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簡介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成立於 2002 年 10 月，以“服務、代表、協調、溝通”作為協會的宗旨。協會致力於凝聚澳

門會展業的力量，配合政府的施政方向，為改變澳門會展業起點低、硬體設施不足、人才資源缺乏、行業力量分散的

狀況發揮出自己的力量，努力推動澳門成為國際性的會展目的地。

協會目前共有 87 家企業會員，業務類別涵蓋整個會展產業鏈，包括主辦商、展覽場地營運管理、設計及承建商、

市場推廣 / 公關 / 媒體 / 刊物、交通運輸 / 貨運代理、旅遊代理、數據管理 / 登記系統、綜合業務企業、人力資源 / 教

育培訓 / 認證 / 顧問諮詢及電子通訊 / 影音設備供應 / 租借服務等，以澳門本地的會展公司為主，其中 60% 為本澳的

中小企業。

自成立以來，主辦及承辦了多項活動、會議及展覽，其中包括澳門最大型的年度經貿活動、被國際展覽業協會 (UFI)

認證的 -- 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 (MIF)。

　　　

另為進一步促進內地與澳門之間的商貿往來，協助本澳中小企業拓展內地商機，展現澳門城市活力，協會先後在

16 個城市舉辦「活力澳門推廣週」，包括上海、重慶、北京、河南鄭州、吉林長春、江蘇南京、福建福州、廣西南寧、

安徽合肥、內蒙古呼和浩特、湖北武漢、山東濟南、貴州貴陽、陝西西安、浙江杭州及四川成都舉辦。協會更開展教

育及培訓課程，提升會展從業人員的素質，引進及培養專業人才。同時，協會開展宣傳及學術交流，與澳門及海外有

關團體或組織緊密合作，進行了系列會展調查與研究工作，獲澳門基金會贊助，出版了《澳門會展》雜誌及《澳門會

展指南》。現為亞洲展覽會議協會聯盟 (AFECA)、中國展覽館協會、中國會展經濟研究會及亞洲會展媒體聯盟 (AEMU)

成員。

澳門被國務院定位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隨著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時代的到來，澳門會議展覽業的春天已經來臨。

逢盛世、聚合力、組團隊，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將與各界攜手合作，實現夢想，共創輝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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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Introduction of MCEA
Macao Convention & Exhibition Association (MCEA) was established in October 2002 with the objective “To Serve, 
Represent, Coordinate and Communicate” and is dedicated in building Macao into an international MICE destination 
through uniting the efforts of Macao’s MICE industry.  MCEA is coping with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s policy 
direction in improving the situations of inadequate facilities and manpower as well as the dispersed industry forces 
of Macao’s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Presently, MCEA has a total of 87 enterprises members, which fully covers the MICE industry chain, including event 
organizers, MICE venue operators, designers & contractors, advertising/PR/media/publication, transportation/
logistics, travel agencies, data management/registration system, comprehensive business, human resources/
educational training/certification/consultation as well as telecommunications/audio & visual equipment/rental 
services, and of which most are local industry players, with 60% being Macao’s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MCEA has organized and co-organized various kinds of events and exhibitions, such as 
the largest UFI approved annual trade show, i.e. Maca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Fair (MIF). Moreover, 
in order to expedite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mainland China, expand local enterprises in the mainland market and 
to demonstrate Macao as a city of vitality, MCEA has so far hosted “The Dynamic Macao Business and Trade Fair” 
in 16 major cities in China already, namely Shanghai, Chongqing, Beijing, Zhengzhou (Henan), Changchun (Jilin), 
Nanjing (Jiangsu), Fuzhou (Fujian), Nanning (Guangxi), Wuhan (Hubei), Mongolia (Inner), Hefei (Anhui), Jinan 
(Shangdong), Guiyang (Guizhou), Xian (Shanxi), Hangzhou (Zhejiang) and Chengdu (Sichuan).

Furthermore, MCEA has also initiate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s to enhance professionalism. In the 
meantime, MCEA has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forums and promotion activities, and has collaborated with industry 
related institutes and organizations in Macao and even overseas. Under the support of the Macao Foundation, 
MCEA publishes the “Macau Convention & Exhibition” Magazine and “Macao MICE Directory”. MCEA is currently 
a member of Asia Federation of Exhibition and Convention Association (AFECA), China Association for Exhibition 
Centres, China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Society and Asia Events Media Union (AEMU). MCEA is thu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in Macao.

Macao is positioned as the “World Tourism and Leisure Centre” by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As Macao is now stepping towards the age of moderate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Macao’s MICE 
industry has also entered into a flourishing season. Let’s all work together hand-in-hand by making use of this 
current prime moment to achieve a brighter and prosperous future for the MICE industry in Ma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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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 適時引進和培育品牌會展如「澳門國際貿
易投資展覽會」(MIF)、「澳門國際環保
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MIECF)、「中國（澳
門）國際汽車博覽會」(AUTO EXPO)、「國
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IIICF)、

「世界旅遊經濟論壇」(GTE FORUM)及「亞
洲國際博彩娛樂展會」(G2E ASIA)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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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澳 門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即將舉行，由 400 人組成的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也於 6 月 29 日順

利誕生，連串選舉工作正有序進行。現任行政長官崔世安早前宣佈角逐連任，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當

表支持，冀延續並進一步落實各項利民措施，促進澳門經濟穩健發展。

第八屆亞太經合組織旅遊部長會議 (APEC) 將於 9 月在澳門召開，此乃會展業盛事，適逢今年是 APEC 成

立 25 周年，意義更大 ; 也充分體現中央政府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愛與支持，會議有助提升澳門旅遊業的國

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相信業界必定能夠配合政府辦好這一國際盛事。

近年，多項大型國際會展活動成功落戶澳門，繼「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MIECF)、「國際

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IIICF) 及「亞洲國際博彩娛樂展會」(G2E Asia) 後，下半年將陸續舉行「澳

門國際品牌連鎖加盟展」(MFE)、「世界旅遊經濟論壇·澳門」、 「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 及「濠

江盛匯－中國（澳門）國際汽車博覽會、中國（澳門）國際遊艇進出口博覽會、澳門公務機展」等，逐漸形成

品牌效應，今期封面以品牌會展為題，凸顯澳門會展業向國際化、專業化、精品和高端品牌展覽邁進的目標。

lection of the 4th Macao SAR Chief Executive will be held this year and the Electoral Affairs Committee comprising 
of 400 members was also established on June 29. A series of election matters are now orderly under progress. 
Incumbent Chief Executive, Chui Sai On, has announced earlier to run for re-election, Macao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Association is in full support and it is hoped that all the beneficial measures that will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Macao’s economy can be further implemented.

The 8th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Tourism Ministerial Meeting will be held in Macao this September 
and is a grand event of the MICE industry. This year also marks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PEC which 
makes the event more meaningful. This all shows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very caring and supportive to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 Indeed, conferences can help to enhance Macao’s tourism industry internationally and with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It is believed that local MICE industry will definitely cope with the government in making this international grand 
event a big success.

In recent years, a number of majo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exhibitions had successfully settled in Macao. Following 
the "Macao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Forum and Exhibition" (MIECF), "Internation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Construction Forum" (IIICF) and "Asian Global Gaming Expo" (G2E Asia),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2014, 
there will also be the hosting of "Macao Franchise Expo" (MFE), "Global Tourism Economy Forum", "Maca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Fair" (MIF) and the “China Macao Distinguished Gathering of the China (Macao) International 
Automobile Exposition, China (Macao) International Yacht Import and Export Fair, and Macao Business Aviation Exhibition” 
of which these exhibitions will gradually establish a branding impact. The magazine front cover this time is based on the 
theme of brand exhibitions in Macao, highlighting the MICE industry is now heading towards its goal of hosting more 
internationalized, specialized, boutique and high-end brand exhibitions.

卷首 語

E





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於 2014 年 5 月 8

日出席「第五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

論壇」（以下簡稱「基建論壇」）開幕典禮前，會見參

與基建論壇的主要嘉賓，包括來自內地及國外的近 40

位部長及副部長。

崔世安向各嘉賓介紹澳門目前的經濟及民生狀況，

並指出，舉辦大型論壇及展覽活動，有利澳門推動經濟

多元發展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將

繼續舉辦各項大型會議及展覽活動，並積極把澳門構建

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及「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商貿服

務平台」。

國家商務部部長助理張向晨發言時表示，非常高

興來澳出席是次基建論壇，又代表國家商務部歡迎各位

嘉賓，感謝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對成功舉辦基建論壇所

作出的安排。經過多年的發展，基建論壇已發展成被業

界公認的高水平論壇活動，各地代表都樂於參加。他又

指出，國家商務部將一如既往的為各國及本地的企業家

們提供應有的協助。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

任仇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

員公署副特派員蔡思平，澳門運輸工務司司長劉仕堯及

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譚俊榮等亦有參與會見。

出席會見的部長及副部長來自波黑塞族共和國、

博茨瓦納、柬埔寨、克羅地亞、厄立特里亞、馬其頓、

黑山、尼泊爾、尼日爾、巴布亞新磯內亞、羅馬尼亞、

塞內加爾、塞拉里昂、南蘇丹、斯里蘭卡、阿拉伯聯合

酋長國、英國、坦桑尼亞、坦桑尼亞桑給巴爾、瓦努阿

圖及津巴布韋等。

澳

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會見第五屆國際基礎設施
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與會嘉賓

繼續舉辦各項大型會展活動 積極構建一個中心一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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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

MACAO SAR UPDATES
特區
動態

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向各嘉賓介紹澳門目前的經濟及民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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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澳門與上海會展業主管部門及業界之交流

合作，考察當地會展業發展情況及借鑒引進會

展活動經驗，會展業發展委員會發展對外合作小組與澳

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以下簡稱「澳門貿促局」）一行

六人於 2014 年 4 月 15 日至 17 日前往上海考察訪問，

期間拜訪了上海市商務委員會、上海市會展行業協會以

及參觀即將落成投入使用之中國博覽會會展綜合體，並

參觀了由 TTG 亞洲傳媒會展部、國旅（北京）國際會

議展覽有限公司、國際展會策劃集團共同主辦之「中國

（上海）國際獎勵旅遊及大會博覽會」(IT&CM China 

2014)。

代表團一行先後拜訪了國際展覽業協會 (UFI) 2013

年行政總裁暨 2014 年行政副總裁、上海市商務委員會

副主任陳先進及上海市會展行業協會會長吳承璘，分別

聽取了匯報有關上海市會展業最新發展情況，以及就區

域性會展合作及澳門會展業發展前景與代表團一行交

換了寶貴意見。此外，代表團亦參觀了「中國（上海）

國際獎勵旅遊及大會博覽會」。這一博覽會為中國巿場

上重要的專業會議、奬勵旅遊、會議和展覽的商業交流

平台，也是亞太區內主要的專業會議和商務旅遊專業展

覽之一。博覽會匯聚了全球，包括內地的 MICE 供應商

和買家。

期間，澳門貿促局於澳門旅遊局組建之「澳門館」

內設置了推廣櫃台，旨在向大會預先配對有意來澳舉辦

會展活動之會展組織者進行洽談以及解答現場查詢，並

宣傳在澳辦展辦會優勢及澳門貿促局提供之會展競投

及支援「一站式」服務。同時，代表團還拜訪了負責上

海市正在興建中的中國博覽會會展綜合體有關展館投資

建設、場館營運及展會開發單位－上海博覽會有限責任

公司，並實地參觀了施工情況，佔地 147 萬平方米之中

國博覽會會展綜合體投入使用後將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

建築單體和會展綜合體。

是次考察訪問團成員包括：會展業發展委員會發展

對外合作小組召集人、澳門貿促局主席張祖榮，以及會

展業發展委員會發展對外合作小組成員：澳門展貿協會

會長林中賢，澳門廣告商會會員大會主席黃義滿、理事

長畢志健及澳門旅遊業議會理事長胡景光，澳門貿促局

推廣活動廳高級經理李藻森隨團參加訪問考察。

會展業發展委員會發展對外合作小組與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前往上海考察
訪問，收穫甚豐

為

MESSAGE 
FROM COMMIT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VENTIONS AND EXHIBITIONS

會展業發展委員會訊息

會展業發展委員會發展對外合作小組與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赴滬

考察上海會展業發展及參觀
「中國（上海）國際獎勵旅遊及大會博覽會」

資料來源：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門行政長官崔世安，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

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仇鴻，外交部駐澳門

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馮鐵，葡萄牙環境事

務國務秘書 Paulo Lemos，湖南省人民政府常務副省

長陳肇雄，廣東省人民政府副省長許瑞生，廣西壯族

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黃日波，雲南省政協副主席

羅黎輝，香港環境局局長黃錦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解振華代表、資源節約和環

境保護司副巡視員馮良，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

部長周生賢代表、國際合作司副司長兼港澳辦副主任

涂瑞和，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澳門運輸工務

司司長劉仕堯，貴州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吳強，四川省

人民政府環境保護廳廳長姜曉亭，福建省人民政府環

保廳副廳長虞平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國土資源廳副廳

長 廖 正 偉， 江 西 省 人 民 政 府 環 保 廳 總 工 程 師 石 晶

及 諾 貝爾經濟獎得主、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師、澳門

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斯蒂格利茨

為活動揭開序幕。

澳

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出席「2014 年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MIECF) 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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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
內容更趨國際化 締造躍動中的綠色商機

      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主辦的「2014 年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MIECF) 已於 2014 年
3 月 27 日至 29 日一連三天在澳門威尼斯人金光會展中心隆重舉行。

BRAND CONVENTIONS AND EXHIBITIONS
品牌會展



構建生態文明 促進環保產業發展

崔世安致歡迎辭時表示，「增強基本實力和促進

可持續發展」為澳門今年的施政重點。在中央政府支持

下，澳門有效地推進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打

造「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同時全面

落實長效機制，加強環境保護，構建生態文明，發揮自

身優勢，增強綜合實力。

《澳門環境保護規劃（二 O 一 O 至二 O 二 O）》

以「優化宜居宜遊環境」、「推進節約循環社會」及「融

入綠色優質區域」三大規劃為主線，澳門積極開展相

關工作，努力改善環境，促進環保產業的發展，配合

澳門發展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區域發展定位。

綠色論壇薈萃精采演講 探討現今環保熱門議題

本屆 MIECF 以「躍動中的綠色商機」為主題，以

論壇為主，展覽為輔的方式進行，配以綠色配對、技術

參觀及綠色公眾日等系列活動，提供一系列綠色商機，

宣揚「關注環保，親近自然，分享樂活」的理念。

作為 MIECF 一大亮點的「綠色論壇」，薈萃兩場

主題演講及七個環節，合共九場精采演講，另設兩個研

討會，集合來自各界的環保先鋒、跨國企業領袖及區域

政策制訂者共同探討現今環保範疇的熱門議題，促進與

會政府代表、商業機構及社會團體等交流。

大會邀請到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世界銀行前首席

經濟師、澳門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哥倫比亞大學教

授斯蒂格利茨，以及美國龍安集團總裁、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家外國專家局資深規劃專家、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

署指導委員饒及人擔任主題演講嘉賓，分別就「綠色未

來共同成長：為什麼解決不平等是保護環境的關鍵」及

「中國綠色建築認證程序的三星認證系統，以及如何利

用這些評級標準」兩個主題發表演講。

展示內容多樣 促進互動交流

是次綠色展覽場地逾 16,000 平方米，首次增設「中

國環境保護產業展區」、「廣東省城市垃圾行業處理協

會展區」、「佛山展區」及「台灣新竹縣展區」，內容

覆蓋 6 大領域，包括能源效益、再生能源、綠色建築、

綠色交通、廢棄物和水源管理的解決方案及環境服務，

為參與者締造無限商機，促進綠色商貿及技術發展。

MIECF 同期設有多項活動，促進互動交流，「綠

色配對」協助來自世界各地的企業推廣產品與服務，尋

找合作商機；「特邀買家計劃」透過不同渠道邀請參展

商所推薦的買家、發掘其他重點買家及項目開發者，安

排與參展商洽談；設置「環保酒店採購區」，多間本地

知名、大型及環保酒店駐場採購洽談；「專業推介洽談

會」讓參展商向專業觀眾展示其環保產品和環境解決方

案，締造綠色商機；增設「環保產業對接交流會」，多

場交流會為行業協會、商會和貿易促進機構提供交流平

台，拓展合作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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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引進更多國際性會展活動來澳門舉行

新濠博亞娛樂：藉展覽喚起公眾對環境保護的關注

12 澳門會展·第 33期·www.mcea.org.mo

辦「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MIECF)

的國際知名會展主辦企業－科隆國際展覽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科隆」）有意於澳門設立分公司。項目

經理禤文匯表示，澳門有一定的發展潛力及優勢，加上

澳門特區政府的大力支持，澳門本土市場雖小，會展業

卻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禤文匯回想當初承辦 MIECF 可說是一個新嘗試，

當時，澳門特區政府向外招標，科隆雖在香港設有辦事

處，在澳門卻沒有任何經驗，慶幸經過雙方充分溝通和

通力合作下，MIECF 取得不錯的成績。

故此，科隆希望在澳門尋找更多合作機會，將來也

期望在澳門舉辦更多會議及展覽，他表示，科隆作為一

家國際性會展企業，在為澳門會展業界帶來更多新思維

每屆的 MIECF 中，不少參展商都善用環保材料，

設計別出心裁的特裝展位。其中，新濠博亞娛樂

以收集得來的約 2,000 個回收塑料飲用水瓶，堆砌出巨

型環保幕牆及接待櫃台，藉以喚起公眾對循環再用及環

境保護的關注。獨特的設計意念更為其贏得「第八屆環

保展台嘉許獎及綠色電費回贈」頒獎典禮亞軍。

物業服務行政總監何雄威表示，新濠博亞娛樂十分

注重環保，過去投資逾一億澳門元在不同的環保設施

上，新濠鋒是澳門首家博彩企業酒店擁有自己的再生水

系統，當收集到酒店的生活用水，通過處理後作為酒店

內部沖水用途。此外，新濠天地安裝了港澳地區第二大

中央冷氣系統，以「水冷」形式運行，較一般傳統冷氣

系統節省兩至三成電力，也是首家獲得香港通用公證行

和經驗的同時，也致力向本地公司學習。

澳門經濟局在今年推出「國際性會議及專業展覽支

持計劃」，禤文匯認為對行業帶來一定幫助，科隆計劃

引進更多國際性會展活動來澳門舉行。

頒發 ISO14001:2004 環保管理證書及室內環境質素認證

的澳門酒店。

何雄威指出，澳門近年經濟發展蓬勃，能源消耗也

愈來愈大，期望透過是次展覽帶出環保的重要性。

承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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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能電機：把握機遇拓展葡語國家市場

第八屆環保展台嘉許獎及綠色電費回贈頒獎典禮
頒發 59 個獎項 歷屆環保展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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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專注於空氣能源技術研發製造和商業化的高新

技術企業，澳能電機發展有限公司與中國科學院

熱物理研究所經過長達 10 年的聯合研發，成功示範運

營「1.5MW 壓縮空氣儲能系統」，這是繼德國、美國

和日本之後的國內第一個壓縮空氣儲能示範工程。

該公司負責人冉旭表示，澳門企業在科技及新能源

發展方面有先天的優勢，亦有技術及設備方面的後天不

足，應善於借力，導入國內頂尖的科學研究經驗及技術

成果，藉「中葡商貿服務平台」拓展葡語國家市場。

現時全球各國高度關注新能源的開發利用，很多葡

第八屆環保展台嘉許獎及綠色電費回贈」頒獎典

禮共頒發 59 個獎項，是歷屆環保展之最，活動

目的是積極鼓勵各界在澳門展覽中採用環保展台物料

及設計，以減輕展覽廢棄物對本地環境的衝擊。

隨著國際社會的環保意識不斷提升，國際會展業界

權威機構－國際展覽業協會 (UFI) 亦因應會展業的環保

語國家亦正積極尋求機會介入包括風力發電、太陽能發

電等新能源發電領域，相關設備市場需求較大，澳門企

業應把握機會，把澳門的品牌、澳門製造的產品推廣出

去，進入到更多葡語國家。

訴求舉辦一年一度的「可持續發展嘉許獎」比賽，

而「環保展台嘉許獎及綠色電費回贈」計劃被評選為

2013 年度全球九個「優秀環保舉措範例」之一。

今屆頒獎典禮的冠亞季軍分別由三菱重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澳門分公司、新濠博亞娛樂及澳能電機發展有限

公司奪得。

作

「

品牌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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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連三日的活動，參會參展總人數達 9,24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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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萬人出席環保盛會 充分發揮綠色平台功能
      以「躍動中的綠色商機」為主題的「2014 年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MIECF) 於 2014
年 3 月 29 日圓滿結束。一連三日的活動，參會參展總人數達 9,245 人。大會透過展覽、論壇、推介會、
對接會、交流會及技術參觀，充分發揮 MIECF 的綠色平台功能，進一步推動環保產業及技術發展。

天展期共安排了近 800 場現場配對洽談，其中包

括酒店配對洽談及政府部門配對洽談，參與洽談

的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內地、韓國、德國、荷蘭、葡

萄牙、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香港以及澳門。洽談

項目主要涉及酒店環保用品、固體廢物回收項目合作、

室內空氣淨化、LED 節能燈、污水處理的技術合作、

垂直種植技術、環保建材、廢物回收和污水管理的解決

方案等。

多個政府部門及學校參加採購洽談，採購各類環保

辦公室用品、節能節水系統產品、環保工程、節能燈、

電動車等，共安排 40 多場政府部門配對洽談。展會期

間，大會亦安排進行了多場「環保產業對接交流會」。

三天的洽談活動安排了 26 份簽約項目，簽約單位

主要來自中國內地（包括北京、江門、珠海、深圳及廣

州 )、意大利、台灣、香港及澳門等國家和地區。涉及

行業包括：環保、建築工程、資訊交流、教育、技術合

作、產品代理等，內容主要包括環保技術合作及資訊交

流、國際級中醫藥質量控制基地及國際健康產業交易平

台合作、餐廚及廢物回收及循環再造、環保合作項目、

節能工程、環保產品代理銷售及環保教育等。

今年 MIECF 共舉辦了 9 場論壇，包括 7 個環節及

2 個研討會，薈萃 12 個國家和地區的 58 位專家學者，

大會今年更首次與國家環境保護部港澳事務辦公室及

亞太旅遊協會 (PATA) 合辦其中兩場綠色論壇，分別探

討生態文明與低碳發展的關係，以及企業的社會責任與

遊客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等熱門話題，切合澳門目前社會

發展中所面對的挑戰與機遇，出席今屆論壇人數超過

2,900 人次。

大會積極推動「綠色展覽會」，展館續採用可回收

循環再造的物料設計搭建，大會展場不鋪設地毯，並首

次採用逾 3,000 盆植物佈置，以及在展會最後一天的

「綠色公眾日」下午將植物向市民派發。另有超過 2,500

平方米的噴畫轉贈社會企業，以製作環保購物袋並將於

明年 MIECF 期間派發。今年展會充分貫徹澳門特別行

政區政府「源頭減廢，資源回收」的廢棄物處理政策，

進一步減少展會產生的廢棄物量。

下一屆 MIECF 將於 2015 年 3 月 26 日至 28 日舉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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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主持綠色商機交流酒會及簽約儀式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參觀「2014 年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MIECF)
展覽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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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
促進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國際交流與合作

      由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局共同主辦的「第五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
設高峰論壇」（以下簡稱「基建論壇」）已於 2014 年 5 月 8 日至 9 日在澳門威尼斯人金光會展中心盛
大舉行。

      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國家商務部部長助理張向晨，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
主任仇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蔡思平，澳門運輸工務司司長
劉仕堯，克羅地亞前總統 Stjepan Mesic，英國交通部副部長 Stephen Hammond 會同來自世界多個國
家和地區的 37 位部長級官員共同出席是次基建論壇。

開幕儀式上，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會長刁春和，

澳門經濟局局長蘇添平分別代表基建論壇主辦

方致歡迎辭。國家商務部部長助理張向晨，克羅地

亞 前 總 統 Stjepan Mesic， 英 國 交 通 部 副 部 長 Stephen 

Hammond，非洲進出口銀行執行副行長 Denys Denya，

畢馬威國際副主席 John M. Scott 等先後圍繞本屆基建論

壇主題「互聯互通為國際基礎設施合作提供新動力」作

了主旨演講。

基建論壇逾千人與會 推動基礎設施國際合作

今屆基建論壇吸引了來自世界 23 個國家和地區的

37 位副部級以上政府官員，以及非洲進出口銀行、亞

洲開發銀行、泛美開發銀行在內的 30 多家國際金融機

構，國際承包商協會聯合會、羅馬尼亞建築承包商會、

馬來西亞建築公會等 16 家行業組織，和來自 50 多個國

家和地區的工程承包商、裝備製造商、行業服務機構代

表超過 1,000 人與會。

在

主禮嘉賓為基建論壇揭開序幕

品牌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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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春和致歡迎辭時表示，基建論壇是中外基礎設施

合作的盛會，是與會嘉賓新觀點、新思路的展示平台，

也是孕育新商機、新合作的理想搖籃。在各方的共同努

力下，基建論壇在推動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國際合作方面

發揮重要作用。

蘇添平表示，今年是基建論壇連續第三年落戶澳

門，繼續得到了國際業界的熱烈響應，探討區域互聯

互通基礎設施的願景與規劃、融資解決方案、多元合作

方式等相關話題，發佈全球主要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規劃和重點項目訊息，為業界提供一個廣闊的交流合作

平台。

近年來，為推動澳門經濟多元及未來發展，澳門特

別行政區政府展開了一系列大型基礎設施的投資與建

設項目，以提升澳門綜合競爭力。基建論壇落戶澳門，

讓世界各地能夠進一步了解和認識澳門，促進澳門及內

地與世界各地之間在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領域的

相互發展。基建論壇的舉辦也為澳門會展業的國際化提

供了有利條件。

借助澳門區域服務平台優勢 為可持續發展注入新活力

劉仕堯指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一向重視並樂於

參與區域合作，積極借助澳門作為區域服務平台的優

勢，促進區域乃至國際間的互利合作，基建論壇的召開

深化了澳門作為區域合作當中的橋樑角色，並為各方提

供一個有效的聯繫、交流、溝通和合作的平台。

仇鴻表示，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重點推動港珠

澳大橋、城市輕軌、新城填海區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

為澳門經濟發展帶來新動力。本地區跨境基礎設施發展

的互聯互通，將進一步加快珠三角地區各種資源要素整

合與便捷流動，令澳門與區域整體發展形成良性互動，

為可持續發展注入新活力。基礎設施建設是改變城巿面

貌、優化城巿佈局、促進經濟發展、改善居民生活的重

要途徑。

在一連兩天的基建論壇中，除數場主旨演講及主題

論壇外，還設有 5 場平行論壇、4 場平行活動、發佈

《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發展報告 2013》及基礎設施合作

項目簽約儀式等一系列精采活動。

澳門經濟局局長蘇添平表示，基建論壇的舉辦為澳門會展業的國際化提供了
有利條件

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會長刁春和表示，基建論壇是中外基礎設施合作的盛
會，是與會嘉賓新觀點、新思路的展示平台，也是孕育新商機、新合作的理

想搖籃

中聯辦副主任仇鴻表示，本地區跨境基礎設施發展的互聯互通，令澳門與區
域整體發展形成良性互動，為可持續發展注入新活力

品牌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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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行業精英出謀獻策 
互聯互通拓展合作商機

      「第五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已於 2014 年 5 月 9 日圓滿落下帷幕，主辦單位表示，
基建論壇創辦以來，在促進國際基礎設施領域合作方面發揮了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在移師澳門舉辦後，
基建論壇借助澳門獨特區位優勢，影響力和平台作用更顯突出。

屆基建論壇緊扣「互聯互通為國際基礎設施合作

提供新動力」的主題，關注基礎設施領域的國際

合作業務發展，並圍繞互聯互通、融資創新等話題組織

開展了多場高水平的國際對話。

多國簽署合作協議 促進項目對接

短短兩天時間裡，基建論壇共舉行了主題論壇、平

行論壇、早餐會、會長圓桌會議及新聞發佈會等 25 場

專項活動，安排了 70 餘場商務會談和新聞採訪活動，

簽署了 10 項合作協議，《國際基礎設施合作共同行動

計劃》新吸納 3 家成員，成果豐碩。

而為推動和促進項目對接，本屆基建論壇設置了 2

場「基礎設施發展規劃與合作項目推介對接會」和「國

本

基建論壇舉辦新聞發佈會，介紹所獲成果

品牌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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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基礎設施合作專題業務介紹會」，來自阿聯酋、

老撾、博茨瓦納、烏干達、印度尼西亞、蒙古等 10 國

的政府代表對國別和區域基礎設施發展規劃和項目進

行推介。

在「基礎設施合作項目簽約儀式」上，中國對外承

包工程商會、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中冶海外工

程有限公司等分別與阿聯酋、墨西哥、美國、印尼等國

政府和企業簽署了合作協議。

探討不同議題 謀求更多發展機會

此外，16 家基礎設施相關領域的商協會出席了基

建論壇的「國際商協會會長圓桌會」（以下簡稱「圓桌

會」），國際承包商協會聯合會、歐洲國際承包商協

會、羅馬尼亞建築承包商會及澳門中華總商會等商協

會代表圍繞「國際商協會如何推動各國承包商更好地履

行社會責任」和「如何推動《國際基礎設施合作共同行

動計劃》的實施」兩個議題進行了討論。

而在本次圓桌會上，由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倡議

發起的《國際基礎設施合作共同行動計劃》受到了各地

區建築商協會的認可，中國東南歐商業協會、蒙古全國

建築商會，以及英國特許土木工程測量師協會的 3 名新

成員加入到了「共同行動計劃」之中，至此《國際基礎

設施合作共同行動計劃》簽約成員達 18 家。締約的商

協會將加強訊息交換、互訪交流，不定期組織項目推

介、會議展覽等活動，促進會員企業公平競爭、履行

社會責任，為企業謀求更多合作和發展機會。

澳門經濟局局長蘇添平表示，各地專家和行業精英

匯聚澳門，為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等領域共同關注

的熱點議題出謀獻策；有效促進各方共同發展，有利加

強澳門建造業界與國際間交流和對接，對本澳業界的長

遠發展起積極作用。基建論壇持續在澳門舉辦，不但充

分發揮澳門的商貿服務平台功能，亦進一步豐富會展活

動內容及推向國際化；同時，有助推動內地與澳門會展

業的融合發展，建構區域會展品牌的效應。

短短兩天時間裡，基建論壇共舉行了 25 場專項活動、70 餘場商務會談和新聞採訪活動，簽署了 10 項合作協議

品牌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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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亞洲國際博彩娛樂展會
亞洲成全球博彩業焦點 引入非博彩細分市場

      由美國博彩協會及勵展博覽集團聯合舉辦的「2014 年亞洲國際博彩娛樂展會」(G2E Asia) 已於
2014 年 5 月 20 日至 22 日一連三天在澳門威尼斯人金光會展中心圓滿舉行。

2E Asia 已連續八年在澳門舉辦，並成為行業的

一大盛會，開幕典禮期間舉行了非博彩業委員

會首屆成員就職典禮，成員包括美高梅中國控股有限

公司聯席董事長及執行董事何超瓊，蘭桂芳集團董事

長暨創辦人盛智文，銀河娛樂集團總裁及首席營運總

監萬卓祺，新濠博亞娛樂營運總監陳應達及美國博彩協

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杰夫 ‧ 弗利曼。

160 家參展商赴會 迎來逾 6,500 名觀眾

大會邀請到非博彩業委員會成員，聯同中央人民

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經濟部部長王新東，

澳門旅遊局局長文綺華，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副局長

梁文潤，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執行委員陳敬紅，澳門中

華總商會理事長高開賢，美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館代

表馬克丹尼，澳洲駐香港及澳門領事考德里，博彩設備

製造商協會執行董事普拉達，勵展博覽集團大中華區總

裁王國洪及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會長李志忠共同為展

會揭開序幕。

王國洪致歡迎辭時表示，今屆 G2E Asia 有 160 家

參展商在展覽面積超過 8,640 平方米的展場內，展出不

同產品及服務，較上屆增長逾 16%，幾天的展會迎來超

過 6,500 名觀眾，相比 2007 年首屆不足 3,000 名觀眾可

說是一大飛躍。

杰夫 ‧ 弗利曼表示，亞洲是全球博彩業發展和擴

張的泉源，並希望獲得澳門、日本、俄羅斯、越南、

韓國、柬埔寨、菲律賓及其他成熟和新興市場的訊息，

而非博彩業委員會的創建是為了給 G2E Asia 團隊提供

關於亞洲地區非博彩形勢的專業訊息。非博彩業依然是

G

G2E Asia 已連續八年在澳門舉辦，並成為行業的一大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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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彩業的重要補充，也注意到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優

先發展娛樂產業所做出的努力。

產品服務愈趨多元 研討會為歷屆焦點所在

今屆 G2E Asia 產品及服務愈趨多元化，展出包括

各種創新賭場設備、桌上遊戲、老虎機設計與裝飾、安

全與監控產品、商務解決方案 / iGaming 產品與服務，

以及所有博彩業相關的服務與解決方案。並且新推出了

「澳門製造」專區，為本澳製造商與服務供應商提供專

業服務。

研討會為與會同業帶來了亞洲最全面的博彩知識，

是 G2E Asia 歷屆的焦點所在，多位重量級演講嘉賓分

享了博彩行業最新資訊及當今激烈市場的優勢，題材內

容廣泛，包括「澳門公眾：亞洲博彩之都的增長展望」、

「中國機密：中國消費者及博彩趨勢」、「了解法規：

亞洲網上博彩監管現狀」及「人才問題：一體化度假村

的人力資源管理」等。

獲國際展覽業聯盟認證 加強非博彩業務拓展

經過多年的努力與所取得的成效，G2E Asia 於最近

獲得了國際展覽業協會 (UFI) 認證。這是繼「澳門國際

貿易投資展覽會」(MIF) 及「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

壇及展覽」(MIECF) 之後，澳門第三個國際展覽會榮獲

此項認證，這是對展覽會的知名度、服務品質和國際化

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

據主辦單位表示，在過去八年來，G2E Asia 有逾一

半參展人士來自世界各地，亞洲超過 95% 的娛樂場出

席是次展覽會，這對定位澳門為亞洲博彩業中心至關重

要。由於綜合性賭場度假村的非賭場設施，如餐廳和娛

樂設施等在年度收入中所佔的比例愈來愈大，澳門特別

行政區政府也呼籲對以博彩業為驅動力的經濟結構進

行多樣化改革，G2E Asia 已在今年將非博彩細分市場

納入展覽會及研討會覆蓋範圍，並成立了非博彩業務執

行董事會，以便在 2015 年進一步加強非博彩業務的拓

展。

今屆 G2E Asia 有 160 家參展商在展覽面積超過 8,640 平方米的展場內，展
出不同產品及服務，較上屆增長逾 16%，迎來超過 6,500 名觀眾

品牌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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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中外專業觀眾出席論壇，座無虛席

美高梅中國控股有限公司聯席董事長及執行董事何超瓊在會上作了主旨演講

何超瓊：引進藝術展覽活動 
              推動會展業向前發展

     今屆 G2E Asia，大會邀請了美高梅中國控股有限公司聯席董事長及執行董事何超瓊擔任主講嘉賓，
並在會上作了主旨演講。

超瓊表示，按國家的規劃，澳門不能單純依賴

博彩業，必須提升本地行業的多元化，使其成

為老少咸宜的旅遊城市。隨著港珠澳大橋等基礎建設

的落成，「一小時生活圈」可為澳門引進更多中產客

源。不可否認，本澳有著本身的資源限制，要發展和

推動新的行業需要較多投入，博彩業一直是本澳經濟

支柱，在資源和管理上都較具規模和成熟，故此在推

動新行業上，毫無疑問博彩業者應盡更多的投入。

她指出，澳門擁有國際一流的會展設施及先進的

技術，舉辦更多大型的國際會展活動。在過去幾年，

為推動澳門會議展覽業的發展，以澳門為基地，組織

「世界旅遊經濟論壇」，前後花費三年時間到中國內

地和世界各地爭取支持，論壇已成功舉辦了兩屆，她

希望能持續舉行，令澳門有更多國際性活動，推動會

展業發展。

另一方面，她近年來於澳門引進不同的藝術展覽

活動，這除了是一項文化活動，讓本地居民和來澳旅

客增加對世界藝術的認識和了解，同時也是一項產

品，讓旅客在澳門有更多內容可以觀賞，而非每次入

住酒店都只看到一模一樣的景物。與此同時，也可讓

外地藝術家更多機會與澳門接觸，增加澳門的知名

度。

她認為，這些工作在短期投入的資源較多，亦難

以在短期內看到回報，但長遠而言對本澳行業的多元

化有著實質的推動作用，她及其公司會持之以恆地舉

辦有關活動。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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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展博覽集團高級副總裁李雅儀

G2E Asia 八載耕耘  不斷成長迎挑戰

     G2E Asia 經過八年的發展，展會規模及知名度不斷提升。今屆展會的展覽面積、展商數量、專業觀
眾人數等指標均較上屆有所提高；與此同時，在新科技、非博彩元素等方面亦有新突破。

     繼上屆推出 G2E TV 及 G2E 手機應用兩項新措施之後，今屆展會進一步強化手機應用程式功能以提
升展會平台作用。主辦方代表、勵展博覽集團高級副總裁李雅儀表示，今屆展會注入更多新科技元素，
如手機程式的預約功能，可讓參展商在展會前與意向合作夥伴或專業觀眾就展會期間的會面時間及洽談
內容提前作出交流，從而延伸展會平台功能，提升成效。

彩 業 利 用 新 科 技 優 化 業 務、 宣 傳 形 象 已 成 趨

勢。李雅儀指出，澳門博彩業正由最初的貴賓

廳收入為主逐步轉向中場遊客市場佔主導的格局，娛

樂場亦需因應市場變化提供更多迎合中場遊客的產品

及服務；今屆展會中有參展商展出相關科技系統，利

用數據及資訊科技助娛樂場營運者將顧客分類，以更

好地瞭解各類型顧客的不同需求，令各類產品及服務

的宣傳更具針對性；由此可見，科技更新已成為展覽

業、旅遊博彩業中的重要環節。

獲國際認證助發展

G2E Asia 獲國際展覽業協會 (UFI) 認證，李雅儀

介紹，UFI 對展會規模、展覽面積、參展人數等指標

有較高要求；認證過程還需由第三方機構就展會對公

眾發佈之數據、資訊等內容進行審核，確保發佈內容

的正確公正；因此，獲得認證對展會及主辦方而言都

是一大鼓舞，再者，參展商及觀眾在參展之前需對展

會進行必要的瞭解，相關認證可提供正面參考資料。

澳 門 會 展 業 不 斷 發 展 的 同 時 亦 存 在 較 大 挑 戰，

李雅儀認為，交通網絡是挑戰之一，但 2016 年港珠

澳大橋啟用之後將大為改善，屆時可大大縮短香港機

場到澳門的距離，相信對澳門發展會展業有所幫助；

其二是本地產業基礎不足，與周邊的香港、深圳、廣

州等產業基地形成一定競爭，故澳門需加強博彩以外

的優勢，令會展業發展更具支撐力。

非博彩元素受重視

基於對多元化業務發展的重視，非博彩總裁委員

會於今屆大會開幕式上舉行成立儀式。李雅儀表示，

該委員會成員來自博彩業界高層人士，從高角度審視

澳門發展非博彩的前景，並可引進優質海外資源以豐

富澳門的非博彩元素，如舉辦豐富多采的活動吸引多

元化的觀眾，在委員會確定發展方向及方案後，再經

由工作委員會將之付諸實踐。

博彩與非博彩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她認為，澳

門可借鑒拉斯維加斯的發展模式，由會議展覽及會獎

旅遊帶動其他非博彩元素，推動多元發展，響應澳門

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政策，從而將澳門打造成為「世界

旅遊休閒中心」。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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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嘉颯美：藉澳門平台 輻射亞洲博彩業市場

國際遊戲科技公司：
澳門角子機市場有很大提升空間

為角子機專業製造商，世嘉颯美創意有限公司以

向世界各國博彩遊戲參與者提供更多趣味性和緊

張刺激感的遊戲機為目標。該公司為首次來澳參展，事

業戰略部負責人中村俊介讚揚澳門博彩業在亞洲市場

的領先地位，希望藉澳門平台，輻射整個亞洲博彩業市

場，若是次參展的洽談及銷售情況理想，將有意進軍澳

門市場。

他還表示，該公司正在積極研發新科技，調整營銷

策略，亦期盼藉助是次參展機會，瞭解亞洲博彩市場發

展趨勢，為優化公司發展策略做好市場調查，為拓展

業務、開發市場做好前期準備。

際遊戲科技公司是一家全球性的遊戲公司，從

事電子遊戲設備和系統產品的設計，製造和行

銷。作為全球最大的角子機供應商，其在全球所有法

律管轄區都擁有各種各樣的娛樂風格的遊戲產品線和

目標遊戲市場。

該公司全球資訊主管菲爾指出，澳門博彩收入已

居世界領先地位，未來幾年澳門博彩每月收益有望突

破 400 億澳門元，其中角子機的收益僅佔 5%，仍有很

大的提升空間。他假設角子機的市場份額只要微增 1%，

將可為角子機的供應帶來巨大商機。未來澳門路氹區

將陸續有大型度假村啟用，對博彩娛樂設施、與賭場

管理相關之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將隨之增加，他表示，

該公司在澳門設有辦事機構，相信澳門及亞洲博彩業

的良好發展趨勢將有助公司業務更上層樓。

作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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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中國國際會展集團：
多功能機械人為客戶提供多元服務

博思創意：澳門娛樂場紀念品需求大 
期望認識更多潛在客戶拓展商機

覽會除展示多款新穎獨特的博彩娛樂產品外，還

有一部逗人喜愛的機械小姐在現場行走，與觀眾

互動，吸引不少人駐足圍觀。澳門中國國際會展集團有

限公司高級技術員潘永星表示，這是一部智能式的多功

能機械人，起著引導、諮詢、宣傳和推廣的作用，只需

輸入程式，便可因應客戶的需求完成多項不同的任務。

這一多功能機械人適合於百貨商場、大型錦標賽、

機場海關、醫院等地方使用，由於其具有龐大的語言

庫，可支援國語、英語、日本語、韓國語、西班牙語

等 12 種語言，不同國籍的客戶也可輕易使用，故此銷

售分佈較廣，上海科技館已購入 18 部、韓國一家大型

百貨商場有 2 部，而英國有三家西餐廳採用其進行點餐

門娛樂場及度假村林立，對紀念品有一定的需

求，博思創意有限公司市場統籌李昱慧表示，

公司主要製作 24K 包金、純金、純銀和琉璃等小禮品。

今年是第三次參與 G2E Asia，感覺展覽會成效不

錯，由於澳門擁有數量龐大的內地旅客，他們對金飾

銀器情有獨鍾，對紀念品銷情有所助益，娛樂場相關

部門也樂於搜羅和採購紀念品。公司會因應客戶的需

求在這些紀念品上刻印對方商標，更能增添意義。

展位上還放置一些以世界盃為主題的小擺設，博

思創意獲委任為 2014 年 FIFA 巴西世界盃足球賽貴金

屬禮品的製造商及分銷代理，主要鍍 24K 金擺件，她

指出，主要針對中國內地、台灣及東南亞等市場作推

廣，因正值世界盃熱潮，澳門娛樂場對此也感興趣。

澳門在未來兩年將陸續有新酒店及娛樂設施落成

啟用，對紀念品需要將持續增加，李昱慧表示，將不

斷參與相關展覽會，期望認識更多潛在客戶，拓展商

機。

服務。據了解，澳門銀河綜合渡假城對此感到興趣，現

正與其進行洽談和磋商之中。

多功能機械人的研發基地設在日本和韓國，於東南

亞進行生產組裝，在中國內地和澳門均設有銷售點，至

今已發展至第五代，有五年保養，價格則因應訂購數量

及程式複雜性而定，一般售價約 10 萬美元。

展

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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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澳門推廣週·浙江杭州」已於 2014 年 4 月 11 日至 13 日在浙江世貿國際展覽中心圓滿舉行。
活動廣受當地市民歡迎，三天展期共吸引 75,300 人次進場，不少產品在翌日已銷售一空，參展商笑逐
顏開。

常設秘書處秘書長常和喜，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高

級經理吳旭輝，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會長、活力澳門

推廣週組織委員會主任李志忠；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秘

書長陳宗堯，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台港澳司副司長

孫兆麟，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謝雙成，浙江省人

民政府商務廳副廳長馬洪濤，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

任彭波，浙江新聞辦公室副主任楊榮耀，浙江旅遊

局副局長方敬華及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浙江省分

會副會長黃小杭。

幕式於展覽中心 1 號館門前進行，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浙江省人民政

府副省長梁黎明及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

絡辦公室（以下簡稱「中聯辦」）副主任仇鴻為活動進

行了簡單而隆重的點睛儀式。

打造三大中心 搭建兩地良好服務平台

出席活動的澳門和浙江省嘉賓還包括澳門經濟局

局長蘇添平，中聯辦經濟部部長王新東，澳門旅遊局

副局長程衛東，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

活力澳門推廣週 ‧ 浙江杭州
滲入兩大新元素 強化動漫產業交流與合作

舞獅表演為活動助興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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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伯源表示，「活力澳門推廣週 ‧ 浙江杭州」的

舉辦，加強澳門與浙江兩地的溝通與合作。澳門正朝向

打造葡語國家會展中心、食品集散中心及中小企服務中

心方向發展。澳門市場雖然不大，但具有葡語國家經貿

服務平台作用，葡語國家有逾 2 億人口，市場相當龐

大。是次活動邀請葡語國家代表同行，冀為浙江省與

葡語國家交流搭建平台。

李志忠表示，活動為浙澳兩地經濟、文化及旅遊合

作交流搭建良好服務平台。浙江省是內地經濟最活躍、

發展最快的省份之一，2013 年浙江省人均 GDP 超過

一萬美元，是全國最高的省份之一。

澳門是非常有個性的特色休閒旅遊城市，社會穩

定祥和、中西文化水乳交融，歷史文化沉澱深厚，2013

年澳門 GDP 增長近一成，人均 GDP 超過八萬美元，位

居世界前列。希望「活力澳門推廣週」在各界支持和鼓

勵下能夠不斷改進、提升，為參展商提供開拓市場的商

機，並為澳門與內地省市提供交流合作的良好平台。

與「浙江名品展」同期舉行 發揮協同效應

是次浙江杭州之行是「活力澳門推廣週」第十五

站，展覽面積達 7,000 平方米，展位 260 個，並與「浙

江名品展」同期舉行，更好地發揮協同效應，吸引人

流，宣傳澳門品牌。

據主辦單位介紹，今站「活力澳門推廣週」加入兩

個新元素，因應杭州是「中國動漫之都」，組織委員會

邀請澳門動漫從業員協會組織該會會員及業界參與，與

當地動漫協會共同舉辦動漫遊戲交流會 Cosplay 表演等

系列活動，有數百人報名參賽，而浙江動漫協會也計劃

組團參與今年底在澳門舉辦的動漫展，強化兩地動漫產

業合作。另一方面，為配合「活力澳門推廣週」在杭州

舉行，浙江省商務廳組織 50 家企業同場舉辦「浙江名

品展」。在商貿對接會上，浙江老字號與澳門企業代表

進行洽談。

初步統計所得，前十四站活動已累計達成 200 項成

交協議，投資貿易額逾 100 億，成效理想。下一站於

2014 年 6 月 20 日至 22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舉行。

活動吸引不少當地市民到來參觀購物，人潮湧動

葡國土風舞表演引來不少杭州市民圍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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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民：發揮澳門作為
「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服務平台」作用

黃天俊：活動有助擴展兩地動漫合作空間

江省政協澳區委員、澳門廠商會副理事長王世民

表示，澳門與浙江省都以旅遊業作為重要的經濟

支柱，而澳門製造的食品和商品對內地而言有一定的吸

引力，加上兩地經貿愈趨頻繁，相信浙澳在未來有很大

的合作空間。

他認為，澳門近年致力發展澳門創意、澳門製造，

以及打造成「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服務平台」，一些葡

語國家商品亦適合內地市場，澳門透過這一平台與浙江

省將有更緊密的聯繫。

中央政府支持澳門建設「商品集散中心」，王世民

認為，澳門連繫七個葡語系國家，涉及數億人口的龐大

市場，對小商品有很大需求，浙江省義烏市的小商品市

場聞名中外，品質優良，具有競爭優勢，若透過澳門推

廣小商品至葡語國家，將可達致共贏。

門 漫 畫 從 業 員 協 會 會 長 黃 天 俊 表 示， 杭 州 是

「中國動漫之都」，澳門漫畫從業員協會有不

少漫畫家在杭州設有工作室和辦事處，今次可藉著

「活力澳門推廣週」這一機會，將澳門的漫畫作品帶

來杭州，也希望能擴展兩地合作空間。

中國內地有很多澳門出版的書籍，現時很流行一

些漫畫繪本，以繪本形式用四格漫畫等短篇故事來介

紹澳門的歷史及世界遺產景點，相信對推廣澳門有積

極的作用，也較容易進入內地市場。

澳門漫畫以華語市場為主，除中國內地，還包括

台灣、馬來西亞等地，而礙於翻譯等成本較高，故暫

未考慮進軍其他外地市場。他同時認為，由於發行的

平台不足，澳門本地動漫業界知名度有待提高，而透

過這次活動可加強業界的宣傳和推廣。

浙

澳

活力澳門推廣週
DYNAMIC MACAO



29澳門會展·第 33期·www.mcea.org.mo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左）與浙江省省長李強（右）親切地交談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中）、中聯辦副主任仇鴻（左）及浙江省副省長
梁黎明（右）等領導巡視會場

當地市民對澳門產品深感興趣

活力澳門推廣週組織委員會主任李志忠接受當地傳媒訪問

杭州站的一大特點是與當地動漫協會共同舉辦動漫遊戲交流會 Cosplay 表演等
系列活動

活力澳門推廣週
DYNAMIC MACAO



活力澳門推廣週

多位川澳嘉賓出席活動並觀賞舞獅表演

DYNAMIC MACAO

「活力澳門推廣週」第十六站前往四川成都，於 2014 年 6 月 20 至 22 日一連三天在成都世紀城新
國際會展中心舉行，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率領經貿代表團赴會，三天展期共吸引 65,300 人次入場。

今次展覽面積達 11,000 平方米，展位 260 個，超

過百家企業攜帶千種商品在展場內亮相，同期還舉辦

「四川—澳門—葡語國家投資營商環境推介會」、「川

澳商貿對接洽談會」、「川澳旅遊推介洽談會」等商務

推介活動。澳門餐飲業聯合商會和四川省美食家協會達

成合作協定，內容包括促進兩地餐飲業交流合作，參加

澳門美食節等。服裝家私現場銷售火爆，成都好家鄉

超市、統一集團等多家企業與首次參展的澳門新中澳

科技有限公司達成合作意向，欲將亞麻服飾引入當地超

市等。

李志忠表示，四川歷史悠久、山川秀美、經濟

席開幕儀式的嘉賓包括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

譚伯源，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長甘霖，中央人民政

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經濟部部長王新東，

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吳顯奎，澳門經濟局局長蘇添平，

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傅勇林，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

作論壇（澳門）常設秘書處秘書長常和喜，四川省人民

政府外事僑務（港澳）辦公室主任慕新海，澳門貿易投

資促進局執行委員劉關華，四川省商務廳副廳長劉欣，

活力澳門推廣週組織委員會主任李志忠，四川省旅遊局

副局長宋銘等。

同期舉辦多項商務推介活動 搭建良好服務平台

活力澳門推廣週 ‧ 四川成都
七個葡語國家五十餘代表赴會 凸顯澳門平台作用

出

資料來源：澳門日報、澳門會展經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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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展覽面積是歷屆之最，吸引不少當地市民參觀選購

「川澳商貿對接洽談會」助不少企業達成商機

活力澳門推廣週
DYNAMIC MACAO

繁榮、市場廣闊，自古被譽為「天府之國」，是中國

擁有世界自然文化遺產和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最多的

省區。四川與西部七個省區市接壤，是承東接西的紐

帶、連接西南和西北的橋樑，自古就是「漢藏走廊」、

「西南重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四川經濟

發達、2013 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 26,260 億元人民幣，

增長一成，居西部地區第一位。

今次活動能為四川人民帶來一站式近距離體驗澳

門風情的機會，並為川澳經濟、文化、旅遊合作交流搭

建一個良好的服務平台。

四大亮點鮮明凸出 促進兩地多元合作

是次四川成都之行亮點鮮明，共有四大特色。首

先，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常設秘書

處組織了安哥拉、巴西、佛得角、幾內亞比紹、莫桑

比克、葡萄牙和東帝汶 7 個葡語國家的領事、商務參贊

及企業領袖共 50 餘人的代表團來川做推介、交流及考

察，協助四川企業「走出去」，與四川省人民政府開展

的「萬企出國門」活動相呼應。

其次，成都作為亞洲第一個世界「美食之都」，

川菜的發源地和發展中心，擁有高度發達的美食行業、

專業的美食機構、大量的優秀廚師和傳統的烹飪技巧，

為此澳門餐飲業協會組團與成都美食協會等交流，促進

兩地的餐飲業發展。

第三，四川同時也是中藥大省，中藥材資源總量

及地道藥材總量在全國名列前茅，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

產業園首次設立展位宣傳園區，尋求交流合作。

第四，近年來，成都重視發展數字娛樂產業，以

其良好的區位優勢和豐富的人才資源，成為國家規劃發

展動漫產業的重點地區之一，活力澳門推廣週 ‧ 四川

成都站啟用吉祥物活力兔做宣傳，同時組織澳門動漫企

業與成都動漫業界進行交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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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海明：規模大 重實效 擴領域 
體現三大新突破

海明指出，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平

台，多次在「活力澳門推廣週」舉辦葡語國家投

資營商環境推介會，每次均有百多人參與。今次四川成

都站特別與四川省商務廳商討，篩選出三十家有意投資

葡語國家的企業能夠優先參會；另外，中國－葡語國家

經貿合作論壇舉辦培訓班的學員、葡語國家的商務參贊

及企業家，今次專門安排他們實地考察四川的中藥廠，

透過考察活動增加配對洽談的成效。

此外，四川成都站進一步擴闊了合作領域，以往主

要是經濟、旅遊及文化上的交流，今次引入中醫藥項

目，並在文創、動漫、餐飲有更深入的合作，初步有

10 多個項目已達成合作意向。他又指出，成都是美食

之都，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亦主打美食，

澳門餐飲業商會藉今次機會組團與四川成都美食商會

洽談，共同探討如何提升亞洲美食的特色，透過雙方交

流合作，相信有助澳門邁向美食之都的美譽。

何海明透露，活動下一站將移師遼寧瀋陽舉行，是

東北的門戶，也是農業大省。組織委員會將針對這一特

點，希望能夠充分發揮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平台

之外，還將澳門的中葡「食品集散中心」作用體現出

來，已邀請葡語國家特色食品與澳門供應商會於瀋陽

站設立大型展位，並計劃舉辦葡國酒品嚐會、農業科技

對接會。

何

資料來源：澳門日報

「活力澳門推廣週·四川成都」已完成十六站之行，組織委員會副主任何海明總結行程時指出，四
川成都站對比以往有三大新突破，首先是展覽規模擴大，面積達到 11,000 平方米，為歷站之冠；其次
是着重實效，企業洽談均事先精心配對；其三是擴闊合作領域，展覽引入中醫藥項目，如粵澳合作中醫
藥科技產業園首次設立展位。另外，下一站將在 9 月 19 日至 21 日移師遼寧省瀋陽市舉行，並有針對
性邀請葡語國家食品到場參展，從中體現澳門作為中葡「食品集散中心」的作用。

組委會副主任何海明表示，是次四川成都站體現三大新突破

成都市民在選購澳門商品

活力澳門推廣週
DYNAMIC MA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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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澳領導與葡語國家代表合影留念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左）向四川省省長魏宏（右）送贈紀念品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右）與四川省副省長甘霖（左）為舞獅點睛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右）、四川省副省長甘霖（中）、活力澳門推廣
週組委會主任李志忠（左）等領導巡視會場

吉祥物活力兔首次在展會亮相

活力澳門推廣週
DYNAMIC MA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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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E FOCUS
會展焦點

「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
商業孵化中心正式啟用

提供首年免費辦公地點 企業進入內地前期策劃試點

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橫琴新區管委會副

主任王瑞森，澳門經濟局局長蘇添平，橫琴新

區管委會副主任洪創雄，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開發

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敬紅及珠海大橫琴投資有限公司副

總經理田偉共同擔任啟用儀式的主禮嘉賓。

打造國際中醫藥產業基地

陳敬紅致歡迎辭時表示，「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

園開發有限公司」成立至今，按序推動工作，並分別

與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及 13 家企業簽署合作備忘

錄，園區的招商工作亦已於去年中啟動。

中醫藥園的一大目標是打造區域內的產業交流平

「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商業孵化中心（以下簡稱「孵化中心」）已於 2014 年 7 月 3 日在
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多功能會議廳舉行啟用儀式，隨著「孵化中心」提供的註冊地址及辨公地點
服務，為澳門中小企提供進園項目孵化、進入內地市場的試點。

澳
粵澳兩地嘉賓為產業園區揭幕

台，尤其是促進健康產業等新興領域的企業合作。期

望通過園區締造合作新機，共同打造集中醫藥醫療、

養生保健、科技轉化、健康精品研發、會展物流於一

體的國際中醫藥產業基地。

蘇添平表示，「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面

積 50 萬平方米，目前已從籌劃階段進入落實階段，由

完成產業規劃到修建性詳細規劃，園區的地基和市政

等主要基建工程，也將於短期內動工，屆時園區功

能、投資環境將進一步得到體現和完善。

澳門特區政府一直致力協助企業參與區域合作，

積極為企業「走出去，引進來」提供多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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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E FOCUS會展焦點

眾嘉賓在啟用儀式上合照

平台，是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開發有限公司實踐粵

澳合作的一個舉措。目前已有 11 家企業在啟用後進入

「孵化中心」，包括 7 家中醫機構及 4 家相關服務公司，

最多可接受 50 家本澳公司登記進駐。

為建設企業孵化環境，「孵化中心」將為進駐企

業提供為期一年免費註冊地址及辦公地點，委派專人

與橫琴政府相關部門作業務對接，跟進進入粵澳合作

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的投資計劃，協助業務發展，落實

雙方合作，保證高效的投資進度。

出席啟用儀式的嘉賓還包括珠海及橫琴新區政府

機構代表、澳門中醫藥協會、學會代表、澳門會展業

界代表，以及入駐「孵化中心」的多家澳門企業負責

人等。

以及更有利的環境。「孵化中心」的啟用，將便捷企

業通過新的設施和服務，為其業務發展作前期準備。

同時，也與將來的區域經貿合作、園區投資等工作取

得相輔相承的效果，尤其是對中醫藥產業及會展、研

發、物流或其他現代服務業等相關領域的發展產生促

進作用。

王瑞森表示，「孵化中心」的啟用創新了產業園

的發展營運模式，將有力推動中醫藥產業及與之相關

產業企業到橫琴投資發展。橫琴新區管委會將全力支

持園區的各項工作，促進澳門和內地在中醫藥產業方

面的資源互補、攜手合作，振興中醫藥產業，將代表

中華文化的中醫藥向全世界推廣。

為中小企業提供進入內地市場平台

「孵化中心」為澳門中小企業提供進入內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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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澳門會展業的持續發展，促進會展業與海外

會展名城的交流及學習，會展業發展委員會主席

譚伯源率領各委員及會展業界代表 32 人，於 2014 年 5

月 3 日至 11 日期間，前往瑞士日內瓦、西班牙馬德里

及巴塞羅拿等著名會展城市，參觀 10 個展覽會，以及

考察當地的會展中心及相關設施。

在日內瓦，代表團除參觀了兩個著名展覽會「第廿

八屆日內瓦書及印刷展」及「歐洲營養食品展」，亦拜

訪了日內瓦旅遊會展局，探討當地的會展政策及發展方

向，了解當地會展業的設施及展覽活動的統籌模式。

代表團續前赴西班牙，分別拜訪了馬德里展覽機構 

(IFEMA - Trade Fair Institution of Madrid) 及巴塞羅拿展

覽中心 (Fira Barcelona)，探討雙方在展覽業上的合作發

展空間。還參觀了包括「國際能源及環境專業展覽」、

「國際可持續建築方案展覽」、「國際婚紗時裝展」、

「歐洲首飾及配件國際展覽」等多個專業展覽會。

瑞士及西班牙均屬世界知名展覽強國，會展產業發

展成熟，會展場地及會議展覽的管理和組織等均高度國

際化，其發展規劃及經驗具寶貴的學習價值。因此，澳

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組織澳門會展業界前赴海外知名會

展地區考察觀摩，借鑒其不同的發展會展產業政策和汲

取其成功的辦展經驗，擴闊澳門會展業界視野，進一步

促進本澳會展業界與其他地區的交流，對整體會展業的

發展起着良好的提升作用。

為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

為促進澳門會展業與海外會展名城的交流，會展業發展委員會主席譚伯源率領會展業界代表 32 人，前往瑞士、西班牙參觀展覽會，以及考察當地的會展中心及相
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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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會展業代表團赴瑞士西班牙考察
探討合作發展空間



Source : Macao SAR Government Information Bureau

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cao’s 
MICE industry and to develop exchanges and 
learning experience with overseas renowned MICE 

cities, Mr. Francis Tam,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ventions and Exhibitions, led a 
delegation of 32 members which included both the Committee 
members and industry representatives to visit the famous MICE 
cities of Geneva in Switzerland, and Madrid & Barcelona in 
Spain from 3 – 11 May. They had visited 10 exhibitions as well 
as onsite visits to local convention centers and related facilities.

In Geneva, the delegation besides visiting the two famous 
exhibitions of “The 28th Geneva Book and Printing Exhibition” 
and the “Vitafoods Europe”, they had also visited Geneva 
Tourism and Convention Bureau, to explore the local exhibition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ir 
MICE industry facilities and their overall mode in coordinating 
events and activities.

The delegation continued their trip to Spain and had visited 
both the IFEMA – Trade Fair Institution of Madrid and the Fira 

Barcelona. Both parties had discussed about opportunities 
for future collaboration. They had also visited a number of 
professional exhibitions which included the “GENERA, Energy 
and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Trade Fair”, the “Sustainable 
Construction Solutions International Show”, the “International 
Bridal Fashion Week” and the “European Fashion Jewellery and 
Accessories Fair” and so on.

Both Switzerland and Spain are world-renowned countries for 
hosting exhibitions, their MICE industry are well developed, 
possessing highly internationalized standard of venues 
and strong experience in MICE planning,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of which are valuable learning references. 
Therefore,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 had organized a visit 
tour to observe and learn from these famous cities concerning 
their various development policies on MICE industry and to gain 
from their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hosting exhibitions so as to 
broaden Macao MICE industry practitioners’ vision and to further 
promote local industry’s exchange with other cities. And this will 
bring a positive and beneficial impact on enhanc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MICE industry.

A Delegation from Macao’s  MICE industry 
visited Switzerland and Spain to 

Explore Opportunities for 
Collaboration Developmen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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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以來，「澳門汽車展」創造了展會規模、

入場人次等幾項澳門會展業之最，其後每屆均

在上屆的基礎上繼續提升及擴大，歷經三屆的精心

培 育 後，「 澳 門汽車展」品牌已經具有了較高的知

名度和國際影響力，並朝著「中國自主品牌集體亮相

走向國際，國際品牌名車豪車薈萃，澳門進口車全線

展示交易的平台」的方向不斷邁進。

展示中國汽車工業發展成就 打造進出口貿易平台

「澳門汽車展」致力打造成為中國製造汽車境外

參展品牌最全、規模最大的博覽會。中國一汽、東風、

廣汽、吉利、北汽福田、江淮、陝汽、宇通、安凱、

奇瑞、長城、青年、五洲龍等企業都積極參加了歷屆

「澳門汽車展」，向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集中展示了

中國汽車工業的發展成就。主辦單位精心策劃和包裝

的中國製造館，讓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切身體會到中

第四屆中國（澳門）國際汽車博覽會
走差異化辦展道路 歷屆博覽會屢獲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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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南光（集團）有限公司和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中國（澳

門）國際汽車博覽會」（以下簡稱「澳門汽車展」）將於 2014 年 11 月 7 日至 9 日在澳門威尼斯人金

光會展中心舉行。「澳門汽車展」一直得到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

辦公室、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商務部、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以及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等單位的大力支持。

去年，第三屆「澳門汽車展」共吸引約 16 萬人次入場，保守估計帶來逾 6 億消費額（資料圖片）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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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自主品牌汽車的魅力和實力，大大提高了對中國汽

車工業發展成就的瞭解。

即將舉辦的第四屆「澳門汽車展」將繼續秉承

「品牌、橋樑、機遇」的主題定位，繼續走差異化辦

展道路，緊密結合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

「中國與葡語系國家經貿服務平台」的功能定位，大

力拓展港澳及周邊珠三角地區市場，打造品牌展示與

進出口貿易平台，並有針對地加強宣傳策劃和買家邀

請等工作，力促參展商取得理想的參展效果。

同期舉辦多場精采活動 持續擴大媒體投放力度

在展會規劃方面，第四屆「澳門汽車展」規模將

進一步擴大至 6.2 萬平方米，共設「自主品牌館」、

「進口車館」、「豪華車館」及「汽車飾品館」四個

主題展館，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汽車品牌及多家配套

服務機構參展；在同期活動方面，將舉辦少而精、層

次高、影響廣泛的汽車主題文化活動，計劃安排高級

別論壇一場，買家對接洽談會兩場，保留深受好評的

高爾夫球聯誼賽、攝影賽、兒童繪畫賽、兒童百米繪

畫長卷、超級模特秀、創意開幕式、開幕晚宴等活

動；在宣傳推廣方面，側重點為內地專業媒體、知名

大眾媒體、航空雜誌等高端媒體，港澳及珠三角地區

大眾媒體，汽車行業專業網站等，持續加大媒體投放

力度，靈活運用新媒體，為展商提供增值服務；在嘉

賓邀請方面，將特別邀請國家領導人、澳門特區政府

首腦、國家相關部委領導、企業高層以及行業內專

家、權威人士等出席，並將組織葡語系國家、東南亞

等地區及中國內地的專業觀眾參加，提高「澳門汽車

展」的層次和影響力。

據澳門經濟學會對第三屆「澳門汽車展」參展商

所做的調查結果顯示，參展商的總體滿意度，以及對

「澳門汽車展」定位的認同度較高，側面說明「澳門

汽車展」品牌正趨於成熟，得到了參展商的肯定和認

可。而對入場觀眾進行的調查結果亦顯示，「澳門汽

車展」在吸引高端遊客，提高在澳逗留天數，以及拉

動消費方面獨具優勢。三天展期共吸引約 16 萬人次

入場，保守估計帶來逾 6 億消費額，經濟拉動作用明

顯，對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意義重大。受訪觀

眾 對「 澳 門 汽 車 展 」 總 體 評 價 趨 於 非 常 滿 意， 表

明「 澳 門汽車展」的品質在持續改進和提升，亦說

明「澳門汽車展」的品牌形象已經深入人心，得到了

觀眾的肯定和認可。

第四屆「澳門汽車展」同期還將以「濠江盛匯」

為主題，舉辦第四屆「中國（澳門）國際遊艇進出口

博覽會」及第三屆「澳門公務機展」，三展連袂，共

用高端客戶資源，合力打造具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國際

展會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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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屆「澳門公務機展」在前兩屆成功舉辦的基

礎上，進一步擴大了招展範圍。除繼續邀請國

際著名的公務機生產、服務和運營企業參展外，還將

展覽類型擴展到專業金融機構、專業媒體、公務機維

修商、飛機租賃企業、通用航空機場，及二手公務機

經銷 商 等 領 域 ，形 成 從 公 務 機 購 買 、融 資 、託 管 、

維 修 、 運營到舊公務機處理等一站式綜合解決方案

平台。

搭建獨有高端服務平台 澳門公務機需求增長迅速

本屆展會將搭建國內獨有的高端服務平台，特邀

數 千 位 港 澳 台 和 珠 三 角 政 界、 商 界 精 英， 航 空、

豪 車、 遊艇業內名流，私人銀行理財客戶，高爾夫

球會、高端地產、航空俱樂部以及澳門娛樂場貴賓會

VVIP 會員等到現場參觀採購，開闢 VIP 買家專享通

道，以專業性、舒適性、私密性為服務宗旨，為觀眾

及參展商提供更加完善的洽談交流與銷售服務平台。

展會同期還將舉行一系列豐富多采的配套活動，如公

務機體驗、行業高峰論壇、高爾夫球邀請賽等活動，

屆時第四屆「中國（澳門）國際汽車博覽會」和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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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會同期舉行一系列豐富多采的配套活動（資料圖片）

第三屆澳門公務機展 
帶動澳門商務飛行快速發展

 由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南光（集團）有限公司、中國航空器材集團公司共同主辦，中國民航技術

裝備有限責任公司、南光國際會議展覽中心承辦，澳門國際機場提供特別支持的第三屆「澳門公務機展」

將於 2014 年 11 月 6 日至 8 日在澳門國際機場舉行。此次展會將成為國內唯一一個面向公務機使用者

的全產品線綜合性展覽，並設立 VIP 買家專享洽談通道，在產品展覽展示的基礎上提供最具人性化的貴

賓服務，充分利用展會平台，擴大業界的交流與合作。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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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中國（澳門）遊艇進出口博覽會」也將同期舉辦，

三展聯動，盛況空前。

近年，隨著中國經濟迅速崛起和全球化進程加

快，國際商務往來日益頻繁，帶動了公務航空事業的

迅猛發展。但與發達國家相對照，目前中國的公務航

空發展仍處於起步階段，公務機數量偏低，未來增長

空間巨大。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

與葡語系國家商貿服務平台」，每年吸引大量商務旅

客到訪，對商務航空的需求增長迅速。主辦方希望將

「澳門公務機展」打造成國內一流、具有一定國際影

響，並與國內其它航展互為補充、錯位發展的公務機

專業展會。

展會專業化程度高 獲社會各界一致好評

「澳門公務機展」是澳門迄今為止規模最大、

參展公務機最多、專業化程度最高的公務機專業展

會。第二屆「澳門公務機展」在首屆的基礎上繼續提

升，展覽面積逾 20,000 平方米，邀請到眾多國際著

名公務機製造商及運營商參展，其中波音 BBJ、空客

ACJ318、 灣 流 G550、 龐 巴 迪 CL850、 比 亞 喬 P180

等 16 架主流公務機悉數亮相。三天展期共吸引近萬

名專業買家、業內專家及各界人士到場參觀。整個展

會的成功舉辦得到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人民

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國務院國有資產

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民用航空局、澳門特別行政區

民航局、各參展商、與會嘉賓，以及社會各界的大力

支持及一致好評。

據澳門媒體報道，近年澳門公務機起降班次加快

增長，2012 年公務機起降 1,659 架次，比 2011 年增

長 22.62%，2013 年 公 務 機 起 降 2,161 架 次， 較 2012

年同期增長 27.26%，2014 年截至 3 月 30 日，公務機

起降接近 600 架次，比去年同期增加 35%。可見「澳

門公務機展」的成功舉辦，有助帶動澳門商務飛行的

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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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方希望將展會打造成具有一定國際影響的公務機專業盛會（資料圖片）

會      展      推      介
MICE RECOMMENDATION



EXCHANGES BETWEEN 
TWO PLACES

「第三屆泛珠經貿合作洽談會」在昆明舉行時，澳門

經貿代表團隨時任澳門行政長官與會，並舉行泛珠與

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推介會等活動；隨後雲南省多年來

積極支持和組團來澳參加「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

會」(MIF) 及「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

(MIECF) 等大型經貿活動。澳門工商界也有組織代表

團參加「昆明進出口商品交易會」、「中國－南亞博

覽會」等活動。2011 年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與雲南省

招商合作局更簽署了合作備忘錄。

雲南沿邊開放暨滇澳產業合作推介會
推薦 50 個重點項目 

總投資額達 1,384.6 億元人民幣

 為進一步深化雲南省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經貿合作，全力推介雲南延邊開放的新機遇，雲南省人民

政府於 2014 年 5 月 7 日在澳門四季酒店 2 樓牡丹廳舉辦「雲南沿邊開放暨滇澳產業合作推介會」。雲

南省相關部門、企業負責人及澳門各界代表近 200 人與會。

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經濟

部部長王新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澳門

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蔡思平，雲南省人民

政府副秘書長李石松及羅昭斌，雲南省招商合作局局

長杜勇，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代主席陳敬紅及澳門中

華總商會會長馬有禮等嘉賓出席推介會。

滇澳經貿互補性強 合作前景廣闊

陳 敬 紅 致 辭 時 表 示， 近 年， 滇 澳 兩 地 工 商 界 在

經 貿、 投 資、 旅 遊、 會 展 等 領 域 開 展 合 作。2006 年

雲南省相關部門、企業負責人及澳門各界代表近 200 人參與了是次推介會

中

42 澳門會展·第 33期·www.mcea.org.mo

兩地交流



EXCHANGES BETWEEN 
TWO PLACES

陳敬紅表示，澳門可幫助雲南企業加強與葡語國家的對接，為雙方帶來更
廣闊的發展空間

馬有禮表示，雲南省沿邊開放，為澳門與雲南、東盟的交流合作起著正面
的促進作用

雲南與澳門同屬泛珠三角經濟區，兩地經貿互補

性強，合作前景廣闊。澳門自由貿易和平台作用，可

以為雲南商界「走出去」和「引進來」提供更多服務

和商機，特別是幫助雲南企業加強與葡語國家的對

接，為雙方帶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中國西南重要橋頭堡 加強多領域合作

馬有禮表示，近幾年雲南省人民政府非常積極地

利用澳門的經貿服務平台，推動雲南與澳門、與葡語

國家的交流合作，對促進經貿、旅遊、文化等領域的

交流合作起著正面的促進作用。

雲南省具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是連接南亞、東

亞和東南亞三大市場的橋樑和紐帶，近年來，國家支

持把雲南建設成為中國面向西南開放的重要橋頭堡。

雲南省沿邊開放，亦為澳門與雲南、東盟的交流合作

起著正面的促進作用。特別是雲南資源豐富，與澳門

在經貿、旅遊、文化等領域有著廣泛合作空間。

其後，雲南省副省長丁紹祥向與會者介紹當地營

商環境及投資優勢，他表示，雲南依託自身獨特的區

位優勢和豐富的自然資源，開放發展勢頭強勁，建議

滇澳兩地可在會展經濟、旅遊和高原特色農業產業等

方面加強合作。

推介會共推薦 50 個重點招商引資項目，項目總投

資額達 1,384.6 億元人民幣，涉及高原特色農業、基礎

設施及城鎮化建設、園區開發、金融、商貿物流等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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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超大型會議活動 鞏固亞洲會展目的地地位
－訪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及展覽營運部副總裁晉磊

 一個國際性會展活動落戶與否，會展場地設施與周邊配套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澳門威尼斯人集

會議、展覽、住宿、餐飲、娛樂、休閒、零售於一體，而金沙城中心於兩年前落成啟用，為在澳門金光

大道參與活動的旅客帶來新體驗。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及展覽營運部副總裁晉磊表示，金沙

中國旗下酒店現時設有約 15 萬平方米的會議展覽空間，能夠滿足來自世界各地的會議策劃人、企業活

動以及貿易展覽的需要，金光會展是亞洲最大的會議展覽中心之一，過往曾舉辦一些區內最大型的貿易

展覽活動。他們將繼續運用其業內經驗及專業知識，協助促進澳門的經濟以及休閒旅遊發展。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2013 年在澳門舉

辦的會議展覽共 1,030 項，全年的會議及展覽

分別為 964 項及 66 項，而澳門威尼斯人及金沙城中心

已共同舉辦 616 場會議及獎勵旅遊活動，以及 52 場展

覽及貿易展，當中吸引了 170 萬名旅客到訪澳門參與

會議展覽活動，與 2012 年近 140 萬的數字比較，同比

上升了 26%。由此可見，澳門金光大道對澳門會展業

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推出多項會議優惠 具舉辦超大型活動能力

晉磊認為，澳門是個小地方，30 分鐘可到達區內

任何地方，而前往香港及其國際機場亦只需一小時船

程，優越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交通對國際旅客和專業

買家而言無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加上近年來，澳門

金光大道先後推出「澳門免費會議禮遇」及「非凡會

議禮遇」等不同優惠，藉以吸引更多會議來澳舉辦，

截至目前收到了來自不同市場的正面回應，透過這些

優惠，獲得許多長期的會議展覽商業合作以及亞太及

全球的活動。

今年 2 月，澳門金光大道舉辦了特百惠公司亞太

會議活動，三天內接待了來自超過 15 個國家的 8,700

名與會者，為應付龐大的餐飲、住宿需求，會議及展

覽統籌營運部門做了大量的協調工作，包括供應多達

25,000 份膳食的宴會營運團隊和 5,000 間豪華客房。

晉磊表示，這一亞太會議活動是澳門金光大道有史以

據

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及展覽營運部副總裁晉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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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360°」可持續發展計劃，旨在透過實踐可持續發展

措施以減少其全球業務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為此，

澳門威尼斯人推行了一系列綠色會議方案，以確保崇

尚環保的客戶能在此綜合度假村舉辦綠色活動。此計

劃結合澳門威尼斯人的高性能設施、標準環保營運模

式、綠色會議選項，以及社區活動等，在每項活動完

結後，編製一份「可持續發展活動報告」，詳細列出

整個活動的可持續發展指標及成效，當中更包括一份

「會議資源用量報告」，總結活動的碳排放量、耗電

量、用水量以及廢物回收率。

他透露澳門金光大道最新的項目澳門巴黎人預

計在 2015 年末開幕，屆時將設有其自身的會議展覽

空間，進一步擴大度假區內的會議展覽能力。而在路

氹的最終計劃包括數間相互連接的綜合度假村，利用

一系列的品牌酒店及度假村設施吸引市場不同領域的

客源。當計劃完成後，預期坐落澳門金光大道的澳門

威尼斯人、金沙城中心及澳門巴黎人將合共擁有超過

12,000 間酒店客房以及超過 16 萬平方米的會議展覽空

間。

來舉辦過最大型的會議活動，活動的成功舉辦，不只

印證了舉辦超大型活動的能力，同時也鞏固了作為亞

洲其中一個最頂尖的會議展覽目的地的地位。

當中最大的挑戰就是需為處理大量的入住登記、

膳食安排、交通出行以及語言方面做好充分的準備，

在活動開展前 12 個星期，每周均要召開內部會議，確

保每個相關部門從入住到退房，都能充分獲悉活動日

程的最新消息。他讚賞澳門金光大道每一位員工的付

出及專業精神，多個不同的工作小組共同努力，終能

成功完成了這項活動。

獲國際管理系統認證 持續擴大會議展覽空間

晉 磊 指 出， 澳 門 威 尼 斯 人 是 澳 門 首 家 實 體， 以

及亞洲首兩間榮獲備受推崇的 ISO 20121 活動可持續

發展管理系統認證的其中一間綜合度假村，此認證是

由全球最大的自願性國際標準化發展組織－國際標準

化 組 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 

ISO) 所制訂。

而由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所設計的「金沙集團環

2013 年，澳門威尼斯人及金沙城中心共舉辦 616 場會議及獎勵旅遊活動，以及 52 場展覽及貿易展



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from Macao Statistics and 
Census Service, a total of 1,030 events were held in 
Macao in 2013, with 964 were conferences and 66 were 

exhibitions. Moreover, both the Venetian Macao and Sands 
Cotai Central have already jointly hosted 616 conferences & 
incentive travelling events as well as also 52 exhibitions and 
tradeshows, out of which attracted 1.7 million visitors coming to 
Macao to attend these MICE activities. As compared with the 1.4 
million visitors in 2012, this is an increase of 26%. It is therefore 
shown that the Cotai Strip Resort Macao has mad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ntributions on Macao’s MICE industry.
 
Introducing a Number of Conference Special Deals
Possessing Capability in Hosting Large Events
Capuano expressed that Macao is a small town, one can travel 
to anywhere within the city in 30 minutes and it takes only 1 hour 
of jetfoil ferry to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Given the 
excell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this is undoubtedly very appealing to international travelers and 
professional buyers. During recent years, Cotai Strip Resorts 
Macao has launched different offers, such as the “Meet for Free” 
and “Meetings More Rewarded” to attract more conferences 
to be hosted in Macao. So far, positive responses are received 
from worldwide and it is through these offers that many long-
term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business collaboration as well as 
Asia-Pacific and even global events are granted.

In this February, the Tupperware Asia Pacific event was held 
in Cotai Strip Resorts Macao, receiving 8,700 participants from 
over 15 countries within 3 days.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huge 
demand on catering and accommodation, the convention & 
exhibition operations department had done lots of coordination 
work which included the banquet operation team supplying 
25,000 meals and 5,000 deluxe rooms. Capuano expressed that 
this Asia-Pacific conference was the largest convention event 

hosted since the opening of Cotai Strip Resorts Macao. The 
success of hosting an event will not only prove the capability in 
organizing super large events, but also to solidify the position 
of Cotai Strip Resorts Macao in becoming one of the top MICE 
destinations in Asia.

Among the biggest challenges was to handle a large number 
of check-in, arrangement of catering, transportation and 
languages, all needed to be fully prepared beforehand. Twelve 
weeks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the event, internal meetings 
needed to be held every week to ensure that each of the 
relevant department must be fully aware of the latest itinerary 
from check-in to check-out. He appreciated the effort paid by 
every team member of Cotai Strip Resorts Macao as well as 
their professionalism. It is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 and cooperation 
from different working teams that had finally contributed to the 
success of this event.

Acquiring the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to Exp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MICE 
Development
Capuano pointed that The Venetian Macao is the first entity 
in Macao as well as one of the only two integrated resorts in 
Asia to receive the respected ISO 20121 certification on Event 
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was formulated by the 
world’s largest developer of voluntary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The Sands ECO360°”, designed by the Las Vegas Sands 
Corp., is a sustainability strategy that helps to minimize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through promoting sustainable measures 
and reducing the impact of the operations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The Venetian Macao has been 
implementing a series of “green solutions” to ensure that tho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iented customers can organize their 

Introducing Super Large Events to 
Strengthen the Position of 
MICE Destination in Asia

- An Interview with Gene Capuano, Vice President of 
Convention & Exhibition Operations, Venetian Macao Limited

A

Whether an international MICE event is settled or not, MICE venues and facilities as well as peripheral support are key issues to be 
considered. The Venetian Macao integrates conferences, exhibitions, accommodation, catering, entertainment, leisure and retail all-
in-one, plus together with the opening of Sands Cotai Central two years ago, these all bring in new experience to the travelers who 
visited the Cotai Strip. Mr. Gene Capuano, Vice President of Convention & Exhibition Operations, Venetian Macao Limited, expressed 
that all hotels under Sands China Ltd. currently has approximately 150,000 square meters of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space which 
is sufficient to satisfy the need from worldwid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lanners, corporate events and trade shows. Their Cotai Expo 
is one of the largest MICE centers in Asia and has previously hosted a number of large-scale trade and exhibition activities within the 
region. They will continue to make use of their relevant experience in this industry as well as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o help in 
promoting the economic and leisur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Macao.

46 澳門會展·第 33期·www.mcea.org.mo

             MEMBER'S 
INTERVIEW

會員專訪



green activities in their resort hotel. Combining this plan with 
The Venetian Macao’s top facilities, standardized environmental 
operation model, green meeting options and community 
activities, a repor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ctivity” will 
be written up upon completion of each event, detailing the 
indicators and results of every activity. This will also include a 
“Conference Resource Usage Report” which summarizes the 
activities of carbon emissions, energy and water consumption 
as well as waste recovery.

He also mentioned that the latest project in Cotai Strip is the 

Parisian which is expected to be opened in late 2015. By then, 
they will have their own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space so as 
to further expand their resort’s MICE capability. The final plan 
in Cotai Strip is to make use of a series of branded hotels and 
resort facilities to interconnect all the resort hotels together in 
order to attract different targets from different markets. Upon 
completion of the project,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Venetian 
Macao, Sands Cotai Central, and The Parisian on the Cotai 
Strip can provide up to a total of over 12,000 hotel rooms as well 
as over 160,000 square meters of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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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展搭建符合環保潮流 
高新科技助拓企業競爭優勢

－訪傳達雅意展覽服務有限公司客戶總監韋謙成

 到一個城市參觀展覽會，井然有序的展位編排、創新的展台設計、亮麗的燈光效果，以至獨特的出

入口裝飾和清晰的導向指示系統都得益於承建商的功勞，傳達雅意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傳達

雅意」）客戶總監韋謙成表示，公司自上世紀 90 年代首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 開始已有

幸在澳門參與搭建工作，期間認識不少澳門業內精英，了解到澳門的市場脈搏，故能早著先機，在會展

業還在蘊釀發展之際，已來澳成立公司。他認為，澳門舉辦的展覽會愈來愈多，從會展業的發展態勢來看，

對前景充滿信心。

調，而場內數以百計的展位也需配備電源，用電量不

可小覷。先進的燈光設備可隨意變換色彩，投映在牆

壁上可替代噴畫部份功能，避免噴畫物料帶來的危

害，達到理想的預期效果，加上燈光大多轉用 LED 燈

泡，熱能較傳統鎢絲燈泡為低，更耐用之餘，又可節

省能源的消耗，電費得以大幅度下降。

為肩負起推廣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傳達雅意經

常鼓勵客戶選用可重複使用的搭建物料。韋謙成表

示，展覽會是不同行業代表相聚交流、推廣企業形象

及促進合作的大好時機，不少企業每年均會參與相關

展覽。有見及此，公司會與他們商談數個合作計劃，

為其負責設計、搭建及拆卸的工作，當展覽會完結

後，把部份可循環再用的物料存倉，由於無需重新製

作，價格上有一定的調整空間，也可與客戶保持長久

的合作關係。

展覽會性質決定特裝比例 澳門難覓合適倉儲地點

然而，韋謙成坦言，要尋找合適的倉儲地點十分

困難，澳門寸金尺土，地舖價格高昂，縱使選擇存放

於工業大廈也難以完全解決問題，因為某些搭建物料

體積較大，有的高度長達 3 至 5 米不等，升降機也難

以承載，故只能存放中、小型物料，大型的只好運返

達雅意是一家專門為大型項目、展覽提供多元

的設計及製作、展覽承辦、電力顧問及供應，

總部設於香港，在澳門、北京、上海及廣州都設有分

公司，曾參與中國內地、香港及澳門多項會展活動。

肩負推廣環保社會責任 與客戶保持長久合作關係

與其他會展城市相比，澳門會展業的起步雖較遲，

但由於得到澳門特區政府的扶持及業界的努力，行業

得以穩步發展。經歷了澳門會展業這 10 多年間變化的

韋謙成表示，近年來，不少境外活動組織者紛紛進駐

澳門試煉市場，致使展覽會規模及類型逐年擴大和豐

富，為澳門會展業帶來了百花齊放的景況，傳達雅意

從中也參與了搭建工作，獲益良多。

他指出，過往會展業予人的印象是對環境做成極

大的污染，原因是採用了大量木結構和發泡膠等一次

性物料，展會完結後往往需要棄置。但現時已大有改

善，他以會展搭建為例，其大趨勢更符合環保潮流，

較多使用或混合不同材質的物料，如鋁料製成的支

架、飾櫃。

而在偌大的展覽場館中，燈光也是重要的考量因

素之一，有時為了營造獨特的效果，需運用豐富的色

撰文：林輝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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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香港秋季電子產品展」、「香港國際秋季燈

飾展」、「國際環保博覽」等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的

展覽會；「亞洲禮品及贈品展」、「亞洲玩具及遊戲

產品展」、「亞洲時尚玻璃產品展」及「亞洲聖誕及

節日用品展」等 Mega Expo 系列活動；「澳門國際貿

易投資展覽會」、匯聚「中國（澳門）國際汽車博覽

會」、「中國（澳門）國際遊艇進出口博覽會」、「澳

門公務機展」的「濠江盛匯」及在珠海舉辦的「中國（珠

海）國際打印耗材展覽會」。這個時候會展行業忙得

不可開交，傳達雅意也並不例外。

鼓勵設計師擴闊視野 時刻關注行業發展趨勢

他直言，出色的設計師十分難求，不僅要具備嫻

熟的設計技巧和創新意念，還需顧及成本效益，按照

客戶的預算作出相應的設計，這樣才具有實用性及可

操作性。因此，傳達雅意堅持把設計部門設在香港總

公司，以便控制質量，並且鼓勵設計師多向外走，學

香港及內地。他同時指出，現時香港與澳門主要以海

路相連，展覽期間最怕遇上颱風，勢將大大影響搭建

運輸的進度，期望港珠澳大橋的落成啟用可有效改善

有關問題。

韋謙成表示，在澳門舉辦展覽會，特裝展位比例

不算太多，這主要看展覽會的性質及歷史。一般而

言，政府主導的展覽會如「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

(MIF) 及「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MIECF)

發展已漸趨成熟，特裝展位也相對較多，而私人主辦

的新興展覽會培育需時，參展單位數量有限，以標準

展位為主。

整個珠江三角洲的會展活動多集中於 10 至 11 月

期間舉行，這主要配合「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以

下簡稱「廣交會」）的檔期，藉以吸引身處廣交會的

歐美及中東地區專業買家可參觀更多不同展覽會，當

傳達雅意曾參與中國內地、香港及澳門多項會展活動，圖為香港 Mega Expo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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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身貢獻。

會展搭建是一個與時俱進的行業，產品更新換代

十分迅速，需時刻注意行業的潮流和趨勢。韋謙成指

出，現時不少主辦方在標書內都列明環保要求，把投

標者如何達致環保的策略計算在內，傳達雅意身體力

行，為環保出力，採用高新科技如 QR Code、微信等

手機應用程式，來取代印製傳統的宣傳單張，達到有

效節約資源、減省成本，提升企業競爭優勢。

習外地優勝之處。

近年來，傳達雅意均會委派設計師跟隨會展業發

展委員會前往歐洲會展名城進行考察及交流，今年四

月就參加了意大利之行。他認為，歐洲的設計崇尚簡

約而精美，合乎環保及經濟原則，值得觀摩和仿傚。

期間亦可瀏覽當地博物館和特色建築，尋找靈感、擴

闊視野。

韋謙成表示，他從事會展搭建工作已廿多年，有

不少難以忘懷的經歷，2001 年廣交會由「一館一期」

改為「一館兩期」，傳達雅意有份參與，整個團隊留

守了三天三夜，雖然辛苦，卻有很大的滿足感。此外，

「香港新春花車巡遊」的花車製作不單要在客戶預算

之中，還要遵守香港旅遊發展局和香港運輸署的規

定，缺一不可。其後把經驗引進「澳門農曆新年花車

巡遊」，當中有數架花車由他們製作。

同時作為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澳門展貿協會和

澳門廣告商會的會員，傳達雅意在澳門會展業發展之

初，已時刻與業界保持交流，分享市場最新資訊，作

「香港新春花車巡遊」海洋公園花車製作

傳達雅意展覽服務有限公司客戶總監韋謙成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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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業經過多年發

展， 漸 見 成 績，

倘欠缺政策與市場兩大

元素，展會很難持久，

會展硬件設施的完善，

鼓 勵 企 業 深 度 開 發 市

場。制約遠程買家或展

商 的 交 通 問 題， 有 望

在港珠澳大橋落成後改

善。加上大量酒店的落

成，都讓企業憧憬澳門

有可能成為會展中心。

不可忽視的是中央

政府的支持，不斷注入大型會展活動，「國際基礎設

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吸引逾四十位副部長級以

上的各地官員來澳出席，陣容及規格之高，有助澳門

在國際間打響另一塊會展名牌。政府對會展投入有增

無減，翻查過去資料，政府舉行的兩大品牌展會 MIF

及 MIECF，預算開支均逾兩千萬元，投入不小。此外，

政府為支持吸引國際大型會展活動落戶，對符合資格

會展加碼資助，今年批出兩宗資助已達四百多萬元。

對新興行業投放資源，是很多國家地區的慣常做

法。特別是周邊會展城市林立，有必要扶持起步階段

的澳門會展業，打下基礎。但除了資助，如何提升行

業水平仍是核心。

孕育展覽會需要時間與資源，既然會展是澳門經

濟適度多元一環，發展健全的產業鏈是必然方向，除

了要培育專業人才，更重要的是打造不同會展品牌，

會展中心才能名副其實。

港珠澳大橋
助會展引商務客

健全產業鏈 
創會展品牌

門會議展覽業協會會長李志忠表示，自從本澳

擁有大型會展場地後，綜合基礎設施競爭力提

高，吸引國際展覽來澳試水。但有些展覽試水後就退

場，除成本預算問題，本澳市場價值也是關鍵。因參

展商更看重展覽帶來的商機及所創造的價值，隨着未

來橫琴開發完成，粵澳合作深入開展，大中華市場商

機將愈趨廣闊。澳門爭取國際展覽落戶，面對的其中

一個制約因素是本澳欠缺國際直航航班。不過，該問

題在港珠澳大橋通車後有轉機，屆時由香港機場經陸

路來澳只需 30 分鐘，有助招攬會展客。

理事長盧德華指出，現時業界尤其中小企同樣面

臨人資不足問題。業內全職僱員估計二千人，五年後

估算需增二千八百名全職僱員。但年輕人工作選擇

多，未必會加入會展業發展，故人資如何配合行業發

展值得關注。

副會長何海明表示，近年個別展覽項目已走上市

場化運作，向專業化、

精品化發展。政府資助

會展業發展，受惠的是

澳門各行各業。據業界

統計，每位專業觀眾在

澳門期間，總消費由一

萬至一萬五千元不等，

當中包括酒店住宿、購

物、娛樂消閒、餐飲、

交通支出。政府在會展

業每投入 1 元，則有 10

元的經濟產出效益，因

此政府的資助並非只有

會展公司受惠。

澳 會

NEW S SUMMA RY
新聞摘要

摘自澳門日報 2014.04.18 摘自澳門日報 2014.05.06



 澳門會展業被賦予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化中的重要一元，起步雖較遲，但由於得到中央政府及澳門特

區政府的支持，發展形勢不俗，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數據顯示，2013 年全年共舉行 1,030 項會議及展

覽活動，按年增加 8 項；與會及入場總數達 203.4 萬人次，場地面積合共 83.3 萬平方米。這些數字雖

然亮麗，但如何反映出會展業對澳門整體經濟帶來的促進作用？為此，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早前委託了

澳門管理專業協會調研並發表『澳門會議展覽業人力資源及經濟拉動效應調查』研究報告（以下簡稱「研

究報告」），目的是了解會展業人力資源現況及面對的挑戰，以及深入探討會展行業對經濟的拉動效應，

從而帶出其實質價值，以配合澳門特區政府施政方針的落實和未來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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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研究報告來看，大體可分為「人力資源」

及「經濟拉動效應」兩大主調，亦顯示了兩者

在會展業領域的重要程度，研究報告以問卷調查、深度

訪談及資料蒐集等方式探討澳門會展業的現狀，並給予

了一些寶貴建議，不單對會展業界，也對本澳經濟發展

帶來一定的參考意義。正如澳門管理專業協會副理事長

兼名譽秘書長謝思訓於發表研究報告的新聞發佈會上

表示，澳門會展業逐漸成為帶動澳門經濟發展及產業適

度多元化的新興行業，發展會展業和構建「世界旅遊休

關注會展業人力資源與拉動效應
制定行業未來發展方針

閒中心」的大方向互相配合，可見會展業對澳門整體發

展具有重要影響。本文將透過研究報告，結合會展業實

際情況及澳門特區政府現行政策，探討行業未來的發展

趨勢。

人力資源亟待增長 減低流失率利穩定發展

作為一個新興的服務性行業，會展業對人力資源

的數量與質量均有很大的需求，從業人員數量由 2001

年澳門會展業發展之初的不足 200 人，至現時已約有

從

澳門管理專業協會發表『澳門會議展覽業人力資源及經濟拉動效應調查』研究報告，目的是了解會展業人力資源現況，以及深入探討會展行業對經濟的拉動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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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人，增長逾 10 倍，有著很顯著的增幅，然隨著會

展業的持續發展，所需從業人員只會有增無減，研究報

告預測未來 5 年行業需額外增聘 2,800 名全職從業人員。

屆時，從事會展工作的人員將增至近 6,000 名，佔澳門

勞動人口一定的比重。

會展業涵蓋主辦商、展覽場地營運管理、承建商、

服務供應商及展品運輸等範疇，從業人員涉及面甚廣，

包括搭建、接待、公關、宣傳推廣、設計、翻譯和

策 劃， 業界對不同類型的人才需求甚殷，然而縱觀現

有 300 多家會展相關企業，員工流失率普遍超過 20%，

從業人員流失率嚴重，無疑將阻礙會展業的發展。故

此，要改善人力資源的不足，首要留住現有人才。

企業要減低人員的流失，需讓員工了解及看清行業

的前景，更好地規劃自己的職業生涯。「經濟適度多元」

是澳門特區政府持續推進的長遠施政方針，除博彩業

外，會議展覽、旅遊、文化創意、中醫藥等都是重點扶

持的產業，其中，會展業受到的重視可從區域合作及具

體扶持措施中體現出來。

區域合作見成效 多項盛事落戶澳門

在區域合作方面，《粵澳合作框架協議》談及打造

多層次、多領域、優勢互補的粵港澳會展合作平台；推

進發展相互配合、錯位發展的特色會展業；以及推進

粵澳會展業人員與展品跨境流動。而為進一步落實《內

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 中

有關會展業合作的內容，國家商務部與澳門特區政府於

2012 年簽署了《關於加強會展業合作協議》，雙方共

同在澳門培育若干個品牌會議、展覽活動；支持澳門結

合自身產業特點和發展定位，打造若干具有特色、專業

化、高品質的品牌展覽；雙方並同意加強在信息交流、

資源共享、人員培訓等方面的合作及聯合申請國際知名

會展在澳門舉辦。

在澳門特區政府對會展業的扶持措施方面，澳門貿

易投資促進局的「參與推廣活動之規章」為參展企業提

供一定的資助，「會展競投及支援一站式服務」協助會

展業界招攬更多海內外會展組織者來澳辦展辦會；而澳

門經濟局除原有的「會展活動激勵計劃」外，今年推出

的「國際性會議及專業展覽支持計劃」，有助打造澳門

成為舉辦具國際性及專業化的會展活動目的地。

近數年來澳門確實舉辦和引進了多項國際會展盛

事，包括「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澳門

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MIECF)、「國際基礎

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亞洲國際博彩博覽會」

(G2E Asia) 及匯聚「中國（澳門）國際汽車博覽會」、

「中國（澳門）國際遊艇進出口博覽會」與「澳門公

務機展」的「濠江盛匯」等，澳門會展業正朝國際化、

專業化、精品和高端品牌展覽的道路邁進。這預示未來

將陸續有大型國際會展項目落戶澳門，配合橫琴發展、

港珠澳大橋的落成，澳門會展業將迎來更廣闊的前景。

配合人才培養長效機制 培育會展業界精英

從過往舉辦國際盛事的經驗來看，澳門的會展從業

人員具備一定的國際視野及能力，但會展業是一個與時

並進的行業，面對未來的機遇與挑戰，業界有必要增強

綜合競爭力。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在《二 O 一四年財

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提出要構建本地人才培養的長效機

制，並於今年一月下旬設立「人才發展委員會」，澳門

會展業界過往一直鼓勵員工自我增值，現時約 3,000 名

從業人員中，有超過 150 人已取得 CEM 註冊會展經理

課程認證，比例之高是全國之最，而澳門勞工局提供的
國際會展活動能引進更多高端優質旅客，為澳門帶來更多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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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展接待員入門培訓課程」及澳門大學與持續進修中

心主辦的「會展策劃與管理證書課程」為不同工種提供

適切的培訓，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在這幾年間亦因應

會展業的發展需求開辦相關課程，繼前年與亞洲展覽

會議協會、專業會展培訓公司 GainingEdge 合辦「澳門

會展項目拓展工作坊」，及去年與國際會議籌組人協會

(IAPCO) 合辦「競投及管理國際會議工作坊」，著重教

授競投大型會展項目的技巧外，今年則計劃舉辦會展中

前線的管理人員培訓課程。

會展業界在培訓領域做了大量工作，今後也將繼續

開展不同的課程，尤其市場對項目管理人員及專業營銷

人員需求較大，業界可與高等院校合作，量體裁衣地設

計合適的內容，提升在職員工技能，增加他們向上流動

的機會。

專業觀眾人均消費強勁 拉動效應不可小覷

會議展覽作為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的方向可謂十分準

確，因其有著既寬且長的產業鏈。研究報告指出，會展

業能夠帶動包括「酒店」、「交通」、「廣告、媒體、

公關及印刷」、「餐飲」、「物流」、「視聽器材及支

援服務」、「網路及通訊」、「翻譯」、「場地設備、

管理及保安」、「零售及禮品」、「旅遊」、「搭建」

及「銀行」等 13 個主要行業的發展，而且根據國際展

覽業權威人士估算，會展業具有 1：10 的帶動效應，即

會展業每收益 1 元，就可帶動相關行業收益 10 元，拉

動效應不可小覷。

縱觀澳門會展業的實際狀況，其發展模式以會議為

主、展覽為輔，在 2013 年全年舉行的 1,030 項會展活

動中，會議共 964 項，與會者有 14.1 萬；展覽則有 66

項，入場觀眾達 189.3 萬人次，同比增加 27%。由此可

以看出，澳門有九成以上都是會議活動，但觀展人數較

與會者高 10 多倍，而且有愈來愈多旅客及市民抽空參

與本地會展活動，同時亦反映澳門會展業正健康有序地

從單純的「數量」增長逐漸過渡到「質量」的提升。

澳門致力打造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現時留宿

旅客平均留澳時間約 2 天，國際會展活動能引進更多高

端優質旅客，為澳門帶來更多經濟效益。「2013 濠江

盛匯」委託澳門經濟學會於展會期間進行問卷調查，發

現「中國（澳門）國際汽車博覽會」、「中國（澳門）

國際遊艇進出口博覽會」及「澳門公務機展」三大展會

的外地受訪觀眾人均消費金額分別為 15,973、12,873 及

11,970 澳門元，較當時普通旅客平均消費的 1,973 澳門

元高出數倍；研究報告亦指出專業觀眾在 2012 年創造

出 11.61 億澳門元，顯示專業觀眾在會展業發展過程中

擔當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這不但能提升澳門會展的整體

吸引力，也顯著拉動本澳經濟。

拓展嶄新旅遊元素 切合參展人士需要

澳門擁有先進的會展設施，而且佈局合理，會展中

心與酒店、餐飲、零售及娛樂等元素合為一體的模式更

切合觀眾需要，度假村的擴建及新酒店在不久將來陸續

落成，澳門的會議空間將進一步擴大，這些對澳門引進

國際會議及專業展覽有莫大優勢，業界若與旅遊、文化

界合作，開拓別具特色的文化之旅，既可豐富會展旅遊

的內涵，又可盤活舊區經濟，進一步擴大會展業對本地

經濟的拉動作用。

研究報告顯示，2012 年會展業對澳門的創造值為

35.32 億澳門元，佔當年本地生產總值 1.01%，而當年

會展業從業人員僅佔勞動人口 0.84%，可見會展業較一

般行業的貢獻值高。相信隨著行業的發展及從業人員的

持續增長，會展業將成為拉動澳門經濟發展的一大重要

產業。

會展業能夠帶動包括廣告、媒體、公關及印刷等 13 個主要行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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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ording to this Research Report, it can be generally 
categorized into 2 major aspects, i.e. human resources 
and economic pulling effect of which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both in the field of the MICE industry. The Research Report 
was conducted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s, in-
depth discussions and data collection, etc methodologies to 
explore the status quo of Macao MICE industry with valuable 
recommendations given. This will serve as meaningful reference 
not only for the MICE industry itself but also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cao. As Macau Management Association, 

Vice-Chairman and Honorary Secretary General, Paul Tse had 
mentioned during the press conference fo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Research Report that the MICE industry will gradually become 
the emerging industry in promo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oderate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 of Macao, and in 
coordinating the direction for developing the MICE industry and 
building up the “World Center for Tourism and Leisure”. This can 
show that MICE industr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Macao’s 
overal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will base on the Research 
Report and combining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Macao’s 

Pay attention to Human Resources and 
Pulling Effect of the MICE industry so as to 
Define Future Development Policy for the 
Industry

A

Macao MICE industry is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promoting Macao’s moderate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Despite getting 
started late, however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Macao SAR Government, Macao MICE industry is developing 
fairly well.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from the Macao Statistics and Census Bureau, a total of 1,030 conventions and exhibitions 
were held in 2013, i.e. an increase of 8 events from 2012. Total participants and visitors reached to 2,034,000 with total site areas of 
833,000 square meters. These figures look bright, but how to reflect the stimulating impact brought by the MICE industry on the overall 
economy? Therefore, Macao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Association had appointed the Macau Management Association earlier to 
conduct a research study and had published a report named “Research Studies on Macao MICE industry Human Resources and 
Economic Pulling Effec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Research Report”) with the objective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Macao’s MICE industry as well a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ulling effect of the MICE 
industry on Macao’s economy in order to bring out the real value to cope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cao SAR Government’s policy 
objectiv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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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E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current policies of Macao SAR 
Government to probe the future industry development trend.
 
Urgent Need in Increase of Human Resources 
Reduce Turnover Rate for Steady Development
As an emerging service industry, there is a huge demand on 
human resources of the MICE industry both in terms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There were only less than 200 employe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industry in 2001 to the current workforce of 
3,000 now, i.e. an obvious increase of over tenfold. Moreover,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MICE industry, the 
demand for more industry practitioners will keep on increasing. 
The Research Report also predicted in the coming 5 years 
that the industry will be in need of an additional of 2,800 full-
time employees. By then, the number of staff engaging in MICE 
industry will increase up to nearly 6,000, representing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the labor force in Macao.

MICE industry covers organizers, venue operations 
management, contractors, service providers, and exhibits 
transportation, etc. areas and involving a wide range of 
employees which include construction, hospitality, public 
relations, promotions & advertising, designs, translations, and 
planning. Various types of industry specialists are in great 
demand. Even though there are currently more than 300 MICE 
related enterprises, staff turnover rate is generally over 20% with 
serious loss of employees and this will undoubtedly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CE industry. Henc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hortage of human resources, the first thing is to retain 
existing staff.

In order to reduce the loss of staff, enterprises need to let the 
employees understand and have a clear prospect of the industry 
so that they can better plan for their career path. “Moderate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is a long-term policy objective of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 Other than the gaming industry, 
MICE,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re all considered as important industries support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Among them, the importance of the 
MICE industry can be reflected by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concrete support from the measures given.

Regional Collaboration is Paying Off with a Number of 
Events Settling in Macao
In terms of regional collaboration, the “Guangdong-Macao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talks about establishing 
a multi-level, multi-area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ooperation 
platform among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to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order to promote mutual collaboration 
and dislocation development of a MICE industry with own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o enhance cross-border flow of 
industry personnel and exhibits between Guangdong and 
Macao. In order to further implement the “Mainland and Macao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 in relation 
to the cooperation on MICE industr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 signed a “Cooperation 
Agreement on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Exhibition Industry” in 
2012, both parties would jointly cultivate a number of branded 
conferences and exhibitions in Macao, support Macao’s own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positioning, create a 

number of unique, specialized, high-quality brand exhibitions. 
Both parties also agreed to co-operate in several aspects, 
i.e. strengthen information exchange, resource sharing, staff 
training, and to jointly bid for international renowned MICE 
activities to be held in Macao. 

One of the supporting measures offered by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 includes the “Regulations on Participation in 
Promotional Activities” from the Macao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Institute (IPIM) of which provides a certain amount 
of funding to the exhibitors. Besides, the “One-Stop Service” 
for MICE Bidding and Support in Macao also assist industry 
practitioners to attract more overseas event organizers to hold 
conferences and exhibitions in Macao. As for Macao Economic 
Services Bureau, other than the origi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Stimulation Program”, this year another program 
named “International Meeting and Trade Fair Support Program” 
was also introduced. They have all contributed in building up 
Macao into a favored destination for the hosting of intern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MICE activities.

Indeed in recent years, Macao has hosted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MICE events which include the “Maca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Fair” (MIF), “Macao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Forum and Exhibition” 
(MIECF), “Internation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Construction Forum”, “Asian Global Gaming Expo Asia” (G2E 
Asia) and the “China-Macau Distinguished Gathering” combining 
the “China (Macau) International Automobile Exposition”, “China 
(Macau) International Yacht Import and Export Fair” and the 
“Macau Business Aviation Exhibition” etc. Macao MICE industry 
is now heading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organizing international, 
specialized, high-end boutique brand exhibitions. This indicates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and more large-scale international events 
being hosted in Macao in the near future. Furthermor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engqin, the completion of the Hong Kong-
Zhuhai-Macao Bridge, it is no doubt that Macao MICE industry 
will face a broader prospect.

Coping with Long-Term Mechanism in Talent Training to 
Develop Industry Elites
From past experience in hosting international events, Macao 
MICE industry’s practitioners posses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capability. Nevertheless, MICE industry is an industry that 
moves forward along with time. Facing both futur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industry itself needs to strengthen its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Macao SAR Chief Executive, Chui Sai 
On suggested in his “2014 Policy Address” to develop a long-
term mechanism for training of local talents. And it was in late 
January this year that the “Committee for Talent Development” 
was established. Macao MICE industry always encourages 
employees to aim for self-improvement. Among the existing 
about 3,000 industry practitioners, over 150 had already 
acquired the certification on Certified Exhibition Management 
(CEM) and this is the highest proportion in the country. The 
“Introductory Training Course for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Receptionists” by the Labor Affairs Bureau and the “Exhibition 
Strategies and Management Certificate” by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Center - University of Macau, are courses offered to 
suit different types of job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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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Macao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Association has also introduced relevant training courses to 
cope with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industry. Following the 
“Macao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Development Workshop” in 
2012 co-organized with both the Asian Federation Exhibition & 
Convention Association (AFECA) and a professional training 
company – GainingEdge as well as the “The Bid and Beyond – 
Engaging All” workshop co-hosted in 2013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Congress Organizers (IAPCO), this 
year training courses for frontline management are planned 
to be introduced. Both workshops focused on teaching the 
techniques and tactics on how to bid for larg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exhibitions. 

Macao MICE industry has done a lot of work in the training area 
and will continue to offer different courses, especially when 
there is a great market demand on event management staff and 
marketing professionals. Industry practitioners can collaborate 
with universities to tailor-made and design some appropriate 
courses to enhance employees’ skillset so that they can have 
the opportunity for advancement.

Pulling Effect from Professional Audience Strong Per 
Capita Consumption Cannot be Overlooked
The direction that conventions and exhibitions can promote 
moderate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is very accurate due to its 
wide and long industry chain. The Research Report stated that 
MICE industry can spur the development of 13 main industries 
which include hotels, transportation, advertising/media/public 
relations/printing, catering, logistics, audio-visual equipment 
and supporting services, network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translations, venue facilities/management & security, retail and 
gifts, travelling, constructions, and banking. And according 
to the forecast of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authorities, MICE 
industry has a pulling effect of 1:10, i.e. for every $1 of the MICE 
industry revenue can generate $10 from other related industries. 
Therefore the pulling effect cannot be overlooked.

Looking at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Macao MICE industry, the 
development model is to make use of “conferences” as base 
and “exhibitions” as supplement. In 2013, a total of 1,030 MICE 
events were held, out of which 964 were conferences with 
participants reaching 141,000. There were also 66 exhibitions 
hosted with 1,893,000 visitors, i.e. an increase of 27%. It can 
be seen that over 90% are conference activities but with over 
tenfold of participants and audience. Besides, more and more 
tourists and local residents will also take their time to visit local 
exhibition events. At the same time, this also shows that Macao 
MICE industry is healthily and orderly shifting from simply 
“quantity increase” to “quality enhancement”.
 
Macao is aiming to be established as the “World Center for 
Tourism and Leisure”. The current average stay per tourist in 
Macao is around 2 days. International MICE events can attract 
more high quality visitors to Macao to bring in more economic 
benefit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Macao 
Economic Association for the “China-Macau Distinguished 
Gathering”,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 foreign audience of the 
three big exhibitions, namely the “China (Macau) International 
Automobile Exposition”, “China (Macau) International Yacht 

Import and Export Fair” and the “Macau Business Aviation 
Exhibition”, had an average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MOP 
15,973, MOP 12,873, and MOP 11,970 respectively and this 
is comparatively several times higher than a normal visitor’s 
average spending of MOP 1,973. The Research Report also 
pointed that the professional audience had created a value 
of MOP 1.161 billion in 2012 and this shows that profession 
audience had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MICE development. This has not only enhanced Macao’s 
overall attractiveness but has also obviously stimulated Macao’s 
economy.

Develop New Tourism Elements to Suit Exhibitors Needs
Macao has advanced MICE facilities with reasonable layout. 
Convention centers are integrated as all-in-one with hotels, 
restaurants, retail and entertainment to better suit customers’ 
needs. Along with the expansion of resorts and new hotels 
coming one after another, the conference space in Macao 
will further be expanded and this is beneficial to Macao in 
attract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professional exhibitions. 
Moreover, if the MICE industry can collaborate with tourism 
and culture industries in order to explore new distinctive cultural 
tours, this can both enrich the content of MICE travelling and 
also revitalize the economy of those old districts so as to 
enlarge the pulling effect of the MICE industry on boosting local 
economy.

The Research Report shows that in 2012, the total value 
created by Macao MICE industry was MOP 3.532 billion which 
accounted for 1.01% of 2012’s total GDP. However, the total 
labor force from this industry was only 0.84% from overall. Thus, 
this shows that the contribution value from MICE industry is 
relatively higher than other industries. It is believed that along 
with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its continuously growth in 
labor force, MICE industry will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pulling 
effect industries on driving Macao’s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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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禮遇：

◆ 預訂指定日子可獲贈免費早餐

團隊移動暢通無阻

會議策劃人可選擇「非凡會議禮遇」套票內所提

供的金光飛航單程船票或專車接送服務。此外，澳門

金光大道的住宿、會議、餐飲、購物，以及建立團隊

精神的設備均匯於一體，會議策劃人可更靈活地安排

團隊活動。

靈活性的會議及活動設施

澳門金光大道擁有超過 12 萬平方米可靈活分割的

多功能會議及展覽場地，包括 274 間分組會議室，由戶

外池畔活動，到室內國際性大型研討會等，都可在此舉

行。

一站式服務

澳門金光大道的一站式活動籌劃服務包括宴會、

娛樂、視聽、花藝佈置及旅遊服務等，照顧活動從策劃

到執行期間的每一個細節，確保活動有效率並順利地完

成。

門金光大道現推出最新的「非凡會議禮遇」套票，

此禮遇適用於 2014 年 8 月 31 日前簽訂之合約，

並於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舉辦會議。

「非凡會議禮遇」套票詳情

限時推出的最新「非凡會議禮遇」套票為會議策

劃人提供多項禮遇及三間世界級酒店作選擇：澳門威尼

斯人 ®、澳門金沙城中心康萊德酒店，及澳門金沙城中

心假日酒店。會議策劃人只須預訂會議套票連同一晚酒

店住宿達 25 間客房或以上，即可獲贈一系列禮遇及選

項，包括主賬單 95 折優惠以及金光飛航單程船票等。

「非凡會議禮遇」包括：

◆ 主賬單 95 折優惠      

◆ 房內免費無線上網服務

◆ 另外，可額外享獲下列任何兩項禮遇：

      ○ 金光飛航單程船票  

      ○ 前往或離開酒店專車接送        

      ○ 特色娛樂表演

      ○ 每預訂 25 間客房送一間客房 

      ○ 每預訂 25 間客房送一間客房升級

澳門金光大道推出「非凡會議禮遇」套票

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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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以下簡稱「澳門

威尼斯人」）榮獲由「2014 第七屆 TTG 中國旅

遊大獎頒獎禮」頒贈之「澳門最佳會議接待酒店」殊榮。

該獎項自 2008 年創立以來由活動策劃及會議籌辦者給

予會議目的地一個肯定及表揚。

高級副總裁兼澳門威尼斯人及百利宮營運總監

簡浩龍表示，澳門威尼斯人連續七年榮獲此具代表性

的獎項感到非常自豪，這個獎項印證了他們努力不懈及

作出奉獻的精神。澳門威尼斯人將繼續為賓客提供最佳

體驗，致力鞏固澳門作為區內商務及休閒旅客首選目的

地之地位，並為澳門會展業的發展作出貢獻。

澳門威尼斯人擁有超過 100,000 平方米的展覽場地、

可靈活調配的會議空間和宴會廳，其金光會展及金光綜

藝館的龐大規模使之成為與別不同的展覽場地。今年 2

月在金光大道度假區舉行一連四天的特百惠公司亞太

會議是該綜合度假城有史以來舉辦過最大型的會議活

動。

這個獎項於 2014 年 4 月 17 日在中國上海浦西洲際

酒店舉行的「2014 第七屆 TTG 中國旅遊大獎頒獎禮」

上由 TTG 亞洲媒體旅遊貿易出版集團頒贈予澳門威尼

斯 人。 獲 獎 單 位 由《TTG China 旅 業 報》、《TTG-

BTmice China 企 業 旅 遊 報》、《TTG Asia》、《TTG 

India》、《TTGmice》及《TTG Asia Luxury 奢華亞洲》

的讀者投票選出。

澳

澳門威尼斯人連續七年榮獲
「澳門最佳會議接待酒店」殊榮

會員資訊MEMBERS INFORMATION

銷售業務經理葛瑾代表領取獎項

澳門威尼斯人 - 度假村 - 酒店連續七年獲頒「澳門最佳會議接待酒店」殊榮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

2014 年第 1 季會展活動有 276 項，入場總數為

30.4 萬人次，按年大幅增加 20% 及 50%。使用總面積

達 22.3 萬平方米；平均會期為 2.1 日。

首季舉行的會議有 263 項，與會者為 4 萬人次，大

型會議及公司會議與會者佔總數 81%。展覽有 13 項，

入場觀眾按年明顯增加 51%，達 26.4 萬人次；平均展

期為 2.8 日，展場總面積為 4.7 萬平方米。

今年首季共收集 10 項展覽主辦機構資料，其中 7

項在去年同季亦有舉辦，參與活動的全職員工為 247

名。主辦機構收入為 1,622 萬澳門元，按年大幅增加

88%，主要來自攤位租金 (52%) 及政府或其他機構資助

(47%)；支出為 3,748 萬澳門元，增幅為 9%，主要為宣

傳及公關 (26%)、展場製作及場地佈置 (22%) 和住宿飲

食 (16%)。

展覽參展商有 953 位，來自香港的佔 34%，澳門及

中國大陸參展商分別佔 31% 及 20%；專業觀眾共 5,028

名，主要來自澳門 (42%) 及中國大陸 (27%)。根據 145

位受訪參展商表示，商品銷售佔收入 79%，而攤位租

金佔支出 72%。對於會展場地及服務評價方面，參展

商較滿意展覽工作人員的效率及態度 (69%)、語言能力

(68%)；另一方面，認為展覽宣傳及場地配套設施須改

善的各佔 19%。

據

2014 年第 1 季度會展活動統計
會展活動及入場總人數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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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展活動數目

會展活動類型

2013 年第 1 季
2014 年第 1 季

公司會議

大型會議

展覽

協會或組織會議

其他

230 

276 

66%

5%

5%

13%

11%

其他 11％

公司會議 66％

展覽 5％

大型會議 5％

協會或組織會議 13％

MICE STATISTICS
會展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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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of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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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Association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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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s 11％
Corporate Meeting

 66％

Exhibition 5％

Conference 5％

Association Meeting 13％

nform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tatistics and Census Service 
(DSEC) indicated that a total of 276 MICE events were held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4, bringing 304,000 participants and 
attendees, up significantly by 20% and 50% year-on-year. Total 
floor area used reached 223,000 m2 and average duration of the 
event stood at 2.1 days.

There were 40,000 participants going to 263 meetings and 
conferences held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4, with 81% being 
participants of conferences and corporate meetings Number of 
attendees to the 13 exhibitions surged by 51% year-on-year to 
264,000; the average duration was 2.8 days, and the floor area 
used totalled 47,000 m2.

Information from 10 exhibition organizers indicated that 7 
exhibitions had been held in the same quarter of 2013, engaging 
247 full-time staff. Revenue of the exhibition organizers reached 
MOP16.22 million, up substantially by 88% year-on-year, coming 
from rental of exhibition booths (52%) and financial support 
from government or other organizations (47%). Expenditure 
of the exhibition organizers increased by 9% to MOP37.48 
million, including publicity & public relation (26%); production, 
construction & decoration services (22%) and accommodation, 
food & beverages (16%).

There were 953 exhibitors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4, with 
34% coming from Hong Kong, 31% from Macao and 20% 
from Mainland China. Professional visitors totalled 5,028, 
coming mainly from Macao (42%) and Mainland China (27%). 
Information from 145 interviewed exhibitors indicated that sales 
of products took up 79% of the revenue, while rental paid for 
exhibition booth shared 72% of the expenditure. Regarding 
exhibitors’ comments about the MICE venue and services, 69%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efficiency & attitude of the venue staff, 
68% were satisfied with their language skill; however, 19% 
considered that event promotion and venue facilities needed 
improvement.

I

MICE STATISTICS
會展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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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admissions



化粵澳合作有助於發揮澳門優勢，並可透過先

行先試等措施起到良好的示範作用，為其他泛

珠省區提供成功經驗，從而鞏固澳門作為葡語國家平

台、區域商貿服務平台的作用，以更好地為整個泛珠區

域與葡語國家，乃至歐盟國家的交流合作牽線搭橋。由

此可見，粵澳合作可作為「加強泛珠區域與澳門及葡語

國家合作」的切入點，達致多贏局面。

會展活動助建葡語平台

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台」

功能和作用日益顯著。去年「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

論壇（澳門）第四屆部長級會議」在澳門舉行，國務院

副總理汪洋表示，中央政府支持澳門建立「中葡中小企

業商貿服務中心」、「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和「中

葡經貿合作會展中心」。此亦反映出，中央肯定會議展

粵澳會展先行先試  
推動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

深

 「第十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暨經貿洽談會」（以下簡稱「泛珠大會」）將於本年 10 月

13 至 14 日在廣州舉行。適逢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十周年，本屆「泛珠大會」由粵港澳三方聯合承辦，分為「前

期活動」和「召開大會」兩個階段。由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與廣東省商務廳共同舉辦的「葡語國家經貿

環境專題磋商會」（以下簡稱「磋商會」）於 5 月 26 日在澳門舉行，正式拉開大會前期活動的帷幕。

磋商會上，多個泛珠省區發佈 2013 年與葡語國家進行商貿合作的成果，其中，廣東省 2013 年與

葡語國家進出口總額為 116.87 億美元，居內地泛珠省區之首。廣東省商務廳副廳長馬樺表示，葡語國

家自然資源豐富，與廣東省有著較強的經濟互補性，廣東省將持續加強粵澳兩地合作，發揮澳門作為「中

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台」的重要作用，進一步促進廣東與澳門以及葡語國家的經貿商務合作。

「葡語國家經貿環境專題磋商會」在澳門舉行

粵澳合作 GUANGDONG  & MACAO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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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葡論壇常設秘書處副秘書長姍桃絲帶領葡語系國家企業代表參觀義烏小商品生產基地

覽活動對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往來具有重要意義。

因此，如何透過粵澳兩地的會展合作，帶動葡語國家與

泛珠區域乃至中國其他省市的經貿交流與合作，是一個

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

透過舉辦會議展覽活動將有助於以上三大中心的

建立，而粵澳會展合作可擔當重要角色。因七個葡語系

國家中，發展中國家仍佔多數，中小型企業是葡語國家

經濟中較活躍的部份，但同時也存在資金不足、國際網

絡限制等問題。澳門屬微型經濟體，中小型企業佔總體

經濟的九成左右，如何推動中小企持續發展，關乎經濟

適度多元化政策的落實。廣東地區是中國主要的產業基

地，中小企生產力居全國前列，但現階段亦面臨轉型升

級的挑戰，需轉變生產模式，開拓新興市場。

基於以上市場需求，粵澳兩地可聯合舉辦經貿類

會展活動，為葡語國家、粵澳兩地及其他泛珠省區的企

業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尤其可為中小型企業節省與目標

客戶會面接洽的時間及經濟成本，提升商貿洽談配對的

成效。由會展活動延伸而來的商貿合作，亦可經由澳門

平台提供協調、溝通等服務，從而將有助於澳門創建

「中葡中小企業商貿服務中心」。

邀請葡語國家參與粵澳地區的展會，食品類是可

優先考慮的參展產品。廣東省物產豐饒，且食品加工業

發達，而葡語系國家食品同樣種類繁多，且別具異國風

情，如葡萄牙葡萄酒、橄欖油、魚類罐頭質優價廉；巴

西的甘蔗、咖啡、香蕉、牛肉等產量世界第一。會展平

台可有效匯聚粵澳及葡語國家的優質食品資源，加強各

方的互補合作。而澳門亦可在聯繫及組織葡語國家食品

企業參展的過程中，積累大量的企業資訊，為建立「葡

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打下堅實基礎。

粵澳會展合作在開拓葡語國家市場上的先行先試，

可進一步向泛珠省區及內地其他地區輻射。澳門貿易投

資促進局等部門將持續為泛珠省區與葡語國家之間產

粵澳合作GUANGDONG  & MACAO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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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對接、企業洽談提供服務和協助，如聯絡和組織葡語

系國家企業來澳或赴內地參展、邀請泛珠省區及本地企

業共同參與葡語國家的大型經貿活動、提供及時有效的

葡語系市場信息，以及葡語翻譯等，以此打造「中葡經

貿合作會展中心」。

培養區域品牌會展

此外，粵澳會展合作亦可借鑒本屆「泛珠大會」

的舉辦模式，不斷探討適用於兩地會展發展實情的合作

機制。《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在會展合作的章節中提及，

打造多層次、多領域、優勢互補的粵港澳會展合作平

台；支持澳門會展企業進駐廣東，以跨境服務方式舉

辦會展活動；支持兩地會展企業進行資本合作和品牌合

作，鼓勵廣東品牌會展在澳門設立分會場，培育中小型

專業展會。

本屆「泛珠大會」由粵港澳三方聯合承辦，舉辦

地定在廣州，澳門特區政府則重點負責承辦「高層論

壇」及其他相關活動。粵澳兩地業界可借鑒這一模式，

以聯合辦展、分會議、分會場的形式進行合作，增加共

同外出競投大型會議及專業展覽項目的競標力。除外出

競投項目之外，粵澳兩地業界亦可善用澳門「葡語平

台」，有針對性地培養區域品牌會展，其中，酒店旅

遊、基建能源、小商品等主題具有一定的發展潛力。

澳門青年葡國交流團於里斯本時間 6 月 16 日拜訪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葡萄牙大使館，獲該館大使黃松甫熱

情接待。黃松甫在會面中提到，希望澳門企業家到葡萄

牙發展酒店等項目，兩地旅遊業亦可進行對接，加強澳

門與葡萄牙的經貿旅遊合作。廣東省的酒店及旅遊業水

平均居全國前列，且與澳門及葡萄牙優勢互補。因此，

在發揮澳門葡語國家橋樑作用的基礎上，由粵澳兩地聯

合舉辦中葡酒店展、旅遊展等主題展覽具可行性。

「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是成功引

進澳門舉辦的內地品牌展會之一。不少葡語國家的基建

設施及能源開發等項目正以優惠政策吸引境外投資，而

一些中國企業對基建及能源項目有投資意向。故有分析

人士認為，可以「中葡基建及能源」為主題，透過粵澳

聯辦的方式，在澳門舉行對接洽談會。

在「活力澳門推廣週 ‧ 浙江杭州」期間，中國－

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常設秘書處副秘書長

姍桃絲帶領葡語系國家企業代表參觀了義烏小商品生

產基地，代表們對中國品種多樣、做工精美的小商品表

現出極大的興趣。廣東省在小商品生產方面同樣具有優

勢，粵西的中山、江門等地的燈飾、小家電，及順德、

東莞等地的針織、製衣業亦是全國聞名，可滿足葡語系

國家的市場需求。因此，以小商品為主題的展覽，亦可

作為粵澳會展合作的方向之一。

相信透過粵澳會展合作，將有利於泛珠三角區域

與葡語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從而鞏固澳門的葡語國家

平台，助力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會展平台可有效匯聚粵澳及葡語國家的優質食品資源，加強各方的互補合作

粵澳合作 GUANGDONG  & MACAO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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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洋 酒 協 會 主 辦 的「 澳 門 葡 萄 酒 美 食 節

2014」已於 2014 年 3 月 20 日至 23 日一連四天

在澳門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戶外人工湖畔區舉

行。

主持開幕儀式的嘉賓包括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

遊局副局長程衛東，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代表馮建樹，

澳 門 旅 遊 學 院 代 表 王 育 山， 澳 門 品 酒 師 協 會 代 表

倫 宇 文，紅酒專家 Hugo Robarts Bandeira，以及威尼斯

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市場項目策劃總監貝英傑，他們打

開一瓶氣泡酒，象徵活動正式揭幕。

是次葡萄酒美食節匯聚超過 30 個攤位，展示逾

100 個產品，期間設有現場娛樂、葡萄酒品鑑課程和美

食配對等活動，如舞台及街頭特色表演、葡萄酒配對、

品鑑及釀造介紹，適合對葡萄酒有不同認識程度的人士

參與，而葡萄酒學府亦設有意大利、西班牙、南非，以

及葡萄牙等地出產的葡萄酒鑑賞課程，並提供印度菜及

中國菜等佳餚與不同美酒的搭配技巧課程。

澳門葡萄酒美食節 2014
20-23/03/2014

由

嘉賓們舉杯慶祝

美食節期間設有現場娛樂，鎂光燈閃個不停

MICE UPDATES會展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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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德誠國際傳媒有限公司主辦的「第六屆澳

門國際房地產交易會」已於 2014 年 3 月 28 日至

30 日在澳門威尼斯人金光會展中心 D 館順利舉行。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經濟

部部長助理高尚德，全國政協委員、澳門地產業總商會

會長鍾小健，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主席張祖榮，中國－

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常設秘書處副秘書長

姍桃絲，澳門立法會議員高天賜及澳門國際房地產交易

會組織委員會主席張錦華等嘉賓為交易會進行剪綵。

本屆交易會以「春暖花開，共贏未來」為主題，

秉承「價值回歸，幸福置業」的辦展理念，邀請到香港、

澳門、珠三角地區，以及德國和馬來西亞等海外房地產

企業參展，並加入家居、建材、名車、知名媒體等元素。

此外，大會還組織專業買家到展會現場選購樓盤，同期

舉辦了「參展商專案交流推介會」，協助參展商進行產

品推介，展示產品特色，提升品牌形象。

據主辦單位統計，「澳門國際房地產交易會」累

積超過 100 個參展商，入場觀眾逾 7 萬人次，其中，

68% 來自港澳地區、23% 來自中國內地及 9% 來自海

外，並有 200 多家媒體採訪報道。

第六屆澳門國際房地產交易會
28-30/03/2014

由

「澳門國際房地產交易會」累積超過 100 個參展商，入場觀眾逾 7 萬人次

大會邀請到多位嘉賓為交易會進行剪綵

MICE UPDATES 會展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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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出版協會和澳門理工學院聯合主辦的「二

○一四春季書香文化節」已於 2014 年 4 月 17 日

至 22 日一連六天在塔石體育館舉行。

是次書展貫徹「鼓勵本土出版、推動社會閱讀」

的宗旨，共有兩岸四地二千家出版社，近十二萬種各類

圖書和影音產品參展，種類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

動漫繪本、文學小說、親子讀物、美食美容、旅遊

觀光、家政休閒、體育鍛煉、健康養生和外語讀物等，

涵蓋全人教育各方面。

大會邀請到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

辦公室文教部部長級助理李正橋，澳門社會文化司司長

辦公室顧問林韻妮，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行政委員會主席

唐志堅，澳門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代主席黃有力代表

呂志鵬，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主任蘇朝暉等共同

主禮。

星光書店代總經理邵朝暉致辭時表示，澳門社會

近年急速發展，求賢若渴。政府今年首度推進人才培養

長效發展機制，由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擔任主席的人才

發展委員會，為配合「一個中心、一個平台」發展角色

儲備人才；第二階段持續進修發展計劃將推出，鼓勵大

眾求知不斷，終身學習。多年堅持舉辦「書香文化

節」， 匯集各地最新出版讀物，旨為廣大讀者讀更多

好書，推動澳門社會閱讀風氣，鼓勵出版活動而堅持、

努力。

據主辦單位表示，今屆「春季書香文化節」銷售

額與去年相若，各參展商的銷售額平均有五至六成，個

別參展商因所提供的書籍切合到讀者的閱讀口味，銷售

額更達約七成，成績令人滿意。

二    一四春季書香文化節
17-22/04/2014

由

「書香文化節」旨為廣大讀者讀更多好書，推動澳門社會閱讀風氣

MICE UPDATES會展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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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主禮嘉賓出席活動並主持開幕儀式

拓展香港及澳門業務，位於北京的中資東方資

本管理有限公司總公司在澳門成立中資東方（國

際）資本管理有限公司，並於 2014 年 4 月 25 日在澳門

旅遊塔三樓舉行「中資東方（國際）資本管理有限公司

開幕酒會及海外房地產基金及世界內鏡健康產業基金

發佈會」。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經濟

部副部長陳翔，越南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阮氏雅，澳

區全國人大代表劉藝良、榮智鑫，世界內鏡醫師協會

Kyle Yi Kung，澳門工商聯會會長何敬麟，安達置業有

限公司董事長鄺達財，威得利企業發展有限公司執行董

事孫媛，中資東方（國際）資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

王新及副董事長兼總裁吳偉恩等出席了活動。

王新致辭時表示，該公司定位為國際跨境金融的

投資平台，現時正發展海外國際大型基金，稍後將與世

界內鏡醫師協會簽署框架協議以推動世界內鏡健康產

業基金。

吳偉恩表示，該公司希望建立一個以穩健及誠信

為基礎的服務平台，為客戶提供全面的風險解釋，確保

客戶在全局資訊下作出決策。未來，期望通過這個國際

金融平台，能為澳門客戶服務，在國內外市場一展所

長。

開幕儀式中舉行了項目發佈會，包括越南永福旅

遊項目、武漢重點項目等核心項目及產業基金化項目。

中資東方（國際）資本管理有限公司開幕酒會
及海外房地產基金及世界內鏡健康產業

基金發佈會
25/04/2014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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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屆 亞 洲 殯 儀 及 墓 園 博 覽 暨 會 議」(AFE) 於

2014 年 5 月 8 日至 10 日在澳門旅遊塔會展娛樂中

心四樓舉行。主辦方代表、縱延展業有限公司行政總

裁老旭華表示，AFE 致力打造專業平台，透過舉辦多

元化活動，包括展覽、國際會議及社交活動，讓業界人

士在洽談、採購及互動分享中建立商業網絡。

AFE 是亞太區最大型的殯儀博覽及會議，時隔五

年再次選址澳門舉行。AFE 展會吸引來自奧地利、澳

洲、巴西、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哥倫比亞、匈牙利、

印度、日本、韓國、立陶宛、巴基斯坦、菲律賓、波蘭、

新加坡、南非、台灣、英國、美國等 20 個國家及地區

的展商；大會邀請來自 40 個國家超過 1,500 位業界人

士參與。

展會中同時設有「設計死亡」專區，展示不同殯

葬產品的新設計意念，而今屆共有 9 位設計師以報告形

式在國際會議中發表其優秀設計作品。

AFE 國際會議邀請到 39 位來自 19 個國家的講者

分享綠色殯葬、墓園設計、企業提升等 36 個專題，其

中的國際論壇以「可持續發展」為主題，由來自澳洲、

巴西、日本、南非及美國的協會及企業領導層分享經

驗，並以實例為參會者帶來新思維及新啟發。

積極推動現代化環保殯葬業的日本，被選為 AFE 

2014 的焦點國家。面對有限的地球資源及市場對殯葬

服務要求日益提高，日本殯葬業近年來的發展不但日益

現代化，而且極具環保意念，更有效保留日本傳統殯葬

習俗及儀式，值得殯葬業界參考及學習。

2014 亞洲殯儀及墓園博覽暨會議
08-10/05/2014

「

主禮嘉賓主持開幕祝酒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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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澳門國際教育博覽會」已於 2014 年 5 月

9 日至 11 日在澳門威尼斯人金光會展中心 A 館

舉行。馬來西亞駐華大使館教育參贊林佑穰，未來國際

首席顧問兼獨立董事熊耿，中華教育會副理事長兼菜農

子弟學校校長王國英等嘉賓為活動揭幕。

是次博覽會吸引了近 50 所國內外院校和各種教育

機構前來參與，有來自歐洲、美洲、澳洲、中國等國

家，及香港、澳門、台灣各地區，而為豐富活動和資訊

內容，主辦方特別增設了多場專業主題講座，包括「哈

佛 MBA 到跨國企業 CEO」、「中外著名大學之間的橋

樑—RITS 和其合作夥伴大學」等。

有首次來澳參展的馬來西亞留學機構代表介紹，

去年赴馬來西亞的留學生同比有三成多升幅，其中有

7,000 多位中國學生在當地留學。他表示，馬來西亞是

一個較安全的地方，沒有地震、海嘯等自然災害，而且

學歷得到中國教育部認可，雙方簽訂了《中馬高等教育

學歷學位互認協議》，加上學費相宜，這些對來自中國

內地的學生都具有一定吸引力。

據了解，現時中國學生在當地主要就讀商業、管

理、計算機、多媒體及設計等專業，他期望透過博覽

會，可以進一步宣傳和推廣馬來西亞的留學優勢，讓

更多澳門學生及家長了解相關的升學資訊。

第四屆澳門國際教育博覽會
09-11/05/2014

「

主禮嘉賓主持開幕祝酒儀式

博覽會有近 50 所國內外院校和各種教育機構前來參與，吸引莘莘學子了解最新升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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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社會治理研究學會與（北京）中華慈善百

人論壇合辦的「慈善與博彩」論壇（第八次中

華慈善百人論壇）已於 2014 年 5 月 24 日在澳門科學館

會展中心順利舉行。

28 位來自兩岸四地慈善界與博彩界人士齊聚濠江，

共同討論如何利用博彩資源促進社會公益慈善事業發

展，希望藉此機會釐清慈善與博彩的關係，令博彩業在

經濟發展、創造就業、帶動旅遊及其他行業方面作出貢

獻。

澳門基金會主席吳志良致歡迎辭時表示，博彩業

在澳門經濟增長、穩定就業、旅遊發展、公益慈善等方

面作出了巨大貢獻，其發展不僅增加了社會財富，也為

慈善公益事業發展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

澳門是一個社團社會，具有很強的社會自理能力。

長期以來，澳門民間社團在推動教育、慈善公益事業發

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方面發揮着巨大的作用，並提

供了大量的公共服務。

這次論壇邀請到了來自兩岸四地在博彩及慈善領

域內卓有成就的專家學者與實務人士出席，借舉辦這次

論壇的機會，通過檢討和總結過往慈善與博彩互動實踐

及其經驗，展望和前瞻未來博彩與慈善互動發展的方

向，有助於從制度層面進一步完善與促進博彩業與慈善

業的持續發展，鼓勵與引導博彩業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慈

善事業，履行責任，關注弱勢，回饋社會。

論壇除主旨闡述與主題報告發佈外，設「博彩業

發展概覽」、「博彩資源的公益化」、「責任博彩與博

彩機構社會責任」、「慈善與博彩良性互動的制度安排」

四個討論環節，各位嘉賓圍繞「慈善與博彩」主題發表

看法，展開討論，最後形成論壇六點共識。

「慈善與博彩」論壇
（第八次中華慈善百人論壇）

24/05/2014

由

眾嘉賓在論壇開始前進行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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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國際展覽有限公司及澳門博覽集團有限公

司聯合主辦的「國際寵物及水族用品展 2014」

已於 2014 年 6 月 6 日至 8 日在澳門威尼斯人金光會展

中心 A 館順利舉行。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推廣活動廳高級經理李藻森，

廣東省寵物行業協會會長麥衛強，澳門愛護動物協會副

會長陳漢強，香港寵物業商會會長梁仲楷，澳門會議展

覽業協會副理事長簡國龍，澳門博覽集團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何海明，訊通展覽公司董事長梁天富及海岸國際

展覽有限公司總經理游淑德為展覽會剪綵。

是次展覽會是全澳門最大型的寵物用品商貿平台，

也是本澳首次舉辦以「寵物及水族」為主題的展覽活動，

吸引來自美國、加拿大、日本、德國、澳洲、韓國、

泰國、馬來西亞、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及台灣等 10

多個國家和地區合共 50 家參展商參展，有近百個展

位，展出面積達 3,600 平方米。

威龍優化生活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馮建昌表示，

該公司在香港已成立 30 年，主要從事寵物及水族用品

批發業務，引入外國品牌產品，在東莞設廠生產寵物小

食，還有水族清潔用品。他認為，澳門有飼養寵物的文

化及寵物店近年逐漸興起，故是次參展順道考察本地市

場，並藉此引進更多純天然的產品及補充品，以及教授

正確的飼養知識。現時，澳門有約 40 家寵物店銷售該

公司的產品。

國際寵物及水族用品展 2014
06-08/06/2014

由
「國際寵物及水族用品展」是本澳首次舉辦以「寵物及水族」為主題的展覽活動

居民可攜寵物入內，氣氛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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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嘉公關廣告推廣公司主辦的「第 30 屆婚紗婚

宴美容珠寶展」將於 2014 年 8 月 29 日至 31 日

在澳門威尼斯人金光會展中心 A 館舉行。

是次展會全場總面積跟去年同期相若，展位超過

100 個，展出婚禮統籌、酒店酒席、婚禮場地、婚禮攝

影攝錄、場地佈置、珠寶首飾以至回禮禮品等一應俱

全。

而為了讓準新人留下珍貴回憶，大會特意邀請了

澳門、香港、台灣、韓國、日本及歐洲等地的專業團

藝嘉公關廣告推廣公司主辦的「第 2 屆夏日繽紛

購物節」將於 2014 年 8 月 29 日至 31 日在澳門

威尼斯人金光會展中心 B 館舉行。主辦單位期望將其

打造成「全澳最大規模的購物嘉年華」，為觀眾提供一

個集購物娛樂於一體的周末好去處。

為切合觀眾不同需要，是次購物節一共分為五個

展區，分別為潮流產品區、時尚禮品區、兒童用品區、

家庭精品區及台灣手信區，涵蓋數碼產品、平板電腦、

潮流眼鏡、珠寶首飾、水晶擺設、名貴腕表、護理用

品、營養食品及家庭精品等。

隊，協助準新人籌辦一個專屬個人的婚禮。

此外，屆時還有多位港澳名模為觀眾帶來一場又

一場婚紗匯演，展示當季最時尚的華麗婚紗，另現場有

多項活動，包括「入場抽獎大獎賞」及「生日大哂」等。

日         期：2014 年 8 月 29 日至 31 日

地         點：澳門威尼斯人金光會展中心 A 館

主辦單位：藝嘉公關廣告推廣公司

查詢電話：(853) 2870 3930 / 6639 3909

網         址：www.aplus1996.com

除各式各樣的展品外，大會更設有多場精采表演

節目，屆時，香港女星莊思敏將與現場觀眾大玩遊戲、

互動交流。

日         期：2014 年 8 月 29 日至 31 日

地         點：澳門威尼斯人金光會展中心 B 館

主辦單位：藝嘉公關廣告推廣公司

查詢電話：(853) 2870 3930 / 6639 3909

網         址：www.aplus1996.com

第 30 屆婚紗婚宴美容珠寶展
29-31/08/2014

第 2 屆夏日繽紛購物節
29-31/08/2014

由

由

UPCOMING MICE EVENTS
會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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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

員選舉」於 2014 年 6 月 29 日舉行，400 位委員

順利誕生。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 13 名投票人為工商、

金融界法團代表，履行責任，前往澳門理工學院體育館

投票站進行投票。

13 名投票人分別是副會長何海明，梁樹森；理事

長盧德華；副理事長汪爾達，尹世恩；秘書長林子賢；

常務理事陳小琍，何澤明，潘立峰，林志成，盧德忠；

門會議展覽業協會（以下簡稱「協會」）第三

章第十二、十三及十四條章程修改如下：

第三章：組織架構

第十二條  會長與副會長：

協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二至八人，由會員大會

選舉產生。會長任期三年，可連任一次。會長為協會會

務最高負責人；對外代表協會；對內監督理事會工作，

審查理事會提出的年度工作報告。正、副會長可出席理

事會議，常務理事會議，理、監事聯席會議，有發言權

和表決權。

第十三條  理事會與理事長：

協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由會員大會在基本會員

中選出理事 21 名至 45 名組成之，人數必須為單數。理

事會各成員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會設理事長一

人，副理事長 2 至 8 人。理事長只可連任一次。理事長

理事麥穎茵，洪于德。

協助會長處理對外事務；負責領導理事會處理協會各項

會務，總結與財務預算、結算。副理事長協助理事長工

作，如理事長無暇，由副理事長依次代行理事長職務。

正、副理事長及常務理事由理事會互選產生。理事會認

為必要時，得增設專責委員會，由理事會通過聘任若干

委員組織之。理事會職權如下：

1. 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2. 計劃發展會務；

3. 籌募經費；

4.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議；

5. 在徵得會長同意下依章召開會員大會。

第十四條 

理事會設常務理事 15 至 23 名，定期召開常務理事

會議決策及處理日常會務。除正、副理事長為當然常務

理事外，不足之數，由理事會推選。

澳門特別行政區
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選舉
400 位委員順利誕生  8 月 31 日投選行政長官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章程修改

「

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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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Date

名稱
Name

地點
Venue

聯絡資料
Contact of Information

性質
Nature

7月18~20日
July 18~20

澳門中西美食及文化節
Macau’s Chinese and 
Western Food Culture 
Festival

第 6 屆品牌消費嘉年華
6th Mega Sale Carnival

第二屆港澳優質生活展
Macau Quality Lifestyle 
Festival

第 5 屆電腦及電子
產品節
The 5th Macau Computer 
& Electronics Fair 2014

日本桌遊同人文化祭．
秋夏祭
Japanese Table Games and 
Comic Culture Festival

第 4 屆孕嬰兒用品展暨
教育資源展
4th Baby, Mommy Products 
a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Exhibition

澳門樂活展 2014
Macau Lohas Expo 2014

2014 粵澳名優商品
展銷會
Guangdong & Macao 
Branded Products Fair 2014

青年就業博覽會 2014
Youth Career Expo 2014

路氹金光大道 ® 金光會展™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t The Venetian-Resort-Macao

路氹金光大道 ® 金光會展™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t The Venetian-Resort-Macao

路氹金光大道 ® 金光會展™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t The Venetian-Resort-Macao

皇河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King River Investment Group Ltd
電話 Tel: (853) 2870 1328
網址 Website: www.macau-fair.com

澳門電腦零售協會
Associations - Industry, Commerce and Services
電話 Tel: (853) 2875 3441
網址 Website: www.mcefmacau.com

濠江青年角色扮演者文化協會
Hou Kong Youth Cosplayer Culture Association
電話 Tel: (853) 2870 1328
網址 Website: www.macau-acg.org

展覽
Exhibition

展覽
Exhibition

展覽
Exhibition

展覽
Exhibition

展覽
Exhibition

展覽
Exhibition

展覽
Exhibition

展覽
Exhibition

展覽
Exhibition

顯意會議展覽顧問有限公司
SO-IDEA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onsulting 
Company Limited
電話 Tel: (853) 2871 5709
網址 Website: www.fevershopping.net

澳門青年身心靈環保協會
Macau Body Mind Soul & Environmental 
Friendly Youth Association
電話 Tel: (853) 2872 7562
網址 Website: www.greenmacau.org

澳門智能發展協會
Macau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電話 Tel: (853) 2871 5709
網址 Website: www.macaubmpe.com

澳門樂活產業協會
Macau Lohas Industry Association
電話 Tel: (853) 6212 6622
網址 Website: www.lohasmacau.com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Macao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Institute
電話 Tel: (853 ) 8798 9636
網址 Website: 
        www.guangdongmacaofair.com/

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
Macao New Chinese Youth Association
電話 Tel: (853) 2884 2719
網址 Website: www.my.org.mo/home/?

           action-viewnews-itemid-5220

7月18~20 日
July 18~20

7月18~20 日
July 18~20

7月18~20 日
July 18~20

7月18~20 日
July 18~20

7月18~20 日
July 18~20

7月25~27日
July 25~27

7 月 31~
8 月 3 日
July 31~
August 3

8月9~10 日
August 9~10

2014 年 7 月 ~ 12 月份
澳門主要會展活動預告

澳門漁人碼頭會議展覽中心
Macau  F i s h e rman’s  Wha r f 
Conven t ion  and  Exhib i t ion 
Centre

澳門漁人碼頭會議展覽中心
Macau  F i s h e rman’s  Wha r f 
Conven t ion  and  Exhib i t ion 
Centre

澳門漁人碼頭會議展覽中心
Macau  F i s h e rman’s  Wha r f 
Conven t ion  and  Exhib i t ion 
Centre

澳門漁人碼頭會議展覽中心
Macau Fisherman’s Wharf 
Conven t ion  and  Exhib i t ion 
Centre

澳門漁人碼頭會議展覽中心
Macau Fisherman’s Wharf 
Conven t ion  and  Exhib i t ion 
Centre

澳門漁人碼頭會議展覽中心
Macau  F i s h e rman’s  Wha r f 
Conven t ion  and  Exhib i t ion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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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Date

名稱
Name

地點
Venue

聯絡資料
Contact of Information

性質
Nature

第 2 屆夏日繽紛購物節
2nd Summer Shopping 
Festival

第 13 屆精叻 BB 及兒童
用品展
1 3 t h  B a b y  &  C h i l d 
Products Expo

藝嘉公關廣告推廣公司
A Plus PR & Advertising Company
電話 Tel: (853) 2870 3930
網址 Website: www.aplus1996.com/

藝嘉公關廣告推廣公司
A Plus PR & Advertising Company
電話 Tel: (853) 2870 3930
網址 Website: www.aplus1996.com/

展覽
Exhibition

展覽
Exhibition

路氹金光大道 ® 金光會展™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t The Venetian-Resort-Macao

路氹金光大道 ® 金光會展™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t The Venetian-Resort-Macao

 

9月 5~7 日
September 5~7

第七屆澳門國際房地產
交易會
T h e  7 t h  M a c a u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Fair (Summer) 2014

第八屆亞太經合組織
旅遊部長會議
8 t h  A P E C  T o u r i s m 
Ministerial Meeting

2014 年秋香港潮流
購物展
Hong Kong Trendy Buying 
Expo 2014

國際美食博覽 2014．
國慶
International Food Expo 
2014

第五屆澳門傢俬建材
博覽
The 5th Furniture Selling 
Show

澳門德誠國際傳媒有限公司
Macau Decheng International Media Co., Ltd.
電話 Tel: (853) 2892 0009
網址 Website: www.v-8.cn/

香港寶鑑有限公司
HKE Company Ltd
電話 Tel: (852) 3527 3551
網址 Website: www.happybuy.com.hk/

展覽
Exhibition

會議
Meeting

展覽
Exhibition

展覽
Exhibition

展覽
Exhibition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 
Macau Government Tourist Office
電話 Tel: (853) 2831 5566
網址 Website: www.macautourism.gov.mo/

香港優質商號協會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Quality Brand
電話 Tel: (852) 2146 1999
網址 Website: www.hkqb.com.hk/

澳門世邦傢俬建材有限公司
Macau Support Furniture & Construction 
Materials Company Ltd.
電話 Tel: (853) 6682 3189
網址 Website: www.macausupport.com/

2014 國際家居建材
博覽會
2014 International Home 
Expo

第 30 屆婚紗婚宴美容
珠寶展
30th Wedding, Banquet, 
Beauty & Jewelry Expo

路氹金光大道 ® 金光會展™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t The Venetian-Resort-Macao

展覽
Exhibition

展覽
Exhibition

三立會展服務有限公司
JR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Services Ltd.
電話 Tel: (853) 2871 2929
網址 Website: www.ihemacao.com/

藝嘉公關廣告推廣公司
A Plus PR & Advertising Company
電話 Tel: (853) 2870 3930
網址 Website: www.aplus1996.com/

8月22~24日
August 22~24

8月29~31日
August 29~31

8月29~31日
August 29~31

8月29~31日
August 29~31

澳門漁人碼頭會議展覽中心
Macau  F i s h e rman’s  Wha r f 
Conven t ion  and  Exhib i t ion 
Centre

澳門世邦傢俬建材城

路氹金光大道 ® 金光會展™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t The Venetian-Resort-Macao

路氹金光大道 ® 金光會展™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t The Venetian-Resort-Macao

路氹金光大道 ® 金光會展™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t The Venetian-Resort-Macao

待定
To be advised

9月8~15 日
S e p t e m b e r 
8~15

10月1~4 日
October 1~4

10月1~4 日
October 1~4

10 月 17~19 日
October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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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中國（澳門）
國際汽車博覽會
The 4th China (Macau) 
International Automobile 
Expo

第四屆中國（澳門）
國際遊艇進出口博覽會
The 4th China (Macau) 
International Yacht Import 
and Export Fair

澳門娛樂展
Macao Gaming Show 2014

第 7 屆聖誕繽紛購物節
7th X’mas Shopping 
Festival

亞洲成人博覽 2014
Asia Adult Expo 2014

第七屆澳門國際動漫節
T h e  7 t h  M a c a u 
International Ani-Com 
Expo

路氹金光大道 ® 金光會展™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t The Venetian-Resort-Macao

路氹金光大道 ® 金光會展™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t The Venetian-Resort-Macao

路氹金光大道 ® 金光會展™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t The Venetian-Resort-Macao

路氹金光大道 ® 金光會展™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t The Venetian-Resort-Macao

展覽
Exhibition

展覽
Exhibition

展覽
Exhibition

展覽
Exhibition

展覽
Exhibition

展覽
Exhibition

南光（集團）有限公司
Nam Kwong (Group) Company Ltd.
電話 Tel: (853) 8391 1542      
網址 Website: www.macau-autoshow-nk.com.mo

南光（集團）有限公司
Nam Kwong (Group) Company Ltd.
電話 Tel: (853) 8391 1542      
網址 Website: www.macau-
        yachtshow-nk.com.mo

澳門娛樂設備廠商會
Macau Gaming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電話 Tel: (853) 2878 7250
網址 Website: www.macaogamingshow.com/

藝嘉公關廣告推廣公司
A Plus PR & Advertising Company
電話 Tel: (853) 2870 3930
網址 Website: www.aplus1996.com/

縱延展業有限公司
AAE Company Limited
電話 Tel: (852) 3543 0466
網址 Website: www.asiaadultexpo.com

澳門動漫玩具遊戲商會
Macao Animation Toy Comic Game Chamber 
of Commerce
電話 Tel: (852) 2872 7562
網址 Website: www.macau-acg.org

11 月 7~9 日
November 7~9

11 月 7~9 日
November 7~9

11 月 18~20 日
November 18~20

12 月 6~8 日
December 6~8

12 月 12~14 日
December 12~14

12 月 19~21 日
December 19~21

澳門遊艇會及黑沙海灘
Macau Yacht Club and Hac 
Sa Beach

日期
Date

名稱
Name

地點
Venue

聯絡資料
Contact of Information

性質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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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漁人碼頭會議展覽中心
Macau  F i s h e rman’s  Wha r f 
Conven t ion  and  Exhib i t ion 
Centre

第十九屆澳門國際貿易
投資展覽會 (MIF)
T h e  1 9 t h  M a c a o 
International Trade & 
Investment Fair

第三屆澳門公務機展
The 3rd Macau Business 
Aviation Exhibition

展覽
Exhibition

展覽
Exhibition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Macao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Institute
電話 Tel: (853) 2882 8711
網址 Website: www.mif.com.mo/

南光（集團）有限公司
Nam Kwong (Group) Company Ltd.
電話 Tel: (853) 8391 1542      
網址 Website: www.macau-gwj.com/

澳門國際機場
Macau International Airport

路氹金光大道 ® 金光會展™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t The Venetian-Resort-Macao

10 月 23~26 日
October 23~26

11 月 6~8 日
November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