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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澳門推廣周”是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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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政府作為指導機構；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

為主辦機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澳

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常設秘書處、湖南省商務

廳、湖南省外事僑務辦公室、長沙市人民政府 、湖南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 

、湖南省旅遊局、湖南省新聞出版廣電局、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湖南省

分會、湖南省海外聯誼會、湖南省工商業聯合會、湖南廣播電視臺、澳門中

華總商會、澳門廠商聯合會、澳門出入口商會等支持的大型商貿推廣活動。

“活力澳門推廣周・湖南長沙”承載著湘澳民眾的期盼 帶著活力，帶著真

誠，於2015年4月10-12日在湖南國際會展中心A廳舉行。

2014年，湖南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7048.46億元，同比增長9.5%，“活力

澳門推廣周”第十八站移師湖南長沙舉辦，得到了湖南省商務廳、湖南省外

事僑務辦公室、長沙市人民政府等機構的支持，在此，活力澳門推廣周組委

會表示誠摯的感謝！

“活力澳門推廣周·湖南長沙”站展覽面積10,000平方米，展位約260

個。為促進澳門與湖南的商貿、旅遊及文化交流，協助澳門企業的商品和產

品拓展到內地巿場，活力周以專題展示、產品展銷、商業對接、經貿推介、

推廣活動為主要內容，旨在為湘澳兩地交流合作提供平臺和機遇，充分發揮

各自優勢，促進湘澳兩地的發展。

我們深信，“活力澳門推廣周‧湖南長沙”的商貿推廣活動，一定能為

湘澳客商傳遞資訊，搭建更加便利與順暢的平臺。讓湘澳攜手，合作發展，

共創輝煌！

活力澳門推廣周組委會

2015年4月於湖南

，

地理位置Location

氣候Climate

澳門位於中國東南沿海的珠江三角洲，在東經113°35’，北緯　22°

14’，與東北偏東的香港相約60公里。

澳門地區由澳門半島以及氹仔和路環兩個離島組成。總面積共 30.3平方

公里，其中澳門半島9.3平方公里、 仔7.6平方公里、路環7.6平方公里、路

填海區5.8平方公里。

澳門半島與氹仔之間由三條分別長約2.6公里、3.9公里及2.2公里的澳氹大

橋連接；氹仔和路環之間也有一條約2.25公里的路氹連貫公路相連。經澳門半

島最北面的關閘可到達中國大陸的珠海市和中山市；經位於路氹城的蓮花大橋

也可到達珠海市的橫琴島。

Macau is located at the entranc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at latitude 

22º 14' North, longitude 113º 35' East and connected to Gongbei 

District by the Border Gate (Portas do Cerco) isthmus.

The Macau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as an area of 30.3 km2, 

comprised of the Macau Peninsula 9.3 km2 and connected to Mainland 

China, the islands of Taipa (7.6 km2) and Coloane (7.6 km2) and the 

reclaimed area COTAI (5.8 km2). 

Three bridges connect Macau to Taipa (one of them is 2.6 km long, 

the other one is 3.9 km long and the third one is 2.2 km long).Besides 

the Border Gate (Portas do Cerco) - the visitor can access Mainland 

China through the COTAI Frontier Post.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is 

located in the reclaimed area between the islands of Taipa and Coloane.

2014年澳門全年氣候溫和，平均氣溫約20℃，全年溫差變化在16℃

之間至25℃之間；濕度75%至90%；全年降雨量1,778毫米。每年的五月

至九月是澳門的雨季。

During the year 2014, the cl imate is fair ly warm tropical cl imates.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is about 20ºC and ranges from 16℃  to 

25℃ . Humidity levels are high and average values is between75% to 

氹

氹

澳门简介
About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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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Annual rainfal l is 1,778mm, mostly during summer months.

澳門人口約有636,200人，其中大部份居民住在澳門半島，兩個離島人口

較少。澳門居民以華人為主，葡籍及其他國籍人士占3%左右。

The total population was estimated to be 636,200 where most 

residents l ive in the Macau Peninsula, the two islands with small 

populations. About 97% are ethnic Chinese, The remaining 3% includes 

Portuguese and other nationalit ies.

中文和葡文是現行官方語言。居民日常溝通普遍使用廣東話，但許多居民

也能聽懂普通話（國語）。英語在澳門也很通行，可在很多場合應用。

Chinese and Portuguese are the official languages, Cantonese being 

most widely spoken. The official languages are used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al l official documents and communications.  English is 

general ly used in trade, tourism and commerce.

澳門是世界貿易組織(WTO)評為全球最開放的貿易和投資體系之一，並具

有自由港、單獨關稅區地位、簡單低稅政策、企業所得稅最高稅率有12%、

國際市場網路廣泛、葡語國家緊密聯繫，以及《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

貿關係的安排》(CEPA)等獨特優勢。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投資環境不

斷優化，各項建設事業加快推進，並正加快打造成為區域性的商貿服務平臺，

特別是促進內地（尤其是泛珠三角區域）與葡語國家企業以及海外華商的經貿

合作。

澳門奉行自由港政策，投資營商手續相當簡便，外地與本地投資者成立企

業的程式相同，並可通過“一站式＂服務協助處理各項行政手續。此外，澳門

與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保持貿易往來，參加的國際性組織達50多個，商業

運作準則與國際慣例相適應，為來自世界各地的投資者發展業務提供理想的環

境。根據2011年美國傳統基金會和《華爾街日報》聯合發佈的“全球經濟自

由度指數＂，澳門在全球179個經濟體中排名第19位，在亞太地區中排名第

5位。此外，根據社科院公佈《二〇一四年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澳門在

人口Population

語言Language

澳門投資優勢Macao Business Environment

全國294個城市中排名第10，排名前5位依次是香港、深圳、上海、臺北和廣

州。分項競爭力上，澳門生活環境排名第一。

澳門特區政府確定了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服務業為主體、各行業協調

發展的經濟發展路向，逐步將澳門發展成為亞洲地區有特色的、有吸引力的

博彩旅游、國際會展及商貿服務中心。並根據澳門自身的經濟發展優勢和特

點，致力打造優質、高效服務平臺。為此，澳門特區政府將進一步優化營商

環境，加強對外的經貿合作與聯繫。

According to an evaluation carried out by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Macao's trade and investment remain as one of 

the most open in the world. Macao's advantages are characterised by 

its free port policy, autonomous customs, simple and low taxation 

system, with a Complementary Tax rate of not more than 12%, 

widespread international market network,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inland and Macao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CEPA).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on Region, 

there has been a continuous optimisation of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nd several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being implemented 

at ful l speed. Moreover, Macao is quickly becoming a reg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service platform, especial ly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in Mainland China (in 

particular, thos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the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and overseas Chinese entrepreneurs.

As Macao adheres to the free port policy and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e entry and exit of merchandises, capital and personnel can be freely done. 

Procedures for investment and companies formation are relatively simple and 

the same procedures apply to both and overseas investors. Through their 

“One-stop service”, IPIM can assist investors in handling the relativ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Macao currently maintains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over 10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is affiliated to over 50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Commercial activities are carried out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thus providing an ideal environment for investors 

choosing Macao to develop their businesse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n the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jointly released b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n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rated Macao as the 19th 

澳门简介
About Macau

澳门简介
About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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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st among 179 economies worldwide and the city also ranks the 5th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the 2014 Blue Book of Urban 

Competitiveness released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ranking 

294 cities in Mainland China and across the Strait by urban competitiveness. 

Macau ranked 10th on the list of national city competitiveness, maintaining last 

year's level, the top 5 were Hong Kong, Shenzhen，  Shanghai, Taipei and 

Guang Zhou, respectively.

The SAR Government has clearly defined its strateg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gaming and tourism as the leading sector, other service 

sectors as the backbone, to overse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other 

industries, and to build Macao into a tourism gaming centre, a MICE centre and 

a trading service centre with Asian characteristics. Furthermore, due to the 

particular 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 of Macao's economy, the Government 

is striving to construct Macao into a business service platform.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reinforce 

its external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s.

2014年全年本澳經濟實質收縮0.4%，其中上半年增長10.5%，下半年下

跌10.2%。本地生產總值為4,433億元(澳門元，下同)，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為

713,514元(約89,333美元)。經濟收縮的主要原因是博彩服務出口減少

7.9%，而其他旅遊服務出口只輕微下跌0.3%。除博彩旅遊外，本地生產總值

其他組成部分在過去一年錄得不同程度的升幅，其中固定資本投資大幅增加

35.2%、私人消費及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分別上升5.9%及7.1%、貨物出口增加

20.7%以及貨物進口上升16.7%，而服務進口減少13.8%。由於內部需求表現

較理想，抵銷了大部分博彩旅遊服務出口下跌的影響，令全年經濟只錄得輕

微收縮。

For the whole year of 2014, the economy of Macao shrank by 

0.4% in real terms, resulting from a 10.5% growth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but a 10.2% decline in the second half. GDP amounted to 

MOP443.3 bi l l ion and per-capita GDP was MOP 713,514 (about 

USD89,333). The economic contraction was mainly due to a 7.9% 

decrease in exports of gaming services, while exports of other tourism 

services dropped marginal ly by 0.3%. Apart from the gaming and 

tourism sector, increase was felt across other components of GDP 

over the past year, of which 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rose 

澳門統計資料Macao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substant ia l ly by 35.2%, pr ivat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and 

government fi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grew by 5.9% and 7.1% 

respect ive ly , merchand ise exports expanded by 20.7% and 

merchandise imports went up by 16.7%; meanwhile, imports of 

services decreased by 13.8%. A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decreasing 

exports of gaming and tourism services were largely offset by the 

better performance of domestic demand, the economy registered a 

mere contraction in 2014.

澳門長期以來發揮著“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臺”的獨特作用。

基於歷史的淵源，澳門與人口合共擁有2.6億的葡語國家有著廣泛的經貿聯

繫。“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自2003年以來先後在澳門

舉辦了四次。同時，也於澳門設立了“論壇”的常設秘書處。

“中葡論壇”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于2013年11月舉行，中國及7個葡語國

家的高層領導親臨澳門出席。會上，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明確表示支持澳門建

設中葡中小企業商貿服務中心、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中葡經貿合作會展

中心。同時，汪洋宣佈了中國政府支持葡語國家發展的8項新舉措，涉及包括

優惠貸款、教育培訓、生產建設、醫藥衛生、資訊共用、環保等方面。此

外，會上簽署了《2014至2016年經貿合作行動綱領》，提出2016年中國與

葡語國家雙邊貿易額力爭達到1,600億美元、擴大合作範圍、加強雙邊合作發

展等多項目標。

同時，由國家開發銀行和澳門工商業發展基金共同發起、啟動金額為

1.25億美元的“中葡合作發展基金”於2013年中全面起動運作，並于同年

11月簽署了首個項目的合作協定。

近年來，中國與葡語國家的貿易合作日益深化。2002年雙邊貿易額僅為

56億美元，2012年已達近1,300億美元，年均增長37%。2013年全年，雙邊

貿易額達1,314億美元，同比增長2.31%。其中，中國自葡語國家進口874億

美元，同比增長0.04%；對葡語國家出口440億美元，同比增長7.14%。

澳門與葡語國家的關係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ao and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澳门简介
About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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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使用葡語、法律體系與葡語國家有相類似之處，以及長期以來與葡語國家

的深厚聯繫，為葡語國家企業進入澳門提供很大的便利。澳門可以作為葡語國

家產品或服務（尤其是葡語國家的中小企業）進入內地市場的試點，以更好地

準備市場銷售、產品設計等業務，或者透過策略聯盟等形式與大珠三角企業共

同開拓內地市場。

澳門有多家大型金融機構、綜合企業在多個葡語國家均有網路；在這方

面，已經有葡語國家企業在澳門設廠，通過中國內地與澳門的更緊密經貿安排

(CEPA)優惠，以零關稅優惠把產品銷往內地市場。

Macao has long played a unique role as a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service platform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PSCs).Due 

to historical ties, Macao has been closely connected in trade and economy with 

PSCs of a population of 260 million. The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f the Forum 

for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has been organised in Macao four times since 2003 with the 

Permanent Secretariat of the Forum being based in the city.

The four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f the Forum was held in November 2013 

and was attended by senior leading officials from China and seven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Chinese Vice Premier Wang Yang revealed at the 

Conference that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supports Macao in building three 

strategic centres, namely: a centre of commercial services for the Lusophone 

SMEs, a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as well as a centre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food products. Meanwhile, Premier Wang Yang announced eight 

measures for further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SCs, the measures 

covering provision of concessional loan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medical hygiene, sharing of inform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reover, A new “Action Plan for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Co-

operation between 2014 and 2016” was signed, which strives to reach the 

goals of achieving USD160 billion in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Lusophone countries by 2016, to further enriching co-operation content and 

enhancing bilateral collab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ina and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und jointly initiated by China Development Bank and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Fund of Macao, with the initial capital 

stands at USD125 million, was officially inaugurated in June 2013, while the 

agreement for the first co-operation project was also signed in November 

2013.

In recent years,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SCs 

have been growing rapidly. Bilateral trade in 2012 was USD5.6 billion, while 

that in 2012 stood at about USD130 billion, showing an annual growth of 

around 37%. In 2013, total bilateral trade volume reached USD131.4 billion, 

up by 2.31%. Imports from PSCs was USD87.4 billion, up by 0.04%, exports 

to PSCs was USD44 billion, showing a year-on-year increase of 7.14%.

Macao uses Portuguese as one of its official languages and has a legal 

system similar to those of PSCs, along with the long-established ties providing 

easier access for PSCs wishing to tap into Macao's markets.

Macao can serve as a stepping stone for PSCs' products and services 

(particularly those from SMEs in PSCs) to enter the Mainland market, enabling 

PSC enterprises to be better prepared for marketing and product design 

operations, or explore the Mainland market in co-operation with Pan-PRD 

enterprises through franchising.

Various Maca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enterprises have established networks 

in PSCs.Enterprises from PSCs have also set up factories in the city to market 

their products to the Mainland by enjoying th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under 

Macao and Mainland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

澳門經濟發展迅速，旅 及觀光配套完善，國際級酒店林立、交通及通

訊便利，會議及展覽設施優質多元，適合舉辦不同規模及類型的活動，澳門

將成為會議及展覽的國際新匯點。

With bigger faci l it ies, stronger government support and faster 

growth, Macao has warmed itself up to fight for a sha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ICE (meeting, incentive,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market.

國際會議及展覽新匯點 

International MICE Destination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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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澳門推廣周·湖南長沙
Dynamic Macao Business and Trade Fair ‧Hunan Changsha

湖南國際會展中心A廳
Hunan International Congerence & Exhibition Center, Hall A

長沙市瀏陽河大橋東金鷹影視文化城
Hunan Broadcast & Television Center

2015年4月10-12日　　

每天上午9:00至下午5:00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Macau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Liaison Office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湖南省人民政府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Hunan Province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
Macao Convention & Exhibition Association 

活力澳門推廣周組織委員會

Dynamic Macao Promotion Week Organizing Committee

大会资料
General Information

大会资料
General Information

澳門展貿協會

Macau Fair & Trade Association

澳門廣告商會

The Association of Advertising Agents of Macau

澳門青年企業家協會 

Macau Youth Entrepreneur Association

澳門湖南商會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Macao-Hunan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局
Macao Economic Service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
Macau Government Tourist Office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Macao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Institute

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常設秘書處
Secretariado Permanente do Fórum para a Cooperação Económica e Comercial entre a 

China 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Macau)

湖南省商務廳
Department of Commerce of Hunan Province

湖南省外事僑務辦公室
Foreign and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Hunan 

Province

長沙市人民政府
Changsha Municipal Government

湖南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
Hun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湖南省旅遊局
Hunan Tourism Bureau

湖南省新聞出版廣電局
Hunan Provincial Bureau of Press & Publication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湖南省分會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Hunan Sub-council

湖南省海外聯誼會
Hunan Overseas Friendship Association

湖南省工商業聯合會
China Hunan Federation of Industry Chamber

湖南廣播電視臺
Hunan Broadcasting System

湖南省商務廳 
Department Of Commerce Of Hunan Pwovince

澳門中華總商會
Macao Chamber of Commerce

澳門廠商聯合會
Industrial Association of Macau ndustrial Association of Macau

澳門出入口商會
Macau Importers and Exporters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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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澳門推廣周”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對澳門展

覽業的衝擊，結合澳門產業特點，鎖定內地重點城市，攜手澳門中小企業走

出去巡迴展覽的新嘗試。

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澳門中華總

商會、澳門廠商聯合會等機構支持，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主辦，澳門展貿協

會、澳門廣告商會協辦，活力澳門推廣周組織委員會承辦的大型綜合性商業

貿易展覽。特點：一是宣傳推廣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城市形象；二

是展示澳門製造、澳門商貿、澳門服務的新面貌；三是建立澳門與內地企業

的交流平臺。

目前，“活力澳門推廣周”已在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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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及遼寧瀋陽等城

市進行了巡迴展覽。通過展覽，內地民眾對澳門多元經濟的發展、中西文化

的融合等方面，有了深入的瞭解。

首站，於2009年5月8-10日在上海展覽中心舉辦。歷時3天，吸引了4萬

餘人次的上海市民入場參觀。促成了25項合作協定、意向書及採購訂單。

第二站，於2009年8月27-29日在重慶國際會議展覽中心舉辦，歷時3

天，共吸引6.2萬余人次的重慶市民入場參觀，促成35項合作協定，簽約金額

超過3億人民幣。

第三站，於2010年1月8-10日在北京中國國際貿易中心展覽館舉行。歷

時3天，共吸引5.1萬餘人次的北京市民入場參觀。 
第四站，於2010年4月16-18日在河南省鄭州國際會展中心舉行。歷時

3天，共吸引超過 7.2萬人次參觀。

第五站，於2010年9月2-6日在吉林省長春國際會展中心D館舉行。為期

5天，共吸引超過 8萬人次參觀，促成吉澳企業簽署近22億元的項目合作協

定。

第六站, 2011年3月18-20日在南京國際展覽中心A、B館舉行。為期3

天，共吸引超過5.3萬人次參觀。

第七站，於2011年6月18-20日在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一號展館舉行。

為期3天，共吸引超過5.5萬人次入場參觀。

第八站，於2011年9月16-18日在廣西南寧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為期3

天，共吸引超過6.6萬人次入場參觀。

第九站，於2012年3月23-25日在安徽省合肥市舉行。為期3天，共有

12.6萬人次入場參觀。

第十站，於2012年7月13-15日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舉行。為期

3天，共有9.6萬人次入場參觀。

第十一站，於2012年12月7-9日在武漢國際會展中心舉行。為期3天，共

有10萬人次入場參觀。

第十二站，於2013年3月29-31日在濟南舜耕國際會展中心舉行。為期

3天，共有5.5萬人次入場參觀。

第十三站，於2013年7月12-14日在貴陽國際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為期

3天，共有10萬5千人次入場參觀。

第十四站，於2013年12月13-15日在西安曲江國際會展中心舉行。為期

3天，共有6萬8千5百人次入場參觀。

第十五站，於2014年4月11-13日在浙江世貿國際展覽中心舉行。為期

3天，共有7萬5千3百人次入場參觀。

第十六站，於2014年6月20-22日在成都世紀城新國際會展中心舉行。為

期3天，共有6萬5千3百人次入場參觀。

第十七站，於2014年9月19-21日在瀋陽國際展覽中心舉行。為期3天，

共有10萬7千人次入場參觀。

Dynamic Macao Business & Trade Fair is an exhibition which fully 

supported by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 It showcased the vigor as well as 

to promote the diversifie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cao. It also helps 

provide a platform between Macao and Mainland China; therefore, reg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partnership can be further enhanced.

Dynamic Macao Business & Trade Fair is organized by the Macao 

Convention & Exhibition Association, supported by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 the Macao Economic 

Services; Macau Government Tourist Office; Macau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Institute, and also Macao Chamber of Commerce, Industrial 

Association of Macau and Macau Importers and Exporters Association; co-

organized by the Macau Fair & Trade Association and the Association of 

Advertising Agents of Macau; coordinated by the Dynamic Macao Promotion 

Week Organizing Committee. Its aim is to promote Macao into the world's 

活力澳门推广周简介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Dynamic Macau 
Business & Trade Fair

活力澳门推广周简介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Dynamic Macau 
Business & Trade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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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and leisure centre; to showcase Made in Macao, Macao Business & 

Trade and the new services in Macao; it also construct Macau in to the 

regional business service platform connecting the Mainland China and 

promoting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The Dynamic Macau Business & Trade Fair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Shanghai, Chongqing, Beijing, Henan Zhengzhou, Jilin Changchun, Jiangsu 

Nanjing, Fujian Fuzhou, Guangxi Nanning, Anhui Hefei, Inner Mongolia Hohhot, 

Hubei Wuhan, Shandong Jinan, Guizhou Guiyang, Shanxi Xi'an, Zhejiang 

Hangzhou, Sichuan Chengdu and Liaoning Shenyang. Through the fair; 

residents in Mainland China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know more about the 

diversif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cao and the Sino-European culture of 

Macao.

The Dynamic Macao Business & Trade Fair．Shanghai was held between 

8th to 10th of May in the year 2009. During the three-day event more than 4 

million Shanghai residents participate in the fair. A total of 25 sessions of 

business matching was conducted.

The “Dynamic Macao Business & Trade Fair．Chongqing” showcased a 

total of 220 booths which consist of more than 6000 square meters of area 

with around 6.2 million Chongqing residents participate in the fair. During the 

three-day event a total of 35 sessions of business matching was conducted 

and over 300 million (RMB) agreement was signed.

The “Dynamic Macao Business & Trade Fair．Beijing” showcased more 

than 200 booths with around 5.1 million Beijing residents participate in the fair.

The “Dynamic Macao Business & Trade Fair． Henan Zhengzhou” 

showcased more than 200 booths with around 7.2 million Henan residents 

participate in the fair. 

The “Dynamic Macao Business & Trade Fair． Jilin Changchun” 

showcased more than 200 booths with around 8 million Changchun residents 

participate in the fair. During the five-day event, exhibitors extend their business 

networks and seek new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The “Dynamic Macao Business & Trade Fair． Jiangsu Nanjing” 

showcased more than 300 booths with around 5.3 million Nanjing residents 

participate in the fair. 

The “Dynamic Macao Business & Trade Fair． Fujian Fuzhou” which 

consists of more than 100 Macau Enterprises and with around 5.5 million 

Fujian resi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fair.

The “Dynamic Macao Business & Trade Fair．Guangxi Nanning” which 

consists of more than 100 Macau Enterprises and with around 6.6 million 

Guangxi resi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fair.

The “Dynamic Macao Business & Trade Fair． Anhui HeFei” which 

consists of more than 100 Macau Enterprises and with around 12.6 million 

HeFei resi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fair.

The “Dynamic Macao Business & Trade Fair． Inner Mongolia Hohhot” 

which consists of more than 100 Macau Enterprises and with around 9.6 

million Hohhot resi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fair.

The “Dynamic Macao Business & Trade Fair． Hubei Wuhan” which 

consists of more than 100 Macau Enterprises and with around 10 million 

Wuhan resi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fair.

The “Dynamic Macao Business & Trade Fair．Shandong Jinan” which 

consists of more than 100 Macau Enterprises and with around 5.5 million 

Jinan resi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fair.

The “Dynamic Macao Business & Trade Fair．Guizhou Guiyang” which 

consists of more than 100 Macau Enterprises and with around 10.5 million 

Guiyang resi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fair.

The “Dynamic Macao Business & Trade Fair． Shanxi Xi'an” which 

consists of more than 100 Macau Enterprises and with around 6.85 million 

Xi'an resi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fair.

The “Dynamic Macao Business & Trade Fair． Zhejiang Hangzhou” 

which consists of more than 100 Macau Enterprises and with around 7.53 

million Hangzhou resi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fair.

The “Dynamic Macao Business & Trade Fair．Sichuan Chengdu” which 

consists of more than 100 Macau Enterprises and with around 6.53 million 

Chengdu resi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fair.

The “Dynamic Macao Business & Trade Fair． Liaoning Shenyang” 

which consists of more than 100 Macau Enterprises and with around 10.7 

million Chengdu resi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fair.

活力澳门推广周简介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Dynamic Macau 
Business & Trade Fair

活力澳门推广周简介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Dynamic Macau 
Business & Trade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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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澳門-葡語國家企業合作座談會
Hunan-Macau-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Investment Environment Seminar

湘澳旅遊推介會
Hunan-Macao Tourism Mini Mart

湘澳商業配對會
Hunan- Macao Trade & Business Networking

活力澳門推廣周‧湖南長沙開幕儀式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Dynamic Macao 
Business & Trade Fair – Hunan Changsha 

湘澳行業交流座談會
Hunan-Macao Delegates Business Networking

2015年4月10日(星期五)

10:00 - 12:00

10:00 - 12:00

10:30 - 12:00

15:00 - 15:30

15:30 - 16:30

09:00 - 17:00
展館對外開放 

Open to public

2015年4月11日(星期六)

09:00 - 17:00

2015年4月12日(星期日)

展館對外開放 

Open to public

M in M 澳門製造展區產品展示表演

(4月10日)–于澳門製造展區舞臺演出

上午10:30

下午15:30  
服飾類、飾品及首飾類、食品類、茶葉類、香薰類 

(4月11日)–于澳門製造展區舞臺演出

上午10:30 

下午15:00
服飾類、飾品及首飾類、食品類、茶葉類、香 類 薰

(4月12日)–于澳門製造展區舞臺演出

上午10:30

下午14:00 
服飾類、飾品及首飾類、食品類、茶葉類、香 類 薰

10 30 11 00

11：00——11：15

11：15——11：30

11：30——12：00

15：30——15：45

15：45——16：00

16：00——16：30

： —— ：

(4月10日) –于展會會場演出

(4月11日) – 于展會會場演出

(4月12日) – 于展會會場演出

主要活动日程表
Program 

主要活动日程表
Program 

現場互動遊戲

葡國土風舞

醒獅表演

現場互動遊戲

葡國土風舞

醒獅表演

生日大哂幸運大抽獎

現場互動遊戲

葡國土風舞表演

現場互動遊戲

現場互動遊戲 

葡國土風舞表演

現場互動遊戲

現場互動遊戲

抽獎

11：15——11：45

11：45——12：00

12：00——12：30

14：15——14：45

14：45——15：00

15：00——15：30

15：30——15：00

16：00——16：30

10：45——11：15

11：15——11：30

11：30——12：00

12：00——12：30

14：15——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現場互動遊戲

葡國土風舞表演

現場互動遊戲

現場互動遊戲

葡國土風舞表演

現場互動遊戲

現場互動遊戲

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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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                  澳門制造

S10(M01-12)  澳門特色手信展區

S11(P01-08)   葡語系酒類及食品區

A01-42　　　　中小企業展區　

S4  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

      (澳門)常設秘書處

S5  新聞局圖片展

S7  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

S8  澳門廣播電視股分有限公司

安全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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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

S1

S2

S4

S3

S8
S5

S7

S9

S11

S10

倉庫

 洽談區

美食區

服務台
新聞中心

拍照區

M01
M02

M03
M04

M05
M06

M07
M08

M09M10
M11

M12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8
A39A37

A40A36
A41

A35
A42

P01
P02

P03
P04

P05
P06

P07
P08

出入口

S1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局

S2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S3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

活力周17站圖片展

舞台
VIP 室

会场平面图
Floorplan

会场平面图
Floorplan



组织机构
Organization Structure

组织机构
Organization Structure

指導機構Advising Organizations

主辦機構 Host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MACAU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LIAISON OFFICE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IN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湖南省人民政府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HUNAN PROVINCE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

MACAO CONVENTION & EXHIBITION ASSOCIATION

地址/Address：澳門南灣大馬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部

電話/Tel：(853) 2872 6886

傳真/Fax：(853) 8989 5704

網址/Website：www.gov.mo

地址/Address：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603號

電話/Tel：(853) 2870 0222

傳真/Fax：(853) 8882 0900

地址/Address：中國湖南省長沙市韶山北路12號(湘匯大廈)

電話/Tel： (0731) 8268 9203

網址/Website：http://www.hunan.gov.cn/

地址/Address：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223-225號南光大廈8樓E室

電話/Tel：(853) 2871 4079

傳真/Fax：(853) 2871 7453

網址/Website：www.mcea.org.mo

支持機構Supporting Organizations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局

MACAO ECONOMIC SERVICES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

MACAU GOVERNMENT TOURIST OFFICE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MACAO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INSTITUTE

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常設秘書處

SECRETARIADO PERMANENTE DO FÓRUM PARA A COOPERAÇÃO 

ECONÓMICA E COMERICAL ENTRE A CHINA 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MACAU)

地址/Address：澳門南灣羅保博士街一至三號國際銀行大廈六樓行政暨財政處

電話/Tel：(853) 2856 2622

電郵/E-mail：info@economia.gov.mo

網址/Website：www.economia.gov.mo

地址/Address：澳門宋玉生廣場335-341號獲多利大廈12樓

電話/Tel：(853) 2831 5566

傳真/Fax：(853) 2851 0104

電郵/E-mail：mgto@macautourism.gov.mo

網址/Website：www.macautourism.gov.mo

地址/Address：澳門友誼大馬路918號世貿中心一至四樓

電話/Tel：(853) 2871 0300

傳真/Fax：(853) 2859 0309

電郵/E-mail：ipim@ipim.gov.mo

網址/Website：www.ipim.gov.mo

地址/Address：澳門南灣湖5A地段澳門財富中心13樓全層

電話/Tel：(853) 2872 3295

傳真/Fax：(853) 2878 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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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E-mail：forumdemacau@gmail.com

網址/Website：www.forumchinaplp.org.mo

地址/Address：中國湖南省長沙市五一大道98號

電話/Tel：(86 731) 8228 9549

傳真/Fax：(86 731) 8229 5160

網址/Website：www.hunancom.gov.cn

地址/Address：中國湖南省長沙市韶山北路12號(湘匯大廈)

電話/Tel：(86 731) 8221 7705

網址/Website：http://www.hnfao.gov.cn/index.html

地址/Address：中國湖南長沙市岳麓區岳麓大道218號

電話/Tel：(86 731) 89990001

網址/Website：www.changsha.gov.cn/

地址/Address：中國湖南長沙市韶山路1號

電話/Tel：(86 731) 8111 5878

傳真/Fax：(86 731) 8221 7098

地址/Address：中國湖南長沙市東二環二段40號

湖南省商務廳

DEPARTMENT OF COMMERCE OF HUNAN PWOVINCE

湖南省外事僑務辦公室

FOREIGN AND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HUNAN PROVINCE

長沙市人民政府

CHANGSHA MUNICIPAL GOVERNMENT

湖南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

HUN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湖南省旅遊局

HUNAN TOURISM BUREAU

電話/Tel：(86 731) 8468 6957 

網址/Website：http://www.hnt.gov.cn/

地址/Address：湖南省長沙市雨花區圭塘路337號

網址/Website：http://www.hnbb.gov.cn/

地址/Address：中國湖南長沙市五一大道98號

電話/Tel：(86 731) 8228 1777

傳真/Fax：(86 731) 8229 9912

網址/Website：www.expohunan.com

地址/Address：中國湖南長沙市迎賓路185號

電話/Tel：(86 731) 8221 9281

傳真/Fax：(86 731) 8221 7200

地址/Address：中國湖南長沙市芙蓉中路三段569號湖南商會大廈西塔樓

網址/Website：http://www.hfib.org/

地址/Address：中國湖南長沙市芙蓉中路60號平安大廈十樓

電話/Tel：(86 731) 8483 8001

傳真/Fax：(86 731) 8483 8000

網址/Website：www.hunantv.com

湖南省新聞出版廣電局

HUNAN PROVINCIAL BUREAU OF PRESS & PUBLICATION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湖南省分會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HUNAN SUB-COUNCIL

湖南省海外聯誼會

HUNAN OVERSEAS FRIENDSHIP ASSOCIATION

湖南省工商業聯合會

CHINA HUNAN FEDERATION OF INDUSTY CHAMBER

湖南廣播電視臺

HUNAN BROADCASTING SYSTEM

组织机构
Organization Structure

组织机构
Organization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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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商務廳

DEPARTMENT OF COMMERCE OF HUNAN PWOVINCE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湖南省分會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HUNAN SUB-COUNCIL

澳門中華總商會

MACAO CHAMBER OF COMMERCE

澳門廠商聯合會

INDUSTRIAL ASSOCIATION OF MACAU

澳門出入口商會

MACAU IMPORTERS AND EXPORTERS ASSOCIATION

地址/Address：中國湖南長沙市五一大道98號

電話/Tel：(86 731) 8228 9534

傳真/Fax：(86 731) 8528 1232

網址/Website：www.hunancom.gov.cn

地址/Address：中國湖南長沙市五一大道98號

電話/Tel：(86 731) 8228 1777

傳真/Fax：(86 731) 8229 9912

網址/Website：www.expohunan.com

地址/Address：澳門羅保博士街34-36號廠商會大廈17樓

電話/Tel：(853) 2857 4125

傳真/Fax：(853) 2857 8305

電郵/E-mail：info@madeinmacau.net

網址/Website：www.madeinmacau.net

地址/Address：澳門殷皇子大馬路六十至六十二號中央商業中心三樓

地址/Address：澳門上海街175號中華總商會大廈5樓

電話/Tel：(853) 2857 6833

傳真/Fax：(853) 2859 4513

網址/Website：www.acm.org.mo

组织机构
Organization Structure

组织机构
Organization Structure

電話/Tel：(853) 2855 3187 / (853)2837 5859

傳真/Fax：(853) 2851 2174

電郵/E-mail：aeim@macau.ctm.net

網址/Website：www.macauexport.com

地址/Address：澳門士多紐拜斯63B-65A地下

電話/Tel：(853) 2853 4028

傳真/Fax：(853) 2853 4038

電郵/E-mail：mfta@macau.ctm.net

網址/Website：www.macaufta.com

地址/Address：澳門新口岸科英布拉街金苑大廈地下

電話/Tel：(853) 6699 8522

傳真/Fax：(853) 2875 7122

電郵/E-mail：info@aaam.org.mo

網址/Website：www.aaam.org.mo

地址/Address：澳門家辣堂街5-7號E利美大廈4樓A座

電話/Tel：(853) 2832 2988

傳真/Fax：(853) 2832 3282

電郵/E-mail：macauyea@macau.ctm.net

網址/Website：www.myea.org.mo

協辦機構  Co-organizers

澳門展貿協會

MACAU FAIR & TRADE ASSOCIATION

澳門廣告商會 

THE ASSOCIATION OF ADVERTISING AGENTS OF MACAO

澳門青年企業家協會

MACAU YOUTH ENTREPRENEUR ASSOCIATION

24 | 活力澳門推廣周·湖南長沙   活力澳門推廣周·湖南長沙 | 25



澳門湖南商會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Macao-Hunan

活力澳門推廣周組織委員會

DYNAMIC MACAO PROMOTION WEEK ORGANIZING COMMITTEE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局

MACAO ECONOMIC SERVICES

地址/Address：澳門宋玉生廣場181/187號光輝集團商業中心9樓J&K座

電話/Tel：(853) 2871 8808

傳真/Fax：(853) 2892 2188

電郵/E-mail：aptinecm@gmail.com

承辦機構 Co-ordinator

主題展區THEMED PAVILION

   展位編號：S1

地址/Address：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223-225號南光大廈8樓E室

電話/Tel：(853) 2871 8608

傳真/Fax：(853) 2871 7453

電郵/E-mail：exhibition@mcea.org.mo

網址/Website：www.dynamicmacau.com

地址/Address：澳門南灣羅保博士街一至三號國際銀行大廈六樓行政暨財政處

電話/Tel：(853) 2856 2622

電郵/E-mail：info@economia.gov.mo

網址/Website：www.economia.gov.mo

參展商名錄
Exhibitors' List

组织机构
Organization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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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Address：澳門友誼大馬路918號世貿中心一至四樓

電話/Tel：(853) 2871 0300

傳真/Fax：(853) 2859 0309

電郵/E-mail：ipim@ipim.gov.mo 

網址/Website：www.ipim.gov.mo

地址/Address：澳門宋玉生廣場335 - 341號獲多利大廈12樓

電話/Tel：(853) 2831 5566 

傳真/Fax：(853) 2851 0104

電郵/E-mail：mgto@macautourism.gov.mo 

網頁/Website：www.macautourism.gov.mo

   

地址/Address：澳門南灣湖5A地段澳門財富中心13樓全層

電話/Tel：(853) 2872 3295

傳真/Fax：(853) 2878 3136 

網址/Website：www.forumchinaplp.org.mo

地址/Address：澳門南灣大馬路762-804號中華廣場15樓

電話/Tel：(853) 2833 2886

傳真/Fax：(853) 2835 5426

網址/Website： www.gcs.gov.mo

展位編號：S2

   展位編號：S3

展位編號：S4

   展位編號：S5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MACAO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INSTITUTE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

MACAU GOVERNMENT TOURIST OFFICE

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常設秘書處

SECRETARIADO PERMANENTE DO FÓRUM PARA A COOPERAÇÃO 

ECONÓMICA E COMERICAL ENTRE A CHINA 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MACAU)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

GOVERNMENT INFORMATION BUREAU OF THE MACAU SAR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東望洋餅店於2005年10月創立，經過不斷努力，目前已發展成一家擁有

13間速銷式直銷分店及一間2萬余平方呎房的企業，分店遍佈澳門各重要商業

及住宅區。東望洋餅店規模不斷壯大，在澳門的市場地位已具一定的知名

度，廠房為自置物業，生產設備完善，生產流程現代化，對食物的衛生及品

質的要求監控尤其嚴格。食物的生產主要以烘焙食品及甜品為主導，配合特

色手信食品供應給各直銷分店及澳門的高級酒店。

支援特區政府宣揚澳門及推廣澳門產品，近年以來我們多次參加由政府

主辦在外地推廣澳門的活動，把我們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產品介紹出去，意

見的回饋大受好評，成效卓著。

東望洋餅店的產品重質重量，更通過ISO9001:2008品質管制系統驗證，

確保了產品品質優良的透明度。食物作方面，我們嚴格選用原材料，無論從

設計到技術上都體現了獨特的歐陸風味，並一直堅持走低糖、低脂、高纖、

新鮮的製作路線。

我們整齊的門店規劃、合理的購物路線、親切的服務態度，配合優質的

產品並以市場為導向，以顧客的滿意為目標，不斷改善創新以迎合每一位顧

客的需求。

  

地址/Address：澳門佑漢新村第四街59號佑成工業大廈一樓A座

電話/Tel：(853) 2882 7872

電郵/E-mail：bobbyling1608@yahoo.com.hk

聯絡人/Contact Person：萬小姐

產品類別/Product：紐結糖，蛋捲系列，曲奇系列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凌萬義師傅于1990年在美的路主教街創立了車厘哥夫餅店，為正牌車厘

哥夫食品前身，凌師傅曾于香港某俄羅斯餅店當學徒，把俄式曲奇餅及紐結

糖帶到澳門，經研究把北歐口味改良成為適合東南亞人口味之特色食品，至

今在澳門地區開設多間分店及自置廠房生產，在珠海亦有開設分店，本公司

產品深受各界人仕歡迎，因此更吸引各電視臺、報章、雜誌訪問及報導。

本公司除生產各式紐結糖之外另有多款手制曲奇、姜糖、老婆餅、老公

餅、葡撻及蛋糕等等。購買時請認明有凌師傅頭像或有凌師傅動漫肖像方為

正貨。

 展位編號： 02

R車厘哥夫食品(澳門)有限公司

R – CHERIKOFF FOOD

參展商名錄
Exhibitors' List

參展商名錄
Exhibitors'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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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Address：橫琴新區環島北路2522號

電話/Tel：(86 756) 8918 731

傳真/Fax：(86 756) 8918 232 

電郵/E-mail：info@gmtcmpark.com 

網址/Website：www.gmtcmpark.com

   

地址/Address：澳門俾利喇街一五七號A

電話/Tel：(853) 2851 7758

傳真/Fax：(853) 2871 6579

電郵/E-mail：enquiry@tdm.com.mo

網址/Website：http://www.tdm.com.mo/index.php

  

地址/Address：澳門馬場東大馬路15-59號福泰工業大廈10樓A-B座

電話/Tel：(853) 2888 0011

傳真/Fax：(853) 2871 6489

電郵/E-mail：pdgssd@gmail.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李素貞

產品類別/Product：手信

 展位編號：S7

展位編號：S8

S9 澳門製造 MADE IN MACAU

 展位編號：01

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

GUANGDONG-MACAU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ECHNOLOGY 

INDUSTRIAL PARK

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TDM-TELEDIFUSAO DE MACAU 

東望洋餅店

PADARIA DA GUIA



信每一件糕餅都承載著一份歲月焠煉下的好滋味。

歷史悠久的英記餅家糕餅，不僅伴陪無數澳門人成長，也是備受歡迎的

澳門傳統手信。英記秉承獨具的制餅技藝，揉合現代的精緻包裝設計，突顯

品味。送禮自奉都極具心思，矜貴大方。

古往今來，大家凡出外或回鄉，都會攜帶當地特產給親朋戚友，借此表

達祝福與關懷。手信、在乎一份心意，一份真誠，英記餅家用心精製每份禮

物，代你傳情達意。讓收禮的每位都沉醉於濃郁餅香中，感受您對家人摯友

的體貼關懷。英記餅家更特設了多款精緻典雅的「澳門厚禮」系列禮盒，給

您最厚重的心意，最濃厚的人情味。

現時英記餅家有過百款精心研製的產品，包括：杏人餅系列、蛋捲系

列、鳳凰卷系列、中式糕餅系列、糖果系列、燒肉乾系列、涼果系列、葡式

曲奇系列、金脆曲奇系列，以及各式禮盒系列。

   

地址/Address：澳門美副將大馬路連勝巷21-23號地下A鋪

電話/Tel：(853) 2833 4926

電郵/E-mail：pakfafui@gmail.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呂雅珍

產品類別/Product：涼果手信食品

   

地址/Address：澳門慕拉士大馬路157號激成工業中心第二期6樓O座

電話/Tel：(853) 2883 1312

傳真/Fax：(853) 2883 6202

電郵/E-mail：138301312@qq.com

網址/Website：www.dutygroup.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姜先生

產品類別/Product：休閒食品、茶葉

展位編號： 05

展位編號：06

同益百花魁醬園有限公司

TONG IEC PAK FA FUI CHEONG UN COMPANY LIMITED

都天食品飲料廠

FABRICA DE ALIMENTOS E BEBIDAS DUTY

   

地址/Address：澳門新口岸上海街175號中華總商會大廈11樓E座

電話/Tel：(853) 2832 4118

電郵/E-mail：centurycity_macau@yahoo.com.hk

聯絡人/Contact Person：蕭燦添

產品類別/Product：煲仔飯，豉油，亞燦米，燕窩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澳門補之林創立於一九九零年，以煲仔飯馳名，自製專門的煲仔飯外賣

盒，並已獲國家實用新型專利權，2008年補之林煲仔飯入選澳門地道美食。

現補之林正積極開展煲仔飯外賣連鎖加盟店，打造“原煲拎走，原味入口”的

中式速食理念。

  

地址/Address：NO.39D-43E Avenida De Almirante Lacerda, 16 Ander A4B 

                      Edificio Industrial Lao Sek, Macau

電話/Tel：(853) 2825 2510

傳真/Fax：(853) 2825 2530

電郵/E-mail：yupi.lai@yengkee.com.mo

聯絡人/Contact Person：Yupi Lai

產品類別/Product：澳門手信(食品)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始于1928年的英記餅家為澳門半島最老牌之餅家，香傳澳門地道風味已

逾八十年。隨時間傳承累積了獨具的制餅技藝，不變其香的堅持是為了留下最

美的味道。

為求保持原味又跟上現代步伐，更將傳統與創新相容並蓄，進取求新求

變。2014年透過全面革新，為英記注入新理念，以全新形象增設多間門市，

重新省靚澳門英記餅家招牌。秉持極致嚴謹的制餅精神，於澳門自設現代化廠

房提升品質，誠心的製作，是英記對顧客一直不變的尊重與關心。英記仝人深

展位編號： 03

 展位編號：04

補之林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BUZHILIN RESTAURANTES LIMITADA

澳門英記餅家

PASTELARIA YENG KEE

參展商名錄
Exhibitors' List

參展商名錄
Exhibitors' List

30 | 活力澳門推廣周·湖南長沙   活力澳門推廣周·湖南長沙 | 31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澳門都天集團有限公司旗下的都天茶業，立足於澳門，以功能性茶葉飲品的研

發及銷售為主，近年來與國內外各類高等中醫學府合作，開發了數款功能性茶

葉飲品，秉承嚴格的品質管制規範，絕不添加任何防腐劑及其它人工添加劑，

現面向全國誠征各省市代理商，共創輝煌。

  

地址/Address：澳門馬交石巷八號建華工業大廈2樓A座

電話/Tel：(853) 2896 8442

傳真/Fax：(853) 2822 2692

電郵/E-mail：seven6687@163.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梁場暉

產品類別/Product：手信食品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百年澳門—「承傳百年情、經典澳門味」，薈萃澳門傳統口味、揉合現

代包裝和創新風格，務求讓傳統手信滋味與廣大消費者分享。手信產品經由澳

門恒信食品廠負責生產和監督，是澳門政府註冊認可的食品生產商，現為澳門

多家連鎖食肆提供衛生、美味、安全的成品及半製成產品，行銷澳門。

  

地址/Address：澳門新馬路209號

電話/Tel：(853) 2835 5966

傳真/Fax：(853) 2835 5900

電郵/E-mail：enquiry@choi-heong-yuen.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黃若禮

產品類別/Product：澳門特色食品手信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企業於1935年的澳門咀香園餅家，是澳門特產的總匯。首創遠近馳名之

 展位編號：07

 展位編號：08

恒信食品廠(百年澳門手信)

HANSON RESTAURANTE LDA

澳門咀香園餅家

CHOI HEONG YUEN BAKERY MACAU

炭燒杏仁餅，各式杏仁餅皆以古法炭燒慢火培烤，甘香細膩，滋味雋永，其他

暢銷產品包括：中秋月餅，鳳凰卷，老婆餅，千層杏仁條，合桃酥，花生糖，

鮮烤肉乾等。

   

地址/Address：澳門荷蘭園大馬路36A地下

電話/Tel：(853) 2823 2888 / (853) 6688 9205

電郵/E-mail：jimmy@linson.com.hk

聯絡人/Contact Person：Jimmy Wong

產品類別/Product：成衣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利順制衣廠有限公司自1979年建廠以來，一向是以客為尊，我們每每以

客人的觀點及角度去經營，我們的經驗及信譽的累積是來自多年與各大品牌的

合作和指導。

  

地址/Address：澳門荷蘭園大馬路36A地下

電話/Tel：(853) 2823 2888 / (853) 6688 9205

電郵/E-mail：jimmy@linson.com.hk

聯絡人/Contact Person：Jimmy Wong

產品類別/Product：成衣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GIRARE(尊妮)服飾主要是針對上班白領而設計的，主要產品有男女裝免

熨襯衫及西褲，產品一直採用優質健康的臺灣及日本全棉面料，精益的裁剪及

車縫技術，井經高溫定型和物理抗皺，防汙處理，襯衫久洗不易變形。

展位編號： 09

 展位編號： 10

利順制衣廠有限公司

LINSON GARMENT FACTORY LTD.

卓越貿易有限公司

ENRICHTEX TRADING COMPANY LTD.

參展商名錄
Exhibitors' List

參展商名錄
Exhibitors'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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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Address：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6-48號萬基工業大廈11樓B

電話/Tel：(853) 2851 9273 / (853) 6680 8859

電郵/E-mail：VaIeong@macau.ctm.net

聯絡人/Contact Person：George Ho

產品類別/Product：仿古古典工藝傢俱，瓷器燈飾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本工廠開業於1960年，製造工藝品傢俱成品，出口歐洲、北美洲、南美

洲、非洲、澳洲及中東、日本等地。本廠由60年到85年在澳門生產，工人有

150人左右，在85年遷廠到珠海經濟特區，到95年遷到中山三鄉自置廠房及工

地，面積約二十萬平方尺，工人有400多人。

   

地址/Address：Rua Concordia Sn, 8D 8Edif.Ind,Wang Tak, Macau

電話/Tel：(853) 2822 2532

傳真/Fax：(853) 2822 2531

電郵/E-mail：janet@italina.com.cn

聯絡人/Contact Person：謝玉珍

產品類別/Product：人造首飾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澳門輝明五金工藝廠屬於香港伊泰蓮娜(集團)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自

主品牌有“貝詩狄”此品牌主要以品味、個性和時尚而進行品牌定位，消費群

體主要以追求時尚、潮流品飾的客戶為主。

產品種類繁多、工藝技術精湛，尤以合金、純銀等各類金屬首飾最具代

表性，產品括介指、耳環、項鍊、胸花、頭飾、飾表、化妝鏡、鎖匙扣等各類

時尚首飾過萬種款式。所選材料不僅豐富多彩且獨具個性，既有天然寶石、半

寶石、有機寶石、仿寶石等，也有鑽石、鑽石、天然水晶、天然淡水珍珠、東

陵玉、馬來西亞玉、珠貝，並又有獨具特色的各類稀有材料，如法國進口板

展位編號： 11

展位編號：12

華洋家俬公司

VA IEONG FURNITURE COMPANY

輝明五金工藝廠(品牌)貝詩狄

FA'BRICA DE ARTES DE FERRAGENS FAI MENG (BRAND NAME) BESTY

材、各色金屬絲網、印尼黑檀木等等。

產品精雕細琢、品質至上、開拓創新、超越期望是我們的品質方針；傳承經

典神韻、創意時尚焦點是我們的企業理念。讓我們㩦手共進、共創21世紀世

界名牌的輝煌！

   

地址/Address：澳門新城市工業大廈4樓L

電話/Tel：(853) 2822 8087

電郵/E-mail：lin@vaison.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Peter

產品類別/Product：腰帶；行李帶；相機帶；紀念品；袋等等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惠順行創於1979年，在澳門製造業起飛時期建立，主要生產各種織帶；

繩等等制衣類配件。“YO MACAU”是惠順行旗下品牌之一，主要生產和製

造各類服裝配件，紀念品為主。設計概念主要圍繞著澳門各類景點；事物和

習俗等等，產品包括行李帶、腰帶、手機帶、相機帶、鎖匙扣、杯子等

等……

Vai Son Hong was since 1979, we were beginning from Macau’ s 

factory century. We mainly produce all type of garment accessories like 

webbing, ropes…

“ Yo Macau”  is one of the brand, which belong to Vai Son Hong. 

Mainly design and produce all type of fashion accessories and souvenir. Most 

of our ideas are about Macau, like Macau’ s scenic spots…  Our main 

products are luggage belts, belts, mobile straps, camera straps, key rings, 

cups…

  

地址/Address：澳門美的路主教街8號A同益大廈地下BB鋪

電話/Tel：(853) 2852 3217

展位編號： 13

 展位編號：14

惠順行(織帶廠)

VAI SON HONG

南薰樓工藝社

CASA DE ARTESANATO NAM FAN LOU

參展商名錄
Exhibitors' List

參展商名錄
Exhibitors'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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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E-mail：namfanlou@gmail.com

網址/Website：www.namfanlou.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周玉玲

展覽內容/Product：扇子、圍巾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南薰樓工藝社為澳門一家扇子專門店，迄今為止已逾十年，業務範疇主

要以生產訂單扇子，及生產自家品牌<澳門南 樓>扇子為主。

扇子文化源流很長，距今至少有三四千年歷史，經過千百年的流變，發展，以

羽扇，紈扇，摺扇，到現今的商業宣傳用廣告扇，結構不斷完善，品類不斷擴

大，用途不斷變化，由文人戲墨，互相饋贈，到今日發展為宣傳用途，既可宣

傳，兼有實際作用，故很多客戶樂於訂制。

我司紮根澳門逾十年，本著優質產品，待客以誠，價格公道，服務為

先，傳統優良工作態度，獲得眾多客戶好評，我司客戶群十分廣泛，澳門政府

各部門，香港，澳門各大著名酒店，社團，以及其他海外客戶，買家等紛紛樂

於訂制。更因本司設制扇工廠，故扇子價格，品質，用料，時間等，得以保

證，更得到廣泛客戶群信賴。

本司尤以生產優質扇子而聞名，故政府各部門，各大公司也樂於訂制。

香港Now電視臺專程來澳採訪，澳廣視多次到訪拍攝特輯以介紹。

本公司今年更致力回應創意產業產品，主力生產澳門世遺扇子，發揚扇

子文化，滿足廣大客戶要求。

   

地址/Address：澳門提督馬路123號協華工業大廈7字樓

電話/Tel：(853) 2831 5888

傳真/Fax：(853) 282825 7316

電郵/E-mail：Fuson@fusonmacau.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馮信堅

產品類別/Product：休閒運動服裝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澳門富順制衣廠成立於1987年，專業從事生產針織休閒運動服裝，於

2010年創立“Macon”自主設計服裝品牌，積極引進歐美時尚潮流的創新設

計理念。

薰

展位編號： 15

富順制衣廠

FU SON GARMENT FACTORY

從“時尚自然，簡單設計”嚮導，採用高品質進口布料，配合一流工藝

技術，先進生產管理及嚴格品質控制，融匯出時尚設計與優越生產條件而製造

出來的高品質潮流服裝。

   

   

地址/Address：澳門青州河邊馬路跨境工業園A地段6樓A

電話/Tel：(853) 6686 3360

傳真/Fax：(853) 2858 0866

電郵/E-mail：cw.dorothy@gamil.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凌小姐

產品類別/Product：嬰兒服裝

  

地址/Address：澳門黑沙環長壽大馬路信託花園銀成閣12樓G座

電話/Tel：(853) 6692 9407 / (86) 133 3645 7551

傳真/Fax：(86 757) 8858 9096

電郵/E-mail：cs16@spachelsea.com

展位編號：16

展位編號：17

 展位編號：18

童畫王國攝影有限公司

KIDS KINGDOM FOTO COMPANY LIMITED

致裕制衣廠有限公司

CHI U GARENT FACTORY LTD.

藝天企業香海岸香薰家族

NGAITIN ENTERPRISE—CHELSEA

地址/Address：澳門提督馬路121號地下及一樓

電話/Tel：(853) 2825 8105

電郵/E-mail：179566038@QQ.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吳雪綺

產品類別/Product：禮服及影樓產品

參展商名錄
Exhibitors' List

參展商名錄
Exhibitors'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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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Website：www.spachelsea.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陳國生 

產品類別/Product：護膚品、洗護系列、精油等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本公司主要以OEM/ODM去配合原料供應為主體的業務體系，廠區分為專

業線及日化線兩大部門，專業線產品及日化線產品均有生產，在專門線加工

部，加工的單方精油100多種，基礎油近30種，複方精油及按摩油達300多

種，水療精油數10種，純露60多種，香薰沐浴鹽30多種；膏霜、海泥、體膜

等等更是多達上千種。在日化線加工部，以生產大流通的洗髮水，沐浴露，專

業發品，專賣店個人用品為主。

我司秉承著品質是企業生存之道的宗旨以打造中國第一美容產品生產廠

的目標，在本集團優秀的原料公司相互配合下，把優質的產品和良好的服務帶

到了千家萬戶。至今我們的業務已遍及中國及世界上千個地區，已為國內外數

百家化妝品公司設計研發製造了數千個品牌。成為藝天企業下屬的一個龍頭產

業之一，讓我們攜手為化妝品行業的蓬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地址/Address：澳門慕拉士大馬路激成工業大廈第一期12樓E-F座

電話/Tel：(853) 2836 2646

傳真/Fax：(853) 2836 2648

電郵/E-mail：porson@newworld.com.mo

網址/Website：www.newworld.com.mo

聯絡人/Contact Person：Porson Chung 

產品類別/Product：時尚、優質的男女毛線類服裝及配飾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新世界針織廠有限公司於1986年在澳門成立，二十多年來不斷積極拓展

業務，現已在國際品牌針織成衣市場上奠定了一定地位。

本公司旗下品牌“LE LENCY（利蘭絲）”，一直為追求時尚的都市女性

提供最優質、最具品味的服飾。品牌的所有設計均由專業時裝設計師操刀，大

膽吸收世界潮流元素，並與東方人的審美習慣完全揉合，再配以高端德國機器

生產，引領時尚購物新體驗。未來，品牌更以無限的創意、優質的產品、至誠

的服務，為廣大顧客送上最貼心的服飾。

展位編號：19

新世界針織廠有限公司

NEW WORLD KNITTING FTY.LTD

   

地址/Address：澳門黑沙環永華街37 – 53號僑光大廈13A

電話/Tel：(853) 2828 0188

電郵/E-mail：sec@ckg.com.mo

聯絡人/Contact Person：湯小姐

產品類別/Product：毛衫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僑光集團是一家元化經營的企業，旗下的服裝品牌WOANS源自法國巴

黎，在法國銷售近二十年，近年開始發展中國市場，為澳門製造的優質服飾

品牌。同時集團屬下還經營有紡織工業，針織衣服製造，機械製造，酒店，

商業地產，品牌代理等。總部設於澳門，在上海、廣東、浙江、香港、法國

等地經營各種業務。

  

地址/Address：澳門青洲河邊馬路跨境工業區澳門園區A地段工業大樓4樓

                     B,C,D,E

電話/Tel：(853) 2855 8111 / (853) 2857 7599

傳真/Fax：(853) 2857 2146 / (853) 2858 1316

電郵/E-mail：jose.tang@carmen88.com

網址/Website：www.carmengarments.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鄧君明 

產品類別/Product：成衣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嘉明洋行屬下利源制衣廠成立於1982年，是一間設有高附加值，高科技

製作過程的工廠，包括電腦化自動生產吊掛系統。31年來生產國際名牌高級

時裝，西裝，計有RALPH LAUREN、BURBERRY、MASTERS Golf等，出口

世界性分銷。本廠亦於2009年1月榮獲中央政府當時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先生

親臨參觀指導，並認定本廠為澳門紡織製造成衣業的典範。

展位編號： 20

 展位編號：21

僑光集團有限公司

CHIAO KUANG GROUP LTD.

嘉明洋行有限公司屬下利源制衣廠有限公司

AGENCIA COMERCIAL CARMEN (IMP. E EXP.) LDA. 

FABRICA DE ARTIGOS DE VESTUARIO LEI UN LDA.

參展商名錄
Exhibitors' List

參展商名錄
Exhibitors'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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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 澳門特色手信展區 MACAO SPECIALTY PAVILION

展位編號：M01,02

展位編號：M03,04

   

地址/Address：澳門清平直街4 - 6號地下

電話/Tel：(853) 2893 8400

電郵/E-mail：vin@macau.ctm.net

聯絡人/Contact Person：楊勝

產品類別/Product：豬，牛肉幹、杏仁餅、蛋捲、花生糖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香記不斷創新而製作不少新派手信食品，例如肉鬆鳳凰卷，袋鼠肉乾，

紫菜肉鬆蛋筒等，為保持食品品質，特別高薪禮聘高質素師傅，及採用進口食

材，確保製作衛生、安全，同時色香味俱全，惹人垂涎三尺，食指大動！

   

地址/Address：澳門慕拉士大馬路201號泉福工業大廈3樓G座

電話/Tel：(853) 2851 4980

傳真/Fax：(853) 2893 0514

電郵/E-mail：yingjizs@126.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黃小姐

產品類別/Product：食品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板樟堂，又名玫瑰聖母堂，17世紀中葉早期的教會教士來到澳門傳教，

支木為架，結板為樟，建成此堂。幾百年來，板樟堂一直是葡國人聚居之地，

車水馬龍，川流不息，繁華異常，中西方文化在此交融相匯，形成了獨特的澳

門文化，板樟堂餅家秉承澳門文化、學貫中西、“博古通今”之精髓，挑選上

等食材，用心製作正宗美味的經典澳門手信美食。

澳門香記肉乾

CARNES SECAS HEONG KEI IOK KON

澳門板樟堂餅家一人有限公司

MACAU BAN ZHANG TANG BAKERY LIMITED

  

地址/Address：澳門林茂海邊大馬路46號駿悅軒地下G鋪

電話/Tel：(853) 2825 9897

電郵/E-mail：charactercreationmacau@gmail.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陳小姐

產品類別/Product：時尚女裝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藝格品牌是立足于澳門的原創時裝設計品牌，集設計、生產、銷售為一

體，致力於推廣澳門本土原創設計，為消費者創造有價值的美麗。

“CHARACTER CREATION” 中文名稱為“藝格”，寓意以藝術設計的

優雅格調時裝。藝格推崇“優雅、獨立、高品質”的生活態度，從設計到工

藝、顏色到板型汲取歐洲時尚元素，實現藝術與時裝的完美給合，用服飾語言

為現代女性打造美麗生活，創建自信出色形象。

   

地址/Address：澳門草堆街和發大廈37號A地下

電話/Tel：(853) 2859 9897

傳真/Fax：(853) 2875 7999

電郵/E-mail：teammeimacau@yahoo.com.hk

聯絡人/Contact Person：Pinky Mak

產品類別/Product：澳門原創作品和紀念品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 Salon」位於擁有濃郁老澳門風情的澳門草堆街37號和發大廈地下

A鋪，是由澳門文化產業推廣協會與澳門中區南區工商聯會合作設立的一個本

澳文創試點,蘊含了文化藝術、創意及生活三者和詣共融的精神。

「& Salon」的設立宗旨在結合老城區特有的風情文化，為新興發展的澳

門文創事業提供一方作品展示基地，不定期舉辦本澳及國際設計師展覽其原創

設計品，供公眾參觀學習；開發業界交流平臺，聯絡各地設計師，促進業界的

交流與溝通，接受業界人士場地預定申請。

「& Salon」另承接澳門本土設計師創意產品寄賣，讓設計師可專注其設

計工作，以協助孵化、推廣本土設計品牌。「& Salon」希望通過與本土設計

師相互攜手合作，共同提升澳門品牌國際知名度。

 展位編號： 22

展位編號：23

澳門藝格創作有限公司

& Salon

參展商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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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Address：澳門南灣大馬路594號商業銀行大廈13樓

電話/Tel：(853) 2856 1234

傳真/Fax：(853) 2859 3180

電郵/E-mail：info@octoberfifth.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林欣華

產品類別/Product：烘焙食品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澳門澳新貿易投資有限公司暨十月初五餅家(澳門)有限公司於2004年在

美麗的僑鄉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投資創辦生產十月初五品牌的江門市澳新食品

有限公司。花園式的廠房面積達三萬平方米，嚴格按國際烘焙類食品衛生標準

劃建造，並嚴格執行HACCP、ISO22000等品質安全衛生控制體系，廠房設多

條現代化生產線並附設參觀通道，同時設有設備先進的新產品研發中心、通過

國家認證的品質檢驗控制中心、全天候運轉的物流配送中心等。

十月初五，從未分毫懈怠對高品質的堅持！

   

地址/Address：澳門新清平直街3號地下

電話/Tel：(853) 2893 8400

電郵/E-mail：1182055026@qq.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楊先生

產品類別/Product：肉乾、餅食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本公司由澳門香記全資投建，提起澳門香記，粵港澳遠近馳名，本公司

自1969年由新加坡將鮮烤肉幹引進澳門，因風味獨特，而成為澳門第一家特

色肉乾專門店，同時經過多年的研發，本公司現已自家製作百多不同種類的特

色食品，歡迎各同業採購和批發。

展位編號：M05,06

展位編號：M07

十月初五餅家(澳門)有限公司 

OCTOBER FIFTH BAKERY (MACAU) LTD.

澳氹傳統 (香記肉乾)

M & T

   

地址/Address：澳門新馬路264號地下

電話/Tel：(853) 6301 7557

電郵/E-mail：851087533@qq.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鄭小姐

產品類別/Product：豬牛肉幹、涼果、餅乾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 幸運來手信 > 澳門特產手信，美味可口的豬牛肉幹、馳名炭燒杏仁

餅、陳皮糖等，屹立25年正宗傳統澳門滋味，手信之最，真材實料，味道超

棒，是居家生活及送禮的首選佳品。

   

地址/Address：澳門新馬路437-443號

電話/Tel：(853) 2892 1007

傳真/Fax：(853) 2892 2415

電郵/E-mail： rachel@koikei.com

網址/Website：www.koikei.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龍小姐/徐小姐

產品類別/Product：杏仁餅，花生糖，中式餅，蛋捲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鉅記現於澳門擁有20間連鎖店、於香港擁有7間店鋪及新加坡1間分店。

在澳門自設廠房生產，售賣貨品超過三百多款，其中以杏仁餅、蛋捲、花生

糖、豬、牛肉幹最深受顧客歡迎。在2002年至今連續十三年成為澳門手信食

品銷量冠軍。 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

Koi Kei now has 20 chain stores in Macau ，7 in HK and 1 in Singapore. 

Own factory production in Macao, currently selling over 300 varieties of 

product, the most popular items include the almond cake, egg roll, crunchy 

peanut candy, and fillet of beef and pork. From 2002 till now, Koi Kei gains 

展位編號：M08

展位編號：M09,10

幸運來手信

FORTUNE BAKERY

鉅記食品有限公司

KOI KEI FOOD CO., LTD

鉅記經營理念： ，

參展商名錄
Exhibitors'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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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tion as the “most popular food souvenir” champion for continuing 13 

years in Macau. Koi Kei's giant philosophy in mind is “No best, but better!”  

地址/Address：澳門慕拉士大馬路185號澳門工業中心12樓H座

電話/Tel：(853) 2876 2129

電郵/E-mail：macaufood@hotmail.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吳展榮

產品類別/Product：澳門手信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媽閣餅家，一個令澳門人回味的名字，其制餅技術有一百多年歷史。媽

閣餅家起初在清末民初時由一名貧窮漁女所建立，漁女在一次出海捕魚時遇颱

風，在海上漂流三日三夜，在絕望無助時眼前出現一道輪光，叮囑她不要放

棄，不久聽到許多吵嚷聲，張開眼一看，神奇地漂回岸上，眼前只見人群，不

知何處，問道：原來這就是媽閣廟前地。漁女認為是媽祖娘娘引路。為答謝神

因，將家中緊餘的綠豆，麵粉用炭火製成餅，供奉媽祖娘娘，此餅香味引來四

方人群，爭相嘗試。之後漁女就以此餅為業，用擔挑流動于媽閣廟前地，四周

人都稱她為媽閣婆婆。

此餅香最為澳門人熟識，一開就二十多年，雖丈夫早逝，無兒無女，但

她為人樂善好施，有澳門大善人之稱。年近九十還親到四川救助震後災，機緣

之下認識現在媽閣餅家老闆吳麗蘋，二人十分投緣，共同為災民出心出力，就

算病倒也堅持到災區協助救災工作，此心感動了媽閣婆婆，將其出名的制餅技

術傳授於，還咐要將最好的產品和媽祖樂善的精神傳給每一個人。

媽閣餅家在2007年由吳麗蘋重新建立，以媽閣婆婆傳統傑出的制餅技術

和引入高科技品質控制技術，在短短的三年間使媽閣餅家再次成為澳門人心中

最回味的食品，現有特色食品二十多種，其中最受歡迎有炭燒杏仁餅，棋子

餅，鳳凰卷，紫菜蛋捲，鷄仔餅等…本公司目標是要將媽閣婆婆傳統傑出手工

藝和樂善的精神傳到世界各地，使每一個人都能享受到美味可口的澳門美食。

   展位編號：M11

媽閣食品生產貿易加工有限公司

COMI ANHIA BARRA PRODU O DE ALIMENTOS E COMERCIO

 LIMITADA

  

地址/Address：澳門佑漢新村第四街50號佑成工業大廈一樓B座

電話/Tel：(853) 2882 7872

傳真/Fax：(853) 2882 7127

電郵/E-mail：bobbyling1608@yahoo.com.hk

聯絡人/Contact Person：萬小姐

產品類別/Product：紐結糖，蛋捲系列，曲奇系列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凌萬義師傅于1990年在美的路主教街創立了車厘哥夫餅店，為正牌車厘

哥夫食品前身，凌師傅曾于香港某俄羅斯餅店當學徒，把俄式曲奇餅及紐結

糖帶到澳門，經研究把北歐口味改良成為適合東南亞人口味之特色食品，至

今在澳門地區開設多間分店及自置廠房生產，在珠海亦有開設分店，本公司

產品深受各界人仕歡迎，因此更吸引各電視臺、報章、雜誌訪問及報導。

本公司除生產各式紐結糖之外另有多款手制曲奇、姜糖、老婆餅、老公

餅、葡撻及蛋糕等等。購買時請認明有凌師傅頭像或有凌師傅動漫肖像方為

正貨。

   

地址/Address：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223-225號南光大廈14樓

電話/Tel：(853) 8391 1400

傳真/Fax：(853) 2833 0854

電郵/E-mail：chengyingjun@namkwong.com.mo

網址/Website：www.namkwong.com.mo

聯絡人/Contact Person：成英俊

產品類別/Product：紅酒

 展位編號：M12

 S10 葡語系國家地區酒類及食品展區

WINE AND FOOD  INDUSTRIES IN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PAVILION

展位編號：P01

車厘哥夫餅店

PADARIA CHERYKOFF

南光貿易有限公司

NAM KWONG COMMERCIAL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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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酒產區，同時所代理的眾多葡萄酒在最負盛名的國際比賽中屢獲佳績。

Winecetera is a wine company based in Macau, which promotes and sells 

wines from Portugal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inecetera represents wine 

producers from four Portuguese wine regions. Several wines represented by 

winecetera were awarded medals in the most prestigious internationa

l competitions. 

   

地址/Address：澳門南灣大馬路599號羅德禮商業大廈二樓

電話/Tel：(853) 2835 6111

傳真/Fax：(853) 2835 6777

電郵/E-mail：Rod@macau.ctm.net

聯絡人/Contact Person：Lily / Alice

產品類別/Product：葡萄牙紅、白餐酒，葡萄牙老人牌罐頭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我們主要代理經營多間馳名酒莊紅/白葡萄酒，發利來砵酒，金馬車白蘭

地及皇冠香檳，農夫牌橄欖油；罐頭食品類有老人牌沙丁魚，金槍魚，馬介

休，紅冠臘腸，紅冠肉類罐頭，紅冠黑豬腿及挪威馬介休，都是馳名港澳有口

碑的牌子。

   

地址/Address：澳門漁翁街76-84號南豐工業大廈第二期4樓G座

電話/Tel：(853) 6699 0187

傳真/Fax：(86) 0756 8892 229

電郵/E-mail：setubalmtc@yahoo.com.hk

聯絡人/Contact Person：陳文江

產品類別/Product：葡萄牙原裝進口葡萄酒

展位編號：P04

展位編號：P05

羅德禮繼承有限公司

F. RODRIGUES (SUC.RES) LDA

實力堡澳門出入口貿易行

SWTUBAL MACAU TRADING COMPANY

   

地址/Address：澳門高亞海軍上將大馬路41號激成工業中心第三期5樓R座

電話/Tel：(853) 2848 2931

傳真/Fax：(853) 2848 3493

電郵/E-mail：hipshing@macau.ctm.net

聯絡人/Contact Person：劉新孟

產品類別/Product：葡萄牙品牌紅酒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嘉俊貿易(澳門)有限公司主要經營酒類、食品和進出口貿易。目前除了代

理葡萄牙共和國安科隆酒莊的紅酒外 (其中兩個品牌最近在中國珠海市中標為

“第九屆中國國際航空航太博覽會”指定專用紅酒。)，還代理了中國東北產

的高梁酒【老龍口】、陝西省產的【西鳳酒】；最近還代理了「彌萊穀咖啡製

造(上海)有限公司」的歐式第五代新型智慧咖啡機和咖啡軟膠囊系列，是義大

利授權的專利產品。

在以澳門作為葡語系國家的互動平臺，嘉俊貿易(澳門)有限公司不但把中

國的產品引進澳門、香港市場，同時也把葡語系國家的產品銷往到中國國內

港、澳、台和東南亞國家。

  

地址/Address：澳門連勝馬路116號佑勝大廈地下A1室

電話/Tel：(853) 6689 3174

傳真/Fax：86 756 3862233

電郵/E-mail：joaoazevedo@winecetera.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Joao Azevedo

產品類別/Product：Wines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Winecetera公司總部設在澳門，主要業務是在亞太地區推廣與銷售來自葡

萄牙的葡萄酒。Winecetera公司代理的葡萄牙生產商來自葡萄牙四個不同的葡

展位編號：P02

 展位編號：P03

嘉俊貿易(澳門)有限公司

JIA JUN TRADING (MACAO) CO,.LTD

紅酒中心

WINE CET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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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實力堡澳門出入口貿易行--專門代理葡萄牙原裝進口葡萄酒，於2006年

在珠海設立了分公司－珠海市東宇貿易有限公司。企業致力於葡萄酒文化的

研究推廣，由專業試酒師到各國著名酒區、酒莊及廠家鑒賞採購，把優質的

葡萄酒帶給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良好的信譽奠定了企業穩固發展的基礎，

不斷的創新增強了公司拓展市場實力，進益求精、以酒會友是我們的宗旨,讓

我們舉起成盛滿勝利的酒杯共飲，攜手邁進新的徽程。

   

地址/Address：澳門永安下巷江華大廈4樓L座

電話/Tel：(853) 2892 4351 / (853) 6662 2730 

傳真/Fax：(853) 2892 4351

電郵/E-mail：sam66582118@yahoo.com.hk

聯絡人/Contact Person：岑洐宇

產品類別/Product：葡萄牙酒，葡萄牙食品

   

地址/Address：澳門慕拉士大路,201-207泉福工業大廈4樓E

電話/Tel：(853) 2851 7745

傳真/Fax：(853) 2855 0667

電郵/E-mail：euro-uinhos@yahoo.com.cn

聯絡人/Contact Person：歐東尼 / 張勝秋 

產品類別/Product：葡萄牙紅葡萄酒、葡萄牙食品、飲料等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本貿易行致力推廣葡萄牙等葡語國家的產品，經營有葡萄牙卡拉塔蘇合

作社，金古堡等紅酒、砵酒，葡萄牙超市，金天地等系列食品，品種繁多，

在澳門各大超市，來來超市，新苗超市，百佳超市及多家餐飲企業都有良好

的合作關係，公司未來希望能進一步在中國大陸大力推廣澳門產品、葡語國

家產品。

展位編號：P06

展位編號：P07

三業貿易

SAMYE TRADING

歐羅貿易行

AGENCIA COMERCIAL EUROUINHOS

   

地址/Address：澳門提督馬路16-A號B鋪

電話/Tel：(853) 2855 2278

傳真/Fax：(853) 2859 0932

電郵/E-mail：vkhtcl@macau.ctm.net

聯絡人/Contact Person：劉小姐

產品類別/Product：食品，飲品，酒類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宏基行於1975已開始業務，至1986年正式註冊成有限公司, 擁有超過三

十年的經驗，宏基行有限公司現已成為本澳其中最活躍的經銷商之一，經營種

類也較以前廣泛，如食品、酒類、凍品、凍肉、罐頭、雪糕、奶類、日用品等

Vang Kei Hong was established in 1975 and registered as a limited 

company in 1986. For the last 3 decades, Vang Kei Hong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active Importer and distributor in Macau with major business in 

distribution and wholesaling of various kinds of products that includes wines 

and spirits frozen meat, diary products, grocery items, snacks food, biscuits, 

confectionary and beverages.

     

地址/Address：澳門黑沙環第五街永豐工業大廈A7

電話/Tel：(853) 2841 0105

傳真/Fax: (853) 2841 0105

電郵/E-mail：skydreamLtd@yahoo.com.hk 

聯絡人/Contact Person：陳永源

展位編號：P08

中小企業展銷區

SMALL MEDIUM ENTERPRISES PAVILLION

  展位編號：A01

宏基行有限公司

VANG KEI HONG TRADING CO., LTD.

夢想之都有限公司

SKYDREAM COMPANY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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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類別/Product：精品、玩具、手信品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本公司業務範疇主要為手信精品設計、玩具零售及批發，同時代理多個國

際知名玩具品牌。其創立目的是希望能夠把澳門獨有的歷史及文化利用創新的

理念設計，務求把富有澳門特色及新潮的手信引入澳門手信市場，讓大家也能

在產品中體驗到澳門的文化。本次主要推廣4D Cityscape – 4D澳門拼圖，在

拼圖中介紹了澳門的中葡歷史文化，1889年地形及當代的地理面貌，澳門著

名的世界遺產，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跑道路線和著名的酒店及建築物等。希望

通過拼圖可以令大家更加清楚瞭解澳門由過去到當代的發展，演變和一些澳門

獨有的文化歷史。

   

地址/Address：澳門半島老饕巷3號時寶大廈地下

電話/Tel：(853) 2832 3289

電郵/E-mail：info@garic.co

聯絡人/Contact Person：林衛全

產品類別/Product：皮革制復古相機帶及錶帶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美國Gordy's Camera Straps厚水牛皮革相機帶，香港Barton 1972 多色多

款皮革相機帶及臺灣Wotancraft Atelier皮革錶帶，上述3品牌均以全人手製造

及耐用見稱，設計、生產以至製造均為所屬國家及地區，並且是首度引入國內

的。

  

地址/Address：澳門草堆街11號

電話/Tel：(853) 2892 0337

傳真/Fax：(853) 2892 3480

展位編號：A02

 展位編號：A03

達林飾品相機配件專門店

GARIC SHOP

創天

CHUANG TIN

電郵/E-mail：tinlei_123@yahoo.com.hk

聯絡人/Contact Person：陳小姐

產品類別/Product：濾水器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本公司經營至今已擁有五間店鋪，銷售各大品牌家電產品，價格相宜，

良好售後服務，信心保證。

 

地址/Address：澳門連勝馬路116號佑勝大廈地下A1室

電話/Tel：(853) 6377 1337

電郵/E-mail：128403273@qq.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黃毅敏

產品類別/Product：動漫產品、公仔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華納金國際成立於2011年7月，經營業務涵蓋為：

26集動畫片《神奇武功》動畫片以及專題節目的策劃、創作、攝製、音

影像作品發行以及後期製作；

出入口業，代理西班牙“巴帝羅”品牌紅酒、橄欖油以及美國建康島系

列健康產品；

大型商業活動的策劃、舉辦；會議、會展、演藝演出等活動的組織、舉

辦；

文化項目的培訓；廣告片的攝製、發佈等；

文化傳播產業相關聯的項目和業務等方面的拓展。

   

地址/Address：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南光大廈十三字樓L室

  展位編號：A04

展位編號：A05

華納金國際影視傳媒有限公司                   

WARNER GOLD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MEDIA CO,.LTD

南光集團國際會議展覽中心                   

NAMKWONG (GROU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EXHIBITION 

DEPT

參展商名錄
Exhibitors' List

參展商名錄
Exhibitors'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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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Tel：(853) 8391 1350

傳真/Fax: (853) 2871 6550

電郵/E-mail：Liaoqihui@namkwong.com.mo

聯絡人/Contact Person：廖奇輝

產品類別/Product：宣傳推廣展會品牌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南光集團國際會議展覽中心，主要從事各類大型展覽、會議、活動、賽

事活動的主、承辦及統籌管理等業務。負責承辦的中國(澳門)國際汽車博覽

會、中國(澳門)國際遊艇進出口博覽會，以及澳門公務機展，創造了澳門會展

業展覽規模最大、觀展人數最多、參展商層次最高、媒體關注度最深等多項澳

門會展業之最。此外還承辦了第三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甯澳

文化創意產業交流、內蒙古.澳門經貿推廣，及2014年中醫藥文化發展高級別

(澳門)會議等大型活動。

我們擁有專業的專案執行能力，我們專注于澳門會展產業發展、專心于

服務客戶與觀眾，我們將充分發揮在澳門豐富的辦展經驗，依託集團的優勢資

源、政府支持平臺，為您提供專業的統籌管理展覽、會議、活動、賽事活動的

服務！

地址/Address：澳門黑沙環第六街威雄大廈2樓c座

電話/Tel：(853) 6688 3480

傳真/Fax：(853) 2840 0017

電郵/E-mail：sunnsun@163.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莊麗玉

產品類別/Product：多功能食品料理機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萬利來(澳門)實業公司成立於1994年，是一家長期從事於環保節能產

品、健康食品研產銷的實業型公司。

目前，公司與新加坡、臺灣等地區從事於節能產品和健康食品研發生產

的實業公司合作，開發了多款節能家庭食品用具：《食品原味養生鍋》、《多

功能食品加工機》等產品，市場反映良好，產品暢銷大陸及臺灣、澳門地區，

並逐漸拓展東南亞及葡語系國家(地區)市場。

   展位編號：A06

萬利來(澳門)實業公司

MAN LEI LOI (OU MUN) SAP IP CHONG SI

  

地址/Address：澳門馬場東大馬路25-69號福泰工業大廈1樓A座

電話/Tel：(853) 2875 0442

傳真/Fax：(853) 2875 0332

電郵/E-mail：middle.east@mewkmacau.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鄭嘉倫

產品類別/Product：潤滑油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中東機油貿易行於1999年在澳門成立，財政局註冊編號92314，主要經

營業務包括潤滑油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等。

本公司於2003年在澳門財政局申請由法人變更為“永久中東石化有限公

司”商號保留名稱：中東機油貿易行。本公司現時代理外國多個品牌的潤滑

油，全部符合美國，歐盟，日本等國際標準，產品用途包括汽車，貨車，船

舶，工業，重型機械，食品機械等專用潤滑油及其相關環保添加劑。

本公司擁有客戶群包括：民政總署，政府船塢貨櫃碼頭，汽車維修廠，

建築公司，五金機械行等等。

近年本公司專注重點推廣環保添加劑，如減低排放黑煙，清潔引擎，淨

化燃料等產品，盡力為減少廢氣排出，減少污染城市，希望能為地球，為環境

付出一分力量，並秉承我司一貫“誠信，務實，高效”的宗旨，與廣大客戶建

立長遠合作的夥伴關係。

  

             

地址/Address：澳門慕拉士大馬路102號百佳購物中心地下BG鋪

電話/Tel：(853) 2851 9871

電郵/E-mail：bellajewellerymac@yahoo.com.hk

聯絡人/Contact Person：梁偉權

產品類別/Product：飾品、水晶、手袋等

 展位編號：A07

 展位編號：A08

永基中東石化有限公司

CIA WENG KEI CHONG TONG PETROLEO E QUIMICOS

寶萊飾物精品店

BELLA ORNAMENTS GIFT SHOP  

參展商名錄
Exhibitors' List

參展商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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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本店成立於2003年，產品主要包括半寶石首飾、天然水晶、琥珀、珍珠

及特色銀器，本店嚴格挑選優質產品，為客人提供良好的服務，並為客戶提

供以K金或925銀鑲嵌半寶石或水晶的服務。項目包括戒指、吊墜、耳環等。

   

  

地址/Address：澳門沙梨頭南街19號5樓C

電話/Tel：(853) 6637 7877

電郵/E-mail：wongleong913@yaho.com.hk

聯絡人/Contact Person：梁宗環

產品類別/Product：澳門文創產品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手繪小物是由一個不聞經傳的女孩(妞妞)主要負責經營，還有一些志同道

合的朋友協助。那些年，生活的歷練昇華，是她筆下的素材，通過描繪五官

喜、怒、哀、樂以及身邊所發生的小事，把它製成作品，通過這些手繪作品

帶出正能量給人們，同時創作屬於澳門本土藝術品牌。

  

展位編號：A09

 展位編號：A10

手繪小物    

NUI NUI - HPST           

殼園有限公司

THE CASE HOUSE LTD

地址/Address：澳門信達城7樓O店

電話/Tel：(853) 6208 5024

電郵/E-mail：thecasehouse@yahoo.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龐宇倫

產品類別/Product：手機配件及美容產品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本店宗旨：提供多元化優質產品，將新興產品技術及其他有趣題材推廣

至普羅大眾。

我們主要業務範圍包括零售及批發，貨品種類以電子數碼，美容產品及

手機周邊配件為主要經營產品。

   

地址/Address：澳門高尾街4號地下

電話/Tel：(853) 2833 3978

傳真/Fax：(853) 2830 1548

電郵/E-mail：msco@macau.ctm.net

聯絡人/Contact Person：周美英

產品類別/Product：手袋皮具、日用品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明星百貨公司在澳門經營百貨業已70多年。銷售品牌手袋皮具、飾品、

絲質產品、睡衣系列、內衣及泳衣等商品。在澳門擁有兩間店鋪，本公司不

斷開拓多元化服務，如提供各大社團，政府部門及銀行禮品、紀念品等。本

公司憑藉在零售營運上的豐富經驗，堅守信譽，以及一貫堅持的優質服務，

令到國內市民加深對本澳中小企業產品認識。本公司搜羅更多優質貨品及發

展自家品牌。

本公司代理義大利Fiorentino品牌香皂及Smartcoat納米二氧化鈦光觸媒

抗菌抗病毒口罩。

  

地址/Address：澳門鮑斯高圓形地63號海富花園

電話/Tel：(853) 6688 7186

電郵/E-mail：flowerbest@foomail.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黃小姐

產品類別/Product：人造花及家居飾品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我們製造及出口人造花已超越30多年，憑豐富經驗，擁有強大的生產及

開發團隊。總部設於國際都會“澳門”，生產設於廣東省中山市，開拓我國

內業務，各地經銷商，批發商等投資合作發展。

展位編號：A11

 展位編號：A12

明星百貨公司

MENG SENG CO

花萃行

FLOWER BEST TRADING CO.

參展商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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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Address：澳門臺山新城市花園第三座華輝閣地下S鋪

電話/Tel：(853) 2823 7810

傳真/Fax：(853) 2823 7810

電郵/E-mail：xin_chengshi@126.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蔡松林

產品類別/Product：澳門郵票收藏及旅遊紀念品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本公司致力於旅遊工藝紀念品、郵票錢幣紀念品的開發製作推廣。收集

收藏、交流交換中港澳臺郵票舊錢幣，並與首屆國際華人廚藝明星爭霸賽金牌

得主，澳門青年廚藝專才蔡懷佳先生合作，為其經紀人公司，替大中華地區餐

飲企業、飲料、食品、調味料等等相關產品，做形象代言廣告。歡迎合作加盟

本公司，助拓國際市場、推廣企業形象、樹現代城市品牌。

   

地址/Address：澳門白眼塘橫街22號

電話/Tel：(853) 6322 5298

傳真/Fax：(853) 2893 3206

電郵/E-mail：swg9000@163.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宋維廣

產品類別/Product：漢麻功能服裝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澳門新中澳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科技研發、產品生產、銷售、服務為

主，技術服務、管理諮詢為輔，集進出口、轉口貿易、等綜合性企業。長期致

力於新材料、環保、健康產業的創意、研發、生產、銷售、服務等事業。

公司與中國工程院、中國科學院院士、東華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美國洛杉

磯加州大學、日本京都工藝纖維大學等院校緊密合作，多名院士、專家、教授

常年合作，引進博士、碩士研究生8人，專業工程技術人員12人，在國內建立

 展位編號：A13

展位編號：A14

城市文具精品商店

ARTIGOS PAPELARIA LEMBRANCAS SENG SI

澳門新中澳科技有限公司

THE NEW CM TECHNOLOGY CO.LTD

了首個麻院士工作站，在山東建立了麻種植及加工基地，形成了集培育、種

植 、 脫 膠 、 紡 織 、 加 工 、 整 理 等 全 產 業 鏈 的 行 業 工 業 系 統 。

公司自主研發的具有自有智慧財產權的以麻纖維、甲殼素纖維為主要原料的家

居用品、服裝用品、裝飾用品；室內空氣處理技術及產品——光觸媒空氣處理

產品；鼻塞隱形口罩；研祛斑、防皺、去黑眼圈及眼皺紋的系列化妝品；超

強、防火、隔熱、祛濕的礦物質複合地板及技術；富泰礦物質水過濾材料；日

本原產靈芝系列、東北天然人參；目前，公司已開發了七大系列產品：麻系

列——內衣、襪子、毛巾、浴巾、居家服裝、家紡、桌臺布、窗簾；光觸

媒——室內空氣、汽車、家居等空氣處理劑；隱形口罩——PM2.5、花粉、灰

塵等口罩；功能化妝品——祛斑、防皺、去黑眼圈、去眼皺紋、豐胸、美臀、

瘦腹、萬精油等些列；防火、隔熱、防水、抑菌、防異味等多功能複合地板；

水過濾、蔬菜水果保鮮技術；靈芝孢子粉及天然人參靈芝系列產品等600餘個

品種。

公司以“科技創新、服務人類”為使命，“呵護人類健康”為願景，努

力“打造行業知名品牌”，遵循“用心服務、協作發展”為企業經營理念，堅

持“創新、務實、高效、持續”的企業管理理念，全面引領人類健康生活新標

準，實現人類的可持續、健康、生態、環保新生活。

地址/Address：澳門三層樓街14號地鋪

電話/Tel：(853) 2871 7919

電郵/E-mail：m66667456@gmail.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Dr Michael Chan

產品類別/Product：自主品牌® ecofaith@ 環保產品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專營環保、創新設計、綠色產品行銷，近向 ISO14001之企業，宣揚

“PPP”理念，兼顧地球(planet) 、人類(people)和環保(protetion)；透向日持

續發展的知識傳播，鼓勵全新的生活模式，以逐步實現低碳型智慧社會：自創

品牌“環保飛虎”設計多項產品，包括環保筷子、環保電動牙刷、環保洗衣

皂、環保飾物、節能燈。

   展位編號：A15

環源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RECYCLED TECHNOLOGY INDUSTRIAL LTD

參展商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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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產品質優價廉！歡迎加盟採購。

Agencia Comercial Sonho is a professional company engaged in textile，

Register the brand: “ Golden Sheep” 、 “ brd” 、 “ sonho” and“ N.F.LE

I” .Brand products are home textile、 apparel and footwear.Brand design 

treads both plain and simple the product has its own unique culture、their lives 

and stories, the products are good quality and cheap price！

   

地址/Address：澳門筷子基宏基大廈1樓K

電話/Tel：(853) 2831 0312

傳真/Fax：(853) 2840 3686

電郵/E-mail：chitai-macau@yahoo.com.hk

聯絡人/Contact Person：周小姐

產品類別/Product：鞋，真皮鞋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本公司成立於1997年。專門生產高檔時尚高低跟、休閒、真皮、特種材

料的女裝馬靴、女裝鞋、涼鞋等。主要市場：義大利、歐洲、日本、香港。

有自家工廠，現擴展中國市場，公司品牌：Tou & Na。

地址/Address：澳門沙梨頭南街19號華寶商業大廈5樓D室

電話/Tel：(853) 2893 8027

電郵/E-mail：ray50031794@hotmail.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伍建平

產品類別/Product：家居用品、衣服、毛巾、內衣褲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微米美容潔膚毛巾系列涵蓋所有常規毛巾品種，包括毛巾、兒童毛巾、

運動毛巾、枕巾、浴帽、浴袍、浴裙等，其功能遠遠超出常規毛巾。實驗和

展位編號：A18

   展位編號：A19

新金成發展貿易

AG.COM DESEV SAN KAM SENG

澳倫(澳門)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OCEAN BOOM (MACAU) INTERNATIONAL TRAD., LTD

   

地址/Address：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皇朝廣場21樓K座

電話/Tel：(853) 2882 5643

傳真/Fax：(853) 2831 8495

電郵/E-mail：info@designesta.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黃霞

產品類別/Product：女裝及男裝服飾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衣色設計有限公司成立於2002年，是一間極具創意的時裝設計顧問公

司，並向本地及海外買家、廠商、企業及零售集團提供高質素的女裝設計。

由色彩、概念、布料、設計到時尚品牌及企業品牌之形象化，提供度身訂造

的顧問服務。

本公司旗下的女裝系列ESTAWOM多年一直貫徹時尚簡約的品牌風格，

以易穿易配搭的mix & match概念，讓女性有更大的自主權去配襯衣服。我們

誠邀品牌代理或連鎖加盟，並樂意提供批發、ODM/OEM服務。

地址/Address：澳門高利亞海軍上將大馬路41號激成工業中心第三期13樓

W座

電話/Tel：(853) 2848 3721

傳真/Fax：(853) 2848 3721

電郵/E-mail：acsonho@hotmail.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李先生

產品類別/Product：服飾 / 羊毛被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夢幻洋行是一間經營紡織品的專業公司，註冊有品牌“Golden Sheep”

(金羊) 、 “brd”(百靈得) 、“sonho”(夢幻)和“N.F.LEI”(樂富麗) 。產品

有家紡、服飾和鞋類。 品牌設計既潮流又樸實，有其獨特的文化、生命和故

展位編號：A16

   展位編號：A17

衣色設計有限公司

DESIGN ESTA STUDIO LTD.

夢幻洋行

AGENCIA COMERCIAL SONHO

參展商名錄
Exhibitors' List

參展商名錄
Exhibitors' List

58 | 活力澳門推廣周·湖南長沙   活力澳門推廣周·湖南長沙 | 59



使用證明，微米美容潔膚毛巾，具有超強吸水力、吸附力，不掉毛絮，輕盈

柔軟，手感舒適，抗菌，防螨，持久耐用，易清洗，久用不會變硬。毛巾的

超細纖維可深入皮膚毛孔，有效去除污垢、化裝品殘留物及死皮細胞，長期

使用能使肌膚細嫩光滑潔淨，具有一定的美容功能，對粉刺的消除也有一定

效果。該產品已申請了世界專利，安全性能通過SGS無毒認證，可直接與人

體肌膚接觸。

   

地址/Address：澳門高士德大馬路31號華暉閣11樓G室/

                     廣東省中山市沙鎮裡塘大街1號

電話/Tel：(86) 760 8665 8157

傳真/Fax：(86) 760 8665 8157

電郵/E-mail：joey-featheronline@163.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鄧智豪

產品類別/Product：羽毛絨條、羽毛包包、羽毛衣服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我豐記行自1960年成立於澳門，從事羽毛加工行業。在1985年，我們

發展到中國大陸，進出口世界各國。我們的產品為各種羽毛製品，有羽毛絨

條，羽毛面具，羽毛裝飾品。近十年，我們更開始在自購廠房裡發展有羽毛

成衣，羽毛披肩和羽毛背心產品，深受歐洲，日本等的歡迎。我們運用香港

管理模式以優質及準時交貨為客戶提過滿意服務。我們為客戶提供的產品是

安全，高質和合理價格的。

Since 1960s,Fung Kei Trading was established in Macau, engaged in 

feather processing.In 1985,we had moved to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to over 

the world. Our product is all kinds of feather goods, there are turkey feather 

boas, masks and trimming.In recent ten years, we start to possess feather 

garment, shawl and jacket in our own factory, it was popular with Europe, 

Japan, ect. Our in Hong Kong's management mode to provide good service to 

all customers by reason of good quality and shipment on time. Our product are 

safe, high quality and in reason price to offer to our customers.

展位編號：A20

豐記行

FUNG KEI TRADING

   展位編號：A21

展位編號：A22

XACHYDERM UN

維東行                      

VICTOR

地址/Address：澳門白馬行信達城商場六樓E、F室

電話/Tel：(853) 2832 3161

電郵/E-mail：xachyderm@gmail.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周小姐

產品類別/Product：皮具，手袋，背包系列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XACHYDERM戶外運動包：從神話到傳奇

Xachyderm的狂熱侵入到地球最冰冷的城市。從引領潮流者時尚主義

者，每個人都為Xachyderm新式彩色，簡約，實用的戶外包而瘋狂著迷。有了

Xachyderm，無論昨天、今天還是明天、您的生活都將因此變得多姿多彩。

   

地址/Address：澳門上海街175號中華總商會大廈11樓K座

電話/Tel：(853) 2878 0001

電郵/E-mail：isabel@galagrp.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許小姐

產品類別/Product：

健康產品：水晶飾物、用品、時裝、披肩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專營：制服、領帶、絲巾、保健用品；天然石保健鞋、水晶飾物等；零

售、批發

參展商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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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工廠中心群安制衣有限公司成立於2005年，位於廣東省中山市三鄉鎮烏石

工業區內，廠房面積2500平方米，是一家澳商獨資經營企業，主要生產、代

理和加工各類外貿進出口針織，梳織服裝產品及其半成品，我司貨源穩定，信

譽良好，同時廠房設有樣品房，各類設備配套齊全，秉承“誠信、公平、互惠

互利”的合作原則，歡迎廣大新老客戶前來實地考察、起板下訂單。

   

地址/Address：澳門巴波沙大馬路新城市花園17座15N

電話/Tel：(853) 6215 4810

傳真/Fax：(853) 2823 5153

電郵/E-mail：customer.service@soifong.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黃穗華

產品類別/Product：紅酒類、澳洲鮮奶、機械五金配件、日用品及禮品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多文化貿易的經營理念。

地址/Address：澳門菜園新街83號建富新邨置富閣地下Y鋪

電話/Tel：(853) 2878 8000

傳真/Fax : (853) 2822 8518

電郵/E-mail：marketing@bannywines.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Sherry Wong

產品類別/Product：葡萄酒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賓利酒世界是港澳一間大型多功能紅酒專門店，世界名莊罕有陳年珍藏

多不勝數，可媲美法式紅酒博物館；所有葡萄酒均由國際評酒師Bondy Choi崔

啟榮精選採購的，2010年被評選為澳門品牌，所以必然是飲家可靠之選。

展位編號：A25

   展位編號：A26

穗豐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SOI FONG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賓利酒世界                      

BANNY WINES CELLAR

  

              

地址/Address：澳門氹仔廣東大馬路167號悅景峰9樓E

電話/Tel：(853) 6689 3873

傳真/Fax : (853) 2875 2220

電郵/E-mail：soniahosiwai612@gmail.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黃巧意

產品類別/Product：眼鏡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專利貿易行成立於澳門，由二零零零年至今經營零售、批發及出入口貿

易等業務，以銷售太陽眼鏡、配件、飾物及精品等貨種。太陽眼鏡款式大部份

由義大利名師設計，亦有從世界出名之設計師所設計獨特時尚的款式，當中包

括成人眼鏡及小童眼鏡，為了配合銷售，一切有關眼鏡之配件、用具、飾物及

陳列架等亦有配套售賣。除了款式新穎外，本公司亦非常注重在品質方面，而

所配合生產之廠商大部分來自臺灣的技術，採用品質好及必須符合國際標準測

試合格之材料製造，除了款式美觀亦要符合安全耐用之原則。經銷商遍佈世界

各地，有銷售客戶售賣本公司之品牌眼鏡，亦有銷售客戶以自家之品牌來訂造

出售；配備用之眼鏡布、眼鏡盒或眼鏡袋等亦可自行設計款式及列印品牌於貨

品上；宣傳品或陳列架等本公司都會配合銷售商設計打造；本公司亦可提供銷

售策劃、營運管理等專業意見。

            

地址/Address：澳門文第士街益新大廈30號

電話/Tel：(853) 6683 2639

電郵/E-mail：13326621357@163.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王生

產品類別/Product：服裝、鞋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栢迪時貿易行成立於2004年，位於澳門文弟士街30號新益大廈4/D，屬

 展位編號：A23

   展位編號：A24

專利貿易行

PATENT   

栢迪時貿易行

BROTHERS T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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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Address：澳門新口岸長崎街新華大廈二字樓

電話/Tel：(853) 2870 5656

傳真/Fax : (853) 2870 5424

電郵/E-mail：adm@grandplaza.com.mo 

聯絡人/Contact Person：蔡惠儀

產品類別/Product：牛油曲奇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萬豪軒餐飲集團2011年榮譽出品，精選上等果仁、優質牛油及其他天然

成份烘制，松化可口，奇脆馥鬱，包裝柔合中西文化色彩名貴大方。百分百澳

門製造，每日由著名餅師勞玉生精製，送禮自奉，最佳選擇。

   

地址/Address：澳門馬場北大馬路3N

電話/Tel：(853) 6687 5112

電郵/E-mail：chiopeng@163.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招秀萍

產品類別/Product：

健康產品：花旗參、瑪卡、辣木籽、奇亞子、加拿大野生黑米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原產地直接進口。

   

地址/Address：澳門安仿西巷67號榮春大廈地下A鋪

 展位編號：A27

展位編號：A28

展位編號：A29

萬豪軒                      

THE PLAZA RESTAURANT

澳港食品有限公司                      

M & H FOODS

鼎源貿易有限公司                      

DING YUAN TRADING LIMITADA

電話/Tel：(853) 2838 9806

傳真/Fax：(853) 2838 9806

電郵/E-mail：690760620@qq.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陳春嫻

產品類別/Product：肉乾，糖果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本公司主要經營各國進口優質零食(其中包含美國巧克力、馬來西亞白咖

啡、泰國榴槤幹、榴槤糖以及手撕肉乾)銷售覆蓋澳門各大超市，手信鋪，旅

行社內部銷售以及參茸海味行，進一步拓展內地市場，爭取機會與國內企業展

開合作，謝謝！

   

             

地址/Address：澳門新埗 街2C地下及閣樓

電話/Tel：(853) 6226 4482 / (853) 6666 3665

電郵/E-mail：john@hk-bj.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黃約翰

產品類別/Product：肉乾、魷魚絲、臘腸、糖果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本公司成立於2010年，主要經營澳門風味的消閒美味，產品包括豬牛肉

幹、臘腸、魚幹、魷魚絲、酥餅、糖果和涼果等，同時代理各國優質食品、業

務包括零售批發、出入口貿易。

地址/Address：澳門沙梨頭興華閣23F

電話/Tel：(853) 6687 2438

電郵/E-mail：fu_yun_cargo@hotmail.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陳先生

展位編號：A30

    展位編號：A31

澳門真美香食品     

MACAU PURE DELIGHT   

富源空運貿易公司

FU TUN CARGO & TREDING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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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類別/Product：食品，紅酒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食品，貿易。

地址/Address：澳門天通街2 - 4號，B地下

電話/Tel：(853) 2859 5737

電郵/E-mail：lornatan@hotmail.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盧小姐

產品類別/Product：食品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蟹皇醬，魚子醬，蟹皇紅燒翅，海膽醬，蝦皇醬，干貝醬，丁香魚，椰

雛油，虱目魚，魚露，蝦米醬，桔橙及青檸汁，霹靂果仁。

地址/Address：澳門黑沙環寰宇天下第2座31樓C

電話/Tel：(853) 6386 0045

傳真/Fax：(853) 2840 4008

電郵/E-mail：nantaimacau@hotmail.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王佳濠

產品類別/Product：糖果、速食麵及餅乾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澳門南泰貿易行創建於2004年，是一家經營美食的現代公司，行銷產品

有M2牌糖果，葡萄牙優質紅酒，維兔牌曲奇餅，蛋捲，樂果源牌飲料和咖真

白咖喱面等等。公司一直堅持科學管理，獨到經營，優惠大眾的原則，以美

味食品，優質服務，合理價格，為廣大消費者提供世界各地的美食佳餚。

請相信：你選擇我們就是選擇優質，選擇放心。

   展位編號：A32

    展位編號：A33

星視服務有限公司                      

MACSAT S.S LTD.

澳門南泰貿易行

NANTAI TRADING COMPANY, MACAU

   

澳門逸素綠色有機食品有限公司

MACAU IAT SO GREEN ORGANIC FOOD LTD.

葡萄酒釀造者產業聯盟中心                  

WINEMAKERS'ALLINCE

展位編號：A34

   展位編號：A35

地址/Address：澳門黑沙環第六街威雄工業大廈2樓C座

電話/Tel：(853) 6218 1858

傳真/Fax：(853) 2840 0017

電郵/E-mail：ok839277@163.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莊麗玉

產品類別/Product：海洋竹笙、珊瑚草、天然海藻(藻類品)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逸素是一家長期從事綠色健康食品、研發、銷售的實體公司，擁有多國

及歐盟認可專利，並大力推廣拓展市場。

地址/Address：澳門庇山耶街爐石塘12號天祥大廈4A

電話/Tel：(853) 6618 2031 / (756) 850 7811

電郵/E-mail：1762433721@qq.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張乃明

產品類別/Product：葡國紅酒、法國紅酒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葡萄酒釀造者產業聯盟中心是由法國的地主、葡萄種植者、莊園、釀酒

師、灌瓶商、營運商組成的一個產業聯盟，專門從事生產和經營原瓶、原地

生產的中高檔精品葡萄酒的平臺，總部位於法國里昂市。

目前我們中心旗下有十多個主要的產品，主要來自於法國的波爾多、勃

艮第、吉恭達斯、瑪歌和法國南部等著名產區，其中法國的帝海斯古堡和帝

海斯山莊兩款紅酒在2006至2010年期間，分別在各種國際葡萄酒大賽中榮獲

13個獎項和9個獎項。

我們中心可以為每一位客戶根據自身的需要來量身定做產品。我們的優

勢在於無論是瓶裝還是散裝酒，傳統標籤還是個性化標籤，我們都將為您提

供全套進口解決方案和專業化服務，協助您進行低成本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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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Address：澳門漁翁街200號海洋工業大廈第二期5A

電話/Tel：(853) 2872 0025

傳真/Fax：(853) 2872 0026

電郵/E-mail：info@macaubazaar.com.mo

聯絡人/Contact Person：劉小姐

產品類別/Product：各類型葡萄酒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澳門街有限公司於1994年在澳門成立，主要業務為住口及分銷世界各國

及不同種植區的優質葡萄酒。公司主打法國波爾多葡萄酒，有紅白、幹甜等

類型，由日常餐酒至名莊靚酒一應俱全，公司亦由法國、瑞士、葡萄牙、德

國、新西蘭和英國等地採購最具性價比的優質佳釀予客戶。

公司採用冷藏集裝箱運輸葡萄酒，且多在秋冬季付運，以避免澳門炎熱

的夏天對酒質造成的影響，確保葡萄酒在運輸和存儲過程中得到妥善的處

理，酒倉保持16至18攝氏度和60%至70%的濕度條件，使酒質能夠充分發揮

其美味的潛力。

地址/Address：澳門美副將大馬路愉景花園No.24-21-E

電話/Tel：(853) 6662 2996 

傳真/Fax : (853) 2831 9111

電郵/E-mail：kathy@taktong.com.mo 

聯絡人/Contact Person：Kathy Poon

產品類別/Product：紅酒 / 工藝品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代理智利紅酒

展位編號：A36

   展位編號：A37

澳門街有限公司

MACAU BAZAAR CO,. LTD.

德桐行                  

AG.COM. TAK TONG

  

地址/Address：澳門南灣大馬路619號時代商業中心12樓C座

電話/Tel：(853) 2835 5408

傳真/Fax : (853) 2852 3977

電郵/E-mail：sunny@hgfvip.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黃小姐

產品類別/Product：食品

地址/Address：澳門慕拉士大馬路195號南嶺工業大廈4樓F座

電話/Tel：(853) 2841 5128

電郵/E-mail：chu923@macau.ctm.net

聯絡人/Contact Person：朱德明

產品類別/Product：葡國紅酒、洋酒、食品

地址/Address：澳門飛能便度街華豐樓2/B

電話/Tel：(853) 6650 0763

傳真/Fax：(853) 2821 6589

電郵/E-mail：macauqq8202@gmail.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康蕙財小姐

產品類別/Product：魚幹馬拉盞、蝦米馬拉盞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本公司代理東南亞風味蝦米馬拉盞、魚幹馬拉盞，全國上等材料；純天

然。絕不含防腐劑，色素，老幼皆宜，更是送禮的最佳選擇。

 展位編號：A38

展位編號：A39

展位編號：A40

悅健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HEALTH GUARD HEALTHY FOODS CO,. LTD

   

明德行                     

MENG TAK HONG

   

QQ美食世界有限公司

QQ FOOD WORLD LIMITED

參展商名錄
Exhibitors' List

參展商名錄
Exhibitors'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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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森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HANG SAM INTERNATIONAL TRADING LIMITED

    

澳門高原投資有限公司－金橡酒窖

PLATEAU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 KING OAK CELLAR

展位編號：A41

展位編號：A42

地址/Address：澳門黑沙環慕拉士大馬路195號南嶺工業大廈三樓I

電話/Tel：(853) 2872 0282

傳真/Fax : (853) 2872 2181

電郵/E-mail：Jovies.ao@hangsam.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Jovies Ao

產品類別/Product：酒類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本公司經營進口及批發葡萄酒，專長於從世界各地引進原瓶裝進口之優

質保證的葡萄酒，種類全面，性價比高，與眾不同，配合現今國內消費市場的

趨勢。歡迎閣下與本公司洽談聯繫！

地址/Address：澳門黑沙環永華街53號僑光大廈11樓C座

電話/Tel：(853) 2870 2176

傳真/Fax：(853) 2870 5771

電郵/E-mail：1035207402@qq.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孫紅蕾

產品類別/Product：原裝進口葡萄酒

公司簡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澳門高原投資有限公司旗下，總部位於珠海的金橡酒業有限公司，是專

業進口葡萄酒運營商，也是澳門酒商協會的會長單位。由全球各優質葡萄酒產

區，精選符合中國人口感的原瓶進口葡萄酒，僅為中國的飲食及生活方式供精

細的服務，是中國酒行業中知名的進口商和服務商。目前，金橡酒業已在全國

範圍有超過100家連鎖加盟品牌「金橡酒窖」KING OAK CELLAR。

大會服務供應商OFFICIAL SERVICE PROVIDER

    大會承建商OFFICIAL CONTRACTOR

   大會展品運輸商OFFICIAL FORWARDER

   大會旅遊服務供應商TRAVEL SERVICE PROVIDER

澳門博覽集團有限公司

MACAO EXPO GROUP LTD.

金栢國際展覽運輸(澳門)有限公司

JES LOGISTICS (MACAU) LTD.

澳門中國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TRAVEL SERVICE (MACAO) LTD.

地址/Address：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223-225號南光大廈13樓K室

電話/Tel：(853) 2871 5616

傳真/Fax：(853) 2871 5606

電郵/E-mail：edward@macauexpogrop.com

聯絡人/Contact Person：黃俊逸先生

地址/Address：澳門新馬路99號南華商業大廈8樓F座  

電話/Tel：(853) 2838 9486

傳真/Fax：(853) 2835 6533

電郵/E-mail：leng@jes.com.hk

聯絡人/Contact Person：梁惠玲小姐

地址/Address：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南光大廈12樓

電話/Tel：(853) 8799 8866 / (853) 8799 8367 

傳真/Fax：(853) 2870 5517

電子郵箱/E-mail：450089706@qq.com / mctstc@macau.ctm.net

聯絡人/Contact Person：王宇傑 / 趙亮

大會服務供應商
Supplier

參展商名錄
Exhibitors'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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