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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全速推进，港商可如何早着先
机，把握庞大发展空间和市场机遇？香港贸易发展
局与瑞丰德永（卓佳集团成员）协力推出GoGBA营
商懒人包系列，支援企业踏出开设业务、处理税务、
办理各种相关手续的第一步。

本GoGBA营商懒人包简介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
作区的各种优惠政策及奖励措施、相关网站及其他
资讯，以截至2023年2月的资料为准。请于深圳市人
民政府、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相关政务服
务平台等官方网页查阅最新政策及详细资讯，并按
特定需求咨询专业人士。

GoGBA 营商懒人包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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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简介
1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

以深港合作先导区、体制机制创新区、现代服务业聚集区和结构调整引领区作定位的前海，提供多项“先试先
行”的惠港政策，并重点发展金融、现代物流、资讯服务、科技服务及其他专业服务等四大产业。

打造全面深化
改革创新试验平台

建立健全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初步形成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的引擎作用日益彰显

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更加完善，营商环境达到世界
一流水平，建成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强、创新策源能力
强、协同发展带动能力强的高质量发展引擎

建设高水平
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支持香港经济
社会发展

提升粤港澳
合作水平

构建对外
开放新格局

到2025年

到2035年

两大定位

两阶段目标

三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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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先试政策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
区改革开放方案》，以推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前海合作区)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

新方案包含八大产业扶持政策，包括科技创新、商贸物流、金融业发展、专
业服务业、人才发展、总部企业、办公用房，以及社会公共服务保障。

15% 8
所得税政策

大产业政策

• 现代物流业
• 科技服务业
• 商务服务业
• 文化创意产业
• 信息服务业

办公用房
专业服务业
社会公共服务保障
金融业发展
商贸物流
科技创新
总部企业
人才发展

1
2
3
4
5
6
7
8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9/06/content_5635728.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9/06/content_56357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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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科技创新实施办法
2

支持对象

为加快前海科技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深圳市前海管理局于2022年8月
推出《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支持科技创新实施办法（
试行）》，积极引导技术、设备、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在深港间进行优化配
置。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关于印发《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支持
科技创新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http://qh.sz.gov.cn/sygnan/xxgk/xxgkml/zcfg/gfxwj/content/post_10010727.html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支持科技创新实施办法（试行）》
政策解读
http://www.sz.gov.cn/zfgb/zcjd/content/post_10042698.html

本办法支持在前海合作区开展科技创新，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等领域的法人或非
法人组织(以下统称机构)，以及在上述机构工作的个人。

1

2
3

机构应同时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注册登记地、实际经营地、税收缴纳地均在前海合作区，或经
 上级主管单位批准在前海合作区设立的事业单位
 主营业务符合前海合作区产业准入目录
 科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等活动原则上在前海合作区开展

基本
       条件

http://qh.sz.gov.cn/sygnan/xxgk/xxgkml/zcfg/gfxwj/content/post_10010727.html
http://www.sz.gov.cn/zfgb/zcjd/content/post_10042698.html
http://qh.sz.gov.cn/sygnan/xxgk/xxgkml/zcfg/gfxwj/content/post_10010727.html
http://www.sz.gov.cn/zfgb/zcjd/content/post_100426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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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条款

促进深港澳创新要素跨境融通  推动深港科技创新融合发展

培育深港澳科技合作创新生态  推动科技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1

2

在跨境孵化方面，支持港澳
高校设立孵化机构、建立孵
化基金，优先安排空间支持。

在创投资本集聚方面，依托
前海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引
导港澳及国际资本投资前海
科技研发型企业。

在港澳科研成果跨境转化方面，支持企业或机构
购买港澳高校、研发中心知识产权或知识产权许
可，衔接支持深圳市深港澳科技计划项目开展成
果转化，予以：

在国际人才交流方面，支持港澳及国际科技企业、
粤港澳新型研发机构设立院士、博士后工作站，推
动港澳及国际博士后在前海发展，按市资助金额
予以：

每年最高50万元支持

50%配套资助

加快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结合前海特色，
提出有关支持措施。其中，粤港澳新型研发机构的支持和管理办法另行规定，同时支持世界
500强企业与国家级创新载体或国际重要实验室建设联合实验室。 

      对符合条件的联合实验室按照运营实际投入经费的50%，予以最高500万元支持

支持在前海设立促进粤港澳科技创新合作、促进科技创新开放合作的社会组织，国际科技组
织，并开展科技创新合作活动：

      对符合条件的予以一次性30万元落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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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知识产权生态  着力完善知识产权  创造运营保护链条3

支持知识产权高质量保护，对成功开展
境外知识产权维权的：

      按照实际发生费用的50% 

      予以最高不超过30万元支持

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对主导
制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的机构：

      分别予以每项

      100万元、50万元支持

支持举办重大国际性科技交流活动，事前经前海管理局同意的： 

      按活动实际发生费用的30%予以支持，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支持科技金融服务创新，鼓励建立对科技企业的联合授信及共保机制、支持新型金融服务产
品、强化科技保险风险保障等措施： 

      予以最高50万元支持

进一步激励重点企业人才在前海发展，对前海前湾、桂湾、妈湾片区内年利润总额不少于
1,200万元的科技企业的核心团队成员： 

      按利润总额的1%给予贡献支持，每个企业每年最高支持200万元，

      其中个人最高可获得2萬元

支持知识产权转化运用平台建设： 

      对国家级基地或转化运用平台运营机构予以一次性200万元支持

      对知识产权展会活动按实际发生费用的30%予以最高150万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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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能级  打造产业创新高地

支持数字经济企业集聚发展 支持打造数字经济示范项目

鼓励数字技术产品以场景驱动创新

4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 

      予以办公用房及总部支持

对上一年度新列入国家数字经济领域示范
项目的：

      予以一次性10万元奖励

      按照使用前海企业数字技术产品服务 

      费用的30%，予以最高50万元支持

对满足条件的优质新落户企业根据
营业收入及利润总额：

      予以最高200万元落户支持

对成长性较高的优质企业：

      按照利润总额增量部分的5%，

      予以最高200万元支持

集聚海洋科技资源  打造海洋科技创新高地5

引进重点海洋企业，对新落户的企
业根据营业收入及利润总额：

      予以最高200万元落戶支持

支持引进高端海洋科研机构，对国内外知名海
洋科研单位在前海设立分支机构并拥有5名专
家组成的常驻研究团队的，且科技研发投入不
少于1,000万元的：

      给予一次性200万元支持

鼓励企业加大海洋科技研发投入，对上一年度科技研发投入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海洋科技
企业： 

      按照研发投入的3%予以最高50万元支持

*同时符合本办法及南山区、宝安区、前海合作区其他扶持政策规定的，不得就相同事项重复申请与享
受扶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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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3

商务服务业优势目录范围

前海合作区实施先行先试政策，“焦点政策”为“双15%”的税收优惠政策，即前海对设在区内的符合条件的企
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以及对境外高端紧缺人才个税15%超出部分的补贴政策。

前海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已延至2025年底，《优惠目录》由原来的4大产业21项增加至5大产业30项。二
是优惠门槛降低，主营业务收入占收入总额要求由70%降至60%，港资企业可根据优惠目录自行判别进行申
报。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关于印发《前海企业所得税优惠产业界定服务指引》的通知
http://qh.sz.gov.cn/sygnan/xxgk/xxgkml/zcfg/gfxwj/content/post_9769641.html

《前海企业所得税优惠产业界定服务指引》政策解读
http://qh.sz.gov.cn/sygnan/xxgk/xxgkml/zcfg/zcjd/content/post_9769664.html

1

5 6 8

2 3 4

7

管理咨询、城市规划、
工程管理、节能环保

等专业服务

国际会议、品牌展会、
专业展览及相关服务

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
服务及其他专业服务

国际邮轮运营管理
服务

法律服务 会计、税务、
资产评估服务

资信调查与评级、
征信等信用服务

知识产权代理、转让、
登记、鉴定、检索、
分析、评估、运营、
认证、咨询等服务

http://qh.sz.gov.cn/attachment/0/969/969279/9769641.pdf
http://qh.sz.gov.cn/sygnan/xxgk/xxgkml/zcfg/gfxwj/content/post_9769641.html
http://qh.sz.gov.cn/sygnan/xxgk/xxgkml/zcfg/zcjd/content/post_9769664.html
http://qh.sz.gov.cn/sygnan/xxgk/xxgkml/zcfg/gfxwj/content/post_9769641.html
http://qh.sz.gov.cn/sygnan/xxgk/xxgkml/zcfg/zcjd/content/post_97696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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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
前海纳税人可享受

减按15%的税率 
征收企业所得税

• 设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国务院2010年8月批覆
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的范围 

• 以《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2021版)》中规定的一项或多项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
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60%以上

适用范围

申请人资格及方式

优惠管理

 具有外国国籍人士，或港澳台地区居民，或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 
 的海外华侨，或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的归国留学人才
 在前海创业或在前海登记注册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工作
 在前海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在所在单位工作满一年，申请年度在前海实际工作时间不少于
 六个月

• 不符合上述条件但确属前海发展紧缺的境外人才，能够证明其具有相应技术资历、专业能力或工作成就
的，可通过所在单位申报，由前海管理局会同市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共同认定。

• 符合前海企业所得税优惠条件的纳税人，在企业所得税季度预缴和年度汇算清缴时，通过计算并填报相
应行次，自行申报享受优惠政策。

1

3
2

4

申請人
       資格

企业根据经营情况及政策规定自行判断是否符合优惠事项规定的条
件，符合条件的可以自行计算减免税额，在企业所得税季度预缴和年度
汇算清缴时，填写申报表中对应优惠项目享受税收优惠。

在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时享受前海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纳税
人，须留存与主营业务收入相对应的相关服务合同等资料备查。

政策享受方式

留存备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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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国际金融城入驻机构奖励
4

金融业发展政策

前海正积极建设“深港国际金融城”，拟打造香港金融机构拓展内地市场的“第一站”“首选地”。入驻金融城产
业的金融机构，符合条件最高可享受300万元人民币入驻扶持。其中，港资金融机构按照扶持标准的1.2倍执
行。

金融科技、数字人民币、绿色金融等前沿特色金融也出现在政策扶持范围。如每年安排1,000万元人民币支持
数字人民币应用和推广，给予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的机构100万元人民币至300万元人民币不等的落户奖励；
经认定的绿色金融机构可获100万元人民币奖励；对上市企业给予一次性200万人民币元奖励等。

为鼓励持牌金融机构在前海集聚发展，对新注册或新迁入前海的持牌金融机构等给予一次性落户奖励，其中
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专营机构可获得最高1,000万元人民币奖励。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
联合发布支持前海深港风投创投联动发展“十八条”措施
http://ftz.gd.gov.cn/jrl/content/post_4006867.html#zhuyao

鼓励持牌金融机构集聚发展1

对新注册或新迁入的金融控股公司、商业银行专营机构、金融企业总部的深圳级分支机构、
金融企业总部设立的专业子公司和其他持牌金融机构分别给予一次性落户奖励

  600万元奖励
对城市商业银行、外资银行、民营银行等
专营机构

  800万元奖励
对商业银行深圳市级分行、外国及港澳台
银行分行

http://ftz.gd.gov.cn/jrl/content/post_4006867.html#zhuyao
http://ftz.gd.gov.cn/jrl/content/post_4006867.html#zhu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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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特色金融业务创新发展

支持深港金融合作创新发展

2

3

前海合作区新注册或新迁入金融科技类企业一次性落户奖励

       给予最高300万元奖励

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在前海合作区设立私募基金，给予一次性落户奖励

深港金融科技加速器同时符合条件

对金融租赁和融资租赁企业给予每家企业
每年最高

       1,000万元经营奖励

对商业保理企业，按上年度为企业提供的融资总额
给予每家企业

       100万元最高奖励

符合奖励条件的港资机构 
最高扶持金额不变

       1.2倍提高

提高符合奖励条件的港资机构 

       1.2倍提高

  100万元奖励
新获得试点资格的外商独资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机构(WFOE PFM)

  100万元运营扶持
深港金融科技加速器同时符合条件对深港
金融科技加速器运营方

  50万元奖励
新获得试点资格的外商投资股权投资
管理企业(QFLP)

  200万元运营扶持
加速器运营方为港资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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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及外资机构向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申请在前海合作区新设立持牌金融机构，准给予 
一次性筹备扶持，用于奖励筹备团队

对入驻产业载体的港澳资及外资法人
持牌金融机构外国及港澳台银行分行，
给予一次性入驻扶持

对入驻产业载体且利润总额在5,000万
元以上的金融机构，给予管理团队经营
奖励

支持香港金融行业组织在前海创新发展给予一次性落戶獎勵

  100万元扶持
申请在前海合作区新设立金融企业总部、
金融控股公司、外国及港澳台银行分行的

       1.2倍提高
符合奖励条件的港资机构

  300万元最高
管理团队经营奖励

  30万元奖励
为港澳投资者开立个人投资账户/汇款账户
且有实际跨境理财通投资行为发生

  50万元扶持
申请在前海合作区新设立其他持牌金
融机构的

  50万元扶持
申请在前海合作区新设立其他持牌金融
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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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用房补政策
5

办公用房补贴政策

《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促进产业集聚办公用房资金补贴办法》意在提高前海办公楼宇入驻率和
产业集聚度，对港资企业、总部企业扶持力度大。如总部企业申请购置扶持，每平方米可补贴3,000元人民币，
最高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分三年平均发放；其他重点机构则每平方米补贴1,500元人民币，最高不超过
1,500万元人民币，分三年平均发放。而总部企业申请租金扶持，则每年最高不超过500万元人民币。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关于印发《深圳前海深港现代
服务业合作区促进企业回归办公用房租金补贴办法》的通知
http://qh.sz.gov.cn/sygnan/xxgk/xxgkml/zcfg/gfxwj/content/post_4426321.html

适用对象

适用载体

申请办公用房扶持资金的机构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注册地                      实际经营地                      税收缴纳地    均在前海合作区

申请租金扶持的机构所入驻的办公楼宇应符合以下条件：

1 2 3

可租售面积 
不低于

20,000平方米

公共空间
不低于

500平方米

符合入驻条件机构的
租售面积

60%以上

提供低于市场
优惠租金

10%以上

http://qh.sz.gov.cn/sygnan/xxgk/xxgkml/zcfg/gfxwj/content/post_4426321.html
http://qh.sz.gov.cn/sygnan/xxgk/xxgkml/zcfg/gfxwj/content/post_44263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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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对象和标准

在深圳市内无自有办公用房，在前海合作区新落户且首次购置办公用房自用的机构，予以购置扶持

总部企业按3,000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扶持     
      最高不超过3,000万元

总部企业，月给予租金扶持，连续扶持三个年度    
      每年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其他重点机构按1,500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扶持     
      最高不超过1,500万元

其他机构，连续扶持三个年度    
      每年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港资机构扶持标准提高倍数 
但最高扶持金额不变

       1.2倍

港资机构扶持标准提高倍数 
但最高扶持金额不变

       1.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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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创业补贴奖励
6

前海吸引香港人才措施

人才政策方面，从2022年1月1日起计，香港的大学毕业生在前海全职就业，可获每月5,000元人民币补贴，硕
士及博士加码至7,000元人民币和10,000万元人民币，补贴期最长三年；于前海实习也有生活资助每月3,000
元人民币，补贴期最长为六个月。

为鼓励聘请港青，企业同样可获奖励，按上年度聘用港青薪金30%及每名港青雇员每年上限30,000元人民币
计算，奖励期不超过三年；聘用港青30人或以上的企业再迭加一笔额外奖励20万元人民币。

针对专业人士及科研人才，在前海全职提供金融、会计、税务、法律、航运、建筑工程、教育医疗等专业服务，并
取得相关执业资格的香港专业人士可获奖励30,000元人民币，取得多个执业资格最高奖50,000元人民币。

深圳前海出台政策补贴港青实习、就业、创业
http://qh.sz.gov.cn/sygnan/qhzx/zthd_1/kgkffa/mtgz/ymsj/content/post_9401729.html

香港的大学毕业生

实习生

专业人士

科研人才

创业人士

每月5,000元(学士)、7,000元(硕士)、10,000元(博士)，补贴期3年

每月3,000元，补贴期6个月

30,000元奖励，拥有多个执业资格者最高奖50,000元

每年80,000元(博士后合作导师)、每月15,000元，补贴6个月(在站研究
的博士后)

每年50,000元，奖励期3年(持股至少25%、公司成立1年及年收100万元)

对象 补贴与奖励 （人民币）

资料来源:《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支持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http://qh.sz.gov.cn/sygnan/qhzx/zthd_1/kgkffa/mtgz/ymsj/content/post_9401729.html
http://qh.sz.gov.cn/sygnan/qhzx/zthd_1/kgkffa/mtgz/ymsj/content/post_94017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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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创业基地简介
7

深圳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7月发布《深圳市加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建
设工作方案》，要求到2020年将前海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打造为港澳青
年在深创新创业、融合发展的引领示范区，实现港澳青年创业就业、人才服
务、融资支援等政策全面覆盖，提出12条主要任务和措施。

成立于2013年，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智园，是深港澳青年在深圳创新创业的主要平台。基地采用“政府引
导，香港团队营运”的模式，为有志到深圳创新创业的港澳青年提供优惠的办公场地、完善的配套设施
和专业咨询服务，可实现创新创业“拎包入驻”。基地面积2,000平方米，提供设施良好、配套完善的商务
办公场地，组织“创业之星”大赛、“接触”创业沙龙，提供创业导师、理论研究及课题合作、科技金融、资
源共享、公共平台、国际交流合作及展会活动等服务。基地孵化期为18个月。孵化期间，免除水、电、空
调和物业管理等费用。孵化期满后，将按照同区位众创空间卡位费平均价格进行收费。申请入驻的创业
项目，所属产业领域须为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材料、海洋
经济和文化创意。

成立于2014年，位于深圳市前海片区，是服务深港及世界青年创新创业、帮助广大青年实现创业梦想
的国际化服务平台。梦工场由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前海管理局）投资建设，与深
圳市青年联合会及香港青年协会三方共同指导运营。梦工场以现代物流、资讯服务、科技服务、文化创
意产业及专业服务为重点，为青年和初创企业提供场租减免、税务优惠、财政支援、创业基金、通讯移
动、住房配套等一站式专业创业及营商服务。

南山智园深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

1

2

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1001号南山智园C2栋16楼
ihub@szns.gov.cn

按此参阅有关入驻条件及详情

http://www.sz.gov.cn/zfgb/2019/gb1105/content/post_4976444.html
http://www.sz.gov.cn/zfgb/2019/gb1105/content/post_4976444.html
mailto:ihub%40szns.gov.cn?subject=
https://ehub.hkfyg.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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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2019年，位于深圳市前海妈湾，二元桥是推动深港两地在设计及建筑等创意产业领域进一步
合作的交流平台。不论是从事创意工作或设计事业的自由工作者、原创品牌、中小型设计公司、跨国设
计集团、还是各类型及规模的创意产业，二元桥都欢迎各界人士加入成为会员。二元桥提供5种会员级
别：Zetwork、创客、基本、团队和伙伴，创业者可因应自己需求而注册不同级别的会员。

位于罗湖区的尚创峰，是大湾区唯一一家为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新创业服务的全港资孵化平台。运营
两年的时间以来，目前基地有140家公司或创业团队进驻，其中港澳台青年创业团队达108家 。目前尚
创峰在深圳和香港两处落地。总部深圳主要为科技项目孵化及科技生态运营平台；香港包括香港中环、
香港上环、香港铜锣湾分部，主要打造高端共享办公空间。未来，尚创峰将拓点至深圳福田、前海片区及
北京、上海、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城市和国家，扩展更多的战略资源。更大范围的开展深港业务，加
深港两地有关金融科技方面的联系与合作。

前海深港设计创意产业园二元桥

罗湖深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尚创峰）

3

4

梦工场提供全面创业支援，包括： 

• 从公司的注册到上市，“梦工场”的服务平台机构将会提供一站式的创业服务，包括会计及法律等
咨询服务、创业培训、投融资及推广平台，协助企业面对各种创业挑战。 

• 在“梦工场”入驻的所有企业均可享受前海内的所有优惠政策。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35号

按此参阅有关入驻条件及详情

按此参阅有关入驻条件及详情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航海路与港城路交汇
enquiry@zettabridge.com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2002号佳宁娜广场三楼（总部）
上环德辅道中188号金龙中心23楼2303室 / 中环些利街2-4号 /香港铜锣湾道180号
info@upper-point.com

http://www.zettabridge.com/tc/
http://www.upper-point.com/
mailto:enquiry%40zettabridge.com?subject=
mailto:info%40upper-point.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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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区深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是由深圳市福田区台港澳事务局、侨务局与珊瑚群合作共建的生态型
众创空间，自2017年12月揭牌以来，聚焦互联网、科创、文创等领域，为粤港澳台创业者提供全要素立
体式孵化加速服务。基地提供创业办公，创业指导，创业交流，创新加速，融资对接，企业服务，政策扶持
等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创业过程中的政策咨询，产业对接，融资难题，社会及PR需求等。目前已入驻多
个深港青年创业团队。

香港青年福田创新创业社区（7+community）是政府指导、毕马威创新创业共享中心赋能的创业办公
载体，于2020年9月正式揭牌，融合工作、居住、社交、学习于一体的多功能复合型香港青年创业者社
区。社区采用政府引导、社会化协作的模式运营，旨在建设香港青年创业的首选地，助力香港青年创业
者进入内地市场发展。毕马威中国创新创业共享中心是社区的合作机构，将为创业者提供专业导师辅
导，协助寻找标杆客户、投资人定向推荐、运营支持等的服务。

福田岗厦深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深圳市福田区香港青年创新创业社区

5

6

按此参阅有关入驻条件及详情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318-2号福鑫苑大厦3-4楼
startup_ft@coralgroup.cn

深圳市福田保税区中城联物流大厦6楼
accelerator@kpmg.com
7community@iectech.cn

http://cn.mikecrm.com/J5Mbykw
mailto:startup_ft%40coralgroup.cn?subject=
mailto:accelerator%40kpmg.com?subject=
mailto:7community%40iectech.cn?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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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网站提供最新官方资料及其他有用资讯：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http://qh.sz.gov.cn/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9/06/content_5635728.htm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支持科技创新实施办法（试行）
http://qh.sz.gov.cn/sygnan/xxgk/xxgkml/zcfg/gfxwj/content/post_10010727.html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支持科技创新实施办法（试行）- 政策解读
http://www.sz.gov.cn/zfgb/zcjd/content/post_10042698.html

前海企业所得税优惠产业界定服务指引
http://qh.sz.gov.cn/sygnan/xxgk/xxgkml/zcfg/gfxwj/content/post_9769641.html

前海企业所得税优惠产业界定服务指引 - 政策解读
http://qh.sz.gov.cn/sygnan/xxgk/xxgkml/zcfg/zcjd/content/post_9769664.html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关于支持前海
深港风投创投联动发展的十八条措施
http://ftz.gd.gov.cn/jrl/content/post_4006867.html#zhuyao

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促进企业回归办公用房租金补贴办法
http://qh.sz.gov.cn/sygnan/xxgk/xxgkml/zcfg/gfxwj/content/post_4426321.html

深圳前海出台政策补贴港青实习、就业、创业
http://qh.sz.gov.cn/sygnan/qhzx/zthd_1/kgkffa/mtgz/ymsj/content/post_9401729.html

深圳市加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建设工作方案
http://www.sz.gov.cn/zfgb/2019/gb1105/content/post_4976444.html

瑞丰德永
http://www.rf.hk/

相
关
资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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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贸易发展局推出GoGBA一站式平台，为香港中小企
提供适时、实用的大湾区经贸信息及多元化支持，协助港
商到大湾区创新创业，拓展市场。GoGBA一站式平台的

“香港贸发局大湾区服务中心”及“GoGBA港商服务站”
为港企提供咨询服务及培训；一系列在线线下大型活动，
助港企打通人脉，寻找商机；GoGBA“湾区经贸通”数字 
平台，提供大湾区最新经贸信息及跨境营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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