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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于填写申请表前，详细阅读有关“条款及细则”，并在填表时于 □ 处以 “” 标示。 
 

第 1部分 – 申请企业主资料 

1.1 商业企业主名称  纳税人编号：XXXXXXXX 

中文： ABC有限公司  

葡文： ABC Companhia Limitada  

英文： ABC Company Limited  

   

1.2 商号名称 场所登记(营业税档案)编号：XXXXXX 开业日期：01/01/2014 

中文： ABC咖啡馆 

葡文： ABC Café 

英文： ABC Cafe 

   

1.3 商业及动产登记局登记编号(如适用)︰   SO □ CO  XXXX               

1.4 场所地址 

澳门 XX街 XX号地下 X铺 

 

 

 

1.5 行业 

餐饮业 

  

1.6 企业主类型 

□ 个人企业主   

是否澳门永久性居民 □ 是 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有限公司                                                                   (请于下列填写股东资料)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于下列填写股东资料) 

股东名称 身份证明文件编号 控股比例 是否澳门永久性居民 

陈大文 5xxxxxx(x) 60% 是      □否 

张小文 Axxxxxx 40% □是      否 

  % □是      □否 

  % □是      □否 

1.7  雇员总人数︰   53   (雇员不包括参与实务经营之东主或股东) 

 澳门居民：    36   人 外雇：       17    人       

1.8  行政准照或等同性质的凭证   

申请企业所经营之业务是否须申领相关行政准照或同等性质的凭证 

□  否 □   是，发 出机关 ︰ 民 政总署         准 照编号 ︰   XXX/2013             

工商业发展基金  

中小企业网站资助计划  

构建 /维护企业网站  

结算申请表  

请按财政局营业税申报表M/1格式上载有之纳税

人编号及登录之纳税人姓名/公司名称输入资料。 

如属个人独资经营，请选择「个人企业主」为企业主类型。「有限公司」之企业主类

型包括「一人有限公司」。「其他」企业主类型包括「两合公司」、「无限公司」等。 

如股东为法人，例如有限公司，请填写该有限公司的商业登记编号。 

请按财政局营业税申报表M/1格式上载有之场所登

记编号、开业日期及场所之商号名称输入资料。 

请输入经营商号目前座落地点。 

请输入聘用之本地全职/兼职雇员及外雇

人数。如企业主没有聘用任何雇员，则

在相应的栏目上填上“0” 。 

 

工商业发展基金  

中小企业网站资助计划  

构建 /维护企业网站 /流动应用程式  

结算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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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部分 - 联络资料 

2.1  联络人资料 

联络人姓名：   陈大文                    (职务：总经理               

2.2  联络方式  

通讯地址︰ 

 同场所地址    □ 其他(请填写通讯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28xxxxxx                        传真：  28xxxxxx                                                         

电邮︰abc@gmail.com                                                                              

 

第 3部分–申请结算资料 

3.1 获批 /待批档案编号︰  41xxxxx 

3.2 获批 /待批资助上限︰   构建网站 ︰MOP14,000.00           维护网站 ︰MOP6,000.00           

3.3 企业网站网址 /流动应用程式名称︰  XXXXXX 

3.4  网 站 /流 动应用 程式 内容  

 企业介绍   业务介绍   联络资料 

 其他 (请说明︰美食餐单、网上订枱、网上订餐、会员系统                                             ) 

3.5  请 简 述构建 网站所 达致 的效 益  

企业网站能有效地推广本公司的产品，提升公司的知名度。自构建企业网站后，本公司平均每月的营业额约有一成

的增长。 

3.6 网站 /流动应用程式完成构建日期：  01/05/2015 

3.7  维护网站 /流动应用程式期间︰      由  01/05/2015    至 30/04/2018      

3.8 结算收据  

 构建网站/流动应用程式   

服务提供者名称 支付日期 收据金额(MOP) 

XYZ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01/06/2015 $20,000.00 

总金额 $20,000.00 

 维护网站/流动应用程式 

服务提供者名称 支付日期 收据金额(MOP) 

XYZ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01/06/2015 $10,000.00 

总金额 $10,000.00 

3.9 服务提供者资料  

项目名称 服务提供者名称 地址 电话 

构建网站 /流动

应用程式 
 XYZ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澳门 xx街 xx号地下 x铺 28xxxxxxx 

维护网站 /流动

应用程式 
 XYZ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澳门 xx街 xx号地下 x铺 28xxxxxxx 

请输入可供了解企业经营状况之联络人资料。 

请输入获批/待批个案的档案编号。 

请按项目输入获批/待批资助上限金额。 

请输入新构建企业网站的网址/流动应用程式名称。 

请简单说明构建企业网站/流动应用程式后对公司的帮助。 

请列明完成构建网站/流动应用程式的日期。有关网站必须于 2015

年/2016年完成构建，且须于完成构建后 90日内提交结算申请。 

请列明维护企业网站/流动应用程式的期间。有关资助的维护期间须为网站/流动

应用程式完成构建后的首三年，且须于支付维护费用后的 90日内提出申请。 

请按服务提供者发出的收据填写支付日期及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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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部分 – 结算文件 

(1) 由工商业发展基金提供的结算申请表； 

(2) 营业税征税凭单 M/8副本(最近 1年)； 

(3) 属自然人商业企业主，提交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副本；属法人商业企业主，则提交最近三个月发出的商业登记证

明副本及股东的身份证明文件副本； 

(4) 由财政局发出的非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库房债务人的证明文件(三个月内发出)； 

(5) 最近向社会保障基金供款及缴纳聘用费符合规范的证明文件副本，但不具供款及缴费义务者除外； 

(6) 服务提供者的营业税征税凭单 M/8副本(最近 1年)； 

(7) 服务提供者收取相关服务费用的证明文件(如︰收据等)； 

(8) 倘属构建企业网站，提交由服务提供者发出的完成相关服务项目的声明书(声明书格式可于本局网页下载)； 

(9) 工商业发展基金可按具体情况，要求申请者提交其认为属重要的其他文件、报告或资料； 

(10) 工商业发展基金有权辖免申请结算者提交上述(2)至(6)项所指文件。 

 

第 5部分 – 收集个人资料声明 

(1) 在本申请内所提供的个人资料可用作执行工商业发展基金职责范围的工作。  

(2) 基于履行法定义务，个人资料亦有可能转交警察当局、司法机关及其他有权限实体。  

(3) 个人资料在网络上的流通可能存在被未经许可的第三人知悉和使用的风险。  

(4) 申请人有权依法申请查阅、更正或更新存于本局的资料。  

 

第 6部分 – 注意事项 

6.1 申 请资 格  

申请者(自然人或法人商业企业主)须符合以下条件︰ 

 申请者所持的商业企业必须符合下列两项条件： 

 已为税务效力而于财政局登记； 

 在澳门提供工作的雇员人数不超过 100人(不包括参与实务经营之东主或股东)。 

 如商业企业主属自然人，其须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如商业企业主属法人，则须由澳门特别行政区

永久性居民持有其超过 50%的出资； 

 非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库房之债务人； 

 向社会保障基金供款及缴纳聘用费的情况符合规范； 

 如申请企业所经营之业务须申领相关行政准照(如︰由经济局发出的工业准照、由民政总署发出之饮食牌照

等)，申请者须持有经营有关业务依法须具备的准照或同等性质的凭证。 

6.2 资 助限 额  

 每一商业企业主(即每一纳税人)仅可获批一次的资助。 

6.3 取 消批 给  

 商业企业主通过提供虚假声明、虚假资料或使用任何不法手段获取资助，工商业发展基金须取消有关资助的

批给。此外，企业须依法承担倘有的民事及刑事责任。 

  属取消批给资助的情况，受惠商业企业主将视为已获得相关资助。 

6.4    倘受惠企业主的联络方式或其他资料有别于申请资料时，须主动通知工商业发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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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部分 – 声明及签署 

兹声明︰ 

1. 申请人是否就构建/维护网站/流动应用程式获取任何形式的资助、补贴、回赠(现金/非现金)或折扣等︰ 

□ 没有 

  有，详细内容如下： 

提供者(机构/企业等)名称 项目内容 金额 

XYZ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购物劵 MOP5,000.00 

   

2. 本申请表所填写及提交的资料全部属实，申请人了解及同意本计划之规则。 

法人商业企业主有权代表 

1. 姓名：  陈大文     签署： Chan Tai Man 
 

 
职称： 行政管理机关成员 / 总经理     日期： 15/06/2015 

 

2. 姓名：  张小文          签署： Cheung Sio Man 
. 

 

 职称： 行政管理机关成员 / 经理     日期： 15/06/2015 
 

3. 姓名：            签署： 

  

. 

 职称： 行政管理机关成员 /      日期： 
 

 

 

自然人商业企业主： 

姓名：     签署：  日期：   

       

 

交表地点： 

澳门黑沙环新街 52号政府综合服务大楼一楼(经济事务)J区  

查询电话： 

(8597 2253，8597 2272) 

 

如商业登记证明载有行政

机关管理成员之职称，请

输入职务名称。 

如企业主就有关网站/流动应用程式申请而获得任何形式的

资助、补贴、回赠、折扣等，请按实际情况填写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