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編號 DSE3004 

服務名稱 青年創業援助計劃 

執行單位 經濟局 – 工商業支援處 

申請地點 1. 經濟局：澳門南灣羅保博士街 1-3 號 3 樓； 

2. 政府綜合服務大樓：澳門黑沙環新街 52 號一樓（經濟事務）J區； 

3. 離島政府綜合服務中心：氹仔哥英布拉街 225 號 3 樓； 

4. 經濟局委託工商團體設於社區的服務點 (服務點詳情請參閱經濟局網頁) 

辦公時間 經濟局： 

週一至週四：上午 9 時至 1 時，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 45 分 

週五：上午 9 時至 1 時，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 

政府綜合服務大樓及離島政府綜合服務中心： 

週一至週五：上午 9 時至下午6 時 (中午照常辦公) 

查詢方法 電話：(經濟局) 2888 2088, 2875 5022  

            (政府綜合服務大樓) 8296 9209, 8296 9210, 8296 9211 

傳真：(經濟局)2875 5011 或 (政府綜合服務大樓)2845 3558 

電郵：paje.info@economia.gov.mo 

網頁：http://www.economia.gov.mo 

WhatsApp & WeChat：6297 9762 

或可透過經濟局網頁的送服務上門預約服務，預約企業聯絡員親臨提供諮詢。 

 

手續編號 DSE3004A 

辦理類型 申請青年創業援助計劃 

申請資格 “澳門的創業青年”是指年齡介乎21至44歲、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從事工商業

活動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得以經營一所為稅務效力而已在財政局

登記的商業企業為由提出申請，但需同時處於下列情況：  

1. 自然人商業企業主須為“澳門的創業青年” / 持有超過50%出資的法人商

業企業主股東須為“澳門的創業青年”； 

2. “澳門的創業青年”須從未獲工商業發展基金批給任何須償還的援助款

項；對於曾獲工商業發展基金批給援助款項的法人商業企業主，其單獨持

有超過50%出資的股東亦視為曾獲批給有關援助款項； 

3. 企業主非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債務人； 

4. 企業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營運不超過兩年； 

5. 企業持有經營有關業務依法須具備的准照(尚未開始經營有關業務者除

外)； 

6. “澳門的創業青年” 須完成修讀不少於42小時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公立或

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又或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組織和舉辦與創業有

關的培訓課程；具有工商管理或同類的高等教育學位或學制不短於1年的

文憑的創業青年，免除修讀前述培訓課程。 

附註：正在修讀以及計劃修讀培訓課程的創業青年，同樣可提出《青年創業援助計

劃》申請，但要注意，受惠企業主須於獲悉批給批示之日起180日內補交完成

修讀培訓課程的證書副本，方可取得援助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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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方式 1. 申請者須於經濟局網頁內進行用戶註冊#，登入用戶後，選擇行政服務/電

子服務/網上申請/產業發展項下的《青年創業援助計劃》，進行網上申請

備案，並輸入申請表資料； 

2. 完成輸入申請表資料後，申請者須於網上提交申請備案； 

3. 列印並簽妥申請表後，連同其他申請所需文件，親臨或委託他人將申請文

件遞交至申請地點。申請者另可透過郵寄方式遞交申請文件，或透過經濟

局網頁的送服務上門預約服務，預約企業聯絡員親臨接收申請。 

附註#： 

‧ 如申請人因曾使用經濟局其他電子服務而進行用戶註冊，則可直接登

入用戶，並進行網上申請備案。 

‧ 所有以郵寄方式的申請，經濟局將不負責任何郵遞失誤 

必須遞交
文件 

 

 

 

 

 

 

 

 

 

 

 

 

 

 

 

 

 

 

 

 

 

 

 

 

 

 

 

 

 

 

 

1. 有效簽署的《青年創業援助計劃》申請表 (須透過經濟局網頁提交申請備

案及列印)； 

2. 自然人企業主身份證明文件(正面及背面)副本 / 法人商業企業主的全體股

東的身份證明文件(正面及背面)副本； 

3. 經營有關業務依法須具備的准照或同等性質的憑證副本，但尚未開始經營

有關業務者除外；如正辦理有關申請手續，請附同申請收據副本； 

4. 創業計劃書或商業計劃書(可參考下列大綱內容撰寫)； 

i. 經營業務資料(包括：業務範圍、經營產品/服務優勢、顧客對象、競爭

情況、宣傳方法等)； 

ii. 營運狀況(包括：人力資源狀況、收入來源、銷售情況或預測、營運成

本及其他集資渠道等)； 

iii. 援助款項用途 

5. 顯示援助款項用途的相關資料。(例：如援助用途為購置商業企業營運設

備 / 裝修商業企業營運場所 / 宣傳及推廣活動，請附同相關項目報價單；

如援助用途為訂立商業特許合同或特許經營合同，請附同有關合同資料以

供參考。) 

6. 完成修讀培訓課程的證明文件副本或工商管理或同類範疇的學歷證明文件

副本(尚未完成修讀培訓者除外)。  

為協助分析及評審需要，請補充提交下列資料 

7. 過往一年之所得補充稅收益申報書副本(即每年向財政局填報營業額及損

益之申報表) (如適用)； 

8. 如申請援助款項用途是為商業企業營運場所進行裝修工程，需提交裝修前

相片及裝修場所的租約/查屋紙副本； 

9. 近六個月之主要往來銀行交易紀錄(企業名義) (如適用)； 

10. 如經營行業屬工程公司，可提交倘有的近期工程合約及工程相片； 

11. 倘有之保證人身份證明文件(正面及背面)副本； 

12. 如申請者有其他參考之資料，可一併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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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遞交
文件 

(續) 

附註： 

‧ 評審委員會可按具體情況，要求申請人提交其認為重要的其他文件、

報告或資料。 

‧ 為配合電子政務，評審委員會可要求申請人提交申請文件的電子版

本。 

‧ 在申請程序中提供虛假資料或利用其他不法手段獲批援助款項者，須

依法承擔倘有的民事及刑事責任。 

援助款項

用途 

透過《青年創業援助計劃》獲批給的援助款項，必須用於受惠商業企業在澳

門特別行政區經營的業務，且須作下列用途： 

1. 購置商業企業營運所需的設備； 

2. 為商業企業營運場所進行裝修工程； 

3. 訂立商業特許合同或特許經營合同； 

4. 取得技術專用權； 

5. 取得知識產權； 

6. 宣傳及推廣活動； 

7. 商業企業的營運資金。 

援助款項
限額及償
還期 

1. 每一受惠的自然人商業企業主或法人商業企業主，可獲批給一筆上限為澳

門幣三十萬元的免息援助款項。 

2. 受惠商業企業主須自作出批給批示之日起八年內償還獲批的援助款項。 

3. 援助款項以分期支付形式償還，每半年為一期，首期自作出批給批示之日

起滿十八個月到期償還。 

4. 受惠商業企業主可於任何時候提前償還全部或部分未到期的援助款項。 

備註事項 提供擔保 

“澳門的創業青年”須承擔全數援助款項。如援助款項金額超過澳門幣十萬

元，受惠商業企業主尚須設定一名適當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為保證

人，承擔全數援助款項。 

受惠商業企業主的義務 

1. 於取得援助款項後每180日，提交使用援助款項的證明文件，直至項目完

成為止； 

2. 申請時因未開始經營有關業務而未提交相關准照 / 牌照的受惠企業主，須

於獲悉批給批示後180日內提交相關文件； 

3. 於償還全數援助款項前，如“澳門的創業青年”因移轉出資而不再持有受

惠法人商業企業主超過50%的出資，須自作出相關商業登記後180日內提

交能證明有關移轉的商業登記證明副本； 



4. 如所營事業於償還全數援助款項前變更，須以書面方式作出通知。 

取消援助款項的批給 

受惠商業企業主如作出虛假聲明、提供虛假資料或利用其他不法手段取得援

助款項，援助款項會被立刻取消批給。另外，法規亦列出可被取消批給援助

款項的情况，主要包括： 

1. 不履行受惠商業企業主的任一義務； 

2. 受惠商業企業終止業務； 

3. 受惠商業企業主不再經營或擁有相關商業企業； 

4. 原持有超過百分之五十出資的股東不再持有受惠法人商業企業主超過百分

之五十的出資； 

5. 將援助款項用於非批給批示所定用途； 

6. 使用援助款項的商業企業並非受惠商業企業； 

7. 超過九個月不償還已到期的援助款項，或超過三個月不償還最後一期的援

助款項。 

法例網址 
1. 訂定工商業發展基金規章。 

第8/2003號行政法規［BORAEM 19( I )，12/05/2003］ 

2. 青年創業援助計劃。 

經第22/2017號行政法規修改的第12/2013號行政法規  

［BORAEM 24(I)，10/6/2013］ 

3. 訂定青年創業援助計劃的申請期限。 

第66/2013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BORAEM 29( I )，15/07/2013］ 

4. 委任工商業發展基金管理委員會成員。 

第59/2018號行政長官批示［BORAEM 14(II)，04/04/2018］ 

5. 委任青年創業援助計劃評審委員會成員。 

第169/2018號行政長官批示［BORAEM 30( II )，25/0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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