澳門常

設秘書處主辦，本局支持的中國-葡語國家投資合

作研討會，並在問答環節進行現場交流活動。 

  

9月 8 - 11日，福州代表處主任協助本局組織

的澳門企業家代表團參加 2019 廈門國際投資

貿易洽談會暨絲路投資大會及期間舉行的中

葡國家投資合作研討會等相關活動，並現場駐

守澳門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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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

投資展覽會主要經貿會展活動。 

9月 8 - 11日，福州代表處主任赴廈門協助本局

組織的澳門企業家代表團參加由中國國際投資

促進會、中國投資協會、廈門國際投資貿易洽談

會組委會聯合主辦的 2019 廈門國際投資貿易洽

談會暨絲路投資大會，並現場駐守澳門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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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充實

資料庫資訊。 

  

9月 11日，福州代表處主任上門拜訪廈門超級

波克啤酒公司(Super Bock)，了解該企業葡萄

牙啤酒及礦泉水在中國市場的經營情況，並聽

取企業需要協助的訴求。 

 

9月 20日，福州代表處主任接待寧德市人民政府

台港澳辦事處拜訪，向其介紹本局及代表處主要

工作與職能，瞭解福建企業與澳門企業及葡語國

家之間的經貿情況，並宣傳澳門投資環境優勢以

及澳門主要經貿會展活動。 

 

  



廣州代表處 

  
9月 9日，廣州代表處副主任拜訪了康宇測控

儀器儀表工程有限公司，並參觀了該司的廠

房。康宇測控儀器儀表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李

亮新副總經理向本處介紹了該司發展情況。廣

州代表處副主任向對方推廣本局與代表處職

能及主要活動、本澳營商環境以及投資情況。 

9月 18-20日，廣州代表處協助在廣州舉行

“2019廣州國際環保展覽與論壇”內設置「澳

門館」的安排，並負責駐守澳門館展位，介

紹本局服務及廣州代表處職能等工作。 

  

9 月 18-20 日，中國與葡語國家商機及特色金

融推介會在深圳、惠州以及東莞舉行。廣州代

表處派員出席是次活動，並提供現場支援；與

有意前往葡語國家市場的企業進行交流。 

9 月 24 日，廣州代表處副主任拜訪了廣州

投資促進中心，受到郭海濤部長等代表的接

待，廣州代表處副主任向郭海濤部長介紹了

本局及代表處的職能及本局投資者一站式

服務，也向廣州投資促進中心宣傳第二十四

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並表

示希望發動企業參加活動。 

  

9月 25日，廣州代表處副主任拜訪中山市商務

局，受到周華龍科長等人的接待。中山市商務

局周華龍科長介紹了中山市商務局的活動計

劃，廣州代表處亦向對方介紹了本局下半年的

活動計劃及宣傳第二十四屆澳門國際貿易投

資展覽會（MIF）。並表示希望能夠加強雙方交

流合作，廣州代表處將會繼續加強與中山市商

務局的溝通聯繫。 

9 月 25 日，廣州代表處副主任拜訪中山市

工商聯，受到辦公室主任孫命安的接待。孫

主任介紹中山市工商聯今年的活動計劃，廣

州代表處亦向對方介紹了本局下半年的活

動計劃及宣傳第二十四屆澳門國際貿易投

資展覽會（MIF）。並表示希望能夠加強雙

方交流合作，廣州代表處將會繼續加強與中

山市工商聯的溝通聯繫。 

 

 

 

 

 



武漢代表處 

 

 

9月 2日，武漢代表處上門拜訪大唐旅遊，與

該公司協商共同推動本地及華中大型會議及

展會到澳門舉行。 

9月 20 日，武漢代表處主任拜訪了廣西自治區

商務廳梁藝光副廳長，了解廣西社會經濟發展

的最新政策和桂澳經貿往來的情況，推介澳門

經濟多元化發展的旅遊會展、中醫藥、特色金

融等產業以及介紹中葡經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功

能。 

 

 

9月 20日，武漢代表處主任拜訪了廣西自治

區港澳辦石東龍主任，了解桂澳友好往來的

歷史及最新情況，推介澳門經濟多元化發展

的旅遊會展、中醫藥、特色金融等產業，介

紹中葡經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功能。 

9月 23 日，武漢代表處主任受廣西省委統戰部

邀請前往廣西投資集團進行拜訪。該集團廖元

程副總經理詳細介紹了集團的組織機構，在廣

西的投資項目及運作模式。桂澳雙方提出建立

“桂澳基金”，提出希望通過代表處的推動，早日

將此項目落地。 

 
  

武漢代表處主任於 9 月 19-24 日赴南寧協助

於東盟會上「澳門館」的展覽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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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等相關工作。此外，武漢代表處主任接待

了來參會的澳門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兼貿易

處李華英、鄒孟良一行；拜訪了廣西自治區

商務廳、廣西投資集團；與廣西自治區委統

戰部、廣西自治區港澳辦等政府機構領導見

面，建立聯繫，邀請參加第二十四屆澳門國

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廣西自治區港澳

辦有意組團參加第二十四屆MIF。 

 

武漢代表處主任於 9 月 27-29 日參加黃岡市

領導與商務部、湖北省、境外部分商協會、

重點企業的會見，鞏固本局與相關單位的友

好聯繫。會中，武漢代表處主任向與會機構

及嘉賓介紹澳門三個中心、中葡平台定位，

推廣澳門及葡語國家投資商機、會展、本局

及武漢代表處服務，邀請參觀武漢代表處內

的“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心”，推介 2020澳門

國際品牌連鎖加盟展（MFE）等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