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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2020 年度工作綜述
　　2020 年，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發展變化情況，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 以下簡稱“貿促局”) 及時
調整工作部署，有序落實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施政方針和施政舉措，重點推進以下五方面工作，即：
持續深化區域合作，加大招商引資力度；深耕會議展覽業，擴大產業帶動效應；凸顯中國與葡語國
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 ( 以下簡稱“中葡平台”) 作用，參與國際經貿活動；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協助
企業開拓市場；處理投資居留個案，後續跟進離岸業務。同時，貿促局結合上述重點工作，推出多
項措施協助會展業界、澳門企業和海內外投資者應對疫情。

持續深化區域合作
加大招商引資力度

深耕會議展覽業
擴大產業帶動效應

凸顯中葡平台作用
參與國際經貿活動

支持中小企業發展
協助企業開拓市場

處理投資居留個案
後續跟進離岸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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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深化區域合作
加大招商引資力度

Reforço continuo na cooperação regional, 
aumentando os esforços na captação de investimento 

　　為落實區域合作和招商引資工作，2020 年貿促局繼續推出並優化多項措施，包括提供“投資者
‘一站式’服務”，增設“營商共享庫”，重點深化粵澳、京澳、滬澳以及澳門與泛珠省區之間的
經貿交往，拓展內地代表處職能等等。2020 年，貿促局與內地經貿機構和商會共簽署 3 項合作協議
及備忘錄，以促進雙方在會展、投資、商務交流等方面的合作。

　　貿促局推出多年的“投資者‘一站式’服務”，旨在為投資者在澳落實項目過程中提供全方位
的系列支援和協助。2020 年，“投資者‘一站式’服務”共接獲 1,952 個有關貿易和投資方面的查詢，
處理 239 項新投資計劃申請，完成跟進 132 個投資計劃 ( 包括新收及歷年的投資計劃 )，透過專責
公證員協助投資者在澳成立共 162 間公司。當中，貿促局重點跟進多個有利於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
展的投資計劃，涵蓋大健康 / 中醫藥、現代金融、科技、內地知名餐飲品牌、跨境電商、澳門製造業
等範疇。

　　為方便投資者在澳開展業務，2020 年 10 月，貿促局網站增設了“營商共享庫”，整合企業開
業初期常用的 8 類澳門商業服務提供者，包括消防 / 工程顧問公司、銀行、會計、法律、物流和商務
中心等。

　　2020 年，受疫情影響，內地與澳門的人員往來一度受阻，但貿促局從未間斷過澳門與內地的經
貿聯繫。9 月，由貿促局作為主辦單位之一的“2020 年內地—澳門商會聯席會議暨兩地企業交流合
作論壇”透過線上方式舉行，吸引 180 多位兩地的專家學者及企業代表參與。是次活動以“深化合作，
應對挑戰，創新發展”為題，共同探討如何支持內地與澳門工商業界有效應對疫情影響，並就參與
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建設等議題展開交流討論。

“2020 年內地—澳門商會聯席會議暨兩地企業交流合作論壇”於 9 月 3 日線上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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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澳合作方面，貿促局透過開展系列
工作，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例如：跟
進橫琴“粵澳合作產業園”建設、提供“粵
港澳大灣區九市商事登記便利服務”和“大
灣區商貿諮詢服務”、組織粵澳兩地企業
互相參展參會、豐富澳門會展活動的大灣
區元素，以及深化澳門與橫琴的經貿合作
等。截至 2020 年底，“粵澳合作產業園”
已有 24 個項目取得用地，主要涉及旅遊休
閒、文化創意、高新科技、科教研發及商
貿物流等範疇，當中已有 4 個項目竣工。
為落實“粵澳合作產業園”當中 2.57 平方
公里土地的項目，由貿促局主導、橫琴新
區管理委員會配合跟進的新一輪產業園招
商工作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正式啟動。新
一輪招商對項目有着更明確的產業定位要
求，重點偏向高新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
產業、高端服務業以及有利於“一帶一路”
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項目。2020 年
1 月 16 日新一輪招商中止申請，期間貿促
局收到 133 份申請，涉及範疇廣泛，現時
符合條件的 123 個項目評審工作已完成。
另外，貿促局除繼續與廣東省經貿部門聯
合舉辦 “2020 澳門 ‧ 廣州繽紛產品展”、
“2020 粵澳名優商品展”(GMBPF) 等活
動外，還組織澳門企業、業界代表參加在
廣東舉辦的會展活動，例如：“中國進出
口商品交易會”( 廣交會 )、“2020 廣東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博覽會”、“中
國 ( 珠海 ) 中醫藥國際博覽會”等。為深
化澳門與珠海的經貿合作，貿促局組織代
表團參加“2020 澳珠企業家峰會”等在珠
海舉辦的活動，並安排澳門企業家代表團
赴珠海橫琴新區進行商務考察及交流。

貿促局劉偉明主席於“2020 年內地—澳門商會聯席
會議暨兩地企業交流合作論壇”致辭

區先生透過本局 “粵港澳大灣區九市商事登記便利服務”
於中山開設醫療器械生產及銷售公司

陳先生透過本局 “粵港澳大灣區九市商事登記便利服務”
於珠海開設食品貿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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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他內地省市經貿交往方面，2020 年貿促局組織企業和業界代表以線上線下的方式
參加了“第十六屆中國會展經濟國際合作論壇”(CEFCO)、“2020 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
易會”、“2020 廈門國際貿易洽談會暨絲路投資大會”、“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2020 廈門國際會展周”等活動。9 月份，貿促局與旅遊局共同赴內地舉辦大型路演活動—
“北京澳門周”，加強在內地宣傳澳門會展優勢，共同推廣澳門安全宜遊的城市形象。貿促
局代表在“北京澳門周—京澳旅遊會展推介會”上重點介紹了澳門會展業發展概況。

　　2020 年，貿促局進一步拓展內地代表處職能，把投資、會展等領域的多項對外服務延
伸至內地廣泛地區。同時，內地代表處主動走訪企業、商協會及政府部門，鼓勵並協助各相
關機構深化聯繫與合作，以促進兩地經貿往來。全年，內地代表處上門拜訪共 681 人次，共
收集客戶資料超過 3,450 份。為配合旅遊局納入經濟財政司範疇，內地代表處 2020 年主動
拜訪內地 62 間旅遊部門及業界，並製作免隔離來澳的圖文包廣為散發，期望透過內地旅遊
業界大力宣傳澳門健康安全旅遊城市的形象。為支持澳門青年到內地實習，加深他們對內地
工作環境和社會經濟發展情況的瞭解，貿促局於 2017 年起推出了有關的實習計劃，其中包
括“內地代表處招募澳門青年實習計劃”、“推薦澳門青年在內地企業實習計劃”等。截至
2020 年底，共有 41 人報名，19 人參加，17 人完成實習。

“第十六屆中國會展經濟國際合作論壇”
澳門企業家代表團合照

“2020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澳門企業家代表團合照

“北京澳門周”期間舉辦“京澳旅遊會展推介會” 本局內地代表處舉辦的澳門青年實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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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澳門多個會展活動因疫情而取消
或延期。截至 12 月 31 日為止，共 275 項 ( 涉
及 248 項會議、27 項展覽 ) 原計劃於 2 月至 12
月舉辦的會展活動取消或延期，當中取消的有
196 項，延期的有 79 項。

　　因應疫情取消的會展活動包括原訂於 3 月舉
辦的“2020 年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
覽”(MIECF)。而由貿促局主辦的“第二十五屆
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澳門國際
品牌連鎖加盟展 2020”(MFE)、“2020 年葡語
國家產品及服務展”(PLPEX)、“第十一屆國際
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IIICF)、“2020 
粵澳名優商品展”(GMBPF) 等大型會展活動，
則透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舉行，以鞏固並提
升澳門品牌展會成效，推動會展業朝着市場化、
專業化方向發展。

　　此外，2020 年貿促局透過“會展競投及支
援‘一站式’服務”共跟進會展項目 188 項，較
2019 年同比減少 30%。從活動項目性質而言，
包括 113 項會議、58 項展覽、17 項會議及展覽，
涉及專科醫學、保險、教育、金融、資訊科技、
電子工程等多個領域。值得一提的是，由貿促局
作為協辦單位之一的“博鰲亞洲論壇國際科技與
創新論壇大會”於 2020 年 11 月首次在澳門舉
辦，匯聚了近百位重量級演講嘉賓和來自 18 個
國家、地區的近千名代表線上線下一同參與。

深耕會議展覽業
擴大產業帶動效應

Explorando aprofundadamente a indústria 
de convenções e exposições,
expandindo o efeito impulsionador do sector

第 11 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
在澳開幕

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在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
建設高峰論壇指導委員會第二次工作會議發言

行政長官賀一誠在“第 11 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
建設高峰論壇”開幕儀式上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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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期間舉行“2020 國際貿易投資論壇暨
國際品牌連鎖加盟商機論壇”

　　另一方面，貿促局透過與承辦機構
合作，招募澳門青年擔任大型會展活動
的臨時工作人員，為年輕人提供參與會
展實踐的機會，培養他們對會展行業的
興趣，為澳門會展業人才儲備積聚力量。

　　2020 年，為攜手業界共同把握會展
業“雙線融合”發展的機遇，推動會展
業持續向專業化和市場化的方向邁進，
貿促局舉辦系列線上培訓活動，內容涵
蓋 ICCA 資料庫數據應用技巧、連鎖加盟
策略、混合性會議、會展業人工智能科
技的應用和會展活動危機管理計劃等，
共吸引逾 900 人次參與。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舉辦了系列會展線上培訓課程
助業界把握行內新趨勢

“2020 粵澳名優商品展”吸引不少市民及旅客入場

第 25 屆 MIF 、2020MFE 、2020PLPEX 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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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顯中葡平台作用
參與國際經貿活動

Concretizando o papel da Plataforma Sino Lusófona, 
participando nas actividades internacionais 
de natureza económica e comercial

“葡語國家商機系列—線上推介會”
佛得角商機透視

葡語國家產品推介及商機對接會

　　2020 年，疫情對貿促局組織代表團出
訪葡語國家或邀請葡語國家人員前來中國
內地和澳門進行雙向交流的工作造成影響，
也讓“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第六
屆部長級會議”、“中國與葡語國家企業
經貿合作洽談會”因此延期。儘管如此，
為推進澳門中葡平台建設，貿促局以線上
線下相結合的方式促進與葡語國家的經貿
合作，繼續推動“三個中心”( 即“葡語國
家食品集散中心”、“中葡經貿合作會展
中心”和“中葡中小企業商貿服務中心”)
的建設。

　　7 月開始，貿促局每個月圍繞一個葡語
國家，舉辦“葡語國家商機系列—線上推
介會”，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已透過社
交媒體等平台，以短片、圖文包等方式推
介佛得角、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葡萄
牙、聖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東帝汶的投資
資訊和營商環境。另外，貿促局透過一系
列工作，例如，線上參加葡語國家舉辦的
經貿活動，優化“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
作及人才信息網”，不斷豐富“葡語國家
食品展示中心”及其內地展示點的展品，
在廣州、中山及珠海再次舉辦“葡語國家
產品推介及商機對接會”，持續豐富主辦
或承辦經貿會展活動的葡語國家元素，優
化“中葡商貿導航”服務等等，以推動中
國內地、澳門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合作。

在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心舉辦展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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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貿促局與東盟、歐盟、葡語國家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國際組織、
經貿機構以及企業保持交流合作，協助中國內地及澳門企業尋找國際合作伙伴，拓寬發
展空間。2020 年 9 月，由貿促局主辦的“第三十三屆亞洲貿促論壇”(33rd Asian Trade 
Promotion Forum) 首次以線上形式於澳門進行 , 共有 20 個亞洲區經濟體的貿促機構代表參
加。10 月，由世界華商組織聯盟作為主辦機構，貿促局作為合作機構的“第十七屆世界華
商高峰會”採用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在澳門舉行，內地及澳門的華商代表約 300 人在現場
共同參加，香港、台灣地區及世界其他地區的華商代表兩萬多人通過視頻參與並觀看開幕儀
式。12 月，在“第十一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IIICF) 期間，舉行了“第六
屆中拉基礎設施合作論壇”、“中歐合作共促非洲可持續基礎設施發展”、“葡語國家投資
推介會”等活動，探討中國與葡語國家、歐洲和拉美等國家的基建合作機遇，助力企業拓展
國際市場商機。

“第三十三屆亞洲貿促論壇”
共 20 個亞洲區經濟體的貿促機構代表參與

“第三十三屆亞洲貿促論壇”以線上形式舉行
貿促局劉偉明主席於會上致辭

“第十七屆華商高峰會”開幕典禮
在澳門舉行

貿促局代表於第 11 屆 IIICF 的“葡語國家投資推介會”
介紹澳門中葡平台的優勢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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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小企業發展
協助企業開拓市場

Apoiando o desenvolvimento das PMEs, 
prestando apoio às empresas na expansão de mercados

　　為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尤其是協助澳門中小企業開拓市場，2020 年貿促局繼續積極為有
需要的境內外企業提供商業配對服務。受疫情影響，本年度的配對工作都輔以線上會議軟件進
行，包括 10 月舉行的“第二十五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澳門國際品牌連鎖加
盟展 2020”(MFE) 及“2020 年葡語國家產品及服務展”(PLPEX)，首次在活動中增加了 “雲
配對”、“雲簽約”等安排，為澳門與內地及海外企業的合作提供線上化服務。2020 年，貿
促局為境內外企業合共安排 1,939 場商業配對，跟進簽署 108 項協議。

　　除提供商業配對服務外，貿促局還透過鼓勵中小企業參與澳門及外地展會，不僅提供適當
參展資助，還定期舉辦中小企工作坊和交流考察活動，為企業提供宣傳及設備支援，協助中小
企業開拓市場與客源，提升自身競爭力。2020 年，貿促局共批准 960 個企業及社團的參展財
務鼓勵申請，涉及 22 個澳門及外地展會，展會類別涵蓋婚紗婚宴、葡萄酒、進口商品、環境
危機管理、工業設計、運動健康、家居及娛樂等多個範疇。2020 年，貿促局舉辦 / 合辦 / 協辦
的工作坊共 10 場，參加者達 990 人次，主題涵蓋企業管理、品牌營銷、跨境電商、產品服務等。
在協助企業宣傳推廣方面，貿促局透過“電子商務推廣鼓勵措施 (B2B)”、“電子商務推廣 ( 應
用 B2C 平台 ) 鼓勵措施”，支持更多澳門中小企業利用電子商務開拓市場，同時繼續透過“商
匯館”產品展示中心推廣“澳門製造”、“澳門品牌”及“澳門設計”產品。

　　為進一步發揮會展活動的拉動效應，促進澳門社區消費，支持社區中小企業發展，為其帶
來更多的人流和客源，貿促局持續引導會展客商走進各區遊覽及消費，參與社區活動。貿促局
和經科局 ( 經濟局於 2021 年 2 月 1 日更名為“經濟及科技發展局”)、旅遊局、各區工商聯會
等建立聯絡機制，為會展團隊個性化訂造更多不同的社區路線遊或特色團隊活動，如安排學習
傳統武術、參與傳統餅食製作等，又或組織會展團隊參與澳門的節慶盛事。事前，還會與各區
工商聯會做好協調工作，讓社區商戶先行瞭解活動和會展客商資訊，預先作好準備。上述舉措
安排不但能豐富會展客商在澳的美好體驗，更能對推動社區中小企業及提振社區經濟動力起積
極作用。儘管 2020 年會展活動數量有所減少，但貿促局仍引導 1,669 名會展客商深入不同社
區遊覽消費，為社區經濟發展帶來更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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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促局聯同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及商協會舉辦
“中小企專題線上系列講座”

三展增加了 “雲配對”、“雲簽約”等
線上元素

貿促局與青企商會邀知名線上平台
“澳門互聯網品牌及電商營銷人才培訓課程”

位於中土大廈 19 樓的商匯館
展示澳門製造、澳門品牌及澳門設計產品

貿促局組織“2020 粵澳名優商品展”參展參會客商
到中南區體驗澳門社區文化

貿促局引導“第十七屆世界華商高峰會”
參會者到社區遊覽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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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投資居留個案
後續跟進離岸業務

Processamento dos pedidos de fixação de residência, 
acompanhamento contínuo das actividades de offshore

　　2020 年，貿促局持續落實“重大投資”和“管理人員及具特別資格技術人員”臨時居留許可
的一系列優化措施，當中包括完成覆查及巡查獲批個案、加強監管及核實工作、完善審批工作及
增加資訊透明度等。

　　離岸業務方面，廢止離岸業務法律制度的第 15/2018 號法律於 2018 年 12 月 19 日公佈後，
貿促局已即時終止發出從事離岸業務的許可。所有有效的從事離岸業務的許可，則繼續持有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並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全部失效，隨後所有離岸機構過渡成為澳門一
般公司。自廢止離岸業務法律制度於 2018 年 12 月 19 日生效後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已經轉
型的離岸機構共有 42 家。

投資居留及法律廳人員接待臨時居留許可申請人 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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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疫情的相關工作

Enfrentando as medidas de prevenção e 
controle da epidemia

　　為協助澳門企業和海內外投資者應對疫情，貿促局推出多項措施，具體包括以下六個方面：

　　第一，設立 24 小時查詢熱線。為確保持
續提供“投資者‘一站式’服務”和“企業拓
展服務”等，貿促局特別設立 24 小時查詢熱
線，並接獲多宗查詢。疫情前期，透過“投資
者‘一站式’服務”協助澳門 3 間口罩廠及 4
間消毒用品廠取得相關生產准照。

03
　　第三，協助無法來澳的外地企業和投資者
解決開業問題。疫情期間，貿促局主動聯繫因
受疫情而無法親身來澳的外地企業和投資者，
舉行線上視頻會議，解答有關投資問題，主動
跟進有關企業的牌照申請等商事行政手續。

　　第四，增設“防疫用品商業配對”。疫情
期間，貿促局在“網上商業配對服務平台”增
設“防疫用品商業配對”欄目，為防疫用品供
求雙方提供對接平台。

　　第二，協助會展業界應對疫情。會展業作
為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行業之一，貿促局時刻
關注業界受影響程度，並以問卷方式對業界進
行“關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對澳門會展行業影
響”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受訪企業最為關
心的兩個議題分別是“應對疫情的紓困措施”
及“疫後支持發展的方向”。為此，貿促局設
立會展查詢熱線，以瞭解澳門會展業因應疫情
而面對的實際情況及困境，聽取業界對疫情後
扶助措施之建議，並透過“會展競投及支援‘一
站式’服務”跟進取消或延期的會展活動。疫
情初期，貿促局及時向澳門會展業界發出預防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建議，內容涵蓋協調
管理、環境衞生等方面，呼籲澳門會展業界、
會展活動主辦單位以及來澳參展參會的客商於
活動期間適當採取防範措施。另外，還參考國
際展覽業協會 (UFI) 的指導文件及衛生局的防
疫指引，結合疫情最新變化，對有關建議適時
更新，讓業界嚴格做好會展活動的清潔消毒工
作和防疫措施。為確保主辦單位在舉辦會展活
動時以防疫為先，貿促局派員巡查“會展競投
及支援‘一站式’服務”跟進的會展活動，督
促主辦方做好防疫措施等有關工作。

01

04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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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開展上述工作以外，2020 年，貿促局積極收集、分析和研究有關澳門貿易、投資、會展
以及中葡平台等方面的數據和資料，參與由不同政府部門組成的工作小組會議，並與 WAIPA、
ATPF 等國際經貿機構進行聯繫對接，為其提供資料和專業意見。同時，貿促局持續更新網站
內容和優化欄目，其中包括澳門經貿資料、內地市場資訊、葡語國家介紹、國際組織 ( 世界投
資促進機構協會 (WAIPA)、國際展覽業協會 (UFI)、國際會議協會 (ICCA)、亞洲貿易促進論壇
(ATPF)、國際展覽與項目協會 (IAEE)) 信息、澳門製造商和出口商資料庫、網上商業配對服務
平台、“粵港澳大灣區”資料網頁等等。為有效落實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貿促局於 2020 年積
極推動電子政務建設，分別透過特區政府及貿促局開發的電子工作平台，持續檢討人員管理及行
政優化的工作。

　　第五，協助在內地發展的澳門企業申請抗
疫援助。一直以來，貿促局的內地代表處積極
為在內地發展的澳門企業提供支援。例如，疫
情期間，在內地代表處的協助下，有關企業成
功申請到當地的抗疫援助。

05
　　第六，為葡語國家轉介防疫用品供應商資
料。疫情期間，貿促局透過“中葡商貿導航”
服務，為葡語國家轉介防疫用品供應商資料，
並成功促成巴西馬托格羅索州政府的防疫物資
採購等合作，不僅支持了葡語國家抗擊疫情，
也發揮了澳門中葡平台作用。

06

貿促局主辦及參與“第三十三屆亞洲貿促論壇”本局代表出席“世貿組織對中國澳門的第五次貿
易政策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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