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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澳門優勢 共建粵港澳大灣區
Leverage Macao's Advantages to Jointly Develop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Greater Bay Area

Chairman Zhang Dejiang held discussion with different parties 
MCEA Vice Chairperson, Eva Lo proposed 3 recommendations on
 integration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張德江委員長與各界人士座談  

盧德華副會長提三點建議融入區域發展

澳門國際會議再傳喜訊  世界排名躍升至72位
Good news on Maca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 global rank uplifted to 72nd



















































央㈽支持澳門㆗葡平台建設高峰會
藉澳門開通更多㆗葡合作㊠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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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會展   MACAU CONVENTION & EXHIBITION

「㆗葡平台」作用是澳門重要㊝勢之㆒

崔世安致歡迎辭表示，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

「粵港澳大灣區」等國家戰略部署，與澳門構建「世界旅

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服務平台」的定位

緊密結合，正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的重要體現。澳門特區

政府已經從戰略上、機制上、資源配置上全面部署，其

中，發揮「中葡平台」作用，是澳門重要的優勢與亮點之

一。

在「中葡平台」建設方面，澳門正在按照中央的指導

精神，落實「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

級 會 議 上

的 共 識 ，

積極配合中

葡合作18項

新舉措的落實

執行，發揮並

進一步提升澳門的

平台作用。

根據第五屆部長級會議上簽署的

《經貿合作行動綱領》，建設好、運用好中葡「一個平

與會嘉賓於高峰會開始前合照

由澳門㈵別行政區政府主辦、國務院國㈲㈾產㈼督管理委員會（以㆘簡稱「國㈾

委」）及㆗央㆟民政府駐澳門㈵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以㆘簡稱「澳門㆗聯辦」）作

為支持單位，澳門經濟㈶政司承辦，澳門貿易投㈾促進局㈿辦的「央㈽支持澳門㆗葡

平台建設高峰會」於2017年5㈪31㈰假澳門威尼斯㆟㈮光會展㆗心佛羅倫斯廳舉行。

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國資

委黨委書記郝鵬、澳門中聯辦主任王志民、中華人民共和

國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特派員葉大波，葡

萄牙外交部對外貿易和投資促進國務秘書高德志，澳門中

聯辦副主任姚堅，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及澳門貿易

投資促進局主席張祖榮等嘉賓出席。

央企、葡語國家及本澳企業代表在互動交流環節發表真知灼見

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表示，按照中央的指導精神，

發揮並進一步提升澳門的平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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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三個中心」，即「中國與葡語國家雙語人才、企業合

作與交流互動信息共享平台」、「中葡中小企業商貿服務

中心」、「中葡經貿合作會展中心」和「葡語國家食品集

散中心」。同時，澳門已經啟動建設的「中國與葡語國家

商貿合作平台綜合體」，集商貿旅遊、經貿洽談、商品展

示、文化展覽、信息交流於一體，將成為中葡合作的新載

體。總體來說，「中葡平台」各項既定工作正在有序推

進，並不斷注入新元素，發展前景令人振奮。尤其是國資

委與各央企的鼎力支持，對澳門務實推進「中葡平台」建

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央㈽加強與澳門及葡語國家戰略合作

郝鵬表示，中央企業大力拓展在葡語國家的海外業

務，建設一批在當地具有示範性和帶動性的重大項目和標

誌性工程，樹立優秀的品牌形象。央企將抓住共建「一帶

一路」的重大歷史機遇，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

力爭在更高的層級、更廣的領域加強與澳門、與各葡語國

家的戰略合作。他提出四點建議，一是認真落實國家戰略

規劃，推動「中葡平台」建設取得新進展；二是全面開展

交流合作，打造共贏發展新模式；三是積極發揮央企優

勢，助力澳門發展取得新成效；四是積極履行社會責任，

為澳門繁榮穩定作出新貢獻。

王志民表示，澳門自回歸以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均

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從港珠澳大橋，到電力、通信、金

融等重要基礎性行業，以及衣食住行等民生行業都離不開

央企的支持，央企是促進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隊和生

力軍。相信央企將進一步把產業創新領先、人才資本集

中、機構網絡龐大等自身優勢，與澳門在區位、制度及社

會環境等方面的獨特有利條件進行深度整合，提升澳門作

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地位和作用。

高德志表示，中國是葡萄牙重要的合作伙伴，並認為

澳門的「中葡平台」很有潛力，葡萄牙希望協助澳門加強

「中葡平台」作用，協助更多葡語國家企業進入澳門及內

地市場，同時協助中國企業走向國際舞台，特別是葡語國

家市場。而「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是非常重要的切入

點，通過網上交易進行食品業務往來個很好的平台，能打

造更多合作關係。參與是次高峰會的葡萄牙企業包括銀

行、金融及信貸機關等各個領域，相信可在不同方面提供

服務。

簽署合作㈿議及備忘錄涉及多㊠合作㊠目

會議上舉行了簽約儀式，共簽署7份合作協議及備忘

錄，涉及葡語國家包括安哥拉、佛得角、莫桑比克、葡萄

牙、央企及本澳企業的合作項目，項目範疇包括電力、鐵

路，旅遊、金融及公路建設等。

此外，在互動交流環節上，央企及葡語國家及本地企

業代表就「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如何加強葡語國家的

合作」及「如何發揮中葡平台作用，助內地、澳門企業

『走出去』」兩個議題發表意見。在此環節上，與會者認

為要高度重視澳門的平台作用，澳門將成為央企愈來愈重

視的連接點，藉此開通更多葡語國家的合作項目。

會上共簽署了7份合作協議及備忘錄 央企支持澳門中葡平台建設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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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帶㆒路」與澳門發展國際研討會
共商建設大計  繪互利合作美好藍圖

由澳門㈵別行政區政府政策研究室、澳門基㈮會及思路智庫聯合主辦的「『㆒帶

㆒路』與澳門發展國際研討會」於2017年6㈪8㉃9㈰㆒連兩㆝假澳門科㈻館會議㆗心

會議廳隆重舉行。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

王志民，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

公署特派員葉大波，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及全國政協副主

席何厚鏵等嘉賓出席研討會，並由思路智庫會長馬志成主

持。

乘「㆒帶㆒路」建設快車  為可持續發展㊟入新動力

崔世安致辭表示，澳門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節點城市，

與絲路沿線國家有著長久的傳統聯繫。澳門經濟社會的發

展歷程，就是一幅厚重而精致的中西貿易往來、文化交

匯、民心相通的畫卷。這是澳門獨特的優勢、寶貴的社會

財富。

澳門特區成立以來，始終如一地貫徹「一國兩制」、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原則，這一制度優勢與澳門自

身優勢的綜合發揮，創造了澳門特區保持經濟穩定、民生

改善、社會和諧、區域合作和國際交往強化的良好態勢。

奠定了澳門積極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國家發展戰略重

要的社會基礎。

目前，澳門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經濟穩中向好的趨

勢明顯，經濟適度多元的步伐更加堅定，愛國愛澳的核心

價值更加鞏固，發展為民、共建共享的目標更加清晰。儘

管前進的道路不會平坦，澳門特區政府有勇氣、有能力，

與廣大居民一起，堅持「一國」原則，善用「兩制」優

勢。落實特區五年發展規劃與國家「十三五」規劃的對

接，努力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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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定位與「一帶一路」建

設、與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緊密結合，把握全球化的趨勢、

發展的大勢、祖國崛起的時勢，乘上「一帶一路」建設的

快車，為澳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注入新動力，為增進民

生福祉裝上新引擎，讓廣大居民有更多的參與感和獲得

感。

澳門發揮獨㈵㊝勢  多方融入「㆒帶㆒路」建設

商務部副部長王炳南致辭表示，中國商務部將積極支

持澳門發揮獨特優勢作用，多方面參與和融入「一帶一

路」建設。一是支持澳門充分利用中葡論壇等經貿合作平

台，主動對接「一帶一路」。未來將繼續支持澳門發揮平

台作用，以共商合作、共建平台、共享發展理念為引領，

積極落實「中葡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的成果，不斷深

化與葡語國家的合作，歡迎各國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

參與者、貢獻者、受惠者。

二是支持澳門深化與內地合作，共享「一帶一路」發

展機遇。未來將加快 CEPA 升級工作的步伐，為澳門及內

地的經濟合作營造更為有利的環境，支持澳門深化與沿海

省區市的合作，創新合作模式，提升合作水平，共同開發

「一帶一路」的沿線市場。

三是支持澳門實現經濟多元可持續發展，助力「一帶

一路」建設。會展領域，未來將加強兩地在訊息交流、資

源共享、人員培訓、宣傳招商等方面的合作，聯合參與更

多國際會展活動。電子商貿領域，支持兩地跨境電商合

作，鼓勵第三方支付企業到澳門開展業務，進一步推動業

界發展合作。金融領域，商務部支持澳門發展特色金融，

發展成為「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融資平台，打

造中國與葡語國家人民幣結算中心。

研討會進一步探討了澳門如何參與「一帶一路」戰略

以迎接澳門新一輪的發展，受邀出席的嘉賓有來自中國、

葡萄牙、泰國、巴西等國前任政要、海外商界、僑界領

袖，國際、國內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以及本澳各界人士

齊聚會場，共商「一帶一路」建設大計，共繪互利合作的

美好藍圖。

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致歡迎辭

一眾嘉賓在「『一帶一路』與澳門發展國際研討會」開幕式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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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帶㆒路」與澳門發展國際研討會
共商建設大計  繪互利合作美好藍圖

由澳門㈵別行政區政府政策研究室、澳門基㈮會及思路智庫聯合主辦的「『㆒帶

㆒路』與澳門發展國際研討會」於2017年6㈪8㉃9㈰㆒連兩㆝假澳門科㈻館會議㆗心

會議廳隆重舉行。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

王志民，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

公署特派員葉大波，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及全國政協副主

席何厚鏵等嘉賓出席研討會，並由思路智庫會長馬志成主

持。

乘「㆒帶㆒路」建設快車  為可持續發展㊟入新動力

崔世安致辭表示，澳門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節點城市，

與絲路沿線國家有著長久的傳統聯繫。澳門經濟社會的發

展歷程，就是一幅厚重而精致的中西貿易往來、文化交

匯、民心相通的畫卷。這是澳門獨特的優勢、寶貴的社會

財富。

澳門特區成立以來，始終如一地貫徹「一國兩制」、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原則，這一制度優勢與澳門自

身優勢的綜合發揮，創造了澳門特區保持經濟穩定、民生

改善、社會和諧、區域合作和國際交往強化的良好態勢。

奠定了澳門積極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國家發展戰略重

要的社會基礎。

目前，澳門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經濟穩中向好的趨

勢明顯，經濟適度多元的步伐更加堅定，愛國愛澳的核心

價值更加鞏固，發展為民、共建共享的目標更加清晰。儘

管前進的道路不會平坦，澳門特區政府有勇氣、有能力，

與廣大居民一起，堅持「一國」原則，善用「兩制」優

勢。落實特區五年發展規劃與國家「十三五」規劃的對

接，努力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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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定位與「一帶一路」建

設、與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緊密結合，把握全球化的趨勢、

發展的大勢、祖國崛起的時勢，乘上「一帶一路」建設的

快車，為澳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注入新動力，為增進民

生福祉裝上新引擎，讓廣大居民有更多的參與感和獲得

感。

澳門發揮獨㈵㊝勢  多方融入「㆒帶㆒路」建設

商務部副部長王炳南致辭表示，中國商務部將積極支

持澳門發揮獨特優勢作用，多方面參與和融入「一帶一

路」建設。一是支持澳門充分利用中葡論壇等經貿合作平

台，主動對接「一帶一路」。未來將繼續支持澳門發揮平

台作用，以共商合作、共建平台、共享發展理念為引領，

積極落實「中葡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的成果，不斷深

化與葡語國家的合作，歡迎各國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

參與者、貢獻者、受惠者。

二是支持澳門深化與內地合作，共享「一帶一路」發

展機遇。未來將加快 CEPA 升級工作的步伐，為澳門及內

地的經濟合作營造更為有利的環境，支持澳門深化與沿海

省區市的合作，創新合作模式，提升合作水平，共同開發

「一帶一路」的沿線市場。

三是支持澳門實現經濟多元可持續發展，助力「一帶

一路」建設。會展領域，未來將加強兩地在訊息交流、資

源共享、人員培訓、宣傳招商等方面的合作，聯合參與更

多國際會展活動。電子商貿領域，支持兩地跨境電商合

作，鼓勵第三方支付企業到澳門開展業務，進一步推動業

界發展合作。金融領域，商務部支持澳門發展特色金融，

發展成為「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融資平台，打

造中國與葡語國家人民幣結算中心。

研討會進一步探討了澳門如何參與「一帶一路」戰略

以迎接澳門新一輪的發展，受邀出席的嘉賓有來自中國、

葡萄牙、泰國、巴西等國前任政要、海外商界、僑界領

袖，國際、國內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以及本澳各界人士

齊聚會場，共商「一帶一路」建設大計，共繪互利合作的

美好藍圖。

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致歡迎辭

一眾嘉賓在「『一帶一路』與澳門發展國際研討會」開幕式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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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開啟政府與民間共同參與
國家戰略序幕

「『㆒帶㆒路』與澳門發展國際研討會」於6㈪9㈰圓滿閉幕。在為期兩㆝的會議

㆗，來㉂海內外政、商、㈻、研等各界㆟士暢所欲言，積極建言獻策，共商「㆒帶㆒

路」建設大計，共繪互利合作的美好藍圖。

㆕場嘉賓對話探討「㆒帶㆒路」合作

研討會共舉行了四場嘉賓對話。第一場嘉賓對話會聚

焦澳門如何攜手閩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議題，由澳門

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思路智庫理事長郝雨凡教授主

持，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院長王珺教授，中山大學粵港澳發

展研究院首席專家、副院長陳廣漢教授，中國（深圳）綜

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博士，華僑大學閩澳研究

所所長、旅遊安全研究院院長鄭向敏教授，澳門科技大學

副校長、研究生院院長龐川教授，就澳門在區域合作中的

優勢、提升澳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

能等，先後發表了意見。

第二場嘉賓對話會由澳門基金會研究所副所長楊道匡

博士主持，香港大學名譽教授、香港規劃師學會前會長

凌嘉勤教授，暨南大學21世紀絲綢之路研究院副院長陳定

定教授，香港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陳文鴻博士，

澳門立法會議員、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會長蕭志偉，澳

門旅遊學院院長黃竹君博士，澳門大學校長辦公室主任、

澳門經濟學會理事長柳智毅博士，圍繞粵港澳大灣區、東

南亞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議題，就發揮澳門自身的

獨特作用，進行了深入交流。

第三場嘉賓對話會圍繞澳門如何攜手葡語國家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議題展開，由澳門城市大學經濟研究所

所長邱曉華教授主持，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賴小民，南光（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傅建國，中國

銀行澳門分行副行長陳曉平，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李向玉教

授，澳門城市大學校長張曙光教授，從各自領域就澳門充

分利用「一個平台」、攜手葡語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建

設，作了積極展望。

第四場嘉賓對話會以澳門助力「一帶一路」民心相通

為議題，由中國聯合國協會會長、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理

事、前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特派員盧樹民

主持，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馬有禮，中華文化交流協會會

長李沛霖，澳門歸僑總會會長劉藝良，印尼一帶一路獎學

基金創辦人、印尼朝暉集團董事總經理司徒荻林，澳門青

年聯合會會長莫志偉，分別聯繫自己所代表的社團（企

業），就澳門發揮自身獨特優勢，推動民間交往，促進中

國與東南亞國家、葡語國家民心相通工作，提出了深具建

設性的意見和建議。

四場嘉賓對話會設互動環節，與會人士踴躍發言，嘉

賓積極回應，現場氣氛熱烈。與會人士普遍認為，「一帶

一路」建設為澳門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而澳門參與

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是具有獨特優勢，前景廣闊，澳

門必將在助力國家發展戰略過程中實現自身的更大發展。

簽訂合作㈿議聚焦「㆒帶㆒路」建設研究

研討會閉幕時，在暨南大學黨委書記林如鵬、暨南大

學校友總會會長馬有恆、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

吳志良的見證下，暨南大學21世紀絲綢之路研究院副院長

陳定定與思路智庫會長馬志成代表雙方進行了合作協議簽

約儀式，雙方確認首階段的合作重點將聚焦於「一帶一

路」建設研究。

閉幕式由郝雨凡教授作總結發言。他高度評價了本次

會議所取得的積極成果，衷心感謝與會嘉賓提出的真知灼

見和澳門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他說，此次研討會由特區

政府與民間智庫共同舉辦，開啟了澳門政府與民間合作共

同參與國家戰略的序幕，今後要進一步凝聚各方共識，集

思廣益，共同促進澳門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交流、合作和

發展。

本次研討會是澳門特區政府與民間智庫聯合開展學術

探討活動的有益嘗試，主辦單位期望藉此能進一步提升澳

門社會各界對「一帶一路」的認知度和參與感，推動各界

共同謀劃澳門未來可行的參與路徑，為澳門經濟社會的可

持續發展開創新的篇章。

各界人士齊聚會場，共商「一帶一路」建設大計

嘉賓們參觀澳門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圖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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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開啟政府與民間共同參與
國家戰略序幕

「『㆒帶㆒路』與澳門發展國際研討會」於6㈪9㈰圓滿閉幕。在為期兩㆝的會議

㆗，來㉂海內外政、商、㈻、研等各界㆟士暢所欲言，積極建言獻策，共商「㆒帶㆒

路」建設大計，共繪互利合作的美好藍圖。

㆕場嘉賓對話探討「㆒帶㆒路」合作

研討會共舉行了四場嘉賓對話。第一場嘉賓對話會聚

焦澳門如何攜手閩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議題，由澳門

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思路智庫理事長郝雨凡教授主

持，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院長王珺教授，中山大學粵港澳發

展研究院首席專家、副院長陳廣漢教授，中國（深圳）綜

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博士，華僑大學閩澳研究

所所長、旅遊安全研究院院長鄭向敏教授，澳門科技大學

副校長、研究生院院長龐川教授，就澳門在區域合作中的

優勢、提升澳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

能等，先後發表了意見。

第二場嘉賓對話會由澳門基金會研究所副所長楊道匡

博士主持，香港大學名譽教授、香港規劃師學會前會長

凌嘉勤教授，暨南大學21世紀絲綢之路研究院副院長陳定

定教授，香港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陳文鴻博士，

澳門立法會議員、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會長蕭志偉，澳

門旅遊學院院長黃竹君博士，澳門大學校長辦公室主任、

澳門經濟學會理事長柳智毅博士，圍繞粵港澳大灣區、東

南亞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議題，就發揮澳門自身的

獨特作用，進行了深入交流。

第三場嘉賓對話會圍繞澳門如何攜手葡語國家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議題展開，由澳門城市大學經濟研究所

所長邱曉華教授主持，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賴小民，南光（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傅建國，中國

銀行澳門分行副行長陳曉平，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李向玉教

授，澳門城市大學校長張曙光教授，從各自領域就澳門充

分利用「一個平台」、攜手葡語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建

設，作了積極展望。

第四場嘉賓對話會以澳門助力「一帶一路」民心相通

為議題，由中國聯合國協會會長、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理

事、前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特派員盧樹民

主持，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馬有禮，中華文化交流協會會

長李沛霖，澳門歸僑總會會長劉藝良，印尼一帶一路獎學

基金創辦人、印尼朝暉集團董事總經理司徒荻林，澳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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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再獲「國際順風會亞洲區年會」
2018年主辦權

澳門致力推進以「會議為先」的會展業發展方向，繼2017年1㈪作為首個㆗國內

㆞境外㆞區的主辦方並成功舉辦「第㈩㆔屆㆗國會展經濟國際合作論壇」(CEFCO 

2017) 後，近㈰再傳來好消息，成功引進「第47屆國際順風會亞洲區年會」(47th Skål 

Asian Area Congress) 於2018年落戶澳門舉行，是繼1996年及2007年後，該會第㆔次

在澳舉辦。同時，㆖述會議為國際會議㈿會 (ICCA) 認可之國際㈿會會議活動。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執行委員劉關華聯同澳門旅遊局

副局長程衛東及澳門國際順風會會長安棟樑於2017年5月

13至14日出席在巴林舉辦之「第46屆國際順風會亞洲區年

會」。會議期間劉關華向與會嘉賓推介了澳門會展業發展

優勢。

同時是次會議宣佈「第47屆國際順風會亞洲區年會」

將於2018年落戶澳門舉行。劉關華及安棟樑到台上接受旗

幟並歡迎在場的與會者在2018年蒞澳參會。澳門國際順風

會會長安棟樑表示主辦方選擇會議再度落戶澳門，一方面

是由於澳門致力打造「一中心（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一

平台（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澳門具有

中西文化交融的獨特旅遊資源，透過舉辦國際會議活動，

有助於提升澳門旅遊會展產業的國際能見度；同時亦因應

澳門積極推動成為 MICE 目的地，周邊的軟硬件配套迅速

發展，因而吸引亞洲以至世界各地的客商「走進」澳門。

國際順風會 (Skål International) 是匯聚旅遊業界各個

領域人士的國際性組織，總部設於西班牙，宗旨為推廣旅

遊和增進業界聯繫及友誼。目前為止，該會是全球極具規

模齊集世界各地旅遊精英人士的同類組織，成員來自

國家/地區旅遊局、航空公司、郵輪公司、旅行社、酒店、

會議展覽公司、租車公司、主題樂園、專業旅遊媒體等。

國際順風會在全球八十五個國家/地區共有四百個聯誼社，

會員超過一萬七千名，該會每年於不同城市舉辦年會，包

括：關島、印度、印度尼西亞、日本、韓國、馬來西亞、

毛里求斯、尼泊爾、菲律賓、新加坡、斯里蘭卡及泰國

等。澳門國際順風會曾於1996年及2007年舉辦第二十五屆

及第三十六屆國際順風會亞洲區年會。

貿促局劉關華執行委員、旅遊局程衛東副局長、澳門國際順風會安棟樑會長、國際順風會會長David Fisher(左二)、

國際順風會亞洲區會長Robert Sohn(右一)、巴林國際順風會會長Mohamed Buzizi(右二)向與會嘉賓祝酒

㈾料來源：澳門貿易投㈾促進局

CEPA 將全面升級以配合發展所需

《內㆞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以㆘簡稱 CEPA) 於2004年起正

式實施，㉃今已㈩㆕年，因應國家在「㈩㆔㈤」規劃綱要提出「加大內㆞對港澳開放

力度，推動內㆞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升級」，澳門㈵區政府和國家商

務部已正式啟動 CEPA 全面升級的磋商工作，透過完善和理順 CEPA 文本現㈲條文

和內容，㈵別是關於投㈾保障和經濟技術合作的領域，對 CEPA 進行全面升級，計

劃於今年年底完成磋商並進行簽署。
㈾料來源：經濟㈶政司司長辦公室

商務部台港澳司司長孫彤一行於6月8日和經濟財政司

司長辦公室主任丁雅勤等舉行會議，就 CEPA 升級進行磋

商。會上，商務部代表介紹了 CEPA 全面升級的方向和思

路，指出特別在經濟技術合作方面，將把一些有助促進澳

門產業適度多元發展的領域列為磋商重點。丁雅勤感謝商

務部對澳門特區工作的長期支持，表示 CEPA 升級版內容

有利促進澳門特區的「中葡平台」建設和參與國家「一帶

一路」建設。

自2004年實施 CEPA 後，澳門特區政府和國家商務部

每年都簽訂補充協議，至2013年共簽訂了10個 CEPA 補充

協議。CEPA 協議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貿易投資便

利化三個經貿領域。為落實中央「十二五」規劃中內地與

澳門實現服務貿易基本自由化的工作目標，2014年雙方簽

署了《CEPA 關於內地在廣東與澳門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

由化的協議》，率先在廣東省內實現與澳門服務貿易自由

化；2015年又簽署了《CEPA 服務貿易協議》，標誌着在

內地全境與澳門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為配合發展所

需，國家商務部正和澳門特區政府對 CEPA 全面升級展開

研究磋商，計劃於今年年底完成磋商並進行簽署。

商務部台港澳司司長孫彤和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主任丁雅勤等就 CEPA 升級進行磋商

會展焦點MICE Focus 會展焦點MICE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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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促局辦會展工作坊提升本㆞業界競爭力

澳門貿易投㈾促進局於2017年5㈪24㈰在澳門商務促進㆗心舉辦「澳門會展工作

坊  - 會 展 品 牌 建 立 及 產 品 推 廣 」 (Macao MICE Industry Workshop - Creating a 

MICE Brand and Product Offering)，吸引超過50位來㉂本澳酒店業、展覽及會議㆗

心、專業會展組織單位、目的㆞管理公司及行業㈿會出席。與會者認為工作坊實務性

強，㈲利提升業界專業㈬平。
㈾料來源：澳門貿易投㈾促進局

為積極配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以「會議為先」的會

展業發展方向，致力促進澳門會展業發展，澳門貿易投資

促進局作為全面統籌本澳會展業發展的專責部門，一直致

力舉辦各類會展專題講座及工作坊，提升業界的專業水

平。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執行委員劉關華致歡迎辭時表

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與本地會展業界在推動澳門會展

業發展上一直保持良好的溝通及合作。同時在國際會議協

會 (ICCA) 發佈的《2016年國際協會會議市場年度報告》

中反映，澳門在全球城市排名由2015年的93名躍升至72

名；亞太區域城市排名亦升至17名，報告亦認可了37項在

澳舉行的國際協會會議活動，為歷來最多，整體成績令人

鼓舞。

是次工作坊由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會展顧問、擁有逾

20多年在國際會展業市場營銷和競投管理經驗的邁克．威

廉士 (Mike Williams) 主持。工作坊重點討論如何建立澳門

的「會議」品牌形象，提升會展業發展及競爭優勢，分析

會展客戶的需求和服務期望，以獨特的銷售策略，招攬及

引進更多的國際會展活動在澳門舉辦等。同時，是次工作

坊加深與會者對會展市場與客戶需求方面的認識，於產品

推廣服務中更能了解和滿足客戶的真正需求，增強自身的

競爭力。

此外，工作坊亦邀請到本澳中南區、北區及離島工商

聯會代表介紹最新之社區活動，鼓勵會展客商走進澳門社

區，推動社區經濟發展。大部份與會者認為透過是次工作

坊有助業界加強在實務工作中，市場營銷及推廣方面的知

識及技巧，提升業界的專業水平，同時藉此機會促進業界

間的交流。

與會者認為工作坊實務性強，有利提升業界專業水平

㈥位專家化身澳門「會議大使」助力爭取
更多國際性會議落戶澳門

為配合澳門㈵區政府以「會議為先、精準扶持」的施政方針，積極爭取更多區域

性/國際性會議落戶澳門，促進本澳與國際交流，帶動本澳各行業成長與發展，澳門

貿易投㈾促進局展開「會議大使」計劃，積極邀請6位海內外各領域的知㈴及權威㆟

士擔任澳門的「會議大使」，共同推動澳門會展業發展。
㈾料來源：澳門貿易投㈾促進局

「會議大使」是澳門特區政府與各領域傑出人士共同

攜手，推動澳門會展業及扶助澳門專業領域發展的重大計

劃，旨在通過「會議大使」自身在國內外專業領域內的影

響，協同澳門相關單位，推介澳門舉辦國際會議的優勢，

澳門特區政府將與「會議大使」進行多方面協作，共同爭

取各類國內外會議在澳門舉辦。

該6位「會議大使」來自醫學、建築、體育、資訊以及

化學等領域，分別是：世界牙科聯盟前主席  Orlando 

Monteiro Da Silva，原國家科學技術部部長朱麗蘭，中國工

程院院士何鏡堂，前國家隊體操運動員李寧，著名分子遺

傳學專家徐立之及澳門科技發展基金項目顧問委員會委員

劉炯朗。

各「會議大使」的簡歷如㆘：

Orlando Monteiro Da Silva：著名牙科專家，世界牙科

聯盟前主席、歐洲牙醫協會前主席、現任葡萄牙牙科協會

主席，一直積極支持澳門舉辦「中葡語系牙科會議」。

朱麗蘭：著名戰略科學家、化學家，原國家科學技術

部部長、曾任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主

任委員，現任澳門科技委員會顧問、澳門科學技術獎獎勵

評審委員會主席。

何鏡堂：著名建築師，中國工程院院士、華南理工大

學建築學院及建築設計研究院院長、國家特許一級註冊建

築師，曾主持設計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中國館、澳門大

學新校舍等。

李寧：著名企業家、運動員，前國家隊體操運動員、

奧運冠軍、曾先後摘取十四項世界冠軍及一百多枚金牌，

退役後成功由知名運動員轉型為企業家、創立中國知名體

育品牌企業。

徐立之：著名分子遺傳學專家，加拿大皇家學會院

士、倫敦皇家學會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中國

科學院外籍院士、澳門大學榮譽博士、澳門科學技術獎獎

勵評審委員會成員，曾帶領香港大學醫學院團隊最先發現

非典型肺炎 SARS （沙士）冠狀病毒和傳播方法，並且研

製出血清快速測試法。

劉炯朗：著名資訊科技專家，少年時期於澳門接受教

育，擅長於半導體、晶片設計、電腦等，曾於美國麻省理

工學院、伊利諾大學任教，並擔任過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

助理副校長及台灣清華大學校長職務，現任澳門科技發展

基金項目顧問委員會委員、澳門科學技術獎獎勵評審委員

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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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區政府將與「會議大使」進行多方面協作，共同爭

取各類國內外會議在澳門舉辦。

該6位「會議大使」來自醫學、建築、體育、資訊以及

化學等領域，分別是：世界牙科聯盟前主席  Orlando 

Monteiro Da Silva，原國家科學技術部部長朱麗蘭，中國工

程院院士何鏡堂，前國家隊體操運動員李寧，著名分子遺

傳學專家徐立之及澳門科技發展基金項目顧問委員會委員

劉炯朗。

各「會議大使」的簡歷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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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前主席、歐洲牙醫協會前主席、現任葡萄牙牙科協會

主席，一直積極支持澳門舉辦「中葡語系牙科會議」。

朱麗蘭：著名戰略科學家、化學家，原國家科學技術

部部長、曾任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主

任委員，現任澳門科技委員會顧問、澳門科學技術獎獎勵

評審委員會主席。

何鏡堂：著名建築師，中國工程院院士、華南理工大

學建築學院及建築設計研究院院長、國家特許一級註冊建

築師，曾主持設計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中國館、澳門大

學新校舍等。

李寧：著名企業家、運動員，前國家隊體操運動員、

奧運冠軍、曾先後摘取十四項世界冠軍及一百多枚金牌，

退役後成功由知名運動員轉型為企業家、創立中國知名體

育品牌企業。

徐立之：著名分子遺傳學專家，加拿大皇家學會院

士、倫敦皇家學會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中國

科學院外籍院士、澳門大學榮譽博士、澳門科學技術獎獎

勵評審委員會成員，曾帶領香港大學醫學院團隊最先發現

非典型肺炎 SARS （沙士）冠狀病毒和傳播方法，並且研

製出血清快速測試法。

劉炯朗：著名資訊科技專家，少年時期於澳門接受教

育，擅長於半導體、晶片設計、電腦等，曾於美國麻省理

工學院、伊利諾大學任教，並擔任過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

助理副校長及台灣清華大學校長職務，現任澳門科技發展

基金項目顧問委員會委員、澳門科學技術獎獎勵評審委員

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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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國際會議再傳喜訊  世界排㈴躍升㉃72位

國際會議㈿會 (ICCA) 早前發佈了《2016年國際㈿會會議市場年度報告》。當㆗

澳門獲得多㊠評比均㈲㆖升，成績令㆟鼓舞，包括：全球城市排㈴由2015年的93㈴躍

升㉃72㈴；亞太區域城市排㈴亦升㉃17㈴，同時認可了37㊠在澳舉行的國際㈿會會議

活動，為歷來最多。

㈾料來源：澳門貿易投㈾促進局

ICCA 是目前全球會議業界最具代表性的組織，成立於

1963年，至今已擁有全球約100個國家及地區、逾1,000個

政府組織、會展相關公司、會展中心加入成為會員。每年 

ICCA 針對全球各國家及地區/城市所統計撰寫的國際協會

會議數目排名報告，為全球會議產業極具權威與公信力指

標之一，亦是專業會議組織者選取理想會議舉辦地的重要

參考資料。澳門現時有7個單位加入成為 ICCA 會員，類別

涵蓋政府部門、酒店、專業會議組織者及會議服務供應

商。

ICCA 評比要求嚴格，列入統計的會議必須由國際性協

會/組織定期舉辦（不含公司會議）、輪流在3個或以上國

家 /地區召開及參會人數不少於50人。根據最新發佈的

《2016年國際協會會議市場年度報告》，共認可了37項在

澳舉行的國際協會會議活動，較2015年的28項增加了9

項，為歷來最多；按亞太區城市排名，澳門於2016年名列

17，相比2015年上升了4名；而按全球城市排名，澳門繼

2015年首度躋身全球百名後，2016年再下一城名列72，相

比2015年的93名上升了21名，排名超過了澳大利亞的布里

斯班、新西蘭的奧克蘭、韓國的釜山和濟州等城市，反映

澳門對全球會議活動及參會代表的吸引力正逐步增加，進

一步邁向以「會議為先」的會展業發展方向。隨著大型會

展設施的逐漸落成，本澳會展業得以迅速發展，吸引更多

國際性會議活動紛紛選址在澳門舉行。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自2012年8月正式加入 ICCA 成為

會員，一直積極參與 ICCA 的各項活動，藉此與世界各地

的會議管理者、專業會議組織者和國際會議相關機構進行

雙向交流。同時，該局推出「會展競投及支援『一站式』

服務」，為有意在澳門籌辦活動的會展組織者提供支援服

務，並透過擁有超過17,000項全球會議資料的 ICCA 線上

資料庫，搜尋潛在會議並競投在澳門舉行，吸引更多國際

會議組織者前來澳門舉辦會展活動。

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公佈，2016年在澳舉辦的會展

活動共1,276項，其中公司會議為693項（佔54.4%）、協會/組

織會議為336項（佔26.3%，包括 ICCA 認可的國際協會會

議及其他協會會議）、大型會議為43項（佔3.4%）、展覽

為55項（佔4.3%）。

ICCA發佈《2016年國際協會會議市場年度報告》

2016年亞太區城市排㈴

澳門2016年與2015年ICCA排㈴比較表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59

34
20 21

17

263

156

101
93

72

按亞太區城市排㈴

按全球城市排㈴

國際會議㈿會（ICCA)澳門排㈴

年份

按亞太區城市排㈴ 按全球城市排㈴ 城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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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17

18

19

6

10

12

15

19

72

74

76

20 79

...... ...

新加坡

首爾

曼谷

北京

香港

澳門

阿布扎比

布里斯班

奧克蘭

國際㈿會會議數目

按亞太區城市排㈴

按全球城市排㈴

2015年 2016年 差異（2016年對⽐2015年）

28 37

21 17

93 72

9

4

21

21

22

84

85

釜山

濟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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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會展   MACAU CONVENTION & EXHIBITION 039澳門會展  MACAU CONVENTION & EXHIBITION 

業界慶㈷「全球展覽㈰」  青年委員會正式成立

6㈪7㈰是由國際展覽業㈿會 (UFI) 與國際展覽及活動㈿會 (IAEE) 共同推動的

「全球展覽㈰」。澳門會議展覽業㈿會、澳門展貿㈿會、澳門廣告商會及澳門會展產

業聯合商會於㆘午3時在澳門㆗華總商會4樓共同舉辦慶㈷活動，澳門會議展覽業㈿會

青年委員會正式成立。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

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姚堅，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主

席張祖榮、執行委員劉關華，澳門中華總商會副理事長

何佩芬，國際展覽業協會 (UFI) 代表拜爾 (Jorg Beier) 等

嘉賓出席。

澳門會展國際認受性不斷提高

張祖榮致辭表示，經過近年來澳門特區政府及業界的

共同努力，澳門會展業已取得一定基礎，有效促進澳門及

粵港澳大灣區、泛珠省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葡語

國家的經貿交流。今年首季澳門共舉辦7個展覽會，吸引

超過22萬人次參與，較去年同季升60.8%。與此同時，

「澳門娛樂展」剛於今年三月份獲 UFI 認證，成為澳門第

7個獲 UFI 認證的展會，可見澳門會展的國際認受性不斷

提升。

在特區政府支持下，業界近年積極與國際會展權威組

織合作，例如引入註冊會展經理培訓課程 (CEM)、高級會

展管理國際認證課程 (EMD) 等國際專業認證培訓和考核，

有助提升年輕從業人員的專業及國際認受性。CEM 已引入

超過十年，目前中國的 CEM 數量超過900名，澳門 CEM 

畢業生已超過200名，成為全國產出 CEM 最多的城市之

一。

拜爾表示，據 UFI 統計，全球展覽業每年帶來2.6億旅

客及440萬個參展商，共產生980億歐元的收入。同時，會

展業對工作崗位、商貿、創新創業及當地投資等領域產生

積極影響，其中展覽業支出效益的一半會直接作用於當地

發展，另一半則提升會展業自身。

㈤年內成亞太區前㈩㈴會議城市

其後，在梁維特司長及段洪義會長見證下，青年委員

會主任潘耀榮帶領一眾委員宣誓，潘耀榮致辭表示，適逢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成立15周年，青年委員會的成立意義

重大。澳門會議業在國際排名72位，亞太區名列17位，成

績有目共睹，承諾團結業界年青人，繼續發展澳門會展

業。期望各位多加指導及支持，使澳門在五年內成為亞太

區前十名的會議城市。

同期舉辦的活動還包括澳門展貿協會的「澳門傑出環

保企業頒獎禮」、澳門廣告商會與澳門持續進修中心簽署

的「廣告會展業人才實習計劃」，以及澳門會展產業聯合

商會與亞洲最大遊艇展覽－海天盛筵舉行的簽約儀式。

在梁維特司長及段洪義會長見證下，青年委員會主任潘耀榮帶領一眾委員宣誓

逾百位業界代表慶祝「全球展覽日」

青委會成立

Establishment of MCEA – Youth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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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屆亞太開發性㈮融機構㈿會年會
與會者滿意會議安排留㆘深刻㊞象

040

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澳門會展   MACAU CONVENTION & EXHIBITION

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041澳門會展  MACAU CONVENTION & EXHIBITION 

主禮嘉賓為活動揭開序幕

由亞太開發性㈮融機構㈿會主辦，國家開發銀行、澳門貿易投㈾促進局、澳門銀

行公會、澳門會議展覽業㈿會支持及澳門博覽集團㈲限公司承辦的「第40屆亞太開發

性㈮融機構㈿會年會」(40th ADFIAP) 於2017年5㈪10㈰㉃12㈰㆒連㆔㆝在澳門舉行，

會議獲國際會議㈿會 (ICCA) 認可。

開幕儀式於11日上午9時30分假澳門科學館會議展覽

中心舉行，主禮嘉賓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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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宏，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政策研究室參贊冉波，澳門貿

易投資促進局主席張祖榮，澳門銀行公會副主席歐陽耀光，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理事長何海明，亞太開發性金融機構協
嘉賓與參會者合影留念

會主席費爾南多 (Arjun Rishya Fernando)，國家開發銀

行國際金融局對外合作主任李詩陽及亞太開發性金融機

構協會 Octavio B. Peralta。

促進亞太區㈮融發展

張祖榮致歡迎辭表示，特區政府致力通過發展新興

產業，包括會展業、中醫藥產業及特色金融業等，促進

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用好用足澳門獨有優勢。澳門簡單

低稅制、資本進出自由，沒有外匯管制，歡迎內地及國

際投資者來澳開展業務。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作為政府

專責促進本地對外貿易並引進投資的部門，一直致力為

投資者提供優質服務，包括協助投資者在澳成立公司的

「一站式」服務，歡迎隨時聯繫。

費爾南多表示，希望透過會議把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和相關問題，互相交流意見和分享經驗，同時希望眾人

都可從分享者個人及專業意見中獲益。會議期間，澳門

貿易投資促進局向各參會代表介紹澳門經濟及投資環

境，希望尋求未來的合作機會。

是次年會的主題為「開發性金融機構與可持續發展

目標、機遇與挑戰」，旨在匯聚亞太區的開發性金融機

構，就開發性金融機構發展的途徑和方法進行探討，這

對亞太地區開發性金融機構如何推動和促進本國經濟和

地區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對於本澳發展特色金融具有重

要意義。

會議助尋未來合作商機

會議吸引了澳洲、孟加拉、白俄羅斯、不丹、柬埔寨、

加拿大、中國、北馬里亞納群島、密克羅尼西亞聯邦、斐濟

群島、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日本、馬來西亞、蒙古、

尼泊爾、阿曼蘇丹國、帕勞共和國、菲律賓、俄羅斯聯邦、

薩摩亞、斯里蘭卡、土耳其、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

圖瓦盧、美國、越南、香港及澳門等30多個國家和地區逾百

多位開發金融機構及國家開發銀行的行長、董事長、總經理

等高層代表來澳參會。期間，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向各參會

代表介紹澳門經濟及投資環境，尋求未來的合作機會。

據了解，與會代表普遍對會議及澳門的印象良好，國家

開發銀行國際金融局對外合作主任李詩陽表示，美麗、充滿

活力且現代化的澳門給所有代表留下深刻印象。

亞太開發性金融機構協會成立於1976年，總部設在馬尼

拉，是區域性國際金融組織，由亞太地區開發性銀行及參與

地區開發融資的金融機構組成，現擁有45個國家的131位成

員，已成為亞洲開發銀行及其附屬機構所組織的業務培訓、

顧問和諮詢、資訊技術及投資業務的促進中心，中國國家開

發銀行為其理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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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亞太開發性㈮融機構㈿會主辦，國家開發銀行、澳門貿易投㈾促進局、澳門銀

行公會、澳門會議展覽業㈿會支持及澳門博覽集團㈲限公司承辦的「第40屆亞太開發

性㈮融機構㈿會年會」(40th ADFIAP) 於2017年5㈪10㈰㉃12㈰㆒連㆔㆝在澳門舉行，

會議獲國際會議㈿會 (ICCA) 認可。

開幕儀式於11日上午9時30分假澳門科學館會議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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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與參會者合影留念

會主席費爾南多 (Arjun Rishya Fernando)，國家開發銀

行國際金融局對外合作主任李詩陽及亞太開發性金融機

構協會 Octavio B. Pera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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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銀行為其理事單位。



042  澳門會展   MACAU CONVENTION & EXHIBITION 043澳門會展  MACAU CONVENTION & EXHIBITION 

㈾料來源：澳門貿易投㈾促進局

「第39屆亞太牙科聯盟年會」(APDC 2017) 於2017年5㈪22㉃25㈰假澳門威尼斯㆟

－度假村－酒店順利舉行，活動規模達2,000㆟，來㉂約40個國家㆞區的口腔㊩生業

界齊聚澳門共襄盛事。為更好發揮澳門作為㆗國與葡語國家的橋樑作用，今年首設 

China Room（㆗國會議室），邀請了多㈴㆗國內㆞的專家㈻者作㈻術分享，同時請

來葡萄牙著㈴牙㊩講師作為論壇的主講嘉賓。

第39屆亞太牙科聯盟年會增新亮點發揮澳門
㆗葡平台㊝勢

APDC 2017 一連四日共舉辦了18場論壇、2個工作

坊、展覽及會議，參會人數超過2,000人，其中首次參會

者為200多名專業客商，當中不乏本地牙醫參與。亞太牙

醫聯盟秘書長 Oliver Hennedige 表示，APDC 每年在不

同的亞太區國家或地區召開年會，是次會議總體情況理

想，有助促進相關業界於區內之交流與合作。其中  

China Room 是 APDC 2017 的亮點之一，有不少內地客

商歡迎相關舉措。此外，該會議更提倡關懷社會，於活

動晚宴邀請澳門歌手與弱智人士兒童合唱表演，把關愛

弱勢社群的訊息帶給業界。

除了豐富的學術論壇，APDC 2017 的主辦單位─澳

門口腔醫學會在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的協助下，在開會

前一天組織亞太牙醫深度感受澳門文化。多名參會牙醫

分別來自澳洲、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菲律賓、新

加坡、土耳其及港台等地區，除了參觀議事亭前地、大

三巴、賣草地街等特色景點外，還親臨康公夜市體驗本

地特色文化活動，帶動社區經濟。

Oliver Hennedige 認為澳門是連接中國內地市場的重

要平台，澳門口腔業界可多利用政策、地域、文化優勢

與內地建立更緊密的合作，讓更多中國專業客商關注國

際新興技術，促成合作，拓展商機。同時他指出，在澳

門特區政府的多項政策支持、酒店設施完善、會展配套

完備、文化內涵豐富等優點下，令澳門成為一個非常適

合舉辦中小型國際會議的所在地。他期待未來港珠澳大

橋開通，交通更為便利，會考慮來澳舉辦更大型的會

議。

澳門口腔學會率業界一行於會上合照

由澳門大㈻、美國羅德島大㈻、㆗央民族大㈻主辦，澳門語言㈻會㈿辦，澳門博

覽集團㈲限公司承辦的「第㈩㆕屆國際漢語教㈻㈻術研討會」於2017年6㈪16㉃18㈰

㆒連㆔㆝假澳門大㈻劉少榮樓舉行。

第㈩㆕屆國際漢語教㈻㈻術研討會

與會㆟數歷屆最多 彰顯澳門國際會議城市吸引力

美國羅德島大學校長 Dr. David Dooley、孔子學院院長

何文潮、澳門大學校長趙偉、人文學院院長靳洪剛等主禮

嘉賓與一眾與會者進行大合照。

據悉，是次會議已舉辦14屆，今屆首度移師中國內地

以外地區舉行，與會人數達270人，分別來自中國內地、

香港、台灣、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韓國、加

拿大、紐西蘭及澳大利亞等10多個國家和地區，與往屆約

180人相比，與會人數也是歷屆之最，顯示澳門在舉辦國

際會議方面具備吸引力。

靳洪剛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澳門學生著重三文四

語，包括普通話、粵語、葡萄牙語及英語，具備語言優

勢。對於社會使用哪種語言教學，主要視乎學生的需要和

效果，以及能提升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

是次會議首次在澳門舉行，共設有多個分論壇，主要

探討現代科技在漢語教學中的應用、中文水平測試研究、

國際漢語教學中的跨文化交流、漢語教師培養與在職培訓

及留學生的中文教學研究等課題。過往曾在上海、桂林、

北京、浙江、四川、哈爾濱及呼和浩特等城市舉行。

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與會者還參觀了澳門多個名勝

古跡和社區，更好地促進澳門社區經濟，拉動經濟發展。

主禮嘉賓與眾參會者進行大合照

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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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澳門科技大㈻商㈻院主辦、澳門博覽集團㈲限公司承辦的「第㈨屆偏最小㆓乘

及相關方法國際會議」(PLS2017) 於2017年6㈪17㈰假澳門銀河酒店綠洲會議廳順利舉

行，來㉂世界各㆞28個國家及㆞區逾百位統計㈻專家㈻者出席，是次會議得到澳門基

㈮會的大力㈾助。

117篇㊝秀論文  27個分會場近百位專家交流探討
「第㈨屆偏最小㆓乘及相關方法國際會議」成果豐碩

PLS2017是國際統計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為促進學術

交流、分享研究成果而舉辦的系列學術會議，對於推動偏

最小二乘在商業管理、資訊技術及生命科學等領域的研究

與應用具有重要作用。自1999年起已先後在世界各地的知

名大學中輪流舉辦了八屆。該會議每兩年舉辦一次，分別

在歐洲、美洲及亞洲以迴圈周期方式進行。

本屆大會邀請到國際知名學者包括法國 ESSEC 高等商

學院院長 Vincenzo Vinzi 講座教授、挪威技術科學院院士 

Harald Martens 講座教授、德國漢堡—哈爾堡工業大學國

際事務總監 Christian M. Ringle 講座教授、台灣清華大學 

Galit Shmueli 講座教授、美國佐治亞州立大學營銷系主任 

Edward Rigdon 教授及美國休士頓大學 Wynne Chin 講座教

授等知名學者進行主題演講，詳盡探討現代數據分析方法

在科學、公共服務、商業管理及技術工程等諸多領域的應

用。

大會主席、澳門科技大學副校長龐川教授致辭時表

示，由於澳門的客觀地理環境存在於區域夾縫中—毗鄰香

港和廣東省，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澳門在經濟進程發展

中容易受周邊地區的影響。其定位於「世界旅遊休閒中

心」的微型經濟體，澳門產業結構相對比較簡單。上述因

素都使本地的經濟發展容易受到外界的政治經濟波動或危

機的影響。因此，在當下加強對網路和電子資訊等這類

「非接觸經濟」的發展與應用，應該是今後應對這種缺乏

彈性和穩定性經濟特徵的一種選擇。

本屆會議共收到117篇優秀論文，其中中國作者39篇，

境外作者78篇，內容涉及當前現代統計方法及諸多應用方

面，包括大數據、互聯網+、家族企業、結構方程模型及應

用、PLS 方法及應用、資訊系統、管理學、社會科學、化

學計量學、感官分析、市場與組織、行業分析學、傳統醫

學、PLS 與旅遊學、人類學 （基因學）等前沿方向。開幕

式後設有27個分會場，近百位專家學者對上述學術成果進

行交流探討，達到了良好的會議效果。

與會嘉賓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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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時㈹的大灣區發展

由澳門大㈻和澳門會議展覽業㈿會合辦的「㆟工智能時㈹的大灣區發展」論壇於

2017年7㈪3㈰ 於 澳 門 大 ㈻ 舉 行 。 南 京 大 ㈻ 教 授 及 國 家 教 育 部 長 江 ㈻ 者 ㈵ 聘 教 授

周志華，香港科技大㈻講座教授兼新明工程㈻教授楊強剖析㆟工智能的前沿技術，如

何㈲助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論壇吸引眾多㆟工智能專家㈻者、澳門大㈻師生及公眾參

與。

澳門大學校長趙偉致辭表示，澳門大學在今個盛夏迎

來了「人工智能」和「大灣區」這兩個當前最熱的辭彙，

這也與澳門大學信息科技研究和教學息息相關。澳門大學

科技發展可以「生、材、大、計」四字概括，即生命技

術、物理材料、大數據、計算機，這些科目的教研正推動

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而大灣區也需要以上述技術為發

展基礎。他相信兩位講者的真知灼見令在場師生、學者深

受啟發。

論壇上，周志華與楊強分別以「機器學習漫談」及

「從深度學習到遷移學習」為題發言，先從技術層面剖析

人工智能的最新發展，從而透視高新科技如何加大粵港澳

大灣區的發展力度和廣度，並為大灣區的發展建言獻策。

在國家宏觀發展上，兩位講者相信人工智能將有助國家加

強製造業創新，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朝高新科技方向發

展，也進而有助大灣區在激烈的區域競爭和合作中突圍而

出。

其後，兩位講者與維也納科技大學信息系統研究所所

長  Thomas Eiter 和德國佛萊堡大學資訊研究所教授  

Bernhard Nebel，一同參與專題討論會，和與會者對話交

流。他們認為大灣區有成熟而完善的生產基地，在製造業

享有優勢，如能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技術，諸如機械人、

智能製造、物聯網、「互聯網+」等技術，透過「製造業

+互聯網」的融合，將軟體和硬體結合，將可提升改革傳統

製造業，並同時扶助新興優秀企業，達至行業融合，為工

業、物流業、服務業提供技術支撐，進一步驅動大灣區發

展，大大提升其競爭力。

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專家們參與專題討論，和與會者對話交流

論壇吸引眾多人工智能專家學者、澳門大學師生及公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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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國博彩㈿會及勵展博覽集團合辦的「2017年亞洲國際博彩娛樂展會」(G2E 

Asia 2017) 已於2017年5㈪16㈰㉃18㈰㆒連㆔㆝假澳門威尼斯㆟㈮光會展㆗心圓滿舉

行。

「2017年亞洲國際博彩娛樂展會」
(G2E Asia) 歷屆規模最大

出席活動的主禮嘉賓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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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助理王家寶，中華人民共

和國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策研究室主任冉波，澳門

貿易投資促進局代主席吳愛華，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局長

陳達夫，澳門旅遊局局長文綺華，美國博彩協會主席兼首

席執行官弗利曼 (Geoff Freeman)，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

高開賢，金沙中國有限公司總裁王英偉博士，勵展博覽集

團大中華區及韓國總裁胡偉，美高梅中國控股有限公司首

席執行官及執行董事簡博賢，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

限公司總裁兼執行董事陳志玲，銀河娛樂集團集團顧問

華年達博士，博彩設備製造商協會執行董事普拉特 (Marcus 

Prater)，澳門新濠天地項目總裁加貝 ‧亨特頓  (Gabe 

Hunterton) 及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理事長何海明。

亞洲博彩市場的㆒大盛會

胡偉致歡迎辭表示，本屆的 G2E Asia 堪稱是亞洲博

彩市場最大的一場盛會，創造了多項展會紀錄，總展覽面

積達2.8萬平方米，比去年擴大25%以上，今年共吸引180家

參展商前來參展，其中三分一是新展商。此外，有70餘家

公司展示了網上博彩解決方案，以更好地服務快速增長的

網上博彩社區，而首次參展的公司佔近半數。今屆展覽會

的亮點有：

第一大亮點是今屆 G2E Asia 新增的兩個展覽元素，

一是綜合度假村技術與解決方案，它反映了博彩行業對非

博彩設施和景點的依賴程度在不斷增強；另一是電子博彩

機械零件與組件專區，它是亞洲唯一一個完全面向電子博

彩機械製造零件與元件行業的貿易平台。

第二大亮點是 G2E Asia 增設的一些交流活動，使內

容更加豐富精彩，如舉辦一個名為「未來科技領袖聚會」

的全新社交活動，邀請120多位來自綜合度假村、供應商和

主禮嘉賓為G2E Asia揭開序幕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副主席呂耀東表示，澳門要抓住粵港澳大灣區、橫琴自貿區等發展契機

品牌會展Brand Conventions and Exhib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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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的新興技術管理人員雲集在此交流觀點。

此外，今年還推出全新的 Reed Connect 手機應用程式，讓與會者體驗前所未有的科技突破，這款全新的創新解決

方案能通過一系列面對面及數位化科技整合，為包括參展商和觀眾在內的所有展覽會參與者帶來極大價值，參展商能

掃描觀眾胸卡獲取資訊，標註需要跟進的客戶，保存客戶的聯繫方式。參展者只需動動手指便能即時深入了解觀眾和

買家資訊。

弗利曼表示，會展入場人數不斷上升，期望與會者透過展覽會認識新的合

作夥伴，開拓商機。

非博彩元素發展空間廣闊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副主席呂耀東在開幕前率先發表主旨演講，他表

示，澳門要抓住粵港澳大灣區、橫琴自貿區等發展契機。同時，要加強在非博

彩元素方面的創新、產品多元化及澳門歷史文化的推廣，以增強遊客在非博彩

方面的體驗。呂耀東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出，中央及澳門特區政府支持推動澳門

經濟適度多元，非博彩元素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包括會展、旅遊、餐飲及購物

等，但人才不足將制約發展，故期望特區政府能引進創新科技、演藝、會展業

相關人才，長遠而言仍是支持本地人才優先。談及銀河第三及第四期的發展，

他表示將引入新產品，以迎合千禧一代對科技及個性化需求的喜好，非博彩元

素將更注重生活品味。

有參展商表示，今次是首次參展，他認為澳門的旅遊娛樂元素日益豐富，

未來將吸引更多高端旅客來澳，是次參展主要是認識更多新客戶，推廣品牌形

象，尋求合作商機。

今屆 G2E Asia 為歷屆規模最大，同期活動內容也豐富精彩，普華永道國

際會計事務所在「亞洲市場論壇」上發表有關滲透日本市場的白皮書。其他活

動還包括博彩業的運營與技術、綜合度假村的運營與行銷、網上博彩峰會、

IAGA 最佳實踐研究所、亞洲彩票論壇及第七屆中國彩票行業沙龍、博彩技術

講座論壇、G2E Asia 派對，以及亞洲博彩大獎等。

G2E Asia設有多場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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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合作助會展業迎接更大發展機遇

專訪勵展博覽集團大㆗華區首席運營官李雅儀

「亞洲國際博彩娛樂展會」(G2E Asia) 經過逾10年的發展，已成為業內首屈㆒指

的年度盛會，今屆展會規模更是歷年之最。作為主辦單位之㆒的勵展博覽集團大㆗華

區首席運營官李雅儀接受訪問時表示，G2E Asia 無論是展會規模或成果均逐年提

升，除得益於㊝質的會展軟硬件設施外，她更感謝㈵區政府對展會的支持。

李雅儀表示，近年來，G2E Asia 持續成長，今年展覽

面積達2.8萬平方米，同比增長兩成八，參展商達180多

家，其中三分一屬首次參展，若算上經銷商等，參與展會

的公司數量則更多。她認為，G2E Asia 對專業觀眾而言是

一個不俗的平台，可在展會中獲取更多行業資訊及了解最

新技術的發展。

鼓勵專業買家來澳採購

隨著綜合娛樂度假村的發展，G2E Asia 將引入更多非

博彩元素，現場也展示不同種類的產品，包括 IT 科技、

機器零配件、娛樂、餐飲、印刷品及禮品等，相關內容約

佔展覽會的兩成。今屆展覽會上增加了兩項展示類別，一

是綜合娛樂度假村的產品，另一是零配件內容，涉及機器

的上游產品，如 LED 螢光幕，藉此鼓勵更多專業買家在

澳門採購，打破目前只在澳門組裝機器而不採購的局面，

而這些新內容讓展覽會可服務於綜合娛樂度假村的不同方

面，這也是未來的發展趨勢。

李雅儀認為，G2E Asia 可從三方面協助澳門構建成為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首先是持續引進嶄新多元的產

品；其次是論壇主題將聚焦在綜合度假村的發展趨勢，如

今屆設有「白皮書預覽：日本綜合度假村發展的挑戰與現

狀」、「博彩元素與非博彩元素趨同：行業的未來」，以

及「聚焦未來：下一代的綜合度假村」等主題，讓投資者

和營運公司有機會了解更多成功案例；三是 G2E Asia 早於

3年前成立了「非博彩總裁委員會」，從高角度審視並從海

外引進優質資源豐富澳門的非博彩元素，由美高梅中國控

股有限公司聯席董事長及執行董事何超瓊擔任主席，今屆

就專門討論如何推動澳門綜合娛樂度假及非博彩元素的發

展，與會人士除六家綜合旅遊休閒企業代表外，還包括娛

樂、旅遊及藝術等業界人士，共同探討如何整合非博彩元

素，加快澳門構建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配合政府方針籌辦展覽會

談及勵展的發展，李雅儀表示，勵展籌辦展覽活動主

要配合政府的政策方針，如 G2E Asia 正強化博彩及非博彩

元素的整合，而今年11月將分別於廣州及上海推出新主題

展覽會，在廣州保利世貿博覽館舉辦的「亞洲遊戲博覽

會」(Game Con Play) 內容涉及手遊、網遊、產品營銷及遊

戲內容的買賣等不同方面，是面向遊戲玩家的互動體驗型

遊戲展；另一個則是在上海世博展覽館舉辦的「親子旅遊

博覽」，參展範疇有主題樂園、遊輪公司、景點景區及旅

行用品等，適合追求獨特深度旅遊體驗和重視家庭的旅遊

消費者群，透過利用不同的旅遊產品提升親子關係，這在

中國內地市場有很大的需求，澳門旅遊局屆時也會應邀參

與。她坦言，在澳門從事展覽會最大的挑戰是產業比較單

一，故未來希望與本地展覽公司合作，尋找多元化發展機

會的同時，可考慮在 G2E Asia 選取一些成熟的內容或展區

獨立成展。

區域合作是未來的發展趨勢，會展業也不例外，

李雅儀認為，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以至近期

熱議的「粵港澳大灣區」對會展業將帶來龐大的發展機

遇。她指出，「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新概念，勵展正密

切注視其發展，澳門的旅遊娛樂及會議業對經濟發展愈來

愈重要，而不少會展活動的目標客群主要對準內地市場，

「粵港澳大灣區」能促進人員流動，若商務簽注得以放

寬，內地商務旅客將更頻繁地進出澳門，有助引入更多會

議及展覽活動落戶澳門，未來也會迎來更大的發展空間。

勵展博覽集團大中華區首席運營官李雅儀

今屆G2E Asia為歷屆規模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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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基礎設施投㈾與建設高峰論壇」

成澳門參與「㆒帶㆒路」建設重要平台

由㆗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及澳門貿易投㈾促進局合辦的「第㈧屆國際基礎設施投

㈾與建設高峰論壇」於2017年6㈪1㉃2㈰㆒連兩㆝假澳門威尼斯㆟㈮光會展㆗心盛大

舉行。論壇邀請到63個國家和㆞區的1,700多位嘉賓，包括57㈴部長級官員、世界銀

行、亞洲基礎設施投㈾銀行等32家國際㈮融機構，以及國際承包商㈿會、承包商、設

備製造商、諮詢服務機構、產業鏈服務供應商等630多家單位。

大會邀請到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國家商務部副部長

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俞建華，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

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姚堅，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

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特派員葉大波，澳門經濟財政

司司長梁維特聯同多個與會國家部長級官員和國際金融機

構領導主持開幕儀式。

一眾主禮嘉賓主持開幕儀式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等參觀「第八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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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論壇共舉辦14場主題論壇及平行論壇，從不同角度探討國際基礎設施建設的未來發展趨勢

發揮論壇與「㆗葡平台」疊加效應

崔世安致歡迎辭表示，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領

域。去年10月，李克強總理在「中葡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的主旨演講中

指出，中國政府全力支持澳門發揮好「一帶一路」支點作用，支持每年在澳

門舉行「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等活動。中央的支持給予澳門

很大的鼓舞，也使大家更努力地開展工作，把「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

峰論壇」打造成為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平台。

是次論壇落戶澳門已經六年，日益成為本澳極具影響力的會展活動。本

屆論壇首次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名義作為指導單位，進一步發揮「國際

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與澳門「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服務平台」的

疊加效應，助力本澳、海內外工程

承包商、國際金融機構參與「一帶

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

發展大計。

論壇尤其重視創新合作，今屆

引入了系列創新舉措。當中，結合

研究機構和業界力量，首次編制的

《「一帶一路」國際基礎設施發展

指數》和《「一帶一路」國家基礎

設施發展報告》在澳門發佈，為全

球基建領域提供一個具指標性的參

考。論壇期間還首次舉辦「國際承

包商領袖論壇」，邀請國際承包商

的高層領導人員和專家，探討業界

發展前景，共謀合作機遇。本次論

壇還聚焦基礎設施可持續發展，關

注智慧城市和應對氣候變化，也同

時 關 注 「 一 帶 一 路 」 與 非 洲

《2063年議程》的對接。這些都是

今年的重點所在。

世界各㆞逾150㈴嘉賓建言獻策

房秋晨表示，當前，國際基礎

設施合作模式和內容正發生重大變

化。今屆論壇以「共建多元創新、

產業聯動、可持續的基礎設施」為

主題，圍繞國際基礎設施發展的熱

點話題，共同探討國際基礎設施互

利共贏合作之路。有來自世界各地

官產學界的150餘名發言嘉賓，積極

建言獻策。

是次論壇共舉辦14場主題論壇

及平行論壇，涉及基礎設施的互聯

互通、國際工程領域的跨界整合，

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環境氣候影響及

碳減排的應對等，從不同角度探討

國際基礎設施建設的未來發展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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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合作發展基㈮總部成立

利澳門發揮專業服務㊝勢

「㆗葡合作發展基㈮」（以㆘簡稱「㆗葡基㈮」）總部揭牌及簽約儀式於「第㈧

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與建設高峰論壇」開幕後舉行。由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與國家開

發銀行副行長㆜向群主持，標誌著基㈮正式落戶澳門。

據了解，「中葡基金」是中國政府在2010年11月於

「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第三屆部長級會議期間

宣佈的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的舉措之一。基金總規模

10億美元，由國家開發銀行和澳門工商業發展基金共同出

資設立，中非發展基金受託管理，並於2013年6月開始運

作。

鼓勵擴大雙向投㈾推動經濟發展

「中葡基金」的設立旨在加強中國（包括澳門特別行

政區）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鼓勵和擴大雙向投資，以達

到推動經濟發展的目的。其按照市場規則進行運作，通過

股權或准股權方式投資，投資項目以基礎設施建設、交

通、電信、能源和農業等行業為主。

截至今年6月初，「中葡基金」已成功落實3個投資項

目，分別是位於莫桑比克的農業園項目；位於安哥拉的輸

配電及供水器材項目，以及位於巴西的太陽能電站項目，

合共投入金額約3,500萬美元，帶動投資約6億美元。現時

基金的跟蹤儲備項目20多個，對「中葡基金」的投資需求

約8億美元。基金落戶澳門後，將加快基金投資步伐，通

過充分利用前期儲備的項目，積極拓展新項目，力爭三年

內完成主要投資任務。

值得注意的是，「中葡基金」落戶澳門別具意義，

2016年10月，李克強總理在第五屆部長級會議上宣佈多項

惠澳措施，其中一項便是設立中葡基金澳門總部。基金的

落戶有利本澳專業服務界別發揮優勢，將澳門打造成中葡

企業的專業服務窗口，進一步確立澳門中葡商貿合作金融

服務平台的作用，亦有利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的建設工作。

總部揭牌儀式簽兩㊠合作㈿定

在總部揭牌儀式上簽署了兩項合作協定，分別是「中

葡合作發展基金與盛世集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在澳門

與葡語國家開展投資合作之戰略合作協定」，以及「中葡

合作發展基金與中國葛洲壩集團海外投資有限公司關於在

澳門與葡語國家開展投資合作之戰略合作協定」。

基金總部首階段設於中土大廈19樓的澳門貿易投資促

進局轄下商務促進中心內。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853 

8798 9708或電郵至：zhongpujijin@cadfund.com。待多功能

性質的「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服務合作平台綜合體」建成

後，基金總部便會遷入該綜合體。此外，澳門貿易投資促

進局駐內地的6個聯絡處/代表處，亦繼續提供「中葡合作

發展基金」申請文件代收服務及簡單的諮詢服務。

在總部揭牌儀式上簽署了兩項合作協定

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與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丁向群主持中葡合作發展基金總部揭牌，標誌著基金正式落戶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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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㈧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與建設高峰論壇」

活動成果豐碩

㆒連兩㈰的「第㈧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與建設高峰論壇」共舉辦14場主題及平

行論壇，組織逾220場商務會談，安排24份商務合同、框架㈿議和諒解備忘錄。當㆗

㈲7個合作㈿議㊠目涉及㆗國與葡語國家間的合作，充分發揮澳門作為「㆗葡平台」

的作用。成果豐碩，共同推動經濟新動力。

㈾料來源：澳門貿易投㈾促進局

主辦單位於6月2日舉行簽約儀式及新聞發佈會，發佈

會邀請了世界銀行副行長 Hartwig Schafer，贊比亞能源部

部 長  David Mabumba， 波 黑 通 訊 與 交 通 部 部 長  Ismir 

Jusko，商務部美大司商務參贊邵英軍，中國對外承包工程

商會會長房秋晨及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主席張祖榮等出

席。

論壇在澳舉辦利在「㆒帶㆒路」建設找準定位

張祖榮對本屆論壇作出了三方面的總結，一是論壇搭

建了國際業界的相互溝通、互利合作的平台。同時結合國

家當今的發展背景，今屆論壇對落實國家的「一帶一路」

建設，促進行業發展和區域經濟融合具有重要的意義。二

是促進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和經濟多元發展搭建

了平台。論壇在澳門成功舉辦，對於澳門在國家「一帶一

路」建設中找準定位、辦好平台的角色、搭乘國家發展的

快車都具有現實的意義。論壇期間在澳發佈的「一帶一

路」國家基礎設施發展指數 (2017) 和《「一帶一路」國家

基礎設施發展指數報告 (2017)》，將有助促進中國內地、

澳門企業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葡語國家的企業共

研合作商機。三是進一步凸顯和發揮澳門作為「中國與葡

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作用。「中葡合作發展基金總部」揭牌

儀式及「中國－葡語國家產能和金融合作研討會」的舉辦等，亦有助

提升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台的角色。

房秋晨指出，本屆論壇實現了「四個突破」。一是突出論壇的專

業化特點，在規模和層次上實現新突破，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二是

突出論壇的國際合作平台作用，在引領行業發展、推動業務合作上實

現突破。三是突出論壇的行業帶動作用，在產業對接和商務合作中實

現突破。當中國際基礎設施合作相關產業鏈企業積極參會，來裝備製

造、金融保險、設計諮詢、建築材料、工程服務等相關產業鏈企業代

表佔比高達46%。四是突出澳門元素，在推動

澳門積極參與「一帶一路」，提升澳門作為

「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作用上

實現新突破。除繼續邀請6家澳門機構作為論

壇協辦單位外，論壇期間還舉辦了「中國－葡

語國家產能和金融合作研討會」，8個葡語國

家多位中高層政府官員參會，推動了中國與葡

語國家在金融和基礎設施領域的合作。

以創新及創造力推動國際基建發展

此外，邵英軍商務參贊介紹了「第三屆中

拉基礎設施合作論壇」的情況和合作成果。

David Mabumba 部長和 Ismir Jusko 部長分別

就參與此次高峰論壇的收穫及與中國在基礎設

施 領 域 的 合 作 情 況 進 行 了 介 紹 。 Hartwig 

Schafer 副行長指透過參與本屆論壇，看到國際

基建仍具缺口，需以創新及創造力來推動有關

方面的發展。同時他稱世界銀行將進一步支持

「一帶一路」的建設。

本屆論壇共吸引了63個國家和地區的逾

1,700人參會，其中包括57位部長級嘉賓。其他

參會嘉賓來自國際基礎設施合作全產業鏈，其

中 ENR250 國際承包商有65家，世界500強企

業有73家派出了高管和代表出席，同時還有

32家國際金融機構高管和30多家國際組織代表

和同行業商協會會長與會。

「第九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

壇」將於2018年6月7-8日在澳門舉辦。

「中國－葡語國家產能和金融合作研討會」邀請8個葡語國家多位中高層政府官員參會

多位嘉賓出席新聞發佈會

論壇安排了24份商務合同、框架協議和諒解備忘錄的簽署

品牌會展Brand Conventions and Exhibitions 品牌會展Brand Conventions and Exhib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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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㈧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與建設高峰論壇」

活動成果豐碩

㆒連兩㈰的「第㈧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與建設高峰論壇」共舉辦14場主題及平

行論壇，組織逾220場商務會談，安排24份商務合同、框架㈿議和諒解備忘錄。當㆗

㈲7個合作㈿議㊠目涉及㆗國與葡語國家間的合作，充分發揮澳門作為「㆗葡平台」

的作用。成果豐碩，共同推動經濟新動力。

㈾料來源：澳門貿易投㈾促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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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會長房秋晨及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主席張祖榮等出

席。

論壇在澳舉辦利在「㆒帶㆒路」建設找準定位

張祖榮對本屆論壇作出了三方面的總結，一是論壇搭

建了國際業界的相互溝通、互利合作的平台。同時結合國

家當今的發展背景，今屆論壇對落實國家的「一帶一路」

建設，促進行業發展和區域經濟融合具有重要的意義。二

是促進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和經濟多元發展搭建

了平台。論壇在澳門成功舉辦，對於澳門在國家「一帶一

路」建設中找準定位、辦好平台的角色、搭乘國家發展的

快車都具有現實的意義。論壇期間在澳發佈的「一帶一

路」國家基礎設施發展指數 (2017) 和《「一帶一路」國家

基礎設施發展指數報告 (2017)》，將有助促進中國內地、

澳門企業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葡語國家的企業共

研合作商機。三是進一步凸顯和發揮澳門作為「中國與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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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台的角色。

房秋晨指出，本屆論壇實現了「四個突破」。一是突出論壇的專

業化特點，在規模和層次上實現新突破，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二是

突出論壇的國際合作平台作用，在引領行業發展、推動業務合作上實

現突破。三是突出論壇的行業帶動作用，在產業對接和商務合作中實

現突破。當中國際基礎設施合作相關產業鏈企業積極參會，來裝備製

造、金融保險、設計諮詢、建築材料、工程服務等相關產業鏈企業代

表佔比高達46%。四是突出澳門元素，在推動

澳門積極參與「一帶一路」，提升澳門作為

「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作用上

實現新突破。除繼續邀請6家澳門機構作為論

壇協辦單位外，論壇期間還舉辦了「中國－葡

語國家產能和金融合作研討會」，8個葡語國

家多位中高層政府官員參會，推動了中國與葡

語國家在金融和基礎設施領域的合作。

以創新及創造力推動國際基建發展

此外，邵英軍商務參贊介紹了「第三屆中

拉基礎設施合作論壇」的情況和合作成果。

David Mabumba 部長和 Ismir Jusko 部長分別

就參與此次高峰論壇的收穫及與中國在基礎設

施 領 域 的 合 作 情 況 進 行 了 介 紹 。 Hartwig 

Schafer 副行長指透過參與本屆論壇，看到國際

基建仍具缺口，需以創新及創造力來推動有關

方面的發展。同時他稱世界銀行將進一步支持

「一帶一路」的建設。

本屆論壇共吸引了63個國家和地區的逾

1,700人參會，其中包括57位部長級嘉賓。其他

參會嘉賓來自國際基礎設施合作全產業鏈，其

中 ENR250 國際承包商有65家，世界500強企

業有73家派出了高管和代表出席，同時還有

32家國際金融機構高管和30多家國際組織代表

和同行業商協會會長與會。

「第九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

壇」將於2018年6月7-8日在澳門舉辦。

「中國－葡語國家產能和金融合作研討會」邀請8個葡語國家多位中高層政府官員參會

多位嘉賓出席新聞發佈會

論壇安排了24份商務合同、框架協議和諒解備忘錄的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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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澳門推廣週‧福建泉州」圓滿舉行

多㊠活動內容傳來捷報  設㈲㈤方面創新

「活力澳門推廣週‧福建泉州」於2017年6㈪23㉃25㈰假泉州晉江 SM 國際展覽

㆗心圓滿舉行。據了解，今站繼續按照指示做好展前精心準備、展㆗精密組織及展

後精準跟蹤，並設㈲㈤大創新，無論是參觀考察、產品銷售、洽談對接，以及合作

交流均傳來捷報﹗

泉州站開幕式於23日上午九時舉行，澳門經濟財政司

司長梁維特，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長李德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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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貿易處負

責人陳星，以及泉州巿人民政府巿長康濤主持金獅點睛儀

式。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代主席劉關華，福建省人民政府

副秘書長詹志潔，泉州巿人民政府副巿長季翔峰，中聯辦

經濟部副部長級助理徐俊，澳門經濟局副局長劉偉明，澳

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理事長孫家雄等嘉賓出席。

獲泉州及晉江政府支持

澳門經貿代表團及參展商約300多人參與了是次「活

力澳門推廣週」，展覽面積達8,000平方米，共設有300個

展位。今站結合了泉州特色，同期活動全面覆蓋推介會、

洽談會、考察交流、展銷會及特色表演等，包括〈共生同

發展〉泉澳「一帶一路」合作論壇、泉澳商貿洽談會、泉

澳服裝品牌商及設計師交流洽談會、泉州－澳門青創企業

對接洽談會、泉澳旅遊推介洽談會及考察柒牌和盼盼食品

集團，配合一連串鋪天蓋地的宣傳，為是次活動取得了理想成績﹗

 

活力澳門推廣週組委會主任段洪義致辭時表示，今站「活力澳門推廣

週」在展覽場館佈置、電視多媒體廣告推廣等前期籌備工作中，得到了泉

州及晉江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各項工作組織有序、協調高效、進展順利。

通過此次活動進一步發揮泉州和澳門在「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和節點城

市作用，深度參與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加深兩地經貿、文化、旅遊等

合作關係，推動澳門「一個中心、一個平台」建設及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

發展。

 

是次福建泉州站取得豐碩的成果，參觀總人次達58,000人次，並且達成

投資當地水產種植基地、葡語國家產品代理、度假村、文創、旅遊、會展

等10多項合作協議和意向，包括：澳門長富集團發展有限公司與福建晉江

峻富實業有限公司達成投資協議，投資水產養殖產業，總投資預計 5,000萬

人民幣；澳門長富集團發展有限公司投資峻富濱海度假有限公司在石圳海

邊興建12間獨立小屋，以休閒旅遊為目的，首期投資1,000萬人民幣；澳門

澳興投資有限公司簽訂福建同安旅遊項目開發協議，投資約2,000萬人民

幣；羅德禮繼承有限公司和泉州永輝超市和大潤發商城洽談葡國紅酒和食

品代理意向；澳門消費者委員會與泉州市消委會達成合作意向；澳門中葡

電子商會和福建木船葡國簽訂 O2O 專櫃的合作意向；澳門餅食手信業商會

和易享科技達成電子商務戰略合作協議；會子名店與日尚茶葉達成長期合

作協議；會子名店與希爾頓酒店洽商成

爲合作夥伴；多家泉州旅行社向新澳遊

旅行社有限公司商洽酒店及自由行合

作；跨境電商一站式服務成功推廣至泉

州，而萬利來（澳門）實業公司本次營

業額更翻了3倍。

泉州之行㈲㈤大創新

副主任何海明在總結泉州之行時表

示，今站按照指示做好展前精心準備、

展中精密組織及展後精準跟蹤，設有五

方面創新。

 

一是泉州與澳門分別是「海上絲綢

之路」的起點和節點，共同深化合作推

動中葡平台建設，首次舉行「一帶一

路」合作論壇。

 

二是首次推跨境電商 O2O 一站式

服務，展會期間有10多間參展商洽談選

擇跨境電商服務，產品類別達167項，

成效顯著。

 

三是首次設立「綜合旅遊休閒展

區」，把六間大型綜合旅遊休閒度假村

結合美食、會展、購物等元素，並邀請

澳門文化局、澳門餐飲業商會及七家本

澳旅行社參展。

 

四是活動宣傳更「接地氣」，以購

物券、一元搶購、紅包牆、快閃活動等

吸引觀眾，刺激消費。

 

五是嘉賓、參展商實地考察，到柒

牌和盼盼食品瞭解內地品牌企業運作，

讓本澳中小企學習。

 

第26站「活力澳門推廣週」計劃於

今年11月17至19日在海南海口舉行。

嘉賓們為泉州站揭開序幕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及福建省副省長李德金巡視會場，

並與澳門歸僑總會會長劉藝良親切地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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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澳門推廣週‧福建泉州」圓滿舉行

多㊠活動內容傳來捷報  設㈲㈤方面創新

「活力澳門推廣週‧福建泉州」於2017年6㈪23㉃25㈰假泉州晉江 SM 國際展覽

㆗心圓滿舉行。據了解，今站繼續按照指示做好展前精心準備、展㆗精密組織及展

後精準跟蹤，並設㈲㈤大創新，無論是參觀考察、產品銷售、洽談對接，以及合作

交流均傳來捷報﹗

泉州站開幕式於23日上午九時舉行，澳門經濟財政司

司長梁維特，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長李德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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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貿易處負

責人陳星，以及泉州巿人民政府巿長康濤主持金獅點睛儀

式。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代主席劉關華，福建省人民政府

副秘書長詹志潔，泉州巿人民政府副巿長季翔峰，中聯辦

經濟部副部長級助理徐俊，澳門經濟局副局長劉偉明，澳

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理事長孫家雄等嘉賓出席。

獲泉州及晉江政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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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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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之行㈲㈤大創新

副主任何海明在總結泉州之行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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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泉州與澳門分別是「海上絲綢

之路」的起點和節點，共同深化合作推

動中葡平台建設，首次舉行「一帶一

路」合作論壇。

 

二是首次推跨境電商 O2O 一站式

服務，展會期間有10多間參展商洽談選

擇跨境電商服務，產品類別達167項，

成效顯著。

 

三是首次設立「綜合旅遊休閒展

區」，把六間大型綜合旅遊休閒度假村

結合美食、會展、購物等元素，並邀請

澳門文化局、澳門餐飲業商會及七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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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活動宣傳更「接地氣」，以購

物券、一元搶購、紅包牆、快閃活動等

吸引觀眾，刺激消費。

 

五是嘉賓、參展商實地考察，到柒

牌和盼盼食品瞭解內地品牌企業運作，

讓本澳中小企學習。

 

第26站「活力澳門推廣週」計劃於

今年11月17至19日在海南海口舉行。

嘉賓們為泉州站揭開序幕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及福建省副省長李德金巡視會場，

並與澳門歸僑總會會長劉藝良親切地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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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澳合作共乘「㆒帶㆒路」快車

「活力澳門推廣週‧福建泉州」專場論壇—〈共生同發展〉泉澳「㆒帶㆒路」

合作論壇於6㈪23㈰㆖午㈩時半假晉江寶龍大酒店會議廳舉行。邀請政府㈹表、文化

界、教育界等嘉賓發表主旨演講。講者之㆒全國政㈿委員、國務院研究㆗心原副主

任盧㆗原認為，澳門㈲着㆟才、㆗西合璧等㊝勢，除了要講好㆗國「㆒帶㆒路」倡

議故事，亦要着眼於粵港澳大灣區、長江經濟帶等，開發新市場、新㈾源，創造新

前景。

㈾料來源：澳門㈰報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代主席劉關華，福建省泉州巿發

改委副主任李毓文，澳區全國人大代表、澳門歸僑總會會

長劉藝良，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盧中原，國務院參事室原副司長、知名文化專家焦自偉發

表主旨演講及訪談。

打造海絲旅遊路線

劉關華以「閩澳攜手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為題，她表

示，本澳利用一國之本、兩制之利，以澳門所長融入國家

所需。閩澳相互參展參會頻繁，為兩地客商合作「走出

去」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創造不少機遇，尤其是

葡語系國家、東南亞國家交流合作，發揮澳門作為「中國

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作用。展望未來，閩澳兩

地會展合作將日趨頻繁，為兩地客商創設更多交流對接平

台，讓福建省與澳門共同乘上「一帶一路」建設快車。

李毓文對泉澳攜手共建「一帶一路」交流提出三點想

法。一是打造一程多站的「海絲」旅遊精品路線；二是攜

手開拓葡語系國家巿場；三是加強泉澳現代服務業合作。

實體經濟走出去必然帶來對現代服務業的大量需求，期望

泉澳在商貿物流、服務製造業、新興產業、金融業、專業

服務等加強對接合作。

民心相通㊝勢互補

盧中原表示，澳門雖小，但民風純樸，內地與澳門民

心相通無很多障礙。澳門在經貿領域上有四點優勢。包

括：一) 澳門是自由港、自由企業制度；二) 中西文化交融

為澳提供更多資訊來源、資源整合。三) 培養了不少了解西

方法律、金融、貿易、西方思維方式的重要人才資源。四 ) 

擁有中西文化交流優勢，走向全世界，遠比內地好。因

此，澳門要發揮與國際對接久遠的優勢，講好中國「一帶

一路」倡議故事。但由於澳門硬實力不足，如航運、製造

業等，建議與內地優勢互補。

劉藝良、焦自偉分別用「以僑為橋促合作」、「淺談

中國文化的共生智慧」為題。劉藝良表示，泉澳可充分發

揮兩地旅遊、文化、教育、區位、交通等特色和優勢，開

展民心相通的專項合作。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團體

到澳門進行文化交流，體驗澳門的中西文化特色後，再利

用泉澳的優勢轉往泉州繼續行程，體現傳統中華文化及多

元的東西文化展示。

論壇吸引不少泉澳企業代表與會

嘉賓們進行深入交流和探討

061澳門會展  MACAU CONVENTION & EXHIBITION 060  澳門會展   MACAU CONVENTION & EXHIBITION

品牌會展Brand Conventions and Exhibitions 品牌會展Brand Conventions and Exhibitions



閩澳合作共乘「㆒帶㆒路」快車

「活力澳門推廣週‧福建泉州」專場論壇—〈共生同發展〉泉澳「㆒帶㆒路」

合作論壇於6㈪23㈰㆖午㈩時半假晉江寶龍大酒店會議廳舉行。邀請政府㈹表、文化

界、教育界等嘉賓發表主旨演講。講者之㆒全國政㈿委員、國務院研究㆗心原副主

任盧㆗原認為，澳門㈲着㆟才、㆗西合璧等㊝勢，除了要講好㆗國「㆒帶㆒路」倡

議故事，亦要着眼於粵港澳大灣區、長江經濟帶等，開發新市場、新㈾源，創造新

前景。

㈾料來源：澳門㈰報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代主席劉關華，福建省泉州巿發

改委副主任李毓文，澳區全國人大代表、澳門歸僑總會會

長劉藝良，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盧中原，國務院參事室原副司長、知名文化專家焦自偉發

表主旨演講及訪談。

打造海絲旅遊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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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中西文化交流優勢，走向全世界，遠比內地好。因

此，澳門要發揮與國際對接久遠的優勢，講好中國「一帶

一路」倡議故事。但由於澳門硬實力不足，如航運、製造

業等，建議與內地優勢互補。

劉藝良、焦自偉分別用「以僑為橋促合作」、「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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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局率澳門青創㈹表團考察晉江㆔創園

泉州是福建省㆔大㆗心城市之㆒，對青創㈽業的發展予以重視及支持。其㆗，

「晉江市創意創業創新園」（簡稱「㆔創園」）是泉州重要的青創產業園區，曾獲

多㊠殊榮。為進㆒步加強兩㆞青年的交流，澳門經濟局副局長劉偉明帶領本澳青創

㈹表團於2017年6㈪22㉃24㈰期間，隨「活力澳門推廣週」前往泉州，在6㈪23㈰出席

開幕典禮及「〈共生同發展〉泉澳「㆒帶㆒路」合作論壇」後，㆘午前往參觀考察

㆔創園，獲共青團泉州市委副調研員孫偉騰、共青團晉江市委書記蔡少林及晉江市

㆔創辦副主任顏清堤的熱烈歡迎和接待。

澳門青創代表團於下午3時抵達「三創園」，在園方

的引領下，對園區進行考察，其後出席「泉州－澳門青創

企業對接洽談會」，與當地青創代表相互交流，介紹泉澳

兩地青年創業的情況，增進彼此的了解。

孫偉騰表示，泉州市委及市政府歷來重視青年創業，

從政策、資金、平台等多方面強化服務，全力助推青年創

業。2010年6月成立了全省首個市級青年創業促進會，組

成249人的創業導師隊伍，為創業青年提供一對一的三年

陪伴式導師服務。今年5月，與泉州農商銀行聯合成立首

個全省青年支行，推出「青創貸」2.0，未來3年計劃每年

投放5億元的專項青年信貸資金，扶持與推進青年創新創

業工作 。

劉偉明致辭表示，冀望泉州與澳門共同把握發展機

遇，深化經貿、文化、旅遊、金融、會展、中醫藥等領域

交流合作，促進「中葡平台」及「一帶一路」有機結合，

發揮兩地僑胞的聯繫優勢，拓展「海絲」沿線國家和地

區、澳門以及葡語國家——三方產業、貿易、投資合作。

另外，青年的科技創新是引領發展第一動力，未來將積極

以澳門作平台、拓寬對外科技合作空間，並推動閩澳與葡

語國家青少年的交流合作，增進三地青少年間的了解與感

情。

「三創園」是晉江五大科技創新平台之一，核心項目

於2013年入選全省文化產業十大重點項目、2014年獲評泉

州市級科技孵化器、2016年被認定為福建省省級科技企業

孵化器。

園區規劃佔地3,600畝，計劃總投資150億元人民幣，

分為三期，一期為科技創新孵化園，佔地800畝；二期為新

興產業聚集地，佔地900畝；三期為海西高新產業領航區，

佔地1,900畝。項目將聚焦晉江優勢產業升級，重點培育新

型鞋服及功能材料、食品健康產業、智能化運動器材、數

字化創意設計、工業設計、多媒體及動漫設計、電子商

務、企業信息化、自動化生產，以及海洋生物技術等產

業。致力打造為海峽西岸的「智嶺‧慧谷」。

考察「三創園」並出席交流會的澳門青創代表團成員

包括澳門經濟局、澳門一帶一路高等教育交流協會、澳門

企業聯盟、青年創業家聯盟、澳門青年創業協會等相關政

府部門、商協會及青創企業代表。

活力週助推跨境電商發展

在澳門經濟局的支持㆘，㆗葡電子商務商會在澳門會議展覽業㈿會主辦的「活

力澳門推廣週•福建泉州」站，首次引入 O2O 跨境電商服務，讓本澳㆗小㈽在當㆞

進行銷售的同時，㈲效運用跨境電商及微店，透過㆒站式服務將產品推廣出去，從

而達到持續銷售的目的，取得理想成績。據統計，展會期間㈲10多間參展商洽談選

擇跨境電商服務，產品類別達167㊠，成效顯著。澳門經濟㈶政司司長梁維㈵高度重

視澳門電子商務的發展，希望跨境電商推動澳門製造、葡語國家產品及旅遊產品等

走出澳門，開拓更廣闊市場。

展會期間，泉州當地市民熱切透過 O2O 訂購商品，澳門餅食

手信業商會會長林偉雄等手信業界看到 O2O 有助推動澳門餅食業

在內地開拓市場，積極推動屬下20多家會員加入 O2O 平台。因

此，經雙方洽談後，於2017年7月4日下午2時15分

於澳門經濟局7樓，由中葡電子商務商會常務副會

長馬俊與澳門餅食手信業商會常務副會長黃若禮代

表雙方簽署「跨境電商戰略合作協議」，並邀請到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經濟部

副部長寇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局局長

戴建業及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理事長、澳門餅食手

信業商會理事長何海明共同見證。

協議旨在就跨境電商業務領域的合作關係達成

共識，通過雙方的緊密合作，打造雙贏的戰略合作

關係，擴大雙方在跨境電商業務領域的影響力，並

為澳門餅食手信業商會會員創造以跨境電商建設為

具體戰術的發展機遇，促進雙方事業共同發展。

泉澳兩地青年認為活動獲益良多

中葡電子商務商會常務副會長馬俊與澳門餅食手信業商會

常務副會長黃若禮代表雙方簽署「跨境電商戰略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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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計劃修訂Amendment on Supporting Programs

貿促局修訂「參與推廣活動之規章」

065澳門會展  MACAU CONVENTION & EXHIBITION 

為配合澳門經濟㊜度多元，可持續發展的產業策略，澳門貿易投㈾促進局提供多

㊠㈶務鼓勵措施，鼓勵本㆞㈽業利用不同渠道對業務作推廣宣傳，拓展市場。除了㆒

直推行的「參展㈶務鼓勵措施」，該局亦因應市場發展趨勢，將鼓勵措施延伸㉃電子

商務平台領域，繼2009年推出的「電子商務 (E-Commerce) 推廣鼓勵措施」後，於去

年增設了「電子商務推廣（應用 B2C 平台）鼓勵措施」，鼓勵㈽業利用電子商務平

台無時間及㆞域限制之㈵點推廣㉂身品牌及業務。 ㈾料來源：澳門貿易投㈾促進局

為配合市場營商環境的變化，以及業界，尤其是本地企業的業務發展需

要，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對「參與推廣活動之規章」（以下簡稱「規章」）

作出修訂，修訂內容主要是調整展會登記名單的公佈時間、豁免多項「參與

推廣活動之規章」內要求提交之申請文件，以及明確宣傳品項目的相關條款

等，新修訂之「規章」已於本年4月18日起實施。

調整展會㈴單公佈時間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於2015年增設展會登記制度，讓不同性質的展會活

動作預先登記。考慮到展會活動瞬息萬變，為了讓業界及本地企業能及時掌

握最新的展會資訊，是次修訂本調整了展會登記名單的公佈時間，由過往於

每年6月及12月在該局網站公佈，調整為每月公佈。

 

豁免多㊠「參與推廣活動之規章」所需提交之申請文件

自本年1月起，該局與財政局、印務局及商業及動產登記局協調，豁免申

請企業／社團提交多項申請文件，包括

開業及更改登記 M/1 副本、營業稅 M/8 

副本、職業稅 M3/M4 副本、無欠稅證明

書副本、團體設立的澳門政府公報副本

及商業登記證明副本，進一步減省申請

者走訪政府部門的時間，加快服務效

率。

宣傳品㊠目

為鼓勵申請企業／社團充分利用展

會平台推廣和宣傳業務，是次修訂本對

「參展財務鼓勵措施」當中有關宣傳品

項目（包括印刷品及視聽材料）的條款

作具體化說明，包括要求申請企業／社

團必須於相應展覽會／展銷會內派發及

播放該宣傳品項目，同時，申請企業／

社團亦須就所提交的視聽材料的版權責

任作出聲明，另外，申請企業／社團可

於同一財政年度內向該局提出宣傳品項

目的財務鼓勵申請一次，有關申請必須

最遲於同一財政年度的11月30日前提

交。

新修訂之「規章」已上載至澳門貿

易投資促進局網站  ( smec@ipim.gov.mo 

查詢，亦可於辦公時間親臨該局位於中

土大廈19樓之中小企服務中心了解詳

情。

貿促局進一步減省申請者走訪政府部門的時間，加快服務效率

會展業發展委員會舉行2017年
第㆒次平常全體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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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會展   MACAU CONVENTION & EXHIBITION

會展業發展委員會召開平常全體會議

會展業發展委員會本年度首次平常全體會議於2017年6㈪8㈰在澳門商務促進㆗心

多功能會議室舉行。會議由委員會主席、澳門經濟㈶政司司長梁維㈵主持。

是次會議議程包括：通報及報告「會議大使」計劃、「會展競投及支援

『一站式』服務」、澳門在國際會議協會 (ICCA) 發佈《2016年國際協會會議

市場年度報告》之排名及「澳門會展業發展藍圖研究」等最新進展及跟進情

況。

「會議為先」方針成效顯現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代表在會上表示，2017年首季在澳門舉辦的會展活

動已有366項，其中會議344項，較去年同季增長17%，佔比超過90%。當中規

模200人以上的大型會議按年大幅增長超過40%至54項，相應的與會者數目更

增加超過1.9倍至超過4萬人次。由此可見，澳門特區政府依循「會議為先」

的方針推動會展業發展，成效逐漸顯現。

同時，2017年首季透過「會展競投及支援『一站式』服務」共跟進69個

活動，已舉行及已落實在澳舉辦的會展活動共45個，而會議佔50項，展覽

15項，會議及展覽4項，涉及之行業主要為專科醫學、保險、教育、金融、資

訊科技、電子工程等。今年下半年亦將舉行多個逾千人會議項目。

多元渠道惠及㈳區共享會展經濟

為配合澳門特區政府支持社區經濟發展，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在優化會

展業扶助計劃中增添本地交通補助外，

亦積極聯手澳門北區工商聯會、中南區

工商聯會及離島區工商聯會，共同推行

多項措施，以帶動會展活動與會者走入

社區消費及參觀，惠及不同規模的旅遊

設施和周邊中小企。

同時，該局於今年5月「澳門會展

工作坊」，在提升業界專業水平的同

時，亦邀請到本澳各區工商聯會代表介

紹最新之社區活動，推薦觀光景點及路

線等，鼓勵會展客商走進澳門社區。

此外，澳門特區政府邀請到6位來

自醫學、建築、體育、資訊及化學等領

域的知名及權威人士擔任澳門的「會議

大使」，以協助競投及招攬更多不同行

業的國際會議在澳舉辦。《澳門會展業

發展藍圖研究》結合了調研團隊及本澳

會展業界的力量，對有關行業的發展路

向和工作措施提出了分析和建議。會議

上有委員討論「以會議為先的會展業發

展」策略時，關注到「一帶一路」、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及「粵港澳大灣

區」等區域合作概念持續深化和推進，

建議澳門會議業的發展應更好加強區域

合作，如城市組成聯盟共同競投國際會

議，以共享自身及對方會展軟硬件及周

邊配套資源，共同壯大發展。同時亦有

委員提出加強本澳綠色會展及會展教育

培訓的名片形象、優化會展信息網站等

建議。

㈾料來源：澳門貿易投㈾促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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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市場營商環境的變化，以及業界，尤其是本地企業的業務發展需

要，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對「參與推廣活動之規章」（以下簡稱「規章」）

作出修訂，修訂內容主要是調整展會登記名單的公佈時間、豁免多項「參與

推廣活動之規章」內要求提交之申請文件，以及明確宣傳品項目的相關條款

等，新修訂之「規章」已於本年4月18日起實施。

調整展會㈴單公佈時間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於2015年增設展會登記制度，讓不同性質的展會活

動作預先登記。考慮到展會活動瞬息萬變，為了讓業界及本地企業能及時掌

握最新的展會資訊，是次修訂本調整了展會登記名單的公佈時間，由過往於

每年6月及12月在該局網站公佈，調整為每月公佈。

 

豁免多㊠「參與推廣活動之規章」所需提交之申請文件

自本年1月起，該局與財政局、印務局及商業及動產登記局協調，豁免申

請企業／社團提交多項申請文件，包括

開業及更改登記 M/1 副本、營業稅 M/8 

副本、職業稅 M3/M4 副本、無欠稅證明

書副本、團體設立的澳門政府公報副本

及商業登記證明副本，進一步減省申請

者走訪政府部門的時間，加快服務效

率。

宣傳品㊠目

為鼓勵申請企業／社團充分利用展

會平台推廣和宣傳業務，是次修訂本對

「參展財務鼓勵措施」當中有關宣傳品

項目（包括印刷品及視聽材料）的條款

作具體化說明，包括要求申請企業／社

團必須於相應展覽會／展銷會內派發及

播放該宣傳品項目，同時，申請企業／

社團亦須就所提交的視聽材料的版權責

任作出聲明，另外，申請企業／社團可

於同一財政年度內向該局提出宣傳品項

目的財務鼓勵申請一次，有關申請必須

最遲於同一財政年度的11月30日前提

交。

新修訂之「規章」已上載至澳門貿

易投資促進局網站  ( smec@ipim.gov.mo 

查詢，亦可於辦公時間親臨該局位於中

土大廈19樓之中小企服務中心了解詳

情。

貿促局進一步減省申請者走訪政府部門的時間，加快服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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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展業發展委員會召開平常全體會議

會展業發展委員會本年度首次平常全體會議於2017年6㈪8㈰在澳門商務促進㆗心

多功能會議室舉行。會議由委員會主席、澳門經濟㈶政司司長梁維㈵主持。

是次會議議程包括：通報及報告「會議大使」計劃、「會展競投及支援

『一站式』服務」、澳門在國際會議協會 (ICCA) 發佈《2016年國際協會會議

市場年度報告》之排名及「澳門會展業發展藍圖研究」等最新進展及跟進情

況。

「會議為先」方針成效顯現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代表在會上表示，2017年首季在澳門舉辦的會展活

動已有366項，其中會議344項，較去年同季增長17%，佔比超過90%。當中規

模200人以上的大型會議按年大幅增長超過40%至54項，相應的與會者數目更

增加超過1.9倍至超過4萬人次。由此可見，澳門特區政府依循「會議為先」

的方針推動會展業發展，成效逐漸顯現。

同時，2017年首季透過「會展競投及支援『一站式』服務」共跟進69個

活動，已舉行及已落實在澳舉辦的會展活動共45個，而會議佔50項，展覽

15項，會議及展覽4項，涉及之行業主要為專科醫學、保險、教育、金融、資

訊科技、電子工程等。今年下半年亦將舉行多個逾千人會議項目。

多元渠道惠及㈳區共享會展經濟

為配合澳門特區政府支持社區經濟發展，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在優化會

展業扶助計劃中增添本地交通補助外，

亦積極聯手澳門北區工商聯會、中南區

工商聯會及離島區工商聯會，共同推行

多項措施，以帶動會展活動與會者走入

社區消費及參觀，惠及不同規模的旅遊

設施和周邊中小企。

同時，該局於今年5月「澳門會展

工作坊」，在提升業界專業水平的同

時，亦邀請到本澳各區工商聯會代表介

紹最新之社區活動，推薦觀光景點及路

線等，鼓勵會展客商走進澳門社區。

此外，澳門特區政府邀請到6位來

自醫學、建築、體育、資訊及化學等領

域的知名及權威人士擔任澳門的「會議

大使」，以協助競投及招攬更多不同行

業的國際會議在澳舉辦。《澳門會展業

發展藍圖研究》結合了調研團隊及本澳

會展業界的力量，對有關行業的發展路

向和工作措施提出了分析和建議。會議

上有委員討論「以會議為先的會展業發

展」策略時，關注到「一帶一路」、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及「粵港澳大灣

區」等區域合作概念持續深化和推進，

建議澳門會議業的發展應更好加強區域

合作，如城市組成聯盟共同競投國際會

議，以共享自身及對方會展軟硬件及周

邊配套資源，共同壯大發展。同時亦有

委員提出加強本澳綠色會展及會展教育

培訓的名片形象、優化會展信息網站等

建議。

㈾料來源：澳門貿易投㈾促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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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博賢致辭表示，作為本屆賽事的冠名贊助商，十分

榮幸能於「美高梅澳門環保遠足者」擔當積極角色，為促

進社區凝聚及環境可持續發展發揮正面作用。本屆賽事的

起終點定於全新綜合度假酒店美獅美高梅，標誌著美高梅

成就更多璀璨時刻的開始，美高梅將繼續悉力以赴，為澳

門社區締造可持續發展的環境。

高朗弼表示，今屆活動的主題為「注入綠色力量」和

「營造健康活力生活」，旨在向所有參賽選手展現澳門獨

特清新和鮮為人知的自然環境，藉此提升環保意識。今年

繼續設立充滿活力的健康大道，目的是提高大眾對健康生

活的重視，聚集本地有共同理念的中小企商戶，教育參賽

者在日常生活中培養健康的生活方式。賽事也將更具國際

水平，包括引入計時晶片，實時追蹤跑者到達每個水站的

時間，使跑者在更安全的情況舉行賽事之餘，可提供有效

數據，提升比賽結果準確度。

「澳門環保遠足者」今年將踏入第八個年頭，並得到

澳門美高梅冠名贊助，今年將繼續舉辦10公里及30公里兩

組競賽項目，自當天下午六時報名起，已於1小時內爆

滿，情況踴躍﹗屆時將有2,200名選手組成550隊參與活

動。

 作為本澳一項重要的慈善活動，主辦方每年都會根據

本地社區的實際需要，甄選合適的受惠慈善團體，參賽費

用將全數捐出。主辦單位表示，今屆活動的受惠慈善團體

是澳門善牧會及澳門扶輪社。

「澳門環保遠足者」過去一直得到澳門特區政府、眾

多贊助商及志願者的支持，包括澳門民政總署及澳門旅遊

局的協助，讓活動漸漸成為本澳運動品牌項目，由首屆賽

事的560名選手，發展至今屆2,200名選手的大型賽事。據

統計，過去7年一共吸引超過1萬名選手參與，並為慈善團

體籌集逾220萬澳門元的慈款。

「2017美高梅澳門環保遠足者」11㈪4㈰
美獅美高梅盛大舉行

「2017美高梅澳門環保遠足者」將於2017年11㈪4㈰假美獅美高梅舉行，主辦單

位於6㈪28㈰舉行記者招待會，由澳門遠足者㈲限公司總㈼高朗弼主持，介紹㈲關詳

情。出席嘉賓包括美高梅㆗國控股㈲限公司首席執行官及執行董事簡博賢，澳門民政

總署園林綠化部㉂然保護研究處處長陳玉芬，澳門旅遊局旅遊推廣廳顧問高級技術員

蘇啟文及澳門廣播電視股份㈲限公司執行委員會主席白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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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㆓屆澳門非遺博覽會

由中國文化管理協會遺產保護委員會主辦，澳門基金

會、中國藝術節基金會協辦的「第二屆澳門非遺博覽

會」於2017年4月6至10日一連五天在澳門威尼斯人金光

展覽中心舉辦。

中國文化管理協會遺產保護委員會會長、中國藝術節

基金會副理事長安然，中國文化管理協會遺產保護委員

會副秘書長徐宏，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

06-10/04/2017
辦公室文教部副部長級助理邵彬、副處長夏晶，中華人民共

和國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領事部參贊胡小

蘭，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主席張祖榮，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

區榮智，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推廣活動廳高級經理李藻森，

澳門旅遊局活動處處長唐向賢等嘉賓出席。

安然致歡迎辭表示，澳門在「一帶一路」戰略上有着重

要的位置和作用，是次博覽會配合國家的發展步伐，在這一

過程中亦爲澳門的文化建設與發展貢獻力量。「一帶一路」

是一個符號，也是一道橋樑，透過展覽將中國幾千年流傳下

來的工匠精神繼續傳承及弘揚下去。

是次博覽會旨在匯聚全球各地的古代藝術精品與非物質

文化手工技藝的傳承遺產，展開世界文明間的對話。今年在

國際古代藝術交流區域開辦專題展區《梵光佛影－犍陀羅佛

教藝術》。此外，國際古代藝術交流區域還展出：宋代金兔

毫建盞、銀兔毫建盞及烏金釉建盞；日本榮和株式會社展示

的明永樂一把蓮青花皿等瓷器等。

2017香港工展會•澳門

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主辦的「2017香港工展會‧

澳門」於2017年4月13至17日在澳門漁人碼頭會議展覽中

心舉行。為期五天的展覽會錄得逾15萬人次入場，成效

理想。

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香港品牌發展局

主席黃家和，澳門旅遊局代局長謝慶茜，澳門貿易投資

促進局執行委員劉關華，澳門經濟局對外貿易管理廳廳

長陳詠達，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李秀恒、副會長兼

13-17/04/2017
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主席戴澤良，澳門廠商聯合會理事長

馮信堅及澳門中華總商會副理事長盧德華等嘉賓等出席開

幕式。

劉關華致歡迎辭表示，當前澳門正朝向「世界旅遊休

閒中心」的定位不斷發展，擁有超過3,000萬旅客的龐大市

場。同時，澳門政府亦著力拓展更多元化的國際商務旅遊

客源，為海內外企業帶來巨大的商機。此外，基於歷史、

語言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澳門長期以來一直發揮中葡橋

樑的紐帶作用，與總人口超過2.6億的葡語國家保持著廣泛

的文化及經貿聯繫。「2017香港工展會」選址澳門，對香

港品牌企業來說，是一個對外推廣其產品及服務的獨特機

遇。

展會現場設有230個展位，匯集170間優質香港企業，

分佈在「珠寶‧服飾美容區」、「健康美食區」及「生活

家居精品區」3個主題展區。現場推出多項折扣優惠，包括

有貨品以限量形式低至1折，甚至1澳門元的「超抵價」出

售。

會展動態MICE Updates



076  澳門會展   MACAU CONVENTION & EXHIBITION

會展預告Upcoming MICE Events 

簡博賢致辭表示，作為本屆賽事的冠名贊助商，十分

榮幸能於「美高梅澳門環保遠足者」擔當積極角色，為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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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終點定於全新綜合度假酒店美獅美高梅，標誌著美高梅

成就更多璀璨時刻的開始，美高梅將繼續悉力以赴，為澳

門社區締造可持續發展的環境。

高朗弼表示，今屆活動的主題為「注入綠色力量」和

「營造健康活力生活」，旨在向所有參賽選手展現澳門獨

特清新和鮮為人知的自然環境，藉此提升環保意識。今年

繼續設立充滿活力的健康大道，目的是提高大眾對健康生

活的重視，聚集本地有共同理念的中小企商戶，教育參賽

者在日常生活中培養健康的生活方式。賽事也將更具國際

水平，包括引入計時晶片，實時追蹤跑者到達每個水站的

時間，使跑者在更安全的情況舉行賽事之餘，可提供有效

數據，提升比賽結果準確度。

「澳門環保遠足者」今年將踏入第八個年頭，並得到

澳門美高梅冠名贊助，今年將繼續舉辦10公里及30公里兩

組競賽項目，自當天下午六時報名起，已於1小時內爆

滿，情況踴躍﹗屆時將有2,200名選手組成550隊參與活

動。

 作為本澳一項重要的慈善活動，主辦方每年都會根據

本地社區的實際需要，甄選合適的受惠慈善團體，參賽費

用將全數捐出。主辦單位表示，今屆活動的受惠慈善團體

是澳門善牧會及澳門扶輪社。

「澳門環保遠足者」過去一直得到澳門特區政府、眾

多贊助商及志願者的支持，包括澳門民政總署及澳門旅遊

局的協助，讓活動漸漸成為本澳運動品牌項目，由首屆賽

事的560名選手，發展至今屆2,200名選手的大型賽事。據

統計，過去7年一共吸引超過1萬名選手參與，並為慈善團

體籌集逾220萬澳門元的慈款。

「2017美高梅澳門環保遠足者」11㈪4㈰
美獅美高梅盛大舉行

「2017美高梅澳門環保遠足者」將於2017年11㈪4㈰假美獅美高梅舉行，主辦單

位於6㈪28㈰舉行記者招待會，由澳門遠足者㈲限公司總㈼高朗弼主持，介紹㈲關詳

情。出席嘉賓包括美高梅㆗國控股㈲限公司首席執行官及執行董事簡博賢，澳門民政

總署園林綠化部㉂然保護研究處處長陳玉芬，澳門旅遊局旅遊推廣廳顧問高級技術員

蘇啟文及澳門廣播電視股份㈲限公司執行委員會主席白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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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㆓屆澳門非遺博覽會

由中國文化管理協會遺產保護委員會主辦，澳門基金

會、中國藝術節基金會協辦的「第二屆澳門非遺博覽

會」於2017年4月6至10日一連五天在澳門威尼斯人金光

展覽中心舉辦。

中國文化管理協會遺產保護委員會會長、中國藝術節

基金會副理事長安然，中國文化管理協會遺產保護委員

會副秘書長徐宏，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

06-10/04/2017
辦公室文教部副部長級助理邵彬、副處長夏晶，中華人民共

和國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領事部參贊胡小

蘭，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主席張祖榮，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

區榮智，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推廣活動廳高級經理李藻森，

澳門旅遊局活動處處長唐向賢等嘉賓出席。

安然致歡迎辭表示，澳門在「一帶一路」戰略上有着重

要的位置和作用，是次博覽會配合國家的發展步伐，在這一

過程中亦爲澳門的文化建設與發展貢獻力量。「一帶一路」

是一個符號，也是一道橋樑，透過展覽將中國幾千年流傳下

來的工匠精神繼續傳承及弘揚下去。

是次博覽會旨在匯聚全球各地的古代藝術精品與非物質

文化手工技藝的傳承遺產，展開世界文明間的對話。今年在

國際古代藝術交流區域開辦專題展區《梵光佛影－犍陀羅佛

教藝術》。此外，國際古代藝術交流區域還展出：宋代金兔

毫建盞、銀兔毫建盞及烏金釉建盞；日本榮和株式會社展示

的明永樂一把蓮青花皿等瓷器等。

2017香港工展會•澳門

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主辦的「2017香港工展會‧

澳門」於2017年4月13至17日在澳門漁人碼頭會議展覽中

心舉行。為期五天的展覽會錄得逾15萬人次入場，成效

理想。

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香港品牌發展局

主席黃家和，澳門旅遊局代局長謝慶茜，澳門貿易投資

促進局執行委員劉關華，澳門經濟局對外貿易管理廳廳

長陳詠達，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李秀恒、副會長兼

13-17/04/2017
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主席戴澤良，澳門廠商聯合會理事長

馮信堅及澳門中華總商會副理事長盧德華等嘉賓等出席開

幕式。

劉關華致歡迎辭表示，當前澳門正朝向「世界旅遊休

閒中心」的定位不斷發展，擁有超過3,000萬旅客的龐大市

場。同時，澳門政府亦著力拓展更多元化的國際商務旅遊

客源，為海內外企業帶來巨大的商機。此外，基於歷史、

語言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澳門長期以來一直發揮中葡橋

樑的紐帶作用，與總人口超過2.6億的葡語國家保持著廣泛

的文化及經貿聯繫。「2017香港工展會」選址澳門，對香

港品牌企業來說，是一個對外推廣其產品及服務的獨特機

遇。

展會現場設有230個展位，匯集170間優質香港企業，

分佈在「珠寶‧服飾美容區」、「健康美食區」及「生活

家居精品區」3個主題展區。現場推出多項折扣優惠，包括

有貨品以限量形式低至1折，甚至1澳門元的「超抵價」出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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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國際創新節

由澳門電子商務協會主辦的「澳門國際創新節」、澳

門通訊展籌備委員會主辦的「澳門通訊展」、澳門廣告

商會主辦的「澳門國際廣告盛典」於2017年6月5至7日一

連三天在澳門舉行。

開幕式暨歡迎晚宴於晚上7時假悅榕莊宴會廳舉行。

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行政委員會主席馬志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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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寇明，澳門經濟局副局長陳子慧，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執行委員劉關華，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理事長

05-07/06/2017

第㈩屆亞太婚慶博覽2017

由婚慶同業商會主辦的「第十屆亞太婚慶博覽

2017」，於2017年6月9至11日在澳門旅遊塔會展娛樂中

心順利舉行。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執行委員劉關華，婚慶同業商會

會長吳文慧及副會長盧德忠，澳門展貿協會理事長

09-11/0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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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家雄，郵電局資訊科技發展及資源管理廳代廳長

梁燊堯，亞洲廣告聯盟主席蘇雄及湖南廣告協會會長曾小

明等出席。

澳門國際廣告盛典項目秘書長兼統籌畢志健致辭時表

示，澳門有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目標，但若

可先建設世界創新營銷中心，相信可吸引更多商務旅客。

作為澳門首個以創新為題的澳門國際會議，將努力促進科

技與產業、金融的融合，匯聚創新資源，製造面對面交流

機會，讓澳門成為創新合作的大平台。計劃未來將爭取更

多創新創意的活動來澳，包括「國際數字商業創新大獎」

(ECI Awards)，他們每年邀請全球數百個專家評委為創新商

業模式定義，並分享可複製的成功經驗；競投「2012年亞

洲廣告大會」—匯聚1,600多廣告業界精英的創意營銷分享

活動，並希望可在澳舉辦亞洲旅遊營銷論壇，了解各地文

化差異，從而設計出精準的營銷方案。

晚宴上舉行四項簽約儀式，分別就大數據交流合作、辦

展主辦方、國際創新節顧問、研發會展新管理系統等簽署

合作協議。

陳思雅，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理事長何海明，澳門房地產

聯合商會會長吳在權等出席。盧德忠並在開幕禮上致辭。

是次展覽會總面積逾2,500平方米，設近100個展位，吸

引近50家專業婚慶品牌參展，展商數量對比上屆上升兩

成。一連三日總入場人數超過9,000人次，吸引逾550對準

新人到場諮詢購買服務，成交酒席逾30單。

展會雲集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台灣，及韓國等地

逾50家專業婚慶品牌參展，新增展商數量達20%，更有超過

350對情侶於展會前已透過網上登記預約現場諮詢婚攝等服

務。

除提供婚禮所需的各式全面服務外，本屆展會更獨家

提供會場內獨有的優惠及禮品，包括「旅行婚攝送住

宿」、全澳獨家「50%半價婚攝優惠套餐」，及展內多家

「餅店禮券獨家優惠」發售等。凡展前於網上登記預約觀

展的新人更可獲贈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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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屆家居及美食博覽

由藝嘉公關廣告推廣公司主辦的「第9屆家居及美食

博覽」於2017年6月16至18日一連三天假澳門威尼斯人金

光會展中心 A 館舉行。今屆博覽會有近200個展位，當中

有102個來自海外、香港、中國內地及本澳參展商戶，規

模逐年擴大。

大會邀請到福建省漳州市商務局副局長林建成，澳門

旅遊局局長文綺華，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推廣活動廳高

級經理李藻森，澳門立法會議員陳明金，澳門公職人員

協會理事會副主席、立法會議員梁榮仔，澳門會議展覽

業協會副理事長汪爾達，澳門展貿協會副會長詹國銓，

16-18/06/2017 香港藝員敖嘉年及藝嘉公關廣告推廣公司執行董事何嘉靜

為活動揭開序幕。

與去年同期比較，今屆參展商增加90%；展位數量更

激增1.4倍；其中海外參展商增幅最多，達2.3倍，充分反

映海外參展商對澳門市場的重視程度及信心。今屆博覽會

共分為八大區，分別是「智能家居」、「傢俬家品」、

「室內設計」、「電腦世界」、「家庭汽車」、「環球美

食」、「美容護理」及「福建品牌—漳州味」，現場展銷

數十萬件生活用品及美食。

其中，福建省商務廳聯合漳州市人民政府首次帶領

40間福建漳州市的特色商戶，踏足澳門商業展覽，展出地

道「漳州味」的產品。此外，場內有4折床褥、5折梳化、

家庭電器、室內設計下單立減50%、護膚品低至3折等折上

折優惠。大會更推出多項抽獎活動，消費即可參與「購物

消費大獎賞」贏取超過10萬元的豐富獎品。「購物消費日

日賞」每日送出價值澳門幣4,799的美圖手機 T8 及價值澳

門幣1,988創維32寸內置高清 LED 電視。展覽閉幕當天更

送出壓軸大獎—價值澳門幣12,800的 OTO 挨挨鬆按摩椅。

第18屆精叻 BB 及兒童用品展

由藝嘉公關廣告推廣公司主辦，願景是打造嬰幼兒優

質教育、健康護理資訊平台的「第18屆精叻 BB 及兒童用

品展」於2017年6月30日至7月2日一連三天假澳門威尼斯

人金光會展中心 A 館舉行。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副理事長汪爾達，澳門展貿協會

副會長詹國銓，澳門婦聯總會副理事長鄺玉球，工銀澳

30/06-02/07/2017
門銀行卡業務部副總經理盧冠衡，澳門新八佰伴副總經理

屈鎏富，日豐車行有限公司代表林思敏及藝嘉公關廣告推

廣公司執行董事何嘉靜等主禮嘉賓為活動揭開序幕。

是次展會以「夏日樂悠悠」為主題，展位多達112

個，其中八成為本地參展商，其餘商戶來自香港、中國內

地、台灣、日本及韓國等國家和地區。與上屆相比，外地

參展商數量下跌五成，本地參展商則上升近兩成。展品項

目齊全、種類繁多，品牌涵蓋兩岸四地及日韓，提供嬰幼

兒日用品、健康食品及洗滌用品、嬰幼兒服飾、益智教材

書籍、嬰兒床、手推車及學步車等。

除琳瑯滿目的展品外，場內還設有四大比賽，包括

「夏日樂悠悠之沙灘 Fashion Show」、「精叻BB爬行比

賽」、「精叻BB競步大賽」及「精叻 SMART BB 相片選

舉」，讓寶寶在台上同場競技。此外，還有由童畫王國冠

名贊助的卡通人物造型 Fashion Show，同期活動豐富多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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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國際創新節

由澳門電子商務協會主辦的「澳門國際創新節」、澳

門通訊展籌備委員會主辦的「澳門通訊展」、澳門廣告

商會主辦的「澳門國際廣告盛典」於2017年6月5至7日一

連三天在澳門舉行。

開幕式暨歡迎晚宴於晚上7時假悅榕莊宴會廳舉行。

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行政委員會主席馬志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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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寇明，澳門經濟局副局長陳子慧，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執行委員劉關華，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理事長

05-07/06/2017

第㈩屆亞太婚慶博覽2017

由婚慶同業商會主辦的「第十屆亞太婚慶博覽

2017」，於2017年6月9至11日在澳門旅遊塔會展娛樂中

心順利舉行。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執行委員劉關華，婚慶同業商會

會長吳文慧及副會長盧德忠，澳門展貿協會理事長

09-11/0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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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家雄，郵電局資訊科技發展及資源管理廳代廳長

梁燊堯，亞洲廣告聯盟主席蘇雄及湖南廣告協會會長曾小

明等出席。

澳門國際廣告盛典項目秘書長兼統籌畢志健致辭時表

示，澳門有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目標，但若

可先建設世界創新營銷中心，相信可吸引更多商務旅客。

作為澳門首個以創新為題的澳門國際會議，將努力促進科

技與產業、金融的融合，匯聚創新資源，製造面對面交流

機會，讓澳門成為創新合作的大平台。計劃未來將爭取更

多創新創意的活動來澳，包括「國際數字商業創新大獎」

(ECI Awards)，他們每年邀請全球數百個專家評委為創新商

業模式定義，並分享可複製的成功經驗；競投「2012年亞

洲廣告大會」—匯聚1,600多廣告業界精英的創意營銷分享

活動，並希望可在澳舉辦亞洲旅遊營銷論壇，了解各地文

化差異，從而設計出精準的營銷方案。

晚宴上舉行四項簽約儀式，分別就大數據交流合作、辦

展主辦方、國際創新節顧問、研發會展新管理系統等簽署

合作協議。

陳思雅，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理事長何海明，澳門房地產

聯合商會會長吳在權等出席。盧德忠並在開幕禮上致辭。

是次展覽會總面積逾2,500平方米，設近100個展位，吸

引近50家專業婚慶品牌參展，展商數量對比上屆上升兩

成。一連三日總入場人數超過9,000人次，吸引逾550對準

新人到場諮詢購買服務，成交酒席逾30單。

展會雲集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台灣，及韓國等地

逾50家專業婚慶品牌參展，新增展商數量達20%，更有超過

350對情侶於展會前已透過網上登記預約現場諮詢婚攝等服

務。

除提供婚禮所需的各式全面服務外，本屆展會更獨家

提供會場內獨有的優惠及禮品，包括「旅行婚攝送住

宿」、全澳獨家「50%半價婚攝優惠套餐」，及展內多家

「餅店禮券獨家優惠」發售等。凡展前於網上登記預約觀

展的新人更可獲贈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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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屆家居及美食博覽

由藝嘉公關廣告推廣公司主辦的「第9屆家居及美食

博覽」於2017年6月16至18日一連三天假澳門威尼斯人金

光會展中心 A 館舉行。今屆博覽會有近200個展位，當中

有102個來自海外、香港、中國內地及本澳參展商戶，規

模逐年擴大。

大會邀請到福建省漳州市商務局副局長林建成，澳門

旅遊局局長文綺華，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推廣活動廳高

級經理李藻森，澳門立法會議員陳明金，澳門公職人員

協會理事會副主席、立法會議員梁榮仔，澳門會議展覽

業協會副理事長汪爾達，澳門展貿協會副會長詹國銓，

16-18/06/2017 香港藝員敖嘉年及藝嘉公關廣告推廣公司執行董事何嘉靜

為活動揭開序幕。

與去年同期比較，今屆參展商增加90%；展位數量更

激增1.4倍；其中海外參展商增幅最多，達2.3倍，充分反

映海外參展商對澳門市場的重視程度及信心。今屆博覽會

共分為八大區，分別是「智能家居」、「傢俬家品」、

「室內設計」、「電腦世界」、「家庭汽車」、「環球美

食」、「美容護理」及「福建品牌—漳州味」，現場展銷

數十萬件生活用品及美食。

其中，福建省商務廳聯合漳州市人民政府首次帶領

40間福建漳州市的特色商戶，踏足澳門商業展覽，展出地

道「漳州味」的產品。此外，場內有4折床褥、5折梳化、

家庭電器、室內設計下單立減50%、護膚品低至3折等折上

折優惠。大會更推出多項抽獎活動，消費即可參與「購物

消費大獎賞」贏取超過10萬元的豐富獎品。「購物消費日

日賞」每日送出價值澳門幣4,799的美圖手機 T8 及價值澳

門幣1,988創維32寸內置高清 LED 電視。展覽閉幕當天更

送出壓軸大獎—價值澳門幣12,800的 OTO 挨挨鬆按摩椅。

第18屆精叻 BB 及兒童用品展

由藝嘉公關廣告推廣公司主辦，願景是打造嬰幼兒優

質教育、健康護理資訊平台的「第18屆精叻 BB 及兒童用

品展」於2017年6月30日至7月2日一連三天假澳門威尼斯

人金光會展中心 A 館舉行。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副理事長汪爾達，澳門展貿協會

副會長詹國銓，澳門婦聯總會副理事長鄺玉球，工銀澳

30/06-02/07/2017
門銀行卡業務部副總經理盧冠衡，澳門新八佰伴副總經理

屈鎏富，日豐車行有限公司代表林思敏及藝嘉公關廣告推

廣公司執行董事何嘉靜等主禮嘉賓為活動揭開序幕。

是次展會以「夏日樂悠悠」為主題，展位多達112

個，其中八成為本地參展商，其餘商戶來自香港、中國內

地、台灣、日本及韓國等國家和地區。與上屆相比，外地

參展商數量下跌五成，本地參展商則上升近兩成。展品項

目齊全、種類繁多，品牌涵蓋兩岸四地及日韓，提供嬰幼

兒日用品、健康食品及洗滌用品、嬰幼兒服飾、益智教材

書籍、嬰兒床、手推車及學步車等。

除琳瑯滿目的展品外，場內還設有四大比賽，包括

「夏日樂悠悠之沙灘 Fashion Show」、「精叻BB爬行比

賽」、「精叻BB競步大賽」及「精叻 SMART BB 相片選

舉」，讓寶寶在台上同場競技。此外，還有由童畫王國冠

名贊助的卡通人物造型 Fashion Show，同期活動豐富多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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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屆婚紗婚宴美容珠寶展

The 36th Wedding, Banquet, 

Beauty & Jewellery Expo

藝嘉公關廣告推廣有限公司

A Plus PR & Advertising 

Company

電話 Tel: (853) 2870 3930

網址 Website: 

www.aplus1996.com

8月4-6日

Aug 4-6

路氹金光大道® 

金光會展™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t The 

Venetian-Resort-Macao

展覽

Exhibition

2050 Mars Adventures &

 Ultra Heroes Acrobattle 

Live Macau

8月5-31日

Aug 5-31

路氹金光大道® 

金光會展™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t The 

Venetian-Resort-Macao

展覽

Exhibition

第十二屆學術會議

O XII Congresso da 

Associação Internacional 

de Lusitanistas

7月23-28日

July 23-28

2017年7 - 9㈪份澳門主要會展活動預告

7月28-30日

July 28-30

日期
Date

聯絡資料
Contact of Information

性質
Nature

名稱
Name

地點
Venue

2017粵澳名優商品展

The Guangdong & Macao 

Branded Products Fair 2017

澳門理工學院

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

電話 Tel: (853) 8399 8615

網址 Website: 

www.ipm.edu.mo/

lusitanistas/

澳門理工學院

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

路氹金光大道® 

金光會展™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t The 

Venetian-Resort-Macao

會展㈰程MICE Schedule

會議

Conference

2017年7 - 9㈪份澳門主要會展活動預告

黑武士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Black Knight Culture 

Diffusion Company Limited

網址 Website: 

www.facebook.com/

ultraheroes2017

路氹金光大道® 

金光會展™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t The 

Venetian-Resort-Macao

7月28-30日

July 28-30

7月28-9月3日

July 28-Se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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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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dong

macaofair.com/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Macao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Institute

電話 Tel: (853) 8294 6885

網址 Website: 

www.mfe.mo/mfe2017

會展㈰程MICE Schedule

第5屆夏日繽紛購物節

5th Summer Shopping Festival

2017國際家居展

2017 International Home Expo

8 月25-27日

Aug 25-27

澳門漁人碼頭會議展覽中心

Macau Fisherman's 

Wharf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展覽

Exhibition

8 月25-27日

Aug 25-27

十一黃金購物展

Golden Week Shopping 

Expo 2017

9月30日

~10月2日

Sep 30 

~ Oct 2

華雅展覽有限公司

AVI Exhibition Limited

電話 Tel: (853) 3954 5912

網址 Website:

 http://aviexhibition.wix

site.com/main

展覽

Exhibition

9月13~15日

Sep 13~15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

Macao Government 

Tourism Office

電話 Tel: (853) 2831 5566

網址 Website: 

www.patatravelmart.com/

日期
Date

聯絡資料
Contact of Information

性質
Nature

名稱
Name

地點
Venue

2017亞太旅遊協會(PATA)

旅遊交易會

PATA Travel Mart 2017 

(PTM 2017)

三立會展服務有限公司

JR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Services Ltd.

電話 Tel: (853) 2871 5709

藝嘉公關廣告推廣有限公司

A Plus PR & Advertising 

Company

電話 Tel: (853) 2870 3930

網址 Website: 

www.aplus1996.com

路氹金光大道® 

金光會展™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t The 

Venetian-Resort-Macao

會議

Conference

路氹金光大道® 

金光會展™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t The 

Venetian-Resort-Ma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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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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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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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24日

Sep 22~24

新康恒股份有限公司

Xin Kang Heng Holdings 

Limited

電話 Tel: (853) 2870 3383

新康恒車天車地嘉年華2017

Xin Kang Heng Auto 

Carnival 2017

展覽

Exhibition

8月18-20日

Aug 18-20
展覽

Exhibition

澳門玩具親子博覽2017

Macau Joy 2017

澳匯展覽有限公司

MACEXPO Exhibition Co Ltd

電話 Tel: (853) 2832 1382

網址 Website: 

http://macexpo.com.mo/

8月18-20日

Aug 18-20

玩樂達人博覽

Play Hub Expo

澳匯展覽有限公司

MACEXPO Exhibition Co Ltd

電話 Tel: (853)2875 7794

網址 Website: 

www.playhubexpo.com/

展覽

Exhibition

澳門國際品牌連鎖加盟展2017

Macao Franchise Expo 

2017 (MFE)

展覽

Exhibition

展覽

Exhibition

我們的 Sanrio 年代

Our Sanrio Times

澳門新濠影匯

Studio City Macau

“我們的 Sanrio 年代”

辦公室

“Our Sanrio Times” 

Office

電話 Tel: (853) 6569 3203

展覽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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