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  

Hong Kong Economic & Trade Office 

in Guangdong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21 年 1 月 22 日 

（总第 1272 期） 
 

I.    内地政策法规 

 

税务 
 

1. 《关于贯彻落实纳税缴费便利化改革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若干措施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广东省财政厅等 13 个部门于 2021 年 1 月

5 日联合印发上述《通知》。主要内容包括： (a) 落实提高出口退税率等

出口退税政策，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大力支持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零售出

口业务，扩大出口退税无纸化范围；以及 (b) 进一步巩固拓展“非接触

式”办税缴费服务，不断完善电子税务局功能。推行税务文书电子送达。

2021 年年底前，除个别特殊、复杂事项外，基本实现企业办税缴费事项

可网上办理，个人办税缴费事项可掌上办理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ssfggds/2021 -

01/12/content_95367bce04e7405f807d66e1ee7af301.shtml  

 

海关 
 

2. 《关于实施铁路进出境快速通关业务模式的公告》 

 

海关总署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发布上述《公告》，决定推广实施铁路快

速通关（快通）业务模式，自 2021 年 6 月 15 日起施行。主要内容包

括：(a) 铁路运营企业可根据自身需要申请开展快通业务，并由进出境铁

路列车负责人按照规定向海关传输铁路舱单电子数据。海关通过对铁路舱



单电子数据进行审核、放行、核销，实现对铁路列车所载进出口货物转关

运输监管，无需运营企业另行申报并办理转关手续； (b) 运营企业应当在

原始舱单电子数据传输时限前，告知进出境铁路列车负责人相关电子数据

信息。未能按规定告知进出境铁路列车负责人的，不允许开展进境、出境

快通业务；以及(c) 铁路列车所载进出口货物属于禁止限制开辗转关业务

货物的，不允许开展快通业务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35

14905/index.html 

 

外资管理 
 

3. 《深圳市商务局关于申报 2021 年深圳市利用外资奖励计划（配套 2020

年度省利用外资奖励项目）的通知》 

 

深圳市商务局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发布上述《通知》，本次受理对象为

深圳市已获得 2020 年广东省利用外资奖励的外商投资企业，符合指南规

定申报条件的企业应于 2021 年 2 月 8 日前完成在线填报并将纸质材料提

交至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主要内容包括： (a) 支持外资企业在深圳市新

设项目，鼓励深圳市外商投资企业增资扩产；以及 (b) 明确支持数量、支

持方式、支持方向、支持标准、申报条件、申报材料、办理流程等。详情

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tzgg/content/post_846847

0.html 

 

社保 
 

4. 《关于公布佛山市 2021 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缴费标准的通

知》 

 

佛山市医疗保障局、佛山市财政局及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税务局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联合发布上述《通知》。当中明确，佛山市 2021 年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的缴费基数为 5,626 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用人



单位费率从 3.5%下调为 3%；生育保险费率维持 1%不变。上述调整运行

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

址： 

http://www.foshan.gov.cn/zwgk/gggs/content/post_4679989.ht

ml 

 

5.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财政局关于 2020 年提高深圳市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的通知》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深圳市财政局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联合

发布上述《通知》，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领取养老金的参保人具有深

圳市户籍不满 8 周年的，基础养老金由原来的每月 302 元提高至 322

元；自其具有深圳市户籍满 8 周年的次月起，基础养老金由原来的每月

453 元提高至 483 元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hrss.sz.gov.cn/gkmlpt/content/8/8330/post_8330060.htm

l#1718 

 

金融监管 
 

6.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国家外汇管理局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发布上述《实施办法》，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a) 外汇局实施行政许可适用本办

法；(b) 进一步规范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审查、决定、听证等流程，增

加在线办理行政许可等内容；以及(c) 简化行政许可材料要求，明确依法

能够通过相关部门间信息共享获得或外汇管理系统内部获取的材料，不再

要求申请人提交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safe.gov.cn/safe/2021/0115/18048.html  

 

7. 《关于修改、废止部分证券期货规章的决定》 

 

中国证监会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发布上述《决定》。主要内容包括：(a) 

对 10 件规章、规范性文件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包括将证券公司在境外

http://www.foshan.gov.cn/zwgk/gggs/content/post_4679989.html
http://www.foshan.gov.cn/zwgk/gggs/content/post_4679989.html
http://www.safe.gov.cn/safe/file/file/20210115/e9de114ba17144e2b403be8e90ba0239.pdf?n=%E5%9B%BD%E5%AE%B6%E5%A4%96%E6%B1%87%E7%AE%A1%E7%90%86%E5%B1%80%E8%A1%8C%E6%94%BF%E8%AE%B8%E5%8F%AF%E5%AE%9E%E6%96%BD%E5%8A%9E%E6%B3%95
http://www.safe.gov.cn/safe/2021/0115/18048.html


设立、收购子公司或者参股经营机构的管理方式由行政许可改为备案管

理，完善期货公司保证金封闭管理制度；以及 (b) 《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

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等 28 件制度文件予以废止等。详情

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101/t20210115_3

90828.htm  

 

8. 《关于规范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个人存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联合发

布上述《通知》。主要内容包括：(a) 商业银行通过营业网点、自营网络

平台等多种渠道开展存款业务； (b) 商业银行不得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开

展定期存款和定活两便存款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由非自营网络平台提供营

销宣传、产品展示、信息传输、购买入口、利息补贴等服务。本通知印发

前，商业银行已经开展的存量业务到期自然结清；以及 (c) 地方性法人商

业银行要确保通过互联网开展的存款业务，立足于服务已设立机构所在区

域的客户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 .html?docId=

959871&itemId=926 

 

9. 《关于印发消费金融公司监管评级办法（试行）的通知》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发布上述《通知》。主要内容

包括：(a)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成立时间超过一个完

整会计年度的消费金融公司法人机构的监管评级；以及 (b) 明确消费金融

公司监督的评级要素、评级方法、评级程序、评级结果运用等。详情请参

阅以下网址：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 Id=

958815&itemId=928 

 

10. 《关于修订<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指引>的通知》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959871&itemId=926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959871&itemId=926


国家外汇管理局于 2021 年 1 月 8 日发布上述《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主要内容包括：(a) 《指引》所称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是指在中

国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人民币与外币交易时，承担向会员持续提供买、卖

价格义务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会员； (b) 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可根据自身

做市能力在即期、远期、掉期、期权等外汇市场开展做市；以及(c) 下放

尝试做市机构的准入退出管理至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降低准入门坎，支持

更多金融机构参与报价和提供流动性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safe.gov.cn/safe/2021/0108/18017.html  

 

11. 《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布上述《管理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31 日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a) 要求证券交易场所根据可转债的风

险和特点，完善现行交易规则，防范和抑制过度投机，同时制定相应的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则； (b) 关于转股价格。按照兼顾发行人、股东与可转

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结合现行再融资办法，对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转股

价格的确定、修正及调整进行完善； (c) 对于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证

监会将采取相关监管措施；以及 (d) 《管理办法》施行日及施行日以后发

行申请被受理的可转债适用本办法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12/t20201231_3

89998.htm 

 

疫情防控 
 

12.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进一步做好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国务院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发布上述《通知》。主要内容包括：(a) 提

升核酸检测质量。要加强质量控制，做好核酸检测试剂质量监督评估，组

建专业采样队伍，推进采样环节和流程标准化、信息化，加强第三方检测

机构管理，制定核酸检测组织工作预案，加强人员统一培训，提高检测效

率和质量；以及(b) 加强重点人员筛查。要对冷链食品从业人员等高风险



人群至少每周开展一次核酸检测，对服务业从业人员定期开展核酸抽样检

测，对一些重点场所定期开展环境核酸检测，力争主动发现疫情等。详情

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txy/art/2021/art_1d dec

96cf87c40a7ad3911e9cdadb682.html 

 

13. 《关于关于严格落实粤港跨境货车司机疫情防控管理的公告》 

 

广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发布上述《公告》。主要

内容包括：(a) 各粤港跨境货运企业要督促本企业下属货车司机入境后严

格遵守广东省及各市疫情防控和健康管理措施，不得违反防疫规定；以及

(b) 对相关部门通报的违规司机所在企业实施停办所有业务 3 个月的措

施，且业务停办时长按企业违规司机人次数量进行累计计算；对情节严重

的将按省防疫要求暂停相应车辆及司机的运输资质，通报海关、边检部门

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gdga.gd.gov.cn/jgj/gggs/content/post_3178613.html  

 

创新创业 
 

1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设第三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发布上述《通知》。主要内容包

括：(a) 第三批双创示范基地要按照创业就业、融通创新、精益创业、全

球化创业等差异化功能定位，强化区域覆盖、功能布局、协同发展，增强

示范功能和带动效应；(b) 国家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方面进一步健全双

创示范基地长效管理运行机制，加强对双创示范基地的运行监测和绩效评

估，根据功能定位分类适时开展第三方评估，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改革

经验并推动在更大范围实施；以及(c) 公布《第三批双创示范基地名单》

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

12/24/content_5572999.htm 

 

15. 《2021 年度云南省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咨询及经办程序指南》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12/24/content_5572999.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12/24/content_5572999.htm


 

云南省小额担保贷款扶持创业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于 2021 年 1 月 7 日

发布上述《指南》。主要内容包括： (a) 云南省创业担保分为“贷免扶

补”创业小额贷款、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和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 (b) 对

在云南省从事自主创业的人员，按规定提供每人不超过 20 万元的创业小

额贷款。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合伙创业的，根据合伙人数按每人 20 万元标

准核定，最高额度为 110 万元；以及(c) 明确贷款扶持对象、申请条件、

申请审核程序、需提供的基本数据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hrss.yn.gov.cn/NewsView.aspx?NewsID=41826&ClassID=

558 

 

环保 

 

16. 《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 10 个部门于 2021 年 1 月 4 日联合印发上述

《指导意见》。主要内容包括：(a) 总体目标：到 2025 年，全国污水收

集效能显著提升，全国地级及以上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25%以上；

以及(b) 开展企业用水审计、水效对标和节水改造，推进企业内部工业用

水循环利用，提高重复利用率。完善工业企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提高运营管理水平，确保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01/t20210111_12647

94.html 

 

医疗卫生 

 

17. 《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印发上述《管理办法（试

行）》。主要内容包括：(a) 本办法所指药品上市后变更包括注册管理事

项变更和生产监管事项变更； (b) 境外生产药品上市后变更主要涉及行政

信息类变更和技术类变更。涉及行政信息类的变更，境外相关部门批准证

http://hrss.yn.gov.cn/NewsView.aspx?NewsID=41826&ClassID=558
http://hrss.yn.gov.cn/NewsView.aspx?NewsID=41826&ClassID=558


明文件是重要参考文件，原则上境外持有人在提交申请时应提供境外已经

获得批准的证明文件；(c) 境外持有人变更药品生产场地且变更后生产场

地仍在境外的，应按照相关技术指导原则进行研究、评估和必要的验证，

向药审中心提出补充申请或备案；以及 (d) 持有人应当在提出变更的补充

申请时承诺变更获得批准后的实施时间，实施时间原则上最长不得超过自

变更获批之日起 6 个月，涉及药品安全性变更的事项除外，具体以药品

补充申请通知书载明的实施日期为准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1131423011

36.html 

 

18.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支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云南省财政厅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发布上述《实施意见》。主要内容包

括：(a) 主要目标：从 2020 年起，云南省财政厅新增投入 100 亿元以

上，重点支持实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推动优化整合医疗卫

生资源，构建全省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体系，全面提升重大传染病救治和疾

控机构核心能力；以及 (b) 集中财力持续打造 30 个优势临床医学中心

（重点专科），每年安排每个临床医学中心能力建设资金 1,000 万元，带

动 3 个州市级医疗机构相关学科发展，对全省范围内跻身西南前三的专科

再给予奖励性补助 1 亿元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czt.yn.gov.cn/news_des.html?id=1610348060192711613&

cid=5631768426033988296 

 

19. 《广东省药品安全事件应急预案（试行）》 

 

广东省人民政府于 2021 年 1 月 8 日发布上述《应急预案（试行）》。

主要内容包括：(a) 本预案所称药品安全事件，是指因药品质量问题引发

的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损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

应对的药品群体不良事件、重大药品质量事件，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

康的涉及药品事件。本预案适用于广东省行政区域范围内应对药品安全事

件的指导和参考； (b) 药品安全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 4



个级别，依次对应Ⅰ、Ⅱ、Ⅲ、Ⅳ级回应；以及 (c) 列明应急预案的组织

体系、运行机制、保障措施、监督管理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gd.gov.cn/zwgk/wjk/qbwj/yfh/content/post_316864

0.html 

 

20. 《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医疗卫生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福建省政府办公厅于 2021 年 1 月 2 日印发上述《通知》。主要内容包

括：(a) 方案结合现行财政保障模式实际，从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计划

生育和能力建设四个方面全面推进医疗卫生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推动建立可持续的投入保障长效机制，提高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的供给效率和水平；以及(b)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按照参保

人数和省级人均补助标准，根据市县财力状况按 80％、60％、40％和

25％比例予以分档补助。城乡医疗救助资金，按照城乡医疗救助对象人数

和省级人均补助标准，根据市县财力状况和绩效考核等因素，按 80％、

60％、40％和 20％比例予以分档补助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fujian.gov.cn/zwgk/zxwj/szfbgtwj/202101/t2021011

1_5515123.htm 

 

科技 

 

21. 《泉州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企业科技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 

 

泉州市政府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发布上述《实施意见》。主要内容包

括：(a) 通过加大企业创新投入、高企培育、平台建设、双创活动开展、

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人才培育、重大科技项目实施、科技金融、科技合

作、企业家培育、优化创新创业环境、组织保障等 12 条举措支持企业科

技创新；以及(b) 拟出台泉州科技创新券实施规定，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开

展科研活动购买科技服务的费用，按其实际发生额 30%予以后补助。对

新认定的省高、国高企业在省级补助的基础上，市级财政按不低于原有补

http://www.fujian.gov.cn/zwgk/zxwj/szfbgtwj/202101/t20210111_5515123.htm
http://www.fujian.gov.cn/zwgk/zxwj/szfbgtwj/202101/t20210111_5515123.htm


助标准给予配套奖励，鼓励县（市、区）给予配套奖补；对重新认定或直

接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给予每家 20 万元奖励，市、县两级按 1∶1 比

例分摊等。本实施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kj.quanzhou.gov.cn/xxgk/kjzc/skj/202101/t20210118_249

9025.htm 

 

食品 

 

22. 《认监委关于发布新版<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实施规则>的公告》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发布上述《公告》。

主要内容包括：(a)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1 年 7 月 1 日期间为过渡

期。过渡期内，认证机构可按照新版或旧版《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实施

规则》要求实施认证。按旧版认证的获证企业，由颁证认证机构结合监督

审核活动进行转换；以及(b) 对 2021 年 7 月 1 日后申请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的，认证机构应按照新版《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实施规则》要求

实施认证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cnca.gov.cn/zw/gg/gg2021/202101/t20210113_6499

2.shtml 

 

其他 

 

23.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 

 

国务院于 2021 年 1 月 19 日发布上述《管理规定》，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a)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企

业登记机关）负责中国境内设立企业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企业只能登记

一个企业名称，企业名称受法律保护；以及 (b) 建立企业名称争议处理机

制。企业认为其他企业名称侵犯本企业名称合法权益的，可以向人民法院

起诉或者请求为涉嫌侵权企业办理登记的企业登记机关处理；企业登记机

http://kj.quanzhou.gov.cn/xxgk/kjzc/skj/202101/t20210118_2499025.htm
http://kj.quanzhou.gov.cn/xxgk/kjzc/skj/202101/t20210118_2499025.htm
http://www.cnca.gov.cn/zw/gg/gg2021/202101/t20210113_64992.shtml
http://www.cnca.gov.cn/zw/gg/gg2021/202101/t20210113_64992.shtml


关受理申请后，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企业登记机关应当在规定时

限内作出行政裁决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9313678743005905&wfr=spider&f

or=pc 

 

24. 《关于印发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管理办法的通知》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2021 年 1 月 16 日印发上述《通知》，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主要内容包括：(a) 项目业主通

过中介超市购买中介服务的活动，适用本办法。本办法所称中介超市，是

指全省统一建设的中介服务网上交易综合性信息化服务和信用管理平台。

本办法所称项目业主，是指通过中介超市购买中介服务的自然人、法人、

非法人组织；(b) 项目业主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中介服务事项列表以内、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未达到采购限额标准的中介服务，必须在中介超

市选取中介服务机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 (c) 明确职责分

工、入驻流程、选取流程、信用管理、咨询监督等事项。详情请参阅以下

网址： 

http://www.gd.gov.cn/zwgk/wjk/qbwj/ybh/content/post_317803

6.html 

 

25. 《关于人民法院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发布上述《意见》。主要内容包括：

(a)完善国际商事纠纷案件集中审判机制，由海南涉外民商事法庭集中审

理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鼓励外籍调解员和港澳台调解员参与纠纷

化解，探索选任港澳台居民担任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 (b) 保障贸易

投资自由便利。依法审理涉服务贸易案件，维护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

度，落实给予境外服务提供商国民待遇措施。妥善处理在大幅放开外商投

资领域时产生的涉及外资准入限制的适用法律问题，依法认定外商投资合

同效力，平等保护中外投资者合法权益；以及 (c) 促进运输往来自由便

利。加强交通运输案件审判专业化建设，妥善审理港口建设、航运金融等

民商事案件和涉及船舶管理的行政案件，推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型航

http://www.gd.gov.cn/zwgk/wjk/qbwj/ybh/content/post_3178036.html
http://www.gd.gov.cn/zwgk/wjk/qbwj/ybh/content/post_3178036.html


运经营管理体系和海员管理制度，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供有

力司法保障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hainan.gov.cn/hainan/zhl/202101/de8179eb304c4157b0c02

6c4e5448ae8.shtml 

 

26. 《关于印发<“两湾”产业融合发展先行试验区（广西•玉林）发展规划

（2020—2035 年）>的通知》  

 

广西区政府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印发上述《通知》。主要内容包括：(a) 

为发挥玉林市的优势，推进“两广联动、两湾融合”，以玉林市为战略支

点建设“两湾”产业融合先行试验区，全面对接大湾区； (b) 目标到

2035 年，全面建成先行试验区，机械制造产业实现 2,000 亿元产值，新

材料产业实现 3,000 亿元产值，大健康产业实现 2,000 亿元产值，服装

皮革产业实现 1,000 亿元产值，新兴优势产业实现 500 亿元产值；(c) 全

面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形成新的优势产业，加速外溢产

业和项目承接落地，形成“引进来”和“走出去”统筹协调的产业两湾融

合发展格局；(d) 积极对接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的大型装备企业

及研发中心等配套企业，大力推进“大湾区总部＋玉林基地”“大湾区研

发＋玉林生产”合作模式；(e) 加快技术和服务体系融合，推动健康产业

跨区分工合作，依托南药种苗生产中心，与港澳共建中药检测中心，开展

中药质量与安全检测等方面合作； (f) 加强与香港等客家文化节对接，扩

大玉林国际旅游美食节、博白客家文化旅游节的品牌影响力，打造世界客

家文化体验旅游目的地；以及(g) 定期组织优秀中青年干部赴港澳学习培

训，鼓励干部赴港澳交流学习。深入实施“港澳台英才聚桂计划”，加强

与港澳台青年的科技与人文交流合作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gxzf.gov.cn/zfwj/zxwj/t7630488.shtml  

 

27. 《东莞市市场采购贸易综合管理办法》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于 2021 年 1 月 4 日印发上述《管理办法》，自

发布之日起实施。主要内容包括：(a) 按照市场采购贸易客流、货流和资

金流三要素，整合相关监管部门的基础数据，建立涵盖市场采购贸易各方



经营主体和贸易全流程的东莞市场采购贸易联网信息平台； (b) 建立市场

采购贸易商品认定体系，确保市场采购贸易商品采购自经认定的市场集聚

区，并由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海关指定口岸办理出口通关手续；以及 (c) 

商品商标信息纳入市场信用监管体系，建立市场采购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数

据库，实现信息共享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dg.gov.cn/gkmlpt/content/3/3445/post_3445075.ht

ml#684 
 

28.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智能城市和数字政府建设的若干意见》 

 

深圳市人民政府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发布上述《意见》，到 2025 年，

打造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鹏城智能体，成为全球新型智慧城市标杆和“数

字中国”城市典范。主要内容包括： (a) 协同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规划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建设全国一体化国家大数据中心华南区域

服务核心节点，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生产要素流通汇聚枢纽；以及 (b)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电子签名证书互认，推广电子签名互认证书在公

共服务、金融、商贸等领域应用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sz.gov.cn/gkmlpt/content/8/8394/post_8394420.ht

ml#20044 

 

政策咨询/公开征求意见 

 

29. 《关于实施机动车排气污染定期检查与维护制度的通告（修订稿）》公

开征求意见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广州市

公安局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联合就上述《修订稿》公开征求意见，截止

日期为 2021 年 1 月 27 日。主要内容包括：(a) 本通告适用于在广州市

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和综合性能检测的所有机动车，以及在广州市行驶或停

放并依法接受监督抽测的机动车，包括广州市本市籍和外地籍号牌机动

车；以及(b) 排放监督抽测超标车辆应于 7 个工作日内自行维修并到广州

市机动车排气复测点进行复检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sz.gov.cn/gkmlpt/content/8/8394/post_8394420.html#20044
http://www.sz.gov.cn/gkmlpt/content/8/8394/post_8394420.html#20044


http://www.gz.gov.cn/hdjlpt/yjzj/answer/9978 

 

30. 《物联网基础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就上述《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

见，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2 月 14 日。主要内容包括：(a) 明确物联网基

础安全标准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建设目标；以及 (b) 提出物联网基础安

全标准体系包括总体安全要求、终端安全、网关安全、平台安全、安全管

理五大类标准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s://www.miit.gov.cn/gzcy/yjzj/art/2021/art_de99ecee64884ecda9326

04c32631b76.html 

 

31. 《广州市房屋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就上述《修订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2 月 11 日。主要内容包括：(a) 

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房屋进行交易活动的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b) 本办

法所称房屋，是指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本办法所称的新建商品房是指房地

产开发企业在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根据建设工程规划开发

建设并用于交易的房屋。本办法所称房屋交易，是指国有土地上的房屋的

买卖，不包括集体经济组织留用地上盖房屋的买卖；以及 (c) 明确交易规

则、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gz.gov.cn/hdjlpt/yjzj/answer/9621 

 

32. 《海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 （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  

 

海南省司法厅于 2021 年 1 月 9 日就上述《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

见，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2 月 9 日。主要内容包括：(a) 海南省行政区域

内电动自行车的生产、销售、维修、登记、通行、停放及相关管理活动，

适用本条例；(b) 生产用于国内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和进口的电动自行车的

设计最高时速、最大整车质量、外形尺寸、防火阻燃性能等应当符合强制

性国家标准；以及(c) 明确生产、销售和维修管理，登记管理，同行管理

等事项。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s://www.miit.gov.cn/gzcy/yjzj/art/2021/art_de99ecee64884ecda932604c32631b76.html
https://www.miit.gov.cn/gzcy/yjzj/art/2021/art_de99ecee64884ecda932604c32631b76.html


http://www.hainan.gov.cn/hainan/0101/202101/1da28b08f0e44

8248d3dbcc45b9b9b68.shtml 

 

II.   经贸数据 
 

广东 

经济指标 
2020 年 

1-11 月 

与 2019 年 

同期相比 

2019 年 

1-12 月 

1. 生产总值  

（亿元人民币） 
#78,397.07 +0.7% 107,671.07 

2. 进出口总额  

（亿元人民币） 
63,647.04 -1.0% 71,436.80 

    2.1 出口  

       （亿元人民币）  
38,957.96 -0.1% 43,379.35 

其中：对香港出口 

       （亿元人民币）  
8,767.20 -10.0% 10.787.1 

    2.2 进口  

       （亿元人民币）  
24,689.08 -2.4% 28,057.45 

   （#为 1-9 月数据）  

 

福建、广西、海南及云南 

 

 

省份 

生产总值 

（亿元人民币） 

进出口总额 

（亿元人民币） 

2020 年 

1-9 月 

与 2019

年同期 

相比 

2019 年 

1-12 月 

2020 年 

1-11 月 

与 2019

年同期 

相比 

2019 年 

1-12 月 

福建 31,331.55 +2.4% 42,395.00 12,692.4 +5.4% 13,306.7 

广西 15,999.07 +2.0% 21,237.14 4,308.6 +1.0% 4,694.7 

海南 3,841.31 +1.1% 5,308.94 786.0 -3.0% 905.9 

云南 17,539.76 +2.7% 23,223.75 2,368.2 +13.2% 2,323.7 

http://www.hainan.gov.cn/hainan/0101/202101/1da28b08f0e448248d3dbcc45b9b9b68.shtml
http://www.hainan.gov.cn/hainan/0101/202101/1da28b08f0e448248d3dbcc45b9b9b68.shtml


 

III.    香港最新资讯  

 

 有关香港的最新资讯、特区政府的重要政策及措施，请关注驻粤办的官方 

        微信平台：  

 

 

IV.   活动推介 

    在线  

时间 活动内容 主办／承办机构 查询方式 

2020 年 7 月

15 日-2021 年

6 月 30 日  

「港品荟 ‧在线展

览」 

香港工业总会珠三

角工业协会主办，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驻粤经济贸易办

事处为支持机构 

 

https://web.zh

anshangxiu.co

m/#/default/7

60ca0bb-

700d-4431-

8f5f-

aa10884217bc  

      

     内地  

时间 活动内容 举办地点 主办／承办机构 查询方式 

2021 年

3 月 3 日

至 5 日 

2021 广 州

国际工业自

动化技术及

装备展览会 

广州：中国进出

口商品交易会展

馆（B 区） 

广州光亚法兰克

福展览有限公

司、中国对外贸

易广州展览总公

司 

https://sps

inchina.cn.

messefran

kfurt.com/

guangzho

u/zh-

cn.html 

https://web.zhanshangxiu.com/#/default/760ca0bb-700d-4431-8f5f-aa10884217bc
https://web.zhanshangxiu.com/#/default/760ca0bb-700d-4431-8f5f-aa10884217bc
https://web.zhanshangxiu.com/#/default/760ca0bb-700d-4431-8f5f-aa10884217bc
https://web.zhanshangxiu.com/#/default/760ca0bb-700d-4431-8f5f-aa10884217bc
https://web.zhanshangxiu.com/#/default/760ca0bb-700d-4431-8f5f-aa10884217bc
https://web.zhanshangxiu.com/#/default/760ca0bb-700d-4431-8f5f-aa10884217bc
https://web.zhanshangxiu.com/#/default/760ca0bb-700d-4431-8f5f-aa10884217bc
https://spsinchina.cn.messefrankfurt.com/guangzhou/zh-cn.html
https://spsinchina.cn.messefrankfurt.com/guangzhou/zh-cn.html
https://spsinchina.cn.messefrankfurt.com/guangzhou/zh-cn.html
https://spsinchina.cn.messefrankfurt.com/guangzhou/zh-cn.html
https://spsinchina.cn.messefrankfurt.com/guangzhou/zh-cn.html
https://spsinchina.cn.messefrankfurt.com/guangzhou/zh-cn.html
https://spsinchina.cn.messefrankfurt.com/guangzhou/zh-cn.html


时间 活动内容 举办地点 主办／承办机构 查询方式 

2021 年

3 月 4 日

至 6 日 

第二十七届

华南国际印

刷工业展览

会 暨 2021

中国国际标

签印刷技术

展览会 

 

 

广州：中国进出

口商品交易会展

馆（A 区） 

中国对外贸易中

心（集团） 

https://ww

w.printing

southchina

.com/PRT2

1/idx/trad/

%e9%a6%

96%e9%a0

%81 

2021 年

4 月 12

日 至 15

日 

广州国际电

子及电器博

览会 

广州：保利世贸

博览馆 

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广州市

委员会 

https://iea

efair.com/

Content/1

176522.ht

ml 

 

2021 年

5 月 7 日

至 10 日 

2021 中 国

国际消费品

博览会 

 

海南国际会展中

心 

商务部、海南省

人民政府 

http://ww

w.hainanex

po.org.cn/ 

2021 年

5 月 25

日 至 27

日 

2021 年 中

国（广州）

国际物流装

备与技术展

览会 

广州：中国进出

口商品交易会展

馆（B 区） 

汉诺威米兰佰特

展览（广州）有

限公司 

http://ww

w.chinalet.

cn/ 

2021 年

6 月 24

日 至 26

日 

2021 第 十

届广州国际

食品及食材

展览会 

广州：保利世贸

博览馆 

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广州市

委员会 

https://ww

w.fggle.co

m/ 

 

 

https://ieaefair.com/Content/1176522.html
https://ieaefair.com/Content/1176522.html
https://ieaefair.com/Content/1176522.html
https://ieaefair.com/Content/1176522.html
https://ieaefair.com/Content/1176522.html
http://www.chinalet.cn/
http://www.chinalet.cn/
http://www.chinalet.cn/
https://www.fggle.com/
https://www.fggle.com/
https://www.fggle.com/


 

    香港  

时间 活动内容 举办地点 主办／承办机构 查询方式 

2021 年 11

月 15 日 至

20 日 

首 届 香 港

桂冠论坛 

香港科学园 香港桂冠论坛 https://ww

w.hklaurea

teforum.or

g 

 

programm

e@hklaure

ateforum.o

rg 

 

 

V.   其他资讯 
 

 《在粤香港服务业企业名册》 

 

为推动粤港服务业合作，为在粤香港服务业企业向政、商各界及消费者介

绍其业务，提升企业在内地的知名度，协助企业开拓新的顾客群，和寻找

合作伙伴和投资者。驻粤办自 2014 年起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及中国香港

（地区）商会-广东合作，联合汇编《在粤香港服务业企业名册》。2020

年起驻粤办重点发展《名册》网页版 (www.hkservicedirectoryingd.gov.hk) 

及手机版，方便公众查阅。 

 

 《名册》向内地政府部门、工商协会及企业家进行宣传，让业界认识贵

公司的服务。 

 通过简单的登记手续，企业的数据就可收录在网页版及手机版《名册》

上，达到宣传效果。 

 

欢迎下列企业，将数据提供《名册》免费刊载： 

1. 港资（独资或合资）在大湾区广东省九市开设提供服务的企业，或 

https://www.hklaureateforum.org/
https://www.hklaureateforum.org/
https://www.hklaureateforum.org/
https://www.hklaureateforum.org/
mailto:programme@hklaureateforum.org
mailto:programme@hklaureateforum.org
mailto:programme@hklaureateforum.org
mailto:programme@hklaureateforum.org
http://www.hkservicedirectoryingd.gov.hk/


2. 香港注册企业在大湾区广东省九市的分支机构、代表处，或 

3. 跨国企业在大湾区广东省九市的分支机构，其主要营运由位于香港的地

区总部或分公司所监管的，或 

4. 企业由香港人担任持有人/合伙人/主要股东，或 

5. 港资制造业企业中有为客户提供生产性服务的，  例如产品开发、设

计、检测、解决方案等服务。 

 

有关《在粤香港服务业企业名册》的简介随附如下，以供参考。 

https://www.gdeto.gov.hk/filemanager/content/pdf/pdf_202006

11.pdf 

 

有兴趣把企业数据加入《名册》的粤港澳大湾区广东省九个城市提供服务

的香港企业，请下载企业数据表格，填妥后按表格上所列方式交回。 

 

在线填写企业数据： 

https://mp.weixin.qq.com/s/WFBdLGue3nUGzoGykIQ1ZQ 

 
 

下载企业数据表格： 

https://www.gdeto.gov.hk/filemanager/content/docs/doc_20200

611.docx 

 

如有查询，请与驻粤办联系。 

 

电话：(86 20) 3891 1220 

传真：(86 20) 3891 1221 

电邮： crd@gdeto.gov.hk  

网址：http://www.gdeto.gov.hk 

 

https://mp.weixin.qq.com/s/WFBdLGue3nUGzoGykIQ1ZQ
https://www.gdeto.gov.hk/filemanager/content/docs/doc_20200611.docx
https://www.gdeto.gov.hk/filemanager/content/docs/doc_20200611.docx
http://www.gdeto.gov.hk/


 为在粤就读的香港学生提供工作机会 

 

为协助在广东省内大学就读的香港学生于在学期间及毕业后，在广东找寻

实习和工作的机会，以充实学习经验及抓紧在内地发展的机遇，同时为港

资企业和香港经济作出贡献。在粤港资企业可将适合香港在粤就读学生/毕

业生的有关招聘数据，填写表格（见附件）并交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

粤经济贸易办事处，透过驻粤办转交广东省内大学，让有意申请实习和职

位的学生/毕业生与企业联系。 

 

表格-提供予在粤香
港学生的工作职位.doc 

 

 「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为有需要香港居民提供「免费法

律咨询服务」，向求助的香港居民提供有关内地法律的初步意见供参考，

以协助他们处理遇到的问题。惟上述服务不会跟进或委派律师处理个别案

件。 

 

于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期间，这项服务由设于广州、深圳、东莞

及中山的「香港工会联合会内地咨询服务中心」承办执行。 

 

香港居民可于以下办公时间内致电「免费法律咨询服务」热线，咨询在内

地遇到的法律问题或预约与当值内地律师见面。 

 

热线咨询服务时间（内地公众假期除外）： 

周一至周五：上午 9 时至下午 6 时 

 

律师当值时间（敬请预约，内地公众假期除外）： 

周二：下午 2 时至下午 6 时  

周五：下午 2 时至下午 6 时 

 

「免费法律咨询服务」热线 



 

广州咨询服务中心 

电话：(8620) 8337 5338  

传真：(8620) 8318 4609  

电邮：gzcenter@ftu.org.hk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 233-235 号千树盘福大厦 801 室 

 

深圳咨询服务中心 

电话：(86755) 8225 1818  

传真：(86755) 8222 8528  

电邮：szcenter@ftu.org.hk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01 号鸿昌广场 51 楼  

 

东莞咨询服务中心 

电话：(86769) 2223 1001 

传真：(86769) 2223 0380  

电邮：dgcenter@ftu.org.hk  

地址：东莞市南城区鸿福西路 2 号（市工人文化宫）  

 

中山咨询服务中心 

电话：(86760) 8880 7882 

传真：(86760) 8575 1385  

电邮：zscenter@ftu.org.hk 

地址：中山市石岐区民生路 38 号民生办公区 8 楼 806-807 室 

 

 驻内地办事处入境事务组提供香港特区护照换领服务 

 

为进一步便利香港居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内地办事处的入境事务组

为合资格并持有有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人士提供香港特区护照换领

服务。身在内地的香港居民可透过驻北京办事处、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

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驻成都经济贸易办事处及驻武汉经济贸易办事处

的入境事务组递交换领香港特区护照的申请，并在该驻内地办事处领取护

照。 



 

各驻内地办事处入境事务组的联络电话及地址如下： 

 

驻北京办事处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71 号（邮编：100009） 

电话：（86 10）6657 2880 内线 311 

传真：（86 10）6657 2823 

电邮：bjohksar@bjo-hksarg.org.cn 

网址：www.bjo.gov.hk 

   

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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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线 608 

传真：（86 20）3877 0466 

电邮：general@gdeto.gov.hk 

网址：www.gdeto.gov.hk 

 

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168 号都市总部大楼 21 楼（邮编：200001） 

电话：（86 21）6351 2233 内线 160 

传真：（86 21）6351 9368 

电邮：enquiry@sheto.gov.hk 

网址：www.sheto.gov.hk 

 

驻成都经济贸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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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线 330 

传真：（86 28）8676 8300 

电邮：general@cdeto.gov.hk 

网址：www.cdeto.gov.hk 

   

驻武汉经济贸易办事处 

地址：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 568 号新世界国贸大厦 I 座

4303 室 



邮编：430022 

电话：(86 27) 6560 7300 内线 7334 

传真：(86 27) 6560 7301 

电邮：enquiry@wheto.gov.hk  

网址：https://www.wheto.gov.hk 

 

有关此项服务的详情，请参阅入境处网页 www.immd.gov.hk。如有查询，

可致电入境处热线(852) 28246111 或发送电邮至 enquiry@immd.gov.hk。  
 

 

 

 

 

 

 

 

 

 

 

 

 
 

 

免责声明 

 

《驻粤办通讯》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

为公众提供的信息服务，数据搜集自有关网站、报刊媒体及

其它机构等管道，并仅供参考之用。《驻粤办通讯》所载数

据已经力求准确，惟本办对于因使用、复制或发布《驻粤办

通讯》而招致的任何损失，一概不负任何责任。 

 

mailto:enquiry@wheto.gov.hk
https://www.wheto.gov.hk/


 
 

《驻粤办通讯》简介 

 

《驻粤办通讯》自 2002 年 11 月起每逢周五出版，并上载至驻粤办

网站（网址：http： //www.gdeto.gov.hk 中《驻粤办通讯》栏

目），过往曾出版的《驻粤办通讯》亦可于上述网站内找到。各位

亦可于上述网站了解驻粤办为港商提供的服务和活动的详情，或关

注驻粤办官方微信平台，透过手机更便利地接收驻粤办发布的信

息，包括每星期出版的《驻粤办通讯》及最新活动等。 

 

 

《驻粤办通讯》订阅须知 

 

如有兴趣订阅《驻粤办通讯》，欢迎提供相关数据（包括：商会或

公 司 名 称 、 电 子 邮 箱 、 联 络 人 及 联 络 方 式 ） 及 电 邮 至  

nl@gdeto.gov.hk 通知本办，并于邮件标题注明「订阅驻粤办通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