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代表處 2020年 1-2月工作總結重點簡介 

 於 2020年 1月，各內地代表處重點工作總結如下：  

 杭州代表處：本局杭州代表處聯合澳門葡語國家酒類及食品聯合商會，於浙江

省商務廳舉辦“澳門及葡語國家專場推介會”，主任分別向在場浙商推介澳門、

葡萄牙及安哥拉營商環境。隨後，杭州代表處主任與澳門葡語國家酒類及食品

聯合商會會長一同到訪義烏市商務局考察商談； 

 成都代表處：成都代表處主任受邀出席“2020年四川對外經貿新春交流會”，主

任與政府部門相關機構、商協會及企業，針對川澳經貿發展方向作深入交流。

另外成都代表處主任赴海山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與總經理舉行了會談。對方希望

藉澳門中葡平台尋求產業轉型。 

 瀋陽代表處：瀋陽代表處主任出席中國國際商會遼寧商會第四屆會員代表大會，

會上與斐濟駐遼聯絡處及各市貿促代表溝通交流，介紹澳門及葡語國家投資優

勢，邀請各代表參與澳門及葡語國家經貿活動。 

 福州代表處：福州代表處跟進江西省政府在澳門舉辦江西特色展品展覽會事宜，

並提供舉辦場地等前期諮詢。同時，積極與湖南省商務廳聯繫，洽談湖南中科

大、澳門大學的合作意向，接洽雙方最新經貿活動等事宜； 

 廣州代表處：本局及廣州市商務局聯合主辦的兩個大型活動：“2020 年澳門．

廣州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經貿洽談交流會”及“2020 澳門．廣州繽紛產品展”在廣

州順利舉行。展覽期間廣州代表處協助本局接待澳門企業家代表團，代表處主

任在交流會上介紹廣州代表處之服務職能，並與各參會嘉賓積極進行商務洽談； 

 武漢代表處：武漢代表處接待中信逸百年融資租賃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拜訪，

諮詢在澳門設立融資租賃公司的流程及政策。武漢代表處向其介紹澳門融資租

賃公司法律制度和優惠政策，以及本局一站式服務，目前已提供相關申請表格

並密切跟進。 

 

 於 2020 年 2 月，受“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影響，代表處人員在家辦公，利

用通訊工具發揮聯繫及支援作用，主動聯繫當地澳資企業收集訊息，搜集當地

最新的政策及資訊轉發給當地澳資企業等。 

 

 

 

 

 

 

 

 



杭州代表處 

        
1月 10日，本局杭州代表處主任與澳門葡語

國家酒類及食品聯合商會葉紹文會長到訪

義烏市商務局，考察義烏進口商品孵化區，

雙方對在義烏設立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心

事宜進行商談。 

1 月 10 日，本局杭州代表處聯合澳門葡

語國家酒類及食品聯合商會於浙江省商

務廳舉辦“澳門及葡語國家專場推介會”。

杭州代表處主任、澳門葡語國家酒類及

食品聯合商會會長葉紹文、唯努國際貿

易總經理姜輝先生分別向在場浙商人士

推介澳門、葡語國家投資環境。 

      
      

1月 10日，本局杭州代表處副主任參加由杭

州市貿促會主辦的“駐杭國際機構年會暨出

入境便利政策研討會”，聽取省公安廳對於最

新出入境政策的解讀，與杭州市貿促會相關

人士交流 2020年合作計劃。 

1 月 15 日，本局杭州代表處協助浙江青

年創業學院“接力浙商”代表團一行 15位

企業家到訪澳門，協助其到訪本局、考察

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澳門青年

創業孵化中心、澳門青年企業家協會等，

與澳門各界相關人士進行交流，推動浙

澳經貿合作。 

      
 

1月 21日，在杭義大利籍商人邵維女士一行

到訪本局杭州代表處，諮詢在澳門開設公司

的相關法律及流程，本局杭州代表處通過視

頻方式與本局投資者服務廳人員進行即時

諮詢解答，目前該公司設立已經進入成立流

程。 

1 月 20 日，本局杭州代表處主任、副主

任拜訪浙江省港澳辦，回顧 2019年合作

成果，探討 2020年合作計劃，重點推介

繼續參加中葡經貿合作洽談會及第 25屆

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 等活動。 

 

 

 

 

 



成都代表處 

 

 

1 月 3 日，四川省商務廳市場運行和消費

促進處兼四川省繭絲綢協調辦公室的王春

蓮處長到訪成都代表處與主任舉行會談。

四川省商務廳關於川貨新春大拜年活動邀

請對口澳企和商協會參與。主任表示將支

持並協助該活動的舉辦。 

1月 10日，成都代表處主任及副主任赴海

山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與該公司總經理邵

強舉行了會談。主任介紹了代表處職能，

澳門營商環境、投資優惠政策、中葡平台 ，

重點推介了本局設立公司的一站式服務

等，將協助其在澳門設立公司。 

 

  
1月 17日，成都代表處主任受邀出席由四

川省商務廳主辦、四川省商務事務發展中

心承辦的“2020 年四川對外經貿新春交流

會”。 商務廳以及各市（州）商務主管部門

負責人近 200 人出席。代表處主任與政府

部門相關機構、商協會及企業，針對川澳

經貿發展方向作深入交流。 

 

1月 17日，成都代表處副主任受邀參加成

都市人民政府主辦的“2020 年領事官員新

春聯誼會”， 參會嘉賓有各國領事官員代

表等。副主任與參會嘉賓建立聯繫，推介

澳門投資環境。 

 

 

 

1月 17日，成都代表處主任，副主任赴成

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國際合作和投資服

務局拜訪，與該局項目資訊和投資推廣處

副處長王亭接洽。王副處長提及成都建設

新機場空港新城，涉及到酒店等專案，希

望澳門相關酒店業前往考察。 

1月 22日，成都代表處主任及副主任受邀

出席由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主

辦的“2020年四川省春節團拜會”。主任及

副主任與四川省相關政府部門和企業加強

溝通，推廣了澳門營商環境。 

 

 

 

 

 



瀋陽代表處 

          

1 月 6 日，瀋陽代表處主任與瀋陽市統戰

部、澳門瀋陽政協委員馮常委、陳委員、

劉委員、遼寧旭天農業公司等會面。與瀋

陽市統戰部就 2020年合作事項進行洽談，

邀請組織代表團參加澳門及葡語國家重點

展會活動。 

1 月 9 日，瀋陽代表處主任出席大連市外

國友人新春招待會，活動上與大連市外辦、

大連市貿促會及大連市重點企業洽談交

流，宣傳推廣澳門一中心、一平台優勢，

進一步緊密與各機構交流合作。 

    

          

1月 13日，瀋陽代表處主任出席中國國際

商會遼寧商會第四屆會員代表大會，瞭解

遼寧省貿促系統 2019 年工作情況及 2020

年工作計劃，活動上與斐濟駐遼聯絡處及

各市貿促機構代表溝通交流，介紹澳門及

葡語國家投資優勢，一中心、一平台作用，

邀請代表參加澳門及葡語國家經貿活動。 

1月 13日，瀋陽代表處主任與遼寧省貿促

會、撫順市貿促會會面，洽談 2020年合作

工作，並邀請兩個機構組織代表團參加

2020 澳門國際品牌連鎖加盟展(MFE)、第

25 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 等

活動。遼寧省貿促會、撫順市貿促會都表

示，有意組織代表團參與澳門經貿活動 

                  

 

1月 14日，瀋陽代表處主任與澳門遼寧政協

委員李委員、澳門漳州同鄉總會魏會長會面。

主任介紹了遼寧省經濟發展情況、支柱性產

業及 2019年代表處的工作亮點，並瞭解兩位

政協委員在政協會議期間的提案，就如何推

動澳門與遼寧在科技創新、中醫藥產業及文

化交流等領域的合作進行了深入洽談。 

 

1月 15日，瀋陽代表處接待了中東歐瀋陽

代表處的到訪，瞭解中東歐地區尤其是波

蘭經濟發展情況及當地會展情況，瀋陽代

表處主任介紹了澳門及葡語國家投資環

境，推介了澳門及葡語國家重點展會活動

及葡語國家展示中心展示之產品，邀請中

東歐地區企業參加澳門展會，並就在遼開

展經貿交流活動交換了意見。 



福州代表處 

 

 

 
1 月 3 日，福州代表處副主任參加福建省

食品工業協會舉辦的年會，與多家參會企

業瞭解最近境外投資意向，並推介澳門營

商環境以及 2020年澳門經貿活動。 

 

1月 3日，福州代表處接待福建省商務廳

拜訪，對接雙方 2020 年工作計劃與合作

方向，與在場企業與協會共同商討合作方

向。 

 
 

1 月 3 日，福州代表處主任接待福建省葡

萄酒文化協會、廈門世傳會展服務有限公

司拜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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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9日，福州代表處副主任接待福建省

淡水養殖協會拜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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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雙方 2020年工作動態。 

 

 
1月 16日，福州代表處副主任參加由民盟

福州市直支部舉辦的企業主題教育座談

會，並向現場企業介紹本局及代表處職能，

推介 2020年澳門經貿活動。 

1月 21日，福州代表處副主任拜訪名成集

團及參加年會，並與現場企業介紹本局及

代表處職能，邀請其參加澳門 2020 年主

要經貿會展活動。 

 

 

 

 

 

 



廣州代表處 

            

2020 年 1 月 2 日，本局及廣州市商務局

聯合主辦的“2020 年澳門·廣州粵港澳大

灣區合作經貿洽談交流會”順利舉行。本

局、廣州市市商務局、澳門及葡語國家商

協會領導、澳門經貿代表團等有關嘉賓出

席，本局廣州代表處主任在會上介紹廣州

代表處之服務職能，與各參會嘉賓交流。 

1 月 3-5 日，由本局與廣州市商務局共同

主辦的“2020澳門．廣州繽紛產品展”在廣

州舉辦，共吸引超過 16 萬人次參與，展

會期間首次舉辦“商貿對接洽談”專場活

動，共 105家廣州當地相關行業經銷商、

商會等與澳門企業進行商務洽談。廣州代

表處協助本局接待澳門企業代表團。 

             

1月 10日，廣州代表處主任及副主任拜訪

了廣州市香雪製藥股份有限公司。該司黃

濱董事表示有計劃於澳門設立公司。本處

向對方進一步瞭解了來年投資計劃，雙方

表示將加強互動交流，本處亦將持續跟進

並提供相應服務。 

1月 15日，廣州代表處主任及副主任拜訪

了廣州地區旅遊景區協會，該協會負責人

鄒女士向本處介紹協會的發展情況，本處

向對方瞭解協會的會員企業情況，並宣傳

本局及本處之服務職能，本處將繼續加強

與對方互動交流。 

             

1月 15日，廣州代表處主任及副主任接待

了科大訊飛股份有限公司，瞭解澳門投資

營商環境並有意到澳推廣會展翻譯等專

業服務。本處向該公司代表重點推介了本

局投資者一站式服務，雙方表示日後將繼

續加強交流，本處將持續跟進。 

1月 20日，廣州代表處主任及副主任接待

了廣州市越秀區商務局一行的到訪。本處

介紹本局及廣州代表處的服務職能，重點

推介投資者一站式服務，對方亦向本處介

紹了越秀區商務局今年的工作計劃，雙方

進一步探討了有關項目合作的可行性。 

 

 



武漢代表處 

          

1月 3日，武漢代表處接待中信逸百年融

資租賃股份有限公司曹陽總經理拜訪，

跟進該公司擬在澳門設立融資租賃公司

的諮詢。目前，武漢代表處已提供相關申

請表格予以該公司，並密切跟進資料遞

交及進展情況。 

1月 8日，武漢代表處接待武漢市人民政

府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雷清萍、僑港澳

處處長盧峰拜訪。武漢代表處主任向其介

紹了澳門“一個中心、一個平台’、 一個基

地”角色定位以及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

展的重點行業，介紹了本局 2020年會展

活動計劃。隨後，到訪代表參觀了葡語國

家食品展示中心-武漢站。 

     
      

1月 16日，武漢代表處副主任參加湖北

省青年民營企業家聯誼會年會，並向青

年企業家介紹澳門的營商環境、以及澳

門“一個中心、一個平台 、一個基地”角

色定位以及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的

重點行業及 2020年會展資訊。 

1月 16日及 20日，武漢代表處分別參加

湖北省、武漢市政府舉辦的“境外駐漢機

構座談會”。會上，外辦、發改委、經信

委、商務廳/局、貿促會等機構分別介紹了

湖北省/武漢市 2019 年的各方面發展情

況，各境外駐漢機構提出了工作中遇到或

企業反映的問題，雙方交流了 2020年的

交流計劃。 

          

1月 17日，武漢代表處拜訪武漢市發改

委區域處及資源處為本局舉辦的展覽活

動邀請市發改委組織及相關節能協會參

展參會。與該處領導詳細溝通 

後，對方表示願意引薦相關節能產業協

會與武漢代表處對接。 

1 月 21 日，武漢代表處參加湖北省春節

茶話會。會議期間，代表處與各地市外辦、

商務局參會代表交流，瞭解當地經濟發

展，介紹澳門的經濟發展狀況及代表處

2020年的工作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