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随着内地与香港的联系日趋紧密，越来越多香港居民居住和往返粤港

两地；为加强有关在内地生活的各方面资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

粤经济贸易办事处和香港工会联合会合作编制了这本小册子 —《港

人内地生活小百科》，介绍港人在内地工作、生活、经商投资、就学

和旅游等各方面的须知。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简介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驻粤办)于 2002 年 7 月成

立，目的是为促进香港与广东的经济贸易发展和双方合作。为进一步

加深香港与华南地区的联系，从 2006 年 4 月起，驻粤办的服务省区

由广东扩展至福建、江西、广西及海南。随着驻武汉经济贸易办事处

于 2014 年 4 月成立，驻粤办的服务省区亦调整为福建、广东、广西、

海南及云南。 

于 2006 年 4 月起，驻粤办增设入境事务组，为身处在服务省区范围

内遭遇突发事故的香港居民提供可行的紧急支援服务，包括： 

 协助遭遇严重意外事故的香港居民及其家属； 

 协助在内地被刑事拘留或逮捕的香港居民及其家属； 

 协助遗失旅游证件的香港居民确认其香港居民身份；及 

 协助他们办理离境返港手续等。 

为更有效推进粤港及深港合作，香港特区政府于 2010 年 8 月在深圳

设立驻深圳联络处，与深圳市政府加强联系及为身处深圳的港商及港

人提供协助。国家「十二五」规划将海峡西岸经济区提升至区域发展

的重点战略定位。为抓紧这发展机遇，加强和深化香港与福建的多范

畴合作，香港特区政府于 2012 年 2 月在福州开设驻福建联络处。 



 

      

 

 

联络方式： 

驻粤办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233 号中信广场 71 楼 7101 室 

邮编：510613 

电话：(86 20) 3891 1220 传真：(86 20) 3891 1221 

网址：http://www.gdeto.gov.hk 电邮：general@gdeto.gov.hk 

驻深圳联络处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26 层 2628 室 

邮编：518026

电话：(86 755) 3395 5852 传真：(86 755) 3395 5506 

驻福建联络处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37 号信和广场 802 单元 

邮编：350003 

电话：(86 591) 8825 5633 传真：(86 591) 8825 5630 

服务时间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时三十分至下午十二时三十分； 

下午一时三十分至五时三十分(内地公众假期除外) 



 

 

 

 

 

 

 

 

香港工会联合会内地咨询服务中心简介 


工联会内地咨询服务中心是香港工会联合会与内地各市总工会合作

成立的服务机构，为在内地工作、生活、经商投资及就学的香港居民

提供咨询和紧急援助等服务。 

随着粤港两地的交往日渐频繁，香港居民前往广东省各地投资、工作、

学习和定居有不断上升的趋势。香港工会联合会于 2004 年起与内地

工会合作，分别在广州、深圳、东莞、中山及惠州等五个城市设立咨

询服务中心，以『团结爱国 维护权益 互助互爱 促进发展』为服务

宗旨，为在内地工作及生活的香港居民提供各种咨询和协助，加强粤

港两地之间的联系，为共创和谐社会作出努力。 

服务对象： 

 在内地工作、生活、经商投资、就学及旅游的香港居民 

服务范围： 

 为香港居民在内地的合法活动提供生活、法律、工作、投资及

教育等各方面的咨询 

 提供应急性的援助，以减低香港居民在内地遇事时的不安及彷

徨 

 定期为在内地生活的香港居民组织和举办活动，加强彼此之间

的联系



 

 

联络方式： 

工联会内地咨询服务中心 

地址：香港九龙土瓜湾马坑涌道 12 号 1 楼 

电话：(852) 3652 5700 传真：(852) 2624 4000 

网址：http://www.ftu.org.hk 电邮：china@ftu.org.hk 

本小册子是为香港居民提供在内地工作、生活及就学等方面的指引，

具体条例均以内地政府部门最新公布的政策为准。如欲了解详情，请

直接向工联会内地咨询服务中心或相关部门查询。 



 

 

 

 

I. 工作及就业 


Q1.香港居民在内地工作需注意甚么事项？ 

1.申请办理《台港澳人员就业证》 

根据《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在内地就业的香港

居民，应当申请办理《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就业证），所指的香港居

民包括： 

 与内地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人员； 

 在内地从事个体经营的香港居民；及 

 与境外或台、港、澳地区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受其派遣到

内地一年内在同一用人单位累计工作三个月以上的人员。 

内地用人单位聘雇或者接受被派遣的香港居民，应当由内地用人单位

为其办理就业证。而香港居民在内地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应当由本

人办理就业证。《台港澳居民就业申请表》可在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官方网站下载打印。 

2.清楚劳动合同内的条款 

香港居民在签订劳动合同时需详细了解具体条款，如：合同的期限、

工作内容与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等，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

益。 

3.缴纳社会保险费 

香港居民在内地就业，应当按照《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

行条例》及当地相关法规、规章政策规定，参加就业所在地包括基本



 

 

 

 

 

 

 

  

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生育保险等各

项社会保险并缴交社会保险费。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分三种，包括： 

 香港居民在内地就业，与内地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应按

规定参加当地社会保险； 

 香港居民在内地从事个体经营，应当为雇员缴纳社会保险费；

及 

 与境外或台、港、澳地区用人单位订立雇用合同后，被派遣到

内地注册或登记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工作的香港居民，应当

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由境内工作单位和本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费；未与内地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香港居民，不参加社会

保险。 

4.留意住宿福利 

尽早向公司了解是否提供住宿福利，并事先视察居住地附近的环境及

治安，若发现有不妥，应即时与公司商讨。 

Q2.用人单位拟聘雇或者接受被派遣的香港居民，应当具备哪些条

件？ 

用人单位拟聘雇或者接受被派遣的香港居民，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年龄 18 至 60 周岁（直接参与经营的投资者和内地急需的专业

技术人员可超过 60 周岁）； 

 身体健康； 

 持有有效旅行证件；



 

 

 

 

 

 

 

 

 

 

 

 

 从事国家规定的职业（技术工种）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具有相应的资格证明；及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Q3.用人单位如何为其聘雇的香港居民或者接受被派遣的香港居民办

理就业证？ 

用人单位为香港居民在内地就业申请办理就业证，应当向所在地的地

（市）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交《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就业申请

表》和下列有效文件： 

 用人单位营业执照或登记证明； 

 拟聘雇或者接受被派遣人员的个人有效旅行证件； 

 拟聘雇或者接受被派遣人员的健康状况证明； 

 聘雇意向书或者任职证明； 

 拟聘雇人员从事国家规定的职业（技术工种）的，提供拟聘雇

人员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及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文件。 

Q4.在内地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香港居民如何办理就业证？ 

在内地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香港居民，由本人向所在地的地（市）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交《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就业申请表》和下

列有效文件： 

 个体经营执照； 



 

 

 

 

 健康状况证明；及 

 个人有效旅行证件。 

Q5.若用人单位没有为其聘雇的香港居民或者接受被派遣的香港居民

办理就业证，有什么处罚？ 

若用人单位没有为其聘雇的香港居民或者接受被派遣的香港居民办

理就业证或备案手续，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其在限期前改

正，并可以罚款人民币 1,000 元。另一方面，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无

效，双方权利义务无法受到劳动法规的全面约束。 

(资料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提供，如有查询，可致电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电话咨询服务中心 电话：(86 20) 12333)



 

 

 

 

II.个人所得税 


Q1.香港居民在香港及内地分别签订劳动合同，同时分别提供服务，

其在内地个人收入是否应税的判定标准及计算方法？ 

首先，应当划分来源于境内的所得和来源于境外的所得： 

 个人实际在中国境内工作期间取得的工资薪金，不论是由中国

境内还是境外企业或个人雇主支付的，均属于来源于中国境内

的所得； 

 个人实际在中国境外工作期间取得的工资薪金，不论是由中国

境内还是境外企业或个人雇主支付的，均属于来源于中国境外

的所得。 

根据个人实际在内地居住时间确定纳税义务： 

境内居住 

时间 

境内支付

部分 

境外支付 

部分 

适用公式（应纳税额）境内

工作

期间 

境外

工作

期间

境内

工作

期间

境外

工作

期间

一

般

雇

员

和

1天－183天

（无协议或

安排规定为

1天－90天）

征 免 

非境

内负

担的

部分

免税

免 

(当期境内外工资薪金应纳税所

得额 ×适用税率–速算扣除

数)×(当期境内支付工资÷当期境

内外支付工资总额)×(当期境内

实际停留天数÷当期公历天数) 

高

层

管

理

184天（无协

议或安排规

定为91天） 

－ 不满1年

征 免 征 免 

(当期境内外工资薪金应纳税所

得额 ×适用税率–速算扣除

数)×(当期境内实际停留天数÷当

期天数) 

人

员 

1年 － 不满

5年 
征 征 征 免 

(当月境内外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

税率–速算扣除数) ×[1–(当月境



 

 

 

 

 

 

外支付工资÷当月境内外支付工资

总额) ×(当月境外工作天数÷当月天

数) ]

5年以上 征 征 征 征 
当月境内外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税率–速算扣除数 

上表适用于①一般雇员（不论有无协议或安排适用）②有协议或安排但不

适用董事费条款的高层管理人员③不兼任董事的高层管理人员。 

境内居住 

时间 

境内支付

部分 

境外支付 

部分 

适用公式（应纳税额）境内

工作

期间 

境外

工作

期间

境内

工作

期间

境外

工作

期间

高

层

管

理

人

员

和

董

事 

1天－183天

（无协议或

安排规定为

1天－90天）

征 征 

非境

内负

担的

部分

免税

免 

(当月境内外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税率–速算扣除数)×(当月境内

支付工资÷当月境内外支付工资

总额) 

184天（无协

议或安排规

定为9 1天） 

－ 不满1年

征 征 征 免 

(当月境内外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税率–速算扣除数)×[1–(当月

境外支付工资÷当月境内外支付

工资总额)×(当月境外工作天数 

÷当月天数)] 
1年 － 不满

5年 
征 征 征 免 

5年以上 征 征 征 征 
当月境内外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税率–速算扣除数 

上表适用于①无税收协议适用的高层管理人员②有协议且适用董事费条款

的高层管理人员③兼任董事的高层管理人员或兼任高层管理人员的董事。

Q2.在内地设厂，但不常驻内地工作的港商是否必须缴纳个人所得

税？ 

根据国税发〔2009〕121 号规定，个人在公司（包括关联公司）任职、



 

 

 

 

受雇，同时兼任董事、监事的，应将董事费、监事费与个人工资收入

合并，统一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对于在内

地设厂但不常驻内地的港商，如果既担任该企业的董事或董事长，又

同时担任直接管理职务，或者名义上不担任企业的直接管理职务，但

实际上从事企业日常管理工作的，在该企业具有董事或董事长和雇员

的双重身份，不论其是否常驻内地，也不论是否在企业账簿中记载，

除其取得的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所得依照财税字[1994] 020 号有关

规定可免征个人所得税外，其取得的董事费收入应按工资、薪金所得

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Q3.香港居民在内地购买物业，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香港居民在内地购买物业用于出租收取租金，不构成国内居民

纳税人，但须就租金收入缴纳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 

 香港居民在内地购买物业用于自住，同时该居民也在内地任职

工作，妻子孩子也在内地一同居住生活，则可以认定他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所称的“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

人”，他必须将包括中国境内的收入和香港取得的收入在内的

全球收入，在内地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如有查询，可致电广东省地方税务局纳税服务热线：(86 20) 12366 按 2 或有关地方

税务部门) 



 

 

 

 

 

 

 

 

III.经商投资 


Q1.香港居民在内地经商投资，一般有哪几种形式？ 

 开办独资公司； 

 开办合资或合作公司； 

 申办成为个体工商户；及 

 外资合伙企业。 

Q2.香港企业在内地投资领域有什么政策规定？ 

香港企业在内地投资需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商务部联合颁

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 年修订版）》，确定企业投资领域

是属于“鼓励类”、“限制类”还是“禁止类”，相应选择在内地的

投资领域及形式。 

详情请参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方网站： 

http://wzs.ndrc.gov.cn/zcfg/zhp/201405/t20140513_611371.html 

Q3.香港居民如何在内地申办外资公司、合资公司或合作公司？ 

有关在广东省申报审批程序等投资资讯，请参阅广东省商务厅《广东

投资指南》网页 http://www.gddoftec.gov.cn/sub.asp?channalid=1012。港

商亦可参阅由驻粤办编制有关五省区（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及云

南 ） 的 《 投 资 咨 询 ／ 服 务 机 构 简 表 》

http://www.gddoftec.gov.cn/sub.asp?channalid=1012
http://wzs.ndrc.gov.cn/zcfg/zhp/201405/t20140513_611371.html


 

 

http://www.gdeto.gov.hk/tc/doing_business/information_2013.html，简表列

出为外商（包括港商）提供投资／政策咨询、代办外商投资企业和外

商常驻代表机构设立手续等服务的机构资料。 

Q4.香港居民在内地从事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范围及经营方式是甚么？ 

根据 CEPA 的规定，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可依照内地有关法

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在内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个体工商户。

经营范围包括批发（仅限纺织品、服装、日用品、文具用品、体育用

品和其他文化用品）、零售业、餐饮业、理发、美容、洗浴、家庭电

器及日用品修理、汽車、摩托車维修与保养、经济贸易咨询和企业管

理咨询、个体诊所、兽医服务等，更可在广东省从事贸易经纪与代理

业（不含拍卖）及租赁服务业（不含房屋租赁服务）。有关内地主要

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获准营业范围、经营限制、开业审批及登记

手 续 等 资 料 ， 请 参 阅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政 府 工 业 贸 易 署 网 页 ：  

http://www.tid.gov.hk/tc_chi/cepa/tradeservices/ownedstores.html 

Q5.香港居民在内地从事个体工商户的税收怎样计算？ 

按照有关地方税法的规定，从事不同行业的个体工商户，所缴纳的税

收种类不同。例如，经营零售业和日用品修理，主要缴纳增值税和个

人所得税；经营餐饮业、理发、美容、洗浴等行业，则需要缴纳营业

税、有关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营业税的计算为：应纳税额＝营业额×税率（5％） 

http://www.tid.gov.hk/tc_chi/cepa/tradeservices/ownedstores.html
http://www.gdeto.gov.hk/tc/doing_business/information_2013.html


    

   

 

 

 

 

 

 

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有查账征收和核定征收两种，查账征收适用五级超

额累进税率表。 

个人所得税税率表 

（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

营所得适用） 

级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元）数 含税级距 不含税级距 

1 不超过  15,000元的 不超过  14,250元的  5  0  

2 超过15,000元至 30,000

元的部分 

超过14,250元至 27,750

元的部分 

10 750 

3 超过30,000元至 60,000

元的部分 

超过27,750元至 51,750

元的部分 

20 3,750 

4 超过60,000元至

100,000元的部分

超过51,750元至 79,750

元的部分 

30 9,750 

5 超过100,000元的部分 超过79,750元的部分 35 14,750 

注：1.表中所列含税级距与不含税级距，均为按照税法规定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

减除成本、费用及损失后的所得额； 

2.含税级距适用于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由纳税人负担税款的对企事业单

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不含税级距适用于由他人（单位）代付税款的承

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其实施细则和个人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对不能提供完整、准确纳税资料，不能正确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的个体工商户，由主管税务机关确定采用核定征收方式

计征个人所得税，具体操作上包括：定期定额征收、核定应税所得率

征收、核定应纳税额和核定应纳税所得额依率征收等方法。 

(如有查询，可致电广东省地方税务局纳税服务热线：(86 20) 12366 按 2 或有关地方税务部

门) 

Q6.如投资企业涉及商标申请，该如何办理商标注册？ 

申请办理商标注册、转让、变更等手续的途径有两种：一是由申请人

直接到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申请办理；二是可委托商标代理机构代为

申请办理。香港注册的商标在内地申请注册有优先权。 

有关商标申请流程和注意事项，请参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网站相关介绍： 

http://sbj.saic.gov.cn/sbsq/sqzn/ 

Q7.怎样处理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内地的知识产权类型主要有：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

内地有相关法律、法规就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处罚和

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方式做出了规定。 

发生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时，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相应的行

政管理机关进行处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行政处

罚的种类主要有：罚款、责令停止侵害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侵

权制品等。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的，可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

http://sbj.saic.gov.cn/sbsq/sqzn


 

 

 

 

 

 

究刑事责任。 

2009 年 7 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

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实施办法》第 21 条规定：“海关对进出口货

物实施监管，发现进出口货物涉及在海关总署备案的知识产权且进出

口商或者制造商使用有关知识产权的情况未在海关总署备案的，可以

要求收发货人在规定期限内申报货物的知识产权状况和提交相关证

明文件。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未按照该规定申报货物知识产权状

况、提交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海关有理由认为货物涉嫌侵犯在海关总署

备案的知识产权的，海关应当中止放行货物并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

人”。 

欲了解在内地申请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的详细信息，可向专业咨询机构进行咨询，或参

考以下相关政府机构的网站： 

1.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http://www.sipo.gov.cn/

2.国家版权局：http://www.ncac.gov.cn/

3.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http://sbj.saic.gov.cn/ 

4.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http://www.ipr.gov.cn/index.shtml

Q8.如何能获得内地商贸政策、法规和经济发展的最新资料? 

驻粤办每逢周五出版《驻粤办通讯》，收录有关五省区(福建、广东、

广西、海南及云南)商贸政策、法规和经济发展的最新资料，以及五

省区内举办的经贸活动的资讯。驻粤办亦编印了多份有助港商了解五

省区经贸资讯的单张／刊物。《驻粤办通讯》与单张／刊物已分别上

载至驻粤办的网站： 

http://www.gdeto.gov.hk/tc/doing_business/information_2013.html 

http://www.gdeto.gov.hk/tc/doing_business/information_2013.html


 

 

 

 

 

驻粤办亦会举办研讨会／座谈会，邀请内地政府部门就政策法规为港

商作出讲解，亦会协助港商组织考察团访问五省区，亲身了解各省区

内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与商机。 

Q9.在内地经商投资遇到困难应怎么办? 

驻粤办密切留意五省区内对港商有重大影响的政策和有关措施的执

行情况。如有需要，驻粤办会在适当时候采取跟进行动，包括将港商

共同关注的问题透过不同管道，转达给五省区有关政府部门。 

Q10.内地企业若有意赴港投资开办公司，如何能获得相关资料和协

助？ 

内地企业若有意赴港投资开办公司，或扩展在香港的公司业务，可与

驻粤办属下的投资推广组联系。驻粤办投资推广组是设在香港的投资

推广署在内地投资推广工作的延伸。投资推广组专责在福建、广东、

广西、海南和云南推广以香港作为亚洲的贸易、投资及商业中心的工

作，并协助有意在香港寻找直接投资机会的企业多了解香港营商的优

势，进而协助企业落实自主的、正确的投资决定。此外，投资推广组

更乐意提供详细的营商资料。其服务范围包括： 

 提供有关香港经济环境及投资形势的最新资料； 

 提供有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条例和规定的指引资料； 

 提供开业实务支持，如公司注册、商业登记、行业执照、商标

注册、工作签证、招聘员工、办事处选址等； 



 

 

 

 

 

 

 为有意投资者在港寻找合作伙伴，协助安排联系各政府部门、

机构及商会；及 

 公共关系及宣传服务。 

投资推广组主力提供一站式的投资支持服务，有关服务具有三个特

色： 

1. 服务免费； 

2. 商谈保密；及 

3. 投资决定自主。



 

 

 

  

 

 

 

 

 

 

 

 

 

IV. 房地产 


Q1.香港居民如想在内地购买商品房， 需提供哪些证件？ 

 购买者只需提供香港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回乡

证)、婚姻状况等证明文件。 

 如办理银行按揭，还需要提供资信证明如：香港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家庭年度财务报告、股票交易单或政府税单等。 

 年龄方面，18 岁以下人士只能与父母联名，不能单独成为业主。

Q2.香港居民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一般应注意甚么事项？ 

 查看房地产开发商是否已领取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保证楼盘开

发合法； 

 视察楼盘实地环境，提防广告夸大其词； 

 核对购楼认购合同及买卖合同是由当地市一级国土资源和房产

管理局出具； 

 定明交楼、办契证的期限； 

 要求开发商确保合同条款准确； 

 签订认购合同时，必须附上设施、图纸作凭证，并要求开发商

盖上公章确认； 

 清楚订立违约条款，当发生问题时便可追究； 

 区别所付的是「订金」或「定金」。「订金」是一种意向，如没

有履行，「订金」是可以退回本人的；而「定金」是一种承诺，



 

 

 

 

 

如未能履行承诺，「定金」是不能退回本人，且需承担相关赔偿

责任； 

 支付房款时，应将房款存入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上公布的监控账

户，如果开发商以各种理由要求买方把房款存入非监控账户的，

买方应坚决拒绝，并立即向市一级国土房管局有关部门投诉； 

 缴交房款时需要取回发票，保留有效凭证；及 

 仔细验收房屋，千万别急着领取钥匙。如发现质量问题，可根

据房屋保修条例要求开发商妥善处理。 

*预售许可证是审查开发商预售房屋是否合法的关键证件，开发商必须办妥国有土地建设规

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施工许可证才能取得；同时，开发

商还需具备「商品住宅使用说明书」和「商品住宅质量保证书」。 

Q3.香港居民在内地购买房产后，不能领取房产证怎么办？ 


买了商品房后，若开发商申请破产或故意逃避，又没有其他公司接管，


致使无法办理房产证的，就惟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由业主作为办证


主体，收集相关确权资料，并持法院判决书到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


局申请办证。 


Q4.香港居民在内地如何进行二手房屋的买卖？ 


建议委托具有营业执照的房产交易中介公司进行相关交易，手续大致


如下： 


1.	 买、卖双方共同与中介方签署房屋转让合同（或在无中介方的情

形下自行与对方签约），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商谈确定付款

及交楼/过户的具体安排、税费承担、违约责任等，必要时寻求律

师或其他专业人士的帮助。 



 

 

 

 

 

 

  

 

 

 

 

 

 

2.	 查核文件确认产权是否清晰、房屋是否被抵押等； 

3.	 依据合同约定的方式及时间履行各自义务，一般可考虑选择的做

法有： 

 买方付清房款后，双方到房管部门办理过户手续； 

 买方支付部分房款后，双方到房管部门办理过户手续，后买方

付清余款； 

 过户手续办理与付款同时进行； 

 双方选择可信任的资金托管机构（如银行等），在托管房款后办

理过户手续，其后由卖方取得房款；及 

 需以按揭贷款方式交易的，则依银行要求的正当手续办理。

注：部分省市房管部门要求公证房屋买卖合同。 

4.	 委托地产中介公司进行房屋买卖时，别签署全权委托书，以保障

权益。 

请注意，以下二手房不能买卖： 产权不清晰、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兴

建、乡产权房产证、已作抵押、已列入拆建范围、依法被查封等产权

不能转移的房屋。 

Q5.香港居民在内地如何办理房产转名手续? 

双方当事人带备下列资料，到当地房产管理局办理有关手续： 

1.	 受赠的房地产，需提交的资料： 

 原房地产权证或变更后的新土地使用证； 

 赠与书及其公证证明书；及 



 

 

 

 

 

 

 

 

 

 

 契税完税证明。 

2. 继承的房地产，需按以下程序及准备下列证件和资料办理： 

 原房地产权证、合法继承人回乡证和身份证、家庭情况的书面

数据（与房产权属人的关系、本人姓名和职业等）。 

 如在内地办理须先到房产所在地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房产权

属人及配偶、合法继承人必须到场。如房产权属人或配偶已去

世的，须携带其死亡证。 

 如被继承人或继承人中有香港居民的，则应先到香港一些具有<

中国司法部委托公证>人资格的律师，先办理亲属关系证明，然

后再到房产所在地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手续，公证费约房产价

值的百份之二。 

 如产权合法继承人中有自愿放弃继承权的，须携带本人身份证

（如香港居民另须携带回乡证）到公证处办理放弃继承权公证

手续。 

 办完全部公证手续后，到房产所在地的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

办理房屋估价及转名手续。 

 广州公证处在香港设有办事处，可代办上述公证手续（继承人

除不用带回乡证外，所需证件及数据与在内地办理的相同）。 

香港办事处地址：湾仔轩尼诗道 423—425 号嘉年华商业大厦 17 楼 

电话：(852) 2893 6866。 

Q6.内地的房产转让交易需交甚么税项? 

普通住宅交易的税费主要有：交易手续费、房屋所有权登记费、权证



 

 

 

 

  

 

 

 

 

 

 

 

印花税、契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土地出

让金等，其中数额较大的有： 

1.房产转让营业税及附加 

 其中普通住宅购买未满 5 年转让的，转让收益× 5%（港人暂不

收城市维护建设税） 

 购买超过 5 年（含 5 年）的免税 

注：纳税人申报时，同时出具房屋产权证和契税完税证明且二者所注明的时间不一致的，

按照“孰先”的原则确定购买房屋的时间。 

2.房产转让应征个人所得税 

据实征收：（每次转让房产收入额-房产原值-合理费用）× 20% 

3.契税 

一般情况下，契税征收为房屋评估价× 3%（部分情况会有所优惠）

Q7.香港居民在租赁房屋时，需注意哪些事项？ 

香港居民在租赁房屋时，须到房屋租赁所签订租赁合同，并留意以下

事项: 

 当事人个人资料、住所地址； 

 房屋的坐落、面积、装修及设施状况； 

 租赁用途（自住/货仓）； 

 租赁期（6 个月/ 12 个月）； 

 租金及税金交付方式（现金/银行转账）； 

 房屋修缮责任（由屋主/租赁人负责）； 



 

 

 

 

 

 

 

 

 

 

 

 

 

 

 

 

 转租的约定； 

 变更和解除合同的条件； 

 违约责任； 

 当事人约定的其他条款；及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事项。 

Q8.哪些房屋是不能出租的？ 

根据《广东省城镇房屋租赁条例》有关规定，以下 9 种房屋是不能出

租的： 

1. 未取得房地产权证书又无其他合法权属证明的； 

2. 权属有争议的； 

3. 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

房地产权利的； 

4. 共有的房屋，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 

5. 属于违法建设的； 

6. 属于危险房屋的； 

7. 不符合消防安全标准的； 

8. 已发布房屋拆迁公告的；及 

9.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 

Q9.购买“小产权房”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小产权房”是指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未缴纳土地出让金



等费用，其产权证不是由国家房管部门颁发，而是由乡政府或村政府

颁发，亦称“乡产权房”。该类房没有国家发放的土地使用证和预售

许可证，购房合同在国土房管局不会给予备案。所谓产权证亦不是真

正合法有效的产权证。港人购买“小产权房”或需承担以下风险： 

1.法律效力 

“小产权房”买卖合同的效力在内地的法律实践中一般会被认定

为无效。 

2.房产转让 

“小产权房”拿不到正式的房产证，因此并不构成真正法律意义上

的产权。即小产权房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3.政策风险 

购买在建“小产权房”时，购房人与开发商签订合同并交付房款

后，如果相关部门整顿乡产权房的建设项目，可导致部分专案停建

甚至被强迫拆除。购房人可能会面临既无法取得房屋，又不能及时

索回房款的尴尬境地。 

4.监管缺位 

“小产权房”的开发建设没有明确的规定加以约束，开发建设的监

管不完善，令房屋品质和房屋售后保修亦难以得到保证。 



 

 

 

 

  

 

 

 

 

V.就学 


Q1.香港学生入读内地公办中、小学，申请入学程序及学费如何？ 

除小部分学校外，现时内地的职业训练学校和中、小学大多不会在香

港公开招生，建议可直接到当地教育局了解详情。 

香港学生报读广州市的公办小学，一般需在入学前 180 天到市教育局

领取「招生简章」，然后到报读的学校申请；报读中学则直接到学校

申请。香港学生在穗就读中、小学都为借读生，需缴交借读费。另外，

也可选择有实力、师资良好的民办学校。 

香港学生报读深圳市的中、小学，带备以下文件到常住所在地就近的

学校提出入学申请： 

 父（母）的香港身份证 / 回乡证 / 居住证； 

 子女的香港身份证 / 回乡证； 

 住房证明（房产证或房屋租赁管理所出具的租房合同）；及 

 收费参照深圳市暂住学生的收费标准，须交纳借读费。 

东莞市公办中、小学不招收香港居民子女学生。香港学生如需在东莞

市就学，可报读具有招收港、澳、台、外国学生资格的民办学校。详

情请直接向当地学校查询。 



   

Q2.香港学生如何报考内地大学？ 

报读内地高校的香港学生可到香港考试及评核局申请报考「中华人民

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生香港区考试」，报名时间通常为每年 3

月，考试时间为同年的 6-7 月期间。详情请留意香港考试及评核局的

网页：http://www.hkeaa.edu.hk/。 

Q3.香港学生如何报考内地大学的研究生课程？ 

内地大学每年于 12 月 1 日至 31 日，透过京港学术交流中心招收研究

生。合资格考生会于翌年 4 月份应试。详情请参考京港学术交流中心

的网页：http://www.bhkaec.org.hk/。 

http://www.hkeaa.edu.hk/
http://www.bhkaec.org.hk/


 

 

 

 

 

 

  

 

 

 

VI.婚姻及离婚时孩子的抚养权问题 


Q1.香港居民与内地居民如何在内地办理结婚登记？ 

香港居民与内地居民到内地办理结婚登记，香港居民一方需到香港婚

姻登记处申请一份《无婚姻记录证明书》，再经具有<中国司法部委托

公证人>资格的香港律师办理。该律师会将下列文件直接交到内地一

方的常住户口所在地的民政局婚姻登记部门办理结婚手续： 

 《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香港同胞回乡证》； 

 身份证明文件； 

 结婚证照片（男女单人、双人合影免冠照片各四张）； 

 由婚姻登记处指定的医院出具的婚前健康检查合格证明； 

 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声明；及 

 如一方曾离过婚的， 须提供离婚证件；丧偶的提交原配偶的死

亡证明。 

由于各地的申请手续及程序有所不同，请直接向当地民政局婚姻登记

部门查询。 

Q2.香港居民与内地居民如何在内地办理离婚手续? 

1.协议离婚： 

 如在内地结婚的，则双方带备下列文件到内地一方的常住户口

所在地的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 

 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影印本； 



 

 

 

 

 

 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 

 男女双方的结婚证。 

2.法院判决离婚： 

如属在内地以外结婚的、单方面要求离婚的、双方未能就子女抚养责

任和夫妻之间的财产分配等方面未能达成协议，又或者一方因下落不

明的情况，须在内地一方的常住户口所在地的法院或暂住一年以上的

住地法院提出申请。 

Q3.中港婚姻离婚时孩子的抚养权问题 

内地人民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对子女抚养问题，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有关法律规定，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

女的合法权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

作出处理。 

第三十六条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

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

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哺乳期内

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

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

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 

第三十七条 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

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

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

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第三十八条 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

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

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

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

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 



 

 

 

 

 

 

 

 

 

 

VII.赴港申请 


Q1.香港居民的内地亲属欲赴港定居的途径如何? 

内地居民如欲赴港定居，须向有关内地公安机关申请单程通行证(单

程证)。现时单程证是按照每日配额分配予： 

 根据香港特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享有香港居

留权任何年龄的儿童； 

 分隔两地的配偶； 

 内地无依靠的儿童赴港投靠亲属； 

 内地居民赴港照顾无依靠的父母； 

 内地无依靠老人赴港投靠亲属；及 

 香港居民在内地超龄子女。 

有关单程证计划的管理工作，包括申请单程证所需的轮候时间、配额

的分发和签发的先后次序，均由内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负责，

具体的申请办法应向内地有关部门查询。 

Q2.香港居民家属如何申请夫妻团聚? 


申请条件：夫妻一方定居香港 


申请手续：申请人向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时，需回答有


关询问并履行下列手续： 


 填写内地居民赴香港地区定居申请审批表一份； 

 缴验申请人的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及提交影印本各一份； 



 

 

 

 

 

 

 

 

 

 

 

 

 

 

 提交在香港夫或妻的身份证、回乡证影印本各一份； 

 缴验偕行子女的出生证、户口簿及提交影印本各一份；及 

 提交 4 张近期正面免冠彩色照片(规格为 48 × 33 mm)。 

Q3.香港居民家属如何申请赴港照顾父母? 

申请条件： 

 定居香港的父母均需年满 60 岁以上，且身边无子女照顾；及 

 申请人需年满 18 岁，未满 60 岁。 

申请手续： 

申请人向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时，需回答有关询问并履

行下列手续： 

 填写内地居民赴香港地区定居申请审批表一份； 

 缴验申请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及提交影印本各一份； 

 在香港父母年满 60 岁以上且身边确无子女的证明； 

 与父母的亲属关系证明及父母结婚证； 

 缴验父母在香港的身份证、回乡证影印本各一份；及 

 提交 4 张近期正面免冠彩色照片(规格为 48 × 33 mm)。 

Q4.香港永久居民在内地所生子女如何申请赴港定居? 

受理条件： 

 父或母所持有效的香港居民身份证上载明出生地为香港； 



 

 

 

 

 

 

 

 

 

 

 

 父或母所持有效的香港居民身份证首次发出日期在申请人出生

时已满七年；或 

 父或母早年曾前往香港定居满七年后的，因多种原因回内地定

居一段时间，重返香港定居。 

凡符合以上其中一项条件的， 不论年龄大小，均可以申请去香港定

居。 

所需资料： 

 香港永久居民子女提交填写完整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内地所

生中国籍子女赴香港定居申请表》两份（粉红色和白色）； 

 提交 4 张近期正面免冠彩色照片(规格为 48 × 33 mm)； 

 提交申请人的出生证、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或其他户籍证明影

印本 2 份，交验原件； 

 提交申请人父母的结婚证或夫妻关系证明书影印本 2 份，交验

原件； 

 申请人父母一方在内地的，提交在内地居住的父或母的居民身

份证、户口簿或其他户籍证明影印本各 2 份，以及在内地居住

的兄弟姐妹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影印本各 1 份，并交验原件； 

 提交申请人在香港居住的父或母的居民身份证、回乡证各 2 份，

已死亡的要提交死亡证明影印本，并交验原件； 

 永久居民的父或母填写《同意书》。 

Q5.香港居民如何申请在内地超龄子女前往香港定居? 



 

 

 

 

 

申请条件： 

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起，申请人在其亲生父亲或者母亲于 2001 年 11

月 1 日以前（含当日，下同）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证时未满 14 周岁（含

生日当天，下同），其亲生父亲或者母亲在 2011 年 4 月 1 日仍定居香

港，可以申请前往香港定居与父母团聚。具体条件为：申请人的亲生

父亲或者母亲持有首次发证日期为 2001 年 11 月 1 日以前的香港居民

身份证，且以首次发证当日计算，申请人未满 14 周岁。 

申请手续： 

申请人须本人向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提出

申请。本人及在香港的亲生父亲或者母亲须接受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

部门面见和询问，并履行下列手续： 

 完整填写《内地居民前往香港或者澳门定居申请表》（以下简称

申请表），并提交申请人和在香港的亲生父亲或者母亲近期经广

东省出入境证件数码相片品质检测中心检测合格的照片及其检

测回执各一张，申请事由填写香港“超龄子女”，申请人在香

港的亲生父亲或者母亲须在港澳关系人姓名栏签署姓名； 

 交验申请人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原件，并提交影印本； 

 交验在香港的亲生父亲或者母亲的香港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

来往内地通行证，并提交影印本； 

 交验出生证明或者出生公证，并提交影印本； 

 婚生子女交验亲生父母的结婚证明，并提交影印本； 



 

 

 提交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或者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对申请人

前往香港定居的意见； 

 提交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认为确有必要的其他材料。 

详情可浏览以下纲页： 

http://www.gdcrj.com/bszn/qwga/201306/t20130628_26838.htm 

http://www.gdcrj.com/bszn/qwga/201306/t20130628_26838.htm


 

 

VIII.人才赴港途径 


Q1.香港公司如有意聘请内地的优秀和专业人才赴港工作，有甚么途

径? 

香港公司可透过「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向香港入境事务处申请内地的

优秀和专业人才赴港工作。此项申请必须由雇主提出，而有关雇主必

须是在香港注册的公司。香港公司须证明输入的内地人才是为配合公

司的运作或研究需要，以促进公司的业务发展。输入的内地人才须要

有良好的教育背景，通常指有关范畴的学士学位，但在特殊情况下，

具备良好的技术资格、经证明的专业能力及／或备有文件证明的有关

经验和成就，亦可获考虑。另外，他们须已确实获得香港公司聘用，

并获得提供与现行本地相关专业人士市价大致相同的薪酬福利条件，

包括薪金、住宿地方、医疗及其他附带福利，该申请才会获得考虑。

输入的内地人才应受聘于与其学历和专业能力及经验相关的职位，而

该职位不能轻易觅得本地人担任。 

内地企业在港开设新公司后，如需要安排内地的管理及专业人员赴港

协助开展业务，亦可通过「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提出申请，有关公司

若能证明业务计划可以促进香港经济发展及创造本地就业机会，而受

聘赴港的内地人员又合乎「输入内地人才计划」的审批资格，便可获

发短期工作签注。待公司落实业务计划后，有关人员便可获准延期，

以便继续在港工作。 



 

 

 

 

 

内地企业若有意赴港投资开办公司，或扩展香港公司业务，可与驻粤

办投资推广组联系。有关详情，请参阅第 III 部份“经商投资”的 Q10。

Q2.「输入内地人才计划」的具体申请办法如何? 

有关「输入内地人才计划」的详情、申请资格及办法，可向驻粤办或

香 港 入 境 事 务 处 查 询 ， 亦 可 浏 览 香 港 入 境 事 务 处 网 页 ：

http://www.immd.gov.hk/。

Q3.「优秀人才入境计划」内容为何? 

特区政府推出的「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旨在扩大香港人才资源，吸纳

具备特别技术或卓越才能的人士。任何专业或技能领域的内地及海外

人才，可无须事先获香港雇主聘用，便可以透过此计划申请赴港定居。

计划设有配额，申请人须首先符合基本资格的要求，包括年龄、财政

要求、良好品格、语文能力及基本学历，才可根据计划所设两套计分

制度的其中一套获取分数，与其他申请人竞争配额。两套计分制度分

别是「综合计分制」和「成就计分制」。获批准的申请人可带同配偶

及 18 岁以下未婚及受养的子女来港，惟其必须能自行负担受养人在

香港的生活和住宿，不需依赖公共援助。 

Q4.「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的具体申请办法如何? 

申请人祗须提供基本资料，例如学术成就和工作经验，并附上简单的

计划书，陈述赴港后的打算。有关「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的详情、申

http://www.immd.gov.hk/


 

 

请资格及办法，可向驻粤办或香港入境事务处查询，亦可浏览香港入

境事务处的网页：http://www.immd.gov.hk/。 

Q5.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的具体申请办法如何? 

「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旨在吸引在香港毕业的内地学

生及其他非香港学生留港、回港工作，藉以提升相关的人力资源及竞

争力和提高香港对非本地学生的吸引力。非本地毕业生如有意申请留

港工作，无须在提出申请时已觅得工作。有关「非本地毕业生留港／

回港就业安排」的详情、申请资格及办法，可向驻粤办或香港入境事

务处查询，亦可浏览香港入境事务处的网页：http://www.immd.gov.hk/。

http://www.immd.gov.hk/
http://www.immd.gov.hk/


 

 

 

 

 

 

 

 

 

 

 

IX.涉案:惩处及权利 


Q1.香港居民在内地司法程序中，有何法律地位? 

 香港居民在内地触犯或涉嫌触犯刑事法律而被司法机关拘留、

逮捕或执行其他强制措施、审判或是受到刑事处罚时，其法律

地位与内地居民完全相同。 

 所适用的审判程序、享有的诉讼权利、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亦

与内地居民完全相同。 

Q2.香港居民在内地违反行政、治安的法规，将受到甚么处罚? 

行政处罚： 

a.	 香港居民行为如涉及违反工商、税务等行政机关的管理法规，如

无执照经营、逃税等，但未严重至构成犯罪的，将被处以行政处

罚。 

b.	 行政处罚包括： 

 人身罚：如行政拘留； 

 行为罚：如吊销许可证或营业执照、责令停产停业； 

 财产罚：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财产； 

 申诫罚：警告、通报批评等。 

治安处罚： 

a.	 香港居民行为如涉及违反治安管理的条例，如打斗、吸毒、嫖娼

等，依照法律规定，尚未构成刑事犯罪的，将处以治安处罚。 



 

 

 

 

 

 

 

 

 

 

 

b. 治安处罚包括： 

 警告； 

 罚款； 

 行政拘留。 

Q3.香港居民违反内地法律，且构成刑事犯罪，司法机关将采取甚么

处理措施? 

司法机关可按情况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采取包括：拘传、拘留、逮

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五种不同的刑事强制措施。强制措施并非

刑罚的一种，它是对人身自由限制的临时措施。 

Q4.内地刑事诉讼有些甚么程序？ 

内地刑事诉讼程序包括：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及执行。 

Q5.当事人在被羁押期间有些甚么权利和义务? 

探视 

 当事人被刑事拘留、逮捕后将会被羁押在看守所直到法院作出

判决或当事人被依法释放。 

 当事人在羁押期间，可以与律师会面。 

 经办案机关同意和公安机关批准后才可与近亲属通信、会面。 

医疗／药物 

 看守所会为患病的当事人提供药物及给予治疗。 



 

 

 

 

 

 

 家属如需要向当事人提供惯常服用的药物或其他物品，需要得

到看守所的同意及进行检查。 

 当事人如因健康理由需要到医院治疗，由当地医院负责治疗；

倘若当事人病情严重的可以依法取保候审。 

投诉 

 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执行机关等人员在刑事诉

讼中对有关问题的处理决定不当时，可以向作出决定的机关提

出；如果作出决定的机关不接受，可以向上一级机关提出。 

 如认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执行机关等人员在刑

事诉讼中有违法行为(如进行人身侮辱、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

时，可以向实施该违法行为的机关或人员直接提出，或者向其

上级机关或领导提出；也可以向实施该违法行为的机关或人员

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提出。 

了解案件调查进度 

当事人可通过律师了解案件侦查进展，这是受委托律师的权利之

一。 

生活 

 当事人在羁押期间的伙食由看守所按规定标准供应，并按当地

的生活水凖收取费用。 

 当事人应自备衣服、被褥。确实不能自备的，由看守所提供。 



 

 

 

 

X.涉案:援助 


Q1.香港居民在内地如何避免触犯内地的法律？ 

内地与香港有不同的法律法规，当香港居民身处内地时，须清楚了解

并遵守内地有关的法律。倘若有香港居民在内地触犯有关法律，当事

人须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Q2.若被指控触犯法律而被拘留或逮捕，应怎么办？ 

香港居民在内地触犯法律而被拘留或逮捕，当事人依法可要求公安机

关通知其家属或他的所在单位。当事人亦有权聘请律师为他提供法律

服务，律师享有与当事人会见或通信、查阅、摘抄、复印与案件有关

材料、收集证据、参与法庭调查及为当事人辩护、要求司法机关对超

期羁押的当事人解除或变更强制措施等权利。根据内地有关法律规

定，香港执业律师不得以律师身份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 

如有需要，当事人或其家属可透过香港特区政府向有关机关反映其要

求及对案件的意见。 

Q3.香港特区政府会如何协助被拘留或逮捕的香港居民？ 

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在不能干涉内地的司法制度及行政运作的

前提下，特区政府可为香港居民提供以下协助： 

 香港特区政府收到内地执法机关有关香港居民被拘留或逮捕的

通知后，会将情况转告当事人在港的亲属。 



 

 

 

 

 

 香港特区政府会应当事人亲友的要求，就被拘留或逮捕香港居

民个案，向内地执法机关了解情况。 

 应当事人或其亲友的要求，香港特区政府可提供有关内地律师

的资料。 

 应当事人或其亲友的要求，香港特区政府可协助向内地有关当

局反映其诉求或其对案件的意见。 

 香港居民可于办公时间内（周一至周五上午九时至下午六时，

内地公众假期除外）致电驻粤办与工联会内地咨询服务中心合

办的免费法律咨询服务热线，向当值内地律师了解香港人在内

地遇到的法律问题： 

广州工联咨询服务中心热线：(86 20) 8337 5338 

深圳工联咨询服务中心热线：(86 755) 8225 1818 

东莞工联咨询服务中心热线：(86 769) 2223 1001 

Q4.市民可以怎样获得有关内地刑事法规的参考资料？ 

特区政府就香港居民一般比较关注的内地法律、法规问题，印备有两

本实用资料小册子:《与被拘留、逮捕者有关的内地刑事法律、法规

实用资料》及《内地刑事诉讼简介》。在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处、

驻粤办、驻成都办、驻京办、香港入境事务处或工联会内地咨询服务

中心（广州、深圳、东莞、中山及惠州）均可免费取阅。 

上述资料亦已上载至以下网页： 

http://www.bjo.gov.hk/filemanager/content/pdf/mainland_criminal_laws_regulations.pdf


http://www.bjo.gov.hk/filemanager/content/pdf/mainland_criminal_laws_regulations.pdf


及 http://www.sb.gov.hk/chi/special/mlaw/ml-law.pdf 

http://www.sb.gov.hk/chi/special/mlaw/ml-law.pdf
http://www.bjo.gov.hk/filemanager/content/pdf/mainland_criminal_laws_regulations.pdf


 

 

 

 

 

 

 

 

 

 

XI.遗失证件及财物 


Q1.香港居民在内地遗失回乡证应如何处理？ 

经公安机关办理，手续如下： 

 向遗失地的公安派出所报失； 

 公安派出所人员会给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申请

表》和《境外人员临时住宿登记表》填写； 

 派出所人员会将遗失证件经过记录在案，并发出一份报案回执；

带齐以下文件前往暂住地区公安局或县级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

科办理遗失手续： 

1.	 已填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申请表》和《境外

人员临时住宿登记表》； 

2.	 3 张正面蓝底免冠彩色相片(48 × 33mm)，其中 1 张相片张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申请表》上； 

3.	 遗失地公安派出所的报案回执； 

4.	 遗失证件经过书（内容应包括遗失地点、证件名称、证件号

码）； 

5.	 能证明案主身份证明文件（如旅行证件复印本）。 

注：倘若所有的证件均已遗失，则凭以上文件直接到市公安局或省公安厅的出

入境管理处办理。 

经深圳香港中国旅行社办理： 

一般情况下，遗失回乡证人士在中午前递交申请，可于当天办妥出境



 

 

 

文件。 

地址：深圳火车站连廊 2 楼 B05 铺(深圳火车站与罗湖口岸大楼之间) 

电话：(86 755) 8234 7136 

网址：http://www.ctshk.com 

办公时间：上午九时至晚上六时，节日及公众假日照常办公。 

Q2.香港居民在内地遗失金钱或其他财物应怎么办？ 

香港居民倘若在内地遗失金钱或其他财物，应先向当地公安机关报

告，并索取报失证明。如需进一步协助，可联络香港特区政府驻粤办、

香港入境事务处 24 小时求助热线电话：(852) 1868 或工联会内地咨询

服务中心。 

Q3.香港特区政府及工联会内地咨询服务中心可以如何协助？ 

香港特区政府驻粤办及香港入境事务处，工联会内地咨询服务中心会

应当事人的要求，联络其在港亲友，请他们给予当事人金钱上的援助。



 

 

XII.遭遇意外或伤亡 


Q1.香港居民在内地遭遇意外事故应怎么办？ 

香港居民如在内地遭遇意外(如交通事故、火灾等)或其他突发事故(如

遇劫等)，当事人或其亲属应立刻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内地报警电

话为 110。如需进一步协助，可联络香港特区政府驻粤办、香港入境

事务处 24 小时求助热线电话：(852) 1868 或工联会内地咨询服务中心。

有关可提供 24 小时急诊服务的广州医院资料，请参阅第 XVI 部分。



 

 

 

 

 

 

 

 

 

 

XIII.驾车遇到交通事故处理方法 


Q1.遇上轻微交通事故，当中不涉人员伤亡，应怎样处理？ 

 立即停车 

 在安全情况下离开路面 

 报警及通知保险公司 

 拍摄照片作证据、记下事故时间、地点、对方的姓名和手机、

车牌、驾驶证号码、保险凭证号、碰撞部位等，然后尽快把车

辆驶至不阻塞交通的路旁** 

 如双方对事故责任无争议，不必等待交警前来处理。双方只要

填写《交通事故事实形态确认书》后直接至快速理赔点进行快

速保险理赔 

 如双方对事故责任有争议的，则要等待交通警察到场出具快速

事故认定书或保险公司出具事故认定书 

 到汽车修理厂评估维修费用 

 向保险公司索赔 

**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办法》，轻微交通事故双方应

把车辆尽快移离事故现场，以免阻塞交通，事故双方可到附

近不阻塞交通的地方继续协商，否则将处以人民币 200-500

罚款。 

Q2.遇上严重交通事故，当中涉及人员受伤或死亡，应怎样处理？ 



 

 

 

 

 

 

 

 

 

 

 立即停车 

 在安全情况下离开路面 

 报警及通知保险公司 

 拨打 120 急救中心 

 保护事故现场 

 协助交通警察现场调查取证 

 交通警察出交通事故认定书 

 交通警察出评残认定书 

 双方调解或法院诉讼 

 向保险公司索赔 



 

 

XIV.生存证明书 


Q1.来港定居的内地退休人士如何办理《生存证明书》？ 

目前，工联会内地咨询服务中心可协助广东省移居香港的离退休人员

办理领取基本养老金的《生存证明书》。详情请向各工联会内地咨询

服务中心查询。 

XV.香港出入境管制站 


旅客可选择不同的出入境管制站进出香港和内地，有关香港管制站的

服务时间及繁忙时间的轮候情况，请浏览以下网页： 

http://www.gov.hk/tc/residents/immigration/control/location.htm 

http://www.gov.hk/tc/residents/immigration/control/location.htm


 

 

 

 

 

 

 

 

 

 

 

 

 

 

 

 

 

 

XVI.可提供 24 小时急诊服务的广州医院： 


医院名称 地址 电话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二路

58号 

020-87663667 / 

87332200 / 87330808 

广东省中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大德路1 11

号 
020-81887233 

广州军区总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流花路1 11

号 

020-88653111 / 

88653570 

广州空军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 58

医院）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801号 

020-61639811 / 

61639772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二路

106号 
020-83827812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东路

651号 
020-87343088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盘福路1号 
020-81048888 / 

81048000 

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沿

江西路151号 
020-83337750 

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 

广东省广州东山农林下

路19号 

020-61326007 / 

61321777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广东省广州市先烈南路

54号 

020-87330542 / 

87331370 

广州市中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珠玑路1 6

号 

020-81226117 / 

81226069 / 

急救直线：81886111 

广州市脑科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芳村区明

心路36号 

020-81891425转 

8136 / 020-81899120 

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

院 

(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多宝路6 3

号 

020-81292323 / 

81292142 / 83992008 

(24小时急救) 



 

 

 

 

 

 

 

 

 

 

 

 

  

 

 

广州市妇婴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

民中路402号 
020-81883711 

广州市儿童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中路

318号 
020-81886332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

院 

广东省广州市沿江西路

107号 

020-81332199 / 

81332372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石

榴岗路1号 
020-8916806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 21医

院 

广东省广州市新港中路

468号 

020-61636300 / 

61636752 

珠江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工业大道

中253号 
020-61643888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同福中路

396号 

020-34403509 / 

34403815 / 34403830 

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

院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昌

岗东路250号 
020-34152282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路6 00

号广州市石牌岗顶 
020-85253333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大道

西613号 
020-38688888 

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燕岭路2 68

号 
020-61627499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广州市黄埔大道西天强

路1号 

020-38981288 / 

8559515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 57医

院 

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大道

北梅花园白灰场路15号 

020-87247217 (门诊) / 

87248201 (临床) / 

87247672 

广州市胸科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横枝岗路

62号 
020-83595977-4149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恒福路6 0

号 

020-83581890 ( 办 公 室 )

020-83593876 (门诊部)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大道

北1838号 
020-61641114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 
广州机场路16号大院 

020-36591912 / 

36591222 / 36591590 / 

36591085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沙

太南路578号 
020-62323939 



 

 

 

 

 

常用电话 

香港（852） 

机构名称 电话 

入境事务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 1868 

入境事务处查询电话 2824 6111 

香港工会联合会 3652 5700 

京港学术交流中心 2892 1267 

香港中国旅行社 2851 1700 

香港考试及评核局 3628 8833 

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国际及专业考试部 

（查询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

联合招生考试） 

3628 8787 

3628 8711 

紧急电话（全国通用） 

机构名称 电话 

报警电话 110 

急救电话 120 

广州（区号 86 20） 

机构名称 电话 



 

 

广东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 8311 9147 

广州市公安局 8311 6688 

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8311 5725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8333 4718 

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3892 0000 

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外资工商登记咨询） 
8559 6566 

广州市教育局 8333 5381 

广州市公证处 8318 3060 

广东省车辆管理所 8311 0600 

广州海关 12360 

黄埔海关 12360 

广州市旅游紧急救援中心 8666 6330 

广东省人民医院 8382 7812 

广东省投资促进局 3881 9398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纳税服务热线 12366 按 2 



 

广州市地方税务局 纳税服务热线 12366 按 2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电话咨询服

务中心 
12333 

深圳（区号 86 755） 

机构名称 电话 

深圳市公安局 8446 4679 

深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 8446 5400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 8210 5846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 8210 7451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12315 

深圳市投资推广署 8200 4023 

深圳市教育局 8266 1331 

深圳市公证处 8305 3935 

深圳市车辆管理所 2679 5666 

罗湖海关 8232 2409 

文锦渡海关 8439 6028 

皇岗海关 8439 6690 



 

 

 

深圳湾海关 8439 3110 

深圳市救助站 
8243 4840 (白天)

8243 3326 (夜间)

深圳市人民医院 2553 3018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 
123662 

8333 6333 

东莞（区号 86 769） 

机构名称 电话 

东莞市公安局 2222 2107 

东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 2248 0057 

东莞市国土资源局 2248 9188 

东莞市房产管理局 2211 8199 

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698 6182 

东莞市外商投资促进中心 
2287 7300 

2281 7270 

东莞市教育局 2312 6198 

东莞市公证处 2248 0799 

东莞市车辆管理所 2261 0023 

常平海关 2200 5868 



 

 

 

 

东莞市人民医院 2863 7333 

东莞市地方税务局 12366 按 2 

常平房管所 8391 0905 

樟木头房管所 8202 2282 

惠州（区号 86 752） 

机构名称 电话 

惠州市公安局 282 9930 

惠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 281 1277 

惠州市国土资源局 289 6206 

惠州市房屋管理局 289 8567 

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78 9688 

惠州市教育局 966722 

惠州市公证处 216 7031 

惠州市车辆管理所 260 6202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228 8288 

惠州市地方税务局 12366 



 

 

 

 

 

 

 

 

 

惠州市救助站 260 0782 

惠州市外事侨务局 280 9663 

中山（区号 86 760） 

机构名称 电话 

中山市交通大厦车站 8862 1313 

中山市国宴车站 8861 9895 

中山市汽车总站 8862 8771 

中山市富华车站 8816 3168 

中山市中山港 8559 6371 

中山市公证处 
8833 5622 

2332 1205 

中山市小榄公证处 2223 9393 

中山市国土局 8833 1508 

中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8830 8372 

福建・福州（区号 86 591）

机构名称 电话 



 

 

福州市公安局 8755 7705 

福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 8782 1104 

福州市行政服务中心 8360 8391 

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8751 2992 

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12315 

福州市投资促进局 8331 9210 

福州市教育局 8335 0613 

福州市公证处 8331 8502 

福州市车辆管理所 8702 7605 

福州海关 8753 8440 

福州市人民医院 8767 3115 

福州市地方税务局 8334 0026 

福建・厦门（区号 86 592） 

机构名称 电话 

厦门市公安局 202 5502 



 

 

 

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 226 2203 

厦门市行政服务中心 770 3100 

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 510 8070 

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20 0536 

厦门市投资促进局 505 4860 

厦门市教育局 213 5593 

厦门市公证处 
202 5320 

536 8633 

厦门市车辆管理所 573 6717 

厦门海关 689 3796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3 7177 

厦门市地方税务局 12366 



 

 

 

 

 

 

 

 

 

 

 

 

 

 

 

 

 

 

 

 

 

相关网址 


香港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 

http://www.gdeto.gov.hk/

香港工会联合会 

http://www.ftu.org.hk/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入境事务处 

http://www.immd.gov.hk/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社会福利署 

http://www.swd.gov.hk/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工业贸易署 CEPA 网页 

http://www.tid.gov.hk/tc_chi/cepa/index.html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投资推广署 

http://www.investhk.gov.hk/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香港海关 

http://www.customs.gov.hk/ 

「输入内地人才计划」 

http://www.immd.gov.hk/tc/faq/admission-scheme-mainland-talents-professionals.html

「优秀人才入境计划」 

http://www.immd.gov.hk/tc/services/hk-visas/quality-migrant-admission.html

香港考试及评核局 

http://www.hkeaa.edu.hk/tc/

京港学术交流中心 

http://www.bhkaec.org.hk/ 

香港中国旅行社 

http://www.ctshk.com/ 

http://www.ctshk.com
http://www.bhkaec.org.hk
http://www.hkeaa.edu.hk/tc/
http://www.immd.gov.hk/tc/services/hk-visas/quality-migrant-admission.html
http://www.immd.gov.hk/tc/faq/admission-scheme-mainland-talents-professionals.html
http://www.customs.gov.hk
http://www.investhk.gov.hk
http://www.tid.gov.hk/tc_chi/cepa/index.html
http://www.swd.gov.hk
http://www.immd.gov.hk
http://www.ftu.org.hk
http://www.gdeto.gov.hk


 

 

 

 

 

  

 

  

 

  

 

 

 

 

 

 

 

《与被拘留、逮捕者有关的内地刑事法律、法规实用资料》 

http://www.bjo.gov.hk/filemanager/content/pdf/mainland_criminal_laws_regulations.pdf 

《内地刑事诉讼简介》 

http://www.sb.gov.hk/chi/special/mlaw/ml-law.pdf 

广东省 

广东省商务厅 

http://www.gddoftec.gov.cn/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http://www.gdltax.gov.cn/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http://www.gdhrss.gov.cn/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 

http://www.gdlr.gov.cn/ 

广东省公安厅 

http://www.gdga.gov.cn/ 

广东省卫生厅 

http://www.gdwst.gov.cn/ 

广州市 

广州市政府网页 

http://www.gz.gov.cn/ 

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http://www.gzonline.gov.cn/ 

广州市医疗机构 

http://www.gz.gov.cn/ 

深圳市 

深圳市政府网页 

http://www.sz.gov.cn/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 

http://www.sz.gov.cn
http://www.gz.gov.cn
http://www.gzonline.gov.cn
http://www.gz.gov.cn
http://www.gdwst.gov.cn
http://www.gdga.gov.cn
http://www.gdlr.gov.cn
http://www.gdhrss.gov.cn
http://www.gdltax.gov.cn
http://www.gddoftec.gov.cn
http://www.sb.gov.hk/chi/special/mlaw/ml-law.pdf
http://www.bjo.gov.hk/filemanager/content/pdf/mainland_criminal_laws_regulations.pdf


 

 

  

 

  

 

  

 

  

 

 

 

 

 

 

 

 

 

 

http://www.szzw.gov.cn/ 


深圳市医疗机构 

http://www.sz.gov.cn/ 

东莞市 

东莞市政府网页 

http://www.dg.gov.cn/ 

东莞市医疗机构 

http://www.dg.gov.cn/business/htmlfiles/cndg/s36030/list.htm 

福建省 

福建省商务厅 

http://www.fiet.gov.cn/ 

福建省地方税务局 

http://www.fj-l-tax.gov.cn/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http://www.fjlss.gov.cn/ 

福建省国土资源厅 

http://www.fjgtzy.gov.cn/ 

福建省公安厅 

http://www.fjgat.gov.cn/html/index/index.html 

福建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http://www.fjjsw.gov.cn/ 

福州市 

福州市政府网页 

http://www.fuzhou.gov.cn/

福州市行政服务中心 

http://xzfwzx.fuzhou.gov.cn/ 

福州市医疗机构 

http://www.fuzhou.gov.cn/jdly/ylly/ 

http://www.fuzhou.gov.cn/jdly/ylly
http://xzfwzx.fuzhou.gov.cn
http://www.fuzhou.gov.cn
http://www.fjjsw.gov.cn
http://www.fjgat.gov.cn/html/index/index.html
http://www.fjgtzy.gov.cn
http://www.fjlss.gov.cn
http://www.fj-l-tax.gov.cn
http://www.fiet.gov.cn
http://www.dg.gov.cn/business/htmlfiles/cndg/s36030/list.htm
http://www.dg.gov.cn
http://www.sz.gov.cn
http://www.szzw.gov.cn


 

 

 

 

厦门市 

厦门市政府网页 

http://www.xm.gov.cn/ 

厦门市行政服务中心 

http://www.xmas.gov.cn/ 

厦门市医疗机构 

http://yl.xm.gov.cn/kbjy/yljg/ 

其他 

劳动合同法 

http://w1.mohrss.gov.cn/gb/zt/2007fzzt/ldhtf.htm 

http://w1.mohrss.gov.cn/gb/zt/2007fzzt/ldhtf.htm
http://yl.xm.gov.cn/kbjy/yljg
http://www.xmas.gov.cn
http://www.xm.gov.cn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内地办事处地址 


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233 号中信广场 71 楼 7101 室 

邮编：510613 

电话：(86 20) 3891 1220 

传真：(86 20) 3891 1221 

网址：http://www.gdeto.gov.hk 

驻深圳联络处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26 层 2628 室 

邮编：518026 

电话：(86 755) 3395 5852 

传真：(86 755) 3395 5506 

驻福建联络处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37 号信和广场 802 单元 

邮编：350003 

电话：(86 591) 8825 5633 

传真：(86 591) 8825 5630 

驻北京办事处 

地址：北京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71 号 

邮编：100009 

电话：(86 10) 6657 2880 

传真：(86 10) 6657 2821 

网址：http://www.bjo.gov.hk 

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 

地址：上海黄浦区西藏中路 168 号都市总部大楼 21 楼

邮编：200001 

电话：(86 21) 6351 2233 

传真：(86 21) 6351 9368 

网址：http://www.sheto.gov.hk 

驻成都经济贸易办事处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盐市口顺城大街 8 号中环广场 1 座 38 楼

邮编：610016 

电话：(86 28) 8676 8301 



 

 

 

 

 

 

传真：(86 28) 8676 8300 

网址：http://www.cdeto.gov.hk 

驻重庆联络处 

地址：中国重庆市渝中区民权路 28 号英利国际金融中心 5302 室

邮编：400012 

电话：(86 23) 6262 2995 

传真：(86 23) 6262 2990 

驻武汉经济贸易办事处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99 号保利广场 A 座 18 楼 1819 室 

邮编：430071 

电话：(86 27) 8711 9119 

传真：(86 27) 8711 9140 

网址：http://www.wheto.gov.hk 



 

  

 

 

 

 

 

 

 

 

 

 

 

香港工会联合会内地咨询服务中心地址 

广州工联咨询服务中心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 233-235 号千树盘福大厦 201 室 

电话：(86 20) 8339 0648 

传真：(86 20) 8318 4609 

电邮：gzcenter@ftu.org.hk 

服务时间：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时至下午六时 (内地公众假期除外) 

深圳工联咨询服务中心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01 号鸿昌广场 51 楼

电话：(86 755) 8222 0098 

传真：(86 755) 8222 8528 

电邮：szcenter@ftu.org.hk 

服务时间：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时至下午六时(内地公众假期除外) 

东莞工联咨询服务中心 

地址：东莞市莞城区高第街 1 号市民广场北楼莞城美术馆 5 楼 

电话：(86 769) 2223 0320 

传真：(86 769) 2223 0380 

电邮：dgcenter@ftu.org.hk 

服务时间：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时至下午六时(内地公众假期除外) 

惠州工联咨询服务中心 

地址：惠州市惠城区下埔路 20 号 10 楼 

电话：(86 752) 2202 123 

传真：(86 752) 2101 001 

电邮：hzcenter@ftu.org.hk 

服务时间：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时至下午六时(内地公众假期除外) 

中山工联咨询服务中心 

地址：中山市石歧区民生路 38 号民生办公区 8 楼 806-807 室 

电话：(86 760) 8575 1383 

传真：(86 760) 8575 1385 

电邮：zscenter@ftu.org.hk 

服务时间：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时至下午六时(内地公众假期除外) 



 

 

 

 

 

 

 

 

 

《港人内地生活小百科》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香港

工会联合会及各属会、地区服务处和工联会内地咨询服务中心（广州、深圳、

东莞、中山及惠州）免费索取。 

责任声明 


载于此小册子的所有资料只供一般参阅，而并非法律意见或其他专业意见，亦

不得作为此等意见的依据。 

如个别人士就个别情况有法律应用上的疑问，应咨询法律代表的意见。 

小册子编辑的资料已力求准确，惟编辑人员并不保证所述资料绝对准确及完整，

对由此导致任何损失或损害概不负责。 

此小册子所提供的对外网站链接路径，纯为方便浏览，并不对该等网站的内容

负上任何责任。 

版权告示 


载于此小册子受版权保护的资料不得作商业用途，复制资料必须准确及不会构

成负面影响，并须注明有关资料的来源。如涉及第三者的版权，有关人士必须

获适当的版权拥有人准许方可进行复制。 

(非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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