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代表處 4月工作總結重點簡介 

於 2019年 4月，內地代表處顧問以及杭州、成都、瀋陽、福州、廣州、

武漢代表處主任及副主任赴澳門參加內地代表處年會，回顧 2018年工作及規

劃 2019年工作，並於在澳期間拜訪澳門經濟局、金融管理局、勞工事務局等

部門，為代表處未來職能升級做好準備。內地代表處其他相關工作總結如下： 

 杭州代表處：4月完成 8次“送服務上門”，當中包括杭州代表處接待台州

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主任到訪，並詳細介紹了本局職能、代表處成立

背景、澳門“三個中心”、中葡平台等，重點推介 2019年MIF展會，雙方

就深化台州與澳門及葡語國家經貿合作進行了深入交流； 

 成都代表處：4 月成都代表處完成 16 次“送服務上門”，當中，成都代表

處主任、副主任在赴澳出差期間到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參觀並與服務

區内澳門企業家會面，瞭解其在澳情況，及赴澳門聖若瑟大學回訪，交

流青年學生服務工作； 

 瀋陽代表處：4月完成 9次“送服務上門”，當中包括瀋陽代表處主任、副

主任赴澳出差期間與澳門中國東北貿易投資促進會會面，雙方相互交流

了 2019年工作計劃，並探討了如何利用中葡平台促進澳門與東北三省的

經貿交流與合作； 

 福州代表處：4 月完成 10 次“送服務上門”，包括拜訪福建省貿促會與福

建省臺港澳辦、福建省商務廳，商討葡語國家經貿展會以及閩澳兩地經

貿活動工作； 

 武漢代表處：4月武漢代表處代表本局參加服務區內 3場活動，其中，武

漢代表處主任參加了武漢招商引資推介會，了解了武漢經濟開發區今年

重點發展的產業及政策支持，收集了該區相關項目資料，與投資促進的

相關負責人建立了聯繫； 

 廣州代表處：4月廣州代表處代表本局參加服務區內 8場活動，當中包括

廣州代表處主任陪同本局劉關華主席出席第 125 届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

會開幕招待會，與在場領導及嘉賓交流活動，推介澳門營商環境，並介

紹本局及代表處服務。 



杭州代表處 

 

 

4月 1 - 3日，本局杭州代表處主任、副主任赴澳

參加內地代表處年會，回顧 2018年工作及規劃

2019 年工作，並於期間拜訪澳門經濟局、金管

局、勞工局等部門，為代表處未來職能升級做好

準備；與澳門相關企業家會面交流，探討浙澳經

貿合作。 

4 月 10 日，常州市國家高新區招商局盛成

副部長一行到訪本局杭州代表處，向代表

處人員介紹了高新區發展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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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主要經貿活動等情況，雙方就推進合作

進行了詳細商討。 

  

4 月 13 日，第十八屆中國主辦者大會暨中國會

展財富論壇在杭州舉辦，本局杭州代表處主任參

加活動，代表本局領取“建國 70周年中國會展業

品牌”等獎項，與現場來賓介紹本局職能，交流

推動杭澳在會展等領域的合作。 

4 月 17 日，台州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金

敬中主任一行到訪本局杭州代表處，本局

杭州代表處副主任詳細介紹了本局職能、

代表處成立背景、澳門“三個中心”、中葡平

台等，重點推介 2019年MIF展會，雙方就

深化台州與澳門及葡語國家經貿合作進行

了深入交流。 

  

4 月 29 日，杭州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鈕健院長

攜杭州市政協、杭州市旅遊委員會人員一行到訪

本局杭州代表處，與本局杭州代表處人員交流杭

州市政協擬於 9 月在澳門舉辦的浙江杭港澳發

展論壇活動，本局杭州代表處主任詳細介紹了本

局職能、代表處成立背景、澳門“三個中心”、中

葡平台等，雙方就深化杭澳經貿合作進行了深入

交流。  

3-4月，杭州代表處招募兩位浙江大學的澳

門學生在本局杭州代表處進行實習，期間

協助代表處進行經貿資料查詢及整理、名

片資訊錄入、文檔整理等工作。 



成都代表處 

  

4月 1-3日，成都代表處赴澳門參加内地

代表處年會並同内地事務處同事赴澳門

經濟局、金管局、勞工局參加工作交流

會議，瞭解相關部門工作。此外，成都

代表處赴雲南省駐澳門商務代表處拜

會，赴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參觀並與

服務區内澳門企業家會面，瞭解其在澳

情況，赴澳門聖若瑟大學回訪，交流青

年學生服務工作。 

4 月 11 日，天府新區成都管委會王天剛副

主任、天府新區成都管委會文創和會展局會

展經濟處處長謝璐一行四人來訪成都代表

處。此次來訪主要為建立與本局、本處的深

層次聯繫，加深瞭解本局展會信息並探討葡

語國家產品展示中心入駐新區的可能性與

方式。 

  

4月 17日，成都代表處受邀出席南充市

“開放年”（成都）國際投資推介會。此

次活動為“2019 中外知名企業四川行”系

列活動。會後南充市委書記宋朝華會見

了本局成都代表處主任、副主任及其他

港澳駐蓉機構官員，介紹了南充重要產

業及資源，交流經貿合作。 

4 月 24 日，成都代表處主任、副主任同成

都市商務局張文副局長、成都市商務局國際

合作處陳斌斌副處長一同前往青白江自貿

區考察。相關負責人介紹了自貿區目前的國

際化物流通道及網絡佈局以及國別舘的貿

易情況。青白江區商務局喬沛姝副局長及自

貿區相關領導積極邀請本局共同參與搭建

葡語係國家產品進自貿區的平台。 

  

4月 25日，成都代表處主任赴四川省農

產品經營集團參觀考察。在四川省農產

品經營集團董事長楊燦明、副總裁許宏

勇的陪同下先後參觀了蜀茶體驗店、四

川扶貧產品展銷中心、四川扶貧產品品

牌孵化中心。在隨後的交流座談中，李

主任就省供銷社即將牽頭舉辦的四川扶

貧農產品進澳門活動細節進行了交流探

討。 

4 月 29 日，成都代表處主任受邀參加由成

都市政府主辦、成都市商務局承辦的“成都

首店經濟發展交流大會”。會中發佈了《中

國首店經濟發展報告》，了解成都的購物中

心近年來的蓬勃發展，作為西南重鎮的經濟

地位得到展現。 

 



瀋陽代表處 

  

4 月 2-3 日，瀋陽代表處主任及副主任參加本

局內地代表處年會，彙報 2018 年亮點工作及

2019年重要工作計劃，瞭解本局領導對內地代

表處 2019 年工作要求，學習本局會展一站式

服務及投資者一站式服務，並拜會澳門經濟

局、金融管理局、勞工局等機構。 

4月 3日，瀋陽代表處主任、副主任與澳

門中國東北貿易投資促進會會面，雙方相

互交流了 2019年工作計劃，探討了如何

利用中葡平台促進澳門與東北三省的經

貿交流與合作，並希望雙方今後在工作中

繼續加強溝通，合作推動東北與澳門的交

流合作。 

  

4 月 10 日，瀋陽代表處主任出席瀋陽市政府會

見，向瀋陽市政府副秘書長陳佳標及香港、韓

國、美國等重點海內外商協會介紹了澳門的發展

方向、會展業及中葡平台發展情況，邀請瀋陽市

政府組織代表團參加中國與葡語國家企業經貿

洽談會及 MIF 等重點展會，並介紹本澳引展引

會激勵計劃，邀請與會商會會員企業考慮在澳門

舉辦大型會議及培訓等活動。 

4月 10日，瀋陽代表處主任出席瀋陽自貿

區兩週年主題活動。瀋陽代表處主任在會

上與瀋陽市自貿區管委會、全美聯合地產

集團、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等機構及重

點企業加強了聯繫，宣傳澳門及葡語國家

投資環境、重點會展活動及中葡平台，擴

大對外交流與合作。 

  

4月 10日，瀋陽代表處主任與澳大利亞經貿委

員會韓碩、澳大利亞中國商會李輝會長會面，

三方相互交流、分享了對遼寧省開展對外開拓

工作的經驗與渠道。瀋陽代表處主任介紹了澳

門及葡語國家投資優勢、引展引會激勵計劃，

邀請委員會下屬知名企業在澳門舉辦會議培

訓等活動。 

4 月 23 日，瀋陽市大東區政府孫局長等

人到訪瀋陽代表處，瀋陽代表處主任重點

介紹了澳門及葡語國家投資優勢、葡萄牙

汽車零配件產業的發展前景並邀請參加

2019MFE 及第 24 屆 MIF 等重點展會，

重點推介了展示的葡語國家產品。雙方就

進一步加強會展、商貿合作及開拓葡語國

家市場達成了共識。 



福州代表處 

  

4月 1日，福州代表處參加本局在澳門舉辦

內地代表處年會以及相關的培訓工作，與

本局領導及交流等相關部門進行座談。 

4 月 1 日，福州代表處主任隨同本局内地事務處

拜訪經濟局，了解部門的主要工作與職能。 

  

4月 3日，福州代表處隨同本局内地事務處

代表送服務上門，與多名澳門企業家溝通

内地投資合作事宜。 

4 月 9 日，福州代表處送服務上門，拜訪福建省

商務廳港澳處新到任繆展堂處長，介紹本局及代

表處主要工作和職能，溝通今年閩澳兩地會議展

覽等事宜。 

  

4 月 13 日，福州代表處主任接待福建自貿

區福州片區管委會，向其介紹葡語國家產

品以及葡語國家經貿信息。 

4月 25日，福州代表處送服務上門，拜訪福建省

貿促會與福建省臺港澳辦，福建省商務廳，商討

葡語國家經貿展會以及閩澳兩地經貿活動工作。 

  



武漢代表處 

  

4月 1日，本局內地事務處拜訪經濟局了解相

關業務及活動介紹。同時，本局內地事務處亦

向經濟局介紹本局內地事務處的工作職責及

服務區域。雙方主要針對區域合作、中葡基

金、澳門內地青年創新創業及內地企業在澳投

資工業專案牌照申請方面展開具體討論和交

流。 

4 月 2 日，本局內地事務處及內地代表處人員

拜訪澳門金融管理局，了解澳門特色金融服

務，包括融資租賃、財務管理、中葡人民幣清

算平台三大業務內容。同時，本局內地事務處

亦向經濟局各領導介紹本局內地事務處的工作

職責，服務區域。雙方就融資租賃投資、中葡

人民幣清算等業務展開討論與諮詢。 

  

4月 2日，本局內地事務處及內地代表處人員

拜訪勞工局，了解勞工局有關澳門青年求職、

就業的服務。本局內地事務處亦向經濟局介紹

本局內地事務處的工作職責及服務的區域。雙

方就澳門青年在內地工作、創新創業以及組織

澳門青年前往內地企業參觀交流活動等方面

展開討論。 

4月 2日， 武漢代表處主任及副主任拜會澳門

青年創業孵化中心與行政總裁林家偉行政總

裁、魏立新董事以及拓展會。了解該中心服務

對象、服務內容以及運營模式。拜會期間結識

了澳門綠洲文化投資有限公司陳祥總裁、編程

中國（澳門）唐一總裁以及約克郡線上學院行

銷總監黃敏莉。雙方就未來在內地服務貿易領

域的合作交流展開交流。 

  

4 月 16 日，武漢代表處主任接待武漢稀飯互

聯科技有限公司。稀飯互聯是一家以互聯網為

平台，以食品、日用品、家居用品為經營品類

的線上銷售公司。武漢代表處主任向袁總介紹

了澳門作為葡語國家產品集散中心的功能及

作用，現場演示了在“葡語國家人才資訊網”

上查詢葡語國家產品的方式。 

4月 16日，武漢經濟開發區招商局舉辦招商引

資推介會，武漢代表處主任參加了會議，了解

了武漢經濟開發區今年重點發展的產業及政策

支持，收集了該區相關項目資料，與投資促進

的相關負責人建立了聯繫。 

 



廣州代表處 

  

4月 1 - 4日，廣州代表處人員赴澳門參加 2019

內地代表處年會，並邀請了本局投資者服務廳

介紹“投資者一站式”服務及會展發展及活動

推廣廳介紹“會展一站式”服務。其後分別拜訪

了澳門經濟局、金融管理局、勞工局。並拜訪

了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以及澳門青年企業

家，會上青年企業家們分享了其創業經驗，並

向其宣傳大灣區青年創業分享會且邀請參加

分享經驗。 

4月 3日，本局廣州代表處主任參加了 2019

中國廣州國際投資年會，出席了全體會議及

“灣區不遠 咫尺南沙”南沙區政府分會場會

議，考察黃埔開發區瞭解廣州、南沙及黃埔

開發區招商投資環境，宣傳及推介澳門貿促

局廣州代表處職能。 

  

4月 14日晚上，廣州代表處主任陪同本局劉關

華代主席出席第125届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

開幕招待會,與在場領導及嘉賓交流活動，推介

澳門營商環境，介紹本局及代表處服務。 

 

4 月 16 日，本局廣州代表處人員接待了廣

州躍思企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執行總監李

燕婷。本處為來訪嘉賓推介了宣傳澳門營商

環境，介紹廣州代表處工作職能，以及本局

有關活動。同時，也向對方推介中葡基金以

及 2019中國與葡語國家企業經貿合作洽談

會，並提供有關中葡基金資料。 

  

4月 18日，本局內地代表處顧問及廣州代表處

副主任接待了廣州市白雲區投資促進局馮熾

勇和廣東設計產業聯盟王穗生。是次對方來訪

目的是希望邀請本局參加於 2019年 6月 28日

在澳門舉辦的“雲澳攜手共建粵港澳大灣區推

介交流會”，希望本局作為是次活動支持單

位，並邀請本局領導出席活動，及組織澳門企

業家代表團參加。 

4月 23-25日，本局廣州代表處代表林辰樂

以及廣州代表處副主任赴東莞及深圳出

差，拜訪東莞市商務局、東莞松山湖高新技

術產業開發區管理委員會、深圳市極視角科

技有限公司、深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等，介

紹澳門的經貿及會展情況，探討通過利用本

局廣州代表處平台，進一步緊密彼此合作，

共同參與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