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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Macao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Institute
Instituto de Promoção do Comércio e do Investimento de Macau

2021年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工作綜述

　　2021年，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背景下，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下稱“貿促局”）有序落實澳門特別
行政區政府的施政方針和施政舉措，重點推進以下工作：第一，強化招商引資成效，分享區域合作紅
利；第二，擴大會展輻射功能，加強產業聯動效應；第三，加快中葡平台建設，促進國際經貿往來；第
四，助力企業把握機遇，共同拓展市場空間；第五，持續優化審批工作，處理臨時居留許可。

強化招商引資成效
     分享區域合作紅利

擴大會展輻射功能
     加強產業聯動效應

加快中葡平台建設
     促進國際經貿往來

助力企業把握機遇
     共同拓展市場空間

持續優化審批工作
     處理臨時居留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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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一站式”服務

一、  強化招商引資成效
             分享區域合作紅利

2,445 人次查詢

316 項新投資計劃

完成跟進 
233 項投資計劃

協助投資者在澳成立 
255 間公司

　　為引進更多符合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產業，強化招商引資成效，貿促局於2021年持續優化
投資者“一站式”服務的事前、事中、事後的流程，多方面支援投資者在澳開展和落實投資計劃，讓投
資者“想進來，落戶快，留得住”。全年，投資者“一站式”服務共接獲2,445人次查詢，收到316項新投
資計劃，涉及批發零售、貿易、醫藥健康、資訊科技、餐飲等行業，完成跟進233個投資計劃（包括投資
委員會跟進的投資計劃），透過專責公證員協助投資者在澳成立共255間公司，相關數據比2020年都
有所增加。其中，貿促局跟進了多項重點投資計劃，涵蓋中醫藥/大健康、現代金融、零售、餐飲、跨境
電商、澳門製造業等範疇。

　　此外，按照澳門產業發展方向，貿促局制訂了招商清單，並上門拜訪有關企業及投資者，鼓勵外
地企業來澳發展。2021年，貿促局設於內地的6個代表處協助投資者在澳成立多家公司並轉介多宗
投資個案，涉及大健康、科技、建築等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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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Macao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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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2020年新增“營商共享庫”後，貿促局在2021年9月正式推出網頁版和手機版“投資E道”，提
供澳門、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和葡語國家重點城市的投資資訊，並透過語音朗讀、模擬計算及線上
客服等多項功能協助投資者簡便快捷地獲取投資實用信息，宣傳澳門營商環境的同時，推進招商引
資工作，吸引更多海內外企業落戶澳門。截至12月底，“投資E道”的訪客所在地分佈如下：

2021年9至12月“投資E道”訪客所在地分佈

　　為落實粵港澳大灣區（下稱“大灣區”）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下稱“深合區”）建設等工作，推進
粵澳合作，貿促局在2021年開展了多項工作。經貿活動方面，豐富貿促局主辦的會展活動的大灣區、
深合區元素，並在外地參展期間舉辦推介活動。例如，11月8日，貿促局與廣東省商務廳、香港投資推
廣署於“第四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期間以“線上直播”及“線下實體”模式舉行“2021粵港澳大灣
區推介會⸺積極把握前海及橫琴方案帶來的新機遇”，貿促局及深合區經濟發展局代表推介澳門
和深合區投資環境，活動現場近120人參與，線上逾4萬人觀看直播。實地考察方面，貿促局在11月和
12月分別兩次組織澳門企業家代表團、澳門會展業界代表團赴深合區進行商務交流。投資者服務方
面，貿促局繼續提供“粵港澳大灣區九市商事登記便利服務”，推出深合區投資諮詢及轉介服務，並派
員到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澳門辦事處接待和解答投資者查詢。

中國澳門

中國內地

德國

葡萄牙

中國香港

美國

44.2%

31.5%

6.8%

5.3%

3.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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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賀一誠
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管理機構揭牌儀式”上致辭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率領
經濟財政範疇官員介紹《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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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粵澳合作以外，貿促局也持續加強澳門與其他內地省市自治區的經貿往來，包括透過參與“
首屆中國國際消費品博覽會”、“2021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第二十一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
談會”、“第四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在內地多個不同城市舉辦的大型經貿活動，一方面宣傳推廣
澳門最新經貿資訊，另一方協助澳門企業尋找新客戶，拓展新市場。

組織本澳經貿及會展業界參加“首屆中國國際消費品博覽會”(消博會)

於消博會期間安排多場配對洽談
助力拓展瓊澳兩地經貿合作及交流

葡語國家產品吸引進博會與會者的眼球

5

澳門會展業界代表團到訪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規劃建設展示廳

2021粵港澳大灣區推介會主辦方及發言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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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擴大會展輻射功能
             加強產業聯動效應

　　貿促局時刻關注新冠肺炎疫情對業界的影響，及時提供支援協助。為助力澳門會展業的復甦與
發展，貿促局開展跨部門合作，推動“旅遊+會展”跨界融合，藉着疊加效應，進一步提升澳門會展業
和旅遊業的競爭力，助力經濟穩步復甦。其中，貿促局攜手旅遊局先後在杭州、南京、上海、成都、重慶
合共舉辦了5場“澳門周”活動，一方面宣傳澳門宜遊、宜商、宜舉辦活動的形象，吸引內地旅客來澳
消費，同時吸引商務旅客來澳參與和舉辦經貿會展活動，另一方面創設場景讓中小企宣傳推廣自身
商品，助力企業尋找商機。　

杭州 重慶成都南京 上海

進場人次
>190 萬

累計線上觀看次數
5.6 億次

各宣傳渠道瀏覽次數
53 億次

帶動交易金額
3.41 億澳門元

＄

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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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賀一誠出席主禮
“四川．成都澳門周”開幕式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
在“重慶澳門周”開幕式上致辭

約180位杭州及澳門業界出席“杭州澳門周”期間
舉辦的“澳門旅遊及會展推介會”

“杭州澳門周”現場設有
“杭澳商業配對洽談會”

貿促局代表於“江蘇澳門周”期間的“蘇澳旅遊及會展推介會”
介紹澳門會展業

貿促局組織企業到“江蘇澳門周”進行展銷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Macao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Institute
Instituto de Promoção do Comércio e do Investimento de Macau

蓉澳企業藉“四川•成都澳門周”—
“澳門旅遊及會展推介會及業界洽談會”覓商機

貿促局代表於“四川•成都澳門周”期間舉辦
“澳門旅遊及會展推介會及業界洽談會”發言

貿促局代表於“重慶澳門周”期間舉行的
“渝澳、葡語國家會展商貿及投資推介會”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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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促局代表於“上海澳門周”期間的“澳門旅遊及會展推介會”
介紹澳門會展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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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賀一誠在“第12屆國際基礎
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開幕式致辭

“第12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
期間舉行多場平行論壇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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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工作會議”發言

　　為深化澳門會展城市的形象，2021年，貿促局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發展態勢，繼續舉辦多個大型
本地品牌展會。其中，8月以線上方式舉辦“2021年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MIECF)。而7
月的“第12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IIICF)、11月的“2021粵澳名優商品展”（GMBPF）

，以及12月同場同期舉辦的“第二十六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澳門國際品牌連鎖加盟
展2021”(MFE)及“2021年葡語國家產品及服務展（澳門）”(PLPEX)則繼續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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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會展業專業化和市場化發展。

“第12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開幕式

“第12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
各界分享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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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屆MIF、2021 MFE、2021 PLPEX開幕

第26屆MIF、2021 MFE、2021 PLPEX三展直播間及現場KOL走訪
助力客商推廣企業品牌

第26屆MIF、2021 MFE、2021 PLPEX期間舉行“國際貿易投資論壇2021”

第26屆MIF、2021 MFE、2021 PLPEX
吸引不少客商及市民入場

第26屆MIF、2021 MFE、2021 PLPEX的參展企業
在展會期間對接洽談拓展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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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貿促局透過會展競投及支
援“一站式”服務，助力多個較大型/
具規模的主題會展活動來澳舉行。
2021年，該服務累計跟進188項會展
活動，涉及領域廣泛，主要為醫療健
康、教育、金融、資訊科技、商業、貿易
及管理等。其中，“BEYOND 國際科技
創新博覽會”在12月2日至4日舉行，
吸引超過300家企業參展，累計參會
人次超過2萬，線上觀眾達350萬人
次。

188 項
會展項目

114 項
會議

66 項
展覽

8 項
會議及展覽

“2021年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期間
“雲配對”打破時間地域界限，助力企業開拓綠色營商市場

 “2021粵澳名優商品展”期間“雲配對”
助企業建立聯繫

“2021粵澳名優商品展”內容豐富
吸引不少旅客及市民入場

第26屆MIF、2021 MFE、2021 PLPEX三個展會期間
舉行多場論壇、會議、推介會和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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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客商一行亦到訪氹仔及中區特色景點 “2021年攜程集團全球合作伙伴峰會”期間，
貿促局組織與會客商體驗澳門會展軟硬件設施、周邊旅遊及美食配套

貿促局舉辦線上培訓，分享會展業實用知識
或介紹國際會展發展最新趨勢

貿促局舉辦一連四場“澳門參展企業培訓課程”
助力企業提升參展成效

　　貿促局在2021年還推出了“會展環境體驗之旅”，專門為境外的專業會展組
織者、專業展覽組織者、目的地管理公司、大型企業、行業協會等提供體驗活動，
安排他們深入瞭解澳門會展的軟硬件配套，以吸引更多客商來澳辦展辦會。2021
年12月，規模超過1,700人的“2021年攜程集團全球合作伙伴峰會”在澳門舉辦
期間，貿促局組織逾120位客商參與體驗之旅，參會者對相關活動安排表示滿意。

　　在疫情之下，貿促局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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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為年輕人提供參與會展實踐的機會，也為澳門會展業
人才儲備積聚力量。

　　另一方面，貿促局為提升業界專業水平，舉辦了系列線上培訓活動，內容涵
蓋會展社交媒體營銷策略、如何打造成為可持續發展之會展目的地、協會會議市
場於疫後的發展趨勢等。同時，為助力企業提升參展成效，貿促局舉辦了一連4場
的“澳門參展企業培訓課程”，共吸引逾750人次以線上線下形式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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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快中葡平台建設
             促進國際經貿往來

“第四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期間舉辦
“《把握澳門，把握葡語國家機遇》投資推介會”

>50 萬人次觀看

葡語國家商機系列
線上推介會

貿促局代表於“四川•成都澳門周”期間舉辦的
“《把握澳門，把握葡語國家機遇》投資推介會”致辭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021年貿促局未具條件組織企業家代表團赴海外交流考察，“中國與葡
語國家企業經貿合作洽談會”、“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部長級特別會議”等活動也因應
被迫延期。儘管如此，在“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下，貿促局把握機遇，繼續與東盟、歐盟、葡語國家以
及“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的國際組織、經貿機構和企業保持聯繫，助力內地及澳門企業尋找國際合
作伙伴。

　　為發揮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下稱“中葡平台”）的作用，貿促局透過舉辦
和參與本地推廣、外地考察、線上推介等活動，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共同發展。自2021年起，貿
促局在內地參與重點展會和澳門特區政府部門主辦的推廣活動期間，攜手澳門金融、法律等服務界
別舉辦“《把握澳門，把握葡語國家機遇》投資推介會”，由專業界別代表作為主講嘉賓，介紹澳門的中
葡雙語專業服務。該系列活動在2021年舉辦了兩場，分別於9月及11月在“四川•成都澳門周”、“第
四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期間舉辦。在防疫常態化下，貿促局繼續利用社交媒體和線上工具，面向
葡語國家舉辦線上推介會，深化各方合作。其中，貿促局於2021年11及12月分別舉行了兩場“《把握
澳門，把握葡語國家機遇》線上投資推介會”，吸引約50位葡語國家企業及商協會代表線下出席。此
外，貿促局自2020年7月起開始舉辦“葡語國家商機系列⸺線上推介會”，先後發佈了8個葡語國家
的短片及貼文，截至2021年12月共超過50萬人次觀看。該活動在2021年8月結束後，貿促局進一步
推出“葡語國家商機系列—宣傳片彙編”，發佈由各葡語國家派駐代表提供的宣傳短片，加強宣傳葡
語國家重點行業及熱門投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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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貿促局持續推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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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葡中小企業商貿服務中心”）建設，包括進一步優化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及人才信息網（下稱“信
息網”）功能和完善“中葡商貿導航”服務。優化信息網功能方面，主要開展以下工作：優化用戶的帳戶
管理，以更精準推送中葡經貿信息給不同用戶；整合各資料庫內的資料分類，為用戶提供更詳細資
料；新增在線客服系統；增加葡語國家非食品資料等。完善“中葡商貿導航”服務方面，貿促局加強與
澳門有關商協會合作，並結合所掌握的投資者資源，接洽最近落戶澳門、有意開拓葡語國家市場的內
地企業，安排專責人員介紹澳門中葡平台的相關服務，並透過信息網和“投資E道”的在線客服系統
提供線上的“中葡商貿導航”服務，助力中葡商貿往來與溝通。2021年，貿促局共向75家企業提供“中
葡商貿導航”服務110次，業務涉及凍肉、咖啡豆、醫療防疫用品、白糖、大豆及黃金貿易等不同領域。
經由貿促局提供服務後促成的合作共10項，涉及葡語國家酒類、食品和其他飲品採購等範疇。

截至2021年12月“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心”成效

1,979 件
展出商品

254 家
參展企業

> 40,000 人次
參觀者

291 項
商業洽談個案

“葡語國家及澳門特色產品推廣促銷活動”
於5月至7月期間在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心舉辦

“商品直播行銷培訓實操”
在2021PLPEX之“信息網”展區舉辦

截至2021年12月“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及人才信息網”成效

2,243,785 次
點擊率

3,526 個
新增註冊帳號

20 個
新增投資項目

1,817 件
上傳的葡語國家產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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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全年“中葡商貿導航”服務成效

75 家企業 110 次服務提供 10 項促成合作

　　當前，國家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澳門處於國
家經濟“雙循環”交匯點，積極參與國內經濟大循環，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前提下參與國際經濟循環，服務國家新形勢下的對外開放和澳門經濟持續發展。為落實特區政府有
關工作，貿促局積極推動國際經貿交往，拓展企業的國際市場，其中包括：貿促局代表參加了“第三十
四屆亞洲貿促論壇年會”（The 34th ATPF CEO Meeting）、“2021亞洲廣告會議”、“Committee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seventh session”、 “第十屆亞太地區FDI網絡會議”、“51st and 52nd 
meeting of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Working Group (SMEWG) ”等國際經貿會議；繼
續作為合作機構支持“第十八屆世界華商高峰會”在澳門舉行；在自身主辦的會展活動中邀請東盟、
歐盟、“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等機構和企業參與，並設置相關展區或舉辦經貿交流活動等等。

“第十八屆世界華商高峰會”期間舉辦“華商菁英論壇”“2021亞洲廣告會議”開幕剪綵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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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助力企業把握商機，尤其是協助澳門中小企開拓市場，2021年貿促局繼續積極主動為有需要
的境內外企業提供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商業配對服務。2021年，貿促局為境內外企業合共安排2,906
場商業配對，同比增加近五成，洽談配對的內容廣泛，包括食品飲品及其他商品貿易、中醫藥、物流、
環保等。為提供更精準的商業配對服務，貿促局以產業或行業為主題，於“2021年澳門國際環保合作
發展論壇及展覽”(MIECF)、“第二十六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等展會期間舉辦“主題配對
專場”，包括綠色交通、電動車輛及其相關配套設施、環保餐具、葡語國家商業交流等。全年，經貿促局
跟進的簽約協議共165項，同比增加五成。

　　另外，對於有意到內地發展的澳門企業，貿促局設於內地的6個代表處提供了在地協助，包括成
立公司、與證照部門協調、進駐大型商場等。2021年，內地的6個代表處共為多間澳門到內地發展的
企業投資者提供協助，涉及科技、大健康、餐飲等行業。

四、  助力企業把握機遇
             共同拓展市場空間

“2021年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
為客商提供“雲配對”開拓綠色商機

第26屆MIF、2021MFE、2021PLPEX的
參展企業在展會期間對接洽談拓展商機

成都代表處 武漢代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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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代表處 廣州代表處

瀋陽代表處 杭州代表處

　　除提供以上服務外，貿促局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澳門中小企業參與澳門和外地展會，期望透過
展會平台協助企業開拓業務。為此，貿促局對澳門企業提供參展財務鼓勵，2021年共批准1,182 項企
業及社團的參展財務鼓勵申請，涉及31個澳門及外地展會，展會類別涵蓋婚紗婚宴、兒童用品、進口
商品、長者生活、汽車、文創、運動健康、家居及娛樂等多個範疇。此外，貿促局還透過其他措施助力企
業發展並提升競爭力，例如：推出並優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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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商匯館為“澳門製造”、“澳門品牌”及“澳門設計”商品提供展示平台，並為商匯
館展商拍攝企業故事專訪，鼓勵澳門品牌建設，講好本地企業故事；舉辦線上線下的講座、工作坊、對
接會等活動，2021年相關活動共舉辦12場，參加人數超過940人次（含線上參與），主題涵蓋電子商
務、大灣區城市營商資訊、內地商標知識、綠色環保等。

　　為了進一步發揮展會拉動效應，助力澳門社區經濟復甦，貿促局在2021年繼續組織訪澳的商務
旅客走進社區，全年共引導超過7,700名會展客商深入澳門各社區遊覽消費，在推動澳門會展及旅遊
業復甦發展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動社區經濟。

17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Macao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Institute
Instituto de Promoção do Comércio e do Investimento de Macau

貿促局辦“‘共商 x 匯粹’商機對接會”助澳企拓展內地市場

貿促局組織企業導賞團參觀“澳門製造”廠房 “‘共商 x 匯粹’商機對接會”現場商業配對情況

貿促局在會展活動期間組織及安排參會者走進社區 會展客商到社區消費

18



2021年活動報告
Annual Report 2021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 2021

五、 持續優化審批工作
            處理臨時居留許可

更新有關指引

Q
A

更新網上問題集更新有關表格

更新申請文件檢視清單 調整網上排期系統 短訊或電話提示

　　2021年，貿促局持續落實和優化臨時居留許可的審批工作。因應第16/2021號法律及第
38/2021號行政法規的生效，已推出一系列優化措施，包括更新相關指引、表格、網上問題集、申請文
件檢視清單；調整網上排期系統；透過短訊及電話等方式向申請人發出關於臨時居留許可續期提示
等。

臨時居留許可相關的優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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