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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五年葡語國家有關 ICCA認   
   證國際會議的研究分析

　　據國際會議協會（ICCA）發佈、以
分析全球會議市場狀況為主的《2019 年
國際會議協會市場年度報告》，在全球
國家排名中，葡萄牙名列第 10 位，共舉
辦 342 項獲認證的會議，巴西排名第 20
位，共舉辦 209 項獲認證的會議；在全
球城市排名中，里斯本及波爾圖更名列
第 2 位及第 39 位，分別舉辦 190 及 63
項獲認證的會議，聖保羅亦名列第 47
位，共舉辦 56 項獲認證的會議；而澳門
全球排名第 48 位，共舉辦 54 項獲認證
的會議。鑑於 ICCA 認證是否為國際會議
項目的標準是會議需要在全球各地輪值
舉辦，即當年有關項目在某地舉辦後，
第二年必須轉至其他地方舉行，因此，
澳門作為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和以中
文及葡文為正式語文的城市，若每年能
夠承接或輪值舉辦部分在葡萄牙和巴西
舉辦的國際會議項目，相信澳門會展業
的發展將可注入新的動能。

　　為此，經檢視葡語國家近年舉辦
ICCA 認證活動的狀況後，本文重點研究
ICCA 排名較前的葡萄牙及巴西，從其活
動項目數量、活動主題及主要舉辦城市
進行分析，發現葡萄牙及巴西的 ICCA 項
目資源豐富，舉辦活動的地點主要集中
在里斯本、波爾圖、聖保羅等城市。有
鑑於此，澳門可以有意識、有目的、有
規劃地將上述城市作為開展中葡經貿會
展合作的重點對象，在原有建築、法律、
旅遊等主題合作的基礎上，拓展至科技、
科學及醫學等領域的合作，同時，憑藉
與葡語國家及其城市天然的緊密聯繫，
積極考慮研究透過競投葡語國家會議輪
值舉辦地的舉措，主動招攬面向全球舉
辦的國際會議 ICCA 項目輪流或循環來澳
舉辦，甚至在成熟後引薦至粵港澳大灣
區舉辦，一方面有助於提高澳門 ICCA 國
際會議城市的排名，另一方面也有利於
豐富澳門“中葡經貿合作會展中心”的
內涵，有效發揮大灣區中心城市核心引
擎的帶動作用，達至項目互換、客源互
引，進一步推動中葡平台建設。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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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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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Research on Meetings 
& Conferences certified by ICCA on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in the 
last 5 years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Meetings Market 
2019 Report" publish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and Convention Association (ICCA), which 
featur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global meetings & 
conferences market situation. Among the Global 
Countries rankings, Portugal ranked 10th with 
342 certified meetings, Brazil ranked 20th with 
209 certified meetings. Regarding the Global City 
rankings, Lisbon ranked 2nd with one 190 certified 
meetings. Porto ranked 39th with 63 certified 
meetings. Sao Paulo also ranked on 47th with 56 
certified meetings. Macao’s ranking was 48th with 
54 certified meetings.

The standard for ICCA certif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meetings project requires that meetings should 
be held all over the World on a rotational basis, it 
means, if the meeting was held in a certain place 
one year, it must be transferred to another place 
in the next year. In these circumstances, if some of 
the international meetings organized in Portugal 
and Brazil can be rotated and held in Macao, it will 
inject new impetus to Macao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since the 
city is positioning itself as a business co-operation 
service platform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and Chinese and Portuguese 
are its official languages.

In this context, after reviewing the status of 
ICCA certification activities held in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in the recent years, this report 
is highlighted on Portugal and Brazil rankings by 
ICCA which are positioned on the top.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number, theme and main host 
cities, we concluded that ICCA project resources in 
Portugal and Brazil are rich and the meetings are 
mainly held in Lisbon, Porto and Sao Paulo.

As a result, Macau can focus the aforementioned 
cities as key targe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ventions and Exhibition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in a 
conscious, purposeful and systematical manners,

and based on the current co-operation on 
construction, legal advise, tourism and other 
area  further  expand the  co-operat ion  on 
technology, science and medicine. At the same 
time, capitalizing on th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and cities, Macau 
will actively analyze on measures to bid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conferences, and attract ICCA international 
meeting projects to be held in Macao on rotational 
basis or even recommend them to be held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when the operation proves successful.

On the one hand, the initiative will benefit Macao 
in ICCA rankings and on other hand, will enrich 
the identity of Macao as "China and Portuguese-
S p e a k i n g  C o u nt r i e s  Eco n o m i c  a n d  Tra d e 
Cooperation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playing effectively the leading role of a central 
city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o as to achieve project exchange and 
mutual tourist attraction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and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Platform”.

Estudo e Análise sobre as Reuniões 
e Conferências certificadas pela ICCA 
e realizadas n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nos últimos 5 anos

De acordo com o “Relatório anual sobre o  mercado 
internacional de convenções de 2019”, publicado 
pela  Associação Internacional de Congressos e 
Convenções (ICCA, na sigla em inglês) e visando 
analisar a situação do mercado internacional de 
convenções, no ranking mundial de países, Portugal 
ficou classificado em 10º lugar com 342 reuniões 
certificadas e o Brasil, classificado em 20º lugar 
com 209 reuniões certificadas. No contexto do 
ranking mundial de cidades, Lisboa posicionou-se 
no 2º lugar com 190 reuniões certificadas, Porto no 
39º lugar com 63 reuniões certificadas, e São Paulo 
no 47º lugar com 56 reuniões certificadas. Macau 
figurou no 48.° lugar com 54 reuniões certifica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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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聲明 / Disclaimer / Aviso Legal

 › 本報告的原始數據來源於第三方機構已公開的資訊，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不保證該等資訊是否準確、充足、及時或可靠，
對該等資訊產生的一切事宜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本報告僅供一般參考，不視為本局任何推薦或建議。

 › We hereby clarify that this report contains information published by third parties. The Macao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Institute (IPIM) does not guarantee that such information is accurate, adequate, timely or reliable. IPIM also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to any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report. All Information herein is for reference only and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ny recommendation or advice by IPIM.

 › Os dados originais constantes do presente relatório provêm de informações publicadas por terceiros e o Instituto de Promoção 
do Comércio e do Investimento de Macau (IPIM) não garante a exactidão, a suficiência, a actualização ou a credibilidade dessas 
informações, nem assume qualquer responsabilidade legal em tudo o que possa resultar do uso dessas informações. O presente 
relatório destina-se apenas para referência geral, não se tratando de qualquer recomendação ou sugestão do IPIM.

 › 本局可在任何時間行使權力，在無須通知的情況下決定增加、修訂或刪除報告資訊。本報告未經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許
可，不得刊登、上載、分發、出版或出售，以及本局對上述的不法事宜，保留法律追究權力。

 › IPIM may exercise its rights at any time, without prior notice, to make addition to, amend or remove any information from the report. 
Publishing, uploading, distributing, or selling this report without express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Macao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Institute (IPIM) is strictly prohibited. IPIM reserves all rights regarding the above mentioned illegal acts.

 › Este Instituto pode, a todo o tempo, exercer os seus poderes, para determinar o aditamento, a alteração ou a eliminação das 
informações constantes do presente relatório sem aviso prévio. Este relatório não pode ser publicado, carregado, distribuído, editado 
ou vendido sem prévia autorização do IPIM, sendo reservado a este o direito de efectivar a responsabilidade dos actos ilícitos acima 
referidos.

Dados os critérios para a certificação da ICCA 
nos projectos de conferências internacionais, 
é  n e c e s s á r i o  q u e  e sta s  s e j a m  re a l i za d a s 
rotativamente no contexto mundial, ou seja, 
caso o evento em questão seja realizado num 
determinado local no ano corrente, o mesmo 
deverá ser transferido para outro local no ano 
seguinte. Neste sentido, como Macau está 
posicionada como uma Plataforma de serviços 
para a cooperação comercial entre a China 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sendo o chinês e o 
português as suas línguas oficiais, caso algumas 
conferências internacionais organizadas em 
Portugal e no Brasil possam ser transferidas para o 
nosso território, irão contribuir para a injecção de 
nova dinâmica no desenvolvimento da indústria de 
convenções e exposições local.

Assim sendo, após a análise da situação das 
actividades certificadas pela ICCA e realizadas n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nos últimos anos, o 
presente documento foca-se nos países que foram 
classificados no topo pela ICCA, tais como Portugal 
e Brasil. Com base no número de actividades, nos 
temas e nas cidades anfitriãs, verifica-se que os 
projectos da ICCA em Portugal e no Brasil são ricos 
em recursos e as reuniões foram principalmente 
realizadas em Lisboa, Porto e São Paulo.

Para esse efeito, Macau pode dar prioridade 
às cidades atrás indicadas para segmentar o 
desenvolvimento da indústria de convenções e

exposições no âmbito da Cooperação Económica, 
Comercial e no MICE entre a China 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de forma consciente, 
propositada e sistemática, expandindo as áreas de 
tecnologia, ciência e medicina para além da actual 
cooperação nas vertentes de construção, serviço 
jurídico e turismo.

Ao mesmo tempo, através dos laços estreitos com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nomeadamente 
as suas cidades principais, Macau pode analisar 
medidas, de forma activa, para a introdução das 
conferências d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e 
atracção de projectos da ICCA para serem realizados 
rotativamente em Macau, bem como recomendar 
para que os mesmos, quando atingirem um grau 
de maturidade, sejam realizados na Grande Baía 
Guangdong - Hong Kong - Macau. Por um lado, 
essa iniciativa irá contribuir para a elevação de 
Macau no ranking da ICCA e, por outro lado, 
enriquecer a conotação do território como "Centro 
de Convenções e Exposições para a Cooperação 
Económica e Comercial entre a China 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desempenhando, de forma 
eficaz, o seu papel de motor principal como uma 
das cidades centrais da Grande Baía, com vista 
a alcançar o intercâmbio de projectos de MICE e 
introdução mútua de clientes, promovendo, com 
maior dinamismo, a construção da plataforma de 
cooperação económica e comercial entre a China 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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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考《2019 年度國際會議協會
市場報告》的內容

　　ICCA 是全球會議業界的權威組織之一，擁
有全球約 100 個國家及地區、逾 1,100 個政府
組織、會展相關公司、會展中心加入成為會員。
每年針對全球各國家及地區 / 城市的國際會議
場次進行統計，評比要求嚴格，列入統計的會
議必須由國際性協會 / 組織定期舉辦 ( 不含公
司會議 )，且輪流在 3 個或以上國家 / 地區召開
以及參會人數不少於 50 人。ICCA 年度報告既
是全球會議市場的權威性指標，也是會議籌組
機構揀選會議目的地的重要參考資料。

　　據國際會議協會 (ICCA) 於 2020 年 5 月發
佈的《2019 年國際會議協會市場年度報告》顯
示，澳門多項評比的排位均有所上升，其中澳
門於全球城市排名躍升至第 48 位，較 2018 年
上升 23 位；而亞太區域城市排名為第 12 位，
較 2018 年上升 5 位；ICCA 同時認可了 54 項
在澳門舉行之國際協會 / 組織的會議活動，同
比上升 38%。

《2019 年國際會議協會市場年度報告》全球國
家排名

排名 國家 2019 年
認可項目數目

1 美國 934
2 德國 714
3 法國 595
4 西班牙 578
5 英國 567
6 意大利 550
7 中國 539
8 日本 527
9 荷蘭 356
10 葡萄牙 342
11 加拿大 336
12 澳大利亞 272
13 韓國 248
14 比利時 237
14 瑞典 237
16 奧地利 231
17 瑞士 221
18 阿根廷 214
19 波蘭 213
20 巴西 209

 

　　另外，經檢視《2019 年國際會議協會市場
年度報告》，了解到葡萄牙及巴西在全球國家
排名分別位居第 10 及第 20 位，里斯本、波爾
圖、聖保羅在全球會議城市排名中名列第 2位、
39 位和 47 位。

《2019 年國際會議協會市場年度報告》全球城
市排名

排名 城市 2019 年
認可項目數目

1 巴黎 237
2 里斯本 190
3 柏林 176
4 巴塞羅那 156
5 馬德里 154
6 維也納 149
7 新加坡 148
8 倫敦 143
9 布拉格 138
10 東京 131
11 布宜諾斯艾利斯 127
12 哥本哈根 125
13 曼谷 124
14 阿姆斯特丹 120
15 首爾 114
16 都柏林 109
17 雅典 107
18 羅馬 102
19 台北 101
20 悉尼 93
︙ ︙ ︙
39 波爾圖 63
︙ ︙ ︙
47 聖保羅 56
48 澳門 54

　　可見，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
服務平台，與葡語國家具有廣泛的聯繫網絡和
良好的互動合作關係，語言和法律體系相通，
對葡語國家尤其是葡萄牙及巴西所舉辦的 ICCA
項目，具備參與競投的得天獨厚的優勢和條件，
以下本文將對葡語國家近五年有關 ICCA 國際會
議認證項目統計展開分析，進一步了解其合作
潛力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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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近五年葡語國家舉辦 ICCA
國際會議的狀況

　　經檢視近五年國際會議協會市場年度報告，
了解到2015至2019年期間，安哥拉、佛得角、
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聖多美和普林西及東
帝汶都有舉辦 ICCA 認證會議，不過項目數量相
對較少，大部份國家未被列入排名，當中葡萄
牙、巴西的 ICCA 活動數量較多，近年均維持在
200 至 300 餘項，對於活動項數僅為 54 項的澳
門而言，項目資源可謂相對豐富。因此，重點
選擇葡萄牙、巴西作研究為切入點，從其活動
項數、排名變化、活動主題及其主要舉辦城市
作出進一步分析。

近五年葡語國家舉辦 ICCA 國際會議的活動項數
國家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安哥拉 4 2 0 1 0
巴西 324 263 259 242 209
佛得角 4 2 1 1 4
幾內亞比
紹

0 1 0 1 0

莫桑比克 11 5 4 7 8
葡萄牙 295 318 317 323 342
聖多美和
普林西比

0 0 1 0 0

東帝汶 0 2 0 0 0
資料來源 : 排名統計是整理 ICCA 年度報告，會
議場次統計是查詢 ICCA 統計資料庫

1. 葡萄牙、巴西舉辦 ICCA 認證國際會議活動的
排名及活動場次
　　透過 ICCA 數據庫匯總了 2015 年至 2019
年有關葡萄牙及巴西的 ICCA 國際會議排名，葡
萄牙在 ICCA 全球排名已由 2015 年的 12 位上
升至 2019 年的第 10 位，活動場次亦由 2015
年的 295 項上升至 2019 年的 342 項。首先，
葡萄牙的 ICCA 國際會議發展迅速主要得益於其
優越的地理位置，交通便倢，擁有通往歐洲、
非洲、亞洲、北美、南美各地的航班，尤其與
歐洲多個會議業發達國家有直航對接，大大便
利了 ICCA 國際會議在區內輪值舉行，加上葡萄
牙政府十分重視旅遊業發展，著意透過舉辦國
際會議活動吸引更多商務客源；其次，巴西作
為全球舉辦國際會議最多的南美國家，儘管最
近五年排名一直位居全球 20 強，惟舉辦 ICCA
會議項數持續滑落，排名由 2015 年的第 11 位
下跌至 2019 年的第 20 位，同期活動場次由
324 項下跌至 209 項，相信社會環境的持續穩
定對於會展組織者選擇舉辦目的地不僅有著密
切的關係，而且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近五年葡萄牙、巴西的 ICCA 排名趨勢變化

資料來源 : ICCA 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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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當中統計差異主要是因為部分會議出現跨學科的情況，即一場會議橫跨了兩個或三個學科，以致按學科主題的統計項數
會大於會議實際項數。

2. 葡萄牙、巴西舉辦 ICCA 認證國際會議活動的
主題分佈
　　2015 年至 2019 年期間葡萄牙舉辦獲 ICCA
認證的活動項目共 1,595 項，按照 ICCA 主題學
科作領域分類，可劃分為 2,064 項 1，第一為醫
學類 (363 項 )，第二為科技類 (303 項 )、第三
為科學類 (257 項 )，前三大類合共佔比 45%。

2015 年至 2019 年在葡萄牙舉行 ICCA 會議主
題分佈

資料來源：ICCA 統計資料庫

　　2015 年至 2019 年期間巴西舉辦獲 ICCA
認證的活動項目共 1,297 項會議，按照 ICCA 主
題學科作領域分類，可劃分為 1,301 項，第一
為醫學 (281 項 )，第二為科學 (197 項 )、第三
為科技 (177 項 )，前三大類合共佔比 50%。

2015 年至 2019 年在巴西舉行 ICCA 會議主題
分佈

資料來源：ICCA 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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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葡萄牙、巴西近五年 ICCA 活動主題分佈
的統計資料，可見醫學、科技及科學三大主題
佔比重最高，回顧澳門近五年舉辦的共 195 項
獲 ICCA 認證項目，按照 ICCA 主題學科的領域
分類，可劃分為 252 項，其中科技 (43 項 )、醫
學 (23 項 ) 及文化創意 (21 項 ) 共佔比 35%，由
此足見澳門與葡萄牙及巴西一樣，在主題分佈
上均以科技及醫學類會議為主，說明澳門完全
具備舉辦此類會議的經驗和能力。與此同時，
澳門若積極主動地與葡萄牙、巴西有關會議舉
辦方進行訊息交流，必將有助於雙方相互分享
競投經驗，相互引薦具潛力的項目，增加各自
競投有關會議活動的成功率。

3. 葡萄牙、巴西舉辦 ICCA 認證國際會議活動的
主要城市
　　考慮到葡萄牙與巴西城市較多，葡萄牙舉
辦 ICCA 國際會議活動的城市共 61 個，巴西舉
辦 ICCA 國際會議活動的城市共 115 個，因此
本文根據 ICCA 統計資料庫梳理出兩國前三大活
動舉辦城市，以便更好地篩選具潛力的主要城
市優先開展合作。

　　從葡萄牙舉辦活動的城市分佈來看，里斯
本、波爾圖及卡斯凱什是舉辦 ICCA 國際認會議
活動數量最多的三座城市，其中里斯本和波爾
圖佔該國舉辦相關活動總量的 7 成，均以醫學
及科技主題活動為主。

葡萄牙舉辦 ICCA 活動的主要城市
ICCA
項目數 里斯本 波爾圖 卡斯凱什

2015 153 60 20
2016 155 75 19
2017 158 62 27
2018 155 74 20
2019 190 63 20

　　從巴西舉辦活動的城市分佈來看，聖保羅、
里約熱內盧及伊瓜蘇是舉辦 ICCA 認證國際會議
活動數量最多的三個城市，其中聖保羅和里約
熱內盧兩個城市佔該國舉辦相關活動總量的 4
成，亦均以醫學及科技主題活動為主。

巴西舉辦 ICCA 活動的主要城市
ICCA
項目數 聖保羅 里約熱內盧 伊瓜蘇

2015 84 73 5
2016 67 51 15
2017 59 54 15
2018 59 53 17
2019 56 33 15

　　綜上分析，葡萄牙及巴西舉辦 ICCA 認證國
際會議活動的主要城市如里斯本、波爾圖、聖
保羅等，均可成為澳門與上述兩國以 ICCA 項目
為切入點開展中葡會展經貿合作的重點“攻克”
對象。

三、歸納近五年葡語國家活動組織
者在澳門舉辦 ICCA 會議的特徵

　　回顧過往的合作基礎，經檢視 2015 年至
2019 年期間在澳門舉行的 195 項國際會議活動
中，活動組織單位來自葡語國家的項目共有 6
項(2019年1項，2018年1項，2017年4項)，
相關會議涉及建築、法律、旅遊、藝術及語言
等不同範疇，主辦方來自葡語國家專業協會，
合作方為澳門專業社團及學校等，相關活動的
輪值舉辦地均優先選擇面向葡語系國家的相關
城市舉行，而作為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澳
門在競爭當中具有較大優勢，可爭取成為繼葡
萄牙之後的最佳項目選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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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項目名稱 相關組織單位 主題 過往兩屆舉辦地

2019 年 10 月 24 日至
27 日

第 7屆葡語建築師
國際會議

• 葡語國家建築師委
員會

• 澳門建築師協會
建築 第 6屆莫桑比克開普敦

第 5屆巴西里約熱內盧

2018 年 4月 23 日至
24 日

第 26 屆葡語通訊論
壇

• 國際葡語通訊協會
(AICEP)

• 澳門郵電局
語言 第 25屆巴西巴西利亞

第 24屆安哥拉羅安達

2017 年 12 月 11 日至
12 日

第 5屆葡語國家法
律大會

• 葡萄牙語法律學會
• 澳門城市大學 法律 第 4屆 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第 3屆莫桑比克開普敦

2017 年 11 月 23 日至
27 日

第 43 屆葡萄牙旅行
社協會年會

• 葡萄牙旅行社協會
• 澳門旅遊局 旅遊 第 42屆葡萄牙阿威羅

第 41屆葡萄牙阿爾加維

2017 年 9月 6 日
至 8日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gital Arts

• Artech-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 澳門聖若瑟大學

藝術 第 7屆葡萄牙歐比多斯
第 6屆葡萄牙阿爾加維

2017 年 7月 23 日至
29 日

第 12 屆盧斯塔尼亞
人國際協會會議

• 盧斯塔尼亞人國際
協會

• 澳門理工學院
語言 第 11屆佛得角明德盧

第 10屆葡萄牙阿爾加維

四、結語

　　2019 年國際會議協會（ICCA）公佈的國際
會議統計數目約 13 萬場次，是目前有數據統計
以來最高的一次，澳門在是次 ICCA 國際會議城
市排名中更成功與葡萄牙的里斯本、波爾圖和
巴西的聖保羅一同擠身全球 50 強，這不僅彰顯
了澳門在全球會議舉辦領域的實力，而且更加
預示著澳門與葡語國家在會展經貿合作中空間
十分廣闊。目前，因應全球會展業 2020 年深受
新冠疫情衝擊，相關國際會議舉辦的安排和未
來選址正在醞釀較大的變革，例如有可能舉辦
混合式會議活動（hybrid meeting）、偏向選
擇衛生安全風險較低的地點等，相信未來澳門
可憑藉中葡平台和會展軟硬配套相對完備等優
勢，主動競投面向葡語國家及全球的 ICCA 認可
的國際會議活動，致力為全球會展組織者多提
供一個舉辦地的選項。

 › 2: 2019年ICCA國際會議全球排名，香港排名22位、澳門排名48位、深圳排名第117位及廣州排名176位，其他大灣區城市
未有相關排名。

　　事實上，相關工作亦有助於加快推進“中
葡經貿合作會展中心” 建設，本文透過分析近
五年葡語國家獲 ICCA 認證的國際會議狀況，了
解到葡萄牙及巴西的 ICCA 項目資源豐富，其舉
辦活動的主要城市里斯本、波爾圖、聖保羅等，
更可作為澳門開展中葡經貿會展合作的重點對
象，在原有建築、法律、旅遊等主題合作的基
礎上，進一步拓展科技、科學及醫學等領域的
合作，透過競投面向葡語國家和全球輪值舉辦
的國際會議 ICCA 項目來澳舉行，既可提高澳門
在 ICCA 國際會議城市的排名，亦有利於豐富澳
門建設“中葡經貿合作會展中心”的內涵，而
當項目成功在澳門舉辦之後，同樣澳門也可將
活動在下一站的舉辦地引薦給粵港澳大灣區城
市，透過項目資訊交換和資源共享等市場運作
模式，共同擴大會展經貿合作，爭取以“外引
內聯”的方式把項目輻射至粵港澳大灣區，突
出澳門作為中葡平台的聯繫功能，努力發揮大
灣區中心城市的核心引擎帶動作用，力爭達至
項目互換、客源互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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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際會議協會(ICCA)統計資料庫
 › 《就國際會議協會(ICCA)有關澳門統計數據的分析》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研究及資料處
(2018年12月)
 ›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官方網站 
 › 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及人才信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