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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2019 年度工作綜述

　　2019 年，貿促局繼續遵照澳門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以及經濟財政司範疇的施政重
點展開各項工作，重點包括：繼續推進落實以“會議為先”的會展業發展策略，吸引
更多具影響力的國際知名展會落戶澳門；進一步推進“中葡平台”及其“三個中心”
的構建工作；積極參與區域合作，主動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持續深化粵澳、閩澳、
泛珠等區域經貿合作；充分利用“中葡平台”的獨特優勢，繼續為內地企業拓展葡語
國家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雙向經貿合作交流提供服務，助力“中葡平台”
建設與“一帶一路”建設有機結合，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與此同時，
繼續透過投資者“一站式”服務、經貿推廣、投資居留申請以及經貿資訊諮詢服務等
系列工作，為本地和海內外企業與投資者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及協助。

促進在澳投資

　　協助海內外投資者在澳門投資營商、成立公司已成為貿促局的日常業務工作。
2019 年，貿促局投資者“一站式”服務全年共接獲 2,138 宗查詢，收到新投資計劃（不
包括商業離岸服務計劃）144 個；完成跟進投資計劃（含 2019 年新收及歷年陸續收取
的投資計劃）96 個；專責公證員服務共處理成立公司卷宗 115 個。商業配對服務方面，
2019 年在多個本澳及海外商貿展會活動上共安排提供商業配對 2,545 場，促成合作協
議簽署 183 份。商業配對服務方面的工作亦持續優化，透過“網上商業配對服務平台”，
為海內外及本地客商提供自助化商業配對洽談服務，藉此協助企業開拓市場，促進經
貿合作與交流。

　　離岸業務方面，自 2005 年本澳離岸公司政策調整後，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持牌離岸服務機構總數 273 間。（廢止離岸業務法律制度的第 15/2018 號法律於
2018 年 12 月 19 日公佈，現有的澳門離岸機構從事離岸業務，除對部份稅務優惠有特
別規定，尤其是知識產權的收益外，可繼續獲得所得補充稅豁免，直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投資居留方面，2019 年貿促局共接獲“管理人員及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申
請個案共 111 宗、獲批准申請個案共 13 宗，“重大投資及重大投資計劃”申請個案共
3 宗、沒有任何獲批准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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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澳門的會展業的國際知名度亦
逐步提升；2019 年澳門獲得“最佳亞洲會
議及展覽城市”獎項；貿促局獲頒“Best 
Marketing-Destination”獎項。

　　2019 年，貿促局共引導逾 3.5 萬名會
展客商深入不同社區消費遊覽，為本地社
區經濟發展帶來更多活力。2019 年，貿促
局“會展競投及支援‘一站式’服務”共
跟進了 269 個會展項目，當中會議 191 項、
展覽 66 項、會議及展覽 12 項，較 2018
年同比增加 13%。同時，2019 年透過上
述服務引進千人規模以上的會議共 21 個。
在培育本澳品牌展會方面，除繼續成功舉
辦“2019 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
覽”（MIECF）、“第十屆國際基礎設施
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IIICF）和“第 24
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等
大型經貿展會，有效提升本澳國際會展城
市的知名度外，繼續組織本澳會展及旅遊
業界赴內地及海外廣泛參與多個商務旅遊
展，大力宣傳本澳獨特的會展優勢，深化
區域會展合作，促使澳門國際會展形象日
益深入人心。

第 24 屆 MIF 期間組織會展客商走進社區

 粵港澳、北京、葡語國家環保及能源相關部門官
員、企業高管共聚“綠色商機合作日”

統籌會展工作
                  加快推動“會議為先”的會展業發展
　　2019 年，貿促局繼續推動以“會議為先”的會展業發展，透過開展“會議大使”
計劃，優化“會展競投及支援‘一站式’服務”，以及落實各項會展專項扶助計劃，
招攬更多世界各地優質會議在澳門舉行。同時，鼓勵更多會展組織者引領客商深
入澳門社區，落區消費，透過“會展客商走進社區”消費路線圖推介社區旅遊消
費資訊，並於大型會展活動期間提供社區導賞服務。貿促局於 2019 年 9 月在香港
國際機場設置服務點，向來澳客商提供會展、貿易、投資等相關支援服務及信息。

不少企業藉 MIECF 平台拓展綠色商機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在“MICE China 
Awards”活動上，獲頒“Best 
Marketing-Destination”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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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促局為年輕人提供參與會展
實踐的機會

第十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在澳隆重開幕

貿促局主席劉關華與青年在會展場地展開真情對話

第 24 屆 MIF 及 2019 PLPEX
新聞發佈會

　　為加大力度培育澳門會展業人才，提升區域競爭力，2019 年貿促局繼續透
過支持會展業界與國際會展權威組織合辦國際專業認證培訓和認證課程，如註冊
會展經理培訓課程（CEM）、高級會展管理國際認證課程（EMD）等，支持本地
會展業提質提速發展；截至 2019 年底，已培養 252 名本地 CEM 會展註冊經理和
97 名本地 EMD 高級管理人員。此外，2019 年貿促局更首次將上述課程的部份名
額預留給粵港澳大灣區和葡語國家的會展從業人員，使其同樣有機會參與培訓，
促進共同成長。另一方面，貿促局一直堅持招募本地青年擔任大型會展活動的臨
時工作人員，不僅為年輕人提供參與會展實踐的機會，同時也培養年輕人對會展
行業的興趣，使其成為澳門未來潛在的會展組織者和參與者，為澳門會展業的騰
飛積聚後備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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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中國與葡語國家企業的雙向經貿合作
    彰顯“中葡平台”獨特優勢

　　為進一步貫徹落實中央政府於“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第五屆部
長級會議”所提出的系列新舉措和“行動綱領”，圍繞並配合澳門特區政府中葡平台
發展委員會的各項工作部署，2019 年貿促局重點加強了中葡經貿合作領域的推動工
作，著力推進“中葡中小企業商貿服務中心”、“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及“中葡
經貿合作會展中心”線上、線下的構建工作。當中包括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有機結合，
助力“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2019 年貿促局繼續赴大灣區及其他內地城市舉辦葡
語國家商機推介活動，受到當地業界歡迎。同時，為凸顯澳門“中葡平台”的獨特優勢，
無論是在澳門或是在內地舉辦的各項經貿展會交流活動中，貿促局始終堅持有針對性
地為活動注入葡語國家元素，大力宣傳推廣澳門“中葡平台”的紐帶作用，積極與內
地相關部門合作組織本澳及內地工商企業界代表團赴葡語國家實地交流考察，共拓商
機。此外，“中國與葡語國家企業家聯合會”已於 2019 年 6 月在澳門註冊。

　　“2019 央企支持澳門中葡平台建設高峰會”於 10 月在澳門舉行，是繼 2017 年
後再次在澳門舉行。活動吸引 30 家內地知名央企參與，超過 70%（23 家）位列《財富》
500 強排行榜中；逾四百名來自中央部委、中央企業、葡語國家企業、本地企業和商
協會等部門及機構的代表參與。會上，來自中國內地、葡語國家及澳門地區的部門和
機構簽署了十一份涉及基建、科研及人才培養等多個領域的合作項目。

“葡語國家產品推介及商機對接會”
廣州站與“活力澳門推廣週”同場舉辦

2019 PLPEX 期間舉辦“葡語國家酒類及
食品商機對接會”

2019 央企支持澳門中葡平台建設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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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貿促局繼續加大力度拓展澳門特區的對外經貿合作，以積極參與粵
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建設作為切入點，加強與歐盟和世界華商的經貿聯繫。
同時，持續深化粵澳、閩澳及與泛珠省區間的交往。2019 年貿促局共對外簽署合
作協議及合作文件 17 份，進一步加強了與海內外貿促機構 / 組織及商會的合作。

　　配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貿促局與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於 2019 年 3 月推出
“粵港澳大灣區九市商事登記便利服務”，為有意在大灣區投資的澳門企業提供
免費的代辦商事登記手續服務。服務推出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共接獲 93 個查詢，
查詢內容主要涉及大灣區內地九市商事登記流程、公司股東要求、住址要求、服
務費用等。此外，廣東省商務廳於 2019 年 7 月起在澳門派駐了顧問，解答企業家
對投資廣東省（尤其是灣區內地九市）的各項查詢，包括營商環境、牌照、稅項
及尋找合作項目等。至 2019 年 12 月底，廣東省商務廳派駐顧問共提供了書面及
面談諮詢服務共 29 次。另外，4 月 ，貿促局率領一行近 20 人的澳門企業家代表
團參與由廣東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東京聯
合舉辦的“粵港澳大灣區推介會”，藉此宣揚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
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定位優勢。

　　而為了進一步促進“中葡平台”與“一帶一路”有機結合，透過繼續在澳門
舉辦“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重點吸引來自葡語國家、“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地區、泛珠三角區域、粵港澳大灣區等地的政商產學研等各界人士來澳
參展參會，為交流“一帶一路”合作經驗、豐富合作成果提供交流平台。其中，“第
十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IIICF）設有多項新安排，包括在會上
成立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指導委員會”和“內地 - 澳門‘ 一帶
一路’工商專業委員會”，以更好地指導相關籌備工作，並首次發佈了《中國參
與葡語國家基礎建設發展指數》，透過系統整理中國與葡語國家基建合作發展前
景資訊，展現投資機遇。此外，貿促局於 2019 年 11 月再次組織澳門食品加工製
造以及葡語國家食品代理的本地企業赴上海參加“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凸顯澳門“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以及“中葡平台”的角色和定位。

　　粵澳合作方面，貿促局繼續與廣東經貿部門聯合舉辦“2019 粵澳名優商品展”
和“2019 澳門 ‧ 廣州繽紛產品展”等大型展會活動，強化合作；另一方面，持
續推進橫琴“粵澳合作產業園”建設，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有 24 個項目
取得園區用地（其中 20 項屬首批 33 個項目之內，4 項為首批餘下推薦的 50 個項
目之內），項目主要涉及旅遊休閒、文化創意、高新科技、科教研發及商貿物流等，
當中已有 1 個項目竣工。另外，為更好地發揮粵澳合作產業園對澳門經濟適度多
元發展的促進作用，貿促局與橫琴新區管理委員會自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起重新
啟動新一輪招商工作，就產業園餘下的 2.57 平方公里土地採用新的項目評審落地
機制，接受投資項目申請。

　　貿促局內地代表處繼續通過“送服務上門”工作，主動拜訪內地企業、商協
會及政府機構，為有意到澳門投資的內地企業提供適切支援。2019 年，各代表處
上門拜訪共 611 人次，共收集客戶資料超過 5,200 份。此外，貿促局內地代表處
亦繼續推行“推薦就讀內地高校澳生在當地澳資企業實習計劃”及其他計劃，於
2019 年共有 79 人參與相關計劃，獲安排在中葡基金、銀行等機構實習。

深化區域經濟合作
         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2019 年度活動報告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 2019
2019 Annual Report 7

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指導委員會及內
地—澳門“一帶一路”工商專業委員會成立儀式

“粵澳跨境商事登記便利服務宣講會”於 3 月 22 日舉辦

2019 粵澳名優商品展

澳門企業家代表團參與“粵港澳大灣區推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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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協助中小微企提升競爭力
 
　　扶持中小微企拓展商機、轉型升級是澳門特區政府一如既往的既定方針。2019 年，
貿促局繼續透過組織企業代表團外出參展和交流考察，鼓勵中小微企積極參與本地及
海外展會，除向其提供參展資助外，還在本地大型展會中為澳門中小企業預留參展布
展空間；提供“電子商務（E-Commerce）推廣鼓勵措施”，支持企業大力應用電子商
貿拓展業務；舉辦各類中小微企工作坊及企業配對交流活動，協助澳門中小微企提升
競爭力，把握並拓展市場商機。2019 年，貿促局共舉辦 / 協辦面向中小微企及青年創
業等相關主題工作坊 10 場，參加人數共 1,035 人，主題涵蓋餐飲、電子商務、開拓市
場、葡語國家投資環境與商機品牌推廣及拓展等。2019 年，貿促局共批出 871 個企業
及社團參展財務鼓勵，涉及 56 個本地及境外展會。

　　為支持本地中小微企業發展，鼓勵中小微企業充分利用澳門“中葡平台”的獨特
優勢，貿促局先後於 2019 年 3 月及 11 月與本地商會合辦“齊齊葡－葡語國家及澳門
產品特色市集”，旨在吸引更多本澳居民及遊客深入社區觀光消費，活化社區經濟，
帶動社區的葡語國家氛圍，同時也為葡語國家食品提供更多宣傳及展示渠道。

“齊齊葡－葡語國家及澳門產品特色市
集”在塔石廣場開幕

 “2019 全新電子商貿體驗講座及企業對
接交流會”場面熱鬧



地址 Endereço：澳門友誼大馬路 918 號世貿中心一至四樓
World Trade Centre Building, 1st & 4th Floors,918, Avenida da Amizade, Macao

電話 Tel： (853) 2871 0300
傳真 Fax： (853) 2859 0309

網址 Website：https://www.ipim.gov.mo
電郵 Email：ipim@ipim.gov.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