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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周转

就业

雇佣补贴计划

企业可获得一次性辅助, 补贴每名本地

员工每个月8%的薪金 (每名员工每个月

薪资的顶限为3600元), 为期三个月。

加薪补贴计划

企业在为每名新加坡籍员工 (每月薪资顶限

为5000元) 加薪时, 政府会共同支付增长

额度的20% (2019年) 和15% (2020年)。

全球经济因中美贸易战、英国脱欧、各国保护主义等不确定因素而陷入艰难
时期。目前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 (COVID-19) 疫情也成为大家备受关注的课题。

这对新加坡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许多业主也自然感到担忧。政府的当务之急
是帮助企业克服眼前的挑战, 打下更稳固的基础, 不畏日后的大风大浪。

在短时期内, 政府会帮助企业应对COVID-19所带来的冲击，包括受疫情牵连而
导致生产供应链中断等影响。经济稳定与支援配套涵盖一系列举措, 帮助企业
度过资金周转和需求急剧下滑的难关, 以及保留现有员工。

在政府同企业携手应对眼前挑战的同时, 企业也得做好准备, 确保自己在疫情
情况稳定时能迅速恢复, 并且做得比之前更好。全球经济在供应链发生变化和
科技快速发展的推动下面临着结构性的改革。有变化就意味着有机遇。政府
多年来为企业提供援助以帮助他们提升竞争力, 而2020年财政预算案也在这个
基础上推动企业转型, 把握新机遇。企业能通过这些援助建立更多更强的合作
关系, 深化企业能力, 以及培养人才。例如, 有发展潜能的较小企业能通过
企业发展配套获取咨询服务、科技应用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辅助。有意扩大
规模的较成熟企业则可以通过企业转型配套获取咨询服务、培养领导能力、
市场准入和深化企业能力等方面的辅助。请翻阅这本手册以了解更多关于各别
举措的详情。

在企业伙伴与政府的齐心协力下, 新加坡会越战越勇, 在科技与创新方面继续
成为亚洲、甚至全球的佼佼者, 同时也继续成为企业落地的优选国家之一。

前言

应变与提升计划

受影响产业的重新部署计划将延长培训和

薪资辅助。

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帮助企业持续
经营并保留员工。政府已推出援助
配套, 帮助企业应付 COVID-19 
所带来的冲击。只要企业、产业
伙伴与政府携手合作, 我们就能
度过难关。

经济稳定与
支援配套

新

升级

企业融资计划（流动资金贷款）

中小企业可以申请高达60万元的贷款以
应付融资需求。

升级

升级

产业税回扣

符合资格的商业地产将在2020年获得
10%/15%/30%的产业税回扣。

公司税回扣

企业在2020估税年将获得25%公司税
回扣, 回扣顶限为1万5000元。

欲知更多详情，请游览 www.singaporebudget.gov.sg

新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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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能力 把握机遇
企业在应付现有挑战时, 也要考虑到如何把握未来的机遇。企业应当持续转型并加深企业能力, 

以确保自己做好充分的准备来把握新机遇。政府会继续为各规模的企业提供支持, 协助大家在各个

发展阶段成功达到各自设定的目标。让我们携手并肩, 同舟共济, 共创一个更强大更蓬勃的业态环境。

为各规模的企业提供支持, 
协助大家在各个发展阶段
成功达到各自设定的目标。

•   起新-投资 
•   数码促拓展计划
•   GoBusiness 执照申请平台
•   邻里企业提升计划 (HEUP)
•   招聘奖励 

•   企业转型领导计划 (ELT)
•   驻商会高管计划
•   市场进入协助计划 (MRA) 
•   国际化人才培育计划 (GRT)
•   GoBusiness 执照申请平台和线上咨询
•   数码促拓展计划
•   招聘奖励 
•   技能创前程企业补助
•   中小企业中心增强计划 - 业务增长伙伴
•   中小企业数码化计划

•   能力转移计划
•   招聘奖励 
•   聘用兼职重新受雇者津贴 
•   国际化人才培育计划 (GRT)

大型企业

收入:
超过一亿新元

收入: 
一千万新元至一亿新元

收入: 
一百万新元至一千万新元

收入: 
少于一百万新 元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新

新

新

*项目是按企业所需而设计。以上的分类仅代表项目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并不代表符合资格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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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融资计划 (EFS)

•   企业在不同增长阶段的需求将获得融资

    支援。

•   EFS涵盖六个领域：营运资本、固定

    资产、风险债务、贸易、项目和并购。

•   为年轻企业提供更多辅助。

* 请翻阅第3页查看关于企业融资计划  

   (流动资金贷款) 的详情。

企业转型领导计划 (ELT)

•   为具有潜力的中小企业领导者提供深化 

    企业能力的系统性培训及商务指导, 协助 

    企业制定拓展业务计划, 朝下个阶段性 

    增长迈进。

•   建立校友网络, 推动相互学习与合作。

•   培训将由高等学府、金融机构和业内

    专家负责。

GoBusiness 线上咨询

企业可获取符合自身需求的咨询服务, 更有

效地了解相关的政策和资源。线上顾问会

通过一系列问题了解企业的需求, 并推荐最

适合的选项。

线上咨询服务会在2020年推出。

企业发展计划 (EDG)

•   辅助与下列三方面相关的项目：核心

    能力、创新和生产力、以及市场准入。

•   高达70%援助将持续至2023年3月31日。

技能创前程领袖技能培育计划
(SkillsFuture LDI)

发展和深化企业内部的领导培训课程, 培育

更多能胜任领导职位的本地人才。

企业能力合作计划 (PACT)

请翻阅第14页查看详情。

中小企业中心增强计划 - 
业务增长伙伴

•   针对有迅速发展潜能和有意在数码化、 

     人才培育和国际化方面转型的企业而

     推出的试点计划。

•   中小企业中心将与这些企业合作, 共同

    制定商业计划并帮助企业实施这些计划。

GoBusiness 执照申请平台 

企业可以通过平台更简易和快速地向政府

部门申请执照。这个平台目前为食品服

务业者提供执照申请的全程指导, 并会在

2020年扩大范围, 纳入其他与政府相关

的手续。

建立和提升企业能力以拓展业务。

业务发展及
培育领导能力

新

驻商会高管计划

协助商团商会与经验丰富的专家合作，

携手帮助企业转型, 建立企业能力和

走向国际化。

新

新 企业发展配套

企业转型配套

企业转型配套

邻里企业提升计划 (HEUP)

为指定商联会提供综合辅助配套, 帮助

商联会改善设施, 打造邻里特色活动, 推动

提升能力项目, 以及为企业和员工提供

培训。

新

企业发展配套升级

技能创前程企业补助

请翻阅第11页查看详情。

新

企业发展配套升级

生产力提升计划 (PSG)下的工作
再设计辅助

请翻阅第16页查看详情。

技能创前程计划新阶段升级

技能创前程计划新阶段

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项目是按企业所需而设计。以上的分类仅代表项目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并不代表符合资格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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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企业发展局的海外中心

企业可通过企发局在全球设立的超过35间

海外中心, 把握新的商机、寻找商业伙伴及

获取新科技和提升企业运作能力。

New
全球创新联盟(GIA)

企业可以与海外伙伴携手推动创新及开拓

市场。

海外发展双重税务回扣 (DTDi)

企业在海外拓展业务时, 符合相关条件的

开支能享有减税优惠。这个项目将延长至

2025年12月31日。从2020年4月1日起,

项目的范围也会扩大：

•   支持为新海外业务发展寻找合适人才 

     和建立业务网络的第三方顾问费用。

•   扩大海外商务团的支持服务范围。

国际化人才培育计划 (GRT)

协助新加坡企业培训新加坡籍员工, 加深

他们对各别市场的了解, 以及帮助本地

高等学府的学生争取海外实习的机会。

升级版有望鼓励更多学生到海外实习，

为本地企业提供更多国际化人才。

市场进入协助计划 (MRA) 

企业将获得更详细的自由贸易协定相关

咨询服务及在海外拓展业务的帮助。为了

更好的协助企业进军海外, 我们也会：

•   将企业的最高资助额度从每年两万元 

    增加至每个新市场在三年期间可申请

    最多10万元。

•   高达70%的辅助将延长至2023年

    3月31日。

Growing Markets

迈向国际@SBF

为有意在东南亚或新兴市场拓展业务

的新加坡企业提供市场咨询服务及相关

市场的人脉资源。

数码促拓展计划

企业可以在国际化方面取得领先优势。

这个计划将协助企业利用数码平台服务

更庞大的海外消费者群体和打入新市场。

企业也会获得相关培训和辅助, 提升

企业的电子商务运用能力。

进军海外市场并把握当地机遇。

国际化

升级

企业发展计划 (EDG)

请翻阅第6页查看详情。

企业转型配套

新

升级

新 企业发展配套

企业发展配套升级

企业能力合作计划 (PACT)

请翻阅第14页查看详情。

技能创前程企业补助

请翻阅第11页查看详情。

新 技能创前程计划新阶段

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项目是按企业所需而设计。以上的分类仅代表项目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并不代表符合资格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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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企业引进外国专家为本地员工提供技能

培训, 或让本地员工接受海外培训, 以获得新

技能。

能力转移计划

通过薪金辅助项目鼓励雇主聘请长达六个月

或以上积极寻求就业机会的失业新加坡籍

专业人士、经理、执行员或技术人员, 

或40岁及以上遭裁退的员工。

就业支援计划

雇主可以通过短期试用, 评估求职者是否

符合职位需求。

工作试用计划

通过资金辅助和人力资源课程, 协助中小企业

更有效地招聘、管理和留住新入职的专业

人士、经理、执行员或技术人员。

就职培训计划 (P-Max)
一站式企业资源平台

通过一站式网站, 获取有关精深技能发展局和

劳动力发展局就业与技能项目的信息, 加强

培训和提升人力资源发展。

提供资助和外籍人力的过渡性支援, 协助企业

转型成为人力高效的企业。

精益企业发展计划

通过新技能项目为雇主提供辅助, 鼓励他们

聘请40岁或以上的本地职业中期员工。

*符合资格的项目包括持续教育与培训中心的专业

人士转行计划、入职培训计划和职业过渡计划。

招聘奖励  

企业能通过这个项目加强企业内部培训系统

及提升职场学习能力。中心将按各别企业的

需求而拟定相关解决方案。职员可以通过

解决方案, 借鉴一些最佳培训惯例, 并获认证

成为合格的职场培训师。

全国职场学习中心 (NACE)

协助企业将内部退休以及再雇用年龄调整至

高于法律指定的基本要求。

退休与重雇年龄率先调高津贴

资助课程学费或提供薪资辅助以鼓励雇主

聘请和重新培训本地待业者。

在入职培训计划下聘请富有工作经验员工的

雇主将获得高达90%的薪资辅助。

持续教育与培训中心的专业人士
转行计划、入职培训计划和职业
过渡计划

为自愿雇用年长兼职员工的企业提供辅助。

聘用兼职重新受雇者津贴 生产力提升计划下 (PSG) 的工作
再设计辅助

请翻阅第16页查看详情。

通过工作再设计, 培训和职业介绍服务鼓励

雇主聘请和持续雇用残障人士。

残障人士就业计划

协助员工持续提升技能，让他们
与时并进, 应对行业需求的变化。

就业与技能

新

升级 技能创前程计划新阶段

新

升级

新

新

技能创前程企业补助

为致力于培训员工和推动企业转型的雇主

提供额外辅助。

每家企业可获得高达1万元以抵消最多90%

的相关自付费用。

技能创前程计划新阶段

技能创前程计划新阶段

年长员工补贴配套

升级

年长员工补贴配套

技能创前程中年转业援助配套

技能创前程中年转业援助配套

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项目是按企业所需而设计。以上的分类仅代表项目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并不代表符合资格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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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创前程新兴技能系列

通过一系列与产业息息相关的简短项目

为职员进行培训。培训范围包括数据分析、

金融、科技辅助服务、数码媒体、网络

安全、创业、选进制造业和城市规划等

方面。

加快培训专才计划（资讯通信业）
(TeSA)

为资讯通信科技专才和非专才提供辅助，

学习新兴技能和掌握新知识, 以维持竞争力。

由企业主导的加快培训专才计划将获得升级, 

为有意聘请和培训40岁或以上员工的企业

提供更多辅助。

通过这个特别为企业而设计的工作坊了解

就业和技能相关的资源和津贴。

技能创前程企业辅助工作坊

技能框架

使用技能框架制定人力资源策略和人才培养

计划。框架将提供关于各产业、职业规划、

职业角色、现有和新兴技能、以及培训项目

的关键信息。

新科研企业优先计划

为鼓励中小企业善加利用知识产权, 凡是和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共同发展的知识产权将

享有长达36个月的免专利费和独家执照。

企业合作与交流平台 (ACCM)

协助本地企业和大型跨国公司形成网络并

搭建合作的线上平台。

数码服务实验室

和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科技业内

人士和研究院合作, 共同研发能克服产业

挑战的数码解决方案。

创新中心 (COIs）

通过提供特定领域的设施、咨询、培训和

技术性服务, 协助企业研发和测试新科技

产品。

技能创前程工读课程

企业将与高等学府和指定私人业者合作制定

相关工读课程, 并从而培育和聘请刚毕业的

求职者。

技能创前程计划新阶段升级

升级

通过科技与合作研发新产品及服务
或优化业务流程。

创新

企业发展计划 (EDG)

请翻阅第6页查看详情。

企业转型配套

创新推动者计划 

在导师的指导下, 企业能够学习如何制定创新

策略，新商品和针对市场需要的解决方案, 

并联系科技和商业伙伴。

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项目是按企业所需而设计。以上的分类仅代表项目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并不代表符合资格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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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公司 (IPI)

提供网上平台和咨询服务, 根据业务需求,

搭建企业和具备相关知识产权科技的供应商

的联系。

知识产权方案

企业可以在知识产权审计、知识产权策略

咨询、知识产权分析和商业及法律咨询

等方面享有津贴服务, 加速科技, 品牌以及

知识产权的市场化运营。

开放式创新平台 (OIP)

企业能与面对难题者或拥有解决方案的

供应商配对, 通过数码解决方案解决各领域

的业务需求。

技术提升计划 (T-Up)

借调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旗下研究院的专才，

建立企业内部的研发能力以提高生产率和

竞争力。

科技共享计划

在专家的指导下, 使用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的

先进制造设备和生物科技及生物医药服务。

商业与科技运作蓝图 (OTR)

协助企业制定符合业务策略和商业目标的

科技蓝图。该计划也能针对各别产业的需求, 

以群体的方式提供援助。

新加坡食品与生物技术创新研究院
(SIFBI)

新研究院将加强新加坡的研发能力并辅助

我们的食品与生物技术生态环境。

研究院将于2020年4月正式开幕。

企业能力合作计划 (PACT)

鼓励企业间合作, 共同建立企业能力, 追求

创新和把握在本地及海外市场的机遇。符合

条件的项目可获得高达70%的资助。

起步新加坡 (起新)

起步公司和创业家可获得一系列的辅助，

其中包括：

起新-先锋: 拥有创意点子的首次创业家

可获得指导和资助。

起新-科技: 起步公司可获得资助, 为创新

技术进行概念验证 (POC) 和价值验证 (POV)。

起新-投资            : 为有国际化潜能和

强大知识产权能力的深科技起步公司催化

投资。

起新-基础设施: 提供实体空间协助起步

公司发芽, 试验和兴盛。

起新-人才: 协助起步公司吸引人才。

升级

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项目是按企业所需而设计。以上的分类仅代表项目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并不代表符合资格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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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数码化计划

企业能通过中小企业数码化计划下的全面

项目提升数码技能。

数码启动计划                    : 涵盖简易的

会计、人力资源管理和发放工资系统、数码

营销、数码交易和网络安全方案。如果签下

为期18个月或以上的合约, 任两个解决方案

可豁免支付六个月的费用。

自动化辅助配套 (ASP)

截止2021年3月31日, 企业可获得津贴、税务

优惠和贷款支援, 抵消大规模自动化解决方案

的费用。

技能创前程数码简介

员工可以通过两天的课程获取职场所需要的

基本数码技能。

中小企业数码化计划扩展到更多产业

                  : 在产业数码化计划的详细

指导下, 企业可以了解各别产业在不同增长

阶段应当采纳哪些数码解决方案。更多的

产业数码化计划也会陆续推出。

企业能从预先批准并适用于中小企业或符合

产业常见需求的数码解决方案中, 挑选适合

自身企业的方案。选项包括人工智能, 网络

安全和云端方案, 并可获得生产力提升计划

资助。

数码促拓展计划           : 企业可以在国际化

方面取得领先优势。这个计划将协助企业

利用数码平台服务更庞大的海外消费者

群体和打入新市场。企业也会获得相关

培训和辅助, 提升企业的电子商务运用

能力。

生产力提升计划 (PSG)

企业可以通过升级版的计划获得更多预先

筛选的解决方案, 例如科技解决方案和设备, 

以及咨询服务。咨询服务将包括对于工作

再设计的辅助。企业可以通过这个计划

进一步提高生产率, 并为员工提供更具有意义

和更高工资的工作岗位。

打造先进的数码技能以善加利用
数码经济的增长机会。

数码化

升级

新

企业发展配套

企业发展配套

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项目是按企业所需而设计。以上的分类仅代表项目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并不代表符合资格的条件。

企业发展配套



18 19 

中小企业中心

想要开始转型的企业，可向以下中小企业中心寻求援助。 

中华总商会中小企业中心
商团中心
9, Jurong Town Hall Road
#03-18, Singapore 609431
电话: +65 6337 8381
电邮: enquiry@smecentre-sccci.sg

新加坡马来商会中小企业中心
15, Jalan Pinang
Singapore 199147
电话: +65 6293 3822
传真: +65 6293 3905
电邮: gadvisory@smecentre-smcci.sg

新加坡印度商会中小企业中心
新加坡印度商会大厦
31, Stanley Street
Singapore 068740
电话: +65 6508 0147
传真: +65 6223 1707
电邮: sme@smecentre-sicci.sg

中小企业商会中小企业中心
167, Jalan Bukit Merah
#03-13, Tower 4, Singapore 150167
电话: +65 6513 0388
传真: +65 6513 0399
电邮: enquiries@smecentre-asme.sg

新加坡制造商总会中小企业中心
新加坡制造商总会大厦
2985, Jalan Bukit Merah
Singapore 159457
电话: +65 6826 3020
传真: +65 6826 3021
电邮: query@smecentre-smf.sg

中区中小企业中心
HDB Hub BizThree
490, Lorong 6 Toa Payoh
#07-11, Singapore 310490
电话: +65 6715 7580
电邮: central@smecentre-sccci.sg

小印度中小企业中心
小印度中心
48 Serangoon Road
#01-22, Singapore 217959
电话: +65 6508 0149
电邮: littleindia@smecentre-sicci.sg

东北中小企业中心
淡滨尼天地
51 Tampines Ave 4
#04-31, Singapore 529684
电话: +65 6513 0388
传真: +65 6513 0399
电邮: northeast@smecentre-asme.sg

西北中小企业中心
兀兰民事中心
900, South Woodlands Drive
#06-01, Singapore 730900
电话: +65 6826 3020
传真: +65 6826 3021
电邮: northwest@smecentre-smf.sg

东南中小企业中心
1, Engku Aman Turn
#03-02, Wisma Geylang Serai
Singapore 408528
电话: +65 6513 0388
传真: +65 6513 0399
电邮: southeast@smecentre-asme.sg

西南中小企业中心
裕廊峰
8, Jurong Town Hall Road
#26-06, Singapore 609434
电话: +65 6316 1616
传真: +65 6316 7250
电邮: southwest@smecentre-smf.sg

在高等学府和公共研究机构设立创新中心, 是为了加强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这些中心
为中小企业提供设施、咨询、培训和技术服务, 以在特定领域研发和测试科技项目。

创新中心

水产养殖创新中心
淡马锡理工学院
Dr Lee Chee Wee
Tel: +65 6780 6400
Email: leecw@tp.edu.sg

Dr Diana Chan Pek Sian
Tel: +65 6780 5383
Email: peksian@tp.edu.sg

Ms Susila Krishnasamy
Tel: +65 6780 4002
Email: krishnas@tp.edu.sg

辅助保健品创新中心
淡马锡理工学院
Mr Martin Cai
电话: +65 6780 1856
电邮: coi-chp@tp.edu.sg

电子与物联网创新中心
南洋理工学院
Mr John Fung
电话: +65 6550 0978
电邮: john_fung@nyp.edu.sg

供应链管理创新中心
共和理工学院
Mr Edmund Chan
电话: +65 9232 0228
电邮: coi-scm@rp.edu.sg

能源创新中心
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持续能源协会
Mr Mahesh Kumar
Tel: +65 6904 1120
Email: mahesh.kumar@ntu.edu.sg

环境与水源科技创新中心
义安理工学院
Ms Ida Kwan
电话: +65 6460 8168
电邮: ida_kwan@np.edu.sg

食品创新与资源中心
新加坡理工学院
Mr Zen Tan
电话: +65 6870 4619
电邮: zen_tan@sp.edu.sg

海事与近海工程技术创新中心
义安理工学院
Mr Ang Yee Kiang
电话: +65 6460 8594
电邮: angyeekiang@np.edu.sg

物料创新中心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旗下材料研究与工程研究院
Dr Leong Yew Wei
电话: +65 6874 3326
电邮: leongyw@imre.a-star.edu.sg
 
精密工程创新中心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旗下新加坡制造技术研究院
Mr Peter Shi
电话: +65 6590 3152
电邮: zfshi@simtech.a-star.edu.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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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支持企业
克服困难 越战越勇

欲知更多详情，请电邮 mti_email@mti.gov.sg 联系贸工部 / 
enquiry@enterprisesg.gov.sg 联系 Enterprise Infoline，或浏览 

www.smeportal.sg。

手册的内容截至2020年2月为止均属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