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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詞
界華商高峰會不但已成為全球華商一年一度聚首澳門，集思廣

世

益，合作發展的重要平台，並在多個領域展現了諸多備受肯定的

功能及其可貴的成果。
今年適逢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週年，海內外華商每年一度聚首
澳門，見證了澳門近二十年來經濟社會突飛猛進的發展，驚嘆之餘，也
深感與有榮焉。
澳門特別行政區崔世安行政長官表示，世界華商高峰會作為匯聚世
界華商力量的平台，可在促進民心相通、貿易融通等多方面發揮更大的
作用，成效進一步彰顯。
本屆大會主題：「新科技、新機遇、新發展」。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公佈，以及「港珠澳跨海大
橋」的通車，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議題持續熱絡。澳門通過海內外華商
的密切交流，全力發揮其獨特的魅力角色，將能在大灣區的發展中，獲
得絕佳的優勢。
因此，澳門特區經濟財政司梁維特司長期望，華商結合澳門歸僑僑
眷的資源優勢，利用澳門精準聯擊內地與葡語系、歐盟、東盟等國家的
優勢，攜手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共迎新時代，把握新機
遇。
我們誠摯歡迎世界各地華商的蒞臨，集思廣益，為增進海內外華商
更緊密的經貿交流合作，共襄盛舉。

第十六屆世界華商高峰會組織委員會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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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商高峰會
全球華商交流與合作的平台
代的驅動與全球華商的肯定與支持下，「第一屆世界華商高峰

時

會」以「相容兩岸，廣納四海」的原則及精神，於2004 年在澳門

召開，奠定了全球華商不分族群、不分世代的年度盛會基石。
每年金秋十月，世界華商高峰會的盛大召開，不但成為海內外華商
聚首澳門，集思廣益，合作發展的重要平台，更為華商與各地政府間的
交流，搭建了重要的橋樑。經過多年的實踐，「世界華商高峰會」已經
成為一個獨特的品牌。
多年的辛勤經營，充份為海內外華商尋找商機、洽談合作，發揮
重要的橋樑作用。歷屆高峰會都能透過匯聚澳門的機會，讓全球華商互
動交流，增進推動合作機會，發揮澳門作為全球華商服務平台的重要角
色。除實質促成多項備受矚目的大型國際合作項目之外，一般貿易及小
型產業投資合作項目，更不勝枚舉。深信，在全球華商的支持下，必能
共同建立一個團結合作、祥和昌盛的華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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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世界華商高峰會

出席簡則
▋宗旨︱促進全球華商領袖之交流，增進海內外華商之經貿合作。
▋日期︱2019年10月17日至19日
▋地點︱澳門威尼斯人酒店三樓宴會廳
▋大會主題︱新科技、新機遇、新發展
▋研討會︱領導與領導力
▋大會主要內容︱
•主題論壇
•綜合討論
•青年創業論壇
•世界傑出青年華商之頒獎
•世界華商創新獎之頒獎
•交流茶會
•參加MIF及PLPEX活動（包括：項目合作配對及參觀洽談）
•聯誼餐宴
•「粵港澳大灣區」考察活動
▋邀請對象︱
•海外暨港澳地區主要華商社團領袖及企業代表。
• 台灣地區工商團體領袖及企業代表。
•大陸地區各省與主要城市之經貿機構與工商社團領導，以及各地民營
企業代表。
•各地政府相關人士。
▋接待︱
•出席人員之往返旅費、機票等皆請自理。
•議程表內所列餐宴、參觀考察、機場及會場接送等，洽請有關機構贊
助招待。
•會議期間在澳門之住宿酒店，除邀請函另有註明之外，請儘量自行委
請旅行社預定，尚需大會代訂酒店者，請洽下列特約旅行社：
澳門中國旅行社
電話：(853) 8799 8367

傳真：(853) 2870 5517

聯絡人：趙亮 先生
▋報名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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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出席登記表，傳真或E-mail至主辦機構。
•預訂住宿酒店及參加考察訪問者，請在出席登記表註明。
•報名截止日期：2019年8月30日
▋諮詢及報名處︱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
澳門宋玉生廣場263號中土大廈20樓
Tel：(853)28755002∕28755350
E-mail: wsoce@wfceo.org
http://www.wfceo.org

Fax：(853)28755003

16th World Summit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General Information

▋Objective︱Promote exchanges between the global Chinese
entrepreneur leaders and enhance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overseas and local Chinese
entrepreneurs.
▋Date︱October 17 to 19, 2019
▋Venue︱The Venetian Macao-Resort-Hotel
▋Summit Theme︱N e w Te c h n o l o g y ． N e w O p p o r t u n i t y ． N e w
Development
▋Seminar︱Authentic Leadership
▋Summit overview︱
•Theme forums
•Forums hosted by distinguished guests
•The Forum of World Chinese Youth Entrepreneurs
•The Excellence in Achievement of world Chinese Youth
Entrepreneurs Prize Giving
•The Innovation award of world Chinese Entrepreneurs Prize Giving
•Macau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Fair（MIF）& Pro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Products and Services Exhibition (Macao) (2019
PLPEX)
•Banquets and social gathering
•Business Trip to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uest list︱
•Leaders of the major Chinese entrepreneur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 representatives from overseas, Hong Kong and Macau
regions
•Leaders of the distinguished industry and trade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 representatives from Taiwan region
•Leaders of industry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s, economics and trade
institutions from the major cities of various provinces in the mainland
China region
•Other related ofﬁcial delegates from various local gover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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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ration procedure︱
•Fill in the attendance registration form and fax or email to the main
organizer.
•Please state the required hotel accommodation and expected guests
for the inspection tour on the attendance registration form.
•Registration deadline:August 30, 2019

第

▋Service provided︱
•Travel expenses, ﬂight, accommodation require to be arranged and at
the attendees' own expense.
•Banquets, airport and summit venue pick up etc are listed in summit
itinerary, will be contact the related institutions for sponsorships and
services.
•For all the hotel accommodation in Macau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ummit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in the invitation), please contact the
travel agency for reservation. If you need the summit organizer's
assistance in hotel reservations, please contact appointed travel
agency below :
China Travel Service (Macau) Ltd.
Tel: +(853) 8799 8367 Fax: (853)2870 5517
Contact person: Mr. Ga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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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世界華商高峰會

議程
▌10月17日（星期四）
13:00∼20:00

報到

15:00∼16:45

領導與領導力研討會（歡迎海外華商參加）

17:00∼18:30

青年華商論壇

19:00∼21:00

交流自助晚餐會（參與上述論壇之華商代表）

▌10月18日（星期五）
08:00∼09:30

香港及澳門地區代表報到
地點：澳門威尼斯人酒店宴會廳

09:20∼09:50

聯誼茶敘

10:00∼11:00

開幕典禮
．2019世界傑出青年華商頒獎儀式
．2019世界華商創新獎頒獎儀式

11:15∼12:45

主題論壇

13:15∼14:30

午宴

14:45∼16:30

綜合討論

16:30∼18:00

參觀第二十四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
2019年葡語國家產品及服務展（澳門）（PLPEX）

18:00∼19:00

交流茶敘

19:00∼21:00

大會晚宴

▌10月19日（星期六）
09:00∼13:00

• 參觀第二十四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
2019年葡語國家產品及服務展（澳門）（PLPEX）
• 參觀澳門經濟環境或自由活動
• 高峰會圓滿結束
• 「粵港澳大灣區」考察活動（請參閱參加簡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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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th World Summit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Agenda

▋Day 1: October 17（Thursday）
13:00∼20:00 Registration
15:00∼16:45 Authentic Leadership Seminar
17:00∼18:45 The Forum of World Chinese Youth
Entrepreneurs
19:30∼21:00 Buffet Dinner
▋Day 2: October 18（Friday）
08:00∼09:30 Registration for Hong Kong
and Macau representatives
Venue：The Venetian MacaoResort-Hotel
09:20∼09:50 Coffee Break
10:00∼11:00 Opening Ceremony
．2019 The Excellence in Achievement of
world Chinese Youth Entrepreneurs
．2019 The Innovation award of world
Chinese Entrepreneurs
11:15∼12:45 Theme Forum
13:15∼14:30 Luncheon
14:45∼16:30 General Forum
16:30∼18:00 To attend the 24th Macau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Fair（MIF）and 2019
Pro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Products
and Services Exhibition (Macao) (PLPEX)
18:00∼19:00 Coffee Break
19:00∼21:00 Banquet

第

▋Day 3: October 19（Saturday）
09:00∼13:00
•To a t t e n d t h e 2 4 t h M a c a u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Tr a d e
andInvestment Fair（MIF）and 2019 Pro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Products and Services Exhibition (Macao)
(PLPEX)
•Meeting ends
•Business Trip to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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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大會主禮暨特邀貴賓贈言
經過多年的實踐，世界華商高峰會已成為一個獨特的品牌，
為國際華商提供了一個亞太地區重要的經貿平台。
全國政協副主席、
澳門特別行政區前行政長官

何厚鏵 先生
近幾十年，遍及世界的華商以特有的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的
優秀品德，在世界各地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成為世界經濟發
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崔世安 先生

有太陽的地方就有華商，形成了令人驕傲的「日不落華商」
時代。
中國國民黨前主席

連

戰 先生

面對可預見的中華文化崛起之勢，兩岸四地將有很大的優勢
互補的合作空間。台灣具有相對成熟自由的創作環境、優秀
人才、出色的創意和先進技術條件；大陸經濟的發展，使得
民眾的文化需求不斷加強，具備了強大的市場潛力，這些互
補的優勢，可以讓兩岸四地在文化創意產業大力加強合作。
中國國民黨前主席

吳伯雄 先生
兩岸共同市場的推動，將為全球華商創造一個更大的合作平
台，提供更多投資機會，這會是最值得全球華商共同期待，
也共同致力推動的計劃之一。
台灣前副領導人、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

蕭萬長 先生
世界各地的華人企業家，秉承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艱苦創
業，拼搏進取，同所在地人民和睦相處，事業上取得長足發
展，為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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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副主席、
台盟中央主席

林文綺 女士

華商與大陸血脈相連，期許全球華商在兩岸四地的經濟合
作，秉持促進海內外華商之交流合作的宗旨，為海峽兩岸的
經濟發展而努力。
台灣前行政部門首長

唐

飛 先生

歷屆大會主禮暨特邀貴賓贈言
兩岸經濟各具特色，自「大三通」實現後，人材、資源可自
由流動，資源可以得到更好的共享，促進了文化交流，產生
了各種創意，為現代中華文化注入創新動力，多元性和包容
性。
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台灣前行政部門首長

劉兆玄 先生
華商應重視「誠信為本，以義聚財」，並以Profit（盈利），
People（照顧人），Planet（照顧地球）重視企業社會責任，
發展永續經營。
台灣前行政部門首長、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

陳 冲 先生
為華商同黑龍江省的交往與合作，為雙方優勢互補，互惠雙
贏，搭建了一個充滿希望的舞台。我堅信，以華商雄厚的實
力，先進的理念，加上黑龍江特有的優勢，我們雙方的合
作，必將結出豐碩的成果。
全國政協前副主席兼秘書長、
黑龍江省省委書記

錢運錄 先生
我們樂於見到全球華商凝聚集智慧與力量，合作發揮自己的
獨特地位，經驗與優勢，全面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
深入合作，在全球經濟大開放、大交流、大融合的新局中，
搶到制高點。
商務部前部長、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

陳德銘 先生

「相容兩岸•廣納四海」，是世界華商高峰會可貴的精神與
原則。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

陳雲林 先生

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

台灣文化源自中華文化，台灣文化豐富了中華文化；大陸文
化氣勢磅礡，臺灣文化頗具創意，二者結合，更具發展潛
力。

王志剛 先生

∣

外貿協會董事長
台灣前經濟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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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丙坤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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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四地與全球華商，除了要繼續發展經濟、增強國力等
「硬實力」外，也要從中華文化的仁愛、道德等「王道思
想」出發；從價值觀念、社會制度、發展模式等層面來充實
「軟實力」，結合硬實力，發展成為「巧實力」，增加對國
際的影響力與感召力。

9

世界華商高峰會歷屆召集人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執行主席

鳳凰衛視主席兼執行總裁

世界中文報業協會前首席會長
丹斯里拿督

丁楷恩 先生

劉長樂 先生

張曉卿 爵士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前會長

吉林省前省長、
現任農業部部長

陜西省前省長、
山西省委前書記

萬季飛 先生

韓長賦 先生

袁純清 先生

黑龍江省前省長

張左己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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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
2019年葡語國家產品及服務展（澳門）（PLPEX）
「

二十四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由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主辦，

第15家本澳、內地與香港經貿部門及商協會協辦，將於2019年10月

17至19日在澳門威尼斯人舉行。
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是澳門首個榮獲國際展覽業協會
（UFI）認證的展會，是本澳的年度國際性經貿盛事之一。以「促進合
作．共創商機」為主題，面向海內外展示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
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優勢，以及經濟多元發
展的商機和活力，並致力協助與會者尋找合作夥伴，為發展、轉型、創
業提供嶄新商機。
自1996年「第一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以來，澳門貿
易投資促進局一直積極邀請葡語國家來澳參展，亦得到葡語國家的大力
支持，每年參與MIF的葡語國家企業持續增加。2014年第19屆MIF更首
次設置葡語國家產品和服務的專題展區及相關項目；2015年第20屆MIF
首次以「展中展」形式設置「葡語國家產品及服務展」。經過兩年舉辦
「展中展」的基礎上，2017年葡語國家產品及服務展（澳門）（2017
PLPEX）首次獨立成展，並與第22屆MIF同期舉行。自此，MIF即與
PLPEX同期舉辦。
往屆MIF有超過50個國家與地區的企業參展參會，展位超過1,500
個。去年，第23屆MIF與「2018年葡語國家產品及服務展（澳門）——
2018 PLPEX」同期舉行，發揮了疊加作用，效果顯著，展會期間共達成
75份簽約，簽約內容涉及政府及協會間合作、會展、跨境電商、旅遊等
合作項目，在配對洽談區進行了超過400場洽談。
MIF集展覽、商業配對、論壇會議及中小企業合作為一體︰
▍展覽︱
設置中國內地省市、歐洲、葡語國家、美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等
展區，以及多個產業專題展區和主題商品展區。更將同場舉辦「2019年
葡語國家產品及服務展（澳門）——2019 PLPEX」。
▍商業配對︱
透過「網上商業配對服務平台」，結合展區、洽談專場和交流對接等活
動，協助參展企業及與會者尋找合適的合作夥伴，開拓機遇。
▍論壇‧會議︱
舉辦多場高層論壇、國際經貿會議、投資合作專題推介等活動，讓與會
者進一步了解全球經濟發展趨勢，推動「一中心，一平台」（「世界旅
遊休閒中心」及「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
▍中小企業合作︱
作為協助中小企業相互合作、商業交流、產品推廣及業務發展的平台，
積極組織來自不同國家∕地區的商會和企業參與展會，為中小企業開拓

第

發展空間。

屆 世界華商高峰會

16

∣

11

2019世界傑出青年華商

申請簡則
▌宗旨︱
表揚全球傑出青年華商企業家奮發圖強之創新、創業成功之事蹟，及
其熱心公益、造福人群之優良美德。
▌主辦機構︱亞洲週刊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
▌參選資格︱
【國籍】
•持有中國大陸、香港、澳門或台灣居民身份證與有效旅遊證件之華
籍人士；
•僑居海外，持有僑居地居民身份證明或護照之華人、華裔人士。
【年齡】
•在2019年12月31日前，年滿25歲以上至55歲以下者，即1964年1月1
日至1994年12月31日之間出生者。
【品德】
•無不良記錄者（包括欠繳稅款或經刑事判刑）。
【經歷】
•現任企業機構之實際經營者，對事業經營管理具有創新與卓越績效，
以及傑出之表現。
▌參選人之事業機構︱
1. 創業滿三年以上者，即2016年底以前創立者。
2. 企業資本額美金一百萬元以上。
3. 參選者持有之股權，非股票上市公司30%以上，上市公司5%以上。
4. 最近三年營運正常，具有顯著績效，並無欠稅記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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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應備基本資料︱
1. 申請表
2. 創新產品或項目，需檢附權威專業機構認證或推薦者。
3. 事業機構有關證件及資料之影印本
•公司註冊（登記）證書
•營業登記證
•工廠登記證（製造業）
4. 推薦機構之推薦書。
5. 其他
•參選人或其事業體各項專業資格證書及得獎獎狀或資料。
•參選人或其事業體參與慈善公益活動之具體資料。
•公司簡介及產品型錄。
▌參選申請辦法︱
1.填寫參選申請表。
2.上述基本資料之編輯及裝訂方式如下︰

•編輯順序依封面、目錄（加註頁碼）、內容（依照前述基本資料所
列之順序）。
3.編輯規格
•所有文件皆以A4規格影印（正本請自行留存）。
•封面中間第一行寫︰世界傑出青年華商選拔，
•第二行寫︰參選人︰x x x 公司及姓名。
•檢附之圖片及相片，請加註文字說明。
•參選資料不論當選與否，皆不退還，留供主辦機構建檔之用。
4.備齊上述所列文件資料，請以航空郵件或快遞寄主辦機構。
▌推薦報名截止日期︱2019年8月15日
▌評審方式︱
1.由主辦及協辦機構籌組評審委員會，洽邀海內外各主要華商社團領
袖、各行業專業人士、專家學者等，擔任評審委員。
2.根據參選者之參選資料，以及推薦機構意見報告，進行交叉評審。
▌頒獎表揚︱
1.2019年10月18日在澳門舉行「第十六屆世界華商高峰會」開幕典
禮，頒發「世界傑出青年華商」之中英文證書及獎座。
2.由「第十六屆世界華商高峰會」出版專刊，介紹得獎人當選事蹟。

第

▌附則︱
當選者如有與形象不符之事證，經查證屬實者，主辦單位得召集評審
委員會議撤銷當選資格，當選獎座及證書應繳回主辦單位，並賠償相
關費用。

∣

▌諮詢及收件地點︱
•亞洲週刊
香港柴灣嘉業街18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15樓
電話：852-2515 5836 852-2515 5851 傳真：852-2595 0497
電郵：yzad@mingpao.com
參選資料索取網站︰http://www.yzzk.com/wc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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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世界華商創新獎

甄選簡則
▌宗旨︱
促進海內外青年華商的創新、創造及新知識之交流與合作。
▌主題︱科技與生活
▌組織︱
【主辦機構】世界華商組織聯盟、世界華商菁英會
▌獎項︱
1. 創新企業獎
．對象為成長型的創科企業，以產品研發、生產銷售為主要業務之
新型企業。
．本獎項特別重視環保，可持續發展，對社會有貢獻的中小微企
業。
．歡迎各企業加速器、青商組織、輔導中心的成員，以及大專院校
與企業合作的初創公司參與本次比賽。
．評審準則將根據企業的創新能力，業務的可持續發展性，盈利能
力，市場競爭能力及團隊綜合能力等進行評審。
2. 創意商品獎
．對象為各創業孵化中心，企業加速器，青商組織及院校團體推薦
的創意商品，包括各科技及工業大學院校師生產品，畢業同學產
品設計作品，以及初創公司創客原創商品。
．評審準則將根據產品的科技創新能力，功能的實用性，造型美
感，以及市場發展潛力等進行評審
▌甄選要則︱
獎項將以商品的市場能力作為評審的重點，其中包括量產潛質，商品
化的程度，商品的科技含量，工業化能力及成為全球化商品的可能
性，作為評審的主要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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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及展覽︱
獲獎之企業及商品、由主辦機構安排下列頒獎、宣傳及展覽活動。
1.於2019年10月18日，在澳門舉行的「第十六屆世界華商高峰會」
開幕典禮，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官員或主禮嘉賓，頒發證書及獎
座。
2.於2019年10月17∼19日，在「第二十四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
會」（簡稱MIF，請參閱附註），設置「世界華商創新獎展覽區」，
免費提供場地給得獎者佈置展覽。參展要則及相關資料，另行通
知。
✽附註：MIF是澳門特區政府貿易投資促進局主辦是澳門規模最大的展
覽會。每屆展覽會預計參觀人數約有八萬人。
3.編印專輯，分贈予出席「第十六屆世界華商高峰會」華商代表，以
及MIF入場參觀人士之外，並郵寄海內外各地主要華商社團與經貿機
構。
4.得獎作品將刊載於「華商世界」雜誌。
5.透過華商網絡於海外市場發布產品信息。
6.參與世界華商高峰會，與1500名出席華商進行商品介紹洽談。

7.受邀成為世界華商菁英會成員，參與未來三年的各項青商培育活動。
8.參與世界華商菁英會與澳門青年創業中心合作之培育活動。
9.澳門青年創業中心提供為期一年之免費辦公場地。
10.配對洽談生產訂單。
11.配對合作商家及廠家。
12.配對投資者。
▌參選申請辦法︱
1. 填寫參選登記表（如附件）。
2. 檢附下列資料（Word或PDF格式），交付主辦機構。
(1)參選項目之作品簡報(ppt)介紹或圖片、說明文件。
(2)企業法人有關證件影印本
．公司註冊（登記）證書
．營業登記證
．董監事名單
註：參選者若屬政府機構或財（社）團法人，請檢附相關政府主管
機構之證明文件。
(3)主辦或協辦機構，以及各地華商社團、青商團體，各大院校或政
府機構之推薦書。
3. 上述基本資料之編輯及裝訂方式如下：
(1)編輯順序，依封面、目錄（加注頁碼）、內容（依前述資料所列
之順序）。
(2)編輯規格
．所有文件皆以A4規格打印（正本請自行留存）。
．封面中間第一行請寫「世界華商創新企業獎」或「世界華商創意
商品獎」選拔，第二行寫參選人：xxx公司及姓名。
．檢附之圖片及相片，請加注文字說明。
(3)參選文本資料不論當選與否，皆不退還，留供主辦機構建檔之
用。
4.備齊上述所列文件資料後，請以航空掛號郵件或快遞給主辦機構；
或交由推薦單位轉交主辦機構。
▌評審方式︱
由主辦機構及協辦機構組織評審委員會，洽邀海內外相關專業人士、
專家學者等，擔任評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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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及收件處︱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秘書處
地址：澳門宋玉生廣場263號中土大廈二十樓
電話：(853) 28755002 傳真：(853) 28755003 電郵：wsoce@wfce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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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截止日期︱
2019年7月31日

第

▌附則︱
1. 當選者屆時應配合主辦機構之安排，出席領獎，否則視同放棄。
2. 當選之獎項或得獎者，倘有不符事實之事證，經查屬實者，主辦機
構得提請評審委員會複決，撤銷當選獎項，當選之獎牌及證書應繳
回主辦機構，並賠償相關費用。
3. 當選之獎項，倘涉及任何版權、專利權或其他法律糾紛時，一切相
關責任，概由得獎者負責，與主辦機構或評委會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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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商組織聯盟，本著
「相容兩岸．廣納四海」的原則與理念，
促進華商經貿、科技、文化的交流合作，
構建團結祥和的華商社會，
獲得了
全球華商的支持與肯定。
經過多年的發展，
聯盟所主辦的「世界華商高峰會」
不但已成為海內外華商社團的重要交流平台，
而且為
全球華商與各地政府之間的交流合作，
建構了重要的橋樑。

諮詢及報名處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秘書處
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Organization
澳門宋玉生廣場263號中土大廈20樓
Alameda De. Carlos d'Assumpcao No 263, Edif. China Civil Plaza, 20th Floor, Macau

Tel：(853)28755002/28755350 Fax：(853)28755003
E-mail: wsoce@wfceo.org http://www.wfceo.org

香港聯絡處
香港干諾道西20號中英大廈301室
Tel:(852)26200028 Fax: (852)26200029
E-mail: info@ietaw.org

台北聯絡處
台灣台北市八德路四段465號6樓F室
Tel:(886)2-27674187 Fax: (886)2-27467201
E-mail: info-tw@wfceo.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