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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商落户中山十问十答 
鼓励港企港人就业创业
中山邻近香港、广州、深圳等粤港澳大湾区核心
城市，交通便利，拥有完善的产业集群，市政府
推出多项优惠政策，吸引港企港人到当地发展。
2022年8月16日

香港贸发局与中山市政府早前合办＂GoGBA大湾区政府资助
计划介绍–中山篇＂研讨会，邀得贸发局、中山市有关部门及
初创企业代表，分享港企港人在中山享受的税务优惠及补贴政
策，以及香港企业成功落户中山的经验，助业界掌握最新信
息。(汇丰-商汇大湾区系列) 
 

中山支持港企港人落户

跳出香港

随着大湾区竞争力渐趋
激烈，港商必须深入了
解区内情况，提升竞争
力。吴文慧指出，香港
贸发局的GoGBA一站式
平台自去年中启动至
今，为港商提供不少线
上线下服务及活动，包
括咨询、研讨会、考
察、市场对接等，亦提
供大湾区内地政府资助
计划信息，协助港商早
占先机。 
 

 

香港贸发局华南首席代表吴文慧表示，
2020年大湾区总人口逾8,600万，生产总
亿近1,700亿美元(折合约11,490亿元人民
币)，是内地最富裕地区之一，消费力强
劲，商机处处。
 

https://hkmb.hktdc.com/sc/Section/%E8%B7%B3%E5%87%BA%E9%A6%99%E6%B8%AF


9/5/22, 9:31 AM 港商落户中山十问十答 鼓励港企港人就业创业 | 跳出香港 | HKMB - 商贸全接触

https://hkmb.hktdc.com/sc/eCWFs9fv/跳出香港/港商落户中山十问十答-鼓励港企港人就业创业 2/9

中山市营商＂你问我答＂

1. 中山在大湾区有何地理优势？来往邻近地区方便吗？ 
中山市土地面积约1,800平方公里，约有447万人口，环
境优美，地理优越，位处大湾区中心位置，能连接东

吴文慧认为，香港与中
山地缘相近，经贸交流日趋紧密，创业成本较低，近年吸引愈
来愈多年轻人到中山创业，当中有不少是祖藉中山的港澳或海
外人士。同时，中山地处大湾区的珠江西岸，随着深中通道在
2024年开通，由深圳到中山车程只需30分钟，将便利港人到
中山发展。

郑延婷指出，自改革开
放以来，中山和香港在
经贸关系密切，目前全
市约有4,300家外商直
接投资企业，港资企业
占逾2,300家，占外资
企业总量一半以上；去
年全市新设的港资企业
共243家，实际吸收港
资33亿元(人民币，下
同)，占全市吸收外资总
量近九成，创历史新
高。这些数据反映港资
企业在中山的外商投资中非常重要。 
 
她同时表示，中山一直支持港资企业，致力推动两地融合，像
去年在香港贸发局支持下成立GoGBA港商服务站，期望为更
多港商来中山投资、融入湾区发展提供支援。

 

中山市商务局副局长郑延婷表示，自改革
开放以来，中山和香港在经贸关系密切。
 

 

(左图)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创业科科长何凌川表示，中山设有
各类就业创业平台吸引港澳青年或毕业生到当地发展。(右图)中山市税务局
国际税收管理科四级主办吕奕霖指出，港人港企到中山发展可享税收优惠
政策，如港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可减按15%的税率
征收企业所得税。
 



9/5/22, 9:31 AM 港商落户中山十问十答 鼓励港企港人就业创业 | 跳出香港 | HKMB - 商贸全接触

https://hkmb.hktdc.com/sc/eCWFs9fv/跳出香港/港商落户中山十问十答-鼓励港企港人就业创业 3/9

西、贯通南北。中山市内虽然没有机场及深水港，但一
小时车程内可达邻近五个国际机场及九个深水港，交通
便利。 
 
连接深圳及中山的＂深中通道中山大桥＂于6月底合龙，
于2024年通车后，两地互通仅需半小时。届时中山与港
珠澳城市往来更便利，与从事制造业的珠三角城市可一
小时通达，中山市内交通可半小时通达，因此中山将来
的地理及交通优势非常明显。另外，中山市亦正兴建新
的中山港客运码头，由香港到中山将会更方便。 
 

2. 中山作为大湾区制造业重镇之一，有何产业集群？ 
在经济和产业方面，中山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城
市，有38个国家级产业基地，18个省级科技专业镇，主
要产业包括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白色家电，已成为超
过千亿元的产业集群。其他如健康医药、纺织服装、五
金制品、灯饰等传统优势产业集群，也获得国家级的产
业技术专业镇、创新产业基地等。 
 

3. 中山重视创新科技发展，为引进高端人才，推出了什么
措施吸引人才到中山发展？ 
中山近年重点发展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健康医药
三大产业，并大力推动新兴产业，如人工智能、大数
据、5G、互联网等。中山亦有很强的创新能力，现时全
市高新技术企业逾2,300家。为吸纳高端人才，中山提
供人才培养计划，以及住房、医疗、就业方面的保障，
而针对港澳两地，中山亦设有40多个青年创新创业基
地，如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合作平台，为港澳青年提供
办公场地、税务管理等配套服务。 
 

4. 为促进中山创业生态的发展，中山会提供什么创业补贴
予合资格的港澳青年及小微企业？港澳年轻企业家到中
山创业，可通过什么创业平台获取创业信息及支援？ 
市政府会向符合资格的港澳青年提供支援，包括一次性
创业资助10,000元；租金补贴每年最高6,000元，最长
不超过三年；以及创业担保贷款，自筹资金不足的个
人，可申请最高50万元；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最高可
获不超过500万元。中山设有各类就业创业平台吸引港
澳青年或毕业生到当地发展，包括中山市就业见习基
地、高校招聘平台、＂1+1+N＂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平
台，以及各级创业孵化基地。 
 
另外，市政府亦投资建设了三个创业孵化基地，包括中
山市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合作平台、中山市高校毕业生
创业孵化基地，以及广东中山农业创业孵化基地。港澳
青年可优先入驻，享受最长三年＂零＂租金及＂零＂物
业管理费，以及免费商事登记、人才招聘、创业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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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行销、法律维权等一站式创业服务。 
 

5. 市政府如何协助澳港青年更好地适应中山的就业创业环
境？ 
市政府开展两个项目，包括＂大湾区职场导师计划＂，
招募一批有内地职场经验和生活经历的港澳籍人士作为
职场导师，为有意在中山发展的港澳青年提供实习、岗
位推荐、职业发展指导等服务。另一项目是＂购买港澳
就业创业服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在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普通高等学校、社会组织、港澳青年创新
创业基地等单位，引入港澳服务机构，为中山的港澳青
年提供就业创业服务。 
 

6. 小微企业在中山可享什么税务优惠？ 
中山市为进一步支援小微企业发展，自2021年1月1日至
2022年12月31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
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1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自2022年1月1日至
2024年12月31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超
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小型微利
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
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
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 
 

7. 针对制造业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中山有什么特别的
税务优惠政策？ 
在中山可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在制造
业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据实扣除的基础上，
100%税前加计扣除(未形成无形资产)或200%税前摊销
(形成无形资产)。除制造业外的企业研发费用按75%加
计扣除。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含烟草制造业、住宿和
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以及娱乐业。 
 

8. 香港投资者到中山投资，有什么税务优惠？ 
境外投资者(非居民企业)，从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分配的
利润，直接投资于非禁止外商投资的项目和领域，符合
条件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另外，符合条件的香港纳
税人可以享受内地与香港特区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安排
待遇，减免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9. 针对到中山工作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他们可享多少
个人所得税优惠？ 
按照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在中山市工作
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其在中山市缴纳的个人所
得税已缴税额，超过其按应纳税所得额15%计算的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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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给予财政补贴。该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10. 中山投资有哪些成功个案？ 
 
企业个案分享一：生物科技 

中山康天晟合生物
技术从事生物医药
原材料开发，包括
培养基及专利细胞
株，产品在2019
年先后上市；
2020年获1.5亿元
融资，今年设立了
苏州分工厂及广州
研发中心。潘洪辉
说，在中山创业是
因为中山位于大湾
区区中的地理优
势，连接深中通道

和邻近有五个国际机场，交通便利，并有租金、税收、
研发设备、人才团队等多项补贴。另外，中山拥有生物
医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家用电器等三个千亿级产
业集群，客户及供应商均在中山。中山亦有人才储备优
势，包括高层次人才补贴及购房补贴、高企员工子女入
学加分等。 
 
该公司在四年间由最初5人发展至180人，潘洪辉指出，
当中获得不少政策支持，而个人深刻体会是：＂不用搞
关系，中山的政策透明度高，档案的内容写得很清楚，
企业达到指标便可以申请相关优惠政策。＂他又说：＂
中山位于大湾区区中，方便与广州、深圳、东莞等地的
朋友相聚。中山有充足的运动设施及绿化环境，市内通
达的交通便利上班，令生活舒适及具效率，亦可平衡事
业和家庭。＂

 

中山康天晟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裁兼CEO潘洪辉(右图中)在香港长大，
及后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及工作，再到杭
州工作，2018年在中山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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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个案分享二：高新技术 

 

李铂嘉在中山出生及长大，
及后分别在英国及香港完成
学士及硕士课程，毕业后到
广州的英国机器人设计公司
工作，其后返回中山创业。
他于2018年自主成立中山市
恺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协助工厂透过自动化改造进
行产能升级，被纳入成为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可享税务
优惠及各项补助。去年7月，
他与三位内地朋友创立友图
科技(中山)有限公司，开发工
业机器人程式设计软件。他
指出，现时全国制造业面临
劳工荒，国家统计预测，
2025年制造业将有接近
3,000万劳动力短缺，料愈来
愈多企业采用机器人生产，
而2020年全国已有16.8万台机器人，成为世界之最。＂
我们开发的软件，可助企业提高软件投计速度及节省六
成自动化成本。公司已获香港数码港资助，以及全国孵
化器‘启迪之星’的‘壹计划’投资。＂ 
 
他认为，中山的创业政策完善，每个部门均会推出相关
政策，自己的公司亦曾受惠。＂各项补贴加起来的总金
额不太多，但对创初企业来说有很大的支持作用。＂他
建议，初创企业可致电有关当局了解相关政策、如何申
请补贴等，又或向中山市商务局及香港贸发局查询。

 

友图科技(中山)有限公司
CEO李铂嘉祖籍中山，父亲
是90年代到中山创业的香港
人。
 

 

(左图)GoGBA微信小程序：提供粤港澳大湾区官方经贸信息及实用跨境商
务工具。 
(右图)GoGBA微信订阅号：提供有关大湾区商贸的定期简报、最新消息及
营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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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概览

香港贸发局华南首席代表吴文慧表示，中山地处大湾区的珠江西岸，随

着深中通道在2024年开通，由深圳到中山车程只需30分钟，将便利港

人到中山发展。

中山市商务局副局长郑延婷表示，目前全市约有4,300家外商直接投资

企业，港资企业占逾2,300家，占外资企业总量一半以上；去年全市新

设的港资企业共243家，实际吸收港资33亿元人民币，占全市吸收外资

总量近九成，创历史新高。

中山市税务局国际税收管理科四级主办吕奕霖指出，港人港企到中山发

展可享税收优惠政策，如港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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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kmb.hktdc.com/sc/T7UgwJHr
https://hkmb.hktdc.com/sc/D2h6fNtF
https://hkmb.hktdc.com/sc/qY77S0Pd
https://hkmb.hktdc.com/sc/VXqh4UOj
https://hkmb.hktdc.com/sc/Location/%E9%A6%99%E6%B8%AF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5%A4%A7%E6%B9%BE%E5%8C%BA%E4%B8%93%E9%A1%B5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5%B8%82%E5%9C%BA%E6%9C%BA%E9%81%87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5%88%9B%E7%A7%91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5%88%9D%E5%89%B5-0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5%90%B4%E6%96%87%E6%85%A7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6%B1%87%E4%B8%B0-%E5%95%86%E6%B1%87%E5%A4%A7%E6%B9%BE%E5%8C%BA%E7%B3%BB%E5%88%97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7%B2%A4%E6%B8%AF%E6%BE%B3%E5%90%88%E4%BD%9C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GoGBA%E4%B8%80%E7%AB%99%E5%BC%8F%E5%B9%B3%E5%8F%B0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6%B7%B1%E4%B8%AD%E9%80%9A%E9%81%93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7%A8%8E%E6%94%B6%E4%BC%98%E6%83%A0%E6%94%BF%E7%AD%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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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022年9月5至8日

2022年11月9至11日

2022年11月28至30日

2023年1月9至12日

相关活动

2022新加坡国际食品与饮料展 香港馆

香港贸发局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 2022 (实体展)

德国慕尼黑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

香港国际文具及学习用品展 2023 (实体展)

香港贸易发展局在全球共有50个办事处(13个位于中国内地)，为香港中小

企提供多元化的业务推广及营商支援服务，并探索市场商机，是联系世界各

地的业务伙伴。

为您拓商机

为您拓商机

免费商贸资讯 立即订阅，助你掌握环球营商动态 登记 >

https://hkmb.hktdc.com/sc/1X04XLQJ/event/2022%E6%96%B0%E5%8A%A0%E5%9D%A1%E5%9B%BD%E9%99%85%E9%A3%9F%E5%93%81%E4%B8%8E%E9%A5%AE%E6%96%99%E5%B1%95-%E9%A6%99%E6%B8%AF%E9%A6%86
https://event.hktdc.com/fair/hkmedicalfair-sc/%E9%A6%99%E6%B8%AF%E8%B2%BF%E7%99%BC%E5%B1%80%E9%A6%99%E6%B8%AF%E5%9C%8B%E9%9A%9B%E9%86%AB%E7%99%82%E5%99%A8%E6%9D%90%E5%8F%8A%E7%94%A8%E5%93%81%E5%B1%95.html
https://hkmb.hktdc.com/sc/1X04YZEP/event/%E6%85%95%E5%B0%BC%E9%BB%91%E5%9B%BD%E9%99%85%E4%BD%93%E8%82%B2%E7%94%A8%E5%93%81%E5%8D%9A%E8%A7%88%E4%BC%9A%EF%BC%88%E5%8F%96%E6%B6%88%EF%BC%89
https://event.hktdc.com/fair/hkstationeryfair-sc/Hong-Kong-International-Stationery-Fair/
https://hkmb.hktdc.com/sc/1X04XLQJ/event/2022%E6%96%B0%E5%8A%A0%E5%9D%A1%E5%9B%BD%E9%99%85%E9%A3%9F%E5%93%81%E4%B8%8E%E9%A5%AE%E6%96%99%E5%B1%95-%E9%A6%99%E6%B8%AF%E9%A6%86
https://event.hktdc.com/fair/hkmedicalfair-sc/%E9%A6%99%E6%B8%AF%E8%B2%BF%E7%99%BC%E5%B1%80%E9%A6%99%E6%B8%AF%E5%9C%8B%E9%9A%9B%E9%86%AB%E7%99%82%E5%99%A8%E6%9D%90%E5%8F%8A%E7%94%A8%E5%93%81%E5%B1%95.html
https://hkmb.hktdc.com/sc/1X04YZEP/event/%E6%85%95%E5%B0%BC%E9%BB%91%E5%9B%BD%E9%99%85%E4%BD%93%E8%82%B2%E7%94%A8%E5%93%81%E5%8D%9A%E8%A7%88%E4%BC%9A%EF%BC%88%E5%8F%96%E6%B6%88%EF%BC%89
https://event.hktdc.com/fair/hkstationeryfair-sc/Hong-Kong-International-Stationery-Fair/
http://hkmb.hktdc.com/sc/contact-hktdc
https://hkmb.hktdc.com/sc/enewsletter/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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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TDC.com 关于我们 联络我们 香港贸发局流动应⽤程式 订阅商贸全接触电邮通讯
更新您的香港贸发局电邮订阅

Čeština Deutsch Español Français Italiano Polski Português Pусский عربى
한국어 ⽇本語

使⽤条款 私隐政策声明 超连结条款及细则 ⽹站导航 京ICP备09059244号
京公⽹安备  11010102002019号

关注 HKTDC

https://www.hktdc.com/sc/
https://www.hktdc.com/sc/
https://aboutus.hktdc.com/sc/
https://home.hktdc.com/sc/contact-us/?source_url=https%3A%2F%2Fhkmb.hktdc.com%2Fsc%2FeCWFs9fv%2F%25E8%25B7%25B3%25E5%2587%25BA%25E9%25A6%2599%25E6%25B8%25AF%2F%25E6%25B8%25AF%25E5%2595%2586%25E8%2590%25BD%25E6%2588%25B7%25E4%25B8%25AD%25E5%25B1%25B1%25E5%258D%2581%25E9%2597%25AE%25E5%258D%2581%25E7%25AD%2594-%25E9%25BC%2593%25E5%258A%25B1%25E6%25B8%25AF%25E4%25BC%2581%25E6%25B8%25AF%25E4%25BA%25BA%25E5%25B0%25B1%25E4%25B8%259A%25E5%2588%259B%25E4%25B8%259A
https://home.hktdc.com/sc/mobile-apps
https://hkmb.hktdc.com/sc/enewsletter/introduction
https://www.hktdc.com/epc/epc_subscription_request.htm?locale=zh_CN
https://czech.hktdc.com/
https://german.hktdc.com/
https://espanol.hktdc.com/
https://french.hktdc.com/
https://italiano.hktdc.com/
https://polish.hktdc.com/
https://portugues.hktdc.com/
https://russian.hktdc.com/
https://arabic.hktdc.com/
https://korean.hktdc.com/
https://japanese.hktdc.com/
https://home.hktdc.com/sc/s/terms-of-use
https://home.hktdc.com/sc/s/privacy-policy-statement
https://home.hktdc.com/sc/s/hyperlink-policy
https://home.hktdc.com/sc/s/sitemap
http://www.miibeian.gov.cn/
http://www.beian.gov.cn/portal/registerSystemInfo?recordcode=11010102003523
https://www.facebook.com/hktdc.hk
https://twitter.com/hktdc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hong-kong-trade-development-council/
https://weibo.com/hktdc
https://www.youtube.com/user/hktdcsimpchi
http://i.youku.com/hktdcsimpc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