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代表處 3月工作總結重點簡介 

於 2019 年 3 月，內地代表處顧問以及杭州、成都、瀋陽、福州、廣州、武漢

代表處主任赴澳門，協助各地代表團參加 2019 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

（MIECF）開幕式、論壇以及觀展，陪同參展企業、協會進行洽談及協助簽署合作

備忘錄。其他相關工作總結如下： 

 杭州代表處：3月杭州代表處代表本局參加 2個服務區內的活動，包括參

加浙江省商務廳港澳活動對接會議，聽取徐高春副廳長關於浙江省擬於 6

月底在澳舉辦“浙江周”的規劃，浙江省人民政府擬通過“論壇+展覽”的形

式在澳門展示浙江形象、推廣浙江產品、加強兩地經貿交流； 

 成都代表處：3月完成 20次“送服務上門”，包括赴四川省工商聯合會直屬

商會拜訪，推廣本局展會並推介澳門營商環境以及本澳的展會優惠政策，

鼓勵商會及四川企業赴澳參展辦會； 

 瀋陽代表處：3月完成 8次“送服務上門”；於MIECF期間，瀋陽代表處主

任陪同大連市環保產業協會與澳門國際環保產業聯盟洽談交流，協助雙方

簽署合作備忘錄，促進大連市與澳門環保產業交流與發展，推動兩地環保

會員企業之投資合作，促進雙方合作舉辦相關環保產業交流活動； 

 福州代表處：3月完成 4次“送服務上門”及 3月共跟進 68次查詢，主要包

括企業了解有關葡語國家經貿活動的最新信息及各地環保產業協會有關

本局MIECF的相關諮詢； 

 武漢代表處：3月完成 6次“送服務上門”，包括拜訪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

會和武漢市中西醫結合醫院，向其推廣澳門經濟多元化及中醫藥在澳門的

發展；以及拜訪澳門金沙集團銷售部等，向其介紹在澳舉辦活動的經費補

助計劃，冀加強與金沙集團在湖北的合作旅行社的聯繫，向其介紹澳門世

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特色，吸引更多的會議到澳門舉辦； 

 廣州代表處：3 月本局時任劉關華主席帶領近 60 人的澳門青年企業家代

表團以及在穗讀書的同學參與“大灣區澳門青年資訊交流分享會”，廣州代

表處協助本局舉辦是次分享會並陪同澳門青年企業家代表團參觀了廣州

大學城內“粵澳青創國際產業加速器”，了解有關營運情況及入駐企業情

況。 

 
 



杭州代表處 

  

3月 5日，中國農業科學院陳兆國博士一行到
訪本局杭州代表處，向代表處人員介紹該科學

院主要研究項目以及中國科研物資全球採購

平台，期望通過本局平台拓展與澳門及葡語國

家之交流合作，本局杭州代表處主任詳細介紹

了澳門“三個中心”、中葡平台、本局職能及
2019 年主要經貿活動，雙方就推進合作進行
了詳細商討。 
 

3月 6日，浙江省湖州市長興縣商務局林真玉
局長到訪本局杭州代表處，向代表處人員介

紹了湖州市長興縣近年的對外經貿發展狀

況，期望今年於本局加強合作，本局杭州代

表處主任詳細介紹了本局職能及主要經貿活

動，重點推介長興縣參加 2019MIF，雙方就
參展方式及期間擬舉辦的經貿對接活動進行

了深入討論。 

  

3月 7日，浙江省貿促會副會長張青山一行到
訪本局杭州代表處，雙方回顧了浙澳近年來在

經貿領域的合作情況，本局杭州代表處主任詳

細介紹了澳門“三個中心”、中葡平台、本局職
能及 2019 年主要經貿活動，雙方就經貿活動
及企業投資等領域的合作進行了深入商談。 
 

3 月 20 日，本局杭州代表處主任參加杭州市
貿促會第六屆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及杭州

市國際商會第三屆理事會二次會議，聽取了

杭州市對外經貿合作的最新成果及發展方

向，與相關出席人員交流對接，推動杭澳兩

地在經貿經理的深化合作。 

  

3 月 28 日，本局杭州代表處副主任參加浙江
省商務廳港澳活動對接會議，聽取徐高春副廳

長關於浙江省擬於 6 月底在澳舉辦“浙江周”
的規劃，浙江省人民政府擬通過“論壇+展覽”
的形式在澳門展示浙江形象、推廣浙江產品、

加強兩地經貿交流。  
 

3月 26 - 31日，本局杭州代表處主任赴澳參
加 2019MIECF，協助上海市生態環境局，常
州市生態環境局、浙江省環保產業協會等合

計 70餘人觀展及參加展會相關活動，推動兩
地機構及企業在環保領域的合作交流。 



成都代表處 

  
3月 6日，就讀於四川大學國際經濟與貿
易專業的澳門大學生開始2019年第一期
實習工作。成都代表處主任介紹本局以

及代表處職能並帶領其參觀位於葡語國

家產品展示中心及澳門商匯舘，並向實

習生介紹澳門營商環境以及代表處的主

要工作，教其使用辦公器材，安排實習

生進行資料搜集工作。 

3 月 15 日，成都市商務局張文副局長、成
都市商務委國際合作處趙芳萍副處長來訪

成都代表處。成都代表處主任與其進行會議

交流，介紹本局及代表處職能。張局長介紹

了成都市商務局今年對外商務工作計劃並

針對澳門企業及葡語國家，著重介紹了成都

“首店經濟”新政策和自貿區發展並邀請本
處到訪位於青白江及雙流的自貿區進行參

觀參觀。 

  

3月 15日，成都代表處赴四川省工商聯
合會直屬商會拜訪，推廣本局展會並推

介澳門營商環境。工商聯劉巨平秘書長

介紹四川品牌創意促進會，希望四川品

牌企業與澳門企業進行聯動發展。澳門

商報四川聯絡處錢主任介紹將於 6 月在
澳門舉行第四届財經風雲榜以及與商務

廳赴澳開展“萬企出國門”計劃。 

3月 18-20日，成都代表處赴糖酒會各葡萄
牙酒專場展現場，分別與金葡薈、澳門佳

酒、葡提園有限公司、澳門卓大（进出口）

有限公司、澳門宏基行、品悅公司等進行交

流並推廣成都代表處職能。宏基行負責人向

代表處瞭解關於本年葡語國家產品推介會

事宜並共同就葡語國家產品在西南片區設

立展示中心進行探討。 

  

3月 21日，澳門商報國際傳媒集團有限
公司四川聯絡處主任一行三人來訪成都

代表處，介紹四川縣域經濟協會，提出

川澳名優產品展互動設想。亦向其介紹

在澳設立公司的優勢政策並進探討推廣

本局展會並推介澳門營商環境到縣域地

區的方式，鼓勵協會及四川縣域品牌企

業赴澳進行經貿交流活動與合作。 
 

3月 27-30日，成都代表處主任赴澳門，協
助代表團參加本屆 MIECF開幕式、論壇，
隨同重慶市長壽區卓大林區長與本局黃偉

倫執行委員之會面，雙方探討重慶與澳門如

何進一步加強合作；陪同本局李藻森執行委

員、蘇珊妮高級經理與四川省港澳辦吳彬副

處長及經信廳黃靈總工程師之會見，雙方就

如何深入加強川澳合作機制進行了探討。 



瀋陽代表處 

  
3月 26日，瀋陽代表處主任出席遼寧省對
港澳交流合作座談會，會上向與會的遼寧

省港澳辦、商務廳、貿促會、工信廳、科

技廳、交通廳、文化和旅遊廳、營商環境

局等省直機構介紹澳門及葡語國家投資優

勢、澳門中葡平台、會展平台，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建設中澳門的優勢作用，邀請出

席澳門及葡語國家重點經貿活動。遼寧省

港澳辦應中元主任表示，遼寧省將組織代

表團參加環保展、中國與葡語國家企業經

貿洽談會、第 24屆MIF，並計劃在大連市
舉辦澳門遼寧中醫藥產業交流論壇，在澳

門舉辦慶回歸畫展。 

3月 28日，瀋陽代表處主任組織遼寧省、吉
林省、黑龍江省、天津市、河北省、內蒙古

自治區 18個環保及經貿代表團 300余人出席
2019MIECF，設置 21個展位，展會現場達成
2項合作協議；安排企業進行近 60場商業配
對，達成 5個合作意向；協助內蒙古貿促會、
遼寧省港澳事務辦公室與本局會見；安排大

連環保產業聯盟、鞍山歸國華僑聯合會與澳

門有關商協會洽談交流。 

  

3 月 28 日，瀋陽代表處主任陪同大連市環保產業協會與澳門國際環保產業聯盟洽談交流，協助雙方簽
署合作備忘錄，促進大連市與澳門環保產業的交流與發展，推動兩地環保會員企業之投資合作，促進雙

方合作舉辦相關環保產業交流活動。 

  

3月 28日，瀋陽代表處主任陪同鞍山市歸
國華僑聯合會與澳門青年僑屆協會會面，

瀋陽代表處主任介紹了瀋陽代表處服務職

能，鞍山市歸國華僑聯合會房副主席及澳

門青年僑屆協會畢會長表示，透過澳門青

年僑屆協會的平台可以推動澳門與鞍山市

僑屆人士的交流合作。 

3月 29日，瀋陽代表處主任陪同遼寧省港澳
事務辦公室吳副主任與本局李藻森執行委員

會面，本局李藻森執行委員介紹 2019MIECF
之亮點及成果、中葡平台及會展平台，邀請

遼寧省港澳事務辦公室組織代表團參加中國

與葡語國家企業經貿合作洽談會及第 24 屆
MIF。遼寧省港澳事務辦公室吳副主任表示
將繼續組團參加澳門及葡語國家經貿活動。 



福州代表處 

  
3月 1日及 3月 4日上午，本局福州代表處李東波主任分別接待福建航程建築公司經理林泰行、福建
天成建築公司經理林武，向他們介紹 2019MIECF以及基建論壇等澳門主要經貿會展活動，邀請該企
業派員赴澳門參會。 

  

3 月 27 日至 30 日，福州代表處主任李東波赴澳門參加 2019MIECF，協助本局接待服務區域福建、
江西、湖南以及海南省份的參展參會團組共計約 200人，協助接送機、參展證件以及參加相關論壇與
晚宴等工作。 

  

3月 29日上午，參加湖南省環保企業在
澳門推介活動，了解該省企業市場需求。 
 

3 月 29 日下午，福州代表處送服務上門，拜
訪福建在澳門的新大陸萬博科技有限公司，

了解企業發展情況以及需要協助之相關工

作，繼續跟進該企業在兩地及葡語國家的項

目進展。 

  



武漢代表處 

  
3月 1日，武漢代表處接待來訪的武漢市國
富拓科技有限公司一行，帶其參觀葡語國家

食品展示中心-武漢站。欒總表示公司作為
跨境電商，對進口葡語國家產品感興趣，有

意參加今年舉辦的“中國與葡語國家企業經
貿合作洽談會”。 
 

3 月 7 日，武漢代表處拜訪武漢市衛生健康
委員會，推介澳門中醫藥產業及澳門的營商

環境。該委員會表示希望參加在澳門舉辦的

中醫藥論壇及活動，加強鄂澳兩地中醫藥產

業的人員及信息交往，彼此學習，共同做強

做大。 

  

3 月 11 日，武漢代表處拜訪武漢市中西醫
結合醫院，介紹了澳門經濟多元化及中醫藥

在澳門的發展，粵澳中醫藥產業園的情況，

邀請中西醫結合醫院的專家到訪澳門中醫

藥國家重點實驗室，加強兩地交流。 
 

3月 30日，武漢代表處拜訪澳門金沙集團銷
售部華中區主管，介紹本局對在澳舉辦活動

的經費補助計劃，希望加強與金沙集團在湖

北的合作旅行社的聯繫，向其介紹澳門世界

旅遊休閒中心的特色，吸引更多的會議到澳

門舉辦。 
 

  

3月 28-30日，武漢代表處今年組織了廣西壯族自治區、湖北省環保協會、武漢市環保協會、咸寧
市環保協會、襄樊市環保協會、鄭州自貿區等機構 100 多人參加 MIECF。廣西副主席嚴植蟬、湖
北省環保協會李虹傑、武漢市環保協會宋自新等領導出席了展會開幕式及部分論壇。除廣西展區

外，湖北省及武漢市有 3家企業參展了本次參會。廣西及湖北的企業與會場內 4家企業進行了商貿
洽談，武漢代表處將在展後回訪參展企業，跟進洽談後續狀況，及時給予必要的協助。 
 



廣州代表處 

  
3月 12日，本局廣州代表處人員接待了越秀區
貿促會主任周文銳、越秀區貿促會秘書長黃焱

成。是次對方來訪目的是為了解澳門產品及葡

語國家產品情況，希望能夠與相關企業對接。

代表處人員為來訪嘉賓詳細介紹了商匯館產

品及葡語國家食品的相關情況，並協助後續有

關企業對接工作。 

3月 18日，本局劉關華代主席帶領近 60人
的澳門青年企業家代表團以及在穗讀書的

同學赴穗參加“大灣區澳門青年資訊交流分
享會”。廣州代表處協助本局舉辦是次分享
會，並陪同澳門青年企業家代表團參觀了廣

州大學城內 “粵澳青創國際產業加速器”，
了解有關營運情況及入駐企業情況。會上，

邀請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講解工商登記

及部分證照申辦流程等資訊。廣州代表處主

任擔任分享會主持工作，並在會上向參會人

士介紹了廣州代表處的服務內容。 

 

 

3月 19日，本局內地代表處代表林辰樂和廣州
代表處主任赴南沙走訪了南沙葡語系國家（地

區）商品展銷平台以及粵港澳（國際）青年創

新工場，了解展銷平台及創新工場有關情況，

也藉此機會向對方推介了宣傳澳門營商環

境，介紹澳門貿促局廣州代表處工作職能。 

3 月 20 日上午，本局廣州代表處代表林辰
樂、主任拜訪了江門市商務局, 雙方就如何
加強澳門與江門經貿、會展等領域合作，充

分發揮廣州代表處作用，共同推進“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3月 20日，為推進江門與港澳合作建設大廣海
灣經濟區，加快江門銀湖灣濱海地區開發，本

局廣州代表處代表林辰樂、主任參觀大廣海灣

經濟區、銀湖灣濱海新城，收集最新的招商政

策和資訊。 

3 月 28-30 日，本局廣州代表處協助 2019
年MIECF招展及組織代表團參會工作，協
助組織了廣東省地區 19個代表團，合共 580
人赴澳門參加展會。廣州代表處人員亦參與

會見了廣州市貿促會、湛江市投促局以及松

山湖管委會代表一行，共同探討如何加強彼

此之間的交流合作，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平台

作用，促進共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