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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在本申請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可用作執行工商業發展基金職責範圍的工作，尤其包括《中小企業援助計劃》及

《青年創業援助計劃》的相關職務。 

(2) 基於履行法定義務，個人資料亦有可能轉交警察當局、司法機關及其他有權限實體。  

(3) 個人資料在網絡上的流通可能存在被未經許可的第三人知悉和使用的風險。  

(4) 申請人有權依法申請查閱、更正或更新存於本局的資料。 

 
第 ( 1 )部份  –  申請企業主資料  

1.1 企業主資料 

名稱 ：ABC 有限公司 納稅人編號 ：01234567  

類型 ：□ 個人企業主          法人商業企業主，即：有限公司或其他 (請填寫附表“第一部份”) 
 
1.2 商號資料 

名稱 ：ABC Cafe 場所登記(營業稅檔案)編號 ：098765  
 
1.3 企業負責人資料 

姓名 ：陳大文 職務 ：經理  

本澳流動電話
(a)

 ：6000 0000 電郵 ：abc@xxx.com  

(a) 工商業發展基金將透過企業負責人的本澳流動電話向申請企業發出提示通知短訊（如：還款提示）。 

1.4 通訊地址 

 與第 2.4 項“場所地址”相同 □ 其他  ：  
 

第 ( 2 )部份  –  申請企業營運資料  

2.1 行業 2.2 行政准照或同等性質的憑證（如適用） 

 餐飲業   發出機關 ：市政署  編號 ：XXX/2018  
 
2.3 工作人數  

本地僱員 ：50 人 外地僱員  ：20 人 

  
2.4 場所地址  

 澳門 xx 街 x 號 xx 商業中心 x 樓  

□自置物業(無供款)  □自置物業(有供款)，月供： 澳門元          元  

租用，月租： 澳門元   15,000     元  □其他：   
   
2.5 企業簡介及申請用途說明（倘欄位不足，可另以附件提交）： 

 (按企業之具體情況如實說明)  

   

   

   

   
 
2.6 財務及經營狀況（按企業向財政局提交的“收益申報書”內容填報）： 

 

 會計年度 前一年度 (   2020 年) 前二年度 (    2019 年) 前三年度 (    2018 年)  

 營業額     

 稅前之損益     
 

如用作收取信函的通訊地址與企業

營業場所地址不同，請選其他，

並填上欲用作收取信函之通訊地址 

按財政局營業稅申報書

M/1 上之納稅人姓名/公司

名稱、納稅人編號填寫 

按財政局營業稅申報書

M/1 上之商號名稱、場

所登記編號填寫 

如屬個人獨資商號，請選“個人企業

主”；如屬有限公司、一人有限公司、

控股有限公司等，請選“法人商業企

業主”，並須填寫附表“第一部份” 

按企業實際聘請之本地僱員及外僱

人數填寫；如沒有聘請該類僱員，

則在相應欄位填“0”。 

 

請就企業的經營狀況、業務範疇、運作模式等作出簡要介紹。並就申請表 3.1 項所選之援助用途，簡

要地說明各援助用途的所需資金、資金明細用途、對於企業經營的改善或提升作用等資料。 

按企業向財政局每年填報的“所得補充稅-收益申報書”最近三年的資料填寫；

如企業開業不足三年，則填報最近兩年的資料。 

工商業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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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3 )部份  –  援助資料  

3.1 援助款項用途 (可多選) 

 購置企業營運所需的設備 □ 為企業營運場所進行裝修工程  

□ 訂立商業特許合同或特許經營合同 □ 取得技術專用權                  □ 取得知識產權  

□ 宣傳及推廣活動 □ 提升企業的經營能力或競爭力  

 企業的營運資金 □ 因受異常、未能預測或不可抗力事件而導致經濟及財政出現困難  
 
3.2 申請援助金額及還款期限 

申請援助金額：澳門元  390,000 元 申請還款期限(最長 8 年)：  5  年 年 
 
3.3 保證人資料(b)

 

 (1) 姓名： 陳 大 文 身份證編號： 0123456(7)  

  住址： 澳門 xx街 x號 xx商業中心 x 樓  

  流動電話： 6000 0000 與企業關係： 企業之大股東  

  職業： 經理 任職公司： ABC 有限公司  

  簽署(c)： Chan Tai Man （請參閱附註(b)及(c)）  

 (2) 姓名： 陳 小 文 身份證編號： 0123456(8)  

  住址： 澳門 xx街 x號 xx商業中心 x 樓  

  流動電話： 6000 0001 與企業關係： 陳大文之弟  

  職業： 經理 任職公司： ABC 有限公司  

  簽署(c)： 陳陳小小文文 （請參閱附註(b)及(c)）  

 (3) 姓名：  身份證編號：   

  住址：     

  流動電話：  與企業關係：   

  職業：  任職公司：   

  簽署(c)：  （請參閱附註(b)及(c)）  

 (b) 倘申請獲得批給，保證人須依法承擔還款責任。  

 (c) 簽署須按證件樣式。  
 
3.4 透過以下銀行以自動轉賬形式返還援助款項 

     □ 大西洋銀行  中國銀行 □ 大豐銀行 

3.5 於其他政府機關申請財務援助或資助 

     □ 沒有  有 (請填寫附表“第二部份”) 

第 ( 4 )部份  –  補充附頁  

4.1 附表 

 □ 沒有  第一部份：法人商業企業主資料  第二部份：於其他政府機關申請財務援助或資助資料  

第 ( 5 )部份  –  簽署及聲明  

5.1 簽署及聲明 

 茲聲明： 1. 本申請表所填寫及提交的資料全部屬實； 

2. 本人已知悉及清楚了解現行第9/2003號行政法規《中小企業援助計劃》之一切條文及內容； 

3. 為適用第9/2003號行政法規《中小企業援助計劃》的規定，同意 / □不同意 工商業發展基金
協助本人向法務局及財政局取得所需資料； 

4. 本人 同意 / □不同意 接收由經濟及科技發展局、工商業發展基金及其他活動舉辦團體提供
的關於創業及營商方面的資訊。 

□個人企業主 / 法人商業企業主法定代表 簽署（簽署須按證件樣式；倘欄位不足，可另以附件提交）： 

 (1) 姓名： 陳大文  簽署： Chan Tai Man  日期： 30/03/2021  

 (2) 姓名： 陳小文  簽署： 陳陳小小文文   日期： 30/03/2021  

 
(3) 姓名： 

 
 簽署：   日期：   

 
 

企業須根據其申請之計劃用途勾選，可以多選。而按照法規規定，企業須提交能證明援助款項用途

的文件：如用途是購置營運所需設備或進行宣傳推廣活動，須提交相關的報價單副本；如用途是為營

運場所進行翻新、裝修及擴充工程，須提交有關的報價單副本、營運場所裝修前相片、裝修場所的租

約／查屋紙副本；如用途是訂立商業特許合同及特許經營合同，須附同相關的合同資料。 

申請金額上限為 60 萬澳

門元，若企業於第 11/2012

號行政法規生效前 (即

2012 年 3 月 27 日前)曾申

請且獲批給，並已領取援

助款項（但未完成還

款），則是次最高之申請

上限為 60 萬元減去此前

已取得的金額；若已全部

償還援助款項的中小企

業，且須處於適當的營運

狀況及有良好還款紀

錄，可獲二次援助的機

會，則是次最高之申請上

限為 60 萬元。 

1.如屬個人企業主，選“個人企業主”，並由東主按身份證樣式簽署； 

2.如屬有限公司，選“法人商業企業主法定代表”，並由公司合法簽署人按身份證樣式簽署。 

請剔選有關意願 

有關帳戶必須為申請企業名義

之澳門元銀行帳戶 

若申請援助金額超過 10 萬元，須提供最少兩名保證人；40 萬元或以上者，須提供最少三名保證人。當中，申請企業之東主或持有超過

50%股權的股東必須出任本申請之保證人，向特區政府作出個人擔保。倘申請獲得批給，保證人須親臨簽署相關擔保文件，並須與債務

人承擔連帶責任，如欠款項須由財政局稅務執行處進行強制徵收，還須承擔利息、庫房收益及其他法定的費用。 

1.如屬個人企業主，且沒有於其他政府機關申請財務援助或資助，選“沒有”； 

2.如屬法人商業企業主，須填寫附表第一部份，選“第一部份：法人商業企業主”； 

3.如有申請其他財務援助或資助，須填寫附表第二部份，選“第二部份：於其他政府機關申請財務援助或資助資料” 



 
 

 
  

附表 

 

商號名稱： ABC Cafe  
 

第一部份：法人商業企業主資料  

1.1 企業主名稱： ABC 有限公司  

 

1.2 商業登記編號：  12345 SO     

 

1.3 股東資料： 

股東名稱 身份證明文件編號 / 商業登記編號 控股比例 

陳大文 0123456(7) 60% 

陳小文 0123456(8) 30% 

DEF控股有限公司 56789 SO 10% 

  % 

  % 

  % 

第二部份：於其他政府機關申請財務援助或資助資料  

政府機關名稱 申請內容 

文化產業基金 
獲批 MOP100,000作為 XXX項目的資助 

  

 
 

  

  

  

 
 
 
 
 
 

按財政局營業稅申報書 M/1 上之商號名稱

填寫，且須與申請表 1.2 項的資料相同 

按財政局營業稅申報書M/1上之納稅人姓名/公

司名稱填寫，且須與申請表 1.1 項的資料相同 

按商業登記上之資料填寫 

就有關獲批的資助或援助項目作出簡要說明，如獲批資助金

額、獲資助項目內容等 

工商業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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