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编号 DSE3001 

服务名称 企业融资贷款利息补贴 

服务简介 《企业融资贷款利息补贴》的实施旨在藉补贴贷款利息的方式，

鼓勵本地投资的企业，在其业务范围内增加所需投资，从而达致

促进本地经济活动多元化、增强环境保护、协助企业技术革新及

转型以提升其竞争力和业务趋向现代化。受惠企业可享受每年 4%

的利息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为四年，由开始偿还贷款之日起计，

补贴根据各期尚欠的本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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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8 2088 (经济局) 或 8296 9262(政府综合服务大楼) 

图文传真：2871 0410 (经济局) 或 2845 3558(政府综合服务大楼) 

电邮  ：ddae@economia.gov.mo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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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SE3001A 

办理类型 申请：企业融资贷款利息补贴 

对象 基本上所有经济活动行业均可获贷款利息补贴，但经营金融业务

的企业或在公共批给或转批给制度下经营经济活动的企业除外。 

申请资格 申请须以企业名义提出，并符合以下的资格： 

1. 在澳门特别行政区投资的私人企业； 

2. 企业须依法设立； 

3. 非为澳门特别行政区库房债务人（即没有欠税）； 

4. 符合法定规范缴付社会保障基金的供款（如适用）； 

5. 持有法律规定经营有关业务的准照或同等性质凭证（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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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方式 申请者可亲临或委托他人或透过在本地经营的银行将申请文件递

交至申请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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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妥的企业融资贷款利息补贴申请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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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选择网上申请备案方式可减少递交申请时的等候时间 

2. 贷款合同副本（须列明最短还款年期不少于一年、本金及利息

的偿还周期及贷款的还款年期、贷款用途及可动用日期） 

3. 个人企业主或有限公司股东的身份证副本 

4. 所得补充税收益申报书（M1）副本 

5. 倘有的社会保障基金强制性制度供款收据副本，如申请企业没

有聘请任何员工，则须提交没有聘请员工的声明书 

6. 从事有关业务必须具备的准照副本（如适用） 

7. 特定文件：按投资项目须附交的文件 

 购置位于工业或商业楼宇的设施之文件 

(1) 设施之预约买卖合同及买卖公证书副本 

(2) 物业登记书面报告（俗称查屋纸） 

 建造、扩建或修缮/更新设施之文件 

(1) 建造、扩建或修缮/更新设施之工程准照副本 

(2) 建造、扩建或修缮/更新设施之工程报价单副本 

(3) 设施建造、扩建或修缮前的相片 

(4) 设施建造、扩建或修缮后的相片（如工程已完成） 

 购置设备之文件 

(1) 购置设备、机器或新货车的买卖合同、发票及收据副

本 

(2) 证明货车为新货車的文件 

(3) 设备、机器或新货车的相片（如已完成购置） 

(4) 新货车的登记折及所有权登记凭证副本（如已完成购

置） 

 取得知识产权之文件 

(1) 许可使用合同副本/转让合同副本 

 签订商业特许合同及特许经营合同之文件 

(1) 商业特许合同副本/特许经营合同副本 

8. 其他补充性文件： 

(1) 申请企业所提交之文件如属副本/影印本，经济局可按实际

情况要求申请企业提供相应文件之正本，以供核实； 

(2) 在审批过程中，经济局可按具体情况，要求申请企业提交

一些视为重要的资料或文件，以供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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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交文件通知 

1. 在企业提交申请时，经济局即时检查申请文件是否齐备，如不

齐备，立即通知申请企业补交所需文件。 

2. 如在接收之申请表或文件上出现缺漏或不符合规范之处，但属

可予补正者，则经济局将于收齐申请文件日起之十个工作日内

将有关问题通知该申请企业。 

 

补交文件时限 

申请企业提交的利息补贴申请出现不齐备、缺漏（包括上述可补

正情况）或须补充文件时，须自接获经济局的通知日起计三个月

内，修改或补交有关文件。 

批准后应

递交文件 

银行担保之文件 

申请费用 全免 

办理时间 经济局确认申请文件齐备及完整，即给予申请顺序编号及按序处

理，并自确认收齐所需文件（包括所有需补正和补交的文件）之

日起20日内将申请卷宗呈交经济财政司司长审批。申请经审批后，

申请企业将接获由经济局发出的公函通知审批结果。 

备注事项 可获补贴之投资项目 

申请企业的贷款必须用于以下的投资项目，才可获贷款利息补贴。 

1. 购置位于工业或商业樓宇的设施； 

2. 建造设施； 

3. 扩建设施； 

4. 修缮或更新设施； 

5. 购置设备、机器及新货車； 

6. 购置用于企业的生产程序或业务的电脑软件； 

7. 购置具能源效益的物料及设备、以及用于能源管理的监      

控、测量及分析设备； 

8. 购置及安装使用再生能源的加热或制冷系统； 

9. 取得知識产权； 

10. 签订商业特许合同及特许经营合同。 

 

可获补贴之贷款条件 

1. 企业用于上述所指的投资项目之贷款，必须获本澳经营的银行

批给； 

2. 贷款金额基本不少于 MOP300,000.00（叁拾万澳门元），但如

投资涉及下列项目，则贷款金额调低至 MOP100,000.00（拾万

澳门元）； 



(1) 引入电脑辅助程序以改善产品的规划及设计能力； 

(2) 引入监控、测量、测试及保证质量的设备以改善质量管理

系统； 

(3) 建立电子數据交换系统； 

(4) 优化环境保护； 

(5) 改善工作环境及安全的条件。 

3. 还款年期不少于 1 年。 

 

提出申请时限 

申请企业必须在进行可获补贴之投资项目发生日起计（如工程准

照发出日、购置设备完成日等）半年内，提出利息补贴申请。 

 

补贴内容 

受惠企业可享受每年4%的利息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为四年，由开

始偿还贷款之日起计，补贴根据各期尚欠的本金计算。 

[注：倘贷款利率不足4%，按实际贷款利率补贴。] 

 

补贴贷款金额上限 

每一受益人每年可获补贴的贷款金额最高为MOP10,000,000.00

（壹仟万澳门元）。为适用有关规定，相互间存有第32/93/M号法

令第六十三条第二款所定的控制关系者，视为同一受益人。 

 

放弃申请 

申请企业在提出申请后，如申请程序基于申请企业的原因而停止

进行超过三个月，被视为放弃申请，有关申请即被取消。 

 

贷款银行及受益人须履行及遵守的义务 

1. 贷款银行 

(1) 向澳门金融管理局定期提交列明受益人按本金及利息  

金额的还款证明； 

(2) 遇下列情况时，须通知澳门金融管理局： 

(i) 受益人偿还全部或部分贷款； 

(ii) 将澳门金融管理局交予的补贴金额存入受益人帐户； 

(iii) 受益人延迟偿还贷款超过三个月。 

2. 受益人： 

(1) 仅将获得利息补贴之贷款用于符合给予有关利息补贴        

之目的及业务范围； 

(2) 将可能妨碍达至补贴目的或落实投资的一切事实通知经

济局； 

(3) 提供经济局所要求的涉及贷款方面的一切资料，以便能适



当跟进有关程序； 

(4) 在享受利息补贴的期间内，将获补贴贷款的财产用于符合

给予有关利息补贴之目的及业务范围，且不得以任何方式

让与或转让获补贴贷款的财产； 

(5) 若投资项目属建造设施、扩建设施､修缮或更新设施，须

自有关工程准照发出之日起计二十四个月内完成施工； 

(6) 若投资项目属购置位于工业或商业樓宇的设施、设备、机

器、新货車、电脑软件、具能源效益的物料及设备、能源

管理之设备；购置和安装使用再生能源的加热或制冷系

统；取得知識产权；签订商业特许合同及特许经营合同，

须自给予利息补贴批示通知之日起计三个月内完成前述

投资项目。但在具理由說明的例外情况下，前述所定的期

限得延长至六个月。 

 

取消及退还补贴 

受益人处于下列任一情况，有关补贴将被取消。如属下列第1情况，

受益人须全數退还已收取的补贴款项，并支付按法定利率计算的

补偿利息；如属下列第2至7情况，受益人可被要求退还已收取的

补贴款项及支付补偿利息。 

1. 提供虚假资料或利用不法手段取得利息补贴，除取消有关补

贴、退还已收补贴金额及支付补偿利息，且不影响倘有的民事

及刑事责任，而受益人自有关取消补贴确定日起三年内不得享

有源自澳门特别行政区财政预算或自治实体本身预算的任何

鼓勵； 

2. 背離给予利息补贴之目的及变更业务范围； 

3. 不遵守受益人义务； 

4. 延迟偿还利息补贴之贷款超过三个月； 

5. 终止业务； 

6. 暂停业务三个月以上，而事前未通知经济局及未获经济局许

可； 

7. 不遵守经第10/2011号行政法规修改的第16/2009号行政法规第

四条所述之申请要件，申请要件包括： 

(1) 依法设立； 

(2) 税务狀况及向社会保障基金供款的情况符合规范； 

(3) 持有法律规定经营有关业务的准照或同等性质的凭证，若

基于在申请时尚未开始经营业务，未提交有关的经营准照

或相关凭证，受益人须于给予利息补贴批示通知之日起计

三个月内提交前述文件，如属建造设施的情况，则自土地

工务运输局发出使用准照之日起计。 



 

利息结算查询： 

澳门金融管理局 

‧ 地址：澳门东望洋斜巷 24-26 号 

‧ 电话：(853) 2856 8288 

附件文档 填表示范、填表指引 

申请程序指引、申请表﹑处理流程图 

法例网址 1. 经第 10/2011 号行政法规修改的第 16/2009 号行政法规 《企业

融资贷款利息补贴》［BO 23( I )，08/06/2009]； 

2. 7 月 5 日第 32/93/M 号法令核准之《金融体系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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