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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專用

2.基本資料

2.1 申請人資料

 身份證編號

2.2項目資料 

□ 文化創意業 □ 文化娛樂業

□ 人工智能 □ 智慧城市 □ 雲計算 □ 區塊鏈技術

□ 環保科技 □ 集成電路設計 □ 大數據 □ 新材料

□ 技術服務業 □ 金融科技

□ 商貿 □ 製造業 □ 服務業

 中醫藥及大健康產業 □ 大健康產業 □ 中醫藥

□ 會展旅遊業 □ 旅遊娛樂

□ 個人  申請人年齡須界乎18-44歲，並須持有有效澳門居民身份證。

 商貿服務業

細類

 科技

大類

(   )

 姓名(中文)

 電話

 姓名英文(譯音)

 電子郵箱

2.2.1 創業項目名稱

團隊人數
 團隊成員不多於5名，當中至少包括一名持有有效澳門居民身份證、年齡須界乎

18-44歲的主要成員，且須以澳門主要成員為申請人。

 文化

 其他 (請註明)

 旅遊業

會員編號

項目編號
會員申請表

1.申請類別

□ 公司

 中文

 英文

 公司名稱

 該公司不低於百分之三十的股權須由具有有效澳門居民身份證、年齡須界乎18-44歲者持有，申請者提

 出申請時，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財政局登記運營不可超過三年，僱員人數不得超過10人。

□ 團隊

 僱員人數 商業登記編號 開業日期

2.2.3 創業項目簡介(50字-100字) **此簡介將會用於對外宣傳及商業對接，請用心填寫**

2.2.2 項目類別 (選一項)

 學歷  職業
□ 高中或以下 □ 大專/大學

□ 碩士 □ 博士

□ 全職 □ 兼職

 澳門通訊地址

 出生日期  創業狀態

□ 男職 □ 女 性別

2.2.4 項目未來發展目標



格式表F-MSS-1/2021-05

3. 希望從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得到的幫助 (可多選)

 □ 法律 □ 企業管理  □ 外出交流

 □ 稅務 □ 風險管理  □ 路演對接

 □ 財務 □ 知識產權  □ 創業比賽

 □ 融資 □ 人力資源管理  □ 融資轉介

  □ 會計 □ 澳門註冊商標  □ 澳門政府手續代辦  □ 工作坊及講座

  □ 審計 □ 內地註冊商標  □ 內地政府手續代辦  □ 專業認證課程

  □ 流動辦公空間   □ 產品展示空間

  □ 會議室/路演廳   □ 參展活動

4. 未來有意進駐以下地區據點 (可選填)

  □ 意向進駐之大灣區城市  □ 廣州  □ 深圳  □ 珠海  □ 佛山

  □ 惠州  □ 東莞  □ 江門  □ 肇慶

 □ 中山  □ 香港

  □ 意向進駐之其他城市  □ 內地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  □外國 (請註明)：_____________

5.聲明

5.1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職責範圍工作。為更好發展  貴司之業務，澳中致遠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及本中心將會在有適當保護程度的條件下將本

1. 申請內提供的個人資料外傳到澳門以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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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者有權依法申請查閱、更正或更新存於澳中致遠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一人有限

4. 公司

5.2 個人資料及項目資料聲明

 申請人/企業 (簽名及蓋章)

以團隊、公司名義申請必須填寫以下資料

培訓課程交流對接

 □ 本人謹聲明所填報之資料屬實，並保證項目內容的原創性以及素材來源的合法性，沒有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的行為。

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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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申請內提供的個人資料將用作執行澳中致遠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一人有限公司的

控股比例

(公司名義申請須填寫)

   日期:          年          月          日

 □ 本人已知悉上述內容，並同意對傳送本人個人資料到澳門以外的地方。

 □ 進階式的培訓課程 (課程強調理論與實際相結合，

□ 孵化培訓計劃

   (提供早期創業所需要的策略、行銷、財務等入門訓練)

    如營銷推廣、創業模式、團隊建設、商業管理等)

場地設施 宣傳推廣 其他(請註明)

團隊成員/股東名稱 身份證明文件/商業登記編號 證件發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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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妥申請表及備齊申請類別所需遞交的文件後電郵至bp@pfm.com.mo

 3. 申請人及其所有團隊成員之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1. 已填妥及簽署的《會員申請表》 ✔

11. 其他(如有)

10. 項目主要知識產權、專利、著作權等證明文件(如有)

 9. 公司最新一季度之社會保障基金供款記錄副本(如有)

 8. 營業稅M1（開業）副本

 4. 申請人微信二維碼

 5. 項目商業計劃

個人

✔

✔✔

✔

✔

✔

✔

✔

✔ 6. 附件一 : 季度項目進展考核表階段性指標

 7. 三個月內有效完整之商業登記副本

✔

團隊

✔

公司

✔

✔

✔

✔

✔

 2. 申請人及其所有團隊成員之簡歷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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