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编号 DSE5001 

服务名称 中小企业援助计划 

执行单位 经济局 – 工商业支援处 

申请地点 1. 澳门南湾罗保博士街 1 - 3 号国际银行大厦 3 楼经济局； 

2. 黑沙环新街 52 号政府综合服务大楼 1 楼； 

3. 氹仔哥英布拉街 225 号 3 楼离岛政府综合服务中心； 

4. 经济局委托工商团体设于社区的服务点 (服务点详情请参阅经

济局网页) 

办公时间 经济局： 

周一至周四：上午 9 时至 1 时，下午 2 时 30 分至 5 时 45 分 

周五：上午 9 时至 1 时，下午 2 时 30 分至 5 时 30 分 

 

政府综合服务大樓及离岛政府综合服务中心： 

周一至周五：上午 9 时至下午 6 时 (中午照常办公) 

 

查询方法 电话  ：(经济局) 2888 2088, 2875 5022 或 

(政府综合服务大楼) 8296 9209, 8296 9210, 8296 9211 

图文传真：(经济局)2875 5011 或(政府综合服务大楼)2845 3558 

电邮 ：smes.info@economia.gov.mo 

网页 ：http://www.economia.gov.mo 

WhatsApp & WeChat：6297 9762 

或可透过经济局网页的送服务上门预约服务，预约企业联络员亲临

提供咨询。 

 

手续编号 DSE5001A 

办理类型 申请《中小企业援助计划》 

申请资格 参与援助计划的企业必须符合以下规定： 

- 为税务效力而在财政局登记营运最少满 2 年； 

- 自然人商业企业主须为澳门居民；法人商业企业主须由澳门居

民持有超过 50%的出资； 

- 在本澳雇用员工总数不超过 100 人（员工须从属于企业并在澳

门长期或长时间执行工作）； 

- 处于适当的经济、财务或组织的状况，并且非为澳门特别行政

区债务人； 

- 若申请二次援助款项，须已全部偿还获批给的中小企业援助计

划及青年创业援助计划的援助款项，且须处于适当的营运状况

及有良好还款纪录。 

附注：企业的东主或主要股东须为援助作个人担保。 

https://www.economia.gov.mo/zh_CN/web/public/pg_ead_e?_refresh=true
mailto:smes.info@economia.gov.mo
http://www.economia.gov.mo/
https://www.economia.gov.mo/zh_TW/web/public/pg_es_bks?_refresh=true


申请方式 申请者可亲临或委托他人将申请文件递交至申请地点。申请者另可

透过邮寄方式递交申请文件，或透过经济局网页的送服务上门预约

服务，预约企业联络员亲临接收申请。 

附注：所有以邮寄方式的申请，经济局将不负责任何邮递失误 

必须递交

文件 

1. 填写好的中小企业援助计划申请表（申请表可从网页下载，或

于经济局网页进行网上申请备案填写申请表资料）； 

2. 个人企业主 / 股东的身份证明文件副本（请将身份证的正面

及背面影印于同一版 A4 纸上）； 

3. 能证明援助款项用途的文件： 

- 如申请用途是购置营运所需设备或进行宣传推广活动，须

提交相关的报价单副本； 

- 如申请用途是为营运场所进行翻新、装修及扩充工程，须

提交有关的报价单副本、营运场所装修前相片、装修场所

的租约／查屋纸副本； 

- 如申请用途是订立商业特许合同及特许经营合同，须附同

相关的合同资料。 

为协助分析及评审需要，另视乎个别情况提交下列文件： 

4. 保证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副本（请将身份证的正面及背面影印于

同一版 A4 纸上）； 

5. 过往 2 至 3年的收益申报书副本（即每年向财政局填报营业额

及损益的申报表）； 

6. 如企业从事之行业需要行政准照，必须提交准照影印本（如经

营食肆须具备民政总署/旅游局发出之相关牌照）； 

7. 以企业名义开立的主要往来银行账户，近六个月之银行交易记

錄； 

8. 如属工程公司，可提交倘有的近期工程合约及工程相片。 

附注： 

- 选择网上申请备案方式可减少递交申请时的等候时间。进行网

上申请备案须先于经济局网页进行用户注册（如曾使用经济局

其他电子服务而进行用户注册，则可直接登入用户），完成提交

申请备案后须打印并签妥申请表，连同其他申请文作递交至任

一申请地点。 

- 评审委员会可按具体情况要求申请企业提交关于企业经济状况

及承担债务能力的报告、文件或资料。 

- 如申请程序因申请人的原因而停顿 3 个月以上，则视为放弃申

请。 

- 在申请过程中提供虚假资料或利用任何不法手段取得援助款项

者，须依法负上民事及刑事责任。 

办理时间 合资格之中小企业于递交申请后，通过中小企业援助计划评审委员

https://www.economia.gov.mo/zh_TW/web/public/pg_es_bks?_refresh=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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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conomia.gov.mo/public/data/form/download4/attach/07e0554ac8a2ad8bc42f26eba95fdd38/tc/sme_form.pdf
https://www.economia.gov.mo/zh_CN/web/public/pg_es_ae_aa?_refresh=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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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进行分析并发表意见，由工商业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批给援助款

项。经济局自申请所须文件齐备时起计三十个工作日内，通知企业

申请结果。成功申请者与工商业发展基金办理有关手续后，可收取

援助款项。 

应用范围 透过《中小企业援助计划》获得的款项，必须用于： 

1. 购置企业营运所需的设备； 

2. 为申请企业的营运场所进行翻新、装修及扩充工程； 

3. 订立商业特许合同及特许经营合同； 

4. 取得技术专用权； 

5. 取得知识产权； 

6. 宣传及推广活动； 

7. 提升企业的经营能力或竞争力； 

8. 作为企业的营运资金； 

9. 因受异常、未能预测或不可抗力事件而导致经济及财政出现困

难。 

备注事项 援助金额： 

援助金额上限为澳门币 60 万元。 

 

还款期限： 

企业每年分两期还款，首期还款于批给批示日起计满 18 个月时偿

还，最长还款期为八年。 

 

报告义务： 

1. 自取得援助款项之日起每六个月，须提交使用援助款项的证明

文件，直至项目完成为止； 

2. 于偿还全部援助款项前，法人商业企业主任一股东移转出资，

须于六个月内提交商业登记证明副本及新股东的身份证(正面及

背面)副本。 

 

另外，在下列情况下，所有参与计划的企业均有义务向经济局工商

业支援处报告： 

- 企业在参与计划期间，其规模发展至超过法规订定的水平； 

- 企业在参与计划期间，改变经营项目； 

- 企业在参与计划期间，改变产业属性，例如由服务业转为工业； 

- 企业在参与计划期间，出现重大财务问题等。 

表格下载 中小企业援助计划申请表 

法例网址 1. 订定工商业发展基金规章。 

第 8/2003 号行政法规〔BORAEM 19( I )，12/05/2003〕 

2. 中小企业援助计划制度。 

http://www.economia.gov.mo/public/data/form/download4/attach/07e0554ac8a2ad8bc42f26eba95fdd38/tc/sme_form.pdf
http://bo.io.gov.mo/bo/i/2003/19/regadm08_cn.asp


经第 15/2017 号、第 11/2012 号、第 2/2009 号及第 14/2006 号行

政法规修改的第 9/2003 号行政法规〔BORAEM 19( I )，

12/05/2003〕 

 

3. 订定中小企业援助计划的申请期限。 

第 44/2003 号经济财政司司长批示〔BORAEM 20( I )，

19/05/2003〕 

4. 委任工商业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成员。 

第 59/2018 号行政长官批示〔BORAEM 14( II )，04/04/2018〕 

5. 委任中小企业援助计划评审委员会成员。 

第 58/2018 号行政长官批示〔BORAEM 14( II )，04/04/2018〕 
 

http://bo.io.gov.mo/bo/i/2003/19/regadm09_cn.asp
http://bo.io.gov.mo/bo/i/2003/20/despsef_cn.asp
https://www.io.gov.mo/cn/bo/a/link/39729
https://www.io.gov.mo/cn/bo/a/link/397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