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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力传输技术

智能物流仓储中自动导引车(AGV)不间断无线充电方案：

随着智能设备对物流，巡检及服务行业的重塑，各行业对更高效和自主的充电解决方案的需求日益增长，传统上需要人工管理手动插

电以及全天候轮换处理更换设备的电池方案也逐渐变得不可行。因此，充电方案未来应该增强自主性，即在无人手操作下，仍使设备

保持高效率工作。团队主打研究一种高兼容性及传输效果更佳的无线充电方案，务求令不同型号的设备在不同时间均能使用同一无线

充电基座充电。自主研发无线充电技术。另外，针对物流仓储中的智能导引车，团队研究出高效动态无线充电技术，着手实现“边走

边充，浅充浅放”，为其场景提供7 x 24小时充电方案，提升工作效率。未来，团队将结合其他辅助技术多元发展到不同的应用场景。

TRL4

绿色农业

环境友好型绿色农药：

百草枯是一种快速灭生性除草剂，因见效快、耐雨水、性价比突出等优势，作为全球第二大吨位（全球市值12亿美元）的除草剂（年

市值240亿美元）品种被广泛应用。一种环境友好型百草枯纳米制剂，可以减少因意外原因接触或误食百草枯而引起的伤害，同时保留

了除草效果，但在世界范围内，每百万人中就有 20 人因服食百草枯死亡。

此发明属于一种环境友好型百草枯纳米制剂，可以减少因意外原因接触或误食百草枯而引起的伤害，同时保留了除草效果。具潜力开

发人类友好且符合未来绿色农业发展趋势的农药产品，即对人类健康安全无害、对环境友好、超低用量、高选择性，以及绿色工艺流

程的“绿色农药”。

TRL4

生物医药

干燥综合症患者自身免疫相关干眼症的新型眼部用药（滴眼液）：

干眼症患者眼睛泪液分泌不足，无法保持眼睛表面的湿润，为排名第二的最常见的自身免疫性风湿病，可单独发病或与关节炎/红斑狼

疮同时发病，　目前治疗手段-以--缓解疼痛症状为主。

本发明提供为一种人工泪液。

TRL3

膳食补充剂

澳大“益智素”誓破神经退行性疾病难题：

帕金森氏症和阿尔兹海默症的病因尚未明确，目前，临床治疗以缓解症状为主。澳门大学李铭源教授团队花了超过十年时间，从“四

大南药”益智仁中发现了全新活性成分“益智素＂，研究结果发现“益智素”在多种帕金森氏症与阿尔兹海默症动物模型的防治作用

，“益智素”已成功获得多项专利，获欧美、日本及内地的知识产权保护。此项目获得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企业创新研发资助及重

点研发专项资助(项目编号:0016/2019/AKP)，李铭源教授团队围绕益智仁及“益智素”开发不同剂型的药品和保健品。2014年，在葡国

总统席尔瓦（Aníbal Cavaco Silva）见证下，澳门大学与葡萄牙公司TechnoPhage签署合作协议 ，双方正式展开中医药方面的合作，并就

“益智素＂新研发达成技术转移共识。这将有助“益智素＂打进欧洲市场。

TRL9

生物医药

「双宝片」研发：

「双宝片」由虫草、灵芝孢子粉和双孢菇精制提取物组成，具肝肾双补之功效。「双宝片」由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澳门中药研

发中心联合研发。项目整合中国中医药第一品牌「片仔癀」的产业优势与澳门中药研发中心的科技平台，融入靶向特征图谱、膜虑技

术等全过程质量控制技术，保障原料地道、工艺先进、安全可靠，旨在打造澳门研发和澳门制造的中华医药健康精品。作为闽澳合作

的重点成果，项目将有助于推进澳门中医药产业化。

TRL4

机器人与自动化

消毒机器人：

针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危机，在澳门科技发展基金抗疫专项资助下，我们研制出一种智慧移动机器人，可代替人工实现室内空间的自

动化消毒灭菌工作，人机分离，大幅降低医护人员风险，避免交叉感染。自主研发的智慧消毒机器人能超干雾化多种消毒液，并通过

高速气流将雾化后的雾滴弥散到消毒区域，具有智能移动消毒、检测环境和自身状态的功能，其成本低、功能全、适用于复杂环境下

消毒灭菌，可以有效地节省人力成本、减少感染风险和隔绝病毒传播途径。该消毒机器人已应用于医院、酒店、政府办公室等场合的

空间消毒。

TRL7

水处理与资源化

市政污泥中的高附加值资源回收系统：

现代城市里 50-100% 浪费和遗失的资源最终都汇集到污水中，污水处理厂已经成为 “资源厂”, 此项目提供一种可行的污水能源和资源

回收方法，例如可从污水厂的污泥中多糖硫酸酯，替代传统从海藻中提取获得多糖硫酸酯中对气候条件依赖性高的缺点。污水提取出

来的多糖硫酸酯经不同程度提取及处理后，可制作成有机水泥修补剂，工业用抛光剂甚至具有抗肿瘤功能和抗凝血活性的医药用产品

，把废物转化成高价值产品。

TRL6

膳食补充剂

健参宝：

人参多糖(GPs)与抗PD-1单抗联合治疗，能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提高PD-1单抗反应的敏感性。这个发现增加了抗PD1免疫疗法在肺癌治疗

中的敏感性，这也是首个经证实的临床前报导, 临床测试正在进行中。

TRL6

生物医药

KR2滴眼液 ：

KR2混悬滴眼液是一款1类创新药，适应症主要用于治疗湿性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虹膜新生血管和角膜新生血管等致盲性眼

病。

TRL6

中药药理学

中药品牌认可和中药质量认证服务：

立足本澳，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及葡语国家提供优质的中药质检服务，以及中药检测技术、中医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

TRL9

中药食品

益母草碱：

经10余年艰辛研究，发现从中药益母草中提取并化学合成的单体——益母草碱(又名 SCM-198)对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和脑卒中等疾

病具有明显疗效。益母草碱已被证实有明显的降脂作用，可抑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炎症，并减少脑缺血 造成的大脑皮质梗死面积，对

急性中风治疗效果快而显着，为中老年心脑血管病患者带来了福音。

TRL6

材料科学

OLED：

自发光、适应高低温、宽祝角、低功耗、响应速度快、可实现柔性弯折等特性，被视为新一代显示和照明技术，广泛应用在健康照

明、汽车照明、医疗健康等领域。

TRL9

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
新一代介入内放疗手术机器人：

本项目旨在实现针对肝部实体恶性肿瘤的粒子精准植入，有望开辟介入手术临床机器人化的新场景。
TRL5

中葡葡中公文辅助翻译系统：

“中葡葡中公文辅助翻译系统”是澳门理工学院在人工智能领域研发的一套基于业界最先进的神经网络机器翻译基础的公文辅助翻译

系统。此系统的中葡翻译准确度达世界领先水平，已在众多个政府部门、企业、社团及其他机构获广泛应用，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和准

确度。

TRL9

中葡新闻学习网：

“中葡新闻学习网”是澳门理工学院“机器翻译暨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的科研项目，为澳门、内地及其他国家人

士学习葡语，为葡语系国家人士学习中文提供学习资源。新闻栏目内容分“本地新闻”、“中国新闻”和“世界新闻”。中文新闻来

源为澳门日报。

/

中葡通：

“中葡通”是澳门理工学院〝中葡英机器翻译联合实验室〞开发的自学葡语的智能手机软件，让所有人士可随时随地学习葡语。

“中葡通”手机软件提供了以下有趣的信息和功能：每日一字、动词时态、词汇、常用会话、视频

/

城市级安监视频深度分析技术：

结合事件识别分析与应急任务的共性需求与典型特征，并考虑高密度样本及开放环境的特点，提出由特征提取、深度认知及聚合决策

层构成的视频分析计算框架；探索差异性认知机理，构建多层记忆深度嵌套神经网络，实现微观事件感知；利用稀疏表达的重构能力

凸显样本空间差异化特征，实现目标主体关联认知；为城市立体防护与应急指挥中至为关键的大规模安监视频分析提供有力支撑。

/

技术成熟度阶段

3 澳门理工学院

澳门理工学院创立于一九八一年，是一所多学科、应用型的公立

高等学府，开办艺术文创、信息科技、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社

会服务、健康医学、体育科学、语言翻译等不同范畴本硕博学位

课程，致力培育具全球视野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澳理工是澳门科研产出最多的三所高校之一，设置多个研究机

构：港澳地区首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机器翻译暨人工智能应

用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中葡英机器翻译联合实验室、博彩

旅游教学及研究中心等，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加大科技成果

转化力度，致力促进澳理工与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和机构产学研协

同发展。

研究机构/大学 教育

企业、

投资基金

投资

研发资助
产品、服务

 中国内地

澳门

香港

葡语国家

2 澳门科技大学

澳门科技大学建校于2000年，目前已成为澳门规模最大的综合型

大学，也是海峡两岸暨港澳二十强大学。大学致力为社会培养各

类高质素人才，推行教研并重政策，注重办学特色，追求卓越，

使学术发展不断踏上新台阶。大学于2020年至2022年连续三年位

列《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三百强、亚洲大学第32位、

世界年轻大学第38位（2020）及32位（2021）。

研究机构/大学
技术转让

合作开发

中国内地

香港

澳门

葡语系国家

1 澳门大学

澳门大学是澳门唯一一所国际化综合性公立大学，创立于1981年

，具有多元文化共存的独特优势。实施国际化现代大学管理模式

，八成教研人员来自世界各地，以英语授课为主，致力培养具有

创新思维、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全球竞争力和世界担当的人

才。

研究机构/大学
技术转让

合作开发

企业、

投资基金

投资

研发资助

提供合作项目
主要

目标市场

澳门科研成果及创科企业资料

序号 单位 单位简介 业务类别 产业领域/业务范围 参展项目简介

寻求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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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多功能空气净化机核下的3个系列产品.

商用除油烟机：

适合所有食肆厨房清除油烟，清除破坏地球气候环境的废气，灰尘，微粒。除清洗室有漂浮油污外，其整个除油烟系统很干净，若安

装在厨房，会对厨房温度降低。

家庭装除油烟机：适用于所有家庭厨房除油烟用，常温喷水把油烟降温还源回液体，随水流入油水分离网分离，把燃烧产生的二氧化

碳等废气溶于水清除，烟罩入风口宽阔，烟油无法堵塞入风口，清洗室与烟罩管道阔大而且很短，不会被未处理原油烟油污堵塞，解

决市场上现有吸油烟机风力渐弱问题。维护上省工省钱，工作稳定可靠。市场上现有家庭装油烟机都是吸油烟机。只有微小除油烟功

能，只是把厨房油烟换个地方排放，将全部淘汰，全面取代。

室内固定式空气清新机：吸气囗与出气口成对角对流安装模式，进入机器的空气，在加了杀细菌病毒药物雾状水密切接触下杀细菌病

毒，同时把室内灰尘废气清除，是当前，今后人类对抗灭杀细菌病毒长久永不退役工具。

广药牌灵芝孢子油：

广药牌灵芝孢子油软胶囊是以上乘赤灵芝孢子粉为原料，采用创新的破壁专利技术及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专利技术等多项专利技术研

制而成，富含灵芝三萜类化合物、麦角甾醇等活性成分，能提高人体免疫力。

◆ 白云山汉方主持制定了灵芝孢子油国际商务标准

◆ 2019年《财富》全球科技论坛官方指定礼品

◆ 入选央视“品牌强国工程”产品

◆ 2020年中外企业家联合会指定礼品"

珍禧诊所预约平台：

珍禧健康云平台是公司开发建设的适合澳门地区特点的健康管理服务平台，连接澳门线下诊所，开发在线诊所预约系统，为用户提供

便捷专业的医疗服务。

目前珍禧健康云平台已与澳门80余家诊所达成合作，并开通在线预约服务，涵盖中医诊疗、西医全科及专科。

旅游医疗项目：

公司深耕澳门医疗诊所，整合澳门医疗资源，提供HPV9价疫苗、儿童疫苗、身体检查等多种旅游医疗服务。

健康产品注册及销售：

公司协助健康产品，包括保健食品、饮料、中成药等产品在澳门注册及销售，目前协助广药集团旗下产品灵芝孢子油、夏桑菊等多种

产品在澳销售。

6
葡萄牙WISHING STAR科

技投资有限公司

Wishing Star Technology 成立于2018年9月，以工业4.0为基础，多

年一直从事工业机器生产研究产业。主要针对饮食相关的清洁优

化系统，如洗碗碟机，清洁消毒系统，水质优化系统等的工业级

数研发。发展至今已扩展至澳门，香港，中国，日本等市场，通

过硏究及开发各种清洁优化相关科技，迅速成为行业的领先者。 

公司的商业模式主要为提供研究成果，供产品生产商应用提高产

品质量。 现时六成人员为研发人员，由于已经累积4年的 市场经

验，在科研上的方向也以市场的需求为导向。

制造商

服务供货商

境内外投资环境推介

项目投资推介

科创项目

环境保护

智能循环水洗碗碟系统：

在餐饮行业，特别是针对人流高或大型连锁食肆如洗碗工场, 中式酒楼，美食中心，食堂酒家，由于面对量的问题，以及普遍市民对卫

生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如何能够高效能处理洗涤程序慢慢变成一个大题目。

商用洗碗机在任何类型的餐饮服务机构中都是必不可少的设备，因为它们可以节省时间并确保您的餐俱全部清洁干净。 然而与此同时

不得不面对几个问题：

- 工业级洗涤剂和重化学物质对环境的破坏

- 高用水量

- 厨余回收与管理

Wishing Star生产出真正的节水能洗碗碟机。

通过使用 ""智能分解循环水再用系统""，初步营运试验后，每筛用水量只需3公升，较传统洗碗碟机(6-10公升不等)节省最少达50%。

以每日以最大洗涤量运作6小时 (每小时 36 筛计算)，一年可节约237立方米。

境内外投资环境推

介、项目投资推

介、科创项目、环

境保护

企业
合伙／合资、

投资项目

境内外投资环境推

介、项目投资推介、

科创项目、环境保护

中国内地

澳门

香港

7
万利来（集团）有限公

司

万利来（集团）有限公司协同产学研单位--司迈科技，以及医疗界

医生教授团队、澳门高等院校学者专家携手合作研发《手术排烟

循环系统》设备，获得到了众多医生专家的认可和支持，进一步

提升了澳门医疗设备技术，完善了澳门的智慧医疗条件。

制造商

进出口商

境内外投资环境推介

项目投资推介

科创项目

《手术循环排烟系统》设备：

为净化手术空间并维持手术环境稳定而研发的排烟系统设备，可在腹腔手术过程中，吸收滤除电刀产生的烟雾和超声刀产生的水汽等

手术废弃物，可以为澳门医护人士，提供更加安全净化的手术环境。

《手术循环排烟系统》设备，研发在大湾区，制造生产在大湾区，所以，设备高智慧，低成本，对比美日德等西方国家同类型设备，

可节省成本50％，产品量产之后可望再降低成本。

目前，项目样板机已研制成型，并进入广州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进行临床测试，同时，正规划按排在澳门相关医院进行研讨交流以

及现场测试事宜。

在澳门特区政府发展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的政策支持下, 项目进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了青年创新企业，进一步推进项目升

级转化及量产，规划以澳门为销售服务中心，发挥澳门的大平台优势，发展大湾区、葡语系国家继而拓展非洲国家市场，努力促进中

葡科研项目的合作，助力澳门大健康产业的发展！

产品、服务、合伙

／合资、投资项目
企业

合伙／合资、

投资项目

产品、服务、合伙／

合资、投资项目

8 超力仔工作室

日本皇家彩绘陶瓷，英文简称[Porcelarts]。它结合了Porcelain（陶

瓷）和Art（艺术）两大元素，把一件件白瓷配合不同图案及彩绘

方式打做出独一无二的白瓷。创做出每一件白瓷作品有不同感觉

，创作白瓷需要欣赏而并非单一大规模产品。在日本非常流行，

亦希望能带动澳门有不同文化元素及艺术色彩。

手工艺
文化创意产业

工艺品及饰物

日本皇家彩绘陶瓷，英文简称[Porcelarts]。它结合了Porcelain（陶瓷）和Art（艺术）两大元素，把一件件白瓷配合不同图案及彩绘方式

打做出独一无二的白瓷。创做出每一件白瓷作品有不同感觉，创作白瓷需要欣赏而并非单一大规模产品。在日本非常流行，亦希望能

带动澳门有不同文化元素及艺术色彩。

企业 不限 产品、服务
澳门

香港

IT技术支持服务（IT Solutions）：

为企业解决日常发生的大小计算机技术问题，及提供切合企业自身发展的技术相关顾问意见。

网页设计及制作（Web Design and Production）：

设计范围包含但不限于中小企形象网页网站设计、个人网站网志、网站寄存、域名及企业电邮服务，还能根据需求与众多技术作整

合。

XR互动（XR interaction）：

360°VR全景技术、拍摄及虚拟导航、AR互动、大屏互动等。

系统开发（System development）、网页设计及制作（Web Design and Production）：

依客户需要订制短期或长期使用的系统，如预约、课堂管理、投票等服务。设计范围包含但不限于中小企形象网页网站设计、个人网

站网志、网站寄存、域名及企业电邮服务，还能根据需求与众多技术作整合。

区块链及星际文件系统服务平台（Blockchain and InterPlanetary File System (IPFS) platform-based service）：

基于IPFS的服务将企业兑换券、本地设计师艺术作品NFT非同质化代币（non-fungible token）化

10
中国电信（澳门）

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澳门)有限公司于2004年10月15日在澳门注册成立，澳门

主力通信运营商、ICT服务提供商、科技创新推动者。
服务供货商

项目投资推介

科创项目

数码影像及服务配作

电子商务

智慧建筑解决方案、智慧金融解决方案、智慧酒店解决方案、智能环保解决方案、智能交通解决方案

金融、建筑、酒

店、环保、交通行

业科技创新产品

企业 服务
澳门政府、企业ICT

服务
全球业务

科创项目、文化创

意产业 企业

科创项目

电子产品零售

数码影像及服务配件

文化创意产业

企业 投资4
澳门友记电机冷气

工程有限公司

本公司自1986年成立，现主要研究人员为陈荣富先生，公司内有

基本机电研发仪器，生产线处于国内。

本产品于本澳已安装超过5部，主要用于餐饮公司及非牟利机构。

制造商

服务供货商

科创项目

环境保护

项目投资推介

创忆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多功能空气清新机

产品、服务、投资

项目

1. 旅游医疗资源，

寻求内地的旅游平

台合作开拓客户群

体。

2. 内地健康产品及

药企，协助其在海

外注册及销售。

创忆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自2018年成立于澳门，一直秉持“立足澳

门、服务湾区、面向世界”的企业理念和使命，与澳门多间知名

高端诊所开展战略合作。2019年在政府的支持下，在珠海横琴成

立湾谷科技研究（珠海市）有限责任公司，专注于医疗、医药、

医养发展，为用户提供精准健康管理服务 为企业提供健康管理服

务，目前跟广州医药职业技术学校、大横琴发展有限公司达成合

作。

澳门创忆积极开拓国内医药机构，对接湾区医药企业，诸如广药

集团、天大馆等湾区知名医药企业达成深化合作关系，提供专项

营运及营销方案，协助国内产品走向全球，尤其葡语系市场，并

借此向世界弘扬国粹、推广中医药文化。

中医药健康产业服务供货商

9

于2015年成立的瓶科技，怀着最坚定的信念，成为您IT生活的领

航员。

我们的专业团队，可靠且敏锐，并以亲切、热情的态度，拉近您

与IT科技的距离。我们所提供的专业服务，让您烦恼已久的IT问题

迎刃而解，及时补足您在IT领域中亟需的各种服务，不论是久未

处理，或是执拾手尾。

IT领域的崭新科技，如巨浪扑面而来。瓶科技以「瓶」为体，为

您保驾护航，与您一同在「瓶」中携手体验，我们的专业团队为

您带来各种新颖的IT概念，更为您指引前路，探索IT科技更多未知

的可能。您的未来，正是我们最重视的。

瓶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服务供货商

澳门科研成果及创科企业资料

单位 参展项目简介
主要

目标市场

寻求合作项目

提供合作项目

 中国内地

澳门

多功能空气清新机

产品、服务

合伙／合资、

投资项目

科创项目、文化创意

产业、电子

产品零售、电子商务

澳门

香港

大湾区

1. 孢子油产品代理销

售

2. 旅游医疗资源：

HPV9价疫苗等

3. 注册销售代理服务

 中国内地

澳门

香港

葡语系国家

东南亚国家

序号 单位简介 业务类别 产业领域/业务范围

产品、服务企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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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合作方式
意向合作

伙伴类别
合作形式

澳门科研成果及创科企业资料

单位 参展项目简介
主要

目标市场

寻求合作项目

提供合作项目序号 单位简介 业务类别 产业领域/业务范围

UePay澳门钱包：

"专为澳门打造的移动支付工具，参与“聚易用 SimplePay”聚合支付计

划的澳门本地钱包之一。业务覆盖在线线下各种场景，通过先进技术和服务保障，为用户带来安全便捷的支付体验。

收单服务：

极易付为支持“聚易用 SimplePay”的本地金融机构，提供各类本地支付工具，以及支付宝（内地/香港）、微信支付（内地/香港）、

Kakao Pay 等多种支付工具的聚合收单服务。

商城：

UePay澳门钱包自有购物商城，以领先技术驱动的综合型澳门电商平台。为用户提供多元化优质商品，保障用户支付安全的同时，让大

家安心享受网上购物的乐趣！

智能电子磅：

电子磅与收款机于一体，高清双显示屏，触屏使用。默认使用澳门衡量单位，司马斤、公斤、磅自动转换。前端可设定货品信息，收

银等操作，同时具备先进后端管理系统，可进行订单信息、货品维护、计量单位等实用性管理。

收款播报器：

语音支持广东话或普通话版，实时播报，商家可实时确认收款情况。同时支持正扫和反扫收款，满足多种消费场景。

电子价格卷标：

简易耐用，高效防水。门店改价好帮手，支持现场/远程变价。通过电子价签，打破传统，转型升级新零售，多系统联动，实现精细化

管理，提升门店形象，节约运营成本，打造无人业态。

HI-FOG®  高压细水雾灭火系统：

HI-FOG® 是Marioff开发的高压细水雾灭火系统商标。HI-FOG® 细水雾灭火系统用极少量的水控制、抑制或熄灭大火。HI-FOG® 可以用

来熄灭固体和液体引起的火灾。

HI-FOG®  高压细水雾泵组：

建筑物用HI-FOG®  系统通常使用以下几种泵组之一：气体驱动泵组(GPU)、   电动泵组(SPU) 、 模块式电动泵组(MSPU)或柴油泵组

(DPU)。

HI-FOG 高压细水雾分区控制阀：

HI-FOG® 区域阀可以是常开或常闭阀，常开阀用在湿式系统中，而常闭阀用于其他系统。分区控制阀有几种不同的规格，以适应不同

的流量，可以手动、电动或液压操作，或几种方式结合操作。

HI-FOG®  高压细水雾管道：

HI-FOG®  系统高压部分的所有管道都是由不锈钢制成的，用于完成管网和安装喷头的高压管接头也由Marioff供给。HI-FOG®  管道可在

现场折弯成形，可以分散安装到狭小空间中。

HI-FOG 高压细水雾喷头：

HI-FOG®闭式喷头配备有感温玻璃泡，HI-FOG®闭式喷头为开放式喷嘴， 上面没有任何类型的感温玻璃泡。HI-FOG®喷头有各种类型，

针对不同的应用和火灾类型。

智慧消防：

是运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将消防设施、社会化消防监督管理、灭火救援等各要素，通过物联网信息传感与通讯等技术有机

连接，实现实时、动态、互动、融合的消防信息采集，传递和处理，增强灭火救援的指挥、调度、决策和处置能力，提升消防安全管

理智能化、智慧化水平。

澳门本地B2C电子商务服务：包括开通澳门政府认可B2C平台惠澳优优站113M.COM电商平台网上店铺、定制独立店铺页面、提供本地

在线支付结算服务、澳门本地仓储及配送服务、中英文语言切换功能等。

跨境B2C电子商务服务：包括开通海关监管认证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惠澳优优站113M.COM电商平台网上店铺、定制独立店铺页面、提

供跨境在线支付服务并于澳门进行结算、澳门仓储服务、分拣包装服务、跨境物流配送服务、报关清关等。

微信公众号服务：包括开通海外版微信公众号、协助进行企业认证、系统基本设置(LOGO、简介、关键词回复、自动回复、搭建菜单栏

等)、文章排版发布、文案撰写等。

微信广告投放服务：包括朋友圈广告、公众号广告、小程序广告的宣传策划、图文设计、推广页设计、广告投放设置、投放管理及广

告数据分析。

企业网站建设服务：支持建立PC、手机、微信网站。服务包括网站策划、网站设计、前后台开发及售后维护等。

14 联合创意顾问

联合创意顾问是一间企业策划，投资策划，产品策动的一间公司

，现据客户要求在澳门市场寻找投资商、生产商、供货商合作。

本企业致力推动本土科创技术发展，使本土原生科创有多元化展

示空间。

服务供货商

文化创意产业

玩具、礼品及赠品

电子产品零售

聋人门铃、婴糼儿防溺救水圈、科技妙水、智能红外线电动轮椅、居家小卫士
寻求投资方、供货

商、生产商
企业 不限

技术专利、产品、服

务、投资项目

中国内地

葡语系国家

15
迈康医疗科技顾问

有限公司

迈康医疗科技顾问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 年，致力引进先进医疗设

备和技术，加强小区及公众场所的急救设施，协助中小型诊疗及

复康机构提升工作效率优化流程和管理质量，推动智能医疗信息

系统及硬件的发展和应用，促进澳门与外地医疗学术交流，为提

升本地居民的健康和医疗水平作贡献。

服务供货商
科创项目

中医药健康产业

近年, 自主研发一套以方便巿民和游客查询AED(自动心脏除颤器)及无障碍设备位置为目的的微信小程序, 名为”AED无障碍地图”,以冀

收集更多小区上的AED和无障碍设施的信息, 让长者或残障人士及其家属可以通过手机查询目的地周边的AED和无障碍设施的信息, 为出

行进行详细而稳妥的事先安排. 提高他们出行的意欲, 积极融入社会。

企业
合伙／合资、

投资项目

AED无障碍地图、服

务

澳门

大湾区

16
万高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万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由一群拥有丰富经验之软

硬件工程师组成，目标为澳门提供优质之本地化信息科技服务。

发展至今，澳门总部及珠海开发中心共有90多名员工。万高致力

于持续为澳门各行业提供本地化专业服务。在澳门与多个企业／

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并成功实施了多个系统应用，数据集成和移

动应用方案。

服务供货商

科创项目

现代金融服务

资计及其相关业务

康易健－跨设备分布式康复训练云平台：

针对当下中老年、术后患者、患病年轻人、遗传病患者等群体日益增长的居家康复训练需求，面向康复医院/机构供给能力不足，训练

价格昂贵、场地受限、专业设备性价比不高等行业痛点。

依托鸿蒙软硬件生态行业资源，暨南大学康复医学诊疗经验，暨南大学联同万高研发构建首个支持跨设备分布式协同的居家康复训练

云平台。

鸿蒙生态+居家康复商业新模式，基于鸿蒙系统特有的跨设备分布式协同能力，创新交互式康复训练场景，提升用户体验与康复训练效

果。

打造AI+端-云协同康复训练体系，通过康复训练大资料积累专业康复医护人员经验，基于端-云协同AI提供个性化、定制化专业康复训练

指导服务。

现代金融服务，政

府/公共服务

企业、

投资基金
产品、服务 科创项目 澳门

17 优联美德有限公司

公司在澳门地区进行光学检测系统整体设计工作，目前我们与澳

门大学及分布在上海、浙江杭州和江苏扬州的合作单位的技术人

员，分别进行了部分实验，研究进行转化做准备。

研究机构/大学
项目投资推介

科创项目

墙报介绍「病源检察血液荧光读取平台」项目成果：

本计划与澳门大学健康科学学院刘子铭教授实验室技术合作，基于激光源与荧光显微镜系统，发展病源检察血液荧光读取平台。在试

管试验中，我们以不同浓度的FITC染剂作为标准品，以488 nm激光激发，最后用CCD相机成像，最终确认侦测灵敏度可以到达1 nM。

本项目为一种检测速度快、操作简单、灵敏度高的荧光扫描系统，可配合专用的微流控芯片与图像处理软件使用，通过激光激发芯片

中的荧光物质形成影像，可供临床医生识别病人所感染的病原微生物，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疗用药。

研发项目总目标为研制一种适用于生物纳米芯片使用的病原检测荧光读取的检测平台，能够在0.5小时内之内快速检测多种不同的病原

体的荧光信号，同时通过芯片结构提高检测精度，达到快速检测并指导治疗的效果。

其他
企业、

投资基金
其他

中国内地

澳门

进出口商

服务供货商

科创项目

电子商务

现代金融服务

惠澳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内地

澳门

香港

大湾区

全球性业务

产品、服务

企业

服务供货商

代理商

项目投资推介

科创项目

本地及跨境电子商

务、在线推广服务
全球

11

澳门极易付股份有限公司是澳门互联网支付和移动支付持牌机构

，引领本地金融科技革新，专注于电子支付服务。通过开展聚合

支付收单、UePay澳门钱包等业务，为澳门本地商户、居民及访澳

旅客提供多元化的电子支付服务，为澳门市场提供领先的电子支

付解决方案。

合伙／合资、

投资项目
企业

澳门极易付股份

有限公司

12

我司是一家专门从事机电设备销售、机电信息科技开发、电器产

品及灯饰销售等。本公司服务澳门多年，致力发展创新科技，注

重机电设备技术的能源效益开发，减少资源的浪费，并不断开拓

研发机电科技技术，努力扩大市场业务，力求为客户提供先进、

可靠、专业的产品和服务。

企业

13

不限 产品、服务

中国内地

澳门

香港

惠澳科技致力于以专业及个性化服务，帮助客户在原有的业务上

融入科技元素，提升客户的业务层次。包括开发网站、开通微信

公众号、协助投放微信朋友圈广告等，而其中一项重点服务就是

为零售及批发客户提供电子商务服务，包括电子商务平台(澳门贸

促局认可B2C平台)、运营服务、跨境销售、报关清关及物流配送

至中国内地等服务。

海外及本地制造

商、进出口商、批

发商、贸易公司、

零售商、超市、代

理商。本地餐饮、

娱乐、旅游、美容

等服务业。

产品、服务

中华电业有限公司

合伙／合资、

投资项目
服务供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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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合作方式
意向合作

伙伴类别
合作形式

澳门科研成果及创科企业资料

单位 参展项目简介
主要

目标市场

寻求合作项目

提供合作项目序号 单位简介 业务类别 产业领域/业务范围

18 想要科技有限公司

想要城是一个专为消费者提供各个城市的优质且最优惠的好物平

台，我们会主动与城市的门店店主、产品供货商、代理商、制造

商、品牌商洽谈各类团购的优惠产品和服务，将其拍摄成全屏高

清的动态视频和图片提供给消费者以更直观真实的浏览，让我们

的消费者一起以低价共同团购享受高质量的好物，体验更有质量

的生活。

进出口商

服务供货商
电子商务

想要城城市优惠平台，是一个专为消费者提供各个城市的优质且最优惠的好物平台，我们会主动与城市的门店店主、产品供货商、代

理商、制造商、品牌商洽谈各类团购的优惠产品和服务，将其拍摄成全屏高清的动态视频和图片提供给消费者以更直观真实的浏览，

让我们的消费者一起以低价共同团购享受高质量的好物，体验更有质量的生活。

产品、合伙／合

资、供应链

企业、

投资基金
产品、服务

作为澳门本地跨境电

商平台，澳门本地商

户可免费进驻平台开

店，实现在线和在线

同步经营

中国内地

澳门

19 澳门宇钛科技 飞机智能维护技术与设备开发 制造商
科创项目

项目投资推介

飞机巡检机器人系统：

每次飞行前,需要对飞机进行例行的安全检查.针对飞机进行绕机检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对飞机进行评估是飞机“安全、正点”的

重要保证。

飞机智能维修设备、飞机智能维修设备、飞机智能维修设备、飞机智能维修设备、飞机智能维修设备

企业、

投资基金
不限 投资项目

中国内地

澳门

20
澳门维京影业国际

有限公司
STEAM教育机器人

进出口商

批发商/分销商
科创项目

M ROBOT水下魔方M CUBE：

M ROBOT于2020年7月26日，在澳发布了水下教育产品“水下魔方”，被称为全球首款专业水下机器人编程教育解决方案，产品一经推

出，即作为比赛指定产品，参与了陕西地区中小学创客比赛，并设计推出“海上丝绸之路”水下机器人比赛环节。

“水下魔方”产品，是一款水下机器人教育产品。它可以像搭建乐高积木一样，快速、便捷搭建出不同功能和形态的水下机器人。

服务、合伙／合

资、投资项目
企业

合伙／合资、

投资项目、服

务

产品、服务、合伙／

合资

「澳觅APP」- 外卖业务：

外卖业务是澳觅APP的核心业务之一，通过高频、刚需、量大的餐饮业务切入市场，上线初期就深受用户喜爱。目前合作商户超过2700

家，使用用户超过56万，月销售额超过8000万，市场占有率达到90%左右。

其打造的澳门外卖必嗌榜，，是澳门首个基于真实大数据——包括海量用户购买、评价以及商户销量等多维度提炼的外卖榜单，旨在

为澳门消费者打造享受外卖美食，体验质量生活的权威美食指南；

澳觅APP平台致力于为外卖商家提供后台数据分析，提升运营效率，同时，为打造澳门“最后一公里”实时配送能力，澳觅有着一只近

600人的配送团队，是目前澳门最大的同城实时物流配送团队。

「澳觅APP」- 超市业务：

澳觅超市是澳觅APP旗下自营超市平台上线于2020年9月，主打“觅好货，准时达”。是一个围绕澳门本地居民日常生活和餐桌所需食

材及配套的全品类购物平台，我们通过与境内外大型优质供货商的合作，努力为用户提供安心安全的商品和服务，所经营的品类涵盖

了水果、蔬菜、肉禽蛋、冰鲜水产、冷藏急冻和常温标品等分类的商品。 澳觅超市通过自己的供应链和仓配优势，将用户下单的新鲜

食材送货到家、到手，让用户足不出户、上下班途中、甚至远在异响也可以通过指尖的简单操作就能实现所见即所得的到家服务。澳

觅超市提供的高效便捷购物服务，让用户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和享受生活，重燃在家做饭的热情。让鲜美食材变得“触手”可得

，方便千家万户一日三餐和日常生活所需；

「澳觅APP」- 团购业务：

团购业务是澳觅APP的核心业务之一，澳觅团购业务几乎覆盖了全澳的吃喝玩乐，主要有餐饮团购，自助餐，休闲娱乐等内容，目前已

有家商家合作，并不断有新的合作伙伴加入。团购业务一方面为商家带来品牌广告效应，使商家提高知名度，扩大消费者人群，提升

营销效果；另一方面为消费者提供更全面的餐饮及休闲娱乐指南，带来更多的福利优惠；实现商户与用户共赢的局面。澳觅将不断推

动本地生活市场的数字化，让线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智能综合接处警平台：

一套以城市社会安全为着眼点，以多警合一、统一接警、专业处警、高效调度为理念，打造集业务融合、机构融合、网络融合、调度

融合、资源融合、数据融合为一体的城市安全指挥平台。平台功能覆盖呼叫中心、应急指挥调度、现场紧急救援，融合多种通讯手段

，全方位、多视角、标准化记录应急事件处置流程，提供专业的流程指导和精准的资源推荐，为事件处理提供有力的信息化支撑。该

平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级公共安全项目中作为核心模块得到了实际应用并取得了显着成效。

国家财政电子一体化系统：

借鉴现代国际税收经验，提供基于国际通用的统一规范、统一构架的税务管理应用平台，依托先进的计算机网络和数据处理技术，实

现功能覆盖国家各级税务机关、行政管理、税收业务、决策支持、外部信息应用等所有职能的协调高效及信息共享税务管理系统，具

有极高的严密和安全稳定性。同时配合海关电子政务平台，可实现海关和税务业务系统信息的共享和无缝对接，缩短业务办理时间，

提高行政办公效率，加强贸易便利化。该平台在非洲和拉美等国家的财政和海关建设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如安哥拉税务和海关一体化

项目自2017年上线以后，增加注册纳税人数51.9万人，大大减少了偷、漏、逃税情况，并使税收缺口缩小了56%，提升税收空间39.54亿

美元。

应急管理信息化平台：

承担突发事件的接报与处置任务，是政府和各专项指挥部协调联动的服务平台，支持自然灾害、安全生产、综合应急等多领域业务的

综合应急管理工作，提供可靠的知识库、案例库，实现移动端多手段信息流转，实现对突发事件态势全流程实时掌握，多部门统一指

挥，跨地区调集应急救援资源，确保救援协调任务的顺利推进。该平台将有效推进应急管理现代化，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有力维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3
澳淘跨境电商供应链

有限公司

我司专注致力帮助中小企发展，为澳门本地中小企、葡语系国家

及其他海外中小企提供进入中国内地的跨境服务，包括商品海关

备案、清关报关、跨境物流配送服务。此外, 我司也提供品牌推

广、平台代运营、直播带货等营销服务。

我司“澳淘跨境电商平台”可与全球平台服务商合作连结，助力

“一带一路”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而澳淘线下一体机具备多媒

体优势，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澳门本土品牌产品及其他海外

品牌产品的同时，也为消费者创造更好的消费体验。

进出口商

服务供货商
电子商务

澳淘跨境电商平台及线下一体机：

我司自行研发的“澳淘跨境电商平台”为澳门贸促局认可之B2C电商平台，平台产品以澳门品牌、葡语系国家品牌产品为主。平台可与

全球平台服务商合作连结，助力“一带一路”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而澳淘线下一体机具备多媒体优势，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澳

门本土品牌产品及其他海外品牌产品的同时，也为消费者创造更好的消费体验。

企业、

投资基金

澳淘跨境电商平台线

下一体机创业合作

24
万讯行综合设备

有限公司

我司成立至今, 多年来重点为澳门政府和企业提供专业IT信息化解

决方案, 经营范围包括保安系统、停车场系统、医疗系统、医疗设

备、安全设备、环保设备及产品等。

服务供货商 中医药健康产业

粤港澳大湾区在线医疗平台：

通过整合粤港澳大湾区医疗资源，透过与海关的特殊用药协议，令市民可利用平台的实时在线医疗咨询功能、预约港澳和内地专科医

生视像问诊服务功能等，享受港澳医生以CEPA形式，以"互联网+港医港药"的形式，构建大湾区最大型的跨境互联网医疗系统。

企业 大湾区在线医疗平台

中国内地

澳门

香港

25
菠萝青科技

（澳门）有限公司

本公司总部位于澳门，目前已于横琴开展分公司，致力开发及运

用大数据，区块链等各种创新信息科技，推动智能城市的组成和

各项服务生态，提升人们生活质量及优化商业社会服务，逐步把

适用的创新科技技术运用在市场的各行各业之中，未来业务更将

逐步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及世界各地。

批发商／分销商

服务供货商

科创项目

文化创意产业

玩具、礼品及赠品

电子商务

 「红点平台」作为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商户积分系统，用户消费所生成的红点积分(PRed)可1:1等额抵扣本地货币金额，让用户尽

享无界限消费奖赏的同时也使合作商家运用红点平台进行低成本及便捷的品牌营销推广，共享跨界客源创造无限商机。未来更会进一

步推动红点积分在粤港澳大湾区、东南亚甚至世界各地通用，进一步促进澳门特色金融发展及澳门智慧城市的建设。

零售、酒店、旅

游、餐饮等
企业 红点平台 App

中国内地

澳门

香港

葡语系国家

澳门网络传媒发展有限公司是澳门一家领先的创新型科技公司，

公司秉承着用户至上、专业、激情的价值观，致力于打造澳门一

站式生活服务平台，和用户共同发掘美好澳门生活，其独立开发

及运营的的生活消费应用型APP「澳觅APP」，于2016年6月份上

线，目前已发展为澳门最大的吃喝玩乐找优惠，且支持澳门币及

人民币支付的移动端平台。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和线下服务能力

，澳觅的外卖、团购、在线超市及广告等O2O服务，连结消费者

和值得信赖的本地消费和优惠信息。未来我们也会持续不断为用

户提供更多服务，为人们的美好生活不断努力

澳门网络传媒发展

有限公司
21

辰安信息科技

一人有限公司

辰安信息科技一人有限公司是北京辰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辰安信息”）在澳门全资经营一家子公司，“辰安信息”

是一家源于清华大学的高科技企业。辰安信息依托清华大学公共

安全研究院的技术优势，专注于将公共安全应急体系和智慧安全

城市关键技术推向海外市场，为海外政府、相关行业部门提供公

共安全、应急管理、消防安全、城市生命线安全运行监测、税务

和海关安全管理等软件产品、装备销售与技术服务，以及重点场

所安全防护、电力安全、交通安全等一系列解决方案。实现中国

公共安全领域的高科技输出，提升海外国家对“中国模式”和

“中国方案”的理解和认可。辰安信息是国际化公共安全产品和

服务供应商。

产品、服务、合伙

／合资、投资项目

企业、

投资基金

产品、服务、合伙／

合资、投资项目

澳门

香港

葡语系国家

企业

22

项目投资推介

科创项目

电子产品零售

政府／公共服务

政府部门／公共

机构

服务供货商

互联网

文化创意产业

食品餐饮

连锁加盟

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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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合作方式
意向合作

伙伴类别
合作形式

澳门科研成果及创科企业资料

单位 参展项目简介
主要

目标市场

寻求合作项目

提供合作项目序号 单位简介 业务类别 产业领域/业务范围

26
凌波国际科技网络通信

有限公司

澳门凌波国际科技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成于二零一四年，主要以开

发无人飞机远程控制系统（简称Drone OS）作为本公司核心业务

，配合自主研发的无人飞机充电站，有效提升无人飞机续航能力

，利用无人飞机在室内及室外环境自动执行任务，透过5G图传技

术，为客户提供实时又可靠数据分析

服务供货商

科创项目

政府／公共服务

室内无人机巡检系统

室内无人机系统 （Indoor Drone Systems）：

IDS is an autonomous indoor drone system, which includes a drone, a self-charging station, and our ground control station. With our drones self-

charging station, the

企业、

投资基金
产品、服务

中国内地

澳门

葡语系国家

B-Mola空气清新机：

采用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的NCCO专利活氧+氧聚反应层技术，以及HEPA滤网，大量阻隔细如0.3微米的尘埃、净化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氨

气，更可大量去除空气中99.9%污染物，细菌，流感病毒，致癌物及甲醛等。NCCO纳米氧聚解空气净化技术，为全球超过200家医疗机

构，以及香港多家公营与私营机构如汇丰银行、香港国际机场、港铁公司等，提供一系列空气处理方案及商用产品。零售市场方面，b-

MOLA品牌的家用空气净化产品，现时于香港市场的占有率，名列三甲位置。

NCCO-IG皮肤锁水修护膜：

消毒杀菌、高效保湿、改善皮肤问题，一枝医疗级的RHT NCCO-IG皮肤锁水修护膜，就能一次过为你提供三大功效！产品采用了NCCO 

Invisible Gloves（IG）纳米保护膜技术，以纳米框架覆盖皮肤，瞬间杀灭细菌病毒99.9%，并可吸收皮肤四周水分，形成保护膜，以防止

水分流失，且能阻挡细菌病毒入侵，协助皮肤自我修复，从而改善主妇手等问题。

28 紫电科技有限公司

紫电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多项有关空气消毒与净化的自主技术，打

造了一个以 Air-Clearv �空气消毒技术为核心的室内医用空气无菌

维持装置。

企业 科创项目

紫电科技有限公司独有的 Air-Clearv �空气消毒技术能够对工作空间内的空气进行24小时的无臭氧空气消毒，同时净化PM2.5，病毒，

细菌和尼古丁等污染物。

主要作用场景为医院手术室，感染病房，诊室和走廊等需要无菌环境的场所。同时也可用于五星级酒店客房，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例

如车站，机场和学校等需要防疫系统的场所

企业、

投资基金

29 优创译科技有限公司

优创译科技有限公司以优质语言服务，创新科技成果为宗旨，利

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与自然语言处理等前沿技术，以智慧翻译为

核心，创建沟通无障碍体系，使世界再没有语言隔阂。核心产品

聚焦葡语、英语、普通话、粤语，立足澳门并辐射至整个葡语系

国家， 于“一带一路”战略中突显“一中心一平台”跨文化沟通

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团队成员来自澳门大学自然语言处理与中

葡机器翻译实验室（NLP2CT），拥有累积数十年的强大研发能力

和丰富的科研成果，采用完全自主研发的翻译技术，可以提供各

种定制化服务，包括垂直领域优化、本地化、脱机语言服务平台

部署方案、进阶功能扩展等，助客户提升企业效益及其竞争力。

企业 科创项目

本项目汇合了核心翻译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在垂直领域的翻译效果、综合评分都优于目前主流的翻译产品，成

功为无障碍沟通迈出第一步。

未来，优创译会不断推出适用于政府部门、企业、个人及互联网等垂直行业的产品，包括智能翻译耳机、智慧问答机器人、同传会议

平台、会议转录、实时传译辅助系统等，助力提高澳门作为智能旅游城市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企业、

投资基金

30
澳莱特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新电池技术，由于钠 - 空气电池因具有高于锂离子电池 3-10 倍的

能量密度而成为当今的研究热点，是在新能源汽车的电源体系中

可以与石油相媲美并被寄予厚望的储能装置。

企业 科创项目
随着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能源危机和空气污染已成为制约我国乃至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为提高汽车产业竞争力、保障

能源安全和发展低碳经济，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已成为国际汽车产业界的战略共识与我国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

企业、

投资基金

广州粤澳青创国际产业加速器：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创业孵化加速平台，位于广州大学城，现已进驻家粤港澳台企业100余家， 帮助30余家港澳台企业来穗落地发展，并

入选首批省级“粤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2019年和2020年连续两年获评为“广州市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澳门青年人创新部落（科学城） ：

“澳门青年创新创业计划”在黄埔区落地的首个品牌项目，重点打造“IAB+NEM+跨境业务+高端服务业”的科创产业生态，大力引进

60余家优质粤港澳企业，其中港澳企业占比64%，打造了港澳项目和国际人才“强磁场”。2021年1月，获评为广东省粤港澳科技企业

孵化器。

澳门青年人创新部落（知识城） ：

穗澳知识合作先行示范区的首批启动项目，位于中新广州知识城海丝知识中心，依托黄埔区和中新知识城雄厚的产业生态资源，荟萃

粤港澳高校的创新力量，为黄埔区和广州培养一流的创业和产业人才，孵化一流的科技项目。

极星平台：

面向算法需求方，为企业提供标准化的算法交付方案，赋予企业轻松部署AI算法的能力。以丰富的视觉识别算法,为零售、通讯、地

产、工业、餐饮、交通、公安等众多领域客户提供智能监控与视频分析服务。算法商城已累积1000种AI视觉算法，应用领域涵盖智能城

市、交通、工业、安防、零售等30多个行业，服务华润集团、深圳地铁、海尔等近3000家客户，行业复购/推荐率达到85％。

极栈平台：

提供一站式全流程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快速构建AI算法开发与应用能力，实现智能化转型。提供可视化编码、自动调参、自动化测试等

工具，降低算法开发难度，提高算法开发效率。数据集、代码、算法服务器等资源统一管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研发维护成本

，保障客户数据安全。

高仙Scrubber 50 洗地机械人：

应用场景 - 酒店大堂，运动场，商场等

高仙Scrubber 75 ride-on 洗地机械人：

应用场景 - 停车场，运动场，商场等

高仙mini 40 吸麈机械人：

应用场景 - 酒店宴会厅，走廊等

Whiz + Gambi 智能吸麈机械人和自动喷雾消毒装置结合：

应用场景 - 酒店客房楼层，商业大厦楼层

MiR100自主移动机械人：

应用场景-生产车间，大型仓库等

服务供货商
环境保护

智能机械人应用
产品、服务 企业 产品、服务

澳门

葡语系国家

31

澳门青创国际集团，横跨澳门和广东，以推动粤澳合作为核心，

助力澳门青年创新创业，由产业孵化器、产业加速器、产业基金

等项目组成，通过在广州全资设立广州粤澳青创科技有限公司，

全面负责“澳门青年创新创业计划”在广东落地与运营管理，现

已在广州建设了“粤澳青创国际产业加速器”和“澳门青年人创

新部落”。

33
领汇国际智能

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由获得特区政府多项科研资助的无人机公司及本地专业清洁团队

所组成的全新智能环保服务有限公司，致力为大型商场﹑酒店大

堂﹑高尚住宅﹑商业大楼﹑超级市场及大型公共场所等各种场合

，提供智能清洁机械人清洁管理解决方案。借着实践环保理念及

运用人工智能清洁机械人技术，结合大数据应用及人工智能，透

过自建地图﹑自主避障功能﹑室内定位及自主执行任务等功能，

改革传统商用清洁服务模式，实现清洁自动化及标准化，为客户

提供高效、安全、环保及优质的清洁服务。

领汇国际同时是全澳唯一具有上海高仙自动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的自动化清洁机械人专业维修认证的本地科技企业。

境内外投资环境推介 合伙／合资 企业 服务

中国内地

澳门

香港

极视角科技有限公司

极视角科技 EXTREME VISION 开创了全球首家视觉算法商城，是

专业的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算法提供商。目前商城已上架 1000 余

种算法，覆盖 100 多个行业领域的应用场景，汇聚超过 200,000 

海内外视觉算法开发者，并已成功服务过 3000 多家政企与科研院

所。

服务供货商 科创项目 企业 产品、服务

中国内地

澳门

香港

32

澳门青创国际

集团有限公司
服务供货商

信山澳门有限公司

科创项目、

环境保护

中国内地

澳门

香港

项目投资推介

科创项目

玩具、礼品及赠品

电子产品零售

环境保护

企业27

信山是一家技术领先的环保科技企业，拥有多达数十项发明专

利。公司英 文名称 RHT，其实是 Regeneration(再生)、Hope(希望)

及 Trust (信任)三个英文单词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包含了公司的经

营理念、研发 方向及公司愿景等多层次意义。「再生」代表了公

司的经营理念、研发方向及技术特点。以空净机为例， 现时市面

上这类产品所采用的技术及物料，不少存在安全隐患、对环境造 

成长远负面影响等问题。因此，信山摒弃产品使用周期愈短、利

润愈高的经营方式，研发出 NCCO 纳米氧聚解空气净化技术，目

的是使到滤芯能够比其他空净机，发挥更持 久的过滤作用，就如

「再生」一样，避免制造更多废弃物，加重对环璄造成的负担。

与此同时，信山「希望」所研发的技术及制造的产品，能够改善

及提高人 们的生活品质，并且减少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为我们的

下一代创造更佳的 生活环境，最终赢取公众的「信任」。

公司的研发人员来自全球知名大学，并且在中国内地及香港自设

先进的实 验室，包括 30 立方米实验舱、 3 立方米实验舱、 1 立

方米实验舱，可进 行各类空气净化测试。

信山可提供专业及客制化的空气处理方案和合适的空气净化产品

，更可因 应不同情况研制专属的空气处理系统。

制造商

进出口商

批发商／分销商

服务供货商

环境保护、电子商

务、电子产品零售
合伙／合资、

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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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合作方式
意向合作

伙伴类别
合作形式

澳门科研成果及创科企业资料

单位 参展项目简介
主要

目标市场

寻求合作项目

提供合作项目序号 单位简介 业务类别 产业领域/业务范围

入门计划：

商家享有基本网店功能，管理无限件商品及SSL 安全凭证

商业计划：

包括所有入门计划的功能，开放所有网店功能，享有独自域名，免费送信用卡／MPay 等技术接驳及中英文切换功能

尊尚计划：

包括所有商业计划的功能，另有线下iPad POS 系统及硬件配套和员工账号登入等功能。

mPOP 二合一打印机钱箱

智慧酒店行业解决方案：

智能咨询，订房 – 大部份的酒店来电咨询场景均比较固定，通过利用人工智能和话术设定，可由机器人自动引导客户问题交互确认生

效或解决。减少人工成本的同时也提升了客户等待的效率。

大数据精准营销 – 通过将智能总机的客户语音数据进行提练建模分析，精准定位客户画像（习惯，爱好，常用服务等），可提前预测

客户偏好及出行习惯，在恰当时间精准致电客户推销。

智能营销语音分析系统：

普强语音大数据分析系统通过将呼叫中心TSR与客户的对话接入“千语千寻”系统的算法和模型，自动将海量客户互动数据转化为结构

化索引，进行关键词检索、筛选、聚类分析。有效帮助企业优化服务流程、提升营销能力、优化运营指标，为分析人员提供基于客户

心声的 360度视图，为企业运营提供策略支持。拥有最快的语音及文本分析引擎；支持在秒级内对千万级语音数据进行分析；支持对接

国内主流的录音系统；用机器学习及语义理解的算法深入挖掘信息；实时交互、多视角全景信息展现；拥有迅速自我调整性训练及优

化声学和语言模型工具。

智慧家居-低功耗唤醒芯片：

普强语音结合新一代AI芯片im501,为穿戴式及智能家具设备打造高性能语音交互方案，可运行在各种主流芯片上，为用户提供通讯、导

航、音乐、电台、股票、天气、新闻、百科等多种能力。主要应用于智能家居设备，为家居设备提供语音能力，为用户提供远场操作

的可能性。

智能客服-普强智能语音机器人：

基于普强多年行业积累，形成完善知识库，通过普强智能Vioce Bot完成枯燥重复且消耗人力的工作（自动拨打、自动应答、自动分

类、智能分析)，降低呼叫中心降低人力成本，实现更科学有效的信息管理。支持功能：自动拨打、自动应答、自动分类、智能分析。

应用场景：智能催收、智能回访、业务提醒、客单清洗、客户关怀、业务办理、业务咨询。适用行业：银行、保险、汽车、物流、大

健康、互联网金融、房地产、电商、招聘。

语音质检系统：

强语音质检系统是语音分析和自动质检系统一体化解决方案。通过设定质检规则模型，实现对呼叫中心录音的全面覆盖质检。边听边

看的质检接口，帮助质检人员大幅提升质检效率。

语音识别+自动质检完整解决方案，支持事中质检，保证时效性，100%全面覆盖质检，反映坐席技能的真实情况，支持复杂业务逻辑质

检，可覆盖90%以上质检点，，质检效率提升60%以上。"

S3D配送机器人：

可视操作面板，操作便捷自主导航定位，3D避障多点配送，多台调配自主乘梯、跨楼层配送

S3C消毒机器人：

1米照射10分钟，消杀率达99%

有效消杀冠状病毒在内的12种病毒和污染物，纯物理消毒模式，自主消毒 24小时无休

S3F送餐机器：

一机三盘，多点配送，多台调配，可视操作面板，操作便捷，自主导航定位，3D避障，自主乘梯、跨楼层配送

S3S超市货架机器人：

18.5寸高清大屏

三层托盘，开放式取物，智能巡航，移动展销，吸客拉新

S3S超市货架机器人：

18.5寸高清大屏

三层托盘，开放式取物，智能巡航，移动展销，吸客拉新

无接触智能梯控系统：

星速无接触梯控智能系统，针对机器人乘梯和无接触乘梯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37
绿油油清洁用品

有限公司

绿油油成立于2017 年, 为小微企+澳门青创企业由2名股东营运, 另

有3名员工, 主要客户包括澳门各大洗衣工场, 澳门各酒店, 餐厅,食

品制作中心及政府部门的消毒洗涤用品供应。

主要产品及服务包括个人消毒用品,空气清新解决方案, 化学品自动

分配系统, 布草制服专用衣物洗涤用品, 厨房清洁及周边用品, 水溶

性防感染织物处理袋及节能洗碗机租赁服务等。

批发商/分销商 其他 节能洗碗机租赁服务 洗碗机租赁服务
本地餐饮及

酒店

洗碗机租赁服

务
洗碗机租赁服务 澳门

38 心汇顾问有限公司

我们相信身心潜能的实现：

心汇顾问有限公司由多位曾于大型企业、社会服务机构及教育机

构中实践及应用心理学之本地人士于2019年共同成立。致力为本

澳小区提供专业的心理健康咨询服务，期望能将澳门的心理健康

咨询服务投放至粤港澳大湾区，与粤港澳大湾区现有的服务互相

结合，彼此相得益彰。服务范围涵盖个人辅导服务、为机构及公

司订造雇员支持计划、员工情绪支持、突发事故之心理支持服务

及管理人员的训练服务。

心汇于2021年积极开发网上服务，包括研发及启动澳门首个心理

健康网上自助平台「24/7 ACTUM Bot虚拟助理」，让使用者能更

容易了解如何照顾身边的人或自己的心理健康，以及为企业客户

订制培训影片，让企业员工能随时学习及重温内容。

顾问机构 其他 服务范围涵盖个人辅导服务、为机构及公司订造雇员支持计划、员工情绪支持、突发事故之心理支持服务及管理人员的训练服务。 采购
教育机构、

企业
采购

服务范围涵盖个人辅

导服务、为机构及公

司订造雇员支持计

划、员工情绪支持、

突发事故之心理支持

服务及管理人员的训

练服务。

澳门

大湾区

  

 

合伙／合资服务供货商

CUBE.mo 电商平台提供网店所需的一切，不单单是塔建一个网

店！还提供智能柜配送服务、整合多种以澳门币结算的 Visa / 

Mastercard / 银联 / MPay / 微信支付网关对接等…

不如就让我们做您的技术团队吧！使您不用烦恼技术方面的问题

CUBE.mo电商平台

（晓都制作有限公司）
34

企业、

投资基金
服务 澳门

科创项目

电子商务

汽车金融相关

中国内地

澳门

大湾区

科创项目服务供货商

35
普强(国际)科技

有限公司

普强公司2009年创立于美国硅谷，是一家以智能语音识别、语音

合成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为核心的人工智能企业。依托于三大核

心技术优势与行业专家技术管理团队，获得了百余项专利及软件

著作权。公司在硅谷、珠海横琴、北京、上海、深圳、重庆、澳

门等地均设有技术研发与运营中心。

普强致力打造技术 + 产品 + 服务模式，基于AI平台与AI芯片深度

应用方案，开发了金融领域智能客服产品线，为客户提供全管道

语音交互技术，一体化的人工智能、语音数据分析的深度行业解

决方案和智能营销方案。

普强专注于AI+金融领域，成立以来与国内外500余家知名企业达

成战略合作，智能客服产品广泛应用于中国银行、光大银行、招

商银行、招商信诺、中邮消费金融、宜信普诚、丰田、宝马、吉

利、北京现代汽车等金融行业。

服务供货商
智能语音、

语言技术研究
汽车金融相关

企业、

投资基金

中国内地

澳门

香港

台湾

酒店服务型机器人、

环境消杀方案、冷链

食品综合消毒解决方

案、机器人送餐服务

等；

星速购网络科技（澳门）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服务机器人研

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公司，运用自有的智慧楼宇服务机器人

平台，通过RaaS（机器人即服务）模式为各个楼宇场景提供全栈

解决方案。

星速购「智慧酒店无人便利店」利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通

过前置仓、机器人和移动商城构建酒店无人便利店，实现酒店内

部最 后100米的智慧物流，打造「8分钟送达客房」的极速体验，

丰富了酒店客人房间服务，同时有效节省酒店人力成本。

星速购的服务机器人主要产品包括：配送机器人、消毒机器人、

送餐机器人、营销机器人、教育机器人和陪伴机器人等多种类

型。搭配机器人服务站（智能货柜）和物联梯控、5G网络，配合

云端调度大脑，赋能给酒店、医院、写字楼、商场、学校、住

宅、车站、展会等各类场景的智慧升级，提升快递、外卖、物

业、政务、医疗、新零售等行业的工作效率，降低成本，创造新

的利润增长点。

星速购网络科技

（澳门）有限公司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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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合作方式
意向合作

伙伴类别
合作形式

澳门科研成果及创科企业资料

单位 参展项目简介
主要

目标市场

寻求合作项目

提供合作项目序号 单位简介 业务类别 产业领域/业务范围

日式大豆蜡杯

以茶道杯配合特定的精油香味与天然大豆蜡混合，让你好好感受生活的快乐碎片。配合三款香气

安睡滚珠精油20ml：

如果要用一种颜色来形容它，它会是昏黄色，因为这是晚上关灯后，床边夜灯折射出来的颜色。

夜灯烛台：

夜灯烛台蜡烛大概是蜡烛界中最浪漫的作品之一，从小茶蜡中折射出的光线，那是你努力拼凑的成果。花材藏在杯中，运用蜡材晶莹

剔透的特性，透过燃点杯内的小蜡烛，折射出的光线营造夜灯的自然效果，尤如一件具观赏价值的艺术品。

微熏山丘扩香石：

攀过山越过水后，我会想生命中大概只有大地和岩石是真实的。连绵起伏的山体，千姿百态，每一个都独特而美丽，不刻意地保留创

造时刻的独一而无二，唯有相遇才可碰上。配合二款香气

40
蓝鲨能源科技

(澳门)有限公司
智能电动单及电池交换设区对 服务供货商 科创项目 智能电动单车及电池交换设施 购买

政府单位、 

物流企业、

电单车行业

经销 电池交换设施设置
澳门

横琴

41 奥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奥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澳门成立于2020年7月。团队有着台

湾知名网通公司20年的研发和业务管理等经验。我们是软件解决

方案和整合的供货商，专注在Wi-Fi6 企业AP，Wi-Fi IoT AP，和

Dual LTE SD-WAN 路由器等产品上。我们有自己的代码库并不采

用OpenWrt, 能为客户创造更安全的环境，和复杂的客制功能的软

件。

制造商

服务供货商
科创项目

IOTAP1800：

*Designed for Wi-Fi IoT Devices

* Wi-Fi 6 AX1800

* PoE 802.3at

* support up to 512 clients

产品、服务、投资项

目

中国内地

澳门

香港

葡语系国家

台湾

42
高信信息安全

有限公司

高信信息安全有限公司在2018年成立, 主要业务为: 

(1) 安全顾问服务

(2) 安全解决方案

(3) 安全拓管服务

服务供货商 科创项目

高信的网络安全监控中心 (SOCaaS)：

建基于我们自己开发的工具, 我们提供最有效的安全服务，包括全面监控，威胁搜寻和检测，事件响应和取证，以减少客户的安全风

险。我们认为团队的主要任务是为客户把关，保护客户在网络世界的安全。

直接销售给客户、

经销商
IT 经销商

直接销售、经

销商

基本网络安全监控中

心 (SOCaaS)、

全保护安全监控中心

服务 (SOCaaS+)

澳门

香港

大湾区

43
珠海中科先进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

珠海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成立，是在广东省

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签署的《“十三五”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规划下，由珠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共

同设立的新型研发机构。珠海先进院已建成医疗器械研发中心、

精准医疗研发中心和生物材料研发中心，同时为保障高新技术的

产业化，珠海先进院还设立了产业发展中心、园区运营中心和投

融资管理中心等部门为项目融资和企业对接提供专业服务。

研究机构 科创项目

生物可降解镁合金骨螺钉：

生物可降解镁合金骨螺钉是一种临床上用于骨折部位固定治疗的新型植入式医疗器械，该医疗器械凭借其自身螺纹与人体骨骼的紧密

咬合起到固定骨折部位的作用，并且在骨折部位愈合康复进程中可以完全被人体降解吸收，免除了二次手术取出的过程，极大的减轻

了患者的生理痛苦和经济负担。

技 术 服 务 、技 术开

发、 技 术咨询、技

术交流 、 技 术转

让、 技 术 推广、创

业空间服 务、园区

管理服务等

技 术合作、

运营合作、

代理合作、

业 务合作、

资源互换合

作等

合作开发、合

作投资、合作

销售、合作运

营等

产品、服务、合伙合

资、投资项目、其它

中国内地

澳门

香港

大湾区

葡语系国家

东南亚地区

印度及中东地

区

亚洲地区

欧洲地区

其它国家地区

44
深圳爱数云科技

有限公司

深圳爱数云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2020年，主要为客户提供互联网

数据服务，数据清洗、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服务，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公司于2021年1月推出到家类数据

产品O2OMind，为客户提供覆盖全网的到家平台数据服务。

顾问机构 科创项目

O2OMind：

O2OMind是开创性的O2O零售到家领域的SaaS平台，提供全国、全平台、可回溯的O2O同城零售大数据服务，数据清洗至SKU层级。覆

盖全国所有城市O2O店铺数据，提供上万个品牌超2亿SKU消费品的销售数据和消费者用户画像分析，配套数据接口、O2O中台、AI选

品、SaaS系统和市场研究专题报告服务，为消费品品牌商、市场研究机构和零售企业赋能。

“数据基因”使公司区别于传统的市场研究/咨询公司。打通线上和线下O2O到家零售数据，从城市、渠道、平台、品类、品牌、SKU、

价格、销量、销售额、消费者等多个维度，全方位立体呈现到家零售市场全貌。用大数据和AI技术构建中国到家零售市场预测和消费者

洞察平台O2OMind，为零售行业智慧运营赋能。

“数据基因”使公司区别于传统的市场研究/咨询公司。打通线上和线下O2O到家零售数据，从城市、渠道、平台、品类、品牌、SKU、

价格、销量、销售额、消费者等多个维度，全方位立体呈现到家零售市场全貌。用大数据和AI技术构建中国到家零售市场预测和消费者

洞察平台O2OMind，为零售行业智慧运营赋能。

无 无 无
O2O到家零售大数据

服务

中国内地

澳门

香港

大湾区

惯性导航芯片AM380S：

AM380S具有高性能、低功耗的32位RISC处理器内核，增强的协处理器(带有FPU的DSP)，内置地图引擎、导航引擎、sensor引擎。该芯片

闪存加速器以高达150MHz的频率工作，以获得最高效率，提供512KB的嵌入式Flash内存用于代码/数据存储，128 KB的嵌入式SRAM存

储器用于系统操作和应用程序使用，各种外围设备，如ADC、DAC、PA等，也在器件中实现。该芯片多种省电模式为唤醒延迟和功耗

之间的最大优化提供了灵活多样的选择，可满足各种不同的低功耗应用需求。上述特性确保了该芯片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特别是在家

庭机器人等小型轻量化设备的应用中优势则更为明显。

激光导航芯片AM580：

AM580是针对HSLAM(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激光导航即时定位与地图构建，而推出的一款高性能和高集成度的SOC。

内建32bit CPU，DSP核，激光算法、地图、导航、传感器运算硬件 加速器，以处理复杂场景运算，提高运算速度和降低运算功耗。集

成片内高速SRAM、DDR。成熟稳定的算法库及SDK方便方案开发。

视觉导航芯片AM680：

AM680是针对VSLAM(visual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视觉导航即时定位与地图构建，而推出的一款高性能和高集成度的SOC。内建

32bit CPU，DSP核，视觉导航运算、地图、导航、传感器运算硬件 加速器，以处理复杂场景运算，提高运算速度和降低运算功耗。集

成片内高速SRAM、DDR。成熟稳定的算法库及SDK方便方案开发。

多传感器融合芯片AM780：

AM780是针对VSLAM推出的单芯片解决方案，内置多个32bit RISC CPU，集成单目视觉SLAM算法引擎、视觉特征获取引擎、导航引

擎、图像引擎、地图引擎、sensor处理引擎和多种算法硬件单元，一颗芯片实现视觉处理相关算法计算和机器人运动控制。本产品内置

DDR3、Flash、多路ADC、PWM，各类接口丰富，同时支持多路摄像头、光流、TOF、红外、超声等多种传感器，并可融合使用。

宠物陪伴机器人：

记录每一刻的快乐：一微领先SLAM技术与AI技术相融合，让宠物陪伴随心所欲，无时无刻。宠物陪伴机器人随时记录宠物的可爱时刻

，让爱晒满朋友圈；随心逗趣爱宠，让你的小伙伴不再寂寞。

服务供货商

腾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45 投资项目

文化创意产业
联乘、供应、寄卖

等

澳门品牌、

澳门制造、

澳门设计

联乘、供应、

寄卖等

产品、商业制作、

团体活动

澳门

大湾区

夏至 Midsum 是澳门本地自创品牌，致力营造更丰富与多元的生

活家居产品。品牌的主线以大豆香熏蜡烛为主，偶尔也会创造不

同造型的手工蜡烛，打破蜡烛为人熟识的观点与想象。

作品背景多以故事经历作灵感来源，透过五感的融合作为媒介，

让顾客从产品感受和体验，唤起每个人的共鸣；也期望藉此赋予

传统杯装香熏蜡烛更丰富的嗅觉与视觉感受，传递有温度的品牌

故事，筑起品牌与用家的关系与忠诚度。

从品牌logo至包装设计, 文案撰写, 产品拍摄, 都是由我们自家的设

计人员完成, 这样能够保持品牌的一致性, 并创造自己风格之包装, 

能够提高品牌办识度, 以及独特感。「与你相约在夏至」

夏至39

产品、服务

中国内地

澳门

香港

葡语系国家

科创项目

项目投资推介

电子产品零售

本司与珠海一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为合作伙伴方，是一家以机

器人技术及大规模高集成度数模混合芯片设计为主的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拥有数模混合集成电路（SoC） 设计、 机器人算法、机

器人开发平台等多项前沿技术及大规模芯片量产经验， 致力于为

下游客户提供以芯片与算法为核心的平台级 Turnkey Solution，是

移动机器人专用芯片领域的领航者。

制造商

服务供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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