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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21 年 11 月 29 日，鄂港高層會晤暨「鄂港合作會議」第一次會議在武漢舉行，湖北

省人民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簽署《關於「鄂港合作會議」機制的安排》《鄂港

高層會晤暨「鄂港合作會議」第一次會議備忘錄》，標誌着香港特區與內地中部省份

首個合作機制正式成立。 

隨著「鄂港合作會議」機制的建立，兩地將推進務實有效合作，越來越多香港企業及

香港人來武漢營商、就業、就學及居住。為了更有效務實地為港人提供服務，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駐武漢辦）編制了「香港人內地生活小百科—

—武漢篇」，介紹港人在武漢營商投資、工作、就學和生活等方面的資訊。 

本小冊子分為五大部分，共十四個章節。第一部分城市概況及基本生活須知，從第一

到第四章介紹武漢概況、交通、緊急聯繫及相關證件辦理等。第二部分包括第五、六

章，介紹就業及營商投資的資料。第三部分生活資訊，從第七到第十二章介紹武漢的

住房、醫療服務、教育、申辦婚姻和出生登記及法律法規等方面的資訊。第四部分為

第十三章，專門介紹中央有關部門便利港人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第五部分為第十

四章，專門介紹當地防疫相關信息。 

在編輯的過程中，雖然我們力求資料準確，但無法保證所有資料皆為準確、完整及最

新，讀者請自行核實，並留意有關機構、政府部門的最新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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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 

 

駐武漢辦於 2014 年 4 月 1 日投入服務，是繼北京、廣東、上海和成都之後，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特區政府）在內地設立的第五個辦事處。 

駐武漢辦的主要職能包括：進一步加強特區政府與湖北、湖南、山西、江西和河南五

省的聯繫和溝通；促進有關省份與香港在經貿和其他範疇的交流與合作；支援在有關

省份的港人港商；加深內地民眾對香港的認識；以及為在中部五省內遇上困難的香港

居民提供實務性的協助。 

駐武漢辦設有五個組別，分別為：聯絡統籌組、經貿關係組、投資推廣組、行政及公

共關係組和入境事務組，另設有駐湖南聯絡處和駐河南聯絡處。 

香港特區政府駐武漢辦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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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式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30 至下午 12:30  

下午 1:30 至 5:30  

（內地節假日除外） 

電話： (86 27) 6560 7300          

傳真： (86 27) 6560 7301   

電郵： enquiry@wheto.gov.hk     

地址： 湖北省武漢市江漢區建設大道 568 號新世界國貿大廈 I 座 4303 室 

郵編： 430022 

網址： www.wheto.gov.hk 

 

  

http://www.whet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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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入境事務組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30 至下午 12:30  

下午 1:30 至 5:30  

（內地節假日除外） 

電話：（86 27） 6560 7300 內線 7334 

傳真：（86 27） 6560 7301 

地址：武漢市江漢區建設大道 568 號新世界國貿大廈Ｉ座 4303 室 

郵編：43002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駐湖南聯絡處 

電話：（86 731） 8227 5609 
傳真：（86 731） 8227 5610 
電郵：hnlu@wheto.gov.hk 

地址：湖南省長沙市芙蓉區解放西路 188 號國金中心 T1 大樓 2615 室 

郵編：410005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駐河南聯絡處 

電話： （86 371） 6123 1206 

傳真： （86 371）6123 1213 

電郵：halu@wheto.gov.hk 

地址：河南省鄭州市金水區花園路 122 號建業凱旋廣場 A 座 23A01 單元 

郵編：450008 

mailto:hnlu@wheto.gov.hk
mailto:halu@whet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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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識武漢 

1.1 城市簡介 

關於武漢：武漢簡稱「漢」，別稱「江城」，有「九省通衢」之稱，位於中國中部，

長江中遊，是湖北省省會，長江經濟帶核心城市，全國重要的工業基地、科教基地和

綜合交通樞紐，素有「大武漢」之稱。世界第三大河流長江及其最大的支流漢水在此

交匯，把市區分成隔江鼎立的武昌、漢口、漢陽三部分，通稱「武漢三鎮」。武漢是

國家實施中部崛起戰略的重要支點。 

武漢是一座歷史悠久而富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城市。春秋戰國時期，武漢屬楚國管轄，

以荊山為據點，武漢成為楚國興起的軍事和經濟中心，同時也是楚文化的發祥地。清

初，開闢「中俄茶葉之路」，作為起點的漢口逐步成為世界茶葉貿易之都，被歐洲人

譽為「茶葉港」。不僅如此，武漢也是近代歷史上最早開始工業化的城市之一。1889

年，張之洞出任湖廣總督後，在漢施行洋務「新政」，興辦工廠和學校，編練新軍，

民族工業乘勢得到發展，為武漢近代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使武漢成為中國近代工

業的發祥地之一。1911 年 10 月 10 日，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爆發，推翻

了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建立了湖北軍政府。1986 年 12 月武漢被國務院命名為國

家歷史文化名城。 

2016 年 12 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印發《關於支持武漢建設國家中心

城市的指導意見》，支持武漢建設以全國經濟中心、高水準科技創新中心、商貿物流

中心和國際交往中心四大功能為支撐的國家中心城市。2018 年底，發改委、交通運輸

部聯合印發《國家物流樞紐佈局和建設規劃》，將武漢（陸港型、港口型、生產服務

型、商貿服務型）列入國家物流樞紐承載城市。 

2020 年，武漢市完成國際消費中心城市試點申報方案。2021 年 7 月 8 日，武漢市人

民政府發布《關於印發武漢市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實施方案的通知》，聚力打造國

際消費門戶城市，輻射帶動長江中遊城市群消費提質擴容，加快提升武漢國際知名度、

城市繁榮度、商業活躍度、到達便利度、消費舒適度、潮流引領度、政策引導度。 

2021 年，武漢市作為全國首批一刻鐘便民生活圈試點城市，加快打造「五個中心」1，

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 

 

1 「五個中心」為全國經濟中心、國家科技創新中心、國家商貿物流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和區域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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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了解武漢這個城市，請參閱武漢市人民政府網站： 

www.wuhan.gov.cn/ 

 

              

 

行政區劃：武漢市現行行政區劃分為 13 個市轄區，另有 6 個功能區（非行政區劃）：

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漢南區）、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東湖高新區）、東湖生態

旅遊風景區、武漢化學工業區（2018 年與青山區合併）、武漢臨空港經濟技術開發區

（東西湖區）和武漢新港。 

經濟：2021 年，武漢市生產總值（GDP）達 17716.76 億元，比上年增長 12.3%。 

人口概況：截至 2021 年年末，武漢全市常住人口為 1364.89 萬人。 

語言：武漢的法定語言為普通話，大部分武漢本地居民日常使用武漢話，外資企業大

多使用英文。 

旅遊：武漢市內著名的景點有天下江山第一樓黃鶴樓、萬里長江第一橋武漢長江大橋、

中國第二大城中湖東湖、亞洲民主之門紅樓、藏有中國最大古樂器編鐘的湖北省博物

館、百年老街江漢路、有現代「清明上河圖」之稱的楚河漢街等。每年 3、4 月間武漢

大學的櫻花盛開吸引如潮遊人觀賞。武漢東湖綠道總長 101.98 公里，串聯東湖多處景

區，春夏秋冬，步換景移。錦裏溝、「木蘭八景」也是武漢有名的景點。武漢周邊還

有馳名世界的長江三峽、道教聖地武當山、綠色寶庫神農架、避暑和滑雪勝地九宮山、

地質公園隱水洞等。另外，由於武漢獨特的地理優勢，無論

水陸空出行，到中國任何地方旅行都非常便捷。 

武漢市政府網站 武漢市人民政府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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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湖北省文化和旅遊廳官方網站：wlt.hubei.gov.cn 

或掃描「湖北文旅之聲」微信公眾號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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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文旅之聲微信公眾號 

大型賽事：武漢是體育之都，常規賽事有武漢國際馬拉松（簡稱「漢馬」）、武漢渡

江節、武漢羽毛球公開賽、環中國自行車賽、武漢國際賽馬節等；2019 年，第七屆世

界軍人運動會在武漢成功舉辦。此次軍運會是首次走出軍營辦賽，首次實現在同一個

城市舉辦所有比賽項目，是中國第一次承辦綜合性國際軍事體育盛事。 

 

飲食習慣：武漢地處中部，口味南北融合。武漢人擅長蒸、煨、

炸、燒、炒等烹調方法，具有滾、爛、鮮、醇、香、嫩、足七

美。其成菜特點為：汁濃芡亮、香鮮微辣、注重本色、菜式豐

富。代表菜有：清蒸武昌魚、排骨藕湯、紅菜苔炒臘肉、沔陽三

蒸、瓦罐煨雞、麻辣小龍蝦等。 

「過早」是武漢最具特色的飲食習慣之一， 「過」 有「食」、「咽」的意思，從前武

漢人說過早是指早上起床不久吃點東西墊墊肚子，過會兒再吃早飯的意思，但是漸漸

地，過早與早餐合二為一，過早就變成了吃早餐。武漢早點品種豐富，主要有熱乾面、

包子、餃子、餛飩、糊湯米粉、面窩、豆皮、糯米包油條、湯包、湯圓等，與之相配

的飲品有豆漿、豆腐腦、米酒等。位於武昌司門口的戶部巷更是武漢美食的聚集地，

有「漢味小吃第一巷」的美譽。 

1.2 地理氣候 

武漢市位於江漢平原東部，屬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夏季酷熱，

冬季寒冷，春秋時間較短。年平均氣溫在 15.8-17.5 攝氏度。春季從三月初開始，一般

早晚溫差較大。夏季從每年的五月中旬開始，七月進入盛夏，最高氣溫大部分時候在

http://baike.so.com/doc/6008838-6221824.html
http://baike.so.com/doc/6282188-6495646.html
http://baike.so.com/doc/307357-325386.html
http://baike.so.com/doc/5873571-6086434.html
http://baike.so.com/doc/5873571-60864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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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9攝氏度，濕度也較大。十月之後進入秋季，平均氣溫在 20-25 攝氏度，天氣較為

乾燥。十二月底到次年二月是冬季，平均氣溫通常在 1-3 攝氏度，天氣好時可以有 7-8

攝氏度，但如有寒潮或雨雪時，常常在 0 攝氏度以下，比較陰冷。 

1.3 空氣質量  

武漢市生態環境局每日對武漢的空氣品質進行監測。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武漢市生態環境局官方網站：

hbj.wuhan.gov.cn 

也可以參照「擁抱藍天」的手機 APP，查詢武漢的空氣質量。 

該 APP 專為武漢空氣質量打造的空氣指數預測應用，它可以以小時为為節點顯示當前

空氣質量，為武漢出行帶來一定指示性作用。 

 

1.4 電壓 

內地的生活用電電壓為 220 伏，與香港相同。因此，在香港

購買的電器在內地使用無須轉換電壓。但須注意內地慣用的電源

插頭形狀與香港不同，在內地使用在香港購買的電器需要使用插

頭形狀轉換器。 

 內地通用插頭形狀 

擁抱藍天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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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貨幣 

內地的官方貨幣為人民幣。目前在外流通的紙幣面值有 1 角、5 角、1 元、5 元、10 元、

20 元、50 元、100 元，硬幣面值有 1 角、5 角和 1 元。武漢天河國際機場以及大型銀

行的各個分行均可進行貨幣兌換。 

1.6 移動支付（支付寶及微信） 

移動支付非常普遍，內地居民經常使用支付寶（客服電話 95188）和微信（客服電話 

95017）進行支付，兩者均須實名認證。支付寶

實名認證可上傳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或港

澳台居民居住證，並掃臉實名認證；或綁定大

陸地區開戶的銀行卡進行認證。微信綁定本人

內地銀行卡或 VISA、MASTERCARD 均可進行

實名認證。 

1.7 郵遞、電訊與網絡 

郵遞：分為郵政業務與快遞業務。郵政業務主要包括信函和包裹郵遞、報刊訂閱及集

郵等。快遞業務主要是快速投遞客戶的信件或包裹。香港居民由武漢寄物件往香港時，

應註意該物件是否在禁寄物品之列。 

快遞：除中國郵政外還有很多快遞公司提供服務,如

順豐速運（服務熱線 95338）、圓通速遞（服務熱

線 95554）、申通快遞（服務熱線 95543）等。用

戶亦可通過手機進行網上下單寄件。遍布社區的快

遞收發點、快遞櫃可供收發快遞之用。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郵政局網站：www.spb.gov.cn  

手機卡實名認證：中國內地的手機卡現採用實名制方式購買。目前香港居民購卡可在

三家運營商分布在武漢三鎮的營業廳就近辦理。 

應工信部要求，實名制實行之前的無記名卡已經被強制停機。登記在他人名下的手機

卡需要實名認證的，請註意攜帶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等證件，運營商處理方式略

有不同，下面為各運營商一般處理方式，具體以各營業廳要求為准。 

電訊與網絡：在內地的運營商與供應商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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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運營商 
手機卡實名

（轉名） 
新卡購買 

服務 

熱線 
中心營業廳地址及電話 

中國移動 

轉換方親自

攜帶身份證

明 （港澳居

民通行證或

港 澳台居民

居住證）原

件 到營業廳

進行轉名 

1. 身 份 證

明 （ 港

澳 居 民

來 往 內

地 通 行

證 或 港

澳 台 居

民 居住

證） 

2. 單 位 有

效 證 件

（ 單 位

註 冊 登

記 證 照

原 件 或

加 蓋 單

位 公 章

的 註 冊

登 記 證

照 影 印

本 ， 並

同 時 提

供 加 蓋

公 章 的

單 位授

權 委 託

書 及 經

辦 人 有

效 身 份

證件） 

10086 

地址： 

江漢區發展大道 180 號（漢口火車站對面） 

電話： 

138 8613 5282 

中國聯通 10010 

地址： 

江漢區大武漢 1911 C 棟 1-4 

電話： 

15607193017 

中國電信 10000 

地址： 

江漢區唐家墩營業廳發展大道 247 號 

電話： 

(86 27) 8532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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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三大運營商以外，還有為數眾多的中

小型企業提供網絡服務，例如：長城寬帶

（客服電話 95079）。 

1.8 銀行服務 

香港居民在內地生活，可以在內地銀行開立

個人賬戶，並申請辦理網上及手機銀行服

務。開立個人銀行賬戶，一般需要向銀行提供個人身份證件，如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

行證等。 

如有需要，請向各銀行查詢開立個人賬戶的手續和詳情。 

大部分香港銀行發出的提款卡都可以在內地使用，然而，必須在香港按各自銀行要求

辦理手續以開通使用海外自動櫃員機的提款服務，具體情況可諮詢各銀行客戶服務部

門。至於香港銀行發出的「銀聯」信用卡，在內地大部分接受信用卡的商戶可直接使

用，但需注意有否設定密碼。 

1.8.1 香港居民在武漢辦理銀行卡、信用卡和辦理購匯的條件和程序 

香港居民辦理銀行借記卡和信用卡，一般需要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辦理信用卡，

還需攜帶收入或就業證明。每家銀行的要求及辦理流程均不盡相同，可前往各大銀行

湖北省分行網點或電話查詢： 

銀行名稱 客服電話 湖北省分行網點地址 湖北省分行網點聯繫電話 

中國工商銀行 95588 
武漢市武昌區中北路

31 號 

027-6990 8001（日間） 

027-8872 6022（夜間） 

中國建設銀行 95533 
武漢市江岸區建設大

道 709 號 
027-8391 6357 

中國銀行 95566 
武漢市江漢區新華路

219 號 
027-8556 9726 

交通銀行 95559 
武漢市江漢區建設大

道 847 號 
027-8548 7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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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業銀行 95599 
武漢市武昌區中北路

66 號津津花園 A 座 
027-6887 5258 

招商銀行 95555 

武漢市江漢區雲霞路

188號武漢招商銀行大

廈1樓（武漢分行營業

部） 

027-8332 4578 

購匯有一定金額及帳戶限制，詳細情況可諮詢各大銀行。 

 

1.9 節假日 

國務院辦公廳通常在每年 10——12 月發布有關下一年的節假日放假安排的通知。  

節日 放假天數 

元旦 
每年 1 月 1 日，法定休假1 天。 

春節 
每年農曆正月初一至正月初三，法定休假3 天。 

清明節 
每年農曆清明節當日，法定休假1 天。 

勞動節 
每年 5 月 1 日，法定休假1天。 

端午節 
每年農曆五月初五，法定休假1 天。 

中秋節 
每年農曆八月十五，法定休假1 天。 

國慶節 每年 10 月 1 日至 3 日，法定休假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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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掃描下方國務院客戶端微信小程序，下滑至主題服務 - 公共服務處，點擊「公共服

務」，即可找到「放假安排」 

 

 

 

2. 交通 

2.1 概述 

內地機動車、非機動車均實行右側通行，與香港採用的「左行制」不同。兩地信號燈

的通行規則也略有差異。在內地紅燈（箭頭燈除外）亮時，右轉彎的車輛在不妨礙被

放行的車輛、行人通行的情況下，可以通行。 

請參考武漢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網站：jgj.wuhan.gov.cn 

或掃描武漢交警公眾號二維碼。 

 

 

2.2 航空交通 

武漢天河國際機場位於武漢市北部黃陂區天河街境內，距市中心約 25 公里。為中國中

部首家 4F 級民用國際機場。 

武漢交警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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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天河機場通航點達 132 個，運營航綫達到 212 條，其中國際地區航點 20 個，運

營航空公司 43 家，日均航班 630 架次；國內航班 628 架次，國內通航點及日均國內航

班均創「歷史新高」。 

 

2.2.1 T3 航站樓簡介 

武漢天河國際機場現時使用的是 T3 航站樓。T3 航站樓綜合體面積 49.5 萬平方米。航

站樓主樓五層，地上四層，地下一層（局部地下兩層）。四層是值機大廳，國際、國

內航班出發層；二層是國際國內到達層及通往交通中心聯廊；一層是市內大巴、的士

乘車區；負一層是行李用房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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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航空公司值機區域分佈 

航站樓現開放六個值機島：H/G 為國際、港澳台值機櫃台；J 為中國南方航空（CZ）；

K 為中國國際航空（CA）、深圳航空（ZH）；F 為中國東方航空（MU）；E 為其他航

空公司。 

2.2.3 國際乘轉機流程  

國際出發流程：1.托運行李海關申報；2.辦理乘機手續和行李托運；3.檢驗檢疫；4.海

關檢查；5.邊防檢查；6.安檢；7.候機。 

國際到達流程：1.到達；2.口岸處辦理落地簽證（如需要）；3.檢驗檢疫；4.邊防檢查；

5.行李提取（如有行李托運）；6.海關檢查；7.檢驗檢疫；8.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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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中轉流程：1.到達；2.口岸處辦理落地簽證（如需要）；3.檢驗檢疫；4.邊防檢查；

5.海關檢查；6.檢驗檢疫 ；7.辦理中轉乘機手續；8.安全檢查；9.候機。 

特別注意： 

各大航空公司可能會在登機前有針對疫情等不可控因素的額外要求。建議在登機前預

留足夠時間，並進一步咨詢航空公司登機前需準備的材料。 

國際航班需提前 2-3 小時到達機場（具體時間取決於具體航空公司），航班起飛前 40 

分鐘停止辦理值機。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湖北機場集團官方網站：

www.whairport.com 

或致電天河國際機場服務熱線：（86 27）96577。 

2.2.4 入境及海關的要求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俗稱「回鄉證」）是香港居民來往內地使用的通行證件。

該證件在有效期內可多次使用。香港居民申請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須向香港中

國旅行社提出申請。自 2020 年 10 月 10 日起，香港居民可在內地申請換發、補發港澳

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具體請參考第四章第 1 節。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香港中國旅行社網站：www.ctshk.com 

海關檢查一般會詢問有否攜帶需申報的物品，如有，則須填寫「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

進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申報單」。必要時海關有權開箱檢查所帶物品。 

如欲了解更多關於進出境物品申報規定及違禁品的資訊，請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

總署網站：www.customs.gov.cn 

或撥打海關 12360 熱線諮詢。 

2.2.5 機場交通 

常用聯系電話：  

機場召援服務熱線：027-96577 

機場失物招領服務：027-65590138 

http://www.whairport.comak/
http://www.custom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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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急救電話：027-65590120 

地鐵：地鐵 2 號綫（機場綫）可直達 T3 航站樓交通中心，目前開通的 1 號綫、3 號

綫、4 號綫、6 號綫、7 號綫、8 號綫均、11 號綫均可與 2 號綫換乘。乘客須注意，軌

道交通 2 號機場綫採用的是大小交路的運行方式，大小交路比例為 1：1，即當前列車

開往金銀潭站為終點站時，下一班則開往天河機場站為終點站，去往天河機場的乘客

可以在金銀潭站下車後等待下一趟列車。具體可看地鐵入口處站台顯示屏或聽廣播通

知。 

城際鐵路：武孝城鐵、武咸城際可直達 T3 航站樓交通中心。 

機場高速：機場與市中心由機場高速（S18）和機場第二高速（S19）連接。以小車為

例，機場一通道，從常青路至天河機場，全程 17 公里，收費 10 元；機場二通道從姑

嫂樹立交至天河機場，全程 16 公裏，收費 15 元。為避免重複收費，從繞城高速經一

通道去天河機場的車輛，途經黃花澇收費站時，憑一通道繳費票據在 20 分鐘內過機場

二通道黃花澇收費站，驗票免費通行。 

機場停車場：地下停車場只供停放小型機動車（7 座以下），收費為 3 元/小時，全天 

24 小時內 45 元封頂，停車時間不超過 30 分鐘的車輛免收停車費。  

機場巴士：機場有多條巴士綫路與市區乘車點連接。 

由於天氣、交通等客觀原因，綫路、發車時間、班次會有臨時調整，機場保留最終解

釋權，詳情請撥打諮詢電話： 027-51230531（8:30-次日 1:00） 

機場乘車站點 

編號 綫路 首末班時間 
發車間隔 

（分鐘） 

綫路 1 
天河機場- 民航新村（預估 25 分鐘）-

漢口火車站（預估 40 分鐘） 
首班 8:30 末班 16:00 30  

綫路 2 天河機場-民航新村（預估 25 分鐘） 
首班  8:30 末班  次日

2:00 航班結束 
30  

綫路 3 

天河機場-航空路（預估45分鐘）-古琴

台（預估 55 分鐘）-傅家坡（預估 70

分鐘） 

首班 22:30 末班 次日

2:00 航班結束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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綫路 4 
天河機場-古琴台（預估45分鐘）-付家

坡（預估 60 分鐘） 
首班 9:00 末班 21:00 

30（客

滿即走） 

綫路 5 
天河機場-武漢火車站（高鐵站）（預

估 70 分鐘） 
首班 8:00 末班 19:20 30 

長途汽車：機場設有通往省內主要城市的長途汽車，長途汽車的購票點及候車點設於

機場 T3 航站樓的一樓。目前省內外地市有襄陽、隨州、鄂州、廣水、荊門、英山、黃

石、仙桃、應城、麻城、紅安、天門、沙洋、京山、鐘祥、蘄春、宜都 10 餘條城際大

巴綫路直達武漢天河機場。 

如 欲 了 解 更 多 資 訊 ， 請 參 考 武 漢 天 河 國 際 機 場 官 方 網 站 ： 

www.whairport.com/jc/ch/index.jhtml 

或撥打熱線電話諮詢：027-96577 

的士服務站：武漢天河國際機場在航站樓前設有專用的士服務通道，的士均須使用計

價器計費，請勿接受口頭議價。 

2.3 鐵路交通 

目前，湖北形成了以武漢為中心，覆蓋省內 300 公里範圍和至鄭州、長沙、南昌、合

肥等中部省會城市 2 至 3 小時的快速客運交通圈；至京津、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的 4

至 5 小時快速客運交通圈；至太原、成都、昆明、南寧、蘭州等地 6 至 7 小時快速客

運交通圈。武漢高鐵可直達全國 25 個省級行政區城市，實現了全國各大經濟區域的快

速通達。  

http://www.whairport.com/jc/ch/index.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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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正在運行的火車站有武昌站、漢口站、武

漢站、等。規劃建設的有武漢天河站、長江新

區站。新建的沿江高鐵長江新區站能發揮高鐵

對於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加速長江新區的建設與發展。 

 

2.3.1 武漢城際鐵路 

已開通綫路：武咸城際鐵路（武漢 — 咸寧）、武石城際鐵路（武漢 — 黃石）、武岡

城際鐵路（武漢 — 黃岡）、漢孝城際鐵路（武漢 — 孝感）、仙桃城際鐵路（武漢 — 

仙桃）。 

 

規劃及在建綫路 ：武漢 — 漢川 — 天門 

目前鐵路購票實行實名制，香港居民須憑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或護照購買車票。

乘客可於車站或透過電話（購票或諮詢熱綫：12306）、網上（中國鐵路客戶服務中

心網站：www.12306.cn）購票。目前武漢站、武昌站和漢口站均有自助機支援港澳

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購票和提供取票業務。乘客在購票時及乘車前需注意其乘坐班
次的站點。 

如欲瞭解更多資訊，請使用微信或支付寶掃碼下載「鐵路  12306」APP。 

 

2.3.2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 

廣深港高鐵是中國「四縱四橫」客運專綫中京

廣高速鐵路至深圳、香港的延伸綫，以及珠三

角城際快速軌道交通網的骨幹綫。 

「鐵路 12306」APP 

武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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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23 日，廣深港高鐵基本竣工，4 月 1 日，香港段正式進入試運行階段，列

車統一命名為「動感號」。廣深港高鐵全長 145 公里，香港段全長 26 公里，自廣州通

往香港西九龍總站，行車距離 142 公里，途經廣州南站、慶盛站、虎門站、光明城站、

深圳北站、福田站和西九龍站共 7 個站點。貫穿廣州、東莞、深圳、香港四個城市。

廣深段設計時速 350 公里，初期運營 310 公里，深港段設計時速 250 公里。廣深港高

鐵香港段連接至不斷擴大的國家高鐵網絡，包括貫通廣州、長沙、武漢、鄭州及北京

的京廣客運專綫（已於 2012 年 12 月開通）和連接汕頭、廈門、福州、杭州等沿海城

市的杭福深客運專綫（已於 2013 年 12 月開通）。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後，將大大

縮短由香港以鐵路往來內地各主要城市的時間。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已於 2018 年 9 月

23 日正式開通。 

香港西九龍總站將實行「一地兩檢」的通關程序，在同一層設「內地口岸區」和「香

港口岸區」，也就是說乘客登車後無需再下車進行邊檢，不用過關排長隊，大大節省

過關時間。除福田、深圳北、虎門和廣州南 4 個短途站外，不需轉車直達內地 10 個主

要城市。此外，乘客亦可透過轉車（主要的短途轉車站為廣州南及深圳北）到達內地

其他城市，例如桂林、昆明、西安、南京和成都。 

2.4 公共交通服務 

2.4.1 武漢公交一卡通 IC 卡 

武漢公交一卡通 IC 卡（武漢通）應用範圍廣泛，可用於公共交通（包括地鐵、公交、

輪渡和停車場等）、商超和餐飲的小額支付以及醫療、旅遊景點購票等。 為提供更豐

富的用戶體驗，武漢通還推出了各種類型的紀念卡（如生肖紀念卡、大事件紀念卡

等）。 

當前在全市貼有武漢通標識的商戶均可辦理購卡和充值。武漢通不記名不掛失，持卡

人應根據自身需要適量充值並妥善保管。 

2.4.2 地鐵（軌道交通） 

武漢目前已開通的地鐵綫路有：軌道交通 1 號綫、2 號綫、3 號綫、4 號綫、5 號綫、6

號綫、7号綫、8號綫、11號綫、16號綫、陽邏綫。以下為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

已經開通的地鐵綫路及路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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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軌道交通綫路圖（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地鐵綫路 路綫 

1 號綫 漢口北 — 徑河 

2 號綫 佛祖嶺 — 天河機場 

3 號綫 沌陽大道 — 宏圖大道 

4 號綫 柏林 — 武漢火車站 

5 號綫 中醫藥大學站 - 武漢站東廣場站  

6 號綫 東風公司 — 金銀湖公園 

7 號綫 青龍山地鐵小鎮 — 園博園北 

8 號綫 軍運村 — 金潭路 

陽邏綫 金台 — 後湖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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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號綫 葛店南站 — 武漢東站 

16 號綫 周家河站 — 國博中心南站 

武漢地鐵運營時間為：工作日上午 6:00 至下午 11：00（除陽邏綫

和 16 號綫 6：00 - 22：30）；休息日上午 6:30 至下午 11：00。

遇到節假日會延長運營時間，將會另行通知，請留意官網和車站

內的告示。 

乘客可以通過支付寶、微信、雲閃付、「Metro 新時代」APP

等平台註冊開通武漢地鐵乘車碼，進出地鐵時掃一掃乘車碼即

可快速過閘。具體流程如下： 

1、支付寶乘車碼註冊流程： 

進入支付寶首頁→武漢→出行→地鐵→前往開通→同意協議並領卡→輸入支付密碼→

領卡成功→立即使用 

2、微信乘車碼註冊流程： 

我→卡包→交通卡→添加交通卡→選擇武漢市→添加」武漢地鐵乘車碼」→去開通→

勾選協議立即開通→完成實名認證→實名信息驗證授權→開通微信免密支付→輸入支

付密碼 

3、銀聯雲閃付乘車碼註冊流程： 

進入雲閃付首頁→切換武漢→乘車碼→武漢地铁→勾選申請須知立即開通→確認授權

→勾選同意協議並開通→輸入支付密碼→去乘車。 

4、武漢地鐵「Metro 新時代」APP 手機掃碼乘車方式： 

打開「Metro 新時代」APP →注册賬號幷登陸→綁定支付寶、微信或

工行 e 支付→打開藍牙→將顯示的武漢鐵車乘車碼通過地鐵口閘機掃

描器即可通行 將顯示的。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 

武漢地鐵微信公眾號 

掃碼下載「Metro 新時代」 

手機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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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地鐵集團有限公司網站：www.wuhanrt.com 

武漢市交通運輸局：jtj.wuhan.gov.cn 

2.4.3 巴士（公交車） 

武漢有覆蓋全市的公交車網絡。城區公交車費通常為 2 元，使用武漢通或手機支付寶

二維碼可享受 8 折優惠。遠郊區公交車按路綫長

短收費。 

智能公交應用程式（APP）：用戶可以通過自己

的手機，隨時隨地查詢各公交車的即時位置、上

下 行 方 向 等 資 訊 。 請 點 擊 此 鏈 接 ：

soft4.51xiazai.cn/androidapp/shhfw/483277.html 下載智能公交 APP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掃描二維碼下載智能公交 APP。 

武漢市首條快速公交（BRT） 

綫路：綫路為武昌火車站到關山一路，全長 10.6 公里，乘客不出站台可同台同向免費

換乘。 

運營時間：上午 6:00 至下午 10:00（不同綫路運營時間以各綫路為準） 

售票方式：實現和其他普綫公交的換乘，一票制，2 元/人次。  

2.4.4 有軌電車 

大漢陽地區有軌電車：大漢陽地區有軌電車現已

開通，全長 16.8 公裏，設站 23 座，綫路覆蓋包

括漢陽區、蔡甸區、漢南區的「大漢陽片區」。 

車都有軌電車 T1 路： 

线路：車輪廣場⇌得勝港。 

運營時間：車輪廣場-得勝港，首班車 7:00，末班車 20:00；得勝港-車輪廣場，首班車

6:00，末班車 19:00，15-25 分鐘/趟。 

智能公交 APP-
IOS 版 

智能公交 APP-
安卓版 

https://baike.baidu.com/pic/%C3%A6%C2%AD%C2%A6%C3%A6%C2%B1%C2%89%C3%A6%C2%9C%C2%89%C3%A8%C2%BD%C2%A8%C3%A7%C2%94%C2%B5%C3%A8%C2%BD%C2%A6/9019600/0/a044ad345982b2b72c566bfe3dadcbef76099b3b?fr=lemma&ct=si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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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票方式：現已具備現金投幣、刷武漢通卡、支付寶、微信掃碼、銀聯雲閃付 5 種支

付功能。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武漢車都現代有軌電車運營有限公司網站：

wuhantram.com 

光谷有軌電車：武漢光谷有軌電車包括 T1 綫和 T2 綫，具体运营线路如下图所示。 

 

 

 

 

 

 

 

 

交路 1（L1）：華中大站⇌佛祖嶺站。 

運營時間：華中大 — 佛祖嶺，首班車 6:00，末班車 22:00；佛祖嶺 — 華中大，首班車

6:00，末班車 21:30，4-10 分鐘/趟。 

交路 2（L2）：城鐵湯遜湖站⇌光谷植物園站。 

運營時間：城鐵湯遜湖 — 光谷植物園，首班車 6:30，末班車 22:00；光谷植物園 — 城

鐵湯遜湖，首班車 6:30，末班車 21:00，8-20 分鐘/趟。 

售票方式：目前有軌電車可通過自動售票機購票（一次最多購買五張單程票），也可

以直接刷武漢通卡乘車，還可以下載光谷雲購票 APP 進行購票。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武漢光谷交通建設有限公司網站：www.whggjtj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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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的士（出租車） 

為方便乘客，武漢城市道路內、賓館飯店、商務中心、

醫院、居民社區周邊等公共場所都設有出租車停車站。

若乘坐出租車，下車請索要發票等憑證。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武漢市交通運輸局網站：

jtj.wuhan.gov.cn/ 

自 2021 年 11 月 12 日起，乘

客可通過「武漢 TAXI」小程序（可掃描

下方二維碼打開）或用戶端實現綫上呼叫

計程車。「武漢 TAXI」平台上擁有武漢

市官方備案的 1.7 萬台計程車，乘客不僅 

可看到附近 2 公里範圍內車輛分佈情況，還無需輸入目的地，「一鍵叫車」便會到乘

客定位的指定地點接乘客。同時，若乘客物品遺失，平台還可通過「互聯網＋」精准

定位車輛，鎖定遺失物品。 

 

2.4.6 渡輪（輪渡） 

輪渡是武漢歷史最悠久的公共交通方式之一，在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之後，

輪渡的角色從古老而又現代的水上交通工具演進成為武漢長江上一道流動的風景綫，

目前長江上開行的輪渡航綫有十餘條。 

熱門航綫 票價 時間 相關資訊 

武中綫 
客票 1.5 元/位 

刷公交卡 1.3 元/位 

上午  6:30——下
午 8:00 

漢口武漢關碼頭至武昌中華路
碼頭,對開 

武中快綫 10 元/位 2，免費證上午 9:05——下 漢口武漢關碼頭至武昌中華路

 

2 武中快綫晚 8 點後轉為「零點快點」，價格為 10 元。 

http://jtj.wuh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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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無效 午 5:05   碼頭,不對開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武漢市輪渡公司網站： 

www.whlundu.com 

或掃描右方武漢市輪渡公司微信公眾平台二維碼。 

 

2.4.7 長途客運 

目前武漢市有 30 多個客運站。乘客購票實施實名制購票制度。以下是武漢市部分常用

長途客運站聯繫方式及地址： 

車站名稱 電話 地址 

宏基客運站 
（86 27）96513 

（轉 1 號綫） 
武昌區中山路 519 號 

傅家坡客運站 
（86 27） 96513 

（轉 2 號綫） 
武昌區武珞路 358 號 

青年路客運站 
（86 27）96513 

（轉 4 號綫）  
江漢區青年路 208 號 

汉口北客運中心 
（86 27）96513 

（轉 3 號綫） 
黃陂區灄口街灄口村 

楊春湖客運站 
（86 27）96513 

（轉 5 號綫） 

洪山區白雲路（武漢火車站東廣

場） 

古田客運站 
（86 27） 96513 

（轉 6 號綫） 
礄口區古田一路 8 號 

武漢輪渡公眾號 

http://www.trip8080.com/chezhan/wuhanshi/wuhanshi12853.html
http://www.trip8080.com/chezhan/wuhanshi/wuhanshi15818.html
http://www.trip8080.com/chezhan/wuhanshi/wuhanshi12848.html
http://www.trip8080.com/chezhan/wuhanshi/wuhanshi12850.html


  
28 

湖北客運諮詢電話：（86 27） 96513 

客運站值班時間均為：上午 5:30—下午 8:30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湖北公路客運（集團）有限公司網站：www.hbglky.com 

2.4.8 網約車 

網約車是網絡預約出租車的簡稱。目前市場上有多種網約車 APP，乘客可自行選擇下

載，也可打開微信或支付寶的相關頁面功能進行直接約車，乘客可根據需要選擇快車、

出租車、專車、順風車、代駕等方式。常見的網約車平台有曹操出行、T3 出行、高德

出行和滴滴出行等。 

 

 

 

2.4.9 共享單車、共享汽車 

共享單車是指有關企業在校園、地鐵站、公交站、居民區、商業區及其他公共服務區

域採用分時租賃模式提供單車共享服務。共享汽車的運營模式與共享單車類似，目前

武漢市場上有多家公司提供共享單車及共享汽車服務，下載安裝各家公司的 APP 註冊

並繳納相應押金後即可辦理租車服務，亦可通過支付寶有關頁面進行掃碼後按相關手

續租用。 

2.5 駕駛者資訊 

2.5.1 駕駛證 

香港居民在內地駕駛機動車，應當依法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駕照）。駕駛機動車時，
必須隨身攜帶駕照。符合公安部門規定的駕駛許可條件
（包括年齡、身體條件等）的香港居民，可向公安機關
交通管理部門申請駕照。初次申領駕照需考試合格，具
體考試科目及考試注意事項根據申領的駕照類型有所不
同。目前香港居民在內地一般通過駕校報名，進行相關
訓練與考試。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1%E4%B8%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A1%E5%9B%AD/16004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9%93%81/2126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C%E4%BA%A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85%E6%B0%91%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5%86%E4%B8%9A%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C%E5%85%B1%E6%9C%8D%E5%8A%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5%E8%BD%A6/6163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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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外國、香港、澳門、台灣地區核發的駕照的香港居民，符合公安部門規定的駕駛許

可條件（包括年齡、身體條件等），經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考核合格的，可以發放

內地駕照。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 

武漢市交通管理局車輛管理所網站：jgj.wuhan.gov.cn/ 

或撥打交通安全服務熱線客服（包含駕照類咨詢）電話：027-12123 

持有香港駕照的香港居民，亦可考慮向深圳市公安廳申請免試換領內地駕照，需先關

註微信公眾號「深圳交警」，點擊「車駕管預約類服務」-「駕駛證業務」-「香港機動

車駕駛證免試換證」，然後根據指示預約。如需在武漢申請換領內地駕照，請參考以

下相關要求和步驟: 

香港駕駛證換內地駕駛證所需資料: 

 境外正式駕駛執照原件及複印件，非中文表述的還應提供中文翻譯件(正規翻譯公
司翻譯) 

 護照原件及複印件 

 由轄區派出所開具的《臨時住宿登記表》，居住時間在三個月以上；及 

 指定的駕駛員定點醫院出具的身體條件證明（可以在「12123」APP-「服務中心」 

-辦事網點查詢附近定點醫院） 

香港駕駛證換內地駕駛證溫馨提示： 

 此項業務不可委託代理； 

 影印本要求為 A4 規格(其中身份證明、駕駛執照需影印正反兩面)； 

 體檢方式：到指定的駕駛員定點醫院進行體檢，可在以下網站查看附近的醫院體

檢：jgj.wuhan.gov.cn/bswd/41540.jhtml 

 辦理地點：持有香港駕駛證換內地駕駛證需要到武漢車管所漢口分所辦理； 

 需要前往受理窗口預約參加科目一考試，考試合格後，回到受理窗口復核。 

 香港駕駛證免試換領內地駕駛證的範圍是香港居民領取的香港運輸署核發的正式

駕駛執照，不包含非香港居民領取的香港駕駛執照，也不包括學習駕駛執照、暫

准駕駛執照或者國際駕駛執照；香港的自動擋電單車和自動擋機動三輪車駕駛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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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不在互認的准駕車型之列，持香港 3A 類或者 22A 類准駕車型駕駛執照不能申

請免試換領內地 C2 或 E 類准駕車型駕駛證；及 

 申請人免試換領駕駛證後，其香港駕駛執照增加了免試換證准駕車型(即在 C1、

C2 和 E 類准駕車型中增加一類或兩類)的，憑新的香港駕駛執照直接申請免試增

駕。增駕其他准駕車型的，等同內地駕駛人辦理增駕規定。免試增駕只能在原駕

駛證核發機關申請，先註銷原駕駛證再作免試換證。 

香港駕駛證換內地駕駛證辦公地點： 

1、武漢車管所武昌總所 

地點：武昌區友誼大道特 8 號(長江隧道出口) 

2、武漢車管所漢口分所 

地點：硚口區漢西北路 63 號 

3、武漢車管所沌口分所 

地點：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沌口路特 3 號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30-下午 5:00，周六、日、法定節假日休息。 

另外，持有境外駕照，須臨時（即不超過三個月）駕駛機動車進入內地的香港居民，

可向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申請臨時機動車駕駛許可。 

2.5.2 汽車限行 

武漢市主要橋樑、長江隧道限行措施包括： 

路段 規則 限行時間 

長江大橋 

（長江一橋） 

機動車長期尾號限行：日期為單

數，車牌尾號為雙號限行；日期為

雙數，車牌尾號為單號限行；尾號

為字母時以最後一位數字為準。 

（節假日及雙休日不限行） 

上午 7:00-下午 10:00 

江漢橋（江漢一橋） 上午 7:00-下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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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隧道 
允許 9 座（不含）以下小型客車通

行，計程車不限行 

上午 7:00-8:30 

下午 5:00-7:00 

東湖隧道 
對貨車 24 小時限行;7 座以上(不含 7

座)的車輛不可通行;車輛限高 3 米。 

每日淩晨 1 時至 5 時封閉隧道

進行維護，禁止車輛通行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武漢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網站：jgj.wuhan.gov.cn 

 

2.5.3 ETC 卡 

2018 年 1 月 1 日零時起，武漢市停止徵收九橋一隧一路 ETC 車輛通行費。全國高速公

路自駕通行費可以通過提前購買高速 ETC 卡支付，亦可用人民幣現金支付。 

2.5.4 購車 

購車：香港居民在武漢購車需提供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和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確

認購車後憑藉以上證明辦理武漢市機動車牌照。購置車輛的同時需要繳納車輛購置稅、

車船稅與車牌手續辦理費等稅費，並且需要強制購買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交強

險），可以根據自身需要購買商業保險。 

http://www.whjg.gov.cn%E6%88%96%E4%B8%8B%E8%BC%89%E3%80%8C%E6%98%93%E8%A1%8C%E6%B1%9F%E5%9F%8E%E3%80%8D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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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年檢：汽車年檢需要的資料主要為：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正副本、機動車行

駛證、交強險憑證原件及單據、保險卡及車船稅收據。根據最新規定， 9 座及以下非

營運小微型客車(麵包車除外)享受 6 年內免檢政策，對非營運小微型客車(麵包車除外)

超過 6 年不滿 10 年的，由每年檢驗 1 次調整為每兩年檢驗 1 次。 

新能源車優惠政策：購買列入《免征車輛購置稅的新能源汽車車型目錄》的新能源車

免購置稅。新能源車擁有專用號牌，懸掛新能源車專用號牌的車輛，通行長江大橋、

江漢一橋不受單雙號限行的約束。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武漢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網站：jgj.wuhan.gov.cn 

2.5.5 交通事故 

如香港居民在武漢駕車出行時發生交通事故，若並未造成任何人身傷亡且當事人對事

實及成因無爭議，可以自行協商處理；否則應打「110」或「122」報警，由交通警察

（交警）調解處理。交警可按照簡易程序處理交通事故，處理程序包括以下幾種： 

 固定並保護現場證據； 

 責令當事人撤離現場恢復交通； 

 移動車輛至不妨礙交通的地點； 

 制作交通事故認定書；及 

 當場調解。 

http://www.whjg.gov.cn%E6%88%96%E4%B8%8B%E8%BC%89%E3%80%8C%E6%98%93%E8%A1%8C%E6%B1%9F%E5%9F%8E%E3%80%8D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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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交通事故涉及違法違規的行為，過失造成人身傷亡或財產損失的，則應該根據相

關法規、規章處理及索賠、賠付。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武漢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網站：jgj.wuhan.gov.cn 

3. 突發事件處理 

3.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入境事務組 

駐武漢辦入境事務組於 2017 年 11 月 27 日投入服務，為身

處湖北、湖南、山西、江西和河南五省的港人提供協助。 

駐武漢辦入境事務組投入服務後，特區入境事務處在內地共

有五個入境事務組，其餘四個分別設於北京、廣州、成都和

上海。入境事務組為在內地遇上困難，包括遺失證件、遭遇

嚴重意外或傷亡及被刑事拘留的香港居民提供協助，並處理

合資格香港居民申領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換領香港特別行

政區簽證身份書及回港證事宜。 

3.2 緊急聯繫方式 

香港居民如在內地遭遇意外事故、人身安全受到威

脅或其他突發事故，當事人或其親屬應立刻向當地

公安機關報告及撥打「 110 」  尋求協助。現 

「110」、「119」、「122」 三台合一，撥打三個

號碼中的任何一個，均進入同一個接警平台，由指

揮中心根據情況統一指令有關單位協助。 

 

3  救護車出診需要支付相應費用，包括車費及搶救治療費。 

機構名稱 電話 

報警電話 110 

火警電話 119 

道路交通事故報警 122 
急救電話 1203 

http://www.hbsj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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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進一步協助，可聯絡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入境處）、駐北京辦事處（駐京

辦）、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駐粵辦）、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駐成都辦）、駐上

海經濟貿易辦事處（駐滬辦）和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駐武漢辦）。 

有關入境處及各辦事處的聯絡資料如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境事務處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24 小時求助熱線）  

電話：（852）1868 

傳真：（852）2519 3536 

地址：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7 號入境事務大樓 9 樓 

 

遇事香港居民除了致電(852) 1868 聯絡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外，亦可透過入境處流

動應用程式，按以下步驟以網絡數據致電 1868 熱線： 

1. 透過 Apple App Store、Google Play、華為 AppGallery 或入境處網頁免費

下載或更新至最新版本的入境處流動應用程式； 

2. 開啟應用程式，在主頁的「常用服務」下選擇「1868 熱線」； 

3. 按「致電 1868 熱線（網絡數據電話）」圖示； 

4. 在閱覧並接納有關使用條款及細則後，按「致電」。 

 



  
35 

註: 

1. 以網絡數據致電 1868 熱線或接聽小組職

員的回電時，用戶或須向流動網絡服務供應商繳

付使用流動數據的費用。該等費用在以漫遊數據

模式使用本熱線服務時或會十分昂貴，建議市民

事先向其服務供應商了解有關收費詳情。 

2. 市民以網絡數據致電 1868 熱線前，亦需要授權應用程式使用麥克風及接收推

播通知。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  

入境事務組（辦公時間內）  

電話：(86 27) 6560 7300 內線 7334  

傳真：(86 27) 6560 7301 

地址：湖北省武漢市江漢區建設大道 568 號新世界國貿大廈 I 座 4303 室 

郵編：43002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 

入境事務組（辦公時間內）  

電話：（86 10） 6657 2880 內線 032  

傳真：（86 10） 6657 2830 

地址：北京市西城區地安門西大街 71 號 

郵編：100009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 

入境事務組（辦公時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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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86 21） 6351 2233 內線 160  

傳真：（86 21） 6351 9368  

地址：上海市黃浦區西藏中路 168 號都市總部大樓 21 樓 

郵編：20000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  

入境事務組（辦公時間內）  

電話：（86 20） 3891 1220 內線 608  

傳真：（86 20）3877 0466 

地址：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北路 233 號中信廣場 71 樓 7101 室 

郵編：51061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 

入境事務組（辦公時間內）  

電話：（86 28）8208 6660 內線 330  

傳真：（86 28） 8208 6661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紅星路三段 1 號國際金融中心二號辦公樓 48 樓 

郵編：610021 

香港居民身處內地時，特區政府可以提供的協助包括： 

 如香港居民丟失了身份證明文件，可為當事人簽發入境許可證以便返回香港； 

 如香港居民遭遇嚴重意外或傷亡，可將情況通知當事人在港的親屬，並就有關的

程序事宜提供諮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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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香港居民的要求，聯絡當事人在港親友，請他們給予金錢上的援助； 

 如收到內地執法機關有關香港居民被拘留或逮捕的通知後，把情況轉告當事人在

港的親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 2001 年起以行政安排的形式，在尊重雙方有關

法律的基礎上與內地建立相互通報機制，就雙方居民非正常死亡及被採取刑事強

制措施或被刑事檢控的個案作出相互通報。有關香港和內地相互通報機制的最新

安 排 ， 可 參 閱 《 特 區 與 內 地 簽 署 通 報 機 制 新 安 排 文 本 》 ：

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12/14/P2017121400503.htm 

 應香港居民親友的要求，就當事人被拘留或逮捕的個案，向內地執法機關了解情

況； 

 應香港居民或當事人親友的要求，提供有關內地律師的資料；及 

 提供其他有關的諮詢服務。 

 

特區政府不能夠提供的協助包括： 

 按照「一國兩制」原則，特區政府為香港居民提供協助時，不能干涉內地的司法

制度及行政運作； 

 不能袒護香港居民的違法行為、不能為香港居民開脫罪責； 

 不能協助香港居民在住院治療、羈押或服刑期間獲得比內地居民較佳的待遇；及 

 不能代當事人支付酒店、律師、醫療及交通等的費用或其他款項。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12/14/P20171214005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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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遺失證件及財務 

3.3.1 遺失證件 

“香港居民如在內地遺失《港澳居民來往内地通行證》（俗稱「回鄉證」），可向公
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申請補發回鄉證。詳情請參閱國家移民管理局網頁： 
https://s.nia.gov.cn/mps/bszy/wldl/ndtxz/202010/t20201009_1262.html 

若不符合在內地申請補發回鄉證的相關條件，可先向當地公安機關報失及索取報失證
明，並到當地出入境管理部門申請《出入境通行證》（俗稱「臨通」）回港。 

香港居民如在內地遺失香港身份證，須在返回香港後的 14 天內，向人事登記辦事處報
告及申領新證。詳情請參閱入境事務處網頁：
www.immd.gov.hk/hkt/services/hkid/general_info.html 

 

倘若當事人在武漢市遺失身份證明文件後需要協助返回香港，可聯絡駐武漢辦或入境
事務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香港特區政府會因應個別個案的情況，提供協助及相
關的資訊。 

3.3.2 遺失財務 

香港居民如在內地遺失金錢並急需返回香港，可聯絡駐京辦、駐成都辦、駐粵辦、駐

滬辦、駐武漢辦或入境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尋求協助。香港特區政府可協助當事

人聯絡其在港的親友，以便他們為當事人提供經濟援助，解決其需要。若當事人親友

未能及時給予援助，駐京辦、駐成都辦、駐滬辦、駐武漢辦或駐粵辦會按個別情況考

慮墊付合適的款項協助當事人盡速返港，惟他必須書面承諾會盡快悉數清還墊款。 

3.4 涉案：被拘留或逮捕 

香港居民在內地因涉及刑事案件被拘留或逮捕而需要尋求協助時，可聯絡駐京辦、駐

成都辦、駐粵辦、駐滬辦、駐武漢辦或入境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尋求協助： 

 收到內地執法機關有關當事人被拘留或逮捕的通知後，把情況轉告其在港的親

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 2001 年起以行政安排的形式，在尊重雙方有關法律的

基礎上與內地建立相互通報機制，就雙方居民非正常死亡及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或被刑事檢控的個案作出相互通報。 有關香港和內地相互通報機制的最新安排，

可參閱此網頁 www.wheto.gov.hk/tc/urgent/index.html 

 應當事人親友的要求，就當事人被拘留或逮捕的個案，向內地執法機關了解情況； 

https://www.wheto.gov.hk/tc/urgen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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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當事人或其親友的要求，提供有關內地律師的資料；及 

 提供其他有關的諮詢服務。 

關於行政處罰、治安管理處罰的資料請參考本書第十二章「法律服務」部分。 

香港居民在內地觸犯法律而被拘留或逮捕，當事人依法可要求公安機關通知其家屬。

當事人亦有權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服務，律師享有與當事人會見或通信、查閱、摘

抄、複印與案件有關材料、收集證據、參與法庭調查及為當事人辯護、要求對超期羈

押的當事人解除或變更強制措施等權利。根據內地有關法律規定，香港執業律師不得

以律師身份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如有需要，當事人或其家屬可透過香港特區政府

向有關機關反映其訴求及對案件的意見。 

參考資料：《與被拘留、逮捕者有關的內地刑事法律、法規實用資料》4。 

3.5 遭遇意外或傷亡 

如香港居民的同行者或親友在內地遭遇嚴重意外或傷亡，應立即向內地公安機關報告。

如需進一步協助，可聯絡入境處、駐京辦、駐滬辦、駐粵辦、駐成都辦或駐武漢辦。 

如香港居民在內地去世，香港特區政府可協助通知死者在港的親屬，並就有關的程序

事宜（例如申領死亡證、認領遺體等）提供諮詢意見。  

 

4 可於駐武漢辦網頁：www.wheto.gov.hk，緊急求助欄目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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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內地相關單位簽發的常用身份證件 

4.1 港澳台居民居住證（以下簡稱「居住證」） 

4.1.1 辦理條件及所需資料： 

辦理條件 所需資料 

港澳台居民前往內地（大陸）居住半年
以上，有合法穩定就業、合法穩定住
所、連續就讀條件之一的，可向現居住

地派出所申領居住證。 

1.《港澳（台灣）居民居住證申領登記
表》（必須）； 

2.有效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或五年期
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等出入境證件

（必須）； 

3.居住地住址、就業、就讀等證明文件之
一（必須）。 

 

注：合法穩定住所證明：房屋租賃合同、房屋產權證明文件、購房合同或者房屋出租
人的住宿證明等。 

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的有效期是五年。居住證有效期滿可以換領新證。香港居民可在辦

理前，咨詢各區政務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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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申領流程： 

1、可持本人有效出入境證件（回鄉證）、本地居住的證明材料； 

2、到房屋所在區政府政務中心辦理，填寫《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登記表》，採集相

片、指紋， 

注意：未滿 18 歲的港澳台居民需攜帶父母證件進行辦理，同時還需提供親屬關係證

明。 

    武漢市各區政務中心一覽表 

編號 區域 地址 電話 

1 江岸區 後湖五路 16 號東方廣場 A 棟 8290 5733 

2 江漢區 
江漢區常青路恒融商務中心 3 號樓(2
-8 層) 

8576 7006 

8575 5159 

（夜間） 

3 礄口區 
解放大道 213 號礄口政務中心大樓
（解放大道沿綫古田三路與古田四路
輕軌網站之間） 

8379 0970 

8379 0968 

4 漢陽區 漢陽區四新北路 125 號 8467 0589 

5 武昌區 臨江大道 59 號 8892 2225 

6 青山區 青山區行政審批局 3 層 8633 1885 

7 洪山區 文秀街 9 號 6539 7000 

8 東湖風景區 
歡樂大道 301 號東湖庭園小區門面 1
4、20 棟商業門面 

8823 5970 

9 東湖開發區 高新大道 777 號 5077 7172 

10 
經濟開發區（漢

南） 
東風大道 88 號 8489 3938 

11 東西湖區 七雄路 111 號碼頭潭綜合樓 8325 6220 

13 黃陂區 黃陂大道 318 號 6100 8383 

14 蔡甸區 蔡甸大街 21 號 6981 3482 

15 江夏區 北華街東 10 號市民之家 8134 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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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以下簡稱「回鄉證」）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是香港居民來往內地使用的通行證件。該證件在有效
期內可多次使用。香港居民申請回鄉證，須向香港中國旅行社提出申請。 

4.2.1 補發、換發 

自 2020 年 10 月 10日起，港澳居民在內地期間證件過期換發、遺失損毀補發可就近向

內地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提出申請，無需再返回港澳地區辦理 

辦理流程 注意事項 

1.窗口申請 證件臨期 6 個月內才可申請 

2.提交材料 材料包括：1. 香港居民居住證 

2. 回鄉證 

3. 2 寸登記照 

3.繳納辦證費用  

4.自願選擇證件郵寄服務  

備註： 

• 辦證時間縮短為 7 個工作日，有緊急需求者還可通過「綠色通道」實

現「急證即辦」；及 

• 可選擇網上服務，港澳居民可通過出入境政務服務平臺實現網上查詢

受理地點、預約辦理時間、自助查詢辦證進度等多項「互聯網+」政

16 新洲區 邾城街龍騰大道祥和世紀城特 1 號 8935 5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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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服務。 

4.2.2 回鄉證與居住證的區別 

回鄉證並不等於居住證。回鄉證作為一種旅行證件，主要是為了港澳居民中的中國公

民來往內地提供一個身份的憑證。而居住證主要是為符合法定條件的港澳居民在內地

居住提供身份證明，並享有相關的權利、基本的公共服務和便利而發出的。 

5. 就業資料 

5.1 香港居民內地就業的形式 

香港居民在內地就業的形式大致有三種： 

 內地用人單位直接僱用香港居民：內地用人單位應當

與其直接僱用的香港居民簽訂勞動合同； 

 在內地從事個體經營的香港居民；及 

 境外或港澳台地區單位向內地單位派遣香港居民：被派遣到內地的香港居民，不

需要與接受派遣的內地單位建立勞動關係，但派出方需要出具派遣證明，且派出

方單位要與派駐方單位簽訂派遣協定。 

5.2 就業條件 

香港居民在內地尋求工作機會可以通過不同的渠道，例如由他人介紹或通過招聘網站

搜索，也可以委託求職中介機構。 

根據《台灣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就業管理規定》（《就業管理規定》），內地用人單

位擬僱用或者接收被派遣的香港居民，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年齡 18 至 60 周歲（直接參與經營的投資者和內地急需的專業技術人員可超過 60 

周歲）； 

 身體健康； 

 持有效旅行證件（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等）； 

 從事國家規定的職業（技術工種）的，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具有相應的資格

證明等；及 

 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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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武漢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  

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主要包括：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省「百人計

劃」、市「黃鶴英才計劃」等。按照國家及省市的有關規定，武漢對引進人才在居留

和出入境、落戶、醫療、保險、住房、稅收、配偶安置、子女就學等方面均予以優待。 

2019 年 8 月 28 日，武漢市公安局發布十二項出入境便利政策新措施，符合市場化認

定標準（連續工作滿 4 年，每年實際居住不少於 6 個月，工資性年收入不低於上一年

度所在地區城鎮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六倍，年繳納個人所得稅不低於工資性年收入標

準的 20%）的外籍人員，也可直接申請永久居留，也就是中國「綠卡」。具有博士研

究生以上學歷或在國家重點發展區域連續工作滿 4 年、每年實際居住不少於 6 個月的

外籍華人，可直接申請永久居留。來漢工作、學習、洽談、團聚的外籍華人可申請長

期居留或多次往返簽證。對於重點高校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外籍學生，可憑相關證明來

漢、留漢進行創新、創業、實習等活動，取消之前在漢就業需兩年工作經歷的限制。

該政策同樣適用於港人。 

為推動武漢發展，2015 年武漢市推出「武漢城市合夥人計劃」，為期 5 年，重點在信

息技術、生命健康、智能制造等戰略性新興產業

領域，引進國內外各類人才。符合認定標準的產

業領軍人才、知名創業投資人和優秀青年創新創

業人才可在落戶、住房安居、子女入學、職稱評

審等多方面享受優待。 

如欲了解更多武漢「城市合夥人」申請辦法、政

策法規，請參考武漢城市合夥人網站 whzc.gov.cn 

5.4 勞動合同條款 

香港居民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時需要詳細了解具體條款，包括合同的期限、工作

內容與地點、薪酬的構成和標準以及支付方式、獎金、花紅制度（如有）、工作時間

和休息休假、合同解除和終止的條件、合同試用期等，以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工資

金額、加班費、各種生活補助（如有）的發放和計算方法應在勞動合同中以書面形式

明確列出，避免口頭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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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社會保險 

依據 2011 年 7 月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國家建立基本養老保險、

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等社會保險制度。投資者在內地註冊

並經營的企業應當依法為其內地員工和外籍員工繳納社會保險費，與員工個人繳存部

分形成對該員工的社會保險福利。對於企業僱用的香港居民員工，企業亦應當為其辦

理社會保險。 

2019 年 11 月 29 日，《香港澳門台灣居民在內地（大陸）參加社會保險暫行辦法》已

經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部務會、國家醫療保障局局務會審議通過並公佈，該文件對港

澳台居民在內地（大陸）參加社會保險及享受社保待遇等事項進行了詳細的規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文件規定，內地（大陸）用人單位聘用的港澳台居民，應依

法參加內地（大陸）的社會保險，由用

人單位和本人繳納相應的社會保險費；

但已在港澳台參加當地社保並繼續保留

社保關係的，可不在內地（大陸）參加

基本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除上述以外

在內地（大陸）就業、居住的港澳台居

民，一般可自願參加內地（大陸）的社

會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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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武漢社保繳費比例與基數一覽表 

參加險種 

繳費工資基數 繳費比例 最低繳費金額 最高繳費金額 

最低繳
費基數 

最高繳費
基數 

單位 個人 單位 個人 單位 個人 

養老保險 

3,740 18,699 

16% 8% 598．37 299.18 2991.84 1495.92 

失業保險 0.70% 0.30% 26.18 11.22 130.89 56.1 

工傷保險 
根據行業，0.2% 

- 1.9%不等 
0.0% 根據行業 0 根據行業 0 

生育保險 0.70% 0.0% 26.18 0 130.89 0 

醫療保險 8% 
2%+7
元 

299.18 74.8 1,495.84 373.98 

如欲了解社會保險的詳情，請參考武漢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服務網站：

rsj.wuhan.gov.cn 

5.6 公積金 

住房公積金是指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

及其在職職工繳存的長期住房儲金。住房公積金繳

存比例為 5%至 12%，單位與員工繳存相同比例，全

部歸個人所有。單位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每年調整

一次。公積金雖然是職工工資的組成部分，但不以

現金形式發放，實行專戶管理。公積金實行專款專

用，存儲期間只能按規定用於購、建、大修自住住

房，或交付房租。 

2017 年 11 月 28 日，住房城鄉建設部、財政部、人民銀行、國務院港澳辦、國務院台

辦聯合印發《關於在內地就業的港澳台同胞享有住房公積金待遇有關問題的意見》

（《意見》）。《意見》規定，在內地就業的港澳台同胞，均可按照《住房公積金管

理條例》和相關政策的規定繳存住房公積金。繳存基數、繳存比例、辦理流程等實行

與內地繳存職工一致的政策規定。《意見》明確，已繳存住房公積金的香港同胞，與

內地繳存職工同等享有提取個人住房公積金、申請住房公積金個人住房貸款等權利。

在內地跨城市就業的，可以辦理住房公積金異地轉移接續。繳存住房公積金還可享受

低息貸款，降低買房成本。另外，職工繳存的住房公積金，在國家規定限額內部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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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交個人所得稅。港澳人士與用人單位解除或終止勞動（聘用）關係並返回港澳的，

可以按照相關規定提取個人住房公積金賬戶餘額。 

如欲了解公積金的詳情，請參考武漢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網站：gjj.wuhan.gov.cn  

或撥打武漢住房公積金熱線（86 27） 12329 

5.7 其他福利 

香港居民在簽訂勞動合同時還要留意用人單位是否提供住房或租房補貼、交通補貼、

通訊補貼等其他福利，同時亦應關注休假方面的有關福利。除內地法定節假日外，員

工還應享受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類帶薪休假。 

假期類別 說明 

年假 

凡連續工作 1 年以上的僱員均可享受帶薪年假。按照規定： 

 累計工作已滿 1 年不滿 10 年的，年休假 5 天； 

 已滿 10 年不滿 20 年的，年休假 10 天； 

 已滿 20 年的，年休假 15 天；及 

 法定節假日、休息日不計入年休假假期。 

病假 

僱員本人因患病或非因工負傷，需要停止工作醫療時，用人單位應該根

據僱員本人實際參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單位工作年限，給予一定的醫療假

期。根據勞動法病假工資規定，病假工資不低於當地最低工資的 80%。 

婚假 
 國家規定的婚假為 3 個工作日，符合法律規定結婚的夫妻，可以在

享受國家規定的婚假外延長婚假，具體辦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產假 

 2021 年 11 月 26 日修訂的《湖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符

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婦女，在享受國家規定的 98 天產假外，增加

60 天，共 158 天產假；其配偶享受 15 天護理假；及 

 女職工生育的檢查費、接生費、手術費、住院費和藥費由生育保險

基金支付。超出規定的醫療服務費和藥費（含自費藥品和營養藥品

的藥費）由職工個人負擔。勞動部《關於女職工生育待遇若干問題

的通知》中規定，女職工懷孕不滿 4 個月流產時，應當根據醫務部

門的意見，享受 15-30 個日曆日的產假；懷孕滿 4 個月以上流產

時，享受 42 個日曆日產假。 

http://www.66law.cn/tiaoli/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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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假 
 2021 年 11 月 26 日修訂的《湖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3

歲以下嬰幼兒父母每人每年享受累計 10 天育兒假。 

子女陪護

假 

 2021 年 11 月 26 日修訂的《湖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對

贍養人、扶養人照顧失能或者患病住院老年人的，用人單位應當提

供便利，並給予每年累計不少於 10 天的護理時間；及 

 對獨生子女照顧失能或者患病住院老年人的，每年假期時間應當累

計不少於 15 天。護理期間視同出勤，工資、獎金照發。 

喪假 
 僱員父母、子女、配偶及配偶父母去世，每次可享受 1-3 個工作日

喪假。 

修訂的《湖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明確，婚假、產假、護理假和育兒假視同出勤，

工資、獎金照發。 

5.8 工資薪金與個人所得稅 

香港居民從內地取得的工資薪金，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2018 修正

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關於在中國境內無住所的個

人居住時間判定標準的公告》等相關規定應繳納個人所得稅。香港居民在中國大陸境

內取得的工資薪金，應依照規定繳納個人所得稅。 

 

為明確納稅人的納稅義務，首先需要對納稅人進行居民身份的判定。  

滿足以下兩個條件之一的，為居民個人： 

•中國境內有住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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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境內無住所而一個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境內居住累計滿 183 天的個人 

滿足以下兩個條件之一的，為非居民個人： 

•在中國境內無住所又不居住的個人；或 

•在中國境內無住所而一個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境內居住累計不滿 183 天的個人。 

新的稅法增加了 「六年規則」，即無住所個人一個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境內累計居住滿

183 天的（即當年構成中國稅收居民，以下簡稱 「無住所居民個人」），只有在同時

符合以下兩項條件的情況下，該個人在該納稅年度內來源於中國境內、境外所得應當

全部在中國繳納個人所得稅： 

•該無住所居民個人此前六年在中國境內每年累計居住天數都滿 183 天；且 

•該無住所個人此前六年期間沒有任何一年單次離境超過 30 天。 

如果不同時符合上述兩項條件，該無住所居民個人在該納稅年度（即構成中國稅收居

民的納稅年度）來源於中國境外且由境外單位或者個人支付的所得，免予繳納個人所

得稅。 

六年政策從 2019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實施。 

確認了納稅人的居民類型後，還需對香港居民取得的工資薪金劃分來源於境內或境外： 

• 個人實際在境內工作期間取得的工資薪金，不論是由境內還是境外企業或個人

僱主支付的，均屬來源於境內的所得；及 

• 個人實際在境外工作期間取得的工資薪金，不論是由境內還是境外企業或個人

僱主支付的，均屬來源於境外的所得。 

確定個人所得稅（個稅）納稅義務（見下表）：  

居民類型 
境內居住時

間 

境內工作期間 境外工作期間 

當月工資薪收入額計算通用

公式 
中國境內

企業支付

或負擔 

中國境外企

業支付或負

擔 

中國境內

企業支付

或負擔 

中國境外企

業支付或負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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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居民個
人 

不超過 90 天
(如適用《內
地—香港稅
收安排》) 

徵稅 

免稅； 

適用《內地
—香港稅收
安排》中董
事條款的高
層需要徵稅 

非 高 管 ：
免稅 

高 管 ： 徵
稅 

免稅 

非高管：當月境內外工資薪
金总額 ×（當月境內支付工
資 ÷ 當月境內外支付工資總
額）×（當月境內工作天數 
÷ 當月天數） 

高管：境內僱主支付或者負
擔的工資薪金 

超過 90 天但
不超過 183
天的 

徵稅 

徵稅 

*若符合一定
條件，可以
免稅 

非 高 管 免
稅 

高 管 ： 徵
稅 

免稅 

非高管：當月境內外工資薪
金总額 ×（當月境內工作天
數 ÷ 當月天數） 

高管: 當月境內外工資薪金总
額 × [1 - （當月境外支付工
資 ÷ 當月境內外支付工資總
額）×（當月境外工作天數 
÷ 當月天數）] 

居民個人 

滿 183 天 但
不滿 6 年 

徵稅 徵稅 徵稅 免稅 

當月境內外工資薪金總額 × 
[1 - （當月境外支付工資 ÷ 
當月境內外支付工資總額）
×（當月境外工作天數 ÷ 當
月天數）] 

6 年及以上 徵稅 徵稅 徵稅 徵稅 當月境內外工資薪金 

注：高管是指「對於擔任境內居民企業的董事、監事及高層管理職務的個人」。 

*如果香港居民不受僱於內地企業，且在內地停留時間在任何 12 個月內不超過 183 天，

並且其工資薪金不是由內地企業或常設機構支付或負擔，根據《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

區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以下簡稱《內地—香港稅收安

排》），則其工資薪金所得不需要在內地繳納個人所得稅。 

香港居民在內地取得的工資薪金，在扣除每月費用標準額度（現行稅法每月標準扣除

額度為 5,000 元）及其他稅前扣除額以得到應納稅所得額後，然後適用以下稅率表，

由用人單位依照超額累進稅率代扣代繳個稅。根據個人情況不同，稅前扣除額包括五

險一金、專項附加扣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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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適用非居民個人 

級數 

 

全月應納稅所得額 （元） 

稅率% 

 

速算扣除

數（元） 

 含稅級距 

 

不含稅級距 

 

1 <=3,000 <= 2,910 3%  

2 3,000 - 12,000 2,910 - 11,010 10% 210 

3 12,000 - 25,000 11,010 - 21,410 20% 1,410 

4 25,000 - 35,000 21,410 - 28,910 25% 2,660 

5 35,000 - 55,000 28,910 - 42,910 30% 4,410 

6 55,000 - 80,000 42,910 - 59,160 35% 7,160 

7 > 80,000 > 59,160 45% 15,160 

表二：適用居民個人 

級數 

 

全年應納稅所得額（元） 

稅率% 

 

速算扣除

數（元） 

 含稅級距 

 

不含稅級距 

 

1 < =36,000 < =34,92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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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6,000 - 144,000 34,920 - 132,120 10% 2,520 

3 144,000 - 300,000 
132,120 - 

256,920 
20% 16,920 

4 300,000 - 420,000 
256,920 - 

346,920 
25% 31,920 

5 420,000 - 660,000 
346,920 - 

514,920 
30% 52,920 

6 660,000 - 960,000 514,920 -709,920 35% 85,920 

7 > 960,000 > 709,920 45% 181,920 

如果香港居民由內地用人單位直接僱用，則其工資由用人單位承擔並發放。其源於境

內的工資所得，需要全部在內地繳納個稅。 

此外，對香港居民以非現金形式或實報實銷形式取得的合理的補貼、費用，在滿足一

定條件的情況下，免徵個稅。這些免稅補貼的類別包括：住房補貼、伙食補貼、洗衣

費、到內地任職或離職取得的搬遷收入、探親費、個人語言培訓費以及子女教育費補

貼。（註：該政策的執行期限將延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居民個人取得符合條件的全年一次性獎金可由納稅人自行選擇並入當年綜合所得計算

納稅，或不並入當年綜合所得而單獨計稅。該項政策的執行期限將延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明確個人所得稅若干政策執行問題的通知》（國稅發

[2009]121號）的規定，香港居民在內地設廠，既擔任該內地企業的董事，又同時擔任

管理職務，其從內地企業取得的董事費收入應按工資、薪金所得項目繳納個稅。 

註：工資薪金個人所得稅的稅法及稅率可能會有變動，如欲了解更多具體規定，請參

考國家稅務總局武漢市稅務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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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chinatax.gov.cn/hbsw/wuhan/index.html  

或掃描二維碼下載「個人所得稅」APP 

 

如欲了解《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
請參考香港稅務局網站 www.ird.gov.hk 

或國家稅務總局網站：www.chinatax.gov.cn

湖北稅務 APP 湖北稅務公眾號 個人所得稅 APP 

http://www.ir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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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營商投資  

6.1 中國（湖北）自由貿易試驗區 

設立中國（湖北）自由貿易試驗區（以下簡稱湖北自貿區），是黨中央、國務院在新

形勢下推進改革開放、加快長江經濟帶發展、促進中部崛起的重大戰略舉措。自貿試

驗區實施範圍 119.96 平方公里，涵蓋三個片區：武漢片區 70 平方公里（含武漢東湖

綜合保稅區 5.41 平方公里），襄陽片區 21.99 平方公里（含襄陽保稅物流中心〔B 型〕

0.281 平方公里），宜昌片區 27.97 平方公里。 

湖北自貿區於 2017 年 4 月 1 日掛牌，定位於中部有序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戰略性新

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集聚區、全面改革開放試驗田和內陸對外開放新高地。 

各片區各展其能，圍繞產業發展重點，廣招賢能。武漢片區重點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

生命健康、智能制造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國際商貿、金融服務、現代物流、檢驗檢測、

研發設計、專業服務等現代服務業；襄陽片區推出「隆中人才計劃」加強版，重點吸

引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制造、互聯網+等領域的人才，發展高端裝備制造、新能

源汽車、大數據、雲計算、商貿物流、檢驗檢測等產業；宜昌片區重點發展先進制造、

生物醫藥、電子信息、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及研發設計、總部經濟、電子商務等現

代服務業。 

如欲了解更多關於湖北自貿區資訊，請參

考中國（湖北）自由貿易試驗區網站：

www.china-hbftz.gov.cn/index.html 

 

自貿區業務辦理及諮詢： 

單位 業務內容 諮詢電話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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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商務

廳 
自貿區內相

關業務理 
（86 27） 8577 4233 武漢市江漢北路 8 號金茂大樓 

武漢片區辦

事大廳 
自貿區內相

關業務 
（86 27） 6788 0666 

武漢市高新大道 777 號光谷公

共服務中心 1 號樓 

襄陽片區辦

事大廳 
保稅區內相

關業務 

（86 710） 12345 

 

襄陽市高新區襄州大道 20 號高

新區政務服務中心一樓 

宜昌片區辦

事大廳 
自貿區內相

關業務 
（86 717） 6265 754 宜昌市高新區發展大道 55 號 

6.2 外商投資環境 

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實施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實

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實施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全面

開放，在制造業、服務業、農業等多個領域放寬外商投資限制，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

益，營造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不斷增強對外國投資者的吸引

力。2020 年以來，為有效應對疫情，穩住外貿外資基本盤，中國及時出台了一系列助

企紓困政策，大力支持、幫扶包括外資企業在內的各類市場主體復工復產，在全球率

先有效防控疫情，率先恢復生產生活秩序；同時實施新的外商投資法及其實施條例，

發布新版全國和自貿試驗區負面清單，擴大金融等服務業市場準入，全國實際使用外

資實現逆勢增長，成了跨國投資的「避風港」。 

6.2.1 武漢各區主要產業分佈 

近年來，武漢大力支持科技創新，截至 2021 年，主要科創資源有：其一，武漢有 178

個高水平人才與單位，包括 72位院士、7個「雙一流」高校和 29個「雙一流」學科、

75 個科研院所； 其二，武漢有 1410 個創新平台，包括 10 個重大基礎設施、7 所湖北

實驗室、47 家國家級創新平台、644 家省級創新平台、720 家市級創新平台。 

武漢將通過打造東湖科學城創新極核、構建“一核一城一圈”創新格局，充分發揮各

區創新基礎、區位條件和資源稟賦，構建全城覆蓋、全域創新的自主創新格局，繪製

全域創新地圖。 

以東湖高新區為依託，瞄準科技前沿，建設高端人才、創新要素、高端產業汇聚的創

新發展核心承載區，加強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提升創新鏈整體效能。以武漢經

開區、臨空港開發區兩大國家級經濟開發區為依託，聚焦重點產業，打造產業應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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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創新區、產學研協同創新先行區和大企業融通創新示範區。以江漢、江岸、武昌、

漢陽、洪山等中心城區為依託，謀劃建設一批創新街區、創新園區、創新樓宇，強化

科技金融、研發設計、創業孵化等科技服務功能。 

    

 

城區 主要產業布局 

江漢區 

江漢區始終堅持以發展現代服務業為主攻方向，「十二五」期間成

為全國首批國家服務業綜合改革試點區，「十三五」期間獲評國家

服務業綜合改革示範典型，2019 年在示範典型評估中獲得全國第

二。目前已經形成了以金融、商貿流通、通信信息、商務服務、文

化創意、科技服務為主的「3+3」現代服務業體系，服務業增加值

占 GDP 比重超過 93%。擁有全省唯一千億級省級金融示範集聚

區，全市 60%、全省 50%的總部金融資源在此集聚；國家級人力資

源服務產業園達到百億規模，吸引 40 余家知名企業競相入駐。 

江岸區 

「十四五」期間，江岸區將全力打造中部金融保險中心，積極爭創

國家級金融保險示範區；著力建設漢口歷史文化中心和長江左岸創

意設計城，打造武漢「設計之都」核心區；加快建設高端商業綜合

體和商業新地標，進一步提升江漢路步行街、黎黃陂路、吉慶街、

武漢天地等特色街區，建設武漢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核心區；大力發

展「全域旅遊」，加快推進文旅融合，分主題打造精品旅遊；加快

佈局生態環保產業，謀劃建設生態環保集群，打造全國首屈一指的

生態環保產業基地和創新中心。 

礄口區 

重點發展現代商貿、工業服務、健康服務三大產業。現代商貿方

面，聚集了宜家薈聚、凱德廣場、山姆會員店、麥德龍、恒隆廣

場、香港中心等現代商貿項目；國家電子商務示範基地聚集 400 余

家電商企業。工業服務方面，遠大制藥、航太科技、信測汽車檢

光谷智能制造產業園

  

光谷光電子信息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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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歐孚迪汽車設計等 200 余家工業服務業企業聚集院士工作站。

健康服務方面，引進世界 500 強公司輝瑞、雅培、默沙東等公司，

聚集 300 余家健康服務企業，獲批省級健康保險創新示範區。 

洪山區 

洪山區目前重點發展文化創意、科技服務、商務服務和戰略新興產

業等四大產業集群。高新技術企業分布共有 565 家，還有孵化器在

洪山區也分布較多。洪山區將通過高質量打造武漢中央創智區、高

水平開發楊春湖城市副中心、高層次建設南湖城市副中心、高標準

建設青菱生態科技新城、高顏值構建天興洲生態綠洲，構建五大戰

略空間布局。洪山區一直大力推動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主體，生命

健康、高端裝備制造為特色的三大戰略新興產業發展。洪山區將通

過「5G+工業互聯網」融合應用先導區創建培育和集聚一批「5G+

工業互聯網」企業，打造洪山區 5G、工業互聯網等相關優勢產業

鏈，同時賦能醫藥健康、高端裝備等傳統優勢產業發展。 

武昌區 

武昌區全面對標一綫城市先進城區，加快建設金融之城、設計之

都、文旅勝地、商貿中心和科創強區。金融業方面，華中金融城加

速崛起，中北路沿綫天風大廈竣工，鐵投·碳匯大廈、湖北金控大

廈等總部項目建設進入沖刺階段，小龜山文化金融公園全面建成，

融創中心全面開工建設，「新金融特區」輪廓浮現。文化旅遊產業

方面，武昌古城完成亮點片區實施性規劃，得勝橋千年古軸、蛇山

北坡片徵收加速，鬥級營片形成初步設計方案，曇華林核心區即將

全面建成開放。楊園、白沙兩大片區整體規劃與徵收儲備加快推

進。科技產業方面，武昌區正在高標準建設中科·武大智谷，全力

承載武漢大學、中科院武漢分院的優勢創新項目，打造中心城區科

技創新高地。 

漢陽區 

漢陽區漢陽區內有多個功能分區，其中有琴台文化中心、國博會展

商務區、方島生態文化區、大歸元文化商貿功能區、南岸嘴國際文

化中心、漢陽造文化創意園區、王家灣現代商務區 、生命健康功能

區、汽車服務功能區等。放眼未來，漢陽正在加快構建以數字經濟

為引領的「1+6」現代產業體系，突破性發展數字經濟，特色化發

展大健康，集聚性發展工程設計與建造，高水平發展汽車後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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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力發展智能制造，大力發展金融商貿產業，融合發展會展文旅產

業。 

蔡甸區 

蔡甸區聚焦汽車及零部件、智能制造、生態旅遊等主導產業, 近年

來正著力構建「兩城引領」「三帶聯動」「六鎮協同」的高質量發

展產業及空間布局。在空間布局上，蔡甸區將以 39 平方公里的中

法武漢生態示範城為主體，聚焦現代服務業，突出產城融合示範，

打造一座產業創新、生態宜居、低碳示範、中法合作的生態之城。

以 61 平方公裏的蔡甸經濟開發區為主體，對接、對標、配套、服

務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打造產值千億級中

等城市規模現代化產業新城。同時，由點及面、擴面提質，推動

「三帶聯動」，即圍繞農產品生產、加工和銷售服務，打造 318 國

道三產融合示範帶，實現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圍繞發展全域

旅遊，探索不同類型鄉村振興發展路徑，打造嵩陽大道鄉村振興示

範帶。 

青山區 

青山區是武漢市「965」現代產業體系中的重要板塊。該區在鋼

鐵、化工、裝備制造等行業具備比較完備的產業鏈，擁有寶武集團

武漢總部、中韓石化、中國一冶等實力企業以及全國化工園區30強

的武漢化工園區，產業門類齊全、配套能力強。近年來區域產業轉

型、動能轉換也取得明顯成效，長江雲通、黑芝麻科技、武鋼大數

據產業園以及烽火銳拓光纖、武漢有機材料等新興產業和板塊陸續

落戶。 

武漢臨空港經

濟技術開發區

（東西湖區） 

武漢臨空港經濟技術開發區（東西湖區）是全國食品加工強區、武

漢汽車零部件生產基地、物流與電子商務集聚區。武漢臨空港經濟

技術開發區聚焦網絡安全、新型顯示、現代物流、健康食品等主導

產業，加快構建「1+3+N」以數字產業為核心，以新型顯示、大健

康、智能制造為主導，以臨空產業、現代商貿、現代物流、現代農

業等多種產業為支撐的現代產業體系。 

武漢東湖新技

術開發區（東

湖高新區） 

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東湖高新區）正加快構建「兩強帶動、兩

新融合、搶抓未來」的「221」產業體系。聚焦「光芯屏端網」、

生命健康兩大產業集群，深入推進強鏈、延鏈、補鏈，進一步夯實

產業基礎，着力補齊核心設備、基礎工藝、關鍵基礎材料等領域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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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聚力推進數字經濟與新消費

深度融合，搭建一批新技術新產品應用場景，大力發展 5G、人工

智能、物聯網等數字化產業，支持在綫教育、在綫醫療、在綫文娛

等數字消費服務新業態新模式加速發展，提升數字消費能級；前瞻

布局一批未來產業，制定支持量子科技、腦科學、區塊鏈等未來產

業培育政策，搶占未來產業制高點。開展新一輪企業技術改造，加

快促進制造業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高質量發展。 

武漢經濟技術

開發區（漢南

區） 

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漢南區）已形成以汽車及零部件、電子電器

等為支撐的產業集群。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聚焦三大支柱產業，打

造 5000 億級汽車產業集群、千億級新能源產業集群、五百億新材

料產業集群；發展「數智網端」，發展「數」產業，推動 5G 網絡

全域覆蓋，打造數字經濟產業集群，發展「智」產業，加快人工智

能技術與各領域的融合創新應用，發展「網」產業，加快智慧城市

智能網絡建設，支持 5G 工業互聯網平台建設，發展「端」產業，

重點發展智能設備制造產業，支持智能終端產品的應用；強化提升

智能家居、綠色建築、高端裝備、通用航空、生命健康等一批特色

支撐產業。 

如欲了解武漢市招商引資更多資訊，請聯系下列相關政府部門： 

城區 地址 聯系方式 

武漢市商務局 江岸區黎黃陂路 27-29 號 027-8279 6639 

江漢區商務局 江漢區長江日報路 28 號 027-8570 9892 

江岸區發展和改革局 

江岸區石橋一路 3 號黃浦

科技大廈 A 座 11 樓 

027-8273 8086 

也可關註「智慧江岸」的

微信公眾號 

礄口區商務局 礄口區沿河大道 518 号 027-8342 6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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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山區商務局 洪山區珞獅南路 318 號 027-8767 8140 

武昌區商務局（招商局） 
武昌區中山路 338 號華宇

旭輝大廈 2501 
027-8893 9433 

漢陽區商務局 漢陽區漢陽區芳草路 1 號 027-8446 8516 

蔡甸區商務局 蔡甸街蓮花湖大道 236 號 027-8499 2478 

青山區商務局 

青山區臨江大道 868 號區

機關綜合樓二樓、青山區

冶金一街 12 號 

027-6886 5793; 

027-6886 0132; 

027-6880 0521 

(外商投資企業投訴電話) 

武漢臨空港經濟技術開發

區（東西湖區）商務局 

東西湖區啤磚路 51 號臺商

大廈 
027-8389 2079 

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投

資促進局 

東湖新技術開發區高新大

道 777號 7號樓 5樓 5010-

5021 

027-6788 0062 

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漢

南區）商務局 

 
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東風
大道 88 號市民服務中心 
 

027-8489 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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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大學生留武漢就業創業優惠 

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畢業生在畢業學年（自畢業前一年的 7 月 1 日至畢業當年的 6 月

30 日）起 5 年以內在武漢市創辦小型微型企業或從事個體經營，在武漢市領取《營業

執照》正常經營 6 個月及以上，並且申請補貼時處於正常營業狀態的，可享受一次性

創業補貼 8,000 元。符合條件的大學生，可向所在社區勞動保障服務窗口申報。 

畢業 5 年內的普通高等學校全日制畢業生在武漢市自主創辦企業或者從事個體經營和

農業合作社，取得工商營業執照、帶動就業 3 人（含創業者本人）及以上的，也可享

受一次性創業補貼 8,000 元。 

對在校生和畢業 5 年內大學生在武漢市從事個體或者合夥經營、依法在工商部門註冊

登記的，還有貸款優惠。只要擁有創業項目相關的發明專利證書，或已入駐各級孵化

基地（孵化器）、並由園區出具擔保檔的，有大、中型企業或連鎖企業出具擔保文件；

或有動漫、軟件設計等行業從業資格的，在市級及以上創業大賽中獲獎或參加創業培

訓取得合格證書並獲得項目資助的，可申請高校畢業生免除反擔保創業擔保貸款，貸

款額度最高不超過 20 萬元，在貸款期限內給予全額財政貼息。貸款期限最長為 2 年，

貸款利率最高可上浮 3 個百分點。 

大學生留漢工作可以低於市場價 20%買到安居房及租到租賃房。具體內容詳見本書第

六章《住房》部分。 

更多詳情，請參考： 

 武漢人才服務網：www.whzc.gov.cn/index 

 百萬大學生留漢創業就業信息服務平台：www.whzc.gov.cn/dxslh/  

6.2.3《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及其補充協議 

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於 2003 年 6 月 29 日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

係的安排》（英文為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簡稱

「CEPA」）。此後從 2004 年至 2013 年 8 月，雙方先後簽訂十項 CEPA 的補充協議，

2014 年 12 月簽訂《 關於內地在廣東與香港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協議》，2015 

年 11 月簽訂《服務貿易協議》，逐步在行業和地域方面擴大開放措施的適用範圍，加

強雙方的經貿合作。2017 年 6 月，特區政府與國家商務部在 CEPA 的框架下簽署《投

資協議》及《經濟技術合作協議》，為內地與香港持續增長的投資活動，訂立促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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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投資的措施，建立明確及穩定的投資環境，並推進雙方經濟和技術的合作交流，

探索新的合作領域。2018 年 12 月，內地與香港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

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框架下的《貨物貿易協定》。《貨物貿易協定》是 CEPA

升級的重要組成部分，2019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 

CEPA內容主要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貿易及投資便利化三個方面。CEPA及其補

充協議給予香港投資者的主要政策包括： 

貨物貿易：對原産香港的進口貨物全面實施零關稅（禁止進口的貨物除外）。零關稅

進口貨物須由香港制造商提出申請並符合 CEPA 確定的原産地標準。有關原產地標準

的最新詳情, 請參考香港工業貿易署網站： www.tid.gov.hk/scindex.html 

服務貿易：在 CEPA 下，香港服務提供者可在多個服務領域以優惠條件進入內地市場，

在不少重要服務領域例如金融、法律、建築及相關工程、檢測認證、電視、電影、旅

遊等都增添了開放措施。優惠的形式包括：允許獨資經營、減少持股限制、降低註冊

資本的要求、降低地域及服務範圍的限制等。 

香港服務提供者：自然人的香港服務提供者是指香港永久性居民；而「法人」的香港

服務提供者是指根據香港適用法律適當組建或設立的任何法律實體（即公司、合夥企

業、獨資企業等），並在香港從事實質性商業經營三至五年。法人服務提供者須先向

香港工業貿易署申請取得《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然後向內地有關當局申請以

CEPA 待遇在內地提供服務。如果以自然人身份取得 CEPA 待遇，則毋須申請《香港

服務提供者證明書》。 

貿易及投資便利化：內地與香港同意在多個貿易投資便利化的領域加強合作，改善整

體經商環境；具體包括通關便利化、檢驗檢疫標準化、提升法律法規透明度、電子商

務、貿易促進、知識産權保護等。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香港工業貿易署網站：www.tid.gov.hk/scindex.html 

6.3 開設業務 

6.3.1 外商投資法律制度 

2019 年3 月15 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

（以下簡稱「外商投資法」），取代「外資三法」成為中國外商投資領域新的基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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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該法確立了中國新型外商投資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明確對外商投資實行「準

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制度，進一步強化投資促進和投資保護。2019 年 12 

月，國務院制定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實施條例》，細化了外商投資法確

定的主要法律制度。外商投資法及其實施條例已經於 2020 年 1 月 1 起施行，外商投資

將擁有更加穩定、透明、可預期和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外商投資法規定，國家對外商投資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 

• 「準入前國民待遇」，是指在投資準入階段給予外國投資者及其投資不低於本

國投資者及其投資的待遇。 

• 「負面清單」，是指國家規定在特定領域對外商投資實施的準入特別管理措施。

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規定禁止投資的領域，外國投資者不得投資。外商投資

準入負面清單規定限制投資的領域，外國投資者進行投資應當符合負面清單規

定的條件。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以外的領域，按照內外資一致的原則實施管

理。 

6.3.2 境外(包括香港)投資者在武漢設立機構/企業的主要形式 

外商投資企業 

外商投資企業主要采取兩種形式：公司和合夥企業。2020 年 1 月 1 日以後設立的外商

投資企業的組織形式、組織機構及其活動準則，分別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以下簡稱《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夥企業法》（以下簡稱《合夥企業

法》）等法律的規定，不再將外商投資企業區分為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以及

外商獨資企業。 

• 公司 - 外商投資者可在中國境內設立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責任公司是指由五十個以下的股東出資設立，每個股東以其所認繳的出資額為

限對公司承擔有限責任，公司以其全部資產對公司債務承擔有限責任的經濟組織。

股份有限公司是指公司的全部註冊資本由等額股份構成、並通過發行股票（或股權

證）籌集資本，每個股東以其認購的股份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公司以其全部資產

對公司債務承擔有限責任的經濟組織。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均需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規定登記註冊。  

• 合夥企業- 外國投資者可在中國境內設立普通合夥企業和有限合夥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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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合夥企業由普通合夥人組成，合夥人對合夥企業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有限

合夥企業由普通合夥人和有限合夥人組成，普通合夥人對合夥企業債務承擔無限連

帶責任，有限合夥人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合夥企業債務承擔責任。 

• 外國企業常駐代表機關 

外國企業在中國設立的外國企業常駐代表機構（以下簡稱「代表處」）應遵守中國

的法律法規（《外國企業常駐代表機構登記管理條例》等）。代表處是在中國境內

設立的從事與外國企業業務有關的非營利性活動的辦事機構，不具有法人資格，且

代表處不得從事營利性活動，僅可從事與外國企業產品或者服務有關的市場調查、

展示、宣傳活動，以及與外國企業產品銷售、服務提供、境內采購、境內投資有關

的聯絡活動。 

個體工商戶 

根據 CEPA，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可以依照內地有關法律、法規和行政規章，

在內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個體工商戶，毋須經過外資審批，沒有從業人員人

數和經營面積的限制，個體工商戶可以從事的經營範圍包括零售、餐飲、計算機服務、

廣告制作、診所、經濟貿易諮詢和企業管理諮詢等在內的多種行業。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武漢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網站： scjgj.wuhan.gov.cn 

6.3.3 外商投資項目審批 

《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2020 年版）》已於 2020 年 11 月 5 日經國家發展和改革委

員會第 11 次委務會議審議通過，並經商務部審定以及黨中央、國務院同意，自 2021

年 1 月 27 日起施行，《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2019 年版）》同時廢止。 
 

外商投資企業的一般設立流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實施條例》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據《實施條

例》，外資企業的新設或變更，無需再通過商務部門審批或備案，而是直接通過市場

監管局統籌的全國企業登記系統按內外資一致原則登記註冊。需要取得行業許可的，

行業主管部門按內外資一致條件和程序審核。以武漢東湖高新區的外商投資企業設立

登記流程為例，其辦理流程僅以下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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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1.申請人到政務大廳窗口領取一次性告知書及材料（電話咨詢或網站查

詢下載）。2.材料備齊後，到政務大廳窗口提交紙質材料。3.申請人所填報的基本信息

及申請材料原件、複印件須真實、準確、合法、有效 。 

（二）受理：1、申請人提交材料後，政務大廳受理人員現場對申請材料進行法定形式

審查。經審查，材料齊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發出受理通知書；材料不齊、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政務大廳受理人員將發出補正材料通知書，申請人應按要求在 3 個工作日

內補全材料。2、不屬於本部門職權範圍或申請事項不需行政許可的，政務大廳受理人

員將發出不予受理通知書，並說明理由。3、申請單位可通過政務大廳的窗口電話查詢

辦理進度 。 

（三）審查：主要采取書面審查方式，如有需要配合環節，申請人應積極配合 。 

（四）決定：決定機構作出準予許可或不予許可的決定。 不予許可的，向申請人發放

《不予行政許可決定書》。 準予許可的，向申請人發放《營業執照》及《準予開業登

記通知書》。 

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境內設立外商投資企業，應於辦理外商投資企業設立登記時通過企

業登記系統提交初始報告。外國投資者股權並購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應在辦理被並

購企業變更登記時通過企業登記系統提交初始報告。外國投資者提交初始報告，應當

報送企業基本信息、投資者及其實際控制人信息、投資交易信息等信息。欲從事某些

特殊行業，除需取得行業主管部門或是市場監管部門的前置審批，還需要按要求在國

務院、發改委處備案（如適用）並完成其他審批程序（國家安全審查、反壟斷審查），

獲得經營許可後方可申請設立公司從事該行業的運營。  

 

 

具體的外商投資企業登記、設立流程及手續，亦可以參考以下武漢市政府部門網站： 

 武漢市民之家（武漢市政務服務中心）：home.wuh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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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漢市商務局： sw.wuhan.gov.cn/index/ 

 武漢市市場監督管理局： scjgj.wuhan.gov.cn 

 武漢市公安局： gaj.wuhan.gov.cn 

 國家稅務總局湖北省稅務局： hubei.chinatax.gov.cn/hbsw/wuhan/ 

 國家外匯管理局：www.safe.gov.cn 

 武漢市財政局： czj.wuhan.gov.cn 

 武漢海關：wuhan.customs.gov.cn 

6.3.4 外匯管理 

國家外匯管理局及地方外匯局負責外匯監管。根據外匯管理相關規定，國家對外國投

資者境內直接投資實行外匯登記管理，境內直接投資活動涉及的機構和個人辦理外匯

登記，方可進行外匯交易。自 2015 年 6 月起，外商投資企業可自主選擇在其註冊地的

銀行完成外匯登記。外商投資企業資本金及結匯所得人民幣資金使用應在經營範圍內

遵循真實、自用原則並符合外匯管理相關規定。外國投資者在境內出資、利潤、資本

收益等，可以依法以人民幣或者外匯自由匯入、匯出。 

6.3.5 投訴渠道 

《外商投資法》及其實施條例規定，國家建立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工作機制，及時處理

外商投資企業或者其投資者反映的問題，協調完善相關政策措施。外商投資企業或者

其投資者認為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通過外商投

資企業投訴工作機制申請協調解決或通過其他合法途徑向有關部門反映。 

上述關於在武漢設立外商投資企業流程訊息僅為一般性介紹，僅供參考，並非法律或

其他專業意見。一般專業諮詢機構均提供代理投資者辦理外商投資企業設立手續的服

務，包括協助起草公司章程、企業設立申請等文件、準備企業設立申請的相關表格和

與相應的政府機關溝通等。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武漢市民之家網站：home.wuhan.gov.cn 

或向具有執業資格的內地律師事務所或專業諮詢機構進行諮詢。 

http://home.wuh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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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租賃公司辦公場所的要求 

若投資者需租賃經營場所，在準備租賃合同時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租賃合同應該由投資者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權簽字人簽署； 

 租賃合同中應寫明該房屋將登記為擬成立的外商投資企業的所在地，在外商投資

企業登記註冊後承租方將由投資方轉為該外商投資企業； 

 房屋擁有者應該提供所租房屋的《不動產證》。對於使用暫未取得房屋不動產證

的房屋從事經營的，應當提交市場監督管理部門要求的相應證明文件；及 

 作為經營場所的房屋，其《不動產證》上列明的房屋用途一般須為商業用途。若

投資人租賃住宅並將其改變為經營性用房的，應當符合國家和所在地法律或管理

的規定。住宅及住宅樓底層規劃為商業用途的房屋不得從事餐飲服務、歌舞娛樂、

提供互聯網上網服務、生產加工和制造、經營危險化學品等活動，以及其他禁止

經營的行業。 

6.4 勞工 

6.4.1 內地勞動法律、法規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勞動合同法》）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對內

地的企業和各類組織與勞動者建立勞動關係，訂立、履行、變更、解除或者終止勞動

合同加以規定。2012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 2008 年開始實施的勞動合同法加以修改，

修改後的《勞動合同法》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屆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做了第二次修

正，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勞動合同法》要求企業與員工建立勞動關係，應當訂立書面勞動合同。對於企業不

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的情形，若企業自用工之日

起滿一年不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視為

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已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

同時自用工之日滿一個月起至用工之日起滿一年

的期間，應當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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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僱用員工方面應注意的問題 

在員工招聘方面，外商投資企業與常駐代表機構有不同的人員招聘機制。依據 1995 年

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等規定，外商投資企業可以根據經營需要，自行確

定機構設置和人員編制，並自行招聘員工。招聘可以通過多種渠道進行，比如委託勞

動部門認可的招聘中介、在新聞媒體上刊登招聘廣告等。 

常駐代表機構若需要在中國境內僱用中國公

民，則應通過具有涉外勞務派遣資格的單位進

行勞務派遣。常駐代表機構與勞務派遣機構簽

訂提供相應服務的合同，由勞務派遣機構與內

地員工建立勞動合同關係。 

至於個體工商戶，則可根據 2011 年 11 月生效

的《個體工商戶條例》，按經營需要招聘從業人員，對於其僱員人數沒有限制。此外，

個體工商戶應當與聘用的僱員訂立勞動合同，履行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和合同約定的

義務。 

 

根據《國務院關於取消一批行政許可事項的決定》（國發〔2018〕28 號）中取消台港

澳人員在內地就業許可的審批，為進一步便利港澳台人員在內地（大陸）工作生活，

促進交往交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決定，對《台灣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就業管理規

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令第 26 號）予以廢止。在內地（大陸）求職、就業的港澳台

人員，可使用港澳台居民居住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等有效身份證件辦理人力

資源社會保障各項業務，以工商營業執照、勞動合同（聘用合同）、工資支付憑證或

社會保險繳費記錄等作為其在內地（大陸）就業的證明材料。 

如欲了解更多僱用香港居民工作的相關資訊，請參考本書第五章《就業》部分。 

6.4.3 工時和工資制度 

企業可以根據自身情況設定員工工資和福利標準，但應符合國家和當地最低工資標準

的規定。企業也可以根據自身管理需要建立員工激勵制度，比如績效獎金、員工股票

期權等，以吸引優秀人才。員工工資必須至少以當地貨幣按月支付，發薪日可以在勞

動合同上進行規定。 

外商投資企業應遵守中國勞動法律、法規規定的工時制度，即員工每日工作時間不超

過 8 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 44 小時。在發放員工工資時，企業有義務代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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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工資應納的個人所得稅，並將代扣代繳的個人所得稅款在次月納稅申報期內向主管

稅務機關申報並繳納。 

如欲了解更多薪金與福利的相關資訊，請參考本書第五章《就業》部分。 

6.5 稅務 

境外投資者（包括香港投資者）到內地投資設立外商投資企業和常駐代表機構，可能

會涉及的主要內地稅種包括企業所得稅、預提所

得稅、增值稅、消費稅、地方附加稅、印花稅、

城鎮土地使用稅、房産稅、契稅、土地增值稅及

關稅等。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致電國家稅務總局武漢市

稅務局諮詢熱線：（86 27）12366 或中華人民共

和國武漢海關諮詢熱線：（86 27）82768114。 

6.5.1 企業所得稅 

總體概況  

依法在中國境內成立的企業（如外商投資企業），或者依照外國（地區）法律成立但

實際管理機構在中國境內的企業，應就取得的所得繳納企業所得稅，稅率為 25%。對

於在中國境內未設立機構、場所的外國企業，或者雖設立機構、場所但取得的所得與

其所設機構、場所沒有實際聯繫的外國企業，應當就其來源於中國境內的所得繳納預

提所得稅，稅率為 10%，預提所得稅率可能依據中國簽訂的國際稅收協定予以降低。 

企業所得稅的應納稅所得額以企業利潤為主要依據，但不是直接意義上的會計利潤。

企業每一納稅年度的收入總額，減除不徵稅收入、免稅收入、各項扣除以及允許彌補

的以前年度虧損後的餘額，為應納稅所得額。 

企業所得稅按納稅年度計算、分月或者分季度預繳、年終匯算清繳。納稅年度自公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企業應當自月份或者季度終了之日起 15 日內，向稅務機關

報送預繳企業所得稅納稅申報表，預繳稅款。當自年度終了之日起 5 個月內，向稅務

機關報送年度企業所得稅納稅申報表，並匯算清繳，結清應繳應退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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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總額  

企業所得稅的收入總額既包括銷售貨物和提供勞務收入等經營收入，也包括財産轉讓

收入、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特許權使用費收入等被

動性收益，還包括接受捐贈收入等非經營性收入。但對於購買國債取得的利息收入、

符合條件的居民企業之間的股息、紅利等收益性投資收入以及非營利組織的收入為法

定的免稅收入。企業的以下收入為不徵稅收入： 

 財政撥款； 

 依法收取並納入財政管理的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及 

 國務院規定的其他不徵稅收入。 

扣除項目 

企業實際發生的與取得收入有關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費用、稅金、損失和其

他支出，准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針對特定種類的費用採用限額扣除的方式，

如企業每年的業務招待費、業務宣傳費、公益性捐贈支出、職工福利費、佣金支出等

等，均須依法在限額內進行稅前扣除。 

虧損彌補  

企業納稅年度發生的虧損，可以向以後年度結轉，最長可以結轉五年；不得向以前年

度結轉虧損。 

針對小型微利企業和高新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 

小型微利企業優惠政策：從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對小型微利企業年

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 100 萬元的部分，減按 12.5% 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 20% 的稅率

繳納企業所得稅；從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對小型微利企業年應納

稅所得額超過 100 萬元但不超過 300 萬元的部分，減按 25%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

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對於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經認定的技術先進性服務企業、符合條件從

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業等具有優惠的企業，可減按 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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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定價規定  

內地稅收法律要求關聯企業之間的交易應符合獨立交易原則。對於不符合獨立交易原

則而減少企業或者其關聯方應納稅收入或者所得額的；或者企業實施不具有合理商業

目的的安排而減少其在內地的應納稅收入或者所得額的，稅務機關有權按照合理方法

進行特別納稅調整。此外，《企業所得稅法》中也提出了由稅務機關與企業協商達成

預約定價安排的規定。 

外商投資企業在報送年度企業所得稅納稅申報表時（年度終了後的次年 5 月 31 日前），

應當就其與關聯方之間的業務往來進行關聯申報。其中，企業與其他企業、組織或者

個人具有下列關系之一的，則構成關聯關系，需要就其與關聯方之間的業務往來進行

關聯申報： 

  （一）一方直接或者間接持有另一方的股份總和達到 25%以上；雙方直接或者間

接同為第三方所持有的股份達到 25%以上。 

  如果一方通過中間方對另一方間接持有股份，只要其對中間方持股比例達到 25%

以上，則其對另一方的持股比例按照中間方對另一方的持股比例計算。 

  兩個以上具有夫妻、直系血親、兄弟姐妹以及其他撫養、贍養關系的自然人共同

持股同一企業，在判定關聯關系時持股比例合並計算。 

  （二）雙方存在持股關系或者同為第三方持股，雖持股比例未達到本條第（一）

項規定，但雙方之間借貸資金總額占任一方實收資本比例達到 50%以上，或者一方全

部借貸資金總額的 10%以上由另一方擔保（與獨立金融機構之間的借貸或者擔保除

外）。 

  （三）雙方存在持股關系或者同為第三方持股，雖持股比例未達到本條第（一）

項規定，但一方的生產經營活動必須由另一方提供專利權、非專利技術、商標權、著

作權等特許權才能正常進行。 

  （四）雙方存在持股關系或者同為第三方持股，雖持股比例未達到本條第（一）

項規定，但一方的購買、銷售、接受勞務、提供勞務等經營活動由另一方控制。 

  上述控制是指一方有權決定另一方的財務和經營政策，並能從另一方的經營活動

中獲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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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方半數以上董事或者半數以上高級管理人員（包括上市公司董事會秘書、

經理、副經理、財務負責人和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人員）由另一方任命或者委派，或

者同時擔任另一方的董事或者高級管理人員；或者雙方各自半數以上董事或者半數以

上高級管理人員同為第三方任命或者委派。 

  （六）具有夫妻、直系血親、兄弟姐妹以及其他撫養、贍養關系的兩個自然人分

別與雙方具有本條第（一）至（五）項關系之一。 

  （七）雙方在實質上具有其他共同利益。 

6.5.2 增值稅、消費稅及地方附加稅 

增值稅 

在中國境內銷售貨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以及進口貨物的單位和個人，為增

值稅的納稅人，應按規定繳納增值稅，詳細規定如下： 

 增值稅 

納稅義務人 
在中國境內銷售貨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以及進口貨物的單位和個

人。 

應納稅額計

算 

一般納稅人： 

（1） 應納稅額=當期銷項稅額－當期進項稅額 

（2） 銷項稅額=銷售額×稅率 

（3）進項稅額為納稅人購進貨物或者接受應稅勞務支付、負擔的增值稅 

小規模納稅人： 

應納稅額=銷售額×徵收率 

稅率 

一般稅率 13%，特定商品、交通運輸服務、郵政服務、建築服務、基礎電信服

務、不動產租賃享受低稅率  9%；增值電信服務、金融服務、現代服務（租賃服

務除外）、生活服務、無形資產（不含土地使用權），稅率為 6%；小規模納稅

人適用法定徵收率 3%，特殊行業徵收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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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期 分別為 1 日、3 日、5 日、10 日 、15 日、1 個月或者 1 個季度。 

納稅 申報 

以 1 個月或者 1 個季度為 1 個納稅期的，自期滿之日起 15 日內申報納稅； 

以 1 日、3 日、5 日、10 日或者 15 日為 1 個納稅期的，自期滿之日起 5 日內預

繳稅款，於次月 1 日起 15 日內申報納稅並結清上月應納稅款。 

稅收優惠政策 

 《關於明確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免征增值稅政策的公告》（財政部、稅務總局公

告 2021 年第 11 號）明確，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對月銷售

額 15 萬元以下（含本數）的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免征增值稅。 

 向境外單位提供的完全在境外消費的離岸服務外包業務可享受增值稅優惠政策。 

除了上述國家級的優惠政策外，地區政府為了吸引外商投資，可能會給予註冊在區內

的外商投資企業一定額度的財政補貼和稅收返還政策。 

消費稅 

消費稅是在增值稅外，針對特定的 15 種消費品額外徵收的流轉環節稅費。《消費稅暫

行條例》於 2009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經過一些修訂和改革，目前訂明對 15 種消費

品徵收消費稅，包括煙、涂料、酒、高檔化妝品、成品油、小汽車、高爾夫球及球具、

遊艇及高檔手錶等等。消費稅應納稅額的計算按消費品的不同，按照應稅消費品的銷

售額從價計稅、按照應稅消費品的銷售數量從量計稅、或是按照應稅消費品的銷售額

和銷售數量複合計稅。 

地方附加稅 

地方附加稅可能有多種形式，常見的是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這三項都是以實際繳納的增值稅、消費稅（以下簡稱「二稅」）為計稅依據，與二稅

同時繳納。計算方法為以實際繳納的增值稅、消費稅

稅額為计徵依據。 

武漢市城建稅適用稅率按照不同地區分別為 7%、5%

或 1%。教育費附加率為 3%，地方教育附加率為 2%

（如沒有特定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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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關稅 

根据 2017 年 3 月 1 日國務院第四次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關稅條例》（《關

稅條例》）規定，進口貨物的收貨人、出口貨物的發貨人、進境物品的所有人，是關

稅的納稅義務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准許進出口的貨物、進境物品，除法律、行政法規

另有規定外，海關依照關稅條例規定徵收進出口關稅。進境物品的關稅以及進口環節

海關代徵稅合併為進口稅，由海關依法徵收。國務院負責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

口稅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境物品進口稅稅率表》，規定關稅的稅目、稅則號列

和稅率，作為《關稅條例》的組成部分。 

中國海關負責徵收進口到內地的貨物的應納關稅和進口環節稅收（包括進口增值稅和

消費稅）。為了達到世界貿易組織的有關要求，中國進口貨物關稅稅率自 2002 年加入

WTO 以來已經陸續降低。中國海關以審定的貨物完稅價格為基礎，按進出口貨物的價

格或者數量為標準，計算關稅稅額。 

6.5.4 印花稅 

《中華人民共和國印花稅法》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的中國國家法律文

件。2021 年 6 月 10 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印花稅法》，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1988 年 8 月 6 日國務院

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印花稅暫行條例》同時廢止。 

印花稅稅目稅率表（2021版，2022年 7 月 1日之前適用） 

稅目 範圍 稅率 

購銷合同 
包括供應、預購、採購、購銷結
合及協作、調劑、補償、易貨等
合同 

按購銷金額 0.03% 

加工承攬合同 
包括加工、定作、修繕、修理、
印刷、廣告、測繪、測試等合同 

按加工或承攬收入 0.05%貼花 

建設工程勘察設計合同 包括勘察、設計合同 按收取費用 0.05%貼花 

建築安裝工程承包合同 包括建築、安裝工程承包合同 按承包金額 0.03%貼花 

財産租賃合同 
包括租賃房屋、船舶、飛機、機
動車輛、機械、器具、設備等 

按租賃金額 0.1%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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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運輸合同 
包括民用航空、鐵路運輸、海上
運輸、內地運輸、公路運輸和聯
運合同 

按運輸費用 0.05%貼花 

倉儲保管合同 包括倉儲、保管合同 按倉儲保管費用 0.1%貼花 

借款合同 
銀行及其他金融組織和借款人所
簽訂的借款合同 

按借款金額 0.005%貼花 

財産保險合同 
包括財産、責任、保證、信用等
保險合同 

按保險費金額 0.1%貼花 

技術合同 
包括技術開發、轉讓、諮詢、服
務等合同 

按合同所載價款、報酬或使用

費 0.03%貼花 

産權轉移書據 
包括財産所有權和版權、商標專
用權、專利權、專有技術使用權
等轉移書據 

按所載金額 0.05%貼花 

營業賬簿 生産經營用賬冊 

記載資金的賬簿，實收資本
（股本）、資本公積合计金額
的 0.025%；其他賬簿按件貼
花 5 元 

權利、許可證照 
包括政府部門發給的房屋産權
證、工商營業執照、商標註冊
證、專利證、土地使用證 

按件貼花 5 元 

印花稅稅目稅率表（2022 版，2022 年 7 月 1 日起執行） 

稅 目 範圍 稅 率 

合同（指書 
面合同） 

借款合同 借款金額的 0.005% 

融資租賃合同 租金的 0.005% 

買賣合同 價款的 0.03% 

承攬合同 報酬的 0.03% 

建設工程合同 價款的 0.03% 

運輸合同 運輸費用的 0.03% 

技術合同 價款、報酬或者使用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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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0.03% 

租賃合同 租金的 0.1% 

保管合同 保管費的 0.1% 

倉儲合同 倉儲費的 0.1% 

財產保險合同 保險費的 0.1% 

產權轉移書
據 

土地使用權 出讓書據 價款的 0.05% 

土地使用權、 房屋等建築物和構築物所有權轉
讓書據（不包括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土地經營權轉
移） 

價款的 0.05% 

股權轉讓書據（不包括應 繳納證券交易印花稅
的） 

價款的 0.05% 

商標專用權、 著作權、專利權、專有技術使用
權轉讓書據 

價款的 0.03% 

營業帳簿 
實收資本（股本）、資 
本 公 積 合 計 金 額 的
0.025% 

證券交易 成交金額的 0.1% 

 

6.5.5 申請享受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稅收安排待遇 

《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內地—

香港稅收安排」）及其第一議定書於 2006 年 12 月生效並實施。此後，「內地—香港

稅收安排」的第二議定書及第三議定書分別於 2008 年 6 月及 2010 年 12 月生效，第

四議定書及第五議定書分別於 2015 年 12 月及 2019 年 12 月生效。通過該安排及其議

定書，香港居民如符合安排所規定的條件，其來源於內地的股息、利息、特許權使用

費和財産轉讓收益，可以向內地稅務機關提出申請，在獲批後可享受稅收安排優惠待

遇。若香港居民不符合稅收安排規定的條件，則其取得的來源於內地的股息、利息、

特許權使用費和財産轉讓收益，將採用法定的預提所得稅率 10%。 

  股息 利息 特許權使用費 財産轉讓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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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香港稅收安排」優惠稅率 5% 7% 

7% 

（飛機和船舶

租賃減按優惠

稅率 5%計徵） 

0% 

6.5.6 對外支付辦理稅務備案 

根據《關於服務貿易等項目對外支付稅務備案有關問題的公告》，外商投資企業除了

要向主管國稅及地稅機關就外匯資金根據有關稅務法規履行扣繳義務外，在向境外

（包括香港）支付單筆等值 5 萬美元以上（不含 5 萬美元）的服務費、股息、利息等

外匯資金時，還應向所在地主管國稅機關進行稅務備案。完成稅務備案手續後，持主

管國稅機關蓋章的「服務貿易等項目對外支付稅務備案表」到外匯指定銀行辦理付匯

審核手續。 

境內機構和個人（以下稱備案人）對同一筆合同需要多次對外支付的，僅需在首次付

匯前辦理稅務備案。 

外國投資者以境內直接投資合法所得在境內再投資，財政預算內機關、事業單位、社

會團體非貿易非經營性付匯業務，無需辦理稅務備案。 

 

備案人可以通過以下方式獲取和填報《服務貿易等項目對外支付稅務備案表》： 

（一）通過電子稅務局等在綫方式填報； 

（二）從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稅務局官方網站下載並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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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主管稅務機關辦稅服務廳領取並填報。 

備案人選擇在電子稅務局等在綫方式辦理備案的，應完整、如實填寫《備案表》並提

交相關資料。備案人完成備案後，可憑《備案表》編號和驗證碼，按照外匯管理相關

規定，到銀行辦理付匯手續。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國家稅務總局網站：www.chinatax.gov.cn 

6.6 會計制度和年度報告 

6.6.1 會計體系和會計準則 

國務院財政部於 2006 年公佈了新《企業會計準則》，於 2007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

2014年 7月23日修訂。外商投資企業一般應按照《企業會計準則》編制其財務報表。

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的基本準則、《會計法》（1999 年修訂，2000 年 7 月生效，

2017 年 11 月 4 日修訂）和外商投資企業有關法規，外商投資企業的會計制度應符合

以下要求： 

 會計年度自公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會計核算以人民幣為記賬本位幣。業務收支以人民幣以外的貨幣為主的單位，可

以選定其中一種貨幣作為記賬本位幣，但是編報的財務會計報告應當折算為人民

幣； 

 企業應當以實際發生的交易或者事項為依據進行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如實反

映符合確認和計量要求的各項會計要素及其他相關信息，保證會計信息真實可靠、

內容完整。企業應當編制財務會計報告，包括資産負債表、利潤表、現金流量表

及報表附註等； 

 企業應當以權責發生制為基礎進行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 及 

 企業應從稅後的利潤中提取儲備基金和職工獎勵、福利基金及企業發展基金。儲

備基金的提取比例不得低於稅後利潤的 10%，當累計提取金額達到註冊資本的 

50%時，可以不再提取。職工獎勵及福利基金的提取比例由外資企業自行確定。

對於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儲備基金和職工獎勵、福利基金及企業發展基金的提取

比例由董事會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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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年度報告 

根據《關於印發註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國發[2014]7 號），內地將企業

年度檢驗制度改為企業年度報告公示制度。企業應當於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通

過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向市場監督管理機構報送上一年度年度報告，並向社會公示。

當年設立登記的企業，自下一年起報送並公示年度報告。企業年度報告的主要內容應

包括公司股東（發起人）繳納出資情況、資產狀況等，企業對年度報告的真實性、合

法性負責，市場監督管理機構可以對企業年度報告公示內容進行抽查。 

《外商投資信息報告辦法》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

政區、台灣地區投資者以及定居在國外的中國公民的投資，參照《外商投資信息報告

辦法》報送投資信息。外國投資者或者外商投資企業應當按照《外商投資信息報告辦

法》規定通過提交初始報告、變更報告、註銷報告、年度報告等方式報送投資信息。 

外商投資企業提交年度報告，應當報送企業基本信息、投資者及其實際控制人信息、

企業經營和資產負債等信息，涉及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的，還應當報送獲得相

關行業許可信息。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縂局網站：www.samr.gov.cn 

6.7 外匯管理 

目前，內地對於外匯業務仍採取管理制度，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和地方各級外匯管理部

門負責監督檢查外匯收支的真實性、合法性。外商投資企業某些外匯業務，需經外匯

管理部門批准後方可通過銀行辦理。針對不同的業務類型，外匯管理部門將外商投資

企業外匯業務分為經常項目管理和資本項目管理。 

6.8 經濟糾紛的解決途徑 

香港投資者在內地投資如遇到民商事糾紛，可以採用仲裁或訴訟兩種不同的方式解決。

當事人可以選擇達成仲裁協議，約定在出現爭端時向仲裁機構申請仲裁，或直接向人

民法院提起訴訟。 

6.8.1 仲裁制度 

仲裁制度是指爭議的雙方達成協議，自願將爭議提交選定的仲裁機構作出裁決，並有

義務履行裁決的一種解決爭議制度。以仲裁解決經濟糾紛的方式建立在雙方自願的基

礎上，並且對於仲裁機構、仲裁員、仲裁地、仲裁語言以及適用法律的選擇也由雙方

自由約定，當事人還可以就開庭審理、提交證據和陳述意見等事項達成協議。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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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院訴訟的嚴格程序相比，仲裁程序更為靈活。另一方面，仲裁依法受國家監督，

國家通過法院對仲裁協議的效力、仲裁程序的制定以及仲裁裁決的執行和遇有當事人

不自願執行的情況時可按照當地法律所規定的範圍進行干預。 

 當事人採用仲裁方式解決糾紛，應當雙方自願，達成仲裁協定。沒有仲裁協議，

一方申請仲裁的，仲裁委員會不予受理。當事人在簽訂經濟合同時若達成仲裁協

議的，即排除了向法院提起訴訟解決糾紛的權利，只能向仲裁機構申請仲裁； 

 仲裁具有保密性。仲裁案件不公開審理，從而有效地保護當事人的商業秘密和商

業信譽； 及 

 仲裁實行一裁終局制度。仲裁裁決具法律效力，即使當事人對裁決不服，也不能

再就同一爭議向法院起訴，或再向仲裁機構申請仲裁或覆議。當事人應當自動履

行裁決，否則另一方有權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仲裁委員會為常設性仲裁機構，一般在直轄市、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設立。

另外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廣泛受理外商投資在華經貿糾紛，並在內地多個城

市設有辦事處。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網站：cn.cietac.org 

武漢仲裁委員會於 1997 年 1 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設立，是目前武漢地區

唯一依法設立的民商事仲裁機構。自設立以來，武漢仲裁委員會始終秉承「公正、廉

潔、高效」原則，著眼於提高仲裁案件質效和強化仲裁公信力，努力打造現代化、專

業化、智慧化和國際化的商事仲裁機構。截至 2021 年底，共受理仲裁案件 221005 件，

案件標的額共計人民幣 1857.82 億元，受案數量和案件標的額在全國 250 多家仲裁機

構中連續多年名列前茅；歷年審結案件的總體調解和解率在 60%以上，裁決正確率在

99%以上。 

近年來，武漢仲裁委員會在服務國家戰略、優化營商環境等方面持續發力，仲裁公信

力和國際影響力穩步提升：服務國家重大戰略，發起組建全國首個服務「一帶一路」

的專業仲裁院，受理涉及「一帶一路」沿綫國家工程項目糾紛案件 19 件，標的額達人

民幣 15.62 億元；護航區域經濟，為「長江經濟帶」、中部地區崛起、湖北自貿區和

東湖自主創新示範區提供「一站式」仲裁服務；探索構建「互聯網+仲裁」辦案模式，

運用「武仲雲」平台實現仲裁全流程綫上辦理，案件最快可一天審結；助力法治建設，

參與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仲調」對接化解爭議工作成效顯著。通過不懈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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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仲裁委員會已經成為華中地區最具影響力，並在全國享有良好聲譽的具有涉外仲

裁能力的仲裁機構。2019 年，在國內首份仲裁公信力評估研究報告中綜合評定名列全

國第四，入選「全國十佳仲裁機構」。2019 年 12 月，被司法部評選為「全國公共法

律服務工作先進集體」。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武漢仲裁委員會官網： www.whac.org.cn/ 

6.8.2 民事訴訟制度 

民事訴訟制度下，由人民法院對於糾紛做出的生效判決具有強制執行力。中華人民共

和國《民事訴訟法》是規範民事訴訟制度的基本法律。 

 根據《民事訴訟法》，經濟糾紛審判制度採用兩審終審制：一般民事案件中，對

法人或其他組織提起民事訴訟，由法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經過一審判決，若

當事人不服，可上訴至二審人民法院，二審人民法院對案件所做的判決、裁定即

為終審判決、裁定，當事人不得再上訴。最高人民法院所做的一審判決、裁定，

為終審判決、裁定，當事人不得上訴；及 

 訴訟時效： 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期間為三年。法律另有規定

的，依照其規定。訴訟時效期間自權利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受到損害以及義

務人之日起計算。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但是，自權利受到損害之日起

超過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有特殊情況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權利人的

申請決定延長。 

6.8.3 營商糾紛處理（湖北省、武漢市） 

香港居民如遇到營商糾紛事件，可經下列渠道諮詢： 

湖北省商務廳 

投訴諮詢電話：（86 27） 8577 3916 

外商投資企業投訴辦事指南下載網站： 

swt.hubei.gov.cn/stdt/tzgg/202012/P020201208415274352772.pdf 

武漢市商務局國外招商促進處 

電話：（86 27） 8279 6659 

網站：sw.wuhan.gov.cn/index/ 

http://swt.hubei.gov.cn/stdt/tzgg/202012/P020201208415274352772.pdf_x0005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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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知識產權保護與商標註冊 

內地的知識産權類型主要有：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和商業秘

密。內地有相關法律、法規就知識産權保護、知識産權侵權行為的

處罰和解決知識産權糾紛的方式作出規定。 

6.9.1 商標註冊申請 

香港企業、居民申請辦理商標註冊、轉讓、變更等手續的途徑有兩種： 

 由申請人直接到國家知識產權局商標局申請辦理；及 

 委託商標代理機構代為申請辦理。 

如欲了解有關商標申請流程和商標註冊注意事項，請參考國家知識產權局商標局網站： 

sbj.cnipa.gov.cn  

6.9.2 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的處理方式 

發生知識産權侵權行為時，權利人或者利害關係人可以請求相應的行政管理機關進行

處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行政處罰的種類主要有：罰款、責令停

止侵害行為、沒收違法所得、沒收侵權制品等。知識産權侵權行為情節嚴重的，可對

直接責任人員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知識産權海關保護條例〉的實施辦法》

第 21 條規定：海關對進出口貨物實施監管，發現進出口貨物涉嫌侵犯在海關總署備案

的知識產權的，應當立即書面通知知識產權權利人。第 22 條規定：知識產權權利人應

當在第 21 條規定的海關書面通知送達之日起 3 個工作日內按照規定予以回復。第 25 

條規定：知識產權權利人根據實施辦法第 22 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提出申請並根

據第 24 條的規定提供擔保的，海關應當扣留侵權嫌疑物並書面通知知識產權權利人；

未提出申請或者為提供擔保的，海關應當放行貨物。如欲了解在內地申請專利權、商

標權和著作權的詳細資訊，可向專業諮詢機構進行諮詢，或參考以下相關政府機構的

網站： 

 國家知識產權局： www.cnipa.gov.cn               

 國家版權局：www.ncac.gov.cn 

 國家知識產權局商標局：sbj.cnipa.gov.cn 

http://www.cnip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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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保護知識產權網：  ipr.mofcom.gov.cn/index.shtml 

 中國打擊侵權假冒工作網：www.ipraction.cn   

http://www.iprac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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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住房 

7.1 住宅物業租賃 

香港居民如需要在內地租賃房屋，可以委託專業的房屋經紀公司，也可以直接與業主

商討。在租賃房屋時，應以書面形式與出租人訂立房屋租賃合同，具體可參考武漢市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wuhan.gov.cn）-「武漢市房屋租賃管理辦法」。 

      掃描下方二維碼也可進入該頁面   

                                                                                                                                                      

房屋租賃合同的具體內容應與出租人約定。香港居民在租賃房屋時應避免與業主以外

的人士進行交易，在簽訂房屋租賃合同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房屋出租方（業主）的個人資料、住所地址； 

 房屋的位置、面積、裝修及設施，特別需要留意房屋狀況是否與合同約定的一致；

煤氣爐的安全性及電梯安全等； 

 租賃用途（自住或用作貨倉）； 

 租賃期限以及支付房租的期限（如月付、季付或者年付）； 

 租金及稅金交付方式（現金或者銀行轉賬）； 

 房屋修繕責任（由業主或者租賃人負責）； 

 轉租的約定； 

 變更和解除租賃合同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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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約責任； 

 包括水費、電費、煤氣費、電話費、有綫電視收視費、衛生費和物業管理費等租

金以外的開支由哪一方支付，及房屋出租前的各項讀數，以區分責任； 

 房屋租賃稅務條款及發票安排； 及 

 在提供個人身份證件時，應提供影印本並在上面寫明僅供房屋租賃用途。 

如欲了解房屋租賃的流程及其需要的資料，請參考武漢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房

管局）網站：fgj.wuhan.gov.cn/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武漢市房屋租賃管理辦法》有關規定，以下幾種房屋不能出租： 

 有重大安全隱患或者經鑒定為危險房屋未採取排除危險措施確保住房安全； 

 屬於違法建築； 

 不符合消防有關法律、法規規定；及 

 法律、法規規定禁止出租的其他情況。 

7.2 住宅物業買賣 

根據《關於規範房地産市場外資准入和管理的意見》（建住房[2006] 171 號）的規定，

在境內工作、學習時間超過一年的境外個人可以購買符合實際需要的自用、自住商品

房，不得購買非自用、非自住商品房。 

7.2.1 購買新建住房 

根據《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進一步促進我市房地產市場持續平穩健康發展的意見》

（武政辦[2016]159號文）規定，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在限購區域購買首套住房的，應

當提供自購房之日起前2年（含2年）連續在本市繳納的社會保險或個人所得稅證明，

對補繳的社會保險或個人所得稅證明不予認定。 

符合規定的境外機構和個人購買自用、自住商品房必須採取實名制，並持有效證明

（境外機構應持內地政府有關部門批准設立駐境內機構的證明，境外個人應持其經政

府批準的來境內工作、學習或居留的證明）到各區房產局辦理不動產證。房地產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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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部門必須嚴格按照自用、自住原則辦理境外機構和個人的產權登記，對不符合條

件的不予登記。 

 武漢戶籍 非武漢戶籍 

首套房 

在武漢無房無貸，則可在

限購區域購房，首付比例

不低於 30% 

購買首套住房時，應當提

供自購房之日前2年（含2

年）連續在本市繳納社會

保險或者個人所得稅證

明，對補繳的社會保險或

者個人所得稅不予認定。

對於申請商業性個人住房

貸款的，首付比例不低於 

30% 

非首套房 

在武漢市擁有 1 套住房

（無論貸款結清與否），

則在限購區域買房，二套

房首付比例不低於 50% ，

購買非普通住宅（144 平

以上）首付比例不低於 

70% 

在武漢市擁有 2 套及以上

住房，則不得在限購區域

內購房 

在武漢市已經擁有 1 套及

以上住房，則不得在限購

區域內購房 

 

註：武漢市住房限購範圍除七個中心城區(江岸區、江漢區、硚口區、漢陽區、武昌區、

青山區、洪山區)、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武漢經濟開發區(不含漢南區)、東湖生態

旅遊風景區外，新增東西湖區、江夏區、黃陂區的部分區域。 

一般購房交易流程為： 

 審核購房資格； 

 購買者須向開發商提供在內地工作、學習和居留的證明（居住證及工作證）； 

 個人名下在境內無其他住房的書面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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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香港身份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證）及婚姻狀況

證明（及開發商要求的其他資料）; 

 簽訂房屋買賣合同；  

 交付房款；及 

 辦理房地產產權登記等。 

可 在 武 漢 市 住 房 保 障 和 房 屋 管 理 局 網 站  - 「 辦 事 服 務 」 網 頁 ： 

fgj.wuhan.gov.cn/bsfw_44/bgxz/下載相關申報表、文本等。 

掃描下方二維碼也可進入該頁面 

 

 

 

 

購房資格認證： 

「微信」搜索 「武漢住保房管辦事服務」小程序。進入「武漢住保房管辦事服務」小

程序，登錄後點擊「購房資格認定服務」，並按要求完成「網上申報」並填寫相關信

息。 上報成功後，便可查看到自己的申報信息。 

 

購買住房時，香港居民需要注意下列事項： 

http://fgj.wuhan.gov.cn/bsfw_44/bg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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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購房前應認真查閱商品房銷售現場公示的相關資料，如商品房專用的「五證」（土

地證、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商品房

預（銷）售許可證）和代理銷售機構營業執照等證件，以及房屋抵押情況、《商品

房買賣合同》示範文本、「一房一價」表、裝飾裝修交付標準、銷售人員等公示資

訊。 

 

2. 購房人應通過正規商品房銷售管道購房，注意核對銷售人員及其公示資訊是否一致，

謹防上當受騙。 

 

3. 合同簽訂應該親自跟房地產開發商簽合同，避免由中介公司代理。 

 

4. 在簽訂合同前應當仔細閱讀合同條款內容，特別是其中具有選擇性、補充性、修改

性的內容，注意加強對自身合法權益的保護，防範合同陷阱和潛在風險。 
 

5. 注意查驗商品房抵押資訊，對於已設立抵押的，開發企業應當在合同附件中提供抵

押權人同意該商品房轉讓的證明，明確解除抵押的條件、時間，否則將無法辦理房

屋不動產權證書。 
 

6. 核對房屋認購協議書及房屋買賣合同是否為武漢市市場監督管理部門和武漢市武漢

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監制的示範文本。 
 

7. 留意公攤建築面積，明確裝修標準，確定交房、辦理房屋產權證的期限。 
 

8. 簽訂房屋認購協議書時，必須附上設施、圖紙作憑證，並要
求開發商蓋上公章確認。 
 

9. 清楚訂立違約條款，以便發生問題時追究責任。 
 
10. 區別所付的是「訂金」或「定金」。「訂金」是表示意向，

如沒有實行，「訂金」可以退回本人；而「定金」表示承諾，如未能履行，則「定
金」將不退回本人，且違約方需要承擔相關賠償責任。 

 
11. 要確保自己支付的購房款存入的賬戶是商品房預售許可證上公佈的監控帳戶，如果

開發商要求買方把房款存入非監控帳戶的，買方應堅決拒絕，並立即向武漢市住房
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有關部門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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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繳交房款時需要取得發票，保留有效憑證。 

 

13. 合同簽訂不能由中介公司代理，必須跟房地產開仔細驗收房屋，不要急於領取鑰匙。

如發現品質問題，可根據房屋保修條例要求開發商妥善處理。 

 

7.2.2 二手房屋買賣 

香港居民在武漢買賣二手房屋時，建議直接委託具有營業執照的專業房産交易中介進

行交易。在實地看房後簽訂房屋買賣合同，交付房款和辦理二手房房屋權屬轉移登記。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産管理法》（主席令[2007]第 72 號）的規定，下列幾

種房産不得轉讓： 

 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依法裁定、決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産權利； 

 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權； 

 共有房地産，未經其他共有人書面同意； 

 權屬有爭議； 

 未依法登記領取權屬證書；及 

 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禁止轉讓的其他情形。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網站：

www.mohurd.gov.cn 

其他應注意的事項包括： 

 需要採用經武漢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監督印制的買賣合同進行房產買賣交

易。必要時應考慮尋求律師和其他專業人士的幫助； 

 核查二手房的產權是否明確，了解房屋抵押情況；及 

 依據合同的要求辦理房屋轉讓的相關手續，包括：約定房款支付方式、繳納房

屋轉讓相關稅費、辦理過戶手續等。 

住宅買賣經紀服務收費由買賣雙方各承擔一半或由買賣雙方協商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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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香港居民在武漢購房時，應留意「經濟適用房」及「小產權」房屋買賣的管理

條例。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武漢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網站：fgj.wuhan.gov.cn/ 

7.2.3 財務安排 

境外機構和個人申請購房結匯时，應當嚴格按照《關於規範房地產市場外匯管理有關

問題的通知》（匯發[2006]47 號）辦理。外匯指定銀行在為申請人辦理購房結匯時，

應當嚴格審核境外機構和個人提交的申請材料，對於符合規定的，外匯指定銀行在為

申請人辦理購房結匯手續後，應當嚴格按照相關規定，在外匯局直接投資外匯管理信

發系統辦理備案登記。 

香港居民在武漢購買房産時，如需要辦理銀行按揭，可向內資銀行或外資銀行提出申

請。具體購房貸款流程、需要的資料及房貸利率問題，可向個別銀行查詢。 

相關的外匯規定方面，根據《關於規範房地産市場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匯發

[2006]47 號）和《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進一步改進和調整直接投資外匯管理政策的通

知》（匯發[2012]59 號），如果香港居民需要從境外匯入購房款或由境內外匯賬戶支

付購房款，應攜帶有關資料到有關的外匯局進行基本訊息登記。完成登記後，香港居

民可以向外匯指定銀行申請支付購房款。根據《個人外匯管理辦法》（中國人民銀行

[2006]第 3 號令），境外個人出售境內商品房所得人民幣，經外匯局核准可以匯出。 

7.2.4 辦理不動產證 

登記程序 

申請人應當提交下列材料，並對申請材料的真實性負責： 

  （一）登記申請書； 

  （二）申請人、代理人身份證明材料、授權委託書； 

  （三）相關的不動產權屬來源證明材料、登記原因證明、不動產權屬證書； 

  （四）不動產界址、空間界限、面積等材料； 

  （五）與他人利害關係的說明材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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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法律、行政法規以及《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實施細則規定的其他材料。 

2016 年 5 月，國家頒佈《不動產權證書和登記證明監制辦法》，用不動產證來代替原

來的房產證。武漢不動產證辦理流程和前期資料準備如下： 

 購房全款發票、維修基金繳納發票、權屬證書、開發商授權委託書、蓋章的不動

產申請書等一套資料； 

 通知貸款銀行，對方會告知一個時間點，讓業主去領取抵押證明的材料；及 

 從售樓處獲得辦理不動產證的資料明細，申辦前將所需材料和影印本準備齊全。 

自 2016 年武漢實施不動產統一登記以後，不動產登記按照屬地管理的原則，由各區政

務服務中心辦理不動產登記。武漢市不動產登記聯合房管、稅務等部門，全面優化不

動產交易、納稅申報、登記運行機制，實現了不動產交易、稅務、登記「一網受理，

一窗辦結」。 

為進一步方便企業和群眾辦理不動產登記事項，簡化不動產登記辦理程序，促進營商

環境優化，武漢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推出了不動產登記全流程網上辦，請參考武漢市

不動產登記網站：www.whrer.com.cn 

個人購新建商品房申請資料包括：不動產交易稅收登記聯辦申請書（原件）；《不動

產權屬證明》（《商品房權屬證明書》或《商品房初始登記證明》）和土地分割登記

證明（土地分割登記號）或《不動產權證書》（《國有土地使用證》《房屋所有權

證》）及其附圖（原件）；商品房買賣合同（原件）；購房發票（原件）；買房身份

證明（原件），其它資料根據實際需要提供，例如代理需要提供授權委托書和代理人

身份證明。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武漢市房管局網站：fgj.wuhan.gov.cn/ 

如果香港居民購買了商品房後，由於開發商申請破産或故意逃避履行責任，又沒有其

他公司承擔，導致無法領取不動産證，需要通過法律途徑解決。香港居民作為業主，

可以自行收集相關證據材料，向人民法院申請確權，並可以持法院有效的判決書到房

産所在地武漢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辦理不動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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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房產轉名 

申請房屋所有權轉移登記，應當提交下列材料： 

  （一）登記申請書； 

  （二）申請人身份證明； 

  （三）房屋所有權證書或者房地產權證書； 

  （四）證明房屋所有權發生轉移的材料；及 

  （五）其他必要材料。 

  上述第（四）項材料，可以是買賣合同、互換合同、贈與合同、受遺贈證明、繼

承證明、分割協定、合併協定、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員會生效的法律文書，或者其他

證明房屋所有權發生轉移的材料。 

香港居民如果需要在武漢辦理房産轉名，可到武漢市各區的武漢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

理局辦理。辦理手續的具體步驟為： 

 贈予人與受贈人訂立關於房屋贈予的書面合同（即「贈予書」）並作公證； 

 受贈人憑原房屋不動產證、贈予書，根據《契稅法》規定交納契稅，領取契稅完

稅證明； 

 贈予人將房屋交付受贈人；及 

 贈予人和受贈人應在贈予房屋交付之日起三個月內持原房屋不動產證，贈予書及

其公證證明書，契稅完稅證明及雙方當事人的身份證明到房屋管理機關申請辦理

所有權轉移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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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房産轉名的程序較為複雜。具體步驟詳見本章「繼承內地親屬的房產相關制度及

程序」。 

7.2.6 出租自己購買的物業 

香港居民出租自己購買的房產時應與承租人簽訂房屋租賃合同。在簽訂房屋租賃合同

時應注意：承租人的姓名、工作；租賃用途和期限；租金及其支付方式；房屋修繕責

任；消防安全責任；變更或解除合同的條件；違約責任及解決爭議的方式；轉租的約

定及當事人約定的其他條款等。 

7.3 武漢市大學畢業生住房 

  

2017 年 11 月，武漢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公佈《武漢市大學畢業生保障性住房管

理辦法》，對大學畢業生供應的安居房和租賃用房，相比普通商品住房，均有 20%的

優惠。 

大學畢業生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套型面積和租售價格，限定使

用和上市交易權利，面向留漢創業就業大學畢業生租賃和銷售的住房，包括大學畢業

生租賃房和大學畢業生安居房。 

大學畢業生，是指取得普通高校全日制大專及以上學歷（含教育部認可的境外高等院

校）的畢業留漢創業就業人員。 

完全產權安居房，以低於市場價 20%向大學畢

業生出售；共有產權安居房，房屋產權 20%份

額由項目開發企業持有，80%份額按市場價格

向大學畢業生出售。大學畢業生租賃房，按照

低於市場價 20%（如屬於合租的可低於市場價 

30%）向大學畢業生租賃。 

以上政策均須先取得武漢市戶籍且在武漢無自

住房。 

申請以上保障性住房的申報材料為： 

1.《武漢市大學畢業生租賃房申請表》； 

2.申請人身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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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請人學歷、學位證書或學位、學歷在綫驗證報告；及 

4.申請人父母身份證，或配偶身份證及結婚證。 

具體申報流程為： 

1. 個人申請 

申請人在綫填報《武漢市大學畢業生租賃房申請表》。 

2. 審核公示 

（1）受理申請 5 個工作日內完成資格核查工作。區房管部門負責核查申請人及父母、

配偶在本市住房狀況，並提出審核意見（3個工作日），區人社部門負責核查申請人學

歷、學位情況，並提出核查意見（3 個工作日）； 

（2）區人社部門結合區房管部門的核查意見，作出資格認定（3 個工作日），並將符

合條件的申請人在網上進行公示（長期公示）。 

3. 排序選房 

（1）區大學畢業生租賃房運營部門發布配租公告； 

（2）符合條件的申請人在網上進行登記； 

（3）依據輪候順序及學位等情況確定配租順序； 

（4）申請人選房。 

4. 簽約備案 

申請人選房後，簽訂租賃合同，辦理入住手續並備案。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請登錄百萬大學生留漢創業就業信息服務平台  - 人才安居： 

www.whzc.gov.cn/html/2017-07/26.html 

7.4 買賣房產繳納的稅費 

香港居民在武漢買賣房産所繳納的稅費與內地居民相同。購買房産可能會涉及的主要

稅費包括契稅、産權登記費、交易費、印花稅、工本費等。出售房産可能會涉及的主

要稅費包括個人所得稅、印花稅及其他費用等。數額較大的稅費主要包括：契稅、個

人所得稅。內地政府會根據房地産市場的情況調整契稅優惠政策。 

武漢一手房稅費徵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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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種 稅率 說明 

契稅 

第一套住房：≤90 ㎡，1%； 

＞90 ㎡，1.5% 

第二套住房： ≤90 ㎡，1%； 

＞90 ㎡，2% 

第三套住房：3% 

一般與首付款一起由開發商
代收 

印花稅 對個人購買住房暫免徵收印花稅    

維修基金 住宅 2%，非住宅 1% 
用於公共設施、房屋共有部
分的維修，辦產證時繳納 

交易費 3 元/㎡，非住宅 11 元/㎡ 辦產證時繳納 

登記費 80 元/套，非住宅 550 元/件 辦產證時繳納 

工本費 10 元/本 辦產證時繳納 

證照印花稅 5 元/本 辦產證時繳納 

武漢二手房稅費徵收標準 

普通住宅 產證滿 2 年 產證未滿 2 年 承擔方 

契稅 

首套房≤90 ㎡，1%； 

90 ㎡-140 ㎡，1.5%， 

140 ㎡以上或非首次購房，3% 

買方 

增值稅及其
他附加稅費 

免徵 全額的 5.6% 賣方 

個人所得稅 
房產證(契稅完稅發票)日期過 5
年且是家庭唯一住房，免徵 

1%或差額的 20% 賣方 

測繪費 1.36 元/㎡ 買方 

評估費 0.5% 買方 

交易費 6 元/㎡ 雙方 

登記費 80 元 買方 

工本費 10 元/本 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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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買房附加費用 

評估費：0.3%，擔保費：貸款金額的 1%。 

欲了解更多個人買賣普通住房的契稅優惠政策及相關稅費的規定，請參考 

武漢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網站：fgj.wuhan.gov.cn/ 

國家稅務總局湖北省稅務局：hubei.chinatax.gov.cn/hbsw/wuhan/ 

武漢市民之家網站：home.wuhan.gov.cn 

7.5 繼承內地親屬的房產相關制度及程序 

香港居民在申請繼承在內地的房產時，因各區要求不同，一般可按以下程序辦理： 

 整理《繼承遺產聲明書》所需材料，包括：被繼承人身份證（影印本亦可）及死

亡證明、遺產繼承人身份證、相關物業的房屋不動產證； 

 制作《繼承遺產聲明書》並作公證； 

 在中國（香港）法律服務公司加蓋轉遞章； 

 在內地公證處辦理繼承公證手續； 

 向相關物業所在地的國土房產部門遞交資料，主要包括：「不動產轉移登記申請

表」、不動產證（原件）、遺產繼承人身份證明、繼承公證書或生效法律文書； 

 辦理退契稅手續；及 

 在辦完上述事項後，遺產繼承人憑身份證件原件、交費憑證及收文回執到指定的

國土房產部門窗口領取不動產證。  

遺產繼承人亦可出具授權委託書交由他人辦理上述手續。該委託書同樣需在香港作公

證，內容應寫明受託人的姓名、住址、許可權限等。 

繼承內地親屬房產的具體事宜，可諮詢房產所在地的各區武漢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

局或武漢市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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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醫療服務 

8.1 內地醫療體系和就醫流程簡介 

內地和香港的醫療服務不論在制度、體系和流程方面都存在差異，香港居民在就醫前

須留意各類醫院提供服務的性質，並對自己的病歷和醫療需要作適當的評估。 

 

根據《醫院分級管理辦法》的規定，內地的公立醫院按功能及任務不同劃分為一、二、

三級（三級為最高級別）。另外，再按照設施條件、技術建設、醫療服務質量和科學

管理的綜合水準每級再確定為甲、乙、丙三等（甲等為最優），三級醫院增設特等，

故醫院共分三級十等。 

醫院按功能、任務不同劃分為一、二、三級： 

一級醫院：是直接向一定人口的社區提供預防、醫療、保健、康復服務的基層醫院、

衛生院。 

二級醫院：是向多個社區提供綜合醫療衛生服務和承擔一定教學、科研任務的地區性

醫院。 

三級醫院：是向幾個地區提供高水準專科性醫療衛生服務和執行高等教學、科研任務

的區域性以上的醫院。 

 

武漢有不少公立和私立醫院，部分醫院會設立國際醫療部/國際門診。在沒有設立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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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的公立醫院，香港居民的就醫流程與本地居民一致，細列如下： 

就醫流程 具體說明 

門診導診 醫院大堂有導診員，可諮詢就診科室。 

掛號 當天可到醫院掛號窗口掛號。如果是初

次就診，一般需要先在大堂服務櫃台憑

證件辦理登記，及購買一本門診病歷，

取號。 

候診 找到相應的科室所在，等候叫號就診。 

繳費 醫生初診後開具檢查項目及費用，到繳

費處交費。 

檢查、化驗 前往相應的檢查、化驗部門，等待檢查

並在指定時間及地點，取回結果。 

治療 直接前往相應的科室，將結果交給醫

生，等候診斷及開藥。 

住院 住院之前，應在個人醫療賬戶預存費

用。如聘請護工，須自行支付其費用。 

 

在內地看病、檢查等醫療服務並非所有均能接受信用卡、銀聯等電子付款。因此在前

往醫院就診前須確保持有足夠現金或攜同保險公司/醫療保

險服務提供者所出具的會員卡。病人也應該在前往醫院或

診所前確認其持有的醫療保險卡是否適用於該醫院。 

 

需要注意境外保險的直接結付醫院網絡僅涵蓋部分中外合資私立醫院和公立醫院國際

醫療部。由於現時內地的大多數醫院尚不接受境外醫療保險，香港居民在這些醫院所

產生的費用可能需要憑藉相應繳款單及發票向境外保險公司申請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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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武漢大部分公立醫院均接受網上、電話預約等掛號方式， 香港居民可以使用港澳

通行證進行掛號預約。 

8.2 部分公立醫院和私立醫院聯繫方式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微信公眾號         武漢亞心總醫院公眾號 

                  

 

 

同濟醫院微信公衆號  

 

同濟醫院APP 

 

 

協和醫院微信公衆號  

 

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微信公衆號  

 

武漢市中心醫院微信公衆號  

 

武漢市中醫醫院微信公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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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所列部分公立和私立醫院的資料主要來自不同網頁，僅供參考。 

如欲了解有關醫療機構的詳細資訊，請參考各醫院網站。 

公立 - 綜合性醫院 

 

 

名稱 地址 諮詢電話 備註 

同濟醫院 

（華中科技大學

同濟醫學院附屬

同濟醫院） 

主院區:礄口區解放大道 

1095 號 

光谷院區：東湖高新區

高新大道 501 號 

中法新城院區：蔡甸區

新天大道 288 號 

027-8366 2688 

  （主院區） 

 027-6363 9393 

（光谷院區） 

 027-6937 8083 

（中法新城院區） 

全科 

www.tjh.com.cn/ 

協和醫院 

（華中科技大學

同濟醫學院附屬

協和醫院） 

江漢區解放大道 1277 

號 
027-8572 6114 

全科 

www.whuh.com 

湖北省人民醫院 

(武漢大學人民醫

院/武漢大學第一

臨床學院) 

首義院區：武昌區張之

洞路 99 號 

光谷院區：東湖高新區

高新六路 

027-8899 9120 

（首義院區和光谷院

區） 

 

 

 

 

  

 

 

全科 

www.rmhospital.co

m 

武漢大學中南醫

院 
武昌區東湖路169號 

027-6781 2888 

027-6781 2999 

全科 

www.znhospita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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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解放軍

中部戰區總醫院 
武昌區武珞路 627 號 027-5077 3333 全科 

武漢市中心醫院 江岸區勝利街 26 號 
027-8281 1080 

027-8221 1488 

 

   

全科 

www.zxhospital.com 

武漢市中醫醫院 江岸區黎黃陂路 49 號 
027-8283 1403 

027-8285 1849 

全科 

www.whtcm.com 
武漢市中西醫結

合醫院（武漢市

第一醫院） 

礄口區中山大道 215 號

（總院） 
027-8533 2988 

全科 

www.whyyy.com.cn 

武漢市第三醫院

（武漢市同仁醫

院） 

首義院區：武昌區彭劉

楊路 241 號 

光谷院區：洪山區關山

大道216號 

027-6539 9492 

 

全科 

www.whsyy.net 

天佑醫院(武漢科

技大學附屬天佑

醫院) 

武昌區丁字橋塗家嶺 9

號 
027-5122 8666 

全科 

www.wkdty.com 

華潤武鋼總醫院 青山區冶金大道 209 號 027-8648 7354 
全科 

www.hrwgzyy.com 

 

公立 - 專科醫院 

名稱 地址 諮詢電話 備註 

湖北省婦幼保健

院 
洪山區武珞路 745 號 027-8716 9161 

兒科婦產科 

www.hbfy.com 

湖北省腫瘤醫院 
洪山區卓刀泉南路 

116 號 

027-8767 0138  白天 

027-87670078 午間、夜

間、節假日諮詢 

腫瘤科 

www.hbc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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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口腔醫

院 
洪山區珞瑜路 237 號 027-8768 6110 

口腔科 

www.whuss.com 

武漢市兒童醫院 江岸區香港路 100 號 027-8243 3350 兒科、婦產科

www.zgwhfe.com 

武漢精神衛生中

心  
礄口區遊藝路 93 號 027-8583 6685 

神經科 

www.chinapsy.com 

 

私立- 專科醫院 

 

 

 

名稱 地址 諮詢電話 備註 

武漢亞洲心臟病醫院 江漢區京漢大道 753 號 027-6579 6888 
心內科、心外科 

www.wahh.com.cn 

武漢亞心總醫院 
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太子湖

北路 300 號 

4000-800-600 

027-84788999 

全科 

www.wagh.com.cn 

武漢都市婦產醫院 江漢區青年路 322 號 027-8526 8003 
婦科 

www.whdsfk.com 

武漢愛爾眼科醫院 武昌區中山路 481 號 027-6889 3999 
眼科 

www.eye027.com 

武漢艾格眼科醫院 
江岸區發展大道403號（漢

口院） 

400-114 8800 

（總部諮詢） 

眼科 

www.aigeyk.com 

8.3 120 急救熱線 

120 急救中心在全市範圍內設有多個急救點，但所提供的服務一般為收費服務，而且

收費標準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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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返港就醫安排 

香港居民如在內地受傷或發病，應儘快到當地醫院就醫。一般情況下，必須徵詢醫生

意見，確保病人身體狀況合適才可安排病人返港。 

香港特區政府現時並無提供跨境運送病人服務，救護車服務亦不能預約。如當事人或

其親屬於內地受傷或發病返港就醫時需要召喚救護車，可致電香港入境處協助在外香

港居民小組、駐京辦、駐滬辦、駐粵辦、駐成都辦或駐武漢辦查詢安排，或於抵達香

港管制站後向當值人員要求協助。按現行安排，救護車會將病人從管制站送往就近的

香港醫院接受治理。如需進一步協助，可聯絡香港入境事務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24 小時求助熱線：(852)1868 

香港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聯繫方式：027-6560 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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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教育 

香港居民的子女可在內地接受學前教育、中小學教育和大學教育。 

    武漢市各區教育局聯繫方式一覽表 

單位 

（教育局） 
電話 地址 

武漢市 

(86 27) 8587 7457 

(86 27) 6560 8407（夜間、節

假日） 

東西湖區金銀潭大道 5 號（臨時） 

江漢區 

(86 27) 8283 3913（小學） 

(86 27) 8283 4883（中學） 

(86 27) 8283 4734（辦公室） 

江漢區自治街 244 號 

礄口區 (86 27) 8376 6777 礄口區京漢大道 375 號 

江岸區 (86 27) 8222 0407 江岸區沿江大道 238 號 

洪山區 
(86 27) 8788 4029（小學） 

(86 27) 8788 4036（中學） 
洪山區珞獅南路黎明村 118 號 

青山區 (86 27) 8633 0320 青山區紅鋼三街 21 號 

武昌區 (86 27) 8713 1670 武昌區八一路 13 號 

漢陽區 (86 27) 8483 1043 漢陽區漢南路 25 號 

黃陂區 (86 27) 8590 6130 黃陂區向陽大街 215 號 

東西湖區 
(86 27) 8389 2293 

(86 27) 8321 6641 
東西湖區三秀路 43 號 

江夏區 (86 27) 8182 0010 江夏區齊心花園旁 

漢南區 (86 27) 8485 1374 漢南區育才路 31 號 

東湖開發區 (86 27) 6788 0373 東湖開發區高新大道 77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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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學前教育 

香港居民的子女需要在武漢市的幼兒園就讀的，可以選擇到居住地附近的幼兒園報名，

也可以選擇報讀國際學校（即外籍人員子女學校）。 

幼兒園的入學要求由各學校自行定立，一般會在學校官方網站上公佈。香港居民學生

如果選擇在居住地附近幼兒園就讀，可直接與學校聯繫，是否收錄由幼兒園自行決定。

如果選擇就讀國際學校，同樣可按照個別學校的具體要求提出申請，由國際學校自行

決定是否錄取。通常每年 6-8 月是報名時間，應在此之前向幼兒園查詢和登記。一般

提供的資料有： 

 父母、幼兒戶口本原件及影印本，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幼兒出生證明； 

 入學體檢；及 

 父母在武漢居住證明。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 

教育部教育涉外監管信息網：jsj.moe.gov.cn  

武漢市教育局網站：jyj.wuhan.gov.cn 

武漢市教育信息網：www.whjy.net 

9.2 小學教育 

武漢市公辦學校以戶口為依據，採用單校劃分片區為主，試點探索多校劃分片區。教

育局一般會在每年 4-5 月份對所有片區劃分做統一安排，學校根據武漢市有關班級名

額的規定和學生的實際情況等確定招收人數。香港居民，由學生家長（或其他法定監

護人）於 5 月 31 日前，持武漢市居住證、就業證明（或經營許可證），按居住證所在

區的要求登記，由區教育局統籌安排入學，納入《通知書》發放範圍。 

申請入讀前應預先了解學校的學制、收生要求、申請所需資料和收生時間等細節，再

決定有關入讀安排。因為各區學位資源差異，在具體操作方式上亦有所不同。 

一般申請入讀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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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學生的父母或在武漢的監護人向所在區教育局提出書面申請； 

 教育局審查監護人的身份證明、居住證、工作證明及小孩香港在讀證明、過往成

績證明等文件，簽署意見和蓋章；及 

 持以上證明、審批等相關文件到學校辦理入學手續。 

如果選擇就讀國際學校，學生可按照個別學校的具體要求提出申請，由國際學校自行

決定是否錄取。涉及的申請文件與公辦學校一樣，具體要求以學校公佈的細則為准。

學校接收學生需要向主管教育局備案。 

武漢市區另有幾十所無戶口要求的民辦小學可供入讀。請家長自行與學校聯繫。 

詳情可以查看武漢市教育局網站

jyj.wuhan.gov.cn/zfxxgk/fdzdgknr/qtzdgknr/gjgljy/202001/t20200103_464207.s

html 

9.3 中學教育 

初中階段 

內地公辦初中入學採用小學對口為主，輔以戶

口劃分區域政策。民辦初中無資格條件限制。 

高中階段 

內地高中階段目前為非義務教育。中心城區公

辦普通高中學校面向中心城區招生；新城區公

辦普通高中學校面向所在區內招生。嚴禁新城

區公辦普通高中招收中心城區考生。學生先進行網上填報志願，再参加中考，根據成

績取得錄取資格。 

武漢市民族中學、華中師大一附中、武漢外國語學校，民辦普通高中學校、各類中等

職業學校面向全市招生。 

省級示範高中的國際部、中外合作辦學專案及各類特長校（班）與所在學校招生範圍

一致。 

分配生政策：武漢市目前對省市級示範高中學校實行分配生政策，各校招錄分配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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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額佔招生計劃的比例保持 50%不變。分配生需要具備一定條件。 

特長生政策：具有市體育藝術特色高中資格的普通高中學校，在每一批次錄取前按招

收體藝特長生的計劃，在報考其志願且符合錄取條件的體藝特長生中按照考生升學成

績總分從高到低依次進行錄取。 

如欲了解更多武漢市中小學生入學政策，請参考 

武漢市招生考試辦公室主辦的武漢招考網：www.whzkb.cn 

武漢市教育局網站：jyj.wuhan.gov.cn/index/ 

或關注「武漢招考」 微信公眾號 

9.4 大學教育 

9.4.1 免試入學 

根據教育部《2021/22 學年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辦法》，持有香港永

久性居民身份證或非永久性身份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等有效證件，並參

加當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的考生均可報名。聯招辦負責網上預報名及錄取，

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進行現

場報名確認、報名資格審核。2021 年湖

北省有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中國

地質大學（武漢）、武漢理工大學、華

中師範大學、湖北大學、中南財經政法

大學、三峽大學共八所高校可免筆試錄

取符合其規定條件的香港學生。因各院

校專業的錄取要求各不相同，具體應參

考各院校的招生簡章。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 

香港教育局網站：www.edb.gov.hk 

國家教育部網站：www.mo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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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應試入學 

香港居民欲報考內地大學（內地稱高等學校/高校），可報名參加「內地普通高等學校

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地區學生考試」。報考要求如下： 

 考生應提供其高中畢業文化程度（須為學歷教育）的證明材料。應屆高中畢業生

須上傳畢業中學開具的畢業證明及高一到高三上學期的成績單正本。往屆生須上

傳高中畢業證書（證明）及高中三年成績單正本。 

 須符合個別招生學校或專業對考生身體條件的特殊要求（如有）；及 

 持有香港身份證和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考試內容和要求請參考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台地區學生

考試大綱》。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網站：www.hkeaa.edu.hk 

內地高校面向港澳台地區招生信息網站：www.gatzs.com.cn 

9.4.3 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香港） 

「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資助計劃」）是 2014 年香港特區政府施政報告所提出

的措施，旨在為香港高中畢業生開拓更寬更廣的升學途徑，由香港教育局負責管理。

有關計劃由 2014/15 學年起推行，以資助有經濟需要並已通過「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

收香港學生計劃」（「免試計劃」）到內地修讀學士學位課程的香港學生。申請資助

計劃的香港學生必須通過學生資助辦事處（學資處）的入息審查。在 2020/21 學年，

每名通過審查的學生視乎需要可獲得每年港幣 16,800 元的全額資助，或 8,400 元的半

額資助。免入息審查資助下的定額資助為每年港幣 5,600 元。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 

香港教育局網站：www.edb.gov.hk 

學資處網站：www.wfsfaa.gov.hk/sfo/tc/index.htm 

諮詢電話：（852）2802 2345  

學資處入息審查事宜諮詢電話：（852）2150 6222 

http://www.gatz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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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wg_sfo@wfsfaa.gov.hk 

9.4.4 獎學金 

獎學金分為政府獎學金和學校獎學金。根據國家財政部、教育部《港澳及華僑學生獎

學金管理暫行辦法》的規定，為鼓勵港澳台及華僑學生來內地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就

讀，特設立港澳台僑學生獎學金。2017 年《港澳及華僑學生獎學金管理辦法》體現出

三個主要特點：一是參照內地學生獎學金政策體系增設「特等獎」。二是增加了獎學

金名額，保證獲獎學生比例不低於 30%。港澳和華僑學生獎學金名額為 6 170 名。三

是大幅度提高獎學金獎勵標準，最高金額達人民幣 3 萬元。 

9.5 研究生課程 

在香港設立的「京港學術交流中心」受國家教育部委託，為內地高等院校在香港辦理

招收港澳台地區的研究生的工作。已在武漢就讀高等院校的香港學生亦可直接申請本

校的研究生課程。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京港學術交流中心的網站：www.bhkaec.org.hk 

或直接向相關高等院校查詢。 

9.6 內地與香港互認高等教育學位 

2004 年 7 月 11 日，在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相互承認高等教育學位證書的備忘錄》

（備忘錄）後，內地與香港就相互承認高等教育學位證書達成共識。根據備忘錄，內

地和香港會確定兩地各自認可的高等學校，並定期更新。高等學校頒發的學位證書

（僅包括學士或學士以上學位證書），將被對方認可。具體內容包括： 

已獲得由認可的內地高等學校頒發學位的學生，申請攻讀香港高等學校： 

 內地學士學位的學生可以申請攻讀香港研究生學位或者進行職業學習； 

 內地碩士學位的學生或成績優異並順利完成高質量論文/研究工作的內地學士學位

的學生，可以申請攻讀香港博士學位。 

已獲得由認可的香港高等學校頒發學位的學生，申請攻讀內地高等學校： 

mailto:wg_sfo@wfsfaa.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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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學士學位的學生可以申請攻讀內地碩士學

位； 

 香港碩士學位的學生或成績優異的香港榮譽學士

學位的學生，可以申請攻讀內地博士學位。 

除此之外，雙方將尊重兩地的高等學校按照其有關

規定進行招生的自主權。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國家教育部網站：www.moe.gov.cn/ 

9.7 武漢主要國際學校及聯繫方式 

下表所列為部分經批准設立的武漢市國際學校的資料，內容僅供參考。 

學校名稱 學段 聯繫電話 地址 網站 

武漢市楓葉 

國際學校 

幼稚園至

高中 
（86 27）8192 5777 

東湖高新區民族大

道 330 號 
wuhan.mapleleaf.cn  

三牛三美 

中學 

初中、高

中 
（86 27）8485 3636 

武漢經濟技術開發

區太子湖北路 

www.sannewschool.c

om 

武漢海澱 

外國語實驗 

學校 

幼稚園至

高中 

（86 27）8177 7826 

（86 27）8177 7828   

江夏區廟山江夏大

道 58 號 
www.whfles.com 

武漢長江 

國際學校 

幼稚園至

高中 
（86 27）8423 8713 

武漢經濟技術開發

區博學路 10-1 號

國際教育園 

www.wyischina.com 

武漢澳洲 

國際學校 

小學至初

中 
（86 27）8710 5088 

洪山區珞獅路 322 

號 
www.waisedu.com 

預計 2022年9月開學招生的武漢愛莎國際學校計劃位於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提供 2 

歲至 18 歲全流程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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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婚姻登記 

若打算在內地締結婚姻，須依照內地法規辦理婚姻登記手續。內地婚姻登記工作由省、

市、自治區政府的民政部門，或有關民政部門所確定的

機關負責。 

武漢市負責辦理台、港、澳居民婚姻登記（結婚和離

婚）的機關為湖北省民政廳婚姻登記處，具體辦公時間

及聯繫方式如下： 

湖北省民政廳婚姻登記處                        

辦公時間：周一至周五 

上午 8:30 至 12:00 

下午 14：00 至 17：30（公休日除外，季節性辦公時間調整見公告） 

（請注意：周四下午為內部學習日，不對外辦公） 

諮詢電話：（86 27）5065 7001  

地址：湖北省武漢市洪山區雄楚大道 399 號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湖北省民政廳的網站：mzt.hubei.gov.cn 

或諮詢省民政廳婚姻登記處：（86 27） 8758 2092。 

10.1 結婚登記辦理條件 

 婚姻當事人一方為武漢市常住戶口； 

 男女雙方自願結婚，且共同到婚姻登記處提出申請； 

 男方年滿 22 周歲，女方年滿 20 周歲； 

 雙方均無配偶（未婚、離婚、喪偶）；及 

 雙方沒有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關係。 

結婚登記所需材料及香港無結婚記錄證明書的申請 

武漢市居民的一方，需要提供本人戶口簿及居民身份

證。身份證與戶口本的各項內容不一致的，應當先到有

關部門更正為一致。身份證或戶口本丟失，應先到公安戶籍管理部門補辦證件或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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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出具的有效臨時身份證辦理婚姻登記。而香港居民的一方，則需要提供以下材

料：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及香港身份證； 

 經香港的中國委託公證人公證的「無配偶以及與結婚對象沒有直系血親和三代以

內旁系血親關係的聲明書」5；及 

 3 張大 2 寸（長 5 釐米寬 3.8 釐米）男女雙方半身免冠合影證件照片。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香港政府一站通網站：

www.gov.hk/tc/residents/immigration/bdmreg/index.htm 

如需了解上述香港委託公證人公證的資料，請參考中國委託公證人協會網站：

www.caao.org.hk 

或撥打諮詢電話：（852）2877 8775。 

10.2 離婚登記辦理條件 

香港居民與內地居民在武漢登記結婚的，若屬於雙方自願離婚，男女雙方應當共同到

湖北省民政廳婚姻登記處辦理離婚登記。屬於單方面要求離婚的，可由內地有關部門

進行調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離婚訴訟。 

10.2.1 湖北省民政廳婚姻登記處受理離婚登記的條件 

 離婚當事人一方為武漢市常住戶口； 

 要求離婚的夫妻雙方共同到婚姻登記處提出申請且在離婚冷靜期屆滿後三十日內

共同到婚姻登記處申請發給離婚證； 

 雙方均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無精神病史，亦無智力障礙等情形）； 

 雙方自願離婚並對子女撫養、財産及債務處理等事項達成一致意見；及 

 當事人持有內地婚姻登記機關頒發的結婚證。 

 

5 所有出自香港政府部門的文件或證明需提前在香港進行公證。 

https://www.gov.hk/tc/residents/immigration/bdmreg/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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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了解更多資訊，可參考湖北省民政廳網站：mzt.hubei.gov.cn/ywzc/ 

10.2.2 離婚登記所需資料 

 武漢市居民一方需提供戶口簿及居民身份證； 

 香港居民一方需提供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及香港身
份證； 

 雙方持有的內地婚姻登記機關頒發的結婚證； 

 雙方共同簽署的 A4 規格離婚協議書一式 3 份，協議書中載明雙方自願離婚的意願

表示以及對子女撫養、財産及債務處理等事項協商一致的意見（雙方應在離婚登

記員面前簽名）；及 

 當事人各提交 2 張 2 寸（長 4.9 釐米寬 3.5 釐米）單人近期半身免冠照片。 

如有下列情形的，湖北省民政廳婚姻登記處不予受理離婚登記申請： 

 非雙方自願； 

 未對子女撫養、財產以及債務處理等事項達成協商一致的意見； 

 雙方未共同到婚姻登記機構提出離婚登記申請； 

 一方屬於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 

 結婚登記不是在中國內地或者中國駐外使（領）館辦理的；及 

 其中一方的證件不齊、過期或是信息有誤。 

 

如不能在婚姻登記機關辦理離婚登記，當事人可以到人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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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出生登記及國籍事宜 

11.1 在內地醫院生產 

香港居民在武漢市醫院生產需準備：夫妻雙方的身份證明文件、居住證、結婚證（如

有）和懷孕期間的檢查記錄。 

若小孩在內地出生，在嬰兒出院前可向醫院提出辦理「出

生醫學證明」，此證明是申報國籍、戶籍，取得公民身份

的法定文件，在小孩申請辦理內地戶口、上學登記等時候

需提交作身份證明用途。 

11.1.1 申領單程證 

內地居民與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內地結婚後，如欲赴港定居，須向其內地戶口所在地的

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申領《前往港澳通行證》（俗稱單程證）。有關受理、審批

及簽發單程證的事宜，均由內地公安機關按內地法律、政策及行政法規辦理，有關詳

情請向戶口所在地的公安機關查詢。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 

武漢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網站：gaj.wuhan.gov.cn/crj/ 

或撥打出入境管理局電話諮詢：(86 27) 12367 

11.1.2 申領證件返港 

若小孩在內地出生時父母均是香港永久性居民，而小孩未能領有任何旅行證件，小孩

的父母可以書面經駐京辦或直接向香港入境事務處的「其他簽證及入境許可組」為該

孩子提出申領證件返港的查詢。 

11.2 申請香港特別行政區居留權證明書 

若小孩聲稱根據《入境條例》（第 115 章） 附表 1 第 2（c）段是特區永久性居民，父

母可以為孩子申請「香港特別行政區居留權證明書」。 

申請條件包括： 

 申請人的父親或母親是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或 

 申請人出生時，父親或母親是特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居於香港連續七年或以上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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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公民。  

 

申請「香港特別行政區居留權證明書」須向戶口所在地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提出
，並需下列資料：  

 申請人的出生證明書、居民身份證及
戶口簿或其他戶籍證明； 

 顯示申請人在居住地方的居留身份的
證明檔； 

 申請人的有效旅遊證件； 

 申請人近期正面免冠彩色照片 1 張； 

 填寫完整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內地所生中國籍子女赴香港定居申請表》 ； 

 在內地的父或母的居民身份證及戶口簿或其他戶籍證明； 

 在香港居住的父或母的香港身份證、回鄉證等相關文件；及 

 父母的結婚證書（如有）。 

如有需要，須提交進一步的證明文件及資料，以及接受遺傳基因測試。 

經審核而符合居留權資格的申請，入境處會簽發居留權證明書，送回內地公安機關出

入境管理部門轉交申請人。為保證申請人合法及有秩序地進入香港定居，內地公安機

關出入境管理部門會同時簽發一張單程證。居留權證明書會附貼在單程證上，當抵香

港定居時，需一併交給內地邊防檢查人員查驗放行。 

如 欲 了 解 更 多 資 訊 ， 請 參 考 香 港 政 府 一 站 通 網 站 ：

www.gov.hk/tc/residents/immigration/idcard/index.htm  

11.3 申請落戶武漢的條件和所需資料 

若夫妻一方為武漢居民，則新生兒可以落戶武漢，需要提供的資料有： 

 嬰兒的「出生醫學證明」或准生證（不是必要條件）； 

 夫妻雙方身份證、結婚證、居民戶口名簿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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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新增人口民族成分確認登記表》（父母雙方民族成分不同的、由父母共

同簽署）。 

夫妻雙方攜以上材料於嬰兒出生後一個月內到武漢市公安局各區分局辦理落戶手續。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武漢市公安局網站：gaj.wuhan.gov.cn/ 

11.4 國籍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 18 條和附件 3 的規定，《中華人民

共和國國籍法》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並根據「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

解釋」詮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中國公民」指具有中國國籍的人士。凡具有中國

血統的香港居民，本人出生在中國領土（含香港）者，以及其他符合《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籍法》規定的具有中國國籍的條件者，都是中國公民。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香港政府一站通網站：www.gov.hk/sc/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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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法律服務 

12.1 內地與香港法系區別 

內地與香港在法律體系、立法基礎、法官權限以及

訴訟程序等方面均有很大差異。內地屬於民法法

系，香港屬於普通法系。當香港居民身處內地時，

須清楚了解並遵守內地的法律，倘若香港居民在內

地觸犯法律，當事人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

規定承擔相關的法律責任。如香港居民在內地工

作、生活或營商時遇到法律問題，應諮詢專業的法律人士或機構。 

香港居民在內地觸犯或涉嫌觸犯刑事法律而被執法機關拘留、逮捕或執行其他強制措

施，以及被司法機關審判或是受到刑事處罰時，其法律地位與內地居民完全相同。所

適用的審判形式和程序、享有的訴訟權利、需要承擔的刑事責任與內地居民完全相同。 

12.2 內地的法律法規概要 

中國的法律體系，是以憲法為統帥，以法律為主幹，以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為重要

組成部分，由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

訟程序法等多個法律部門組成的有機統一整體。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中居於統帥地位。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

業事業組織，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並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

職責。 

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可制定行政法規。行政法規可以就執行法律的規定和履行國

務院行政管理職權的事項作出規定。對應當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法律的事項，

國務院可以根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授權決定先制定行政法規。國務院各部、委員

會、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

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職權範圍內，制定規章。省、自治區、直轄市

和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直轄市

的地方性法規，制定規章。 

司法解釋也是中國重要的法律淵源。中國的司法解釋特指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

檢察院根據法律賦予的職權，對審判和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所作的具有普遍司法

效力的解釋。司法解釋具有法律效力，但是不可以與其上位法即憲法和法律相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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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可以直接引用司法解釋作為判決依據。 

中國雖然不是判例法國家，但部分司法案例對司法實踐具有指導意義。中國的司法案

例稱為指導性案例，由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指導性案例尚不屬於正

式的法律淵源，但對於法官在處理同類案件時有重要參考作用。 

12.2.1 民事訴訟 

因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轄。 

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因繼承遺產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繼承人死亡時住所地或者主要遺產所在地人民法院

管轄。 

由合同或者其他財產權益提起的糾紛，當事人可以書面協議選擇被告住所地、合同履

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等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的人民法

院管轄，但不得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 

因不動產糾紛提起的訴訟，由不動產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對公民提起的民事訴訟，

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被告住所地與經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經常居住地人民

法院管轄。對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起的民事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同一

訴訟的幾個被告住所地、經常居住地在兩個以上人民法院轄區的，各該人民法院都有

管轄權。 

當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託一至二人作為訴訟代理人。委託他人代為訴訟，必須向

人民法院提交由委託人簽名或者蓋章的授權委託書。詳情可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

事訴訟法》。 

 

12.2.2 行政處罰 

行政處罰是指行政機關或其他行政主體依法定職權和程序對違反行政法規而尚未構成

犯罪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給予行政懲戒的行政行為。主要處罰方式為：警告、

通報批評、罰款、沒收違法所得與非法財物、責令停産停業、限制開展生產經營活動、

責令關閉、限制從業、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降低資質等級、行政拘留，以及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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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行政處罰。詳情可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 

12.2.3 治安管理處罰 

擾亂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妨害社會管理，具有社會

危害性，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

夠刑事處罰的，由公安機關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給予治安管理處

罰。公安機關受理報案、控告、舉報、投案後，認為屬於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應當

立即進行調查；認為不屬於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應當告知報案人、控告人、舉報人、

投案人，並說明理由。治安管理處罰的種類分為：警告、罰款、行政拘留、吊銷公安

機關發放的許可證。處罰程度視具體情節而判定，詳情可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

管理處罰法》。 

12.2.4 刑事處罰 

刑事處罰是指違反刑法應當受到的相應刑法制裁，包括主刑和附加刑兩種。主刑有：

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有：罰金、剝奪政治權利和沒收財

產。對於犯罪的外國人，可以獨立適用或者附加適用驅逐出境。詳情可參考《中華人

民共和國刑法》。 

 

12.3 武漢市公證機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規定，公證機構為客戶提供的服務包括：合同公證；

繼承公證；委託、聲明、贈與、遺囑公證；財産分割公證；招標投標、拍賣公證；婚

姻狀況、親屬關係、收養關係公證；出生、生存、死亡、身份、經歷、學歷、學位、

職務、職稱、有無違法犯罪記錄公證；公司章程公證；保全證據；文書上的簽名、印

鑒、日期，文書的副本、影印本與原本相符公證。 

公證機構可以為客戶提供的服務包括：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由公證機構登記的事務；

提存；保管遺囑、遺產或者其他與公證事項有關的財產、物品、文書；提供公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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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及代寫與公證事項有關的法律事務文書等事務。 

 

下表所列為可以辦理涉外公證業務的機構，資料主要來自湖北公證網的公開資料，僅

供參考。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湖北省司法廳網站：sft.hubei.gov.cn/ 

 

公證機構 地址 聯繫方式 

 省  直 

武漢市楚信公證處 武昌區水果湖廣場 B 座 3 樓 
（86 27） 8720 

0300 

武 漢 市 

武漢市江天公證處 江岸區香港路遠洋大廈 17 樓 
（86 27） 8244 

0627 

武漢市中星公證處 
江漢區唐家墩路國創大廈 11 樓（菱

角湖萬達廣場東面） 

（86 27） 8555 

6805 

武漢市長江公證處 礄口區礄口路城市廣場 A 座 16 樓 
（86 27） 8377 

8305 

武漢市琴台公證處 
漢陽區王家灣中央生活區 1 號樓中

央之星 8 樓 

（86 27） 8481 

1701 

武漢市黃鶴公證處 
武昌區和平大道 336 號咸寧大廈 13

樓 

（86 27） 8885 

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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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市鋼城公證處 

青山區和平大道 1248 號(建設一路

至建設二路區段)吾行里智繪城 15

樓 

（86 27） 8666 

3521 

武漢市洪興公證處 武昌區珞珈山路中科開物 20 樓 
（86 27） 8716 

5050 

武漢市東西湖區公證處 
東西湖區四明路西湖廣場 3 號樓 1

門 7 樓 

（86 27） 8389 

5646 

12.4 武漢市律師事務所 

根據武漢市律師協會統計，目前武漢市有上百家律師事務所。 

如欲瞭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武漢市律師協會網站：

www.whlawyers.org.cn/lawfirm.asp 

12.5 聘用律師須注意事項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當事人有權聘請一至兩位律師為其提

供法律服務。 

 當事人可以自己聘請律師，其家屬也可以代為聘請；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本人及其近親

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指

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當事人與律師之間必須簽訂「委託協定」和「授權委託書」，這是律師代表當事

人的證明文件；及 

 同案的犯罪嫌疑人不得聘請同一名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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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央及地方有關部門便利港人的政策措施 

13.1 中央有關部門的相關便利化措施 

教育及考試方面的政策措施 

 2016 年底，教育部等 6 部門聯合印發了內地高校招收和培養港澳學生的有關規定，

在「保證品質、一視同仁、適當照顧」的原則下，規範內地高校招收港澳學生和

對港澳學生的教育教學、服務管理工作，保證培養品質，加強學校對港澳學生在

就業指導、成立社團、醫療保障等方面的指導，進一步保障港澳學生的權益； 

 2017 年 6 月，教育部印發了通知，要求各高校積極為港澳畢業生提供就業資訊服

務，開展對他們的就業指導，為有就業意願且符合條件的港澳畢業生發放《就業

協議書》，簽發《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本專科畢業生就業報到證》或《全國畢業研

究生就業報到證》，為港澳學生在內地就業提供更多便利。2017 年 12 月，國港

辦主任與行政長官會面時表示，有關措施會在 2017-18 學年落實，高校將會為本

學年畢業生發放《就業協議書》和簽發《就業報到證》。詳細內容請參閱本書第

四章《就業》部分； 

 在義務教育階段，在廣東、福建、浙江、上海、北京等港澳同胞居住較集中的省

市，港澳籍學童依據《教育法》和《義務教育法》，享受與內地學生同等入學政

策。具體需了解中部五省的相關情況； 

 司法部對司法考試報名管理系統進行調整，取消要求港澳考生報名時提供的身份

證或身份證明影印本須經內地認可的公證人公證的規定； 

 財政部、教育部印發了《港澳及華僑學生獎學金管理辦法》，已下發到各地方財

政部門、教育局和各直屬高校。國家為來內地就讀的港澳學生專門設立港澳及華

僑學生獎學金，參照內地學生獎學金政策體系為港澳學生增設「特等獎」，不但

增加了港澳學生的獎學金名額，還大幅提高了獎學金獎勵標準；  

 國家社科基金決定參照內地居民待遇，向在內地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的港澳研究

人員開放國家社科基金各類項目申報；及 

 研究推動允許港澳同胞參加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 

就業方面的政策措施 



  
123 

 2017 年 6 月，與香港特區政府簽署內地與香港 CEPA《經濟技術合作協議》和

《投資協議》，並牽頭內地有關部門與香港特區政府和有關機構，在 CEPA 工作

機制下共同研究港澳專業服務者在內地遇到的問題，不斷擴大有關專業服務領域

對香港的開放程度，支援內地與港澳服務業深度合作；及 

 2018 年 7 月 28 日，國務院印發《關於取消

一批行政許可事項的決定》（國發〔2018〕

28 號），正式取消港澳台人員在內地就業

許可放寬了港澳建築師在內地執業的限制。 

旅行方面的便利措施 

 2017 年 6 月，國家旅遊局印發了為香港居民提供更加便利旅遊住宿服務的有關通

知，要求旅遊住宿企業嚴格遵守規定，不得以任何非正常理由對香港居民辦理入

住設置障礙，為港澳同胞在內地旅遊提供更加優質便利的住宿服務； 

 已在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湖南、廣東等 215 個香港居民購、

取票流量較大的火車站設置了可識讀回鄉證的自動售取票設備，方便香港居民憑

回鄉證自助購取票，今後將逐步在所有具備條件的省會城市及香港旅客客流量較

大的車站都設置有關自動售取票設備； 

 已將升級有關機場自助終端識讀港澳同胞回鄉證一事列入工作計劃； 

 研究港澳同胞在內地使用身份證件的便利化問題；及  

 繼續為港澳同胞使用回鄉證在內地旅行、住宿提供便利。 

詳細內容請參閱本書第二章《交通》及第三章《緊急聯繫》部分。 

公積金的政策措施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財政部、人民銀行、國務院港澳辦及國務院台辦聯合制定了《關

於在內地就業的港澳台同胞享有住房公積金待遇有關問題的意見》（《意見》），全

國各地住房公積金中心將按《意見》要求出台具體實施辦法，細化政策規定。具體內

容詳見本書第五章《就業》部分。（最新消息請參考武漢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網站：

gjj.wuhan.gov.cn） 

13.2 武漢本地的相關政策 

2017 年 10 月 11 日，武漢市政府發布留漢大學生畢業落戶政策 。詳細資訊可參閱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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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住房》部分的相關內容。 

2015 年 12 月 30 日，武漢市政府發布「城市合夥人」計劃。2016 年 8 月 26 日，武漢

市政府增加發布《武漢市「城市合夥人」認定與服務工作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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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疫情防控 

14.1 總體概括 

當前，我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進入常態
化階段。您可以通過關注「中國政府
網」微信公衆號，及時了解全國各地新
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況；或者通
過微信掃碼進入「國務院客戶端」小程
序，進行疫情風險等級、核酸檢測機
構、核酸檢測證明、各地疫情防控政策措施等信息的查詢。 

 

 

                               

 

14.2 武漢市疫情防控政策措施 

各地疫情防控政策可能根據疫情狀況隨時調整，您可以在出行前通過「微信」、「百
度」、「支付寶」搜索「國務院客戶端」查詢；或直接撥打 027-12345（武漢市政府
服務熱綫）；027-12320（武漢市疫情防控諮詢電話）查詢。 

 

 

「中國政府網」

微信公衆號 

「國務院客戶端」 

微信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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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的隔離要求可能隨時會根據當地防控形勢變動，返漢、來漢前除準備好相關

資料、證明外，最好與目的地街道、社區取得聯繫，報備的同時諮詢詳細政策，確保

行 程 順 利 。 聯 繫 社 區 ： 您 可 以 通 過 訪 問 武 漢 市 民 政 局 網 站 ：

mzj.wuhan.gov.cn/bmfw/sqcx 選擇您所在的區、街道和社區，即可查詢到社區聯繫

電話，進行報備和諮詢。如果不清楚您所屬的社區，可以在「百度」上輸入詳細地址

進行查詢，或通過撥打電話如 12345 諮詢。 

14.3 香港居民申領湖北健康碼及行程卡 

香港居民可按以下方式申領湖北省健康碼： 

申領要求：通過「鄂匯辦」或「國家政務服務平台」手機 APP 領取健康碼，獲取

綠碼後，即可通行。 

 

 

14.3.1 鄂匯辦 APP： 可以在上方搜索框搜索「港澳台」即可搜索到港澳台及外籍人士

健康碼的應用程序（如圖一），點開即可進入申請健康碼的頁面（如圖三）。 或是點

擊初始頁面中間的鏈接（如圖二），也可以進入申請健康碼的頁面（如圖三） 

 

微信或支付寶掃碼

下載「鄂匯辦」
APP 

「武漢疾控」微信公衆號 「健康武漢」微信公衆號 微信或支付寶掃碼下

載「國家政務服務平

台」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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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圖二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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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 國家政務服務平台 

打開「國家政務服務平台」APP 或微信小程序，點擊下圖紅圈可獲取供非內地身份證

持有人用的 Health Code Traveler 及「通信行程卡」。 

 

 個人信息安全：湖北健康碼由湖北省防疫指揮部建設，按照國家信息安全要求

收集、使用相關數據，確保所填報個人信息的數據安全。 

 諮詢電話：027-8712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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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新冠病毒核酸檢測 

為切實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態化防控工作，進一步减輕群衆核酸檢測費用負擔，2021

年 11月 23日，湖北省醫

保局聯合省衛健委印發

《關于進一步降低新型冠

狀病毒核酸檢測項目價格

的通知》，明確自 11 月

25 日起湖北省公立醫療

機構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單人單檢由 60 元/次下調至 40 元/次，10 人混檢和 5 人混檢價

格統一降至每人次 10 元。通知規定，該價格爲最高政府指導價，公立醫療機構不得上

浮，但可根據自身情況下浮調整，下浮幅度不限。此外，第三方檢測機構提供核酸檢

測服務，定價應當遵循公平、合法和誠實信用的原則。港澳台人士可以憑藉港澳通行

證在網上預約並進行現場核酸檢測。 

據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官網顯示，截至 2021 年 11 月 17 日，全市共有 116 家新冠

病毒核酸檢測機構，其中有 44 家機構面向市民提供 24 小時，節假日無休的核酸檢測

服務。 

 

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文件明細 

更多機構請登錄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官網或撥打 027-12345 進行查詢。 

核算檢測結果查詢：（微信小程序）輸入姓名、身份證明文件號碼進行驗證。 

 

 

 

 

「健康武漢」微信小程序 「國務院客戶端」 

小程序核算檢測結

果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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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疫苗接種 

目前我國 3 周歲及以上人群可諮詢接種新冠病毒疫苗。香港居民如需接種新冠疫苗，

可攜帶有效證件（即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並在鄂匯辦領取健康碼後，前往武

漢市金銀潭醫院新冠疫苗臨時接種點（此醫院為武漢市外籍人士和港澳台人士指定疫

苗接種點）或所屬小區安排的接種點免費接種疫苗。 

   

 

 

 接種地點：湖北省武漢市東西湖區金銀潭大道武漢客廳 C 廳 2 樓 

 交通方式：可乘坐公交 286、294、299、322、H95 到金銀潭大道銀潭路下

車；也可搭乘地鐵 2 號綫、3 號綫和 8 號綫到宏圖大道站 H 出口，往東步行

200 米即到。 

 接種時間：周一到周六，每天上午 8：30-11：30，下午 2：00-4：00 

 接種點咨詢電話：15271872879 

 金銀潭醫院咨詢電話：027-85509053 

 「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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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還可以關註「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官方微信公眾號，了解更多疫苗接種的相關資訊。 

更多疫苗接種相關資訊請關注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網站（wjw.wuhan.gov.cn/）或

「健康武漢」微信小程序。 

 

 

 

 

14.6 武漢市各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位址及電話 

 

各區疾控中心 地址 電話 

武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江漢區馬場路 288 號 027-8580 5111 

江岸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漢口岳飛街 3 號 027-8281 5953 

江漢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漢口馬場角路 50 號 027-5075 5033 

礄口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礄口區工農路 6 號 027-8389 7066 

漢陽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漢陽區漢陽大道 580 號 027-8486 0119 

武昌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武昌民主路 506 號 027-8887 2638 

青山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青山區紅鋼城沿港路 4 號 027-8686 1046 

洪山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武漢市丁字橋路 42 號 027-8775 3006  

江夏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江夏區紙坊街道興苑街南 5 號 027-8795 3817 

「健康中國」微信公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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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陂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黃陂區前川百秀街 255 號 027-6100 2074 

蔡甸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樹藩大街 1 號 027-8499 9700 

新洲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新洲區邾城街人民路 60 號  027-8935 1317 

東西湖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吳家山街五環大道 55 號 027-8389 1921 

開發區（漢南區）疾控中心 珠山湖大道振華路 47 號 027-8425 9450 

東湖新技術開發區疾病預防控

制中心 

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金融港一路智慧

園 18 棟 

027-8753 7836 

 

 

您也可以登錄武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www.whcdc.org 

或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 wjw.wuhan.gov.cn/sy/進行更多瞭解。 

                                                

       武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 

武漢市各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聯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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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回港易」計劃 

「回港易」計劃旨在讓香港居民，在符合相關的指明條件，包括在入境香港當天或當

天之前 14 天不曾到過香港、內地或澳門以外的其他地方，以及任何載列于「回港易 / 

來港易計劃暫不適用風險地區名單」的地區，可透過「回港易」計劃的網上系統預約

入境香港名額。成功預約名額的香港居民必須按預約的指明日期和口岸入境香港，並

在入境香港時持有在入境當天或當天之前三天內取得的有效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

可自 2021 年 4 月 29 日起入境香港時，獲豁免接受强制檢疫的安排。 

 

 

 

#該 14 天不包括該人士在內地或澳門當地根據當時的要求而須完成的强制檢疫期。例

如，若一名人士到達內地後在 2021 年 5 月 1 日完成强制檢疫，則「到達香港的當日或

在該日之前的 14 日」須于其强制檢疫期滿後的 2021 年 5 月 2 日起計算。 

 

*有關「回港易 / 來港易計劃下的暫不適用風險地區名單」請掃描下方二維碼進行查看： 

 

回港易 / 來港易計劃下的

暫不適用風險地區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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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確保香港居民能按「回港易」計劃逐步有序回港，目前，「回港易」計劃采取指定

口岸和指定人數的配額安排。香港居民可透過網上預約系統進行預約（網址爲

www.quotabooking.gov.hk/），在預約前，申請人必須留意是否能符合本計劃的所

有條件。 

    

 

 

有關「回港易」計劃的詳情，可瀏覽「2019 冠狀病毒病專題網站」（網址： 

return2hk.gov.hk）。您亦可致電「回港易」計劃熱綫(852)3142 2330 進行咨詢。 

https://www.quotabooking.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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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聯繫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 

電話：（86 27）6560 7300  

傳真：（86 27）6560 7301  

電郵：enquiry@wheto.gov.hk  

地址：湖北省武漢市江漢區建設大道 568 號新世界國貿大廈 I 座 4303 室 

郵編：430022 

網址：www.wheto.gov.hk 

 

駐湖南聯絡處 

電話：(86 731) 8227 5609 

傳真：(86 731) 8227 5610 

電郵：hnlu@wheto.gov.hk 

地址：湖南省長沙市芙蓉區解放西路 188 號國金中心 T1 大樓 2615 室  

郵編：410002 

 

駐河南聯絡處 

電話：(86 371) 6123 1206 

傳真：(86 371) 6123 1213 

電郵：halu@wheto.gov.hk 

地址：河南省鄭州市金水區花園路 122 號建業凱旋廣場 A 座 23A01 單元 

郵編：450008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  

入境事務組 

電話：(86 27) 6560 7300 內線 7334 （辦公時間內） 

http://www.wheto.gov.hk/
mailto:hnlu@wheto.gov.hk
mailto:halu@whet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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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86 27) 6560 7301 

地址：湖北省武漢市江漢區建設大道 568 號新世界國貿大廈 I 座 4303 室 

郵編：43002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境事務處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24 小時求助熱線）  

電話：（852）1868 

傳真：（852）2519 3536 

地址：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7 號入境事務大樓 9 樓 

 

香港貿易發展局武漢代表處 

電話：（86 27）8575 7121 

傳真：（86 27）8575 7120 

電郵：wuhan.office@hktdc.org  

地址：湖北省武漢市江岸區中山大道 168 號中信泰富大廈 1110 室 

 

郵編：430014 

網址：www.hktdc.com 

 

湖北省香港商會 

電話：（86 27）8555 8152  

電郵：hkcccwh@163.com 

地址：湖北省武漢市江岸區中山大道 168 號中信泰富大廈 1110 室  

郵編：43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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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 

電話：（86 10）6657 2880  

傳真：（86 10）6657 2821 

電郵：bjohksar@bjo-hksarg.org.cn 

地址：北京市西城區地安門西大街 71 號 

郵編：100009 

網址：www.bjo.gov.hk 

 

駐遼寧聯絡處  

電話：(86 24) 3125 5575 

傳真：(86 24) 3125 5545 

電郵：lnlu@bjo.gov.hk  

地址：遼寧省瀋陽市和平區青年大街 286 號華潤大廈 3107-1 單元 

郵編：110004 

 

駐天津聯絡處 

電話：(86 22) 6063 2988 

傳真：(86 22) 6063 2986 

電郵：tjlu@bjo.gov.hk 

地址：天津市和平區南京路 181 號世紀都會商廈辦公樓 4404 室 

郵編：30005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  

電話：（86 20）3891 1220  

傳真：（86 20）3891 1221 

mailto:tjlu@bj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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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general@gdeto.gov.hk 

地址：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北路 233 號中信廣場 71 樓 7101 室 

郵編：510613 

網址：www.gdeto.gov.hk 

 

駐深圳聯絡處 

電話：(86 755) 8339 5618 

傳真：(86 755) 8339 5108 

電郵：szlu@gdeto.gov.hk 

地址：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金田路 3088 號中洲大廈 28 樓 2805A 室 

郵編：518033 

 

駐福建聯絡處 

電話：(86 591) 8825 5633 

傳真：(86 591) 8825 5630 

電郵：fjlu@gdeto.gov.hk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樓區五四路 137 號信和廣場 802 單元 

郵編：350003 

 

駐廣西聯絡處 

電話：(86 771) 2611 228 

傳真：(86 771) 2611 913 

電郵：gxlu@gdeto.gov.hk 

地址：廣西自治區南寧市 136-2 號華潤大廈 B 座 2306-01 室 

郵編：530028 

 

香港特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  

mailto:szlu@gdeto.gov.hk
mailto:gxlu@gdet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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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86 21）6351 2233  

傳真：（86 21）6351 9368  

電郵：enquiry@sheto.gov.hk 

地址：上海市黃浦區西藏中路 168 號都市總部大樓 21 樓  

郵編：200001 

網址：www.sheto.gov.hk 

 

駐山東聯絡處 

電話：(86 531) 8880 7137 

傳真：(86 531) 8880 9129 

電郵：sdlu@sheto.gov.hk 

地址：山東省濟南市曆下區泉城路 26 號世茂國際廣場 A 座 11 樓 1117 室 

郵編：250014 

 

駐浙江聯絡處 

電話：(86 571)8815 1097 

傳真：(86 571) 8812 3919 

電郵：zjlu@sheto.gov.hk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幹區錢江路 1366 號華潤大廈 A 座 21 樓 2107 室 

郵編：310016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 

電話：（86 28）8208 6660 

傳真：（86 28）8208 6661 

電郵：general@cdeto.gov.hk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紅星路三段 1 號國際金融中心二號辦公樓 48 樓 

mailto:sdlu@sheto.gov.hk
mailto:zjlu@shet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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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編：610021 

網址：www.cdeto.gov.hk 

 

駐重慶聯絡處 

電話：(86 23) 6262 2995 

傳真：(86 23) 6262 2990 

電郵：cqlu@cdeto.gov.hk 

地址：重慶市渝中區民權路 28 號英利國際金融中心 5302 室 

郵編：400012 

 

駐陝西聯絡處 

電話：(86 29) 8369 1230 

傳真：(86 29) 8369 1231 

電郵：snlu@cdeto.gov.hk 

地址：陝西省西安市雁塔區二環南路西段 64 號凱德新地城寫字樓西塔 12 樓 1205

室 

郵編：710065 

 

武漢市民之家 

電話：（86 27）6577 0000 

地址：湖北省武漢市江岸區金橋大道 117 號 

郵編：430010 

mailto:snlu@cdet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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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ome.wuh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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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務熱線 

諮詢服務 

武漢市民服務熱線 027-12345 

武漢市天然氣有限公司 24 小時客戶服務熱線 027-96511 

武漢市城管服務熱線 027-12319 

湖北氣象局 400-6000-121 

武漢市人社局諮詢服務熱線 027-12333 

武漢市公積金服務熱線 027-12329 

武漢市交通運輸服務監督熱線 027-12328 

武漢市公安局 027-110 

武漢市市民之家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辦事視窗 027-6577 0883 

武漢市國際會展中心 027-8581 6189 

武漢市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 027-8283 8822 

武漢市住房保障諮詢電話 027-8548 2100 

武漢市公共衛生公益熱線 027-12320 

武漢市職工援助服務熱線 027-12351 

武漢市政務服務和大資料管理局 027-6577 0000 

供電服務熱線 027-95598 

供水服務熱線 027-96510 

郵政客戶服務電話 027-11185 

納稅服務熱線 027-12366 

法律諮詢熱線 027-12348 

中國電信電話報時熱線 027-12117 

全國鐵路客服中心 027-12306 

天氣預報查詢電話 027-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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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維權 

武漢市電梯應急緊急救援熱線 027-963333 

道路交通事故報警平台 122 

武漢市智慧財產權維權援助與舉報投訴電話 12315 

水上遇險求助熱線 12395 

心理援助熱線 027-8783 2211 

武漢市消費者維權熱線 12315 

價格監督舉報電話 12358 

品質監督投訴電話 12365 

環境保護舉報熱線 12369 

公安短信報警號碼 12110 

森林火警電話 12119 

 

免責說明 

 

這本小冊子的資料主要來自有關機構的公開網頁，僅供參考。雖然駐武漢辦在編輯過

程中力求資料準確，但駐武漢辦並不保證小冊子的資料皆為準確、完整及最新，亦不

承擔因使用此小冊子的資料而造成的任何損失和法律責任；請自行核實所有資料。小

冊子所提供的資料可能不適用於讀者的具體情況，因此讀者應該考慮尋求專業的諮詢

服務。小冊子所提供的資料並不構成廣告或業務招攬，駐武漢辦不為任何産品、服務

或引用的文字資料作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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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告示 

                                      

載於此小冊子的資料不得作商業用途，複制資料必須準確及不會構成負面影響，並須

註明有關資料的來源。如資料涉及第三者的版權，有關人士必須獲相關的版權擁有人

准許方可複制。 



信息分类: 保密 

In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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