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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工作綜述 

為落實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優化、理順公共行政部門職能，進一步推

動會展業發展以及深化“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以下簡稱

“中葡平台”)建設的總體要求和目標，根據第 26/2017 號行政法規和第

91/2017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對本部門職能架構

進行重新佈局和調整，將原有的五廳三處八組調整為六廳十六處，並於

2018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重整後的貿促局，著重加強了會展以及“中葡

平台”建設的工作力度，工作方向進一步明確，業務重點更加突出，部門

架構趨於合理，職能範圍進一步擴大，部門職責更加清晰，成效逐漸顯現。 

2018 年，架構重整後的貿促局繼續遵照澳門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以及經濟

財政司範疇的施政重點展開各項工作，重點包括：繼續推進落實以“會議

為先”的會展業發展策略，吸引更多具影響力的國際知名展會落戶澳門；

進一步推進“中葡平台”及其“三個中心”的構建工作；積極參與區域合

作，主動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持續深化粵澳、閩澳、泛珠等區域經貿

合作；充分利用“中葡平台”的獨特優勢，繼續為內地企業拓展葡語國家

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雙向經貿合作交流提供服務，助力“中

葡平台”建設與“一帶一路”建設有機結合，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可持

續發展。與此同時，繼續透過投資者“一站式”服務、經貿推廣、投資居

留申請以及經貿資訊諮詢服務等系列工作，為本地和海內外企業與投資者

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及協助。 

2018 年貿促局各領域工作重點 

促進在澳投資 
 
多年來，協助海內外投資者在澳門投資營商、成立公司已成為貿促局的日

常業務工作。2018 年，貿促局投資者“一站式”服務全年共接待查詢者

1,533 名，處理查詢 1,550 項，收到新投資計劃（不包括商業離岸服務計

劃）223 個；完成跟進投資計劃（含 2018 年新收及歷年陸續收取的投資計

劃）125 個；專責公證員服務共處理成立公司卷宗 174 個。商業配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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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2018 年在多個本澳及海外商貿展會活動上共安排提供商業配對

2,354 場，促成合作協議簽署 168 份。 

離岸業務方面，自 2005 年本澳離岸公司政策調整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持牌離岸服務機構總數 343 間。(廢止離岸業務法律制度的第

15/2018 號法律於 2018 年 12 月 19 日公佈，現有的澳門離岸機構從事離岸

業務，除對部份稅務優惠有特別規定，尤其是知識產權的收益外，可繼續

獲得所得補充稅豁免，直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投資居留方面，2018 年貿促局共接獲“管理人員及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

員”申 請個案共 232 宗、獲批准申請個案共 25 宗，“重大投資及重大

投資計劃” 申請個案共 11 宗、獲批准申請個案共 2 宗。 

 

統籌會展工作，加快推動“會議為先”的會展業發展 
 

2018 年，本局繼續推動以“會議為先”的會展業發展，透過開展“會議大

使”計劃，優化“會展競投及支援‘一站式’服務”，以及落實各項會展

專項扶助計劃，招攬更多世界各地優質會議在澳門舉行。2018 年 4 月將

《會展活動激勵計劃》及《國際性會議及專業展覽支持計劃》合併為《會

議及展覽資助計劃》，並繼續提供本地交通補助津貼。鼓勵更多會展組織者

引領客商深入澳門社區，落區消費，透過“會展客商走進社區”消費路線

圖推介社區旅遊消費資訊，並於大型會展活動期間提供社區導賞服務。

2018 年，貿促局共引導逾 3.5 萬名會展客商深入不同社區消費遊覽，為本

地社區經濟發展帶來更多活力。 

 

2018 年，貿促局“會展競投及支援‘一站式’服務”，共跟進了 239 個會

展項目，當中會議 174 項、展覽 57 項、會議及展覽 8 項，較 2017 年同比

增加 23%。同時，2018 年透過上述服務引進千人規模以上的會議共 28 個，

按年增長近五成。在培育本澳品牌展會方面，除繼續成功舉辦“2018 澳門

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第九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

論壇”和“第 23 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等大型經貿展會，有效提

升本澳國際會展城市的知名度外，繼續組織本澳會展及旅遊業界赴內地及

海外廣泛參與多個商務旅遊展，大力宣傳本澳獨特的會展優勢，深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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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展合作，促使澳門國際會展形象日益深入人心。 

 

為加大力度培育澳門會展業人才，提升區域競爭力，2018 年貿促局繼續透

過支持會展業界與國際會展權威組織合辦國際專業認證培訓和認證課程，

如註冊會展經理培訓課程（CEM）、高級會展管理國際認證課程（EMD）等，

支持本地會展業提質提速發展；截至 2018 年底，已培養 238 名本地 CEM 會

展註冊經理和 88 名本地 EMD 高級管理人員。此外，2018 年貿促局更首次

將上述課程的部份名額預留給粵港澳大灣區和葡語國家的會展從業人員，

使其同樣有機會參與培訓，促進共同成長。另一方面，貿促局一直堅持招

募本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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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培養年輕人對會展行業的興趣，發掘明日之星，使

其成為澳門未來潛在的會展組織者和參與者，為澳門會展業的騰飛積聚後

備力量。 

 

更為值得一提的是，澳門會展業的長足發展為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可持

續發展，產生積極影響，對拉動本澳旅遊、零售、酒店、餐飲、物流、廣

告、娛樂以及租賃等產業，發揮了不容小覷的作用。 

 

加強中國與葡語國家企業的雙向經貿合作，彰顯“中葡平台”獨特優

勢 

為進一步貫徹落實中央政府於第五屆中葡論壇所提出的“十八項舉措”

和“行動綱領”，圍繞並配合澳門特區政府中葡平台發展委員會的各項工

作部署，2018 年貿促局重點加強了中葡經貿合作領域的推動工作，著力推

進“中葡中小企業商貿服務中心”、“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及“中葡

經貿合作會展中心”線上、線下的構建工作。 為突出的是，為助力“葡

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有機結合，2018 年上半年，貿

促局專程組織澳門業界以及葡語國家食品代理商，先後赴多個大灣區城市

舉辦“葡語國家食品推介及商機對接會”，受到當地業界和消費者的普遍

歡迎。同時，為凸顯澳門“中葡平台”的獨特優勢，無論是在澳門或是在

內地舉辦的各項經貿展會交流活動中，貿促局始終堅持有針對性地為活動

注入葡語國家元素，大力宣介推廣澳門“中葡平台”的紐帶作用，積極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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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內地相關部門組織本澳及內地工商企業界代表團赴葡語國家實地交流

考察，共拓商機。此外，“中國與葡語國家企業家聯合會”的註册工作亦

在推進中。  

 

深化區域經濟合作和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2018 年，貿促局繼續加大力度拓展澳門特區的對外經貿合作，以積極參與

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建設作為融入區域合作的切入點，加強與歐

盟和世界華商的經貿聯繫，推進“中葡平台”發展。同時，持續深化粵澳、

閩澳及與泛珠省區間的交往。2018 年貿促局共對外簽署合作協議及合作文

件 24 份，進一步加強了與海內外貿促機構/組織及商會的合作。 

配合國家總體發展戰略，進一步促進“中葡平台”與“一帶一路”有機結

合。透過舉辦“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重點吸引來自葡語

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泛珠三角區域、粵港澳大灣區等地政商產

學研等各界人士來澳參展參會，為交流“一帶一路”合作經驗、豐富合作

成果提供交流平台。2018 年 11 月，貿促局組織澳門食品加工製造以及葡

語國家食品代理的本地企業赴上海參加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突

顯澳門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以及“中葡平台”的角色和地位不可替代。 

粵澳合作方面，貿促局繼續與廣東經貿部門聯合舉辦“2018 粵澳名優商品

展”和“2018 澳門‧ 廣州繽紛產品展”等大型展會活動，相互參展參會，

強化合作機制；持續推進橫琴“粵澳合作產業園”建設，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有 23 個項目取得園區用地 (其中 20 項屬首批 33 個項目之

內，3 項為首批餘下推薦的 50 個項目之內)，入園實拍用地總面積約 0.86

平方公里，項目主要涉及旅遊休閒、文化創意、高新科技、科教研發及商

貿物流等。另外，為更好地發揮粵澳合作產業園對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的促進作用，貿促局與橫琴新區管理委員會自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起重新

啟動新一輪招商工作，就產業園餘下的 2.57 平方公里土地採用新的項目

評審落地機制，接受投資項目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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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促局六個內地聯絡處/代表處繼續通過“送服務上門”工作，主動拜訪

內地企業、商協會及政府機構，為有意到澳門投資的內地企業提供適切支

援。2018 年，貿促局六個內地聯絡處/代表處透過各種途徑，共跟進內地

企業在澳門的投資項目 154 個，其中有 87 個項目已落實。 

 
持續協助中小微企提升競爭力 

扶持中小微企拓展商機、轉型升級、做大做強是特區政府一如既往的既定

方針。2018 年，貿促局繼續透過組織企業代表團外出參展和交流考察，鼓

勵中小企積極參展本地及海外展會，除向其提供參展資助外，還在本地大

型展會中為澳門中小企業預留參展布展空間；提供“電子商務（E-

Commerce）推廣鼓勵措施”，支持企業大力應用電子商貿拓展業務；舉辦

各類中小企工作坊及企業配對交流活動，協助澳門中小微企提升競爭力，

把握並拓展市場商機。2018 年，貿促局共舉辦/協辦/合辦面向中小企及青

年創業等相關主題工作坊 13 場，參加人數共 1,316 人，主題涵蓋餐飲、電

子商務、開拓市場、葡語國家投資環境與商機品牌推廣及拓展等。2018 年，

貿促局共批出 806 項企業及社團參展財務鼓勵，涉及 62 個本地及境外展

會。 

為支持本地中小企業發展，鼓勵中小企業充分利用澳門“中葡平台”的獨

特優勢，貿促局先後於 2018 年 3 月及 10 月與本地商會合辦“齊齊葡-葡

語國家及澳門產品特色市集”，旨在吸引更多本澳居民及遊客深入社區觀

光消費，親身體驗澳門中葡合璧的人文風情，同時也為葡語國家食品提供

更多宣傳及展示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