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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
自2003年成立以來，澳門與葡語國家的商品貿易愈
趨頻繁。2019年，澳門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總額超
過8.4億澳門元，是2003年的5.3倍。回顧“中葡論
壇”成立後澳門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情況，主要呈
現三個特點：（一）商品貿易總額呈現整體增長趨
勢；（二）澳門以進口葡語國家食品類商品為主；
（三）中葡論壇部長級會議對澳門與葡語國家商品
貿易有一定促進作用。關於澳門進口葡語國家食品
類商品的貿易情況，2019年貿易額超過6.5億澳門
元，約為2003年的10.6倍。自“中葡論壇”成立
後，澳門進口葡語國家食品類商品貿易情況，同樣

呈現三個特點：（一）澳門對葡語國家食品的需求
整體呈上升趨勢；（二）澳門進口葡語國家食品類
商品的種類增多；（三）澳門對葡語國家冷凍肉類
商品的需求增多。結合上述貿易趨勢及特點，本文
就澳門與葡語國家進一步加強商品貿易合作提出以
下建議：（一）對進口葡語國家商品給予優惠待遇
並協調有關制度；（二）吸引葡語國家企業通過澳
門平台進入中國內地市場；（三）研究推出快捷、
經濟的澳門-葡語國家貨物航線；（四）完善澳門冷
鏈物流技術和設施；（五）從多樣化、品牌化的角
度推廣葡語國家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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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
（以下簡稱“中葡論壇”）於2003年10月在澳門創
立，是以經貿促進與發展為主題的非政治性政府間
多邊經貿合作機制。“中葡論壇”的成立，發揮了
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
以下簡稱“中葡平台”）的作用，進一步促進了澳
門與葡語國家在貿易、投資、旅遊、科技等領域的
交流合作。本文將從商品貿易的層面，整理分析“
中葡論壇”成立（即2003年）以來，澳門與葡語
國家商品貿易情況。由於食品類商品貿易在澳門與
葡語國家商品貿易中佔據重要份額，所以本文將著
重分析澳門與葡語國家食品類商品貿易的趨勢和特
點。
在本文的敘述中，將參照2017年正式生效
的《澳門對外貿易貨物分類表/協調制度第六修訂
1
版》
，對商品的協調制度編碼作出簡單說明和統
一規範。根據該制度，澳門把對外貿易商品分為21
類、97章，章以下再設有分章，而每個商品所對應
的八位協調制度編碼就是以此為基礎編制的。本文
在詳細標註商品所對應的八位協調制度編碼時，會
統一以“編碼：XXXXXXXX”的方式標註。
另外，由於本文會分析食品類商品貿易，但
對於“食品”的歸類統計，每個國家或地區各有不
同，所以本文將參考中國內地、澳門和香港的有關
規定，在此先對“食品”進行說明。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以下簡稱“澳門統計局”）
在每月發佈的《對外商品貿易統計》中，明確包
含“食物及飲品”的統計數據，但卻未全部列明“

食物及飲品”所對應的八位協調制度編碼。在整理
澳門與葡語國家食品類商品資料時，對於“食品”
及其對應的定義，本文首先參考了澳門統計局常
見“水果”、“酒類”、“飲品”、“糧油雜物及
2
糖果餅食”的編碼清單 ；其次，參考了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統計處的《2017年版食品附表》（見附
件），表中詳細列明香港分類為“食品”的商品名
稱及其所對應的協調制度編碼，但香港未將飲料、
酒類、植物油等統計在內。最後，本文也參考了中
國內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國家統
計局、國家食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等對“食品”的3
定義。最新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
列明，“食品”是指各種供人食用或者飲用的成品
和原料以及按照傳統既是食品又是中藥材的物品，
但是不包括以治療為目的的物品。根據國家統計局
4
的資料顯示，中國內地在進行 CPI調查 會進行食品
調查。目前的CPI調查目錄與之前相比有所變化，即
把原來的“食品”、“煙酒”合併為“食品煙酒”
，且食品的指標內涵發生了變化，新“食品”為“
食品煙酒”大類下的中類，僅包括糧食、畜肉、禽
肉、鮮菜、鮮果、水產品等，不包括“茶及飲料”
5
和“在外餐飲”兩項 。在上一輪CPI基期中，“食
品”是一個大類，包括16個中類，具體為：糧食、
澱粉、乾豆類及豆製品、油脂、肉禽及其製品、
蛋、水產品、菜、調味品、糖、茶及飲料、乾鮮瓜
果、糕點餅乾、液體乳及乳製品、在外用膳食品、
6
其他食品
。而查閱國家食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網站
7
得悉，酒類、 飲料、調味品等均為該中心監督抽查
的食品。
綜合上述信息，本文在統計食品類商品時，
會把供人食用或飲用的糧食、澱粉、乾豆類及豆製
品、油脂、肉禽及其製品、蛋、水產品、菜、調味

› 1：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澳門對外貿易貨物分類表／協調制度（第六修訂版）》，
https://www.dsec.gov.mo/getdoc/8a2ed4f3-2808-4ae4-acfd-a39daac458e9/HS2017.aspx?lang=zh-MO
› 2：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常見貨物協調制度編碼檢索表，https://www.dsec.gov.mo/EMTS.aspx
› 3：根據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等五部法
律的決定》修正。
› 4：按照統計制度要求，中國內地CPI每五年進行一次基期輪換，2016年1月開始使用2015年作為新一輪的對比基期，前三輪基期
分別為2000年、2005年和2010年。
› 5：國家統計局-國家數據：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
› 6：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ztjc/tjzs/zjcpi/201106/t20110610_71484.html
› 7：國家食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http://www.cfda.com.cn/about_u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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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糖、茶及飲料、酒類、乾鮮瓜果、糕點餅乾、
液體乳及乳製品等（不包括以治療為目的的物品）
作為“食品”進行統計，並參考澳門、香港對有關

澳門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
情況
2003年“中葡論壇”成立，當年澳門與葡語
國家的商品貿易總額約為1.6億澳門元，2019年超
過了8.4億澳門元，是2003年的5.3倍，高於同期澳
8
門對外商品貿易總額的增速 。多年來，澳門與葡語
國家的商品貿易以澳門進口為主，巴西和葡萄牙為
澳門的主要葡語國家貿易夥伴國。回顧2003-2019
年期間澳門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情況，呈現以下特
點：

食品的協調制度編碼，先從97章中選出與食品類商
品相關的章，然後再通過每件商品的八位數商品編
碼進行逐一篩選。

9

2019已增加到七至八成 （見圖二） ，可見食品貿
易在澳門與葡語國家的商品貿易中佔據重要份額。
為此，下文將繼續詳細分析澳門進口葡語國家食品
類商品的情況。
圖一 2003-2019年澳門與葡語國家商品
貿易情況

商品貿易總額呈現整體增長趨勢
十六年間，澳門與葡語國家的商品貿易總額
雖非連續保持穩定增長，偶爾有所回落，但整體呈
現增長趨勢（見圖一）。2019年，儘管貿易和地緣
政治相關的不確定性升高，導致全球經濟不穩，但
澳門與葡語國家的商品貿易總額仍錄得3.9%的小幅
增長，並創下“中葡論壇”成立以來的新高。

澳門以進口葡語國家食品類商品為主
如上文分析，澳門與葡語國家的商品貿易以
澳門進口為主。澳門從葡語國家進口的商品種類眾
多，但主要是食品類商品。2003-2004年，澳門進
口葡語國家食品類商品的總額佔澳門進口葡語國家
商品總額的四成，2005-2007年則佔六成，2008-

備註：“進口”是指澳門進口葡語國家商品，“出口”是指
澳門商品出口至葡語國家。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 8：2019年澳門對外商品貿易總額是2003年的2.4倍
› 9：根據統計保密法的規定，部份商品的資料不作公佈。而澳門統計局在以八位協調制度編碼統計2003、2004年澳門進口葡語國
家商品時，分別有20.8%和9.9%的資料不作公佈，因此在以八位協調制度編碼分析這兩年澳門進口葡語國家商品時，數據偏差性
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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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2003-2019年澳門進口葡語國家
商品種類佔比

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

資料來源：結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的資料，
本文自行整理。

“中葡論壇”部長級會議對澳門與葡語國家
商品貿易有一定促進作用
目前，“中葡論壇”已先後於2003年10
月、2006年9月、2010年11月、2013年11月和
2016年10月在澳門成功舉行了五屆部長級會議。
回看這五屆部長級會議舉辦前後的澳門與葡語國
家商品貿易總額數據， 2003年-2006年增加41.3%
，2006-2010增加44.3%，2010-2016增加47.7%
，2016-2019（鑒於第六屆部長級會議於2020年
召開，本文僅以2019年數據作為分析參考）增加
25.8%。每屆部長級會議所通過的《經貿合作行動
綱領》都新增了促進貿易往來的內容，特別是自第
二屆部長級會議起，《經貿合作行動綱領》就加入
了“澳門平台作用”專章，強調澳門及澳門企業在
中葡貿易投資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結合澳門與葡語
國家的商品貿易數據及部長級會議的有關內容可以
看出，“中葡論壇”部長級會議對澳門與葡語國家
之間的商品貿易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澳門進口葡語國家食品類
商品情況
如上文所述，澳門與葡語國家的商品貿易所
呈現的其中一個特點是，澳門以進口葡語國家食品
類商品為主。2019年，澳門進口的葡語國家食品類
商品金額超過6.5億澳門元，佔當年澳門進口葡語國
家商品總額的七成。通過回顧2003年-2019年澳門
進口葡語國家食品類商品的貿易數據，可以歸納出
以下特點：

澳門對葡語國家食品的需求整體呈上升趨勢
同澳門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整體趨勢一
樣，2003-2019年，澳門進口葡語國家食品類商品
總額除2010年、2013年略有減少外，其餘年份的
總額都呈增加勢頭（見圖三），反映出澳門對葡語
國家食品的需求整體呈現上升趨勢。另外，2019
年澳門進口葡語國家食品類商品的總額約為2003
年的10.6倍。但根據澳門統計局的統計保密法規
定，2003年、2004年澳門進口葡語國家商品按八位
協調制度編碼統計時，當中20.8%和9.9%的資料不
得公佈，因此這兩年的數據偏差性較大。為提高準
確性，本文將2019年澳門進口葡語國家食品類商品
的總額與2003年進行比較的同時，也將2019年的有
關數據與2005年作出比較。經整理分析，2019年澳
門進口葡語國家食品類商品的總額大約是2005年的
6.4倍，超過同期澳門與葡語國家整體商品貿易額以
10
及澳門進口葡語國家商品貿易額的增加值 。

› 10：2019年澳門與葡語國家整體商品貿易額是2005年的4.7倍；2019年澳門進口葡語國家商品貿易總額是2005年5.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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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2003-2019年澳門進口葡語國家
食品類商品貿易情況

中國對進口食品快速上升的消費需求，同意探討在
澳門建立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惠及於此，自
2013年起，澳門進口葡語國家食品類商品的種類有
了明顯增多。
圖四 澳門進口葡語國家食品類商品的
種類統計

資料來源：結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的資料，
本文自行整理。

澳門進口葡語國家食品類商品的種類增多
在以八位協調制度編碼統計澳門進口葡語國
家食品類商品時，2003年澳門進口了將近140個種
類的葡語國家食品類商品，截至2019年種類數量達
到約260個，比2003年增長89.8%，比2005年增長
52.9%。值得注意的是，2013-2019年澳門進口葡
語國家食品類商品的種類明顯多於2003-2012年（
見圖四）。2013年“中葡論壇”第四屆部長級會議
簽署的《經貿合作行動綱領》明確提出：“注意到

資料來源：結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的資料，
本文自行整理。

澳門對葡語國家冷凍肉類商品的需求增加
2003-2019年，澳門從葡語國家進口最多的
五種食品類商品總額佔了進口食品類商品總額的五
成或以上，2016-2019年更達七成。在這五種商品
中，3-4種均是凍肉類商品（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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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2003-2019年澳門從葡語國家進口最多的五種食品類商品統計
年份

第一位
（商品/編碼）

第二位
（商品/編碼）

2003

紅葡萄酒，裝在2
升或以下的容器內
（22042120）

豬肉，冷凍，未列明
或未包括在其他編號
（02032900）

2004

紅葡萄酒，裝在2
升或以下的容器內
（22042120）

2005

第三位
（商品/編碼）

第四位
（商品/編碼）

第五位
（商品/編碼）

前五位佔
比*

雞翼，冷凍
（02071420）

牛肉，去骨，冷凍
（02023000）

肉類、雜碎或血製成
的香腸及類似產品，
用天然腸衣做外包裝
（16010040）

豬肉，冷凍，未列明
或未包括在其他編號
（02032900）

雞翼，冷凍
（02071420）

牛肉，去骨，冷凍
（02023000）

雞腿，冷凍
（02071430）

紅葡萄酒，裝在2
升或以下的容器內
（22042120）

豬肉，冷凍，未列明
或未包括在其他編號
（02032900）

雞翼，冷凍
（02071420）

牛肉，去骨，冷凍
（02023000）

礦泉水，未加糖或
其他甜味料或香料
（22011010）

2006

紅葡萄酒，裝在2
升或以下的容器內
（22042120）

豬肉，冷凍，未列明
或未包括在其他編號
（02032900）

雞翼，冷凍
（02071420）

礦泉水，未加糖或
其他甜味料或香料
（22011010）

牛肉，去骨，冷凍
（02023000）

2007

豬肉，冷凍，未列明
或未包括在其他編號
（02032900）

紅葡萄酒，裝在2
升或以下的容器內
（22042120）

雞翼，冷凍
（02071420）

牛肉，去骨，冷凍
（02023000）

礦泉水，未加糖或
其他甜味料或香料
（22011010）

54.0%

2008

豬肉，冷凍，未列明
或未包括在其他編號
（02032900）

紅葡萄酒，裝在2
升或以下的容器內
（22042120）

雞翼，冷凍
（02071420）

牛肉，去骨，冷凍
（02023000）

沙甸魚、小沙甸魚及
小鯡魚或西鯡魚，已
調製或保藏，整條
或切塊，但非剁碎
（16041300）

58.0%

2009

豬肉，冷凍，未列明
或未包括在其他編號
（02032900）

紅葡萄酒，裝在2
升或以下的容器內
（22042120）

雞翼，冷凍
（02071420）

牛肉，去骨，冷凍
（02023000）

其他雞切件，冷凍，
未列明或未包括在其
他編號（02071480）

62.4%

2010

豬肉，冷凍，未列明
或未包括在其他編號
（02032900）

雞翼，冷凍
（02071420）

紅葡萄酒，裝在2
升或以下的容器內
（22042120）

牛肉，去骨，冷凍
（02023000）

雞腿，冷凍
（02071430）

2011

豬肉，冷凍，未列明
或未包括在其他編號
（02032900）

雞翼，冷凍
（02071420）

紅葡萄酒，裝在2
升或以下的容器內
（22042120）

牛肉，去骨，冷凍
（02023000）

2012

豬肉，冷凍，未列明
或未包括在其他編號
（02032900）

雞翼，冷凍
（02071420）

紅葡萄酒，裝在2
升或以下的容器內
（22042120）

2013

豬肉，冷凍，未列明
或未包括在其他編號
（02032900）

牛肉，去骨，冷凍
（02023000）

雞翼，冷凍
（02071420）

54.9%

59.1%

54.2%

54.1%

61.3%

奶類及奶油，非濃
縮及未加糖或其他
甜味料，以重量計
脂肪含量超過10%
（04015000）

61.4%

牛肉，去骨，冷凍
（02023000）

其他雞切件，冷凍，
未列明或未包括在其
他編號（02071480）

65.2%

紅葡萄酒，裝在2
升或以下的容器內
（22042120）

砵酒，裝在2升或以下
的容器內
（22042140）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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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2003-2019年澳門從葡語國家進口最多的五種食品類商品統計
年份

第一位
（商品/編碼）

第二位
（商品/編碼）

第三位
（商品/編碼）

第四位
（商品/編碼）

第五位
（商品/編碼）

前五位佔
比*

64.4%

63.3%

2014

豬肉，冷凍，未列明
或未包括在其他編號
（02032900）

牛肉，去骨，冷凍
（02023000）

雞翼，冷凍
（02071420）

紅葡萄酒，裝在2
升或以下的容器內
（22042120）

鮮葡萄釀造的酒（不
包括汽酒），包括加
強酒精的，及加入酒
精以防止或抑制發酵
的釀酒葡萄汁，裝在
超過2升但不超過10
升的容器內，但第
20.09節所列的除外
（22042200）

2015

豬肉，冷凍，未列明
或未包括在其他編號
（02032900）

牛肉，去骨，冷凍
（02023000）

雞翼，冷凍
（02071420）

紅葡萄酒，裝在2
升或以下的容器內
（22042120）

食用豬雜碎，冷凍，
但肝除外
（02064900）

2016

豬肉，冷凍，未列明
或未包括在其他編號
（02032900）

牛肉，去骨，冷凍
（02023000）

雞翼，冷凍
（02071420）

紅葡萄酒，裝在2
升或以下的容器內
（22042120）

雞腿，冷凍
（02071430）

2017

豬肉，冷凍，未列明
或未包括在其他編號
（02032900）

牛肉，去骨，冷凍
（02023000）

雞翼，冷凍
（02071420）

紅葡萄酒，裝在2
升或以下的容器內
（22042120）

2018

豬肉，冷凍，未列明
或未包括在其他編號
（02032900）

牛肉，去骨，冷凍
（02023000）

雞翼，冷凍
（02071420）

紅葡萄酒，裝在2
升或以下的容器內
（22042120）

雞腿，冷凍
（02071430）

2019

豬肉，冷凍，未列明
或未包括在其他編號
（02032900）

紅葡萄酒，裝在2
升或以下的容器內
（22042120）

豬腿臀肉（火腿）、
肩胛肉及其切肉，帶
骨，冷凍
（02032200）

牛肉，去骨，冷凍
（02023000）

雞翼，冷凍
（02071420）

沙甸魚、小沙甸魚及
小鯡魚或西鯡魚，已
調製或保藏，整條
或切塊，但非剁碎
（16041300）

70.4%

70.5%

70.3%

70.3%

註解：*“前五位佔比”是指表中列出的前五位商品總額在澳門進口葡語國家食品類商品總額中的佔比。
資料來源：結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的資料，本文自行整理。

2003-2006年，澳門進口最多的葡語國家
食品類商品是“紅葡萄酒，裝在2升或以下的容
器內”（編碼：22042120），而2007-2019年“
豬肉，冷凍，未列明或未包括在其他編號”（編
碼：02032900）一直穩居澳門進口葡語國家食品
類商品第一位。從葡語國家進口的“豬肉，冷凍，
未列明或未包括在其他編號”（編碼：02032900
）主要是來自巴西，其次是葡萄牙，而且在20072019年期間，
澳門進口該商品的第一來源地就
是巴西，2015-2019年葡萄牙連續成為澳門進
口該商品的十大來源地之一。雖然從2007年開

始，“紅葡萄酒，裝在2升或以下的容器內”（編
碼：22042120）不再是澳門進口最多的葡語國家
食品類商品，但在2007-2019年期間，澳門對該
商品的需求仍然較為穩定，且該商品在2003-2019
年期間一直排在澳門進口最多的葡語國家食品類
商品的前五位。另外，從2013開始，澳門進口最
多的葡語國家食品類商品的前三位均是凍肉類商
品，分別是“豬肉，冷凍，未列明或未包括在其他
編號”（編碼：02032900）、“牛肉，去骨，冷
凍”（編號：02023000）、“雞翼，冷凍”（編
號：02071420）。

9

“中葡論壇”成立後澳門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發展情況

以上數據反映了澳門對葡語國家冷凍肉類商
品的需求逐漸增加，而帶動需求的其中一個原因是
澳門酒店數量和入境旅客的增加。澳門進口的冷凍
肉類商品除了要滿足本地居民的日常消費外，還要
滿足酒店及旅客的需求。隨著2003年澳門“賭權”
開放，澳門新開業的酒店逐漸增多，到2019年，澳
門已有84家酒店，其數量是2003年的2.3倍（見圖
圖五 2003-2019年澳門酒店數量統計

五）。同時，受惠於2003年中國內地旅客赴港澳“
自由行”政策的正式實施，澳門的旅客量急速攀
升。2019年，澳門旅客量創新高，超過3,900萬人
次，是2003年的3.3倍（見圖六）。酒店和旅客數
量的增多讓冷凍肉類商品的需求量增大，從而刺激
了澳門對葡語國家冷凍肉類商品的需求。

圖六 2003-2019年澳門入境旅客人數統計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總結及建議
“中葡論壇”成立至今，澳門與葡語國家的
商品貿易整體呈增加趨勢，其中，澳門與葡語國家
食品類商品貿易在澳門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中佔有
重要份額，且澳門對葡語國家食品類商品，特別是
凍肉類商品的需求日益增加。結合上述貿易趨勢，
本文就澳門與葡語國家加強商品貿易及其有關合作
提出以下建議：

對進口葡語國家商品給予優惠待遇並協調有
關制度
無論是從商品貿易的數據分析或是澳門中葡
平台的發展定位來看，澳門未來與葡語國家的商品
貿易必將越來越密切。由於澳門與葡語國家的商品

貿易以澳門進口為主，因此澳門可以考慮對進口的
葡語國家商品給予優惠待遇，以便吸引更多種類葡
語國家商品的進口。同時，澳門也應對各葡語國家
的商品進出口制度進行協調、規範，從法律層面既
保證進口商品的質量，又加快商品進出口的通關速
度。

吸引葡語國家企業通過澳門平台進入中國內
地市場
以澳門與葡語國家的商品貿易及其相關合作
為基礎，憑藉澳門有稅務優惠、法律保障、資金進
出自由、中葡雙語環境等優勢，未來澳門可加大力
度吸引葡語國家企業在澳門設點，進一步開拓並鞏
固澳門市場。同時，澳門背靠中國內地，與內地簽
署的CEPA協議為擴大澳門與葡語國家的商品貿易開
創了無限的潛力。在CEPA框架下享受零關稅進入
內地的本澳原產貨物包括葡萄酒、堅果、餅乾、糕
點、咖啡、飲料等葡語國家優勢產品，代表著葡語
國家原材料在澳加工，符合CEPA規定及來源證要
求，准以零關稅進入中國內地。因此，吸引葡語國
家企業在澳門設點，一方面有助於發揮澳門中葡平
台的作用，另一方面助力更多葡語國家優質商品進
入中國內地市場，開闢龐大的中國內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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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中葡論壇

研究推出快捷、經濟的澳門-葡語國家貨物
航線
空運的速度快，提貨方便，適合價值高、
體積小、速度要求高的貨物。2018年10月，基於
中國珠三角地區的航空貨運市場需求，卡達航空
開始運營每週兩班的從澳門至美國洛杉磯的跨太
平洋的長途貨運航線：杜哈機場（DOH）-澳門機
場（MFM）-洛杉磯機場（LAX）-墨西哥城機場
（MEX）-列日機場（LGG）-杜哈機場（DOH）。
航線運載的出口貨物以電子產品、服裝服飾、電子
商務商品為主，進口貨物則以消費品為主。有鑒於
此，雖然空運基本不適用於澳門與葡語國家的食品
類商品貿易，但對於電子產品、服裝服飾、醫療用
品、高端消費品等商品貿易是有一定促進作用的。
展望未來，若澳門能夠充分利用CEPA和中葡平台
的優勢，將二者有機結合，推動葡語國家透過澳門
進入龐大的中國內地市場，澳門與葡語國家未來可
研究推出往返兩地或三地之間的快捷、經濟貨物航
線，以此促進澳門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更加多元化
和便捷化。

完善澳門冷鏈物流技術和設施
葡語國家凍肉類商品的需求在澳門與日俱
增，而且巴西已經成為澳門肉類及肉製品第二大來
源地，有關的貿易需要冷鏈物流作為支撐。然而，
澳門土地資源有限，冷鏈物流成本高、毛利率低、
行業標準以及質量監管有待加強等問題都制約了行
業的發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澳門與葡語國
家的商品貿易。為解決有關問題，澳門未來需要不
斷完善冷鏈物流技術和設施，增強供應鏈管理能
力，透過冷鏈物流信息化加強對產品質量的監管，
努力提高行業的智能化與無人化，進而降低成本，
增加收益。

從多樣化、品牌化的角度推廣葡語國家商品
隨著澳門對葡語國家商品需求量的不斷增
多，為進一步加快中葡平台建設，擴大中葡經貿
交流與合作，發揮橋樑作用，澳門貿易投資促進
局、中葡論壇常設秘書處等機構每年透過一系列大
中小型的經貿活動宣傳推廣葡語國家商品，大大提
升了葡語國家商品的整體知名度。但是，對於普通
市民而言，除了熟悉巴西、葡萄牙商品外，對其他
葡語國家商品的認識和需求頗為有限。事實上，每
個葡語國家都有本國的優質商品，而且物美價廉。
以食品類商品為例，安哥拉的乳製品、飲料，佛得
角的酒類、水產罐頭產品，幾內亞比紹的乾果、農
產品，莫桑比克的腰果、農產品，東帝汶的咖啡，
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的巧克力等等都是當地的馳名產
品。因此，未來在著力提升葡語國家商品知名度的
同時，也要更加注重商品的多樣化，讓更多來自不
同葡語國家的商品有機會打開澳門，乃至中國內地
市場。另外，在推廣葡語國家商品時，要注重有關
商品的品牌宣傳，推廣或打造葡語國家商品高質
量、高品味的品牌形象。例如，考慮到品牌宣傳對
推廣葡語國家產品的重要性，隸屬於雙詩氏國際
集團的“巴西名品匯”在推銷各式各樣巴西優勢
產品的過程中，就致力於推廣巴西品質和巴西品
牌。2018年1月，該集團在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投
資者“一站式＂服務協助下，成立了“雙詩氏國際
（澳門）有限公司＂，在澳門經營巴西食品貿易，
推廣巴西品牌，希望透過澳門平台進一步開拓業
務。有廣度、有深度的品牌宣傳有助於打造葡語國
家商品的品牌形象，從而提升其品牌效應和品牌價
值，最終達到提升銷售額的目的，因此品牌宣傳是
葡語國家商品未來的發展路徑之一，也是澳門推廣
葡語國家商品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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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附表

Schedule of Food Items

本附表所載的食品，在進口報關時，每張報關
單劃一繳費二角。除非另有說明，表內所列的港貨
協制章、項目或分項，均包括其屬下所有條目。

This Schedule contains food items, the import of which is subject to a
flat charge of 20 cents per declaration when an import declaration is lodged.
Where a Chapter, Heading or Subheading of the HK HS is quoted, all the
items under it are included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類別
編號
Category
No.

港貨協制
章/項目/分項/
條目編號

HK HS Chapter/
Heading/Subheading/
Item No.

Description

條目 0106 3990
分項 0106 41
分項 0106 49 及

活動物，不包括
馬，比賽用
靈長類動物
鯨、海豚和鼠海豚（鯨
目哺乳動物）；海牛和
儒艮（海牛目哺乳動
物）；海豹、海獅和海
象（鰭足亞目哺乳動
物）
駱駝和其他駱駝屬動
物（駱駝科）
兔和野兔
其他哺乳類動物
鱉（甲魚）及龜（龜鱉
目爬行動物），非供食
用
其他爬行類動物，非供
食用
猛禽
鸚鵡類（包括鸚鵡、長
尾小鸚鵡、金剛鸚鵡和
鳳頭鸚鵡）
其他鳥類，非供食用
蜜蜂
其他昆蟲及

條目 0106 9090

其他活動物，非供食用

2.

第二章，不包括
項目 0209

肉及食用雜碎，不包括
沒有瘦肉的豬膏及家
禽脂肪，未煎熬或以其
他方法提煉，新鮮、冰
鮮、冷藏、鹽醃、浸鹽
水、乾或燻製

Chapter 02 except
heading 0209

Meat and edible meat offal, except
pig fat, free of lean meat, and poultry fat,
not rendered or otherwise extracted,
fresh, chilled, frozen, salted, in brine,
dried or smoked

3.

第三章，不包括

魚及甲殼動物、軟體動
物及其他水生無脊椎
動物，不包括
淡水觀賞魚
其他觀賞魚
乾海馬，無論是否鹽醃
但非燻製及
乾海龍，無論是否鹽醃
但非燻製

Chapter 03 except

Fish and crustaceans, molluscs and other
aquatic invertebrates, except

subheading 0301 11
subheading 0301 19
item 0305 5930 and

freshwater ornamental fish
other ornamental fish
dried seahorses, whether or not salted but
not smoked and
dried pipefishes, whether or not salted but
not smoked

1.

第一章，不包括
條目 0101 2910
分項 0106 11
分項 0106 12

貨物名稱

分項 0106 13
分項 0106 14
分項 0106 19
條目 0106 2029

條目 0106 2090
分項 0106 31
分項 0106 32

分項 0301 11
分項 0301 19
條目 0305 5930
及
條目 0305 5940

Chapter 01 except
item 0101 2910
subheading 0106 11
subheading 0106 12

Live animals, except
horses, for racing
primates
whales, dolphins and porpoises (mammals
of the order Cetacea); manatees and
dugongs (mammals of the order Sirenia);
seals, sea lions and walruses (mammals of
the suborder Pinnipedia)

subheading 0106 13

camels and other camelids (Camelidae)

subheading 0106 14
subheading 0106 19
item 0106 2029

rabbits and hares
other mammals
turtles and tortoises (reptiles of the order
Testudines), not for food

item 0106 2090

other reptiles, not for food

subheading 0106 31
subheading 0106 32

birds of prey
psittaciformes
(including
parrots,
parakeets, macaws and cockatoos)

item 0106 3990
subheading 0106 41
subheading 0106 49
and
item 0106 9090

other birds, not for food
bees
other insects and

item 0305 5940

other live animals, not for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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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編號
Category
No.

港貨協制
章/項目/分項/
條目編號

貨物名稱

HK HS Chapter/
Heading/Subheading/
Item No.

Description

4.

第四章

乳類製品；鳥蛋；天然
蜜糖；未列明或未包括
在其他編號的食用動
物產品

Chapter 04

Dairy produce; birds’ eggs; natural
honey; edible products of animal origin,
not elsewhere specified or included

5.

項目 0504

動物（魚除外）腸臟、
膀胱及胃，整個或部
分，新鮮、冰鮮、冷藏、
鹽醃、浸鹽水、乾或燻
製

Heading 0504

Guts, bladders and stomachs of animals
(other than fish), whole and pieces
thereof, fresh, chilled, frozen, salted, in
brine, dried or smoked

6.

第七章

食用蔬菜及某些根莖

Chapter 07

Edible vegetables and certain roots and
tubers

7.

第八章

食用水果及硬殼果；柑
橘屬的果皮或瓜皮

Chapter 08

Edible fruit and nuts; peel of citrus fruit
or melons

8.

第九章

咖啡、茶、馬黛茶及香
料

Chapter 09

Coffee, tea, maté and spices

9.

第十章

穀物

Chapter 10

Cereals

第十一章， 不包

磨粉廠產品；麥芽﹔澱
粉﹔菊粉﹔小麥麩質
（麵筋）
，不包括
木薯澱粉
其他澱粉
菊粉及

Chapter 11 except

Products of the milling industry; malt;
starches; inulin; wheat gluten, except

item 1108 1400
item 1108 1900
item 1108 2000 and

manioc (cassava) starch
other starches
inulin and

小麥麩質（麵筋），無
論是否乾製

heading 1109

wheat gluten, whether or not dried

10.

括
條目 1108 1400
條目 1108 1900
條目 1108 2000
及
項目 1109

11.

項目 1210

蛇麻草種子，新鮮或
乾，無論是否磨碎、成
粉末或小粒狀；蛇麻素

Heading 1210

Hop cones, fresh or dried, whether or not
ground, powdered or in the form of
pellets; lupulin

12.

項目 1212，不包

洋槐豆、海藻及其他水
藻、甜菜及甘蔗，新
鮮、冰鮮、冷藏或乾，
無論是否研磨；未列明
或未包括在其他編號
而主要供人食用的果
核、果仁及其他蔬菜產
品 （ 包 括 未 烘 焙
Cichorium
intybus
sativum 品 種 的 菊 苣
根）
，不包括
海藻及其他水藻，不宜
供人食用

Heading 1212 except

Locust beans, seaweeds and other algae,
sugar beet and sugar cane, fresh, chilled,
frozen or dried, whether or not ground;
fruit stones and kernels and other
vegetable products (including unroasted
chicory roots of the variety Cichorium
intybus sativum) of a kind used primarily
for human consumption, not elsewhere
specified or included, except

括

分項 1212 29

subheading 1212 29

seaweeds and other algae, unfit for
human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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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編號
Category
No.

港貨協制
章/項目/分項/
條目編號

貨物名稱

HK HS Chapter/
Heading/Subheading/
Item No.

Description

13.

項目 1501

豬脂肪（包括已煎熬的
豬油）及家禽脂肪，但
項目 0209 或 1503 內的
除外

Heading 1501

Pig fat (including lard) and poultry fat,
other than that of heading 0209 or 1503

14.

項目 1517

人造牛油；動物或植物
脂肪或油或第十五章
內各種脂肪或油的分
餾物製的可食的混合
物或製品，但項目 1516
內可食的脂肪或油或
其分餾物除外

Heading 1517

Margarine;
edible
mixtures
or
preparations of animal or vegetable fats
or oils or of fractions of different fats or
oils of Chapter 15, other than edible fats
or oils or their fractions of heading 1516

15.

第十六章

肉、魚或甲殼動物、軟
體動物或其他水生無
脊椎動物的製品

Chapter 16

Preparations of meat, of fish or of
crustaceans, molluscs or other aquatic
invertebrates

16.

第十七章， 不包

糖及糖製品，不包括

Chapter 17 except

Sugars and sugar confectionery, except

條目 1703 9010

不宜食的糖蜜

item 1703 9010

molasses, inedible

17.

第十八章

可可及可可製品

Chapter 18

Cocoa and cocoa preparations

18.

第十九章

穀物、幼粉、澱粉或奶
的製品；糕餅點心師的
產品

Chapter 19

Preparations of cereals, flour, starch or
milk; pastrycooks’ products

19.

第二十章

蔬菜、水果、硬殼果或
植物其他部分的製品

Chapter 20

Preparations of vegetables, fruit, nuts or
other parts of plants

20.

第二十一章

雜項配製食品

Chapter 21

Miscellaneous edible preparations

21.

項目 2209

醋及用醋酸製的醋代
替品

Heading 2209

Vinegar and substitutes for vinegar
obtained from acetic acid

22.

條目 2922 4210

穀氨酸鈉

Item 2922 4210

Sodium glutamate

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