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代表處 11 月工作總結重點簡介
 於 2021 年 11 月，各內地代表處重點工作總結如下：
 杭州代表處：11 月 10 日，代表處主任與浙江省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
駱育紅黨委書記會面，推介澳門旅遊和貿促局的會展競投及支援”一
站式”服務；11 月 12 日，代表處主任與浙江省港澳辦港澳處莫志良
處長會面，向其介紹澳門營商環境及重點產業的政策。
 成都代表處：11 月 3-6 日，代表處副主任赴上海協助第四屆中國國際
進口博覽會的團務工作，邀請企業參加 “把握澳門，把握葡語國家機
遇”投資推介會；11 月 4 日，代表處主任參加第八屆成都創意設計周，
向參會企業推介澳門營商環境和澳門旅遊優勢。
 瀋陽代表處：11 月 29 日，代表處主任隨同遼寧省港澳辦、瀋陽市港
澳辦拜訪企業，介紹貿促局投資者“一站式”服務和中葡商貿導航服
務；11 月 30 日，代表處主任拜訪高新科技企業，向其介紹澳門及葡
語國家營商優勢，高新技術產業政策並邀請參加澳門經貿會展活動。
 福州代表處：11 月 3 日，代表處主任到訪福建省電子信息應用技術研
究院，了解其產業發展情況，並協助其對接澳門企業芯片 IP 設計合作
意向；11 月 9 日，福州代表處協助漳州市商務局朱瑞華副處長與貿促
局人員會面，交流漳州企業赴澳發展和相互推介營商環境。
 廣州代表處：11 月 5 日，澳門旅遊及會展推介會於深圳舉辦，代表處
副主任於會場協助現場商業配對及洽談活動，向客商推介貿促局會展
競投及支援“一站式”服務；11 月 25-28 日，代表處副主任赴澳參加及
協助 2021 粵澳名優商品展的團務工作，向參展企業宣傳澳門營商環
境。
 武漢代表處：11 月 16 日，代表處主任參加湖北省貿促會舉辦的“湖北
產品走出去”專場活動。代表處主任向企業介紹澳門疫後經濟旅遊情況
和貿促局中葡商貿導航服務；11 月 23 日，代表處副主任參加迪拜世
博會湖北日活動，向商協會、企業推薦澳門的投資環境及重點發展產
業的政策。

杭州代表處

11 月 1 日，代表處主任與浙江外
國語學院港澳研究中心溫涵老師
會面，向其推介澳門投資環境和會
展活動。

11 月 3 日，代表處主任與克雷登
熱能設備（浙江）有限公司盛易俊
執行董事會面，了解該公司業務發
展情況，推介澳門投資環境。

11 月 8 日，代表處主任與杭州聯
華華商集團有限公司常溫商品管
理中心食品部楊杰宸經理會面，交
流葡語國家和澳門產品進入內地
市場的機遇。

11 月 10 日，代表處主任與浙江省
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駱育紅黨委
書記會面，推介澳門旅遊和貿促局
的會展競投及支援”一站式”服務。

11 月 11 日，代表處主任和澳門航
空浙江大區石旭杲經理與國航物
資配送公司中宇航空周建華總經
理會面，交流合作機遇。

11 月 12 日，代表處主任與浙江省
港澳辦港澳處莫志良處長會面，向
其介紹澳門營商環境及重點產業
的政策。

成都代表處

11 月 3-6 日，代表處副主任赴上海
協助第四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的團務工作，邀請企業參加 “把握
澳門，把握葡語國家機遇”投資推
介會。

11 月 4 日，代表處主任參加第八
屆成都創意設計周，向參會企業推
介澳門營商環境和澳門旅遊優勢。

11 月 12 日，代表處主任與成都尚
派文化、北京星賞文化發展有限公

11 月 17 日，代表處主任到訪四川
省商務廳港澳台處，交流雙方的工
作情况，討論兩地的經貿合作。

司負責人會面，向其介紹在澳門舉
辦會展的優勢和會展競投及支援
“一站式”服務的資訊。

11 月 22 日，代表處主任與成都奇
子金融服務有限公司張福洋經理
會面。代表處主任向其介紹澳門在
金融方面的營商資訊。

11 月 25 日， 代表處主任與四川
長興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周曉蘭
經理會面，成都代表處向其介紹澳
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邀請
該司來澳交流，尋找合作機遇。

瀋陽代表處

11 月 3 日，代表處主任到訪上藥
好護士藥業（集團）有限公司。向
其介紹澳門在大健康、科技、金融
等領域政策及橫琴經貿情況。

11 月 29 日，代表處主任隨同遼寧
省港澳辦、瀋陽市港澳辦與新華實
業（瀋陽）有限公司宋娜總經理會
面，介紹貿促局投資者“一站式”
服務和中葡商貿導航服務。

11 月 29 日，代表處主任隨同遼寧
省港澳辦、瀋陽市港澳辦與遼寧恒
隆地產有限公司李漢勛財務總監
會面。代表處主任介紹粵澳深度合
作區發展前景，宣傳澳門的重點發
展產業及會展。

11 月 30 日，代表處主任隨同遼寧
省港澳辦、瀋陽市港澳辦與瀋陽新
世界地產有限公司陳啟宗總監會
面。代表處主任介紹澳門及葡語國
家營商優勢、貿促局投資者“一站
式”服務、中葡商貿導航服務等。

11 月 30 日，代表處主任隨同遼寧
省港澳辦、瀋陽市港澳辦與玖龍智
能包裝（瀋陽）有限公司廖邦紅總
經理會面，向其介紹澳門在高新技

11 月 30 日，代表處主任與瀋陽瑞
馳表面技術有限公司朱曉萍總經
理會面，向其介紹澳門及葡語國家
營商優勢，高新技術產業政策並邀

術產業的政策、中葡商貿導航服務
等。

請參加澳門經貿會展活動。

福州代表處

11 月 3 日，代表處主任到訪福建
省電子信息應用技術研究院，了解
其產業發展情況，並協助其對接澳
門企業芯片 IP 設計合作意向。

11 月 8 日，代表處副主任與福建青
影傳媒有限公司林彥良總經理會
面，宣傳澳門旅遊，向其介紹澳門
文化產業的資訊和政策。

11 月 9 日，福州代表處協助漳州
市商務局朱瑞華副處長與貿促局
人員會面，交流漳州企業赴澳發展
和相互推介營商環境。

11 月 5-10 日，代表處副主任於中

11 月 18 日，福州代表處協助澳門
福建青年聯會開展福建省的交流
訪問活動。

11 月 24 日，代表處主任到訪福建
福旅文化傳媒集團有限公司，宣傳
澳門旅遊，介紹澳門文化產業的資
訊和政策。

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駐守展位，期間
與福建省商務廳交流最新經貿信
息。

廣州代表處

11 月 3 日，代表處主任到訪廣州粵
芯半導體技術有限公司，介紹澳門
營商環境及科技產業政策，可利用
澳門平台開拓海外市場。

11 月 5 日，澳門旅遊及會展推介會
於深圳舉辦，代表處副主任於會場
協助現場商業配對及洽談活動，向
客商推介貿促局會展競投及支援
“一站式”服務。

11 月 12 日，代表處主任到訪同程
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介紹澳門旅
遊優勢，推動更多內地遊客到澳門
旅遊。

11 月 27 日，代表處主任參加陝粵
特色農產品（廣州）宣傳推介活
動，了解陝西省農業發展情况，向
企業宣傳澳門營商環境，介紹貿促
局服務。

11 月 25-28 日，代表處副主任赴澳
參加及協助 2021 粵澳名優商品展
的團務工作，向參展企業宣傳澳門
營商環境及會展優勢。

11 月 30 日，代表處主任和副主任
到訪大豐銀行廣州分行籌組成
員，了解該行在廣州落戶情况，交
流廣州市金融業發展情况。

武漢代表處

11 月 11 日，代表處主任與長江國
際控股集團董事長、長江國際商
會劉萌會長會面，向其介紹澳門
的營商環境及澳門在金融、中醫
藥、科技、文化產業的政策。

11 月 15 日，代表處副主任參加
2021 華僑華人創業發展洽談會晚
宴及開幕式活動，向與會企業推薦
澳門的投資環境及貿促局投資者
“一站式”服務。

11 月 16 日，代表處主任參加湖北

11 月 17 日，代表處主任參加李時

省貿促會舉辦的“湖北產品走出
去”專場活動。代表處主任向企業
介紹澳門經濟旅遊情況和貿促局
中葡商貿導航服務。

珍中醫藥健康論壇，向與會嘉賓介
紹澳門在中醫藥領域優惠政策及
貿促局投資者“一站式”服務。

11 月 23 日，代表處副主任參加迪
拜世博會湖北日活動，向與會商
協會、企業推薦澳門的投資環境
及重點發展產業的政策。

11 月 26 日，代表處副主任參加首
屆中國（武漢）文化旅遊博覽會，
向與會政府機構、商協會、企業推
介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
定位、澳門文化產業的資訊和政
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