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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João Alves

Florbela Lima

主管合伙人

Ernst & Young Audit & 
Associados - SROC, S.A.

合伙人兼安永-帕特侬葡萄牙负责人
葡萄牙政府和公共产业
领导
Ernst & Young, SA.

“�英雄港为投资者提供产品多

样化、供应整合和互补产业

准入机会，同时让他们享受

亚速尔群岛的创新特色。”

亚速尔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葡萄牙
大陆1,450公里，是一个由9个岛屿组成
的群岛，岛上共有25万居民。英雄港位
于特塞拉岛上。

� 该地区极大受益于其地理战略位置、
广阔的专属经济区(EEZ)和丰富的生物多
样性。它非常适合发展太空科技，并且
已经成为持续发展的“蓝色经济”产业
（与海洋资源相关）的基地，具有巨大
的潜力和蓬勃发展的旅游业。

� 农产品产业也对该地区的经济作出了
重大贡献。当地生产的乳制品、葡萄酒
和罐头鱼具有真正的竞争优势，是额外
的财富来源。

� 与其他欧洲岛屿地区一样，亚速尔群
岛受益于农业、政府支持和税收等领域
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有助于减轻岛屿
地区物理和地理限制的影响，并加速经
济增长。

 2012-2014年间，亚速尔群岛公司
表现出了较高创新水平，高于欧洲平均
水平（分别为49.4%与49.1%）。

� 然而，该地区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虽然过去一年有所改善，但年轻人失业
率高、资历水平低、未成年人辍学率高
仍是未解决的关键问题。

� 此外，亚速尔群岛地区的总增值
(GAV)相对较低。这从亚速尔群岛公司在
高等科技和中等科技产业的GAV中也可
见端倪，这两个产业与葡萄牙经济的其
他部分有更强的联系（根据葡萄牙国家
统计局[INE]提供的信息）。2013-2015
三年间，科技公司的海外销售额占亚速
尔群岛国际市场总成交额的20.6%。

� 英雄港市的年成交额约为6.03亿欧元 
（占亚速尔群岛地区成交额的12.8%）， 
有超过26,000家公司，雇员人数接近
9,000。更多传统产业（如农产品、建筑
和旅游）现在有机会重塑自我并且处于全
球最新趋势的前沿。商业服务产业和海洋
经济也获得了同样的发展机会，它们已被
市政府确定为具有最高科技发展机会的产
业，现在正在充分发挥其潜力。

� 最重要的是，市政府制定了一项全新的
战略以期让英雄港重新焕发光彩，具体措
施包括充分发挥其独特优势、为公民创造
新的机会以及吸引（并留住）更高素质的
人才。这项战略支持对传统产业的创新投
资，吸引对新兴和增值产业的投资，并确
保与其他岛屿城市和邻国的密切合作。这
些目标与葡萄牙2030 
年的目标和欧盟(EU)新的凝聚政策不谋而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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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港市政

José Gabriel do Álamo 
de Meneses
英雄港市长

“�英雄港不仅受益于欧洲和美

洲大陆之间的地理战略位

置，也受益于对投资友好的

财政框架和激励体制。”

� 自建立以来，英雄港市就与经济动态
密切相关。事实上，在15-18世纪，英雄
港的市中心还是世界上重要的商业交汇
点之一。它将伟大的欧洲各帝国在这一
时期建立的各种商业贸易路线彼此连接
起来，扩大了对东西印度群岛的影响。

� 这段伟大的贸易时期使英雄港成
为了“西海的榜样”（援引自Gaspar 
Frutuoso），并使这个位于大西洋中心
地带的小镇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商业利益
中心。随着蒸汽航运的出现，英雄港在
全球经济全景中的影响力逐渐缩小。然
而，这并没有阻止这个城市的发展脚
步，结合自身的丰富特色，它对今天的
投资者而言仍然极具吸引力。

� 虽然亚速尔群岛相对较远，但英雄
港位于欧洲和美洲大陆之间的自然交汇
处，地理战略位置优越。我们比其他葡
萄牙地区拥有更有利的财政框架，我们
受益于欧盟最具竞争力的私人投资激励
体制。

� 我们的市政府还建立了几项投资支
持机制，我们将在本指南中进行讨论。
除了本文中说明的市政激励措施外，我
们还在全国范围内运营公司孵化器�—�
StartUp Angra。特塞拉岛的Terinov科
技园也即将投入使用。我们还受益于亚
速尔群岛政府通过特塞拉科技岛计划推
动的计算机编程强化培训。

� 除此之外，我们的市政府还非常重视
居民的生活品质。包括在教育和健康等
领域为家庭提供高质量服务、令人印象
深刻的生物多样性、秀丽壮观的景色 
以及浓厚的文化底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在1983年将该城市列为世界文化 
遗产）。而这些只是保证居民高品质生
活的部分因素。

� 英雄港非常适合您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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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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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实施激励机制、
拥有自治权

位于北大西洋的中心地带可通过海运和

空运抵达，可随意到达亚速尔群岛任何
岛屿位于特塞拉岛上，享有985,000平
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

市政府实施自治政策，城市可享受特定的
国家和欧盟激励

成为葡萄牙的自治区，可相对自主地制定
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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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文化 
资源

稳定、安全、
宜居

财政差异 
化战略

提供出色的地方支
持和人才

多样化且极具吸引
力的优惠政策

基础设施完善、
知识技能全面

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在被列为群岛保
护区的岛屿中领土百分比最高

葡萄牙首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
界文化遗产的城市

各种各样的国际节日和传统派对

稳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

出色的安保措施，犯罪率低

较高的生活品质，提供良好的住房、 
教育、文化、医疗、司法和娱乐条件

享有差异化的税收制度（减税和
特定税收优惠），是亚速尔群岛
自治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企业家提供办公室

提供高素质人才

提供办公室和其他商业场所

为企业和家庭提供多样化服务

商业密度高

支持商务接待

提供农产品和海洋经济综合技能培训

国际公认的知识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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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框架

亚速尔群岛

特塞拉岛

英雄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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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小时
距欧洲大陆的飞

行距离

400.3平方公里
特塞拉岛，亚速尔 
群岛的第三大岛

35,402名
常住人口，分布在 

19个教区，覆盖范围 
239平方公里

来源：Câmara Municipal de Angra do Heroísmo (CMAH); “A RAA em números”, Governo Regional dos Açores; “Plano de Marketing do Turismo dos 
Acores”, Governo Regional dos Açores

57%葡萄牙
专属经济区
大约30%欧盟专属

经济区

22%
特塞拉岛领土 
属于国家公园

125家公司
（每千名居民）， 
商业密度高于亚 

速尔群岛的平均水平

5小时
距美洲大陆的飞

行距离

生物多样性
无论陆地还是海洋， 

属于马卡罗尼西 
亚的地理群体

英雄港市
群岛中最古老的岛屿， 
曾经是群岛的首都， 
现在是亚速尔群岛自 
治区的行政总部之一

48%
活跃人口

73%
人口就业于第三（服务）产业

12.8%
英雄港公司对 

亚速尔群岛总成 
交额的贡献率

3.2%的居民
拥有双重国籍

地理中 
心位置

英雄港的亚速尔群岛背景

来源：INE, Censo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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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制度环境

葡萄牙
葡萄牙自1986年以来一直是欧盟成员国。它分为三个

主要区域：葡萄牙大陆、马德拉岛自治区和亚速尔群岛自

治区。

亚速尔群岛自治区
该地区享有政治、立法、行政、财政和财产自治权， 

并有两个中央管理实体：

•  立法议会：立法议会是该地区的代表机构。它具有立法权

并监督地方政府。其成员由普选、直接选举和秘密选举产

生，选举过程中遵循比例代表制原则和选举法，并且每届

任期四年。

•  地方政府：与葡萄牙大陆一样，地方政府拥有行政权力，

直接对立法议会负责。由主持政府带领地方政府，为各工

作区选择其他成员。

遵守的协议
亚速尔群岛是以下机构的成员：

• 欧盟(EU)
• 联合国组织(ONU)
•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 ►葡语国家社区(CPLP)
• �葡萄牙-非洲-美洲-亚洲首都城市联盟(►UCCLA)

地区
亚速尔群岛由9个岛屿组成，分为三个不同的群体：

• ►西部岛屿：科尔沃岛和弗洛雷斯岛

• ► 中部岛屿：法亚尔岛、格拉西奥萨岛、皮克岛、圣乔治岛和特

塞拉岛

• ► 东部岛屿：圣玛丽亚岛和圣米格尔岛

英雄港位于中部岛屿中的特塞拉岛上，与普拉亚达维多利

亚市分享岛屿领土。英雄港分为19个教区:�Altares, Nossa 
Senhora da Conceição, Santa Luzia, São Pedro, Sé, Cinco 
Ribeiras, Doze Ribeiras, Feteira, Porto Judeu, Posto Santo, 
Raminho, Ribeirinha, Santa Bárbara, São Bartolomeu de 
Regatos, São Bento, São Mateus da Calheta, Serreta, Terra 
Chã e Vila de São Sebastião。

货币
欧元(€)

语言
葡萄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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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
根据2016年的立法选举，参加议会的政党如下：

• ►社会党(PS)：30名代表

• 社会民主党(PPD/PSD)：19名代表

• ►民众党(CDS/PP)：4名代表

• 左翼阵营(B.E.)：2名代表

• ► 葡萄牙共产党与绿党(PCP/PEV)：1名代表

• ►人民君主党(PPM)：1名代表

在英雄港，市政厅的�各政党代表人数如下：

• ►PS：5名代表

• ►PPD/PSD：2名代表

2017年各政党获选加入市议会的代表人数如下：

• ►PS：12名代表

• ►PPD/PSD：7名代表

• ►CDS/PP：2名代表

移民和签证
与葡萄牙其他地区一样，进入亚速尔群岛地区也必须提供旅

游签证。欧盟成员国、欧洲经济区国家或其他已与欧共体达成人

员自由流动协议的国家/地区的居民则不需要签证。

黄金居留签证：参加投资活动的居留证

如果在投资的五年内，持有人符合与资本、就业或房产相关

的某些标准，则可能获得额外的居留签证。

有关签证政策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网站
schengenvisainfo.com/portugal-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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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环境
葡萄牙在商业环境指数（经商便利度）中排名第25位（共

190个国家/地区）。这一结果反映了该国的安全性、社会稳定

性和区域改革，例如减少开办公司所需的时间和成本。平均而

言，启动公司需要5天，获得施工许可需要113天，注册房产

只需1天。

由于其投资激励体制（包括合同制度下的税收优惠、优惠

的税收差异和雇佣支持），亚速尔群岛以及英雄港市的商业环

境尤其具有吸引力。

如何创办公司
在葡萄牙，创办股份公司、单一股东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

公司可在网上完成：

• ��在网上创办公司的成本最低为220欧元，可以通过公民门户

网站完成。

• ��在一小时内创办公司：此服务在分散于全国各地

的“Empresa na Hora”站点进行，仅需不到一小时，费用

至少360欧元。

在亚速尔群岛，任何公民都可以与Rede Integrada de 
Apoio ao Cidadão (RIAC)联系，这是一个综合网络，旨在为

公民提供创办公司或获取更多流程信息的支持。特塞拉岛有12
个这样的中心。其中一个位于英雄港市中心的Rua da Sé。

注册和许可
要创办企业，公司必须遵循运营所在地区的注册或许可流程。

• �无需许可：本文件提到，建立和修改授权程序的协调工作由具备

贸易能力的区域理事会负责。

• �工业注册和许可：区域内的所有工业单位都必须向
Direção Regional de Apoio ao Investimento e  à 
Competitividade（DRAIC，区域投资支持和竞争力理事会） 
注册。该机构也负责发放许可。

•  ►旅游活动许可：本许可可通过区域旅游局在线获取。

成本竞争力
亚速尔群岛的最低工资略高于葡萄牙大陆，每月630欧元。 

英雄港市的最低工资也是这一标准。

自2016年以来，葡萄牙的物价稳定性大致与德国和波 

兰相当。

最后，亚速尔群岛出台了一系列财政优惠政策。

第25位 5 113 1 4商业环境指数
排位（共190 
个国家/地区）

获得施工许可
所需的天数

注册房产所
需的天数

区域政府批准
的新融资额度

启动公司所
需的天数

第101位
贷款额度排位
（共190个 
国家/地区）

商业环境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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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体制
亚速尔群岛制定了许多优惠和激励政策来提升竞争力。

这类似于葡萄牙大陆根据欧洲计划“葡萄牙2020”
和“地平线2020”提供的内容。然而，由于该地区的岛屿

性质，它被列为“欧洲最外层地区”，目前的资格标准和

一般准入条件更具吸引力。

这些激励包括：

• ► Pro-rural +：旨在提高农产品行业和农村发展的竞争力

•  ►Programa Competir +：旨在以可持续的方式促进亚速

尔群岛经济并引导其出口，增强竞争力并渗透到新的细

分市场

• ► Projetos de Interesse Regional (PIR)：政府委员会认

为具有区域利益的项目

• ►创造就业机会的激励措施。

创业和创新
创业和创新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和支持，特别是在新业务

和新产品领域。

这项工作的重点是初创孵化中心、地区政府和市政府推

动的创业竞赛、商业天使、众筹和企业家支持办公室。

融资
亚速尔群岛实施以下激励措施以吸引资金或投资：

• ►�投资和国际化的财政激励措施：不仅适用于工业和服务， 

还适用于农产品、森林产业和海洋经济

• ►�小额投资的财政激励措施：Loja�+，小额信贷银行和微型项

目的支持系统

• ► VC和商业天使：由亚速尔群岛风险投资和商业天使俱乐部支

持的VC基金。

除了这些优惠外，2017年7月，亚速尔群岛地区政府还批

准了4个新的资金项目来支持公司，公司可以获得1亿欧元的

资金。

国际化
目前，亚速尔群岛商业发展协会(SDEA)正在开展一些项

目，支持亚速尔群岛公司的国际扩张，如“亚速尔群岛出口

2017”。这些计划侧重于农产品产业和服务，并作为增加区

域产品和服务出口战略的一部分实施。

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是Marca Açores（亚速尔群岛品牌）。

StartUp 
Angra

加速亚速尔 
群岛发展

Gabinete  
de Apoio ao 

Empreendedor
葡萄牙 
2020

亚速尔群岛
大学

专业 
课程

协作网络和共
享服务

企业家支持办
公室

欧洲激励体制 英雄港校区 职业培训传统众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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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基础设施
英雄港市提供的培训和教育机会多种多样，对促进常住

人口的教育和发展益处很大。有具有职业培训背景的教育机

构，还有两个国际公认的研究中心，专注于农业技术和生物

技术。主要机构如下：

• 亚速尔群岛大学

• ► Tomás de Borba小学和中学的培训中心

• ►教学和非教学人员培训中心

• ►�英雄港的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专业学校

• 旅游和酒店培训学院

• ►普拉亚达维多利亚职业学校

• ►�亚速尔群岛农业研究与技术中心(CITA-A)
• ►�亚速尔群岛生物技术中心(CBA)（亚速尔群岛大学，英雄岛

最远端）

• StartUp Angra
• ►特塞拉岛科技园�–�TERINOV。

高素质人才
投资者必须注意英雄港市存在不同的教育机构。由于亚速尔

群岛大学在英雄港设有校园和研究中心，因此该市的教育服务特

别与众不同。

在英雄港，13.2%的居民完成了高等教育。

多年以来，毕业生人数最多的是社会科学、贸易和法律，以

及健康和社会保护专业。英雄港大学校区内最为相关的课程是护

理和农业科学。

截至2018年12月，就业中心招收了1,527人，其中132人是

首次求职者，而1,395人正在寻找新工作。

创造就业机会的激励机制，如“PIIE - Programa 
de Incentivo à Inserção do Estagiar L e T”
、“Emprego+”和永久劳动力稳定性(ELP)等计划，以及

有利的劳动立法，支持聘用高素质人才。有关更多信息，

请访问https://www.investinazores.com/index.php/en/
empregoprogram。

此外，作为“特塞拉科技岛”计划的一部分，还有投资和培

训承诺，这将使该岛脱颖而出，并促进其在该地区技术中心的定

位。该计划是亚速尔群岛政府的一项举措，旨在将特塞拉岛转变

为IT公司的中心。其目标是通过为投资提供财政激励，改善基础

设施，提升编程培训和支持招聘高素质人才，创造条件吸引IT公
司前往特塞拉岛。

商业环境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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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飞机进入
英雄港距离欧洲大陆（葡萄牙）有2小时30分钟的飞行时

间，距离美洲大陆约5小时40分钟的飞行时间。

在岛屿之间，有一个免费的连接系统，通过TAP、SATA
和Ryanair的航班，可从葡萄牙大陆和丰沙尔出发到亚速尔群

岛的任何其他岛屿。

乘船进入
可从英雄港市的Pipas港口和邻近市镇的Oceânico港口乘

船进入特塞拉岛。Pipas港在亚速尔群岛很重要，特别是在中

型游轮上运输货物和乘客方面。当考虑到群岛之间货物的流

动性时，优越的位置和基础设施使其能够在该地区发挥重要

作用。

季节性（从3月下旬到9月下旬），可通过连接岛屿的渡

轮进入。预计很快将实现通过轮渡运输车辆。

此外，可以通过休闲码头(Marina D‘Angra)进入市区，

该码头吸引了诸多对游艇和其他海上活动感兴趣的人们。

道路基础设施
总的来说，特塞拉岛上有良好的道路基础设施。企业区和

商业区之间有良好的交通连接。

Empresa de Viação Terceirense (EVT)提供特塞拉岛的

公共交通服务。在英雄港和普拉亚达维多利亚运营城市和郊

区线路。

电信和能源
英雄港市拥有强大的电信基础设施，包括具有同步数字体系

(SDH)技术的高速网络、光纤传输网络、带宽可用性、4G互联

网、私有VPN解决方案，并通过海底光缆与美国、葡萄牙大陆和

其他岛屿相连。

就能源而言，电力市场是自由化的（和葡萄牙大陆一样），整

个价值链中有多家供应商和不同的中介机构。有多家可再生能源

工厂，如特塞拉岛能源回收中心，这代表着循环经济领域的重大

机遇。

商务住宿
有多个适合召开商务会议的工业和商业场所。一个著名的场

所就是英雄港工业园，它位于市郊，毗邻连接岛上两个主要枢纽

的主要道路。

该工业园也靠近能源回收中心，最近进行了翻新，以更好地

满足企业家的需求。

与此同时，TERINOV旨在为公司提供孵化，为文化和创意产

业提供共用场所，为现有公司提供场所，以及为农产品行业、生

物技术和乳制品创新提供研发实验室。还将建立一个监测太空物

体的中心，这是涉及葡萄牙国家的国际项目的一部分。

这些空间的使用和扩展将展示该岛的多产业重心。

商业环境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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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具有商业功能的港口，至少7.00的最低天文潮
位和至少400米的泊位

英雄港工业园1

TERINOV -�特塞拉岛科技园

特塞拉岛多产业商业园

StartUp Angra

C类：为小型贸易、客运和渔业提供服务的港口

D类：专门用于渔业的港口

Lajes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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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在亚速尔群岛的英雄港市，适用税收差异。实际上，

该地区的税率较低且具有特定的税收优惠。

亚速尔群岛的税收基于葡萄牙税收制度，并进行了一些调

整，如企业所得税(CIT)、个人所得税(PIT)和增值税(VAT)。

其他税收也可能适用，例如印花税、特定消费税和房产转 

让税。

CIT
当前CIT税费降低20%。在这种情况下，英雄港的公司应遵

守：

• ► 16.8%的CIT（对于中小型企业，1,500万欧元以下的税前收入

应征收13.6%的税费）

• ►�当税前利润超过150万欧元时，征收2.4%至7.2%的区域附加费

虽然英雄港预计会收取市政附加费，但总部设在该市的公司

当前可豁免。

PIT
生活在亚速尔群岛的个人可以减低20%到30%的PIT税。利润

率为10.15%至38.4%。此外，超过80,000欧元的收入可能会征

收额外的附加税。

作为一般规则，在英雄港居住的个人因转卖股份或收到股息

而获得的资本收入可减低22.4%的PIT税。但是，如果满足一些

要求，这种类型的收入也可能与专业收入一起征税。

归类为非常住居民的个人可享受16%的特殊PIT税率。这适

用于专业收入（A类）和商业活动（B类），如果来自高附加值

活动的发展。

此外，如果满足一些要求，该计划允许对来自葡萄牙境外

的收入适用豁免。

具体而言，非常住居民法规在外国养老金方面促进了有利

的税收制度。如果满足某些条件，这些养老金可以从双重豁免

（葡萄牙和来源国）中受益。

VAT
根据税法，商品和服务交易适用增值税，前提是它们是在

葡萄牙进行的。

标准和中间/降低率分别降低20%和30%。这意味着亚速尔群岛

征收以下VAT税：

• ►标准：18%
• ►降低：9%
• 中级：4%

税收优惠
位于亚速尔群岛的公司可享受葡萄牙税法中规定的大部分

税收优惠和特殊计划。其中包括鼓励投资、研究和开发的税收

优惠。此外，双重征税协定网络也可用于减轻双重征税。

除上述减税外，英雄港的公司可以申请区域税收优惠，即：

葡萄牙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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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除未分配利润的投资，扣除应纳税额的限额，相当于合格

投资的20%
• �生产单位超过100万欧元且创造了就业机会的投资项目的合

同税收优惠以及其他条件（税收优惠相当于扣除30%的相关

申请（可能由几个增加项）、最高90%的集资，以及IMI的
减免，具有某些条件）”

在英雄港市，可以申请RETT和MPT对区域利益项目的奖

励。例如，这可能是对这些项目的发起人使用或所获得建筑

物的10年期RETT和MPT豁免。

其他投资优惠
新的税收法规

为了促进货币和官僚层面的投资，英雄港市政厅推出了一

项新的市政税收法规，简化了投资过程。

它因此创建了一整套程序来简化需要地方政府批准的法律

程序和文件。

英雄港市政府批准了关于税率的新规定，并且考虑了当前

的经济紧要性。它还旨在支持希望在理事会实施的项目。我

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变化包括：

• �城市化的豁免和减少，可能完全或部分归因于与城市运营相

关的许可、事先沟通和授权：

• ►�旨在消除行动不便人士进入建筑物的障碍

• ►�提高建筑物的能源性能或使用可再生能源

• ►�旨在消除白蚁侵扰

•��对青年企业家制定的商业举措广告进行豁免和减税，可

在活动的第一年免除广告费，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减少50%
税额。这些豁免条件以及其他豁免条件可在投资支持网站

(investangra.com)上查看。

商业园规定变更

鉴于英雄港商业园的空间扩张以及增加其吸引力的意图，

该规定已经更改，以期改善为投资者提供的条件，包括降低安

装成本。相应地，该规定为投资者增加了财政激励。例如，

当某块地变为完全所有后，英雄港市政府将返还这块地价格的

85%。如果只涉及地面使用权，那么返还额将达到10年期分期

付款额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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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机会

农产品

农产品行业优势和机遇
畜牧
肉牛和奶牛的
相关产品

与研究中心联络
专为农产品行业的创新而设计

林业资源
具有开发价值的资源和具有高保存率的领域

对健康和食品的关注

日益增长（全球）
对无乳糖牛奶、冻干水果、有机生产和乳清蛋白的需
求不断增长

产品的质量和差异化
Denominação de Origem Protegida (DOP)�–�受
保护的原产地标识，如各种花的蜂蜜和不同香味的
蜂蜜。

Indicação Geográfica Protegida (IGP)�–�受保护的
某些地理来源的产品，如亚速尔群岛的肉类

“Marca Açores”（自然认证）也适用于林产品

丰富的产业知识
反映了推进技术和知识的悠久传统，
特别是在乳制品方面

新产品
驴奶、有机生产和其他领域的
农产品（化妆品）

21.7%
位于特塞拉岛的亚
速尔群岛农业
区百分比

48,8%
制造业中肉类、

奶类和乳制品

的销量

68%
农业生产占全市
收入的百分比

幸福的奶牛
奶牛在广阔的牧场
上户外饲养

130万
2016年出口的普罗

蒂亚花茎

奶粉
乳制品市场中最相
关的副产品

普罗蒂亚花
在英雄港和亚速尔
群岛广泛生产
的鲜花

林业
木材销售额超过180万
欧元，并为亚速尔

群岛的工业转型产

业贡献1,090万欧元

作物
亚热带和柑橘类水果、
葡萄、马铃薯和玉米

来源：SREA; ►INE; ►Governo dos Açores►

27%
位于特塞拉岛的

亚速尔群岛林

业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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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

施工优势
和机遇

近期增长
新建筑项目的数量增加
（2015年和2016年），
但速度相对稳定

施工时间
保留该国最短工程期限
记录�- 2016年为12个月，
远低于全国平均值21个月

产业投资
针对城市复兴的城市政策以
及与能源效率和可持续
性相关的欧盟激励措施

城市复兴和振兴
通过重新设计Lajes军事基地

和增加旅游需求来
发展该产业

8% GAV
英雄港施工产
业贡献（包括房产推广、
土木工程和专业
活动）

1,700万欧元
英雄港市施工产业成
交额（2015年）

7%
亚速尔群岛人口
从事建筑工作

228
英雄港市产业
成立企业数
（2015年）

技能培训
因最近几十年的重建
获得了深度干预
（1980年地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文化遗产地位等）

超过25%
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
亚速尔群岛水泥消
费量增长

来源：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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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机会

旅游

旅游优势和
机遇国内游客

占52%，其次是西班牙人，
占11.9%，然后是美国人，
占11.5%

资源和基础设施的密度高
且多样化
自然资源包括亚速尔群岛

原始森林

改善住宿质量和体验的城市环境

遗产和文化底蕴，
传统节日和国际庆祝活动

空运和海运
低成本公司进入市场

增加邮轮旅游业

成功指标
酒店设施收入增长；

游客人数增加

海上旅游活动
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和高质量

的服务

发展乡村旅游和当
地住宿

延长停留时间游客概况

不断变化

282,000
2016年游客在特塞拉
岛上度过的总
晚数

旅游
重点关注英雄港的岛
屿自然美景和建筑，
1983年成为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24%
2015-2016年间特塞
拉岛的入住率

€26.6
2016年特塞拉岛上的
每间可用客房收入
(RevPAR)

来源：SREA; INE。

970万欧元
2016年特塞拉岛
旅游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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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

海洋经济优势
和机遇

广阔的专属经济区和地理战略位置

占57%的葡萄牙专属经济区和30%的欧洲专属经济区，
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和海洋
观测台

环境质量和较高海洋生物

多样性

蓝旗海滩和水上运动

钓鱼和科学界
包括亚速尔群岛最大捕捞活动的港口

（S. Mateus da Calheta港口）

船舶修理
与休闲船队有关的专有技术，

即越冬（冬季船只保护）

Marina d’ Angra和Pipas港口
条件优越，主要与旅游海

上活动有关

水产养殖

具有很高的发展潜力，
已批准和正在进行若干项目，
并提交了其他申请

活动区域
• ►港口活动和海运

• ► 渔业和水产养殖、鱼产品加工和销售

• ►造船和船舶修理

• ►旅游：海上旅游活动

船舶修理
修理休闲船队的
传统

港口活动

条件优越的港口，尤其
是Pipas和S. Mateus da 
Calheta港口

与普拉亚达维多利亚Vila海
洋港口的距离和关系

渔业
占葡萄牙海洋经济
成交额的�9%，GAV的10%

钓鱼
占亚速尔群岛捕捞量的12%
红鲷鱼是捕获量最大的鱼
类，占特塞拉岛总捕捞量
的36%

奖项
优质海岸奖
（英雄港的海湾和
海关庭院被选为优质
景点之一）和LIDE 
Preservar奖

20%
2016年非本地游艇
的船员流动增加

来源：SREA; ►INE; ►Portos dos Aç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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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机会

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优势
和机遇17%

位于英雄港的亚速
尔群岛企业的
百分比 财政制度

与大陆相比，制度更具吸引力�

享有差异化的支持计划，

成为国家和欧洲最外层地区

地理战略位置
欧洲和北美大陆之间的中心位置

葡萄牙广阔的专属经济区

与欧盟、美国和加拿大有着深厚

的历史渊源

资源和商业住宿
适合商业发展的物理场所的供

应改善并增长

满足居民培训需求的培训和

知识中心

提供服务的传统
公共服务满足社区的需求，
并通过行政中心向家庭和企业提供

839
位于英雄港
市的商业服务产
业企业数

1,500万欧元
商业服务产业的业务量
（2015年）

73%
人口就业于第三
（服务）产业

11.7%
2010年至2015年间
业务量增长

来源：INE；CCP“Business Services em Portugal”，EY，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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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投资领域

健康
由于医疗中心、药房、医院等，医疗服务的提供得到了

巩固，质量也得到了提高。此外，还有一些计划和倡议可以

促进学校的健康教育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据INE称，医疗保健覆盖率逐年提高。2016年，英雄

港的每1,000名居民中有3.9名医生，在亚速尔群岛排第二

位，仅低于Ponta Delgada（亚速尔群岛的总体比率为3.1
）。英雄港每1,000名居民有15.7名护士，高于亚速尔群岛

和葡萄牙大陆（2016年葡萄牙大陆和亚速尔群岛的比率分

别为6.7和8.3）。

当地的医疗保健服务也受益于大学（亚速尔群岛大学）

的附属医院。这使得试点项目的运行能够改善居民或季节性

游客的健康状况，尤其是老年人。

环境与可持续性
该市是群岛的一部分，群岛因其环境质量和生态卓越而

享誉国际（2017年亚速尔群岛连续第三次被列入可持续发

展目的地绿色目的地前100名单，并第二次获得优质海岸白

金奖）。

自然资源增加了高水平的保存和保护，是亚速尔群岛内

一个重要的差异化因素。

可再生能源得到了大量应用，例如英雄港的能源回收中

心可处理各种固体废物。

最后，尽管处于起步阶段，但大西洋国际研究(AIR)中心

的建立（特别是在特塞拉）可能为发展与海洋、太空、气候

和能源有关的企业和伙伴关系提供投资机会。

文化和遗产
该市拥有活力四射的文化生活，拥有国际公认的遗产资

源（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经常举办重要活

动（如Sanjoaninas、Folk Azores）、音乐节和舞蹈节（如

Angrajazz）。

博物馆提供教育活动和各种体育设备，为您提供各种娱乐

活动。亮点包括高尔夫球场和最近的英雄港解说中心，这是

建筑师Siza Vieira正在进行的项目。这些也促进了当地美食

和手工艺品收入。

教育和培训
英雄港市提供的培训和教育机会多种多样，对促进常住人

口的教育和发展裨益良多。

亚速尔群岛大学的一个有机单元、职业学校和培训中心与

地区政府和市政府的支持倡议结合，以提高居民的资质。例

如，我们注重“Estudar�+”计划，该计划为英雄港的常住人

口提供市政支持。在这里，人们承诺在完成该计划后留在该

市，服务于培训和人才保留的双重目的。

该市拥有重要的职业培训传统，由两个专注于农业技术和

生物技术的研究中心提供支持。这里的研究中心促进了强大

的国际关系，特别是通过交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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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投资
与创新

主要公共投资

到Pipas港口的滚装船

目前正在进行公共采购流程以获得满足Pipas港口

靠泊要求的船舶。正如亚速尔群岛自治区可持续城市

交通规划所预见的那样，该船可容纳650名乘客和150
辆车，起价4,800万欧元。

Pipas港口
正在投资建造滚装船和轮渡引桥，以及延伸码头

前部。这些对于市政府的竞争力和抓住邮轮业的机会

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岛屿间的情况下。

高峰地热发电厂
可再生能源为亚速尔群岛提供投资机会，地区政

府在特塞拉岛开设了一个净功率为3.5兆瓦的地热发电

厂。预计这些将在2018年满足该岛10%的能源需求。

特塞拉岛多产业园
英雄港展览公园的扩建为特塞拉岛配备了多产业

园。该项目于2018年落成，代表了为广告和促销公

司、企业和本地产品提供活动、展览和围场的重大突

破。

英雄港信息中心
此项目耗资250万欧元，由出色的建筑师Siza Vieira

设计。其重点是建立一个解释英雄港（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文化遗产）的起源及其演变的中心。该项目有助

于重建城市的市区。

TERINOV – 特塞拉岛科技园
这项投资包括在约5,500平方米的土地上建造9座建

筑物。这些建筑为公司、共同工作场所、六个用于文化

和创意产业的区域、八个现有公司场所、两个农产品工

业和生物技术研发实验室以及一个乳制品创新实验室提

供场所。

特塞拉科技岛
该项目的投资于2017年10月宣布，作为特塞拉岛经

济复苏和振兴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增强岛屿和地

区在信息技术发展方面具有的竞争优势。特塞拉科技岛

项目是旨在减轻Lajes基地活动影响的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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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案例

AIR中心

这个科技研究和国际合作项目由八个国家、大学、

研究和技术组织以及几个跨国公司组成，由葡萄牙领

导，总部设在特塞拉岛。该中心的主要目标是促进有关

地球观测、气候变化、能源、海洋和数据分析的知识。

还有针对AIR中心用户和公司的营销和业务发展、科学和

教育的其他计划。

TERAMB
它是特塞拉岛的市政环境管理和评估公司。能源回

收中心于2010年设计并于2016年落成。其功能包括废

物和材料的处理和评估，并保证系统的环境、经济和社

会可持续性。

利用驴奶生产
在英雄港，像Asinus Atlanticus这样的公司通过将驴奶卖

给化妆品行业来赚钱。驴奶因其富含Omega 3而价值较高。

在亚速尔群岛，特别是在特塞拉岛，这种产品在牧场生产

中添加了更多营养成分，更具特色。在英雄港，这一产业的产

品有可能实现多样化（例如山羊奶或驴奶），它们可能被视为

优质产品。这将导致产量略微下降，而商品在高端市场的价格

上涨。

创业和创新
尽管由于银行避险偏好造成了限制（尤其是难以获得银行

贷款），但Susiarte公司今年仍然在葡萄牙中小型企业中排第

14位。

供应和出口蔬菜、水果和花卉产品
Fruter是蔬菜、水果和鲜花生产商的合作社。它最近投资

了300多万欧元在Vinha Brava建立新工厂。

这项投资旨在为接收和准备产品创造空间，然后再供应给

当地市场或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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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可以提
供哪些帮
助？

投资者服务

EY Portugal在里斯本和波尔图设有办事处，提供担保、 

税务、咨询、交易咨询服务和人员咨询服务等领域的服务。

我们的团队与葡萄牙的金融系统、私募股权公司、风险投

资公司和私营公司以及EY网络国家合作。这种对国内和国外市

场的深入了解使我们能够提供涵盖投资过程所有阶段的一系列
服务：

投资机会的识别
和把握

• ► 帮助对新的投资（地理、产品或市场）做出决策

• ► 根据投资者的要求确定潜在承诺清单

• ► 确定初步接触，制定保密协议，安排与目标公司详谈

支持收购和整合

• ►采购谈判中的技术支持

• ►确定当地的筹款机会

• ►确定欧盟税收和财政激励措施

• ► 设计和实施转型计划，以实现平稳、快速的整合过程

• ► 评估价值链并确定物流和财政改善的机会

• ► 评估运营和确定绩效改进机会

• ►评估内部控制流程，包括IT咨询

• ► 根据当地法规和投资者政策评估补偿政策和包装设计的存在

验证收购机会

• ► 财务、税务、商业、环境和监管尽职调查

• ►资产评估

• ►商业模式验证

• ►评估税务影响

评估项目初期的投资机会

• ►根据业务需求选择位置

•  ►初步准备商业模式，反映基于本地化的投资以及财务和运营

成本

• ► 与国家和地方利益相关者进行初步接洽，确定融资机会， 

包括美国的税收和激励措施

• ► 准备和协助实地考察以及与当地和国家利益相关方的正 

式接洽

• ► 根据供应要求确定和选择当地供应商

持续支持

• ►会计和财务报告

• ►外部审计服务

• ►公司税收和财务报告的法律规则

公司和价值链的竞争力

• ►战略决策咨询

• ►专题和部门研究

• ►商业和营销计划

• ►消费者和品牌战略

• 投资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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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产业

EY Portugal与EY Global一样，在与政府、投资促进机

构、地区、市政府和上市公司合作进行诊断和背景分析，以

及改善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支持和监测方面有着丰富的

经验(FDI)。

EY为公共实体提供以下支持：

评估吸引力指数

•  确定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促进（出口）的吸引力因素和

现有制约因素

• ►投资地点（场地位置）

投资 促进

•  确定和确认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目标

•  在国家或地区层面的几个行业编制针对每个产业和投资者的

投资手册“营商环境系列”

•  为特定产业编制区域商业模式的模板

•  初始设置并定义投资者通常要求的数据更新流程

•  组织路演并促进与潜在投资者的一对一会谈

地区和城市的吸引力

• ►地方和区域发展战略

•  吸引力、振兴以及设备和遗产的影响

•  研究区域发展、地方和旅游价值创造的因素

• ►管理模式和伙伴关系

培训和管理

•  培训团队负责发掘投资线索、处理订单、准备会议、组织现

场访问和投资项目的日常管理

•  为投资者支持服务的准备和管理提供咨询建议（投资决策和

持续支持）

•  为地方投资委员会的筹备和管理以及主要利益相关的FDI问题

提供咨询建议

投资意向支持

• 商业模式验证

• 投资者尽职调查

• 区域影响评估

• 可持续评估

持续支持

•  促进专题小组与现有投资者一起评估满意度、识别风险转移

并扩大机会

•  促进与投资理事会的会议

•  创建投资吸引力分析板以衡量结果

公共政策和投资的有效性

• 宏观经济分析

•  评估和分析计划和公共政策的影响

• 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战略计划

• 监测部门方案和政策

• 为公共管理提供技术援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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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联系人

机构

Câmara Municipal de Angra do Heroísmo
Praça Velha
9701-857 Angra do Heroísmo
Açores - Portugal

电话：+351 295 401 700
电子邮箱：angra@cmah.pt

Câmara do Comércio de Angra do Heroísmo
Rua da Palha nº4-14                               
9700-144 Angra do Heroísmo                                         
Açores - Portugal

电话：+351 295 204 810
传真：+351 295 204 817
电子邮箱：geral@ccah.eu

Sociedade para o Desenvolvimento 
Empresarial dos Açores (SDEA), EPER

Headquarters
Ponta Delgada
Rua Dr. José Bruno Tavares Carreiro, 6 - 6ºPiso,            
9500-119 Ponta Delgada

电话：+351 296 309 100
传真：+351 295 215 142
电子邮箱：geral@sdea.pt

Delegation

英雄港
Rua Direita 52 - 2º,
9700-066 Angra do Heroísmo

电话：+351 295 217 664
传真：+351 295 215 142

João Alves
主管合伙人

电话：+351 217 912 167
电子邮箱：joao.alves@pt.ey.com

Florbela Lima
合伙人兼安永-帕特侬葡萄牙负责人

电话：+351 217 949 341
电子邮箱：florbela.lima@pt.ey.com

EY

免责声明：我们的研究于2018年8月结束。我们不保证此日期后的事实和数据的准确性。

联合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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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EY
EY是保险、税务、交易和咨询服务的全球领导者。我们提供的见解和优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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