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代表處 12月工作總結重點簡介 

 

 2021年 12月，各內地代表處重點工作總結如下： 

 杭州代表處：12 月 1 日，代表處主任出席 2021 年第四季度駐杭國際

機構圓桌會議，交流 2021年工作情況，推介澳門旅遊和會展活動；12

月 7-12日，代表處主任協助服務區內的代表團約 400餘人赴澳門參加

第 26屆MIF、2021MFE、 2021PLPEX。 

 成都代表處：12月 3日，貿促局在重慶澳門周舉辦渝澳、葡語國家會

展商貿及投資推介會。代表處主任協助邀請重慶採購商參加推介會，

與澳門企業進行商業配對；12 月 10-12 日，成都代表處共組織 5 家機

構，共 18人赴澳參加第 26屆 MIF、2021MFE、 2021PLPEX，期間澳

門經濟財政司李偉農司長及貿促局劉偉明主席與成都餐飲同業工會袁

小然執行會長一行會面，歡迎成都知名餐飲品牌入駐澳門。 

 瀋陽代表處：12月 9日，瀋陽友好會展有限公司張曉飛總經理與代表

處主任會面，代表處主任介紹澳門及葡語國家營商優勢和中葡商貿導

航服務；12月 30日，代表處主任參加遼寧省港澳工作聯席會議，宣傳

澳門營商環境，介紹貿促局服務，邀請參加澳門會展。 

 福州代表處：12 月 10 日，福州代表處協助福建省商務廳杭東副廳長

與貿促局李藻森執行委員會面，探討閩澳經貿交流合作；12月 14日，

漳州市貿促會邱亞明會長一行與代表處主任會面，交流澳門重點產業

的發展情況和 2022年合作計劃。 

 廣州代表處：12 月 10-12 日，廣州代表處赴澳協調代表團參與 26 屆

MIF、2021MFE、 2021PLPEX 之會見及商業配對等團務工作；12 月

14日，廣州代表處拜訪琶洲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試驗區管理委員會及

唯品會，宣傳澳門營商環境，貿促局會展服務等資訊。 

 武漢代表處：12月 2日，湖北省商貿流通業聯合會楊麒麟副秘書長與

代表處副主任會面，代表處副主任介紹澳門在大健康、科技、金融等

領域政策及橫琴經貿情況；12月 16日，代表處副主任參加“國際會展

業發展高峰論壇”活動，向參會嘉賓宣傳澳門旅遊及會展業發展情況。 

 

 

 

 

 

 

 

 



杭州代表處 

 

  

12 月 1 日，代表處主任出席 2021

年第四季度駐杭國際機構圓桌會

議，交流 2021 年工作情況，推介

澳門旅遊和會展活動。 

12 月 3 日，上海復太國際商貿有

限公司勞宏董事長和澳門葡語國

家地區酒類及食品聯合商會區國

洪顧問與代表處主任會面，交流及

宣傳葡語國家食品的活動。 

  

12 月 7-12 日，代表處主任協助服

務區內的代表團約 400 餘人赴澳

門參加 26 屆 MIF、2021MFE、 

2021PLPEX。 

12月 22日，代表處主任與江蘇省

鎮江市港澳辦周文軍處長，和澳門

易知文化傳媒有限公司陳江董事

長一行交流。 

  

12月 27日，英中商業中心潘華琳

總經理和香港貿發局市場推廣部

阮媛副主任與代表處主任會面，交

流 2022年澳門會展訊息。 

12月 28日，代表處主任與浙江康

恩貝製藥股份有限公司陳志剛總

監會面，向其介紹澳門營商環境及

政策。 



成都代表處 

 

 
 

12 月 3 日，澳門貿促局在重慶澳

門周期間舉辦渝澳、葡語國家會展

商貿及投資推介會。代表處主任協

助邀請重慶採購商出席推介會，與

澳門企業進行商業配對。 

12 月 8 日，成都代表處參加成都

時尚消費品創意設計大賽頒獎典

禮暨文旅大邑新場景新產品發佈

會線上活動，代表處主任向參會嘉

賓推介澳門旅遊。 

 
 

12 月 9 日，成都代表處參加由四

川省外事辦公室、五糧液集團有限

公司主辦的 2022 新年室內音樂

會。代表處主任與五糧液集團鄒濤

副董事長交流，推介澳門營商環

境。 

12月 10-12日，成都代表處共組織

逾 5 家機構，共 18 餘人赴澳參加

第 26 屆 MIF 、 2021MFE 、 

2021PLPEX，協助澳門經濟財政司

李偉農司長、澳門貿促局劉偉明主

席與成都餐飲同業工會袁小然執

行會長一行會面，歡迎成都知名餐

飲品牌入駐澳門。 

  
12月 16日，成都市會議及展覽服

務行業協會顏子薦秘書長與成都

代表處主任和副主任會面。代表處

主任向其介紹在澳門舉辦會展的

優勢和其他會展資訊。 

12月 22日，四川省經合局國際合

作處張慶處長與代表處主任會面，

雙方交流工作計劃和合作。  



瀋陽代表處 

 

  

12 月 1 日，代表處主任隨同遼寧

省港澳辦、瀋陽市港澳辦到訪晨訊

科技（瀋陽）有限公司喬春華總經

理，代表處主任介紹澳門在科技領

域政策及橫琴經貿情況。 

12 月 1 日，代表處主任隨同遼寧

省港澳辦、瀋陽市港澳辦到訪瀋陽

芯源微電子設備股份有限公司宗

潤福董事長，代表處主任介紹澳門

及葡語國家營商優勢，澳門在科

技、集成電路等領域的政策優勢

等。 

  

12 月 1 日，代表處主任隨同遼寧

省港澳辦、瀋陽市港澳辦到訪瀋陽

恩悜研究院有限公司，代表處介紹

澳門貿促局投資者“一站式”服務

和中葡商貿導航服務。 

12 月 2 日，代表處主任隨同遼寧

省港澳辦、瀋陽市港澳辦到訪中航

瀋飛股份有限公司，代表處主任介

紹澳門的從事科技創新業務企業

的稅務優惠制度，歡迎企業來澳投

資。 

  

12 月 9 日，瀋陽友好會展有限公

司張曉飛總經理與代表處主任會

面，介紹澳門及葡語國家營商優勢

和中葡商貿導航服務。 

12月 30日，代表處主任參加遼寧

省港澳工作聯席會議，宣傳澳門營

商環境，介紹澳門貿促局服務，邀

請參加澳門會展。 



 

福州代表處 

  

12月 10日，福州代表處協助福建

省商務廳杭東副廳長與澳門貿促

局李藻森執行委員會面，探討閩澳

經貿交流合作。 

12 月 10 日，福州代表處協助福建

省商務廳及澳門貿促局共同舉辦

福建-澳門-葡語國家經貿交流會，

探討葡語國家、福建及澳門三方的

合作機遇等。 

 

 

12月 11日，福州代表處協助海南

省商務廳李勰副廳長一行與澳門

貿促局李藻森執行委員會面，探討

瓊澳經貿交流合作。 

12 月 11 日，福州代表處協助泉州

市商務局張小紅局長一行與澳門

貿促局余雨生執行委員會面，了解

澳門招商引資經貿政策，探討閩澳

經貿合作。 

  

12月 14日，漳州市貿促會邱亞明

會長一行與代表處主任會面，交流

澳門重點產業的政策和 2022 年區

域合作的工作計劃。 

12 月 21 日，廈門市貿促會顔志平

副會長一行與代表處主任會面，交

流雙方的工作情況，討論兩地的經

貿合作。 

 



 

廣州代表處 

 

 
 

12月 10-12日，廣州代表處赴澳協

調代表團參與 26 屆 MIF 、

2021MFE、 2021PLPEX 之會見及

商業配對等團務工作。 

12月 10日，廣州市白雲山中一藥

業有限公司赴廣州代表處辦公室

參加 2021MIF線上商業配對活動、

參觀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心-廣州

站及商匯館，了解澳門營商環境及

中醫藥產業發展情況。 

  

12月 14日，廣州代表處參加澳門

品牌進駐分享會暨賞受澳門智能

售賣機廣州落戶儀式，與有關嘉賓

交流澳門品牌到大灣區創業創新

情況。 

12月 14日，廣州代表處到訪琶洲

人工智慧與數字經濟試驗區及唯

品會，宣傳澳門營商環境，澳門貿

促局會展競投及支援“一站式”服

務。 

  

12月 15日，廣州代表處隨團參觀

廣東派陶瓷業有限公司，向企業宣

傳澳門營商環境，利用澳門平台開

拓海外市場。 

12月 30日，廣州代表處到訪亨利

珠寶（廣州）有限公司，了解其珠

寶展品及加工工藝，介紹澳門營商

環境及會展優勢。 



 

武漢代表處 

  

12 月 2 日，湖北省商貿流通業聯

合會楊麒麟副秘書長與代表處副

主任會面，代表處副主任向其介

紹澳門在大健康、科技、金融等領

域政策及橫琴經貿情況。 

12月 3日，武漢代表處參加武漢香

格里拉大酒店聖誕亮燈儀式，與參

會的旅遊企業交流，推廣澳門文旅

優勢。 

  

12月 7日，世界華服大會總策劃、

湖北省華服文化研究會秦工會長

與代表處副主任會面。代表處副

主任向其介紹澳門貿促局的會展

競投及支援”一站式”服務，並安

排與會展產業拓展處進行視訊連

線。  

12月 16日，代表處副主任參加“國

際會展業發展高峰論壇”活動，向

參會嘉賓宣傳澳門旅遊。  

  

12月 21日，代表處主任隨團參觀

勁牌酒業的工廠，代表處主任向

向與其介紹澳門在中醫藥領域優

惠政策及澳門貿促局投資者“一

站式”服務。 

12 月 21 日，代表處主任參加辭舊

迎新共話未來-國（境）外商協會及

貿易投資促進機構交流會，向企業

介紹澳門經濟旅遊情況和澳門貿

促局中葡商貿導航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