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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湖南與 ⾹港聯繫 ⽇趨緊密、交流 ⽇益頻繁，以及國
務院於2 009年公布《促進中部地區崛起規劃》，越來越多 ⾹港
企業及 ⾹港 ⼈來⻑沙營商、就業、就學及居住。為了加強對港
⼈提供有關在內地 ⽣活的各 ⽅⾯資訊， ⾹港特別 ⾏政區政府
駐湖南聯絡處（駐湖南聯絡處）編製了《 ⾹港 ⼈內地 ⽣活 ⼩百
科 ⸺⻑沙篇》，介紹港 ⼈在⻑沙營商、就業、就學和 ⽣活等 ⽅
⾯的資訊。

本 ⼩冊 ⼦分為四 ⼤部分共 ⼗⼆個章節。第 ⼀部分城市資
訊，介紹⻑沙概況、交通及緊急聯繫。第 ⼆部分 ⼯作資訊，介
紹⻑沙就業及營商投資。第三部分 ⽣活資訊，介紹⻑沙的住
房、醫療服務、教育、婚姻登記、出 ⽣登記及國籍事宜、法律體
系等相關資訊。第四部分，專 ⾨介紹中央及地 ⽅有關部 ⾨的
便利港 ⼈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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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請按需要 ⾃⾏核实，並
留意有關機構、政府部 ⾨的最新公 ⽰。

前��⾔

⾹港特別 ⾏政區政府
駐湖南聯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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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官在 2016年的施政報告中公佈，在 ⾹港特別 ⾏
政區政府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下設 ⽴駐湖南聯絡處，以進
⼀步加強 ⾹港特區與湖南省和其轄下城市的聯繫，做好政府
對政府的 ⼯作，並協助促進 ⾹港與有關省市在經貿及 ⽂化 ⽅
⾯的交流和合作，以及 ⽀援當地的港 ⼈港企。

駐湖南聯絡處於2 016年5⽉正式投 ⼊服務。

聯絡 ⽅式

辦公時間：星期 ⼀⾄五（內地節假 ⽇除外）

上午8： 30�⾄�下午12： 30

下午1： 30�⾄�5： 30

電話：（ 86�731） 8227�5609

傳真：（ 86�731） 8227�5610

電郵： hnlu@wheto.gov.hk

地址：湖南省⻑沙市芙蓉區解放西路1 88號國 ⾦中 ⼼

������������T1⼤樓2 615室

郵編： 4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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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城市簡介

關於⻑沙

⻑沙市位於湖南省東部偏北，湘江下游和⻑瀏盆地西緣，是湖南省
（簡稱「湘」）省會及政治、經濟、 ⽂化、交通、科技、 ⾦融、商貿中 ⼼，別稱
「星城」。⻑沙是⻑江中游地區重要的中 ⼼城市，全國“兩型社會 ”建設綜
合配套改 ⾰試驗區、中國重要的糧⻝ ⽣產基地，⻑江中游城市群和⻑江
經濟帶重要的節點城市。⻑沙是全國性綜合交通樞紐，京廣 ⾼鐵、滬昆 ⾼
鐵、渝廈 ⾼鐵在此交匯。

⻑沙是國務院 ⾸批公布的國家歷史 ⽂化名城之 ⼀，歷經三千年城
名、城址不變，有“屈賈之鄉 ”、“楚漢名城 ”、“瀟湘洙泗 ”之稱。存有 ⾺王堆
漢墓、四 ⽺⽅尊、三國吳簡、嶽麓書院、銅官窯等歷史遺跡。凝練出“經世
致 ⽤、兼收並蓄 ”的湖湘 ⽂化。⻑沙既是清末維新運動和舊⺠主主義 ⾰命
策源地之⼀， ⼜是新⺠主主義的發祥地之 ⼀。 ⾛出了 ⿈興、蔡鍔，孕育了
⽑澤東、劉少奇等名 ⼈。

⻑沙是中國（ ⼤陸）國際形象最佳城市、世界“媒體藝術之都 ”之 ⼀。
打造了“電視湘軍 ”、“出版湘軍 ”、“動漫湘軍 ”等 ⽂化品牌。⻑沙有 ⾼校
58所，獨 ⽴科研機構 99家，兩院院 ⼠（中國科學院院 ⼠和中國 ⼯程院院
⼠） 59名，國家 ⼯程技術研究中 ⼼14家，國家重點 ⼯程實驗室 19個；有雜
交 ⽔稻育種、“天河 ”超級電腦、國內 ⾸台3D燒結印表機等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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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1年，⻑沙市實現地區 ⽣產總值（ G D P）
13271億元， ⽐上年增⻑ 7.5%。分產業看，第 ⼀產業
實現增加值4 26億元，增⻑9 .1%；第 ⼆產業實現增加
值 5 2 5 1億元，增⻑ 5 . 2 %；第三產業實現增加值
7594億元，增⻑8 .9%。

⻑沙的法定語 ⾔為普通話，⼤部分⻑沙本地居⺠ ⽇常使 ⽤⻑沙話，

外資企業 ⼤多使 ⽤英 ⽂。

⾏政區劃

⻑沙市轄 6個區 1個縣，代管 2個縣級市，⻑沙市區（芙蓉區、天 ⼼區、岳麓區、
開福區、 ⾬花區、望城區）及⻑沙縣、瀏陽市、寧鄉市，政府駐岳麓區岳麓 ⼤道
218號。有⻑沙 ⾼新區、⻑沙經開區、寧鄉經開區、瀏陽經開區、望城經開區等 5個
國家級開發區，區域內設 ⽴和建設湘江新區，是中國第 12個、中部地區 ⾸個國家
級新區。

⼈⼝概況

根据2 021數據，⻑沙常住 ⼈⼝為1 023.9萬。

語 ⾔

⻑沙經濟

⻑沙概況 CHAPTER�1

岳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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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1 ⻑沙概況 

美⻝

⻑沙境內主要以湘菜為主，主要美⻝有：剁椒 ⿂頭、辣椒炒 ⾁、瀏陽蒸菜、⻑
沙臭 ⾖腐、糖油粑粑、 ⼝味蝦、 ⿈鴨叫、德園包 ⼦、 ⿇辣 ⼦雞等。

媒體娛樂

湖南衛視是中國⼤陸收視率最⾼的地⽅電視台之⼀。⻑沙是中國⾦鷹電視
藝術節的永久舉辦地，⾦鷹獎為中國影視界最重要的獎項之⼀。

旅遊

⻑沙是國務院⾸批公布的歷史⽂化名城之⼀，有豐富的歷史⽂化遺產、⼭
⽔⾵光和⼈⽂景觀資源，如岳麓⼭、岳麓書院、天⼼閣、橘⼦洲、湖南省博物館、
湖南第⼀師範、劉少奇故居、杜甫江閣等。

⽂旅⻑沙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


請參考⻑沙市⽂化旅遊廣電局諮詢網站：
 

http://wlgd.changsha.gov.cn/
或掃描⼆維碼關注“⽂旅⻑沙”微信公眾號

11 ⾹港⼈内地⽣活⼩百科 ⸺⻑沙篇 ⾹港⼈内地⽣活⼩百科 ⸺⻑沙篇 12 

http://wlgd.changsha.gov.cn/
http://wlgd.changsha.gov.cn


1.2�地理氣候 

AQI 

0-50 

51-100 

101-150 

151-200 

201-300 

301-500

等級

1級�優

2級�良

3級�輕度污染

4級�中度污染

5級�重度污染

6級�嚴重污染

注意事項

參加戶外活動呼吸清新空氣

可以正常進 ⾏室外活動

敏感 ⼈群減少體 ⼒消耗 ⼤的戶外活動

對敏感 ⼈群影響較 ⼤

所有 ⼈應適當減少室外活動

儘量不要留在室外

PM2.5的單位含量是空氣監測中的 ⼀個重要指標，檢測機構根據
PM2.5濃度轉換成空氣質量指數來反映空氣質量。⻑沙市 ⽣態環境局每
⽇對⻑沙的空氣質量進 ⾏預報。根據中華 ⼈⺠共和國環境保護部發布的
《環境空氣質量指數（ AQI）技術規定（試 ⾏）》（公告2 012年第8號）：

1.3�空氣質量

⻑沙屬亞熱帶季 ⾵性濕潤氣候，氣候溫和，降 ⽔充沛，⾬熱同期，四季分明。
⻑沙市區年平均氣溫 17.2℃。市區年均降 ⽔量 1361.6毫 ⽶。⻑沙夏冬季⻑，春秋
季短。春溫變化 ⼤，夏初 ⾬⽔多，伏秋 ⾼溫久，冬季嚴寒少。三 ⽉下旬 ⾄五 ⽉中
旬，冷暖空氣相互交綏，形成連綿陰 ⾬低溫寡照天氣。從五 ⽉下旬起，氣溫顯著提
⾼，夏季 ⽇平均氣溫在 30℃以上有 85天，氣溫 ⾼於 35℃的炎熱 ⽇，年平均約 30
天，盛夏酷熱少 ⾬。九 ⽉下旬後，⽩天較暖，⼊夜轉涼，降 ⽔量減少，低雲量 ⽇多。
從 ⼗⼀⽉下旬 ⾄第 ⼆年三 ⽉中旬，節屆冬令，⻑沙氣候平均氣溫低於 0℃的嚴寒
期很短暫，全年以 ⼀⽉最冷，⽉平均為4 .4℃—5.1℃。

⻑沙概況 CHAPTER�1

⻑沙 ⽣態環境公眾號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

請參考⻑沙市⽣態環境局官⽅網站： 

http://hbj.changsh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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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電壓 1.6�郵遞、電訊與網路

CHAPTER�1 ⻑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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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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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居⺠由⻑沙寄物
品往⾹港時，應注意該物品是否在禁寄物品之列。

內地通 ⽤插頭形狀

1.5�貨幣

內地的官 ⽅貨幣為 ⼈⺠幣。 ⽬前在外流通的貨幣 ⾯值有1、 5⻆，
1、5、 10、 20、 50、 100元，硬幣 ⾯值有1、 5⻆和 1元。⻑沙 ⿈花國際機場
以及 ⼤型銀 ⾏的各個分 ⾏均可進 ⾏貨幣兌換。

近年來互聯網發展迅速，電 ⼦⽀付普及， ⼈們多使 ⽤⽀付寶、微
信 ⽀付等進 ⾏⽀付。

除中國郵政外還有很多快遞公司提供服務，如順豐快遞（服務熱線
95338）、圓通快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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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佈社區的快遞收發點、快遞櫃可供收發
快遞之 ⽤。

快遞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

請參考中華 ⼈⺠共和國國家郵政局網站： 

http://www.spb.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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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三⼤營運商以外，還有為數眾多的中⼩型企業提供網路服務，

例如：⻑城寬頻（客服電話 95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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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地的營運商與供應商主要有：

新卡購買

⾝份證
（ ⾹港 ⼈提供回鄉證或港澳台居⺠居住證）

服務熱線 

10086 

10010 

10000

電訊運營商

中國移動

中國聯通

中國電信

⾹港居⺠在內地 ⽣活，可以在內地銀 ⾏開 ⽴個 ⼈帳戶，並申請辦理網上及
⼿機銀 ⾏服務。開 ⽴個 ⼈銀 ⾏帳戶， ⼀般需要向銀 ⾏提供個 ⼈⾝份證件（回鄉證
或港澳台居⺠居住證）和 ⼯作或居住證明。

如有需要，請向各銀 ⾏查詢開 ⽴個 ⼈帳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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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VISA及M ASTERCARD也
可在 ⽀持的商戶處使 ⽤。

電訊與網路
1.7�銀 ⾏服務

中國內地的通話數據卡現採 ⽤實名制 ⽅式購買， ⾹港居⺠可持其有
效 ⾝份證明 ⽂件到各電訊營運商網點購買。 ⾹港居⺠在內地購買通話數據
卡時還須注意卡的尺 ⼨（尺 ⼨分為三種：標準卡、 M icro� Sim：俗稱 ⼩卡、
Nano�SIM）。

⼿機卡實名認證

⻑沙概況 CHAPT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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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居⺠在⻑沙辦理銀⾏卡、信⽤卡

和辦理購匯的條件和程序


⾹港居⺠辦理銀⾏借記卡和信⽤卡，⼀般需要港澳台居⺠居住證（或回鄉
證）和⼯作或居住證明。每家銀⾏的要求及辦理流程均不盡相同，可參考下表並
請先向銀⾏查詢：

銀⾏名稱 客服電話 辦理借記卡條件 辦理信⽤卡條件 辦理購匯條件

⼯商銀 ⾏

建設銀 ⾏

中國銀 ⾏

交通銀 ⾏

農業銀 ⾏

招商銀 ⾏ 

95588 

95533 

95566 

95559 

95599 

95555

港澳台居⺠居
住證或回鄉證
和 ⼯作或居住
證明（如學 ⽣
證，租房合同
等）和本 ⼈實名
的 ⼿機號碼等
⽂件

攜帶港澳台居
⺠居住證或回
鄉證， ⼯作證明
等 ⽂件 ⾄營業
廳櫃檯辦理

港澳台居⺠居
住證或回鄉證
和本 ⾏儲蓄卡

港澳台居⺠居
住證或回鄉證
和本 ⾏儲蓄卡
或現 ⾦購匯

港澳台居⺠居
住 證 或 回 鄉
證、境內收 ⼊
證明、稅務繳
納證明

各 ⼤銀 ⾏網點辦理政策有所不同，請以辦理網點政策為准；購匯有 ⼀定 ⾦額及
帳戶限制，詳細情況可諮詢各 ⼤銀 ⾏。

19 ⾹港⼈内地⽣活⼩百科 ⸺⻑沙篇 

移動 ⽀付（ ⽀付寶及微信）

移動 ⽀付普及，內地居⺠經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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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了解詳細認證流程，請參考 ⽀付寶客服中 ⼼
“港澳台 ⽤戶如何申請實名認證 ”以及微信客服實名認證
官 ⽅指引。

⻑沙概況 CHAPT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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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節假 ⽇

具體安排請參考國務院辦公廳通常在每年 12⽉發布的有關下 ⼀年的節假
⽇放假安排的通知。以下為近年的情況：

節 ⽇

元旦

春節

清明節

勞動節

端午節

中秋節

國慶 ⽇

放假天數

每年1⽉1⽇，
全國放假1天。

每年農曆正 ⽉初 ⼀⾄
正 ⽉初三，全國放假3天。

每年農曆清明節當 ⽇，
全國放假1天。

每年5⽉1⽇，
全國放假3天。

每年農曆五 ⽉初五，
全國放假1天。

每年農曆 ⼋⽉⼗五，
全國放假1天。

每年1 0⽉1⽇⾄3⽇，
全國放假3天。

放假時間

慣例是將最近的 ⼀個週末調休到1⽉
1⽇前後，總共連續休假3天。

慣例是將最近的兩個週末調休到
春節假期前後，總共連續休假7天。

慣例是將最近的 ⼀個週末調休 ⾄
清明節前後，總共連續休假3天。

慣例是將最近的兩個週末各調休 ⼀天 ⾄
5⽉1⽇前後，總共連續休假5天。

慣例是將最近的 ⼀個週末調休 ⾄
端午節前後，總共連續休假3天。

慣例是將最近的 ⼀個週末調休到
中秋節前後，總共連續休假3天。

慣例是將最近的兩個週末調休 ⾄10⽉
1⽇⾄3⽇前後，總共連續休假7天。

⻑沙概況 CHAPT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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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概述

CHAPTER�2 交通 

2.2�航空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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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花國際機場（Changsha� Huanghua� Internat ional� Airport，IATA：
CSX，ICAO：ZGHA），位於湖南省⻑沙市⻑沙縣⿈花鎮，距離⻑沙城區約為20公
⾥，為4F級⺠⽤國際機場，是中國⼗⼆⼤幹線機場之⼀、國際定期航班機場、對
外開放的⼀類航空⼝岸。機場也是實⾏72⼩時過境免簽政策的航空⼝岸。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
請參考⻑沙公安交警網站： 

http://csga.changsha.gov.cn/jjzd/
或掃描⻑沙交警微信公眾號 ⼆維碼⻑沙交警

機場客服中 ⼼服務熱線：（8 6�731） 96777

更多機場服務可查看 http://csa.hnjcjt.com/serve/118.html/

⻑沙 ⿈花國際機場現有 2座航站樓，總建築 ⾯積達 24萬平 ⽅⽶，共有兩條跑
道，2021年完成旅客吞吐量1 998萬 ⼈次，在全國排名第 ⼗⼆位，在中部六省排第
⼀位；擁有通往國內、國際（地區） 73個城市共 100餘條定期航線。於 2022年開始
擴建的 T3航站樓，預計 2024年 1⽉31⽇完 ⼯，2025年投 ⼊使 ⽤，建築 ⾯積約 50萬
平 ⽅⽶，可滿 ⾜年旅客吞吐量4 000萬 ⼈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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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2 交通 

⻑沙 ⾼鐵南站磁浮城市航站樓

航站樓位於⻑沙 ⾼鐵南站磁浮 ⾞站 ⼀樓，是全球 ⾸個磁浮城市航站樓，運
營時間為 8：30—20:30，內有 4個 ⾃助值機設備和 6個 ⼈⼯櫃檯，可在旅客乘坐航
班起 ⾶前 4⼩時 ⾄2⼩時的時間段內提供航班查詢、值機辦理、 ⾏李托運、 ⾞票銷
售等機場綜合服務。在此辦理了值機 ⼿續的乘客，可憑登機牌乘坐磁浮列 ⾞直達
機場，經過安檢，快速登機。所托運的 ⾏李也將通過 ⾏李輸送系統、專 ⽤電梯、磁
懸浮列 ⾞專 ⽤⾞廂、轉運 ⾞輛運送 ⾄機場。 

T1/T2航站樓航班資訊

中國國際航空、深圳航空、⼭東航空、成都航空、昆明航空、奧凱航空、幸福
航空、西藏航空、四川航空、⻑⿓航空、東海航空國內航班在T1航站樓運⾏，其餘
航班均在T2航站樓運⾏。

T1航站楼 T2航站楼

27 ⾹港⼈内地⽣活⼩百科 ⸺⻑沙篇 

乘客需要特別留意的是：

不受理的航空公司：南⽅航空，春秋航空，九元航空；

不受理的特殊航班業務：取消航班、港澳台地區航班、國際航班；

不受理的特殊旅客：國際中轉聯程、無⼈陪伴兒童、擔架、犯⼈、攜帶⼈體器官的
旅客、 70歲以上的⽼⼈（含 70歲）、佔座旅客等；及

不受理的特殊⾏李：武器、輪椅、活體⼩動物、⼈體器官等。

另外，托運的⾏李，每件不能超過 50公⽄，體積不能超過 53*30*88厘⽶。在 1號⼈
⼯櫃檯對⾯，航站樓還特別放置了公⽄稱，供旅客及時調整⾏李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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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國際機場常⽤電話

服務熱線： （ 86�731） 96777

失物招領： （ 86�731） 8479�9345

機場公安： （ 86�731） 8479�7110

機場海關： （ 86�731） 8479�8686

機場停 ⾞場： （ 86�731） 8479�8050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
請參考湖南機場官 ⽅網站： 

http://csa.hnjcjt.com/
或掃描湖南機場航享e+微信 ⼆維碼湖南機場航享e +

CHAPTER�2 交通 

⼊境及海關的要求

回鄉證是⾹港居⺠來往內地使⽤的通⾏證件。回鄉證在有效期內可多次使
⽤，⾹港居⺠⾸次申請回鄉證，須向⾹港中國旅⾏社提出申請。⾃ 2020年9⽉4⽇
起，疫情期間在內地居住的⾹港居⺠所持回鄉證過期，本⼈可向就近的縣級以上
公安機關出⼊境管理部⾨提交換發申請材料。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港中國旅⾏社網站： 

http://www.ctshk.com/

海關檢查⼀般會詢問是否攜帶須申報的物品，如有，則須填寫「中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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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考中華⼈⺠共和國海關總署網站： 

http://www.customs.gov.cn/

或撥打海關 12360熱線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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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交通

磁浮快線

磁浮⾼鐵站上⾞經過2站,到達磁浮機場站，步⾏約810⽶，到達⻑沙⿈花國
際機場。

CHAPTER�2 交通 

機場⼤巴市內線路（市區發⾞）

時刻表 ⾞站 運 ⾏⽅向 ⾸班 ⾞ 末班 ⾞ 

Cf005

磁懸浮 ⾼鐵站 磁懸浮 ⾼鐵站往機場 ⽅向 7： 00 22： 00

磁懸浮㮾梨站
磁懸浮㮾梨站往 ⾼鐵 ⽅向 7： 09 22： 39

磁懸浮㮾梨站往機場 ⽅向 7： 07 22： 07

磁懸浮機場站 磁懸浮機場站往 ⾼鐵 ⽅向 7： 00 22： 30

溫馨提 ⽰：為滿 ⾜乘客出 ⾏需求，提升“空鐵聯運 ”效率，
每 ⽇19： 00-22： 30⾼鐵站和機場站發出的列 ⾞在㮾梨站不停站通過。

⽕⾞站（ ⼭⽔時尚酒店：
原⺠航酒店）—宇成朝陽
酒店 —機場

⾸班05： 00
末班22： 30

5-20分鐘/班 40分鐘 (86�731)8412�9201

汽 ⾞南站 —機場 ⾸班08： 00
末班18： 00

30分鐘/班 55分鐘 (86�731)8522�4349

汽 ⾞西站 —機場 ⾸班07： 30
末班18： 30

20-30分鐘/班 70分鐘

公共汽 ⾞

線路 ⾸末班時間 發 ⾞間隔 ⾏駛時間 諮詢電話

機場巴⼠

機場始發的機場⼤巴從T2始發，經停T1，⾏駛時間約5分鐘；市內⼤巴到達
機場後皆先停靠T2，再⾄T1。

機場⼤巴市內線路（機場發⾞） 諮詢電話： (86�731)8479�8076

編號 線路 ⾸末班時間

114路 ⿈花機場 ⾸末站 —⻑沙 ⽕⾞站 ⾸班�06： 20末班�19： 00

X123路 臨空南路 ⼝—錦泰廣場 ⾸班�07： 00末班�19： 00

X301路 ⿈花機場 ⾸末站 —星沙汽 ⾞站 ⾸班�06： 30末班�19： 00

線路 � ⾸末班時間 � 發 ⾞間隔

機場 —運達中央廣場（⻑沙 ⼤道
地鐵 ⼝）—⾼橋南 ⼤⾨—⽕⾞站
（ ⼭⽔時尚酒店：原⺠航酒店）

��⾸班� 7：30末班為
最後 ⼀個航班到達 � 

15-20
分鐘/班

機場 —⾼鐵站（經停）
—汽 ⾞南站��

⾸班� 08：00
汽 ⾞南站末班� 18：00
⾼鐵站末班� 19：30� 

30分鐘/班

機場 —汽 ⾞西站（經停廣電） � ⾸班� 08：00
末班� 19：00� 

20-30
分鐘/班

XT30路/星通30路 ⿈花機場⾸末站—星沙東⼀路站 ⾸班�06：30末班�19：00

計程⾞服務站

T1計程⾞上客區位於到達廳３號⾨出⼝，是機場規定的計程⾞唯⼀上客區域。
T2計程 ⾞上客區位於到達廳�5�號 ⾨出 ⼝，是機場規定的計程 ⾞唯 ⼀上客區域。

如發現在計程 ⾞上駕駛員有不計表、拒載、叫 ⾼價等 ⾏為，

可及時撥打⻑沙市客運管理局服務監督電話（ 86�731） 8430�3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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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鐵路交通

⻑沙是中國鐵路運輸樞紐城市，⻑沙⾄國內所有省會城市均有列⾞到達。
⻑沙有三個⽕⾞站，分別為⻑沙站、⻑沙南站和⻑沙西站。⼀般⽕⾞都停在⻑沙
站，⾼鐵停⻑沙南站。⻑沙西站途經線路為⻑株潭城際鐵路和烏⼭聯絡線，於
2020年5⽉進⾏站改擴建⼯程，預計2025年建成並投⼊使⽤。乘客在購票及乘⾞
前須注意其乘坐班次的站點。

CHAPTER�2 交通 

廣深港⾼鐵⾹港段

2018年9⽉23⽇，廣深港⾼鐵⾹港段通⾞，這標誌著⾹港特區正式加⼊國家
⾼鐵網路，步⼊⾼鐵新時代。廣深港⾼速鐵路⾹港段是中國廣深港⾼速鐵路位於
⾹港的部份，起於⾹港西九⿓站，⽌於⾹港與深圳的邊境，總⻑26公⾥。

⾹港西九⿓總站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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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登⾞後無需再下⾞進⾏邊檢，不⽤過關排⻑隊，⼤⼤節省過
關時間。除福⽥、深圳北、⻁⾨和廣州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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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
請掃描 ⼆維碼下載鐵路1 2306APP。

铁路1 2306APP

⽬前來往 ⾹港西九 ⿓站和⻑沙南站的直達 ⾼鐵每天來回程各三班，最快的
⾏⾞時間只需3⼩時17分鐘。

⽬前鐵路購票實 ⾏實名制， ⾹港居⺠須憑回鄉證或港澳
台居⺠居住證購買 ⾞票。乘客可于 ⾞站或通過電話（購票或

諮詢熱線： 1 2 3 0 6）、網上（中國鐵路客戶服務中 ⼼網站： 

http://www.12306.cn/）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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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潭城際鐵路

⻑株潭城際鐵路是連接⻑沙、株洲、湘潭三個城市群的城際快速鐵路，於
2016年底通⾞運⾏，每班列⾞最⼤載客約為2000⼈。城際鐵路全⻑105公⾥，共
設24站。�

CHAPCHAPTER�TER�22 交交通通 

“湘⾏⼀卡通”APP

湘⾏⼀卡通”APP：APP下⽅最中⼼有⼀個“乘⾞碼”，點擊進⼊後出現⼀個
⼆維碼，右下⻆“充值”提⽰可以選擇的充值⾦額從2元、5元到100元不等。充值
完成之後，只要公⾞上的刷卡機具已經更換完成，就可以使⽤⼆維碼掃碼乘⾞
了。並且⼆維碼⽀付和⽤公⾞卡⼀樣，可以享受現⾏的優惠折扣，不需要繳納押
⾦。

2.4�公共交通服務

潇湘卡�和“� 湘⾏⼀卡通”APP

⾃2019年5⽉1⽇起，⻑沙市軌道交通、⻑沙市交通集團服務網點對外停發現
有普通儲值卡，統⼀對外發⾏瀟湘卡。

“瀟湘卡”採取實名制，⾹港居⺠可攜帶回鄉證原件在全市363個網點辦理和
充值，持卡可乘坐公交地鐵並享受折扣，可乘坐全國已加⼊“交通融合”⼀卡通城
市的公共交通，未來還可⽤於⽇常⽣活⽀付。購買時無須繳納押⾦，只需⽀付⼯
本費10元。除了實體卡之外，還可以通過下載瀟湘⼀卡通APP在線領取電⼦卡。

潇湘卡

瀟湘⼀卡通APP

詳情可致電瀟湘卡客服熱線：
（86�731）81858000
或查詢⻑沙城市⼀卡通： 
http://www.xxk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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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CHAPTER�2

地鐵（軌道交通）

⻑沙 ⽬前已開通運營的地鐵線路有 6條。

⻑沙地鐵營運時間為：上午6： 30⾄下午11： 00。

地鐵線路 路線 狀態

1號線

2號線

3號線

4號線

5號線

6號線

7號線

⼀期

北延
⼀期

⼀期

西延
⼆期

⼀期

⼀期

北延
⼀期
⼀期

北延
⼀期

南延
⼀期

⼀期

东延
⼀期

⼀期

開福區政府 ⸺尚雙塘

彩霞路站 ⸺開福區政府站

光達 ⸺梅溪湖西

⾦橋站 ⸺梅溪湖西站

⼭塘 ⸺廣 ⽣

罐 ⼦嶺 ⸺杜家坪
⽩⾺巷站 ⸺普瑞 ⼤道站
（現罐 ⼦嶺站）
⽔渡河 ⸺⽑⽵塘

緯三路站 ⸺蟠 ⿓路站

⼤托東站 ⸺時代陽光 ⼤道站

謝家橋 ⸺⿈花國際機場

西航站區站 ⸺⿈花機場東站

云塘站 �汽⻋东站

已開通

開 ⼯時間：2019年，
預計通 ⾞時間：2023年

已開通

開 ⼯時間：2021年，
預計通 ⾞時間：2025年

已開通

已開通

預計開 ⼯時間：2023年

已開通

開 ⼯時間：2022年，
預計通 ⾞時間：2024年

開 ⼯時間：2022年，
預計通 ⾞時間：2024年

已開通

開 ⼯時間：2020年1 0⽉，
預計通 ⾞時間：2024年1 0⽉

開 ⼯時間：2021年1 2⽉24⽇，
預計通 ⾞時間：2027年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沙市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網站 

http://www.hncsmtr.com/
或 ⾄⼿機應 ⽤商店下載⻑沙地鐵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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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2 交通 

磁懸浮列⾞

⻑沙磁浮快線，是服務於湖南省⻑沙市的⼀條城市軌道交通線路，是中國
⾸條擁有完全⾃主知識產權的中低速磁浮鐵路，於2016年5⽉6⽇開通運營，標
誌⾊為粉⾊。

⻑沙磁浮快線起於磁浮⾼鐵站，途經⻑沙市⾬花區和⻑沙縣，連接⻑沙南
站和⻑沙⿈花國際機場，⽌於磁浮機場站，⼤致呈東西⾛向。

截⾄2021年7⽉，⻑沙磁浮快線線路全⻑18.55公⾥，全程⾼架鋪設；設⾞站
3座，預留⾞站2座；列⾞採⽤3節編組，設計速度為每⼩時100公⾥和140公⾥。⻑
沙磁浮快線是中國國內第⼀條⾃主設計、⾃主製造、⾃主施⼯、⾃主管理的中低
速磁懸浮，是湖南省踐⾏“⼀帶⼀路”的重點項⽬，其開通標誌著⻑沙成為中國第
⼆個開通磁懸浮的城市。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
請參考⻑沙市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網站： 

http://www.hncsmt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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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公交）

⻑沙有覆蓋全市的公 ⾞網路。城區公 ⾞費通常為 2元，使 ⽤湘 ⾏⼀卡通刷卡
可享受 7折優惠。遠郊區公 ⾞按路線⻑短收費。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沙公交網站： 

http://changsha.gongjiao.com/
或通過 ⼿機地圖APP，隨時隨地查詢各公交 ⾞的實時位置、上下 ⾏⽅向等資訊。

的⼠（出租⾞）

為⽅便乘客，⻑沙城市道路內、賓館飯店、商務中⼼、醫院、居⺠社區周邊等
公共場所都設有計程⾞停⾞站。乘客還可以通過電話約⾞、網路約⾞等⽅式預約
計程⾞。

⻑沙市計程⾞統⼀電召平台為：（86�731）8439�0000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
請參考⻑沙市交通運輸局網站： 

http://jtysj.changsh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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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客運

⻑沙市區⽬前有以下主要的⻑途汽⾞站，如需購票或諮詢其他業務均可撥

打統⼀客服電話： （86�731）�96228�，購票需持有效⾝份證件。

CHAPTER�2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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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區、商業區及其它公
共服務區域採⽤分時租賃模式提供單⾞共⽤服務。共享汽⾞的運營模式與共享
單⾞類似，⽬前⻑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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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名稱 � 地址

⻑沙汽 ⾞東站 � ⻑沙市遠 ⼤⼀路 1021號

⻑沙汽 ⾞南站 � ⻑沙市中意路 811號

⻑沙汽 ⾞西站 � ⻑沙市楓林三路 49號

⻓沙市黎托 ⾼速⻋站 � ⻑沙市 ⾬花區湘秀路與花侯路交叉 ⼝東北 100⽶

⻑沙星沙汽 ⾞站 � ⻑沙市⻑沙縣天華路 4號

⻑途中 ⼼⾞站 � ⻑沙市芙蓉區 ⼋⼀路

網約 ⾞

網約 ⾞是網路預約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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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程 ⾞、專 ⾞、順 ⾵⾞、代駕等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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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駕駛者資訊

駕駛證

⾹港居⺠在內地駕駛機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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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港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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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港居⺠在內地⼀般通過駕校報名，進⾏
相關訓練與考試。持⾹港地區核發的駕照的⾹港居⺠，符合公安部⾨規
定的駕駛許可條件（包括年齡、⾝體條件等），且取得該駕駛證時在⾹港
⼀年內累計居留九⼗⽇以上，可以申請對應准駕⾞型的內地機動⾞駕
駛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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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考湖南省交通安全綜合服務管理平台： 

https://hn.122.gov.cn/

或撥打諮詢電話：（ 86�731） 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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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居⺠，可向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 ⾨申請臨時機動 ⾞駕
駛許可。

CHAPTER�2 交通 

⾹港駕駛證換內地駕駛證所需資料

⾹港⾝份證；

駕駛證原件（需在有效期之內）；

港澳台居⺠居住證或境外⼈員臨時住宿登記表；

《港澳居⺠來往內地通⾏證》；

駕駛⼈體檢表；及

⽩底⼀⼨彩照2張。

將相關資料交到受理窗⼝辦理，並預約《科⽬⼀》考試。

⾹港駕駛證換內地駕駛證辦公地點

⻑沙⾞管所直屬分所
地點：河西交警⼤樓裙樓⼀樓⾞管⼤廳。

辦公時間：星期⼀⾄星期五：8:00--12:00,14:00--17:30，
���������������������週六、⽇、法定節假⽇休息。

諮詢電話：（86 �731）88878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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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限⾏

⻑沙⽬前⼩型⾞輛沒有⻑期的限⾏規定，只有在每年的9⽉22⽇“世界無⾞ 

⽇”，會在芙蓉路、勞動路、湘江路、五⼀路合圍區域範圍內的道路實施全封閉交
通管制措施（具體安排在限⾏前公佈），禁⽌機動⾞通⾏。

⻑沙交警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
請參考湖南省交通安全綜合服務管理平台： 

https://hn.122.gov.cn/
或關注⻑沙交警微信公眾號。

ETC卡

電⼦不停⾞收費系統（Electron icTollCollectionSystem，簡稱ETC），是通
過“⾞載電⼦標籤+IC卡”與ETC⾞道內的微波設備進⾏通訊，實現⾞輛不停⾞⽀
付⾼速公路通⾏費功能的全⾃動收費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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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幣現⾦⽀付。

CHAPTER�2 交通 

汽⾞年檢

⻑沙試⾏⾮營運轎⾞等⾞輛6年內免檢政策,免檢⾞輛只需每2年到公安交
通管理部⾨申領檢驗合格標誌，申領檢驗合格標誌不再查驗機動⾞。6年免檢的
⾞主仍需按照相關規定到交管部⾨窗⼝領取或通過“交管12123”APP在線申領
免檢合格標誌。

汽⾞年檢需要的資料主要為：
回鄉證或港澳台居⺠居住證、機動⾞⾏駛證、機動

⾞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交強險）憑證原件及單據、
保險卡及⾞船稅收據。

交管1 2123APP

購 ⾞

⾹港居⺠在⻑沙購 ⾞須提供回鄉證和境外 ⼈員臨時住宿登記表或港澳台
居⺠居住證，確認購 ⾞後憑藉以上證明辦理⻑沙市機動 ⾞牌照。

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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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 ⾞優惠政策

購買列 ⼊《免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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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環保認證和汽 ⾞年檢是購 ⾞後必須辦理
的步驟。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
請參考湖南省交通安全綜合服務管理平台： 

https://hn.122.gov.cn/

或撥打諮詢電話：（ 86�731） 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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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

如 ⾹港居⺠在⻑沙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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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或「1 22」
報警，由交警調解處理。交警可按照簡易程序處理交通事故，處理常式包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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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交通事故認定書；及

當場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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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應該⽴即通知保險公司並根據相關法規、規章處理及索賠、賠付。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
請參考⻑沙公安交警網站： 

http://csga.changsha.gov.cn/jj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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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緊急聯繫 

C H A P T E 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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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緊急聯繫 ⽅式 � 

3.3�遺失證件或財物 � 

3.4�涉案：被拘留或逮捕 � 

3.5�死亡及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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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聯繫 CHAPTE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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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居⺠提供協助，並會為
⾝在內地的 ⾹港居⺠提供 ⾹港特區護照換領服務。

3.2�緊急聯繫 ⽅式

⾹港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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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1 19」、「1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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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名稱

報警電話

⽕警電話

道路交通事故報警

急救電話

電話 

110 

119 

122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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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
（駐武漢辦）。

⾹港 ⼈内地 ⽣活 ⼩百科 ⸺⻑沙篇 51 ⾹港 ⼈内地 ⽣活 ⼩百科 ⸺⻑沙篇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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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在外⾹港居⺠⼩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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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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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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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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

⼊境事務組（辦公時間內）
電話：（ 86�10） 6657�2880內線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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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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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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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3 緊急聯繫 

⾹港特區政府可以和不能夠提供的協助

⾹港居⺠⾝處內地時，特區政府可以提供的協助包括：

如⾹港居⺠遺失了⾝份證明⽂件，可為當事⼈簽發⼊境許可證以便返回⾹港；
如⾹港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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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港居⺠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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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拘留或逮捕的通知，把情況轉告當事⼈
在港的親屬；
應⾹港居⺠親友的要求，就當事⼈被拘留或逮捕的個案，向內地執法機關了解
情況；
應⾹港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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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遺失證件或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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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居⺠提供協助時，不能 ⼲涉
內地的司法制度及 ⾏政運作；

不能袒護 ⾹港居⺠的違法 ⾏為、不能為 ⾹港居⺠開脫罪責；

不能協助 ⾹港居⺠在住院治療、羈押或服刑期間獲得 ⽐內地居⺠較佳的
待遇；及

不能代 ⾹港居⺠ ⽀付酒店、律師、醫療及交通等的費 ⽤或其他款項。

遺失證件 

⾹港居⺠如在內地遺失⾹港⾝份證及回鄉證，應向當地公安機關報失⾝份
證明⽂件並索取報失證明及向當地出⼊境管理處申請《出⼊境通⾏證》（「臨
通」）。倘若當事⼈在遺失⾝份證明後需要協助返回⾹港，可聯絡⼊境處、駐京
辦、駐粵辦、駐滬辦、駐成都辦或駐武漢辦尋求協助。特區政府會因應個別個案的
情況，提供協助及相關的資訊。其中，駐京辦、駐滬辦、駐粵辦可為遺失⾹港⾝份
證⽂件的⾹港居⺠簽發⼊境許可證，以便他們返回⾹港。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公安部出⼊境管理局網站： 

https://www.nia.gov.cn/
或諮詢⾹港中國旅⾏社深圳辦事處[地址：深圳市羅湖⼝岸2樓出境⼤廳B內-10，

電話：（86�755）8234�7136]。

遺失財物

⾹港居⺠如在內地遺失財物應 ⾸先向就近的公安派出所報失，取得遺失證
明。如急需返回 ⾹港，可聯絡 ⼊境處、駐京辦、駐粵辦、駐滬辦、駐成都辦或駐武
漢辦尋求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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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友未能即時給予援助，駐京辦、駐粵辦、駐
滬辦、駐成都辦或駐武漢辦會按個別情況考慮墊付合適的款項協助當事 ⼈盡快
返港，惟當事 ⼈必須書 ⾯承諾會盡快悉數清還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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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3 緊急聯繫 

3.4�涉案：被拘留或逮捕

⾹港居⺠在內地因涉及刑事案件 ⽽被拘留或逮捕 ⽽需要尋求協助時，可聯
絡 ⼊境處、駐京辦、駐滬辦、駐粵辦、駐成都辦或駐武漢辦尋求協助。

特區政府可為當事 ⼈或其家屬提供以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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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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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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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法律體系介紹」
部分。⾹港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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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與案件有關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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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死亡及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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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港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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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港居⺠在內地去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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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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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港居⺠內地就業的形式

CHAPTER�4 就業 

4.3�⻑沙海外 ⾼層次 ⼈才引進計劃

⾹港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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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單位應當與其直接僱⽤的⾹港居⺠
簽訂勞動合同；

在內地從事個體經營的⾹港居⺠；及

境外或港澳台地區單位向內地單位派遣⾹港居⺠：受境外單位派遣的⾹港居⺠，
不需要與接受派遣的境內單位建⽴勞動關係，但境外單位須出具派遣證明，且境
外單位要與境內單位簽訂派遣協定。

⻑沙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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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芙蓉⼈才計劃」、市「 3635計劃」、中國（湖南）⾃由貿易試
驗區⻑沙⽚區⾼層次⼈才引進計劃等。引進緊缺急需和戰略型⼈才，按照國家及
省市的有關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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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了解更多⻑沙市⼈才引進計劃具體內容，
請參考⻑沙市⼈⼒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網站：http://rsj.changsha.gov.cn/

4.2�就業條件

⾹港居⺠在內地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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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委託求職中介機構。

內地 ⽤⼈單位擬僱 ⽤或者接收被派遣的 ⾹港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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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效證件（回鄉證或港澳台居⺠居住證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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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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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就業證

4.6�社會保險

依據 2011年 7⽉開始實施的《中華 ⼈⺠共和國社會保險法》（ 2018年 12⽉
29⽇最新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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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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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確列出，避免 ⼝頭承諾。

2022年⻑沙社保繳費 ⽐例與基數 ⼀覽表（貨幣單位：元）

類型 最低繳
費基數

最 ⾼繳
費基數

單位承
擔 ⽐例

個 ⼈承
擔 ⽐例

單位最
低 ⾦額

個 ⼈最
低 ⾦額

單位最
⾼⾦額

個 ⼈最
⾼⾦額

基本
養 ⽼保險

基本
醫療保險

（含 ⽣育保險）

失業保險

⼯傷保險

⼤病醫療 

3604 

3276 

3604 

3604 

18018 

16380 

18018

按實際
⼯資
繳納 

16% 

8.7% 

0.70% 

0.56%-
2.16% 

8% 

2.0% 

0.30% 

576.64 

285.01 

25.23 

20.18 

288.32 

65.52 

10.81 

2882.88 

1425.06 

126.13 

1441.44 

327.6 

54.05

個 ⼈繳費1 0.83/⽉ 10.83 10.83

⼩計

合計 

907.06 375.48 4434.07 1833.92 

1282.54 6267.99

如欲了解社會保險的詳情，

就業 CHAPTER�4

2018年7⽉2 8⽇起，⾹港居⺠在 ⼤陸就業不再需要辦理《就業證》。在 ⼤陸求
職、就業的 ⾹港居⺠，可使 ⽤港澳台居⺠居住證、回鄉證等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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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就業的證明材料。

4.5�勞動合同條款

請參考湖南省⼈⼒資源和社會保障廳服務網站： 
險福利。對於企業僱⽤的⾹港居⺠員⼯，企業亦應當為其辦理社會保險。 http://rst.hun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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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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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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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交納房租。

2017年1 1⽉28⽇，住房城鄉建設部、財政部、 ⼈⺠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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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規定限額內的部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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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戶餘額。

如欲了解公積 ⾦的詳情，
請參考⻑沙住房公積 ⾦管理中 ⼼網站： 

http://gjjzx.changsha.gov.cn/

或撥打服務熱線： 1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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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其它福利

⾹港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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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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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類別

年假

病假

婚假

產假

喪假

探親假

獨 ⽣⼦⼥
護理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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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節假 ⽇、休息 ⽇不計 ⼊年休假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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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法定結婚年齡(⼥20周歲，男22周歲)結婚的，可享受3天婚假；
符合晚婚年齡(⼥23周歲，男25周歲)的，不再享受晚婚假獎勵，只有
3天法定婚假。

根據國務院規定，⼥職 ⼯⽣育正常給假98個 ⽇曆 ⽇；難產的增加15個
⽇曆 ⽇； ⽣育多胞胎的，每多 ⽣育1個嬰兒，可增加15個 ⽇曆 ⽇。
根據《湖南省 ⼈⼝與計劃 ⽣育條例》，符合法定 ⽣育條件的夫妻， ⼥⽅
除享受國家規定的產假外增加產假60個 ⽇曆 ⽇，男 ⽅享受護理假
20個 ⽇曆 ⽇；在 ⼦⼥三周歲以內，夫妻雙 ⽅每年均可享受10個 ⽇曆
⽇育兒假。
產假期間的 ⽣育津貼，對已經參加 ⽣育保險的，由 ⽣育保險基 ⾦⽀付；
對未參加 ⽣育保險的，由 ⽤⼈單位 ⽀付；
根據《湖南省 ⼥職 ⼯勞動保護特別規定》，⼥職 ⼯懷孕未滿2個 ⽉終 ⽌
妊娠的，享受15天產假;懷孕滿2個 ⽉未滿4個 ⽉終 ⽌妊娠的，享受30天
產假;懷孕滿4個 ⽉未滿7個 ⽉終 ⽌妊娠的，享受42天產假;懷孕滿7個 ⽉
終 ⽌妊娠的，享受75天產假。

職 ⼯的直系親屬(⽗⺟、配偶和 ⼦⼥）死亡時，可以根據具體情況，
由單位酌情給予1 -3天的喪假。

職 ⼯⼯作滿1年，與配偶不住在 ⼀起，⼜不能在公休假 ⽇團聚的，可以
享受探望配偶的假期待遇（每年1次，假期30天）；
與 ⽗親、⺟親都不能住在 ⼀起，⼜不能在公休假 ⽇團聚的，可以享受
探望 ⽗⺟的假期待遇（未婚職 ⼯每年1次，假期20天；已婚職 ⼯每4年
1次，假期20天）；
親假期包括公休假 ⽇和法定節 ⽇在內。
獨 ⽣⼦⼥⽗⺟年滿 16周歲，因病住院治療期間，其 ⼦⼥每年可累計
享受 15天的獨 ⽣⼦⼥⽗⺟護理假，視為出勤。

如欲了解休假及其它福利詳情的，請參考湖南省 ⼈⼒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網站： 

http://rst.hun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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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資薪 ⾦與個 ⼈所得稅

⾹港居⺠從內地取得的 ⼯資薪 ⾦，根據《中華 ⼈⺠共和國個 ⼈所得稅法》、
《中華 ⼈⺠共和國個 ⼈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等相關規定應繳納個 ⼈所得稅。

如果 ⾹港居⺠在內地從事受僱的活動取得的報酬，同時滿 ⾜以下三個條
件：（ 1）在有關納稅年度開始或終了的任何 12個 ⽉中在內地停留連續或累計不
超過 183天；（ 2）該項報酬由並 ⾮內地居⺠的僱主 ⽀付或代表該僱主 ⽀付；（ 3）該
項報酬不是由僱主設在內地的常設機構所負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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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其取得的報酬不需要在內地繳納個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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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ird.gov.hk/

國家稅務總局網站： http://www.chinatax.gov.cn/

其次，根據個 ⼈實際在內地居住時間以及有無住所確定納稅義務（ ⾒下表）：

在華居住
天數

無住所且在
華居住
2天數 ≤90天

無住所且 
90天<在華居
住天數< 183天

無住所且 
183天 ≤在華
居住天數
（未超過

3連續六年 ）

無住所且 
183天 ≤在華居
住天數

（超過連續六年
且無符合條件

4的離境 ）

有住所

中國境內所得 
1（境內 ⼯作期間）

境內
⽀付 境外 ⽀付 境內

⽀付
境內
⽀付

中國境外所得
（境外 ⼯作期間） 通 ⽤公式

（當 ⽉⼯資薪 ⾦收 ⼊額）

徵稅

徵稅

徵稅

徵稅

徵稅

免徵；
適 ⽤《內地 —
⾹港稅收安排》
中董事條款的
⾼管需要徵稅。

徵稅

徵稅

徵稅

徵稅

不徵

不徵

徵稅

徵稅

徵稅

徵稅

徵稅

免稅

不徵

不徵

當 ⽉境內外 ⼯資薪 ⾦總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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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 ⽉境內外 ⼯資薪 ⾦總額 ×
（當 ⽉境內 ⼯作天數 ÷當 ⽉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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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 ⽉境內外 ⼯資薪 ⾦總額

當 ⽉境內外 ⼯資薪 ⾦總額

若不符合上述條件，則 ⾹港居⺠取得的 ⼯資薪 ⾦應當 ⾸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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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 CHAPTE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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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 CHAPTER�4

⼯資薪 ⾦的個稅依照超額累進稅率計算。 ⾹港居⺠在內地取得的 ⼯資薪
⾦，在扣除每 ⽉費 ⽤標準額度後，由 ⽤⼈單位代扣代繳個稅。此外，對 ⾹港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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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補貼、洗 ⾐費、到內地
任職或離職取得的搬遷收 ⼊、境內外出差補貼、個 ⼈語 ⾔培訓費以及 ⼦⼥教育費
補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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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居⺠在內地設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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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境內 ⼯作期間按照個 ⼈在境內 ⼯作天數計算，包括其在境內的實際 ⼯作
⽇以及境內⼯作期間在境內、境外享受的公休假、個⼈休假、接受培訓的天數。在
境內、境外單位同時擔任職務或者僅在境外單位任職的個⼈，在境內停留的當天
不⾜24⼩時的，按照半天計算境內⼯作天數；

2.無住所個⼈⼀個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境內累計居住天數，按照個⼈在中國
境內累計停留的天數計算。在中國境內停留的當天滿24⼩時的，計⼊中國境內
居住天數，在中國境內停留的當天不⾜24⼩時的，不計⼊中國境內居住天數；

3.此前六年的任⼀年在中國境內累計居住天數不滿183天或者單次離境超
過30天，此前六年，是指該納稅年度的前⼀年⾄前六年的連續六個年度，此前六
年的起始年度⾃2019年（含）以後年度開始計算；

4.此前六年在中國境內每年累計居住天數都滿183天⽽且沒有任何⼀年單
次離境超過30天。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請參考國家稅務總局網站： 

http://www.chinatax.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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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市稅務局

如欲了解⼯資、薪⾦個⼈所得稅的更多具體規定，
請參考⻑沙市稅務局網站： 

http://www.csgtax.gov.cn/
或掃描⻑沙市稅務局微信⼆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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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沙市主要 ⼯業園區產業功能分區

國家級園區

園區名稱 產業功能分區

⻑沙 ⾼新區

⻑沙經開區

寧鄉經開區

瀏陽經開區

望城經開區

主導產業

特 ⾊產業

主導產業

特 ⾊產業

主導產業

特 ⾊產業

主導產業

特 ⾊產業

主導產業

特 ⾊產業

建設智慧裝備製造為主的智慧製造產業 ⽰範區

建設互聯網產業為主的電 ⼦資訊產業集聚區

建設新能源與節能環保產業集聚區

建設 ⼯程機械先進裝備製造業為主的智慧製造產業 ⽰範區

建設汽 ⾞及零部件產業為主的汽 ⾞產業集聚區

建設積體電路產業為主的電 ⼦資訊產業集聚區

建設智慧家電等先進裝備為主的智慧製造產業 ⽰範區

建設新材料產業集聚區

建設⻝品飲料產業為主的安全⻝品 ⽰範區

建設 ⽣物醫藥為主的國家 ⽣物醫藥產業基地

建設智慧終端機為主的電 ⼦資訊產業集聚區

建設保健⻝品產業集聚區

建設有 ⾊⾦屬精深加 ⼯為主的先進製造業集聚區

建設⻝品產業為主的⻝品加 ⼯業集聚區

建設“⼤智物雲 ”產業為特 ⾊的電 ⼦資訊產業集聚區

園區名稱 產業功能分區

主導產業

特 ⾊產業

省級園區

隆平 ⾼科技園

⾬花經開區

天 ⼼經開區

⾦霞經開區

寧鄉 ⾼新區

建設現代農業和 ⽣物育種為主的“中國種業矽 ⾕”

建設總部經濟為特 ⾊的現代 ⽣產性服務集聚區

建設新能源汽 ⾞及零部件產業集聚區

建設 ⼈⼯智能及傳感器（含數控機床）產業集聚區

建設 ⼤數據、地理信息等數字經濟產業集聚區

建設 ⼈⼒資源服務產業集聚區

建設 ⽂化廣告產業集聚區

建設智慧物流產業集聚區

建設消費類電 ⼦產品智能製造產業集聚區

建設 ⼯程機械等先進裝備為主的智慧製造產業 ⽰範區

建設儲能新材料產業集聚區

主導產業

特 ⾊產業

主導產業

特 ⾊產業

主導產業

特 ⾊產業

主導產業

特 ⾊產業

建設檢驗檢測認證產業集聚區

建設新 ⼀代資訊技術產業集聚區

主導產業

特 ⾊產業
岳麓 ⾼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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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外商投資環境

近年內地逐步取消了原有的內外資差別待遇，取 ⽽代之的是針對國家 ⿎勵
發展 ⾏業和領域的產業導向優惠政策。內地對於外商投資實施審批制度，某些特
殊關鍵 ⾏業仍不對外資開放。然 ⽽，內地政府近來 ⼀直努 ⼒簡化外商投資項 ⽬的
流程，根據《修改 〈中華 ⼈⺠共和國外資企業法 〉等四部法律的決定》和《外商投
資企業設 ⽴及變更備案管理暫 ⾏辦法》，結合我省實際將不涉及特別管理措施的
外商投資企業的設 ⽴及變更由審批改為備案管理，充分體現了政府部 ⾨簡政放
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改 ⾰⽅向，旨在為外商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
請參考⻑沙市商務局網站： 

http://swt.changsha.gov.cn/
或掃描⻑沙商務微信 ⼆維碼。⻑沙商務

區縣市 主要產業分佈

天 ⼼區

天 ⼼區是⻑沙百年商賈繁榮的起源地和聚集區，有百年 ⽼字號 ⼤⼩
20多家，特 ⾊產業街區10條，還有各類 ⼤型城市綜合體等等。重點聚
焦數字產業，推動經濟數字化、 ⽣活數字化、治理數字化，做 ⼤做強
“天 ⼼數 ⾕”，打造全國有影響 ⼒的數字強區。加快現代 ⾦融、 ⽂化廣
告、 ⼈⼒資源、商貿物流等產業轉型升級。

岳麓區位於“⼀帶 ⼀路 ”核 ⼼區域，匯集國家級湖南湘江新區、全國
兩型社會綜合配套改 ⾰試驗區、國家 ⾃主創新 ⽰範區三 ⼤戰略平
台，是⻑沙轉型創新發展的“西引擎 ”“西 ⾼地 ”。壯 ⼤特 ⾊產業，發展
檢驗檢測、 ⼈⼯智能、先進製造業和軟件與信息技術產業。育優主導
產業，推動 ⾦融聚能，深化 ⽂旅融合和升級商貿服務。坐落於此的岳
麓 ⼭⼤學科技城於 2020年 4⽉獲批成⽴，總 ⾯積 33.97平 ⽅公⾥，簇
擁中南 ⼤學、湖南 ⼤學、湖南師範 ⼤學等 ⾼校院所 7所，國家級科技
創新平台 2 4個、省部級科技創新平台 30 7個，匯聚了“兩院 ”院 ⼠
3 2名、⻑江學者 8 0名、國家傑⻘ 5 9名、國家重點 ⼈才計劃 ⼊選者
60名；在校 ⼤學 ⽣26.8萬 ⼈，是湖南省 ⾃主創新策源地、科技成果轉
化地、 ⾼端 ⼈才集聚地。

岳麓區

⻑沙各區主要產業分佈

區縣市 主要產業分佈

芙蓉區

芙蓉區是全省 ⾦融中 ⼼、商務中 ⼼、消費中 ⼼，第三產業發達佔經濟
總量 ⽐重達 87%。以省 ⾦融創新特 ⾊產業園為載體， ⼤⼒發展現代
⾦融產業。以打造區域性國際消費中 ⼼為引領， ⼤⼒發展 ⾼端商貿
產業。以 ⾼端商務樓宇為載體， ⼤⼒發展商務服務產業。以“⼀園四
區 ”為 ⽀撐， ⼤⼒發展數字產業。以袁家嶺中央 ⽂化區為重點， ⼤⼒
發展 ⽂化產業。以創建國家區域醫療中 ⼼為契機， ⼤⼒發展 ⽣命健
康產業。以岳麓 ⼭實驗室為平台，⼤⼒發展 ⽣物育種產業。

開福區

開福區是⻑沙推進“⼤城北 ”戰略的核 ⼼區域，始終堅持三 ⾦（ ⾦霞
經開區、 ⾦鷹 ⽂化區、 ⾦融商務區）帶動，進 ⼀步優化產業 ⽣態，集中
⼒量提升視頻 ⽂創、智能製造、現代物流、 ⾦融商貿四 ⼤⽀柱產業，
打造具有全國影響 ⼒的千億級專業化產業集群。於此的 ⾺欄 ⼭視頻
⽂創產業園圍繞數字視頻內容 ⽣產這 ⼀核 ⼼，形成數字視頻創意、
研發、 ⽣產、推廣� 、展 ⽰、體驗、投資、交易、教育培訓、設計與場景式
服務、 �數據服務等上下游產業鏈條縱深延展、配套產業充分發育、協
同發展的數字視頻全產業鏈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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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城區

望城區是雷鋒家鄉， 2011年 5⽉撤縣設區，是⻑沙最年輕的城區。望
城是⻑沙 ⾯積最 ⼤的城區，也是國家級湘江新區的重要板塊。望城
集中 ⼒量提升新材料先進製造、⻝品醫藥、智能終端兩主 ⼀特 ⽀柱
產業，推進 ⾼端化、品牌化、特 ⾊化發展，全 ⾯提升產業層次和核 ⼼
競爭 ⼒，努 ⼒將智能終端打造成為千億級產業集群，將新材料、⻝品
醫藥打造成為五百億級產業集群。

⻑沙縣

寧鄉市

瀏陽市

⻑沙縣處於⻑株潭“兩型社會 ”綜合配套改 ⾰試驗區的核 ⼼地帶，是
全國18個改 ⾰開放典型地區之 ⼀，是湖南構建“⼀核兩副三帶四區 ”
格局中⻑株潭核 ⼼增⻑極的關鍵 ⽀撐點、先進製造業發展的重要
地、中國（湖南） ⾃由貿易試驗區⻑沙 ⽚區的主陣地。⻑沙縣 ⼯業發
達，發展強勁。形成“兩主 ⼀特 ”產業發展佈局， ⼯程機械、汽 ⾞及零
部件和電 ⼦信息三 ⼤主導產業持續發 ⼒、不斷壯 ⼤。

寧鄉是全國聞名的“⿂⽶之鄉 ”、“牲豬之鄉 ”、“茶葉之鄉 ”，先後被列
為全國優質 ⽶、瘦 ⾁型豬、 ⽔產品 ⽣產基地，牲豬和糧⻝產量分列全
國第五位和第九位。寧鄉市以寧鄉經開區、寧鄉 ⾼新區為主陣地，著
⼒打造國家重要先進製造業 ⾼地的 ⽰範區，已形成 ⼯程機械、儲能
材料、智能家電智能硬件和⻝品及農產品優勢產業鏈。

瀏陽是國家命名的中國煙花之鄉，⾼質量發展“三主四特兩新 ”產業
集群，即電 ⼦信息、 ⽣物醫藥、智能裝備製造三 ⼤主導優勢產業，煙
花爆 ⽵、綠 ⾊⻝品、家居建材、再製造四 ⼤傳統產業，新材料、環保及
新能源兩 ⼤戰略性新興產業。

⾬花區

⾬花區 ⽴⾜⾼鐵優勢、園區優勢、空間優勢、 ⽣態優勢、 ⼈⽂優勢，著
⼒開發建設 ⾼鐵新城 ⽚區、跳 ⾺⽚區、 ⾬花經濟開發區、紅星 ⽚區、
雅塘 ⽚區、 ⾬花現代電 ⼦商務產業園等六 ⼤重點 ⽚區， ⼤⼒發展商
貿流通、新能源汽 ⾞、機器 ⼈及智能製造、電 ⼦商務及物流、科技服
務、全域旅遊、 ⽂化創意等七 ⼤重點產業。

區縣市 主要產業分佈 現 ⾏主要優惠政策

⽬前內地提供給外商的主要優惠政策以稅務優惠為主，例如：

⾼新技術企業、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及 ⼩型微利企業，可享受企業所得稅低
稅率；

從事國家重點扶持的公共基礎設施項 ⽬、環境保護、節能節 ⽔項 ⽬、農林牧
漁項 ⽬所得，可以享受企業所得稅減免；

軟體產業和積體電路企業可以享受企業所得稅和增值稅減免；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 ⼩規模納稅 ⼈免徵增值稅政策有關徵管問題的公告》
（ 2021年第5號）明確，納稅 ⼈享受季銷售額不超過45萬元免徵增值稅的優
惠政策；及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適 ⽤增值稅零稅率應稅服務退（免）稅管理辦法》的補充
公告規定，⾃2015年1 2⽉1⽇起，離岸服務外包業務適 ⽤增值稅零稅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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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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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了解⻑沙市招商引資的更多資訊，請聯繫下列相關政府部 ⾨：

名稱 地址 聯繫電話

⻑沙市商務局

芙蓉區商務
和旅遊局

天 ⼼區商務
和旅遊局

⾬花區商務
和旅遊局

開福區商務局

岳麓區商務局

望城區商務局

⻑沙縣商務局

寧鄉市商務局

瀏陽市商務局

岳麓 ⼤道2 18號市政府 ⼤樓

⼈⺠東路1 89號芙蓉區政府 ⼗樓

湘府中路2 98號天 ⼼區政府 ⼤院
南棟東頭三樓 320室

⾹樟東路8號 ⾬花區政府 ⼤院
1號樓B座3樓

盛世路1號開福區 ⼈⺠政府
⼤樓 ⼀辦5樓

⾦星北路 ⼀段5 17號岳麓區 ⼈⺠
政府10棟4 09室

⾼塘嶺街道雷鋒北 ⼤道1 688號
望城區政府 ⼤樓

星沙街道望仙東路5 98號⻑沙縣
政府 ⼤樓

寧鄉市政府 ⾏政中 ⼼東裙樓三樓
（東） 306辦公室

瀏陽市 ⽩沙路海關 ⼤樓4樓

（ 86�731） 8866�8012

（ 86�731） 8468�3578

（ 86�731） 8589�9320

（ 86�731） 8588�0218

（ 86�731） 8437�7671

（ 86�731） 8899�9558

（ 86�731） 8808�0489

（ 86�731） 8401�1081

（ 86�731） 8898�0779

（ 86�731） 8366�2200

對於 ⼤學 ⽣⻑沙就業創業優惠

根據 2017年 6⽉21⽇發佈的《⻑沙市建設創新創業 ⼈才 ⾼地的若 ⼲措施》，
⻑沙市在未來五年，吸引儲備 100萬名⻘年 ⼈才在⻑沙就業創業。實 ⾏⾼校畢業 

⽣“零 ⾨檻 ”落戶，推 ⾏“先落戶後就業 ”，全 ⽇制本科及以上 ⾼校畢業 ⽣憑戶 ⼝
本、 ⾝份證、畢業證即可辦理落戶 ⼿續。

對新落戶並在⻑沙 ⼯作的博 ⼠、碩 ⼠、本科等全 ⽇制 ⾼校畢業 ⽣（不含機關
事業單位 ⼈員），兩年內分別發放每年 1.5萬元、 1萬元、 0.6萬元租房和 ⽣活補貼，
博 ⼠、碩 ⼠畢業 ⽣在⻑沙 ⼯作並 ⾸次購房的，分別給予6萬元、3萬元購房補貼。新
進⻑沙市企業博 ⼠後 ⼯作站的博 ⼠後科研 ⼈員，給予10萬元 ⽣活補貼。

申報資料

《⻑沙市⻘年 ⼈才租房和 ⽣活補貼申請表》及電 ⼦⽂件；
《⻑沙市⻘年 ⼈才租房和 ⽣活補貼花名冊》及電 ⼦⽂件（單位集中申報時填寫）；

營商投資 CHAPTER�5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沙市商務網站（⻑沙市招商投資政策彙編）： 

http://swt.changsh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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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合同或⼯商營業執照原件（或其他依法登記⽂件）；
學歷、學位證書、⾝份證、戶籍內⾴原件；及
申請⼈社會保障卡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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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200家左右就業⾒習基地，全⾯滿⾜⾼校畢業⽣⾒習需求並給予⾒習
補貼。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全市每年統籌5000個左右基層公益性崗位吸納普通
⾼校畢業⽣就業。對⾼校畢業⽣創業者，給予創業培訓補貼、⼀次性開辦費補貼
和經營場所租⾦補貼。每年遴選100個優秀⻘年創業項⽬，按不超過其實際有效
投⼊的50%，給予最⾼50萬元無償資助。對在⻑沙⾼校院所引進和新培養的國家
“⻘年千⼈計劃”⼊選者、“優秀⻘年科學基⾦”獲得者、“⻘年⻑江學者” �“萬⼈計
劃⻘年拔尖⼈才”等“四⻘”⼈才，給予20萬元獎勵補貼。

CHAPTER�5 營商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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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 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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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資活
動，訂⽴促進和保護投資的措施，建⽴明確及穩定的投資環境，並推展雙⽅經濟
和技術的合作交流，探索新的合作領域。2018年12⽉14⽇，特區政府與國家商務
部在CEPA的框架下簽署新的貨物貿易協議，進⼀步提⾼內地與⾹港經貿交流與
合作的⽔平。2019年11⽉特區政府與國家商務部簽署《服務貿易協議》的修訂協
議，進⼀步提升內地對⾹港在服務貿易⽅⾯的開放⽔平。

⻑沙市 ⼈才服務視窗電話：
（ 86�731） 8866�6740
更多詳情，請參考⻑沙市 ⼈⼒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http://rsj.changsha.gov.cn/

詳細信息諮詢可 ⾄⻑沙市政務服務中 ⼼⼀樓 ⼈才服務視窗或園區、區縣
（市） ⼈才服務視窗。申請 ⼈在省、市參保的，向⻑沙市政務服務中 ⼼⼀樓 ⼈才服
務視窗提交申報資料；在園區、區縣（市）參保的，向相應的園區、區縣（市） ⼈才
服務視窗提交申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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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貿易

對原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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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物須由⾹港製造商提出申請並符合CEPA確定的原產地標準。

有關原產地標準的最新詳情,請參考⾹港⼯業貿易署網站： 

http://www.tid.gov.hk/tc_chi/cepa/tradegoods/rules_orig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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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的形式包括：允許獨資經營、減少持股限制、拓展業務範圍、放寬地域限制、
認可⾹港專業資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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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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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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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A內容主要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和經濟技術合作四個 ⽅⾯。
CEPA及其補充協議給予 ⾹港投資者的主要政策包括：

投資

《投資協議》將CEPA的市場准⼊承諾擴⼤⾄⾮服務業，引⼊投資保護的
義務，確⽴兩地投資制度的穩定性，以維護投資者信⼼，推動投資⾃由化和便
利化。

經濟技術合作

內地和⾹港同意在深化“⼀帶⼀路”建設經貿領域、⾦融、旅遊和創新科
技等22個領域加強合作，配合和⽀持兩地業界發展和合作，以及便利和促進
兩地貿易和投資。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港⼯業貿易署網站： 

http://www.tid.gov.hk/tc_chi/cepa/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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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開設業務

境外（包括⾹港）投資者在⻑沙設⽴機構/

企業的主要形式


境外（包括⾹港）投資者在內地投資設⽴機構/企業，主要有境外企業常駐代
表機構、個體⼯商戶、外商投資企業等形式。

CHAPTER�5 營商投資 

境外企業常駐代表機構

境外企業常駐代表機構（常駐代表機構）可從事與其⺟公司業務有關的⾮
營利性活動，或進⾏與業務有關的聯絡活動，但不得從事直接性經營活動。常駐
代表機構不具有法⼈資格。

在⻑沙設⽴常駐代表機構，⾸先須要向主管部⾨提交申請。市場監督管理
部⾨審批之後會向常駐代表機構頒發⼯商登記證和代表證。常駐代表機構在領
取⼯商登記證後須與相關政府部⾨辦理登記⼿續。

個體 ⼯商戶

根據CEPA，⾹港永久性居⺠中的中國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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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製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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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沙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網站： 

http://amr.changsha.gov.cn/

87 ⾹港⼈内地⽣活⼩百科 ⸺⻑沙篇 ⾹港⼈内地⽣活⼩百科 ⸺⻑沙篇 88 

http://amr.changsha.gov.cn


外商投資企業

外商投資企業境外投資者可在內地投資設 ⽴的
企業形式主要有：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
中外合作經營企業；
外商企業；
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他外商投資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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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資項⽬審批

2016年10⽉8⽇，商務部發佈《外商投資企業設⽴及變更備案管理暫⾏辦
法》，將不涉及國家規定實施准⼊特別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資企業設⽴及變更事
項，由審批改為備案管理。

由國家發展和改⾰委員會與商務部聯合發佈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錄》
（2017年修訂）將外商投資項⽬分為⿎勵外商投資及外商投資准⼊負⾯清單兩
個部分，其中外商投資准⼊負⾯清單包括限制外商投資產業⽬錄及禁⽌外商投
資產業兩部分⽬錄。對於沒有被列舉在指導⽬錄中的⾏業領域，被視為允許類的
外商投資領域。針對不同的⾏業領域，該⽬錄對於外商投資於特定⾏業領域設定
了⼀些條件。

如欲了解《外商投資產業指導 ⽬錄》的具體規定，
請參考中央 ⼈⺠政府網站： 

http://www.gov.cn/xinwen/2017-06/28/content_52064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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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5 營商投資 

外商投資企業的⼀般設⽴審批流程

在⼀般情況下，設⽴外商投資企業的申請在經過主管商務部⾨的審批之
後，投資者可以到市場監督管理局申請領取「企業法⼈營業執照」、安排企業註冊
資本的注資、到公安局指定刻制點刻制公司印章、到銀⾏開⽴銀⾏帳戶以及到稅
務、外匯、海關、統計、財政等政府機關進⾏登記等。具體的外商投資企業登記、
設⽴流程及⼿續，亦可以參考以下⻑沙市政府部⾨網站：

投資者與內地合作⽅簽訂合營/合作協定時需留意的事項

投資者在與內地合作投資者洽談合營/合作合同和起草公司章程時，需留意
⼀些常⾒的問題：如內地投資者是否具有法⼈資格、是否有合法有效的⼯商登
記、內地投資者的資本實⼒和履約能⼒等。此外，根據《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和
《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中有關合營合同和合營各⽅權利、義務的規定，對於如何
確定合營企業/合作企業的組織形式、經營範圍、出資期限、各⽅的權利義務、管
理層⼈員安排、利潤分配、合營期滿後的合營企業/合作企業財產分配、企業解散
和清算問題，也需要在簽訂合營/合作合同時加以留意。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沙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網站： 

http://amr.changsh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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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市市場監督管理局： http://amr.changsha.gov.cn/
⻑沙市公安局： http://csga.changsha.gov.cn/
⻑沙市稅務局： http://hunan.chinatax.gov.cn/cs
國家外匯管理局： https://www.safe.gov.cn/
⻑沙海關： http://changsha.customs.gov.cn/

欲從事某些特殊⾏業，除須通過商務部⾨對于成⽴外商投資企業的審批之
外，還須取得⾏業主管部⾨的前置審批，獲得經營許可後⽅可申請設⽴公司從事
該⾏業的運營。

上述關於在⻑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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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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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資企業註冊資本和投資總額的要求

根據2018年10⽉26⽇起實施的新《公司法》要求，有限責任公司的註冊資本
為在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全體股東認繳的出資額。法律、⾏政法規以及國務院決
定對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資本實繳、註冊資本最低限額另有規定的，應從其規定。

外資企業的投資總額是指開辦外資企業所需資⾦總額，即按其⽣產規模需
要投⼊的基本建設資⾦和⽣產流動資⾦的總和。⽽註冊資本是指為設⽴外資企
業在市場監督管理部⾨登記的資本總額，即外商投資企業的投資者認繳的全部
出資額。投資者以該出資額為限，對外資企業的債務負責。根據國家⼯商⾏政管
理總局於1987年2⽉頒布實施的⼯商企字［1987］38號⽂件，外商投資企業註冊
資本與投資總額的⽐例應當符合以下的⽐例規定：

CHAPTER�5 營商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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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權證」。對於使⽤暫未取得房屋所有
權證的房屋從事經營的，應當提交⼯商部⾨要求的相應證明⽂件；及

作為經營場所的房屋，其「房屋所有權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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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加⼯和製造、經營危險化學品等
活動，以及其他禁⽌經營的⾏業。

最低註冊資本（美元）投資總額（美元）

300萬美元以下
（含3 00萬美元）

300萬美元以上1 000萬美元
以下（含1 000萬美元）

1000萬美元以上3 000萬美元
以下（含3 000萬美元）

3000萬美元以上

註冊資本 ⾄少應佔投資總額的7 0%

註冊資本 ⾄少應佔投資總額的5 0%，其中投資總額
在4 20萬美元以下的，註冊資本不得低於2 10萬美元

註冊資本 ⾄少應佔投資總額的4 0%，其中投資總額
在1 250萬美元以下的，註冊資本不得低於5 00萬美元

註冊資本 ⾄少應佔投資總額的三分之 ⼀，其中投資總額
在3 600萬美元以下的，註冊資本不得低於1 200萬美元

雖然有上述註冊資本最低額的規定，在實際操作中，負責審批的商務部 ⾨
會對外資企業的註冊資本額是否與其經營規模相適應做出判斷，決定是否批准
其設 ⽴。對於外商投資企業投資總額和註冊資本的具體要求，可以向具有執業資
格的內地律師事務所或專業諮詢機構查詢，並與主管的商務部 ⾨和市場監督部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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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勞 ⼯

內地勞動法律、法規

《中華 ⼈⺠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勞動合同法》） ⾃2008年1⽉1⽇起施 ⾏，對

常駐代表機構若需要在中國境內僱 ⽤中國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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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了解更多僱 ⽤⾹港居⺠ ⼯作的相關資訊，
請參考本書第四章《就業》部分。

營商投資 CHAPTE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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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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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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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共和國勞動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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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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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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週⼯作時間不超過40⼩時。在發放員⼯⼯資時，企
業有義務代扣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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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本書第四章《就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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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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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產稅、契稅、⼟地增值稅及關稅等。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沙市稅務局網站： 

http://hunan.chinatax.gov.cn/cs/

企業所得稅

總體概況

CHAPTER�5 營商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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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西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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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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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財產轉讓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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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條件的居⺠企業之間的股息、紅利等收益性投資收⼊、在
中國境內設⽴機構、場所的⾮居⺠企業從居⺠企業取得與該機構、場所有實際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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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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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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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繫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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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傭 ⾦⽀出等等，均須依法在限額內進 ⾏稅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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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稅

虧損彌補

企業納稅年度發 ⽣的虧損，可以向以後年度結轉，最⻑可以結轉五年；不得
向以前年度結轉虧損。

營商投資 CHAPTER�5

在中華⼈⺠共和國境內銷售貨物或者加⼯、修理修配勞務，銷售服務、無形
轉讓定價規定 資產、不動產以及進⼝貨物的單位和個⼈，為增值稅的納稅⼈。詳細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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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就其與關聯⽅之間的業務往來，附送年度關聯業務往來報告表。
但屬下列情形之⼀的企業，可免於準備同期資料：

企業執⾏預約定價安排的，可以不准備預約定價安排涉及關聯交易的本地⽂


檔和特殊事項⽂檔，且關聯交易⾦額不計⼊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6]42號第


⼗三條規定的關聯交易⾦額範圍；


企業僅與境內關聯⽅發⽣關聯交易的，可以不準備主體⽂檔、本地⽂檔和特殊


事項⽂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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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納稅額計算

稅率和徵收率

發票類型

納稅申報

⼀般納稅 ⼈：應納稅額=當期銷項稅額-當期進項稅額
銷項稅額=銷售額 ×稅率
銷售額=含稅銷售額 ÷（ 1+稅率）

⼩規模納稅 ⼈：應納稅額=銷售額 ×徵收率
銷售額=含稅銷售額 ÷（ 1+徵收率）

⼀般納稅 ⼈稅率為：13%、 9%、 6%、0；
⼩規模納稅 ⼈徵收率為：3%。

增值稅普通發票、增值稅專 ⽤發票。區別是增值稅專 ⽤發票可以
抵扣進項稅款。

增值稅的納稅期限分別為 1⽇、 3⽇、 5⽇、 10⽇、 15⽇、 1個 ⽉或者
⼀個季度。
以 1個 ⽉或者 1個季度為 ⼀個納稅期的納稅 ⼈， ⾃期滿之 ⽇起
15⽇內申報納稅；以1⽇、 3⽇、 5⽇、 10⽇或1 5⽇為 ⼀個納稅期的
納稅 ⼈， ⾃期滿之 ⽇起 5⽇內預繳稅款，次 ⽉1⾄15⽇申報並結
清上 ⽉應納稅款。以 ⼀個季度為納稅期限的規定僅適 ⽤于 ⼩規
模納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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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稅

消費稅是在增值稅外，針對特定的14種消費品額外徵收的流轉環節稅費。
於2009年1⽉1⽇開始實施的《消費稅暫⾏條例》中訂明該14種消費品，包括⾹
煙、酒及酒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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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按照應稅消費品的銷售額、銷售數
量進⾏計算。

城建稅、教育附加稅、地⽅教育附加稅

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和地⽅教育費附加以實際繳納的增值稅、消
費稅（以下簡稱「兩稅」）為計稅依據，分別與兩稅同時繳納。計算⽅法為以實際
繳納兩稅稅額分別乘以稅率。

⻑沙市城建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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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教育費附加率為2%。

CHAPTER�5 營商投資 

關稅

進⼝貨物的收貨⼈、出⼝貨物的發貨⼈、進境物品的所有⼈為關稅的納稅
義務⼈。內地准許進出⼝的貨物、進境物品，除法律、⾏政法規另有規定外，海關
依照2004年1⽉起實施的《中華⼈⺠共和國進出⼝關稅條例》（《關稅條例》）規定
徵收進出⼝關稅。國務院負責制定《進出⼝稅則》、《進境物品進⼝稅稅率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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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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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貨物關稅稅率⾃
2002年來已經陸續降低。關稅以海關審定的貨物完稅價格為基礎，按進⼝貨物
的價格或者數量為標準，計算關稅稅額。

印花稅

在內地書 ⽴、領受《印花稅暫 ⾏條例》（ 1988年1 0⽉⽣效）所列舉憑證的單位
和個 ⼈，都是印花稅的納稅義務 ⼈（「納稅 ⼈」），應當按照《印花稅暫 ⾏條例》規
定繳納印花稅。詳細規定如下：

稅 ⽬ 範圍 稅率

購銷合同

加 ⼯承攬合同

建設 ⼯程勘察
設計合同

建築安裝 ⼯程
承包合同

包括供應、預購、採購、購銷結合及協作、
調劑、補償、易貨等合同

包括加 ⼯、定作、修繕、修理、印刷、廣告、
測繪、測試等合同

包括勘察、設計合同

包括建築、安裝 ⼯程承包合同

按購銷 ⾦額0 .03%

按加 ⼯或承攬收 ⼊
0.05%貼花

按收取費 ⽤
0.05%貼花

按承包 ⾦額
0.03%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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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範圍 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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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應向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進⾏稅務備案。完成稅務備
案⼿續後，憑「服務貿易等項⽬對外⽀付稅務備案表」編號和驗證碼到外匯指定
銀⾏辦理付匯審核⼿續。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國家稅務總局網站： 

http://www.chinatax.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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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運輸合同

倉儲保管合同

借款合同

財產保險合同

技術合同

產權轉移書據

營業帳簿

權利、許可證照

包括⺠ ⽤航空、鐵路運輸、海上運輸、
內地運輸、公路運輸和聯運合同

包括倉儲、保管合同

銀 ⾏及其他 ⾦融組織和借款 ⼈所簽訂
的借款合同

包括財產、責任、保證、信 ⽤等保險合同

包括技術開發、轉讓、諮詢、服務等合同

包括財產所有權和版權、商標專 ⽤權、
專利權、專有技術使 ⽤權等轉移書據

⽣產經營 ⽤帳冊

包括政府部 ⾨發給的不動產權證、 ⼯商營
業執照、商標註冊證、專利證、 ⼟地使 ⽤證

按運輸費 ⽤0.05%
貼花

按倉儲保管費 ⽤0.1%
貼花

按借款 ⾦額0 .005%
貼花

按投保 ⾦額0 .1%
貼花

按所載 ⾦額0 .03%
貼花

按所載 ⾦額0 .05%
貼花

按件貼花5元

記載資 ⾦的帳簿，按固定
資產原值與 ⾃有流動資
⾦總額 0.05%貼花；其他
帳簿按件貼花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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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定書於 2008年 6⽉⽣效，「內地 —⾹港稅收安排」的
第三議定書於2 010年1 2⽉⽣效，「內地 —⾹港稅收安排」的第四議定書於2 015年
12⽉⽣效，「內地 —⾹港稅收安排」的第五議定書於 2019年 12⽉⽣效。通過該安
排及其議定書，⾹港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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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和財產轉讓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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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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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和財產轉讓收益，將採 ⽤法定的預提所得稅率
10%。

股息 利息 特許權使 ⽤費 財產轉讓收益

「內地 —⾹港稅收安排」
優惠稅率 

5% 7%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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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會計制度和年度報告

會計體系和會計準則

國務院財政部於2006年公佈並實施了新《企業會計準則》，於2007年1⽉1⽇
開始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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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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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年度應為⾃公曆1⽉1⽇起⾄12⽉31⽇⽌；

會計核算以⼈⺠幣為記賬本位幣。業務收⽀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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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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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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審計要求

依據外商投資和會計有關法律法規，外商投資企業和常駐代表機構須進⾏
年度審計，且應當聘請內地的註冊會計師（包括中外合資的註冊會計師事務所）
對其財務報表進⾏驗證並出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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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4］ 7號），內
地對企業實施年度報告公 ⽰制度。企業應當按年度，通過市場主體信 ⽤資訊公 ⽰
系統向市場監督管理機關報送年度報告，供任何企業和個 ⼈查詢。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
請參考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網站： 

https://www.samr.gov.cn/
或致電⻑沙市市場監督管理局：

（ 86�731） 8863�5353

企業必須根據實際發 ⽣的經濟業務事項進 ⾏會計核算，填制會計憑證，登記會
計賬簿，編制財務會計報告。應當編制財務會計報告，包括資產負債表、利潤
表、現 ⾦流量表及報表附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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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外匯管理

⽬前，內地對於外匯業務仍採取管制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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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經濟糾紛的解決途徑

⾹港投資者在內地投資如遇到⺠商事糾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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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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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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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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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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申請強制執⾏。

仲裁委員會為常設性仲裁機構，⼀般在直轄市，省、⾃治區⼈⺠政府所在地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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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n.ciet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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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訴訟制度

⺠事訴訟制度下，由⼈⺠法院對於糾紛做出的⽣效判決具有強制執⾏⼒。
中華⼈⺠共和國《⺠事訴訟法》是規範⺠事訴訟制度的基本法律。

根據《⺠事訴訟法》，經濟糾紛審判制度採⽤兩審終審制：⼀般⺠事案件中，
對法⼈或其他組織提起⺠事訴訟，由法⼈住所地⼈⺠法院管轄。經過⼀審判決，
若當事⼈不服，可上訴⾄⼆審⼈⺠法院，⼆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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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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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應當在知道⾃⼰權⼒受到侵害起三年內提起訴訟。當事
⼈不服⼈⺠法院第⼀審判決的，有權在判決書送達之⽇起⼗五⽇內向上⼀級⼈
⺠法院提起上訴，當事⼈不服⼈⺠法院第⼀審裁定的，有權在裁定書送達之⽇起
⼗⽇內向上⼀級⼈⺠法院提起上訴，但是國內沒有住所的當事⼈，不服第⼀審⼈
⺠法院判決、裁定的，有權在判決書、裁定書送達之⽇起三⼗⽇內提起上訴。

5.9�智慧財產權保護與商標註冊

內地的知識產權類型主要有：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和商業秘密。內地有
相關法律、法規就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侵權⾏為的處罰和解決知識產權糾紛
的⽅式作出規定。

商標註冊申請

⾹港企業、居⺠申請辦理商標註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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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j.cnipa.gov.cn/

營商糾紛處理（湖南省、⻑沙市）

⾹港居⺠如遇到營商糾紛事件，可經下列渠道諮詢：

國家外匯管理局湖南分局：（ 86�731） 8430�1785

⻑沙市商務局投資管理處：（ 86�731） 8866�6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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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智慧財產權 ⾏為的處理 ⽅式

發 ⽣知識產權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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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提起⺠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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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收侵權製品等。知識產權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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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國海關關於 〈中華 ⼈⺠共和國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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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物涉及在海
關總署備案的知識產權且進出 ⼝商或者製造商使 ⽤有關知識產權的情況未在海
關總署備案的，可以要求收發貨 ⼈在規定期限內申報貨物的知識產權狀況和提
交相關證明 ⽂件」。進出 ⼝貨物的收 /發貨 ⼈未按照該規定申報貨物知識產權狀
況、提交相關證明 ⽂件或者海關有理由認為貨物涉嫌侵犯在海關總署備案的知
識產權的，海關應當中 ⽌放 ⾏貨物並書 ⾯通知知識產權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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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商投資 CHAPTER�5

國家智慧財產權局： https://www.cnipa.gov.cn/
國家版權局： http://www.ncac.gov.cn/

國家知識產權局商標局： http://sbj.cnipa.gov.cn/�

中國保護智慧財產權網： http://ipr.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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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住房 

C H A P T E R� 6

6.1�辦理居住登記 � 

6.2�住宅物業租賃 � 

6.3�住宅物業買賣 � 

6.4�買賣房產繳納的稅費 � 

6.5�繼承內地親屬的房產相關制度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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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辦理居住登記

CHAPTER�6 住房 

6.2�住宅物業租賃

根據《中華⼈⺠共和國外國⼈⼊境出境管理法》，境外⼈員在抵達住宿地後
應及時前往當地公安機關辦理住宿登記。

打算⻑期居留的⾹港居⺠在抵達⻑沙24⼩時內，應攜帶回鄉證和居住地址
證明⽂件（包括房屋租賃合同、房屋產權證明⽂件、購房合同或者房屋出租⼈， ⽤
⼈單位、就讀學校出具的住宿證明等）到居住地派出所登記申報「臨時住宿登
記」,⼀般情況下⼊住酒店即可在酒店前台辦理「臨時住宿登記」。

⾹港居⺠在內地如需辦理購⾞、購房、⼦⼥⼊學等事宜，則須到當地公安局出
⼊境管理處辦理居港澳台居⺠居住證。具體辦理條件和所需資料詳⾒第⼗⼆
章「港澳台居⺠居住證」。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沙市⼈⺠政府網站： 

http://www.changsha.gov.cn/
或向居住地附近的公安派出所諮詢。

⾹港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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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屋租賃合同的具體內容應與業主約定。⾹港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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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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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付或年付)；
租⾦及稅⾦交付⽅式(現⾦或者銀⾏轉帳)；
房屋修繕責任(由業主或租賃⼈負責)；
轉租的約定；
變更和解除租賃合同的條件；
違約責任；
包括 ⽔費、電費、燃氣費、電話費、有線電視收視費、衛 ⽣費和物業管理費等租
⾦以外的開 ⽀由哪 ⼀⽅⽀付，並列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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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證明 ⽂件時，應提供影印本並在上 ⾯注明僅供房屋租賃 ⽤途。

如欲了解房屋租賃的流程及其需要的 ⽂件，請參考⻑沙市住房
和城鄉建設局網站： 

http://szjw.changsh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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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6 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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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於違法建築的；

不符合安全、防災等 ⼯程建設強制性標準的；

違反規定改變房屋使 ⽤性質的；及

法律、法規規定禁 ⽌出租的其他情形。

6.3�住宅物業買賣

根據《關於規範房地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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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新建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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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持其來境內⼯作、學習，經政府批准的證明）到各區房產局辦理不動產證。房
地產產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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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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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購房交易流程為

審核購房資格；
簽訂房屋認購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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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住房的書⾯聲明；
審核⾹港⾝份證、回鄉證（或港澳台居⺠居住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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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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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6 住房 

⾮�⻑�沙�戶�籍

類型 可購買 ⾸套房條件 可購買 ⼆套房條件

家庭/個 ⼈

⼤專 ⽣以上
學歷

①限購區域內無住房

②在⻑沙穩定就業且連續
繳納24個 ⽉個稅(或社保)

①在⻑沙有穩定 ⼯作

②在⻑沙繳納了社保
(沒有時間限制)

③連續24個 ⽉以上在⻑沙
⼯作單位的 ⼯資證明

④公安部 ⾨出具的已滿
24個 ⽉的居住證

以上條件都要滿 ⾜，且限購
區域內無住房

無購買資格

無購買資格

⻑�沙�戶�籍

類型 可購買 ⾸套房條件 可購買 ⼆套房條件

已婚家庭

成年未婚

未成年

離異

限購區域內無住房

限購區域內無住房

無購買資格

離婚2年內(未再婚)按離異前
家庭總套數評估限購

限購區域內無住房

⾸套房不動產權證滿4年

無購買資格

無購買資格

已婚且 ⾸套房不動產權證滿4年

⼤學 ⽣、租房、
務 ⼯、投資興
業等落戶⻑沙
（退伍轉業、家
屬隨軍落戶的
除外）

⽗⺟隨遷 ⼦⼥
落戶⻑沙

在校⼤學⽣
(⼤學集體戶⼝)

①落戶滿1年且在⻑沙穩定就業

②⾃購房當 ⽉起已在本市連續
繳納24個 ⽉個稅(或社保)�

③落戶⻑沙滿2年

以上條件滿 ⾜⼀個，且限購區域
內無住房

①限購區域內無住房�

②落戶滿2年

需要同時滿 ⾜以上2個條件

無購買資格

①落戶滿2年

②婚姻狀態為:已婚、或離婚
帶有未成年 ⼦⼥�、或喪偶帶

有未成年 ⼦⼥

③⾸套房不動產權證滿4年

需要同時滿 ⾜以上3個條件

①婚姻狀態為:已婚、或離婚
帶有未成年 ⼦⼥、或喪偶帶

有未成年 ⼦⼥

②⾸套房不動產權證滿4年

需要同時滿 ⾜以上2個條件

無購買資格

原籍
⻑沙

原籍
外地

⼤(中)專畢業
⽣回原籍

2018年6⽉25⽇，⻑沙市⼈⺠政府辦公廳發佈《關於進⼀步加強房地產市場
調控⼯作的通知》，居⺠購房資格情況如下：

注：
（1）留學歸國⼈才在⻑新落戶或在⻑⼯作後且限購區域內無住房，可購買

⾸套住房；

（2）⼊選A、B、C、D類的⾼層次⼈才，可享受⻑沙戶籍⼈⼝購房政策（即直接
購買⾸套住房，已有⼀套住房的，網簽滿6年或者取得不動產權屬證書滿4年後⽅
可購買第2套住房），並且憑⼈才綠卡購買⾸套住房可直接參與1.5倍剛需搖號；

【其中⼈才分類為，A類：國際頂尖⼈才，；B類：國家級領軍⼈才；C類：省市級
領軍⼈才；D類：⾼級⼈才。詳細認定規則請參考《⻑沙市⾼層次⼈才分類認定實
施辦法》或訪問網站： http://www.changsha.gov.cn/csrc_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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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進的“國家重點⼈才計劃”專家、“四⻘⼈才”、湖南省“百⼈計劃”專家
等⾼層次⼈才，由省委⼈才辦函⻑沙市委⼈才辦出具證明，在限購區域內限購⼀
套商品住房；符合⻑沙市引進條件的⾼層次⼈才，由市組織⼈事部⾨認定，憑相
關證明限購⼀套住房。

（4）《⻑沙市⼈⺠政府辦公廳關於⽀持總部經濟發展的若幹意⾒》內表⽰，
對已完成總部企業認定的公司在⼈才戶籍、⼈才綠卡、住房保障、外籍⼈員⼯作
與居留等⽅⾯提供相關⽀持。

其中涉及到的

⼈才綠卡⽀持：對總部企業⾼級管理⼈員和專業技術⼈員，經本⼈所在單位推
薦，市委組織部（市委⼈才辦）認定後，發放⻑沙⼈才綠卡，分類提供住房、落
戶、配偶就業、⼦⼥⼊園⼊學、醫療、出⼊境和停居留便利、創業扶持等服務保
障。

CHAPTER�6 住房 

住房保障⽀持：對總部企業中未獲得⼈才綠卡的⾼級管理⼈員、專業技術⼈
員、產業⼯⼈，可享受本地戶⼝居⺠同等購房政策，由各區縣（市）⼈⺠政府、園
區管委會在本區域內統籌安排總部企業⼈才住房。在符合條件的城市更新改
造項⽬中，預留⼀定⽐例⽤於建設總部經濟⼈才住房。

外籍⼈員⼯作與居留⽀持：為總部企業中外籍⼯作⼈員辦理外國⼈⼯作許可
給予便利，需在⻑沙常住的，按照規定申請辦理⼯作類居留許可；⼯作滿 4年後，
可按照規定申請在中國永久居留。因商務需要出國、赴港澳台地區的總部企業
員⼯，可享受加急辦理出⼊境證件等便利服務。

如欲了解更多詳細信息及條款可訪問： 

http://www.changsha.gov.cn/

（ 5）當前房地產市場政策調整頻繁，請及時關注⻑沙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網站
進 ⾏諮詢和了解。

⻑沙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網址： 

http://szjw.changsh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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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住房時，⾹港居⺠需要注意下列事項

應要求房地產開發商和銷售商提供 ⿑全的「五證」和「兩書」。「五證」指：（ 1）
國有 ⼟地使 ⽤證；（ 2）建設 ⼯程規劃許可證；（ 3）建築 ⼯程 ⽤地規劃許可證；（ 4）
建設 ⼯程施 ⼯許可證；（ 5）商品房預售許可證。「兩書」則指商品房質量保證書和
商品房使 ⽤說明書。

合同簽訂不能由中介公司代理，必須跟房地產開發商簽合同；

住房 CHAPTER�6

境外個⼈⻑沙購房規範

限購區域內購房

境外個⼈在⻑沙購買商品住房，需要符合⾮⻑沙戶籍⼈⼠在⻑沙購房的要求，
即在⻑沙市穩定就業且連續繳納24個⽉個⼈所得稅(或社會保險)，在限購區域
內限購1套商品住房；

境外個⼈獲得⻑沙市委⼈才⼯作領導⼩組認定的A、B、C、D類⼈才綠卡的，享
受⻑沙戶籍⼈⼝購房政策；

境外個⼈屬於在⻑重點企業中集團(總部)派駐⾼管及科研、⽣產技術⻣幹的，
其購買商品住房按照園區重點企業⼈才購房流程辦理。

⾮限購區域內購房或購買⾮住宅

境外個⼈在⻑沙範圍內購買⾮住宅類商品房，不受⾯積和套數的限制；

在⾮限購區域範圍內可購買符合實際需要的⾃住商品住房（具體規定由⾮限
購區域當地政府或房屋交易主管部⾨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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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對房屋認購協議書及房屋買賣合同是否為⻑沙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和⻑沙市
住房和城鄉建設局監製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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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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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訂⽴違約條款，以便發⽣問題時追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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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確保⾃⼰⽀付的購房款存⼊的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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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房管局有關部⾨投訴；

繳交房款時需要取得發票，保留有效憑證；及

仔細驗收房屋，不要急於領取鑰匙。如發現質量問題，可根據房屋保修條例要
求開發商妥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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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買賣

⾹港居⺠在⻑沙買賣⼆⼿房屋時，建議直接委託具有營業執照的專業房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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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主席令［2007］第
72號)的規定，下列幾種房產不得轉讓：

以出讓⽅式取得⼟地使⽤權的，不符合本法第三⼗九條規定的條件的；

司法機關和⾏政機關依法裁定、決定查封或以其它形式限制房地產權利；

依法收回⼟地使⽤權；

共有房地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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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6 住房 

其它應注意的事項包括：

須要採⽤⻑沙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和⻑沙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監製的買賣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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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港居⺠在⻑沙購房時，應留意「經濟適⽤房」及「⼩產權」房屋買賣的
管理條例。還須留意地⽅政府對房屋購買的限制性規定，即俗稱的「限購政策」。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
請參考⻑沙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網站： 

http://szjw.changsha.gov.cn/

法律、 ⾏政法規規定禁 ⽌轉讓的其它情形。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
中華 ⼈⺠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網站： http://www.mohurd.gov.cn/
湖南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網站： https://zjt.hunan.gov.cn/
⻑沙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網站： http://szjw.changsh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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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安排

辦理不動產證

2016年5⽉，國家頒佈《不動產權證書和登記證明監製辦法》，⽤不動產證來
代替原來的房產證。

⽬前，⻑沙市購買新建商品房不動產證均由房地產開發商代為辦理。如果
⾹港居⺠購買了商品房後，由於開發商申請破產或故意逃避履 ⾏責任，⼜沒有其
它公司承擔，導致無法領取不動產證，需要通過法律途徑解決。 ⾹港居⺠作為業
主，可以 ⾃⾏收集相關證據材料，向 ⼈⺠法院申請確權，並可以持法院有效的判
決書到房產所在地房管局辦理不動產證。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
請參考⻑沙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網站： 

http://szjw.changsha.gov.cn/

住房 CHAPTER�6

⾹港居⺠在⻑沙購買房產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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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規範房地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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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港居⺠需要從境外匯⼊購房款
或由境內外匯帳戶⽀付購房款，應攜帶有關資料向外匯指定銀⾏申請，外匯指定
銀⾏進⾏真實性審核確認後，將購房結匯資⾦直接劃⼊房地產開發企業⼈⺠幣
賬戶。根據《個⼈外匯管理辦法》（中國⼈⺠銀⾏[2006]第3號令），境外個⼈出售
境內商品房所得⼈⺠幣，經外匯局核准可以匯出。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外匯管理局網站： 

https://www.saf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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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產轉名

⾹港居⺠如果需要在⻑沙辦理房產轉名，可到⻑沙市各區的房管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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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稅暫⾏條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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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房產轉名的程序較為複雜。具體步驟詳⾒本章
6.6「繼承內地親屬的房產相關制度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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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稅及附加 賣⽅稅費

交易費 雙⽅

第⼀本免費，每增加⼀本10元⼯本費 買⽅

出租⾃⼰購買的物業

⾹港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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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條款等。

6.4�買賣房產繳納的稅費

⾹港居⺠在⻑沙買賣房產所繳納的稅費與內地居⺠相同。購買房產可能會
涉及的主要稅費包括契稅、房屋產權登記費、房屋交易⼿續費及印花稅等。出售
房產可能會涉及的主要稅費包括增值稅、個⼈所得稅、印花稅及其它費⽤等。數
額較⼤的稅費主要包括：契稅、個⼈所得稅。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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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所得稅

登記費

⾸套房 ≤90㎡，1%；

90㎡以上1 .5%（ ⼆套房4 %）

免徵

如為出售家庭的唯 ⼀住宅且
⾃⽤達5年以上，免徵

6元/㎡

80元

全額的5 .6%

核定徵收率1 %⾄3%
或差額的2 0%

買 ⽅

賣 ⽅

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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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網站： http://szjw.changsha.gov.cn/
⻑沙市稅務局網站： http://hunan.chinatax.gov.cn/cs/

⻑沙 ⼀⼿房稅費徵收標準

稅種

契稅

印花稅

維修基 ⾦

登記費

⼯本費

證照印花稅

稅率 說明

⾸套房 ≤90㎡，1%；
90㎡以上1 .5%（ ⼆套房4 %）

個 ⼈購買住宅免徵，其它按0 .05%

住宅類 ⽑坯房為1 20元/㎡，
具體參照房屋類型繳納

80元/套，⾮住宅5 50元/件

第 ⼀本免費，每增加 ⼀本10元

5元/本

⼀般與 ⾸付款 ⼀起由
開發商代收

⽤於公共設施、房屋共有部分
的維修，辦產證時繳納

辦產證時繳納

辦產證時繳納

辦產證時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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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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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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窗領取不動產證。

⾹港居⺠在申請繼承在內地的房產時， ⼀般可按以下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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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管局或⻑沙
市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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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繼承內地親屬的房產相關制度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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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醫療服務 

C H A P T E R� 7 

7.1�內地醫療體系和就醫流程簡介 

7.2�部分公 ⽴醫院和私 ⽴醫院聯繫 ⽅式 

7.3�120急救熱線 

7.4�返港就醫安排

133 ⾹港⼈内地⽣活⼩百科 ⸺⻑沙篇 ⾹港⼈内地⽣活⼩百科 ⸺⻑沙篇 134 



CHAPTER�7 醫療服務 

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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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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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每級再確定為甲、 ⼄、丙三等（甲等為最優），三級醫
院增設特等，故此醫院共分三級 ⼗等。

⻑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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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設⽴國際⾨診的公⽴醫院，⾹港居⺠的就醫流程與本地居⺠⼀致，細列如下：

⾨診導診：醫院⼤堂有導診員，可諮詢就診科室；

掛號：當天可⾄醫院掛號窗⼝、相關網站、微信公眾號進⾏掛號。如果是初次就
診，⼀般須要先在⼤堂服務櫃檯憑證件辦理登記，及購買1本⾨診病歷；

候診：找到相應的科室所在，將病歷交給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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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院：住院之前，應在個⼈醫療帳戶預存費⽤。如聘請護⼯，須⾃⾏⽀付其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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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地就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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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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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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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部分公⽴醫院均可接受現場或微信公眾號預約等掛號⽅式，可使⽤
港澳台居⺠居住證辦理。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
請參考湖南省統⼀預約掛號服務平台網站： 

http://www.hnyyg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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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部分公 ⽴醫院和私 ⽴醫院聯繫 ⽅式 ⻑沙市第 ⼀醫院 開福區營盤路3 11號 (86�731)8466�7632 全科 
www.cssdyyy.com

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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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市第三醫院 天⼼區勞動西路176號 (86�731)8517�1604 www.cssdsyy.com

如欲了解有關醫療機構的詳細資訊，請參考各醫院網站。 ⻑沙市中醫醫院
（⻑沙市第 ⼋醫院） ⻑沙縣星沙 ⼤道22號 (86�731)8525�9000 全科 

www.cssbyy.com

專科醫院

名稱 地址 電話 備註

湖南省兒童醫院

湖南省婦幼保健院

湖南省第 ⼆⼈⺠醫院
（湖南省腦科醫院）

湖南省腫瘤醫院

湖南省結核病(胸科)
醫院

湖南省職業病防治院

⻑沙市婦幼保健院

⻑沙 ⽣殖醫學醫院

⻑沙愛爾眼科醫院

⻑沙市 ⼝腔醫院
(友誼路院區)

湖南婦 ⼥兒童醫院

⾬花區梓園路 86號

開福區湘春路 53號

天 ⼼區芙蓉中路
三段 427號

岳麓區桐梓坡路 283號

岳麓區鹹嘉湖 519號

⾬花區新建西路 162號

⾬花區城南東路 416號

岳麓區楓林三路 
179號

天 ⼼區芙蓉中路三段 
388號

天 ⼼區友誼路 389號

岳麓區潭州 ⼤道 ⼀段 
626號 

(86�731)8560�0908 

(86�731)8433�2201 

(86�731)8523�2209 

(86�731)8865�1900 

(86�731)8886�7680 

(86�731)8560�2016 

(86�731)8413�6959 

(86�731)8881�7088 

4006�002�002 

�(86�731)8387�8383 

(86�731)8210�7777

兒科 
www.hnetyy.net

兒科、婦產科 
www.hunanfy.com

全科、腦科 
www.hnnkyy.com

腫瘤 
www.hnca.org.cn

結核、胸科 
www.hnstb.com

職業病 
www.hnzfzx.com

兒科、婦產科 
www.cssfybjy.com

⽣殖 
www.cssz.cn

眼科 
www.eye0731.com

⼝腔科 
www.csskqyy.com

兒科、婦產科 
www.hnfeyy.com

綜合性醫院

名稱 地址 電話 備註

中南 ⼤學湘雅醫院

中南 ⼤學湘雅 ⼆醫院

中南 ⼤學湘雅三醫院

湖南省 ⼈⺠醫院本部

湖南省 ⼈⺠醫院
⾺王堆院區

湖南中醫藥 ⼤學
第 ⼀附屬醫院
湖南中醫藥 ⼤學
第 ⼆附屬醫院
(湖南省中醫院)

湖南省中醫藥研究院
附屬醫院

湖南省疾病預防
控制中 ⼼

解放軍第九 ⼆⼀醫院

⻑沙市中 ⼼醫院

湖南旺旺醫院

開福區湘雅路87號

芙蓉區 ⼈⺠中路1 39號

岳麓區桐梓坡路1 38號

芙蓉區解放西路61號

⻑沙市古漢路89號

⾬花區韶 ⼭中路
95號

開福區蔡鍔北路
233號

岳麓區麓 ⼭路58號

開福區芙蓉中路
⼀段4 50號

開福區洪 ⼭橋1號

⻑沙市芙蓉區 ⼈⺠
東路3 18號

⾬花區韶 ⼭南路
161號

(86�731)8975�3999 

(86�731)8529�5888 

(86�731)8863�8888 

(86�731)8392�9141
(86�731)8227�8048 
(86�731)8476�2791
(86�731)8473�1731 

(86�731)8560�0120 

(86�731)8491�7810 

(86�731)8886�3699 

(86�731)8430�5907 

(86�731)8418�4114 

(86�731)8277�5112 

(86�731)8566�8000 

全科 
www.xiangya.com.cn

全科 
www.xyeyy.com

全科 
www.xy3yy.com

全科 
www.hnsrmyy.com

全科 
www.hnsrmyy.com

全科 
www.hnzyfy.com

全科 
www.hunanzy.com

全科 
www.zyyfy.com

全科 
www.hncdc.com

全科
可關注微信公眾號：

聯勤保障部隊第921醫院
全科 

www.wwhospital.com

全科 
www.csszxy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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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20急救熱線

CHAPTER�7 醫療服務 

7.4�返港就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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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居⺠如在內地受傷或發病，應盡快到當地醫院就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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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居⺠ ⼩組、駐京辦、駐粵辦、駐成都辦、駐滬辦或駐武漢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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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須進 ⼀步協助，可聯絡 ⾹港 ⼊境事務處協助在外 ⾹港居⺠ ⼩組

24⼩時求助熱線： (85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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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A P T E R� 8 

8.1�學前教育 � 

8.2�⼩學教育 � 

8.3�中學教育 � 

8.4�⼤學教育 � 

8.5�研究 ⽣課程 � 

8.6�內地與 ⾹港互認 ⾼等教育學位 � 

8.7�⻑沙主要國際學校及聯繫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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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市教育服務平台

⾹港居⺠的 ⼦⼥可在內地接受學前教育、中 ⼩學教育和 ⼤學教育。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
教育部教育涉外監管資訊網： http://jsj.moe.gov.cn/
⻑沙市教育局網站： http://jyj.changsha.gov.cn/

⻑沙市教育局電話諮詢： �(86�731)8489�9789

8.1�學前教育
⻑沙市教育部 ⾨

單位（教育局） 電話 地址

⻑沙市

芙蓉區

天 ⼼區

岳麓區

開福區

⾬花區

⾼新區

望城區

瀏陽市

寧鄉市

⻑沙縣 

(86�731)8489�9710 

(86�731)8468�3247 

(86�731)8183�0202 

(86�731)8899�9489 

(86�731)8252�8880 

(86�731)8588�0213

（ 86�731)8809�6978 

(86�731)8806�2008 

(86�731)8368�2000 

(86�731)8180�0298 

(86�731)8401�1125

岳麓區茶 ⼦⼭路3 20號

芙蓉區 ⼈⺠東路1 89號

天 ⼼區輕院路1 18號

岳麓區 ⾦星北路1段5 17號

開福區芙蓉北路盛世路1號

⾬花區萬家麗中路三段7號

⻑沙市河西麓 ⾕⼤道6 68號

望城區雷鋒北 ⼤道1 688號

瀏陽市 ⽩沙中路49號

寧鄉市東溈西路38號

⻑沙縣星沙街道望仙東路5 9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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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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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居⺠學⽣如果選擇在居住地附近幼稚園就讀，可直接與學校聯繫，是否錄取由
幼稚園⾃⾏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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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招⽣期內，各幼兒園將公佈招⽣安
排及時間，應根據具體情況向幼兒園諮詢相關事宜。

⼀般提供的資料有：

⽗⺟、幼兒戶⼝本原件及影印本；
幼兒出⽣證明；
幼兒預防接種卡；
⽗⺟在⻑沙居住證明；及
⽗⺟在⻑沙⼯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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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學教育

⻑沙市⼩學仍然實⾏公⽰學區、劃⽚招⽣、註冊⼊學制度。區縣（市）教育⾏
政部⾨按照相對就近的原則，合理劃分⼩學學區，確保每個適齡兒童（少年）⼊
學，享受良好教育。

需要在⻑沙市⼩學就讀的⾹港居⺠，可以選擇報讀居住地附近的⼩學(⾹港
居⺠如在⻑沙市購買學區房，原則上可在就近⽚區的學校⼊讀)，也可以選擇到
國際學校就讀。申請⼊讀前應預先了解學校的學制、收⽣要求、申請所需時間和
收⽣時間等細節，再決定有關⼊讀安排。⼀般申請⼊讀流程如下：

⾹港學⽣的⽗⺟或在⻑沙的監護⼈在當年報名時間內（⼀般在4⽉初）登錄“⻑
沙市中⼩學⼊學報名系統”，使⽤個⼈⼿機號註冊報名；

報名後，關注所報名學校的網站或微信公眾號，根據學校招⽣公告的相關⽇程
安排，帶⿑報名所需資料的原件、複印件，到學校現場審核；及

⾹港居⺠持⾝份證明⽂件(回鄉證或港澳台居⺠居住證)、審批材料等相關資料
到學校辦理⼊學⼿續。

CHAPTER�8 就學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局⼀般會在每年5⽉對所有⽚區劃分做統⼀安排，學校
會根據⻑沙市有關班級名額的規定和學⽣的實際情況等制定招收⼈數。⾹港居
⺠應在每年5⽉之前到學校查詢，並提前辦理申請就讀⼿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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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申請材料可能包括過往成績單、學⽣及監護⼈
⾝份證件等材料，具體要求以學校公佈的細則為準。接收學⽣須向主管教育局備
案。

對於各級引進的⾼端⼈才未成年⼦⼥，由⻑沙市教育局根據個⼈選擇，優
先安排到相應公辦⼩學和幼稚園就讀(⼊園)。其中「3635計劃」海外⾼端⼈才⼦
⼥願意就讀⻑沙瑋希國際學校的，每⼈每年補助5000元教育補貼，累積最⾼額
度為5萬元。

8.3�中學教育

初中階段

城區 ⼩學升初中， ⾼新區、望城區按照單校劃 ⽚的 ⽅式 ⼊學，其它區按照單
校劃 ⽚（對 ⼝升學）、多校劃 ⽚和配套 ⼊學相結合的 ⽅式進 ⾏，多校劃 ⽚的 ⽅式為
“相對就近、免試 ⼊學、指標到校、微機派位 ”。⻑沙縣、瀏陽市、寧鄉市原則上按
照單校劃 ⽚（對 ⼝升學）的 ⽅式進 ⾏，具體 ⽅案報市教育局備案審查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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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階段

內地 ⾼中階段 ⽬前為 ⾮義務教育。學校以中 ⼼城區和遠城區為標準劃分招
⽣範圍，只能在範圍區內招 ⽣。學 ⽣先進 ⾏網上填報志願，再參加中考，根據成績
取得錄取資格。

8.4�⼤學教育

免試⼊學

根據《教育部關於做好2012年內地部分⾼校免試招收⾹港學⽣⼯作的通
知》「( 免試計劃」)(教港澳台函［2011］72號)的規定，2021⾄22學年已有127所內
地⼤學免試招收符合其規定條件的⾹港學⽣，位於⻑沙的湖南師範⼤學、湖南⼤
學及中南⼤學是其中的三所⼤學。持有⾹港永久性居⺠⾝份證或⾮永久性⾝份
證、回鄉證，並參加2021年⾹港中學⽂憑考試的考⽣均可報名。考⽣所持證件須
在有效期之內。招⽣⾼校可根據本校招⽣要求⾃⾏決定是否對考⽣進⾏⾯試， ⾯
試⼯作須在錄取開始前完成，⾯試具體時間及地點由招⽣⾼校確定。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


⾹港教育局網站：http://www.edb.gov.hk/


中華⼈⺠共和國教育部網站：http://www.mo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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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學

⾹港居⺠欲報考內地⼤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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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中畢業⽂化程度（須在教育主管部⾨認可的⾼級中等學校接受⾼中階
段教育，⾮學歷教育經歷不符合報名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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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港⾝份證和回鄉證或港澳台居⺠居住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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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keaa.edu.hk/
內地⾼校⾯向港澳台地區招⽣資訊網站： 

http://www.gatz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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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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計劃包括兩部份：「經⼊息審查資助」（每名通過⼊息審查的學⽣視
乎需要可獲全額資助或半額資助）及「免⼊息審查資助」。在2020/21學年，「經⼊
息審查資助」下的全額資助為每年港幣1 6 , 8 0 0元，⽽半額資助為每年港幣
8,4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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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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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詢電話：（852）2827�1112

學資處⼊息審查事宜諮詢電話：（852）3622�3775

電郵： musss@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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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0名。三是⼤幅度提⾼獎學⾦獎勵標準，最⾼⾦額達⼈⺠幣3萬
元。

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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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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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hkaec.org.hk/
或直接向相關 ⾼等院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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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內地與 ⾹港互認 ⾼等教育學位 8.7�⻑沙主要國際學校及聯繫 ⽅式

下表所列為部分經批准設⽴的⻑沙市國際學校的資料，內容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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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學 ⼠學位的學 ⽣可以申請攻讀內地碩 ⼠學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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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oe.gov.cn/

學校名稱 學段 地址 聯繫電話 網站

⻑沙瑋希國際
學校

⻑沙康禮克
雷格學校

⻑沙麓 ⼭國際
實驗學校

⻑沙市同升湖
實驗學校

⻑沙中加學校

⻑沙碧桂園威尼
斯中英 ⽂學校

寧鄉市碧桂園
學校

幼稚園、 ⼩學、
初中、 ⾼中

⼩學、初中、
⾼中

⼩學、初中、
⾼中

幼稚園、 ⼩學、
初中、 ⾼中

⼩學、初中、
⾼中

幼稚園、 ⼩學

幼兒園、 ⼩學、
初中、 ⾼中

⻑沙經濟技術開發區
東 ⼀路8號

湖南⻑沙經濟技術
開發區（㮾梨街道）
⼒新街1 17號

⻑沙市河西望 ⽉湖
社區9⽚ ⽉華街59號

⻑沙市 ⾬花區
同升路88號

⻑沙市岳麓區
景園路99號

⻑沙市⻑沙縣星沙 ⼤
道3 25號威尼斯城內

湖南省⻑沙市寧鄉市
⾼新區歐洲南路88號 

(86�731)
8275�8900 

(86�731)
8406�1777 

(86�731)
8861�5610 

(86�731)
8506�8899 

(86�731)
8855�9559� 

(86�731)
8821�6997 

(86�731)
8831�2868 

www.wes-cwa.org 

www.ccschangsha. 
com 

www.cjedu.cn 

www.tsheducation. 
net 

www.hccsc.com.cn 

www.bgyvfs.net 

www.nxbg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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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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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內地碩⼠學位的學⽣或成績優異並順利完成⾼質量論⽂的內地學⼠學位的學
⽣或研究⼯作者，可以申請攻讀⾹港博⼠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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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婚姻登記 

C H A P T E R� 9

9.1�登記部 ⾨�

9.2�結婚登記辦理條件 �

9.3�離婚登記辦理條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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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結婚登記辦理條件

⾄少須有 ⼀⽅當事 ⼈戶 ⼝在湖南省轄區內；

雙 ⽅均無配偶(未婚、離婚、喪偶)，⾃願結婚，無直系 ⾎親和三代以內旁系
⾎親關係；及

男 ⽅年滿22周歲，⼥⽅年滿20周歲。

CHAPTER�9 婚姻登記 

結婚登記所需資料

9.1�登記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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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區政府的⺠政部⾨，或有關⺠政部⾨所確定的機關負責。

⻑沙市負責辦理台、港、澳居⺠婚姻登記（結婚和離婚）的機關為湖南省⺠
政廳婚姻登記處，具體辦公時間及聯繫⽅式如下：

湖南省⺠政廳婚姻登記處

辦公時間：週⼀⾄週五上午8:30⾄12:00，下午1:30⾄5:00

(每年7⽉1⽇⾄9⽉30為夏季辦公時間，夏季辦公時間：9：00⾄12：00，
下午1:30⾄5:30。請注意在下班前⼀⼩時提前到達。)

諮詢電話： (86�731)8450�2080

網址： http://www.hunan.gov.cn/

地址：湖南省⻑沙市開福區東⾵路276號省⺠政廳⼆辦公樓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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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市居⺠的⼀⽅，需要提供本⼈戶⼝名簿及居⺠⾝份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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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居⺠的⼀⽅，則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港澳通⾏證（回鄉證）及⾹港⾝份證；

⾹港婚姻註冊處出具的「無結婚記錄證明書」（俗稱「寡佬證」），此證明⾃出具
之⽇起�6�個⽉內有效；

經⾹港的中國委託公證⼈公證的「無配偶以及與結婚物件沒有直系⾎親和三
代以內旁系⾎親關係的聲明書」；由⾹港律師樓發出公證書後，先將副本郵寄
到湖南省⺠政廳婚姻登記處，然後攜帶原件前來辦理。

所有出⾃⾹港政府部⾨的⽂件或證明均需提前在⾹港進⾏公證；及

3張⼤2⼨（⻑5厘⽶寬3.8厘⽶）男⼥雙⽅半⾝免冠合影證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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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港居⺠如需申請上述「無結婚記錄證明書」，須填寫申請書，並繳納翻查
結婚記錄費⽤。如翻查結果顯⽰其在⾹港並無婚姻登記記錄，將於繳納證明費⽤
後獲發無結婚記錄證明書。無結婚記錄證明書的申請可親⾝或授權他⼈遞交，亦
可以郵寄⽅式遞交。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港政府⼀站通網站： 

http://www.gov.hk/tc/residents/immigration/bdm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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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aao.org.hk/

CHAPTER�9 婚姻登記 

離婚登記所需資料及步驟

⻑沙居⺠⼀⽅須提供戶⼝名簿及居⺠⾝份證；

⾹港居⺠⼀⽅須提供回鄉證或港澳台居⺠居住證及⾹港⾝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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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份，協議書中載明雙⽅⾃願離婚的
意願以及對⼦⼥撫養、財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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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厘⽶寬3.5厘⽶)單⼈近期半⾝免冠照⽚。

雙⽅⾄⺠政局領取《離婚登記申請回執單》，離婚冷靜期為30天，期間雙⽅任何
⼀⽅不願意離婚均可持有效證件和回執單申請撤回。

冷靜期滿後的30天內，雙 ⽅需要共同到婚姻登記機關申請離婚證，若30天內未
到婚姻登記機關申請離婚證則視為撤銷離婚。

9.3�離婚登記辦理條件

⾄少須有 ⼀⽅當事 ⼈戶 ⼝在湖南省轄區內；

雙 ⽅⾃願離婚，達成離婚協定； �

雙 ⽅均有⺠事 ⾏為能 ⼒；及

結婚登記是在湖南省辦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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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提出離
婚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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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下列情形的，湖南省⺠政廳婚姻登記處不予受理離婚登記申請：

如不能在婚姻登記機關辦理離婚登記，當事 ⼈可以到 ⼈⺠法院提起
離婚訴訟。

�在湖南省以外或駐外使(領)館以外辦理結婚登記的；

外國 ⼈、港澳台居⺠、華僑、出國 ⼈員之間離婚；

在湖南省辦理結婚登記後，雙 ⽅均取得到國外或港澳台地區合
法居留資格、於當地⻑期或永久居留；

在湖南省辦理結婚登記後，當事 ⼈的姓名、 ⾝份證明 ⽂件和結婚
登記時的資訊不 ⼀致 ⼜不能書 ⾯證明變動原因；及

⼀⽅當事 ⼈無法通過中 ⽂表達其真實意願， ⼜沒有第三 ⽅做中
外 ⽂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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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出 ⽣登記及國籍事宜
(包括證件換領) 

C H A P T E R� 1 0 

10.1�在內地醫院 ⽣產 

10.2�申請 ⾹港特別 ⾏政區居留權證明書 

10.3�國籍 

10.4�證件換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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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在內地醫院 ⽣產

⾹港居⺠在⻑沙市醫院 ⽣產須準備：夫妻雙 ⽅的 ⾝份證明 ⽂件、結婚證和
懷孕期間的檢查記錄等資料。

若 ⼩孩在中國內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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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公⺠ ⾝份的法定 ⽂件。在 ⼩孩申請辦理內地
戶 ⼝、上學登記等時候須提交作 ⾝份證明 ⽤途。

申領單程證

內地居⺠與 ⾹港永久性居⺠在內地結婚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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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市公安局官網： 

http://csga.changsha.gov.cn/

申領證件返港

若 ⼩孩在內地出 ⽣時 ⽗⺟均是 ⾹港永久性居⺠， ⽽⼩孩未能領有任何旅 ⾏
證件：

根據現 ⾏政策，在內地出 ⽣的孩 ⼦欲前往 ⾹港定居，需透過內地公安機關
向 ⾹港 ⼊境處申請居留權證明書。

凡居住在內地符合資格的 ⼈⼠可向其戶 ⼝所在地的公安機關出 ⼊境管理
部 ⾨領取申請表格，如實填寫後向公安機關遞交申請。 ⽽公安機關出 ⼊境管理部
⾨在審核有關的資料後，會轉送 ⾹港 ⼊境事務處進 ⾏核查。經審核 ⽽符合居留權
資格的申請，⼊境事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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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永久性居⺠在內地所 ⽣⽽享有居留權的中國籍 ⼦⼥合法及有
秩序地進 ⼊⾹港定居，內地公安機關出 ⼊境管理部 ⾨簽發的單程證和 ⾹港 ⼊境
事務處簽發的居留權證明書將會同時發放，具體做法是將居留權證明書附貼在
單程證上，持證 ⼈離開內地時，⼀併交內地邊防檢查 ⼈員查驗放 ⾏。

出 ⽣登記及國籍事宜 CHAPTER�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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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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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是特區永久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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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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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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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之出⽣證明書、居⺠⾝份證及戶⼝名簿或其它戶籍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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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永久性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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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證及戶⼝名簿或其它戶籍證明；

在⾹港居住的⽗或⺟的⾹港⾝份證、回鄉證等相關⽂件； �

⽗⺟的結婚證書（如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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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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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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ov.hk/tc/residents/immigration/ 

idcard/

出 ⽣登記及國籍事宜 CHAPTER�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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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10 出⽣登記及國籍事宜 

10.3�國籍

10.4�證件換領

根據內地有關法律法規，具有中國籍的 ⾹港居⺠，只要未向國籍管理機關
申報為外國 ⼈，不管是否持有外國護照和旅 ⾏證件，均可通過 ⾹港中國旅 ⾏社向
廣東省公安廳申領《港澳居⺠來往內地通 ⾏證》（回鄉證），憑回鄉證進出內地。

詳情請參閱 ⾹港中國旅 ⾏社： https://ww1.ctshk.com/zh/，

或致電該社� (852)�2853�3888�查詢。

居住在內地的 ⾹港居⺠如持《港澳居⺠來往內地通 ⾏證》（回鄉證）進 ⼊內
地，併計劃離開內地前往其他國家，需使 ⽤有效的《港澳居⺠來往內地通 ⾏證》
（回鄉證）離開內地，並持有效的旅 ⾏證件前往其他國家。

有關申辦港澳居⺠來往內地通 ⾏證 ,⾹港特別 ⾏政區護照 ,⾹港特別 ⾏政區
簽證 ⾝份書及回港證的資格及 ⼿續，請參閱以下資料：

根據《中華⼈⺠共和國⾹港特別⾏政區基本法》第18條和附件3的規定，《中
華⼈⺠共和國國籍法》⾃1997年7⽉1⽇起在⾹港特別⾏政區實施，並根據「全國
⼈⺠代表⼤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共和國國籍法》在⾹港特別⾏政區實施
的幾個問題的解釋」詮釋。

根據《中華⼈⺠共和國國籍法》，「中國公⺠」指具有中國國籍的⼈⼠。凡具
有中國⾎統的⾹港居⺠，本⼈出⽣在中國領⼟（含⾹港）者，以及其它符合《中華
⼈⺠共和國國籍法》規定的具有中國國籍的條件者，都是中國公⺠。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港政府⼀站通網站： 

http://www.gov.hk/tc/residents/immigration/chines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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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居⺠來往內地通⾏證（以下簡稱「回鄉證」） 

⾃2020年10⽉10⽇起，在內地港澳居⺠可向全國任⼀縣級以上公安機關出
⼊境管理部⾨，申請換發 /補發港澳居⺠來往內地通⾏證，申辦⼿續與在港澳地
區⼀致。⾹港居⺠可向全國任何⼀個縣級以上公安機關出⼊境管理部⾨申請換
發/補發回鄉證。

國家移⺠管理局的申請須知，詳情請參閱國家移⺠管理局：

http://www.gov.cn/xinwen/2020-10/12/content_55505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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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10 出⽣登記及國籍事宜 

補發、換發 

⾃�2020�年�10�⽉�10�⽇起，港澳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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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zwfw-new.hunan.gov.cn/csywtbyhsjweb/cszwdt/ 

pages/portal/guide.html?taskid=11430100006127037T 

300016300400001

有關在⻑沙市辦理港澳居⺠來往內地通 ⾏證補發和換發，
可參閱以下網 ⾴：

2019年9⽉，國家移⺠管理局制定《出⼊境證件⾝份認證管理辦法（試⾏）》。
根據辦法規定，國家移⺠管理局授權所屬出⼊境管理資訊技術研究所免費提供
出⼊境證件⾝份認證服務。依法依規應當查驗個⼈⾝份資訊的經營者，可按照辦
法規定對需要實名認證、實⼈認證、證件電⼦資訊識讀業務等在認證平台進⾏認
證。2020年1⽉21⽇，國家移⺠管理局公布已經開發建成了出⼊境證件⾝份認證
平台，推進出⼊境證件便利化應⽤⼯作，政務服務、公共服務和互聯網應⽤三⼤
類35個便利化服務事項基本實現落地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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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特別 ⾏政區簽證 ⾝份書（簽證 ⾝份書）

不合資格申請 ⾹港特別 ⾏政區護照的 ⾹港居⺠，可考慮申請簽證 ⾝份書，
以作旅 ⾏證件之 ⽤。

有關 ⾹港特別 ⾏政區簽證 ⾝份書的申請詳情，可參閱以下網 ⾴： 

https://www.immd.gov.hk/hks/service/travel_document/

⾹港特別 ⾏政區回港證

⾹港特別 ⾏政區回港證是簽發給 ⾹港居⺠，作往返內地及澳 ⾨特別 ⾏政區
之 ⽤。

⾹港特別 ⾏政區回港證共分為兩類：

有效期六個 ⽉，限 ⽤⼀次的單程 ⾹港特別 ⾏政區回港證；及
有效期五年，多次通 ⽤的 ⾹港特別 ⾏政區回港證。

有關 ⾹港特別 ⾏政區回港證的申請詳情，可參閱以下網 ⾴： 

https://www.immd.gov.hk/hks/service/travel_document/ 

Application_for_HKSAR_Re-entry_Permit.html 

Application_for_HKSAR_Document_of_Identity_for_Visa_Purposes.html

出 ⽣登記及國籍事宜 CHAPTER�10

合資格並持有有效 ⾹港永久性居⺠ ⾝份證 ⽽⾝處內地
的 ⼈⼠，可透過 ⾹港特別 ⾏政區駐北京辦事處（駐京辦）、駐
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駐滬辦）、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駐
成都辦）、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駐粵辦）及駐武漢經濟貿易
辦事處（駐武漢辦）的 ⼊境事務組遞交 ⾸次 /換領 ⾹港特別 ⾏
政區護照的申請，並在駐內地辦事處領取護照。

有關於內地提供 ⾹港特別 ⾏政區護照申請/換領服務，
可參閱以下網 ⾴： 

https://www.immd.gov.hk/hks/service/ 

travel_document/mainlandservice.html

⾹港特別 ⾏政區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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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體系介紹 

CHAPTER�11 

11.1�內地與 ⾹港法系區別 

11.2�內地的法律法規概要 

11.3�⻑沙市公證機構 

11.4�⻑沙市律師事務所 

11.5�聘 ⽤律師須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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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11 法律體系介紹 

11.1�內地與 ⾹港法系區別

11.2�內地的法律法規概要

⺠事訴訟
⼀般情況下，有關婚姻、家庭、 ⼈⾝損害賠償、交通事故責任、醫療損害糾

紛、勞動爭議等案件，應向被告經常居住地或合同履 ⾏地或侵權 ⾏為地的縣、區
法院起訴。起訴時，原告應當向受理法院遞交起訴狀和證據。起訴狀必須由原告
或原告授權代為起訴的代理 ⼈親筆簽名。簽名應當在受理法院兩名 ⼯作 ⼈員的
⾒證下進 ⾏；或在內地的公證機關辦理簽名公證。 ⾹港居⺠亦可選擇在 ⾹港提起
訴訟，但須由中國司法部委託的 ⾹港律師和批准設 ⽴的中國法律服務（ ⾹港）有
限公司提供跨境法律服務。因涉及的情況複雜，訴訟前建議提前諮詢司法機關或
律師。

內地與⾹港在法律體系、⽴法基礎、法官許可權以及訴訟程序等⽅⾯均有
很⼤差異。內地屬於⺠法法系，⾹港屬於普通法系。當⾹港居⺠⾝處內地時，須清
楚了解並遵守內地的法律，倘若⾹港居⺠在內地觸犯法律，當事⼈須承擔相關的
法律責任。如⾹港居⺠在內地⼯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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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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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強制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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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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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內地居⺠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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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處罰

⾏政處罰是指⾏政機關依法對違反⾏政管理秩序的公⺠、法⼈或者其他組
織，以減損權益或者增加義務的⽅式予以懲戒的⾏為。主要處罰⽅式為：警告、通
報批評、罰款、沒收違法所得、沒收⾮法財物、暫扣許可證件、降低資質等級、吊
銷許可證件、限制開展⽣產經營活動、責令停產停業、責令關閉、限制從業、⾏政
拘留和法律⾏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政處罰。詳情可參考《中華⼈⺠共和國⾏政處
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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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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共和國刑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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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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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進⾏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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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共和
國治安管理處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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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可參考《中華⼈⺠共和國刑法》。

11.3�⻑沙市公證機構

根據《中華⼈⺠共和國公證法》規定，公證機構⼀般可以為客戶提供的服務
包括：合同公證；繼承公證；委託、聲明、贈與、遺囑公證；財產分割公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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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印本與原本相符公證；法律、⾏政法
規規定由公證機構登記的事務；及代寫與公證事項有關的法律事務⽂書等事務。

機構 地址 電話

湖南省⻑沙市
⻑沙公證處

湖南省⻑沙市
麓 ⼭公證處

湖南省⻑沙市
星城公證處

湖南省⻑沙市
湘江公證處

湖南省⻑沙市
華湘公證處

湖南省⻑沙縣
公證處

湖南省寧鄉市
公證處

湖南省瀏陽市
公證處

湖南省⻑沙市 ⾬花區勞動西路3 95號
梓園 ⼤廈 ⼆樓

湖南省⻑沙市岳麓區銀盆嶺奧克斯廣場
環球中⼼A座15樓

湖南省⻑沙市開福區東 ⾵路2 48號
鷗波港灣 ⼤廈裙樓5樓

湖南省⻑沙市岳麓區望城坡澗塘
3棟1 18號

湖南省⻑沙市 ⾬花區韶 ⼭南路1 53號

湖南省⻑沙縣星沙街道板倉路3 23號

湖南省寧鄉市市⺠之家1樓A區

湖南省瀏陽市環府路司法 ⾏政 ⼤樓 

(86�731)8552�1512 

(86�731)8890�2254 

(86�731)8455�2597 

(86�731)8881�5353 

(86�731)8873�5558 

(86�731)8401�2228 

(86�731)8898�0751 

(86�731)8361�1160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沙市司法局網站： 

http://sfj.changsh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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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沙市律師事務所

⻑沙市律師協會是依照《中華 ⼈⺠共和國律師法》和相
關法律成 ⽴的 ⾏業 ⾃律性組織，是由⻑沙市全體律師組成
的社會團體法 ⼈，受⻑沙市司法 ⾏政機關的領導、監督和上
級律師協會的指導，依法對⻑沙律師實施 ⾏業管理。

截 ⾄2022年4⽉1 1⽇，⻑沙市共有9 666名執業律師，律
師事務所4 44家。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沙市律師協會網站： 

http://cslawyers.com.cn/

11.5�聘 ⽤律師須注意事項

依照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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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事 ⼈提出聘請律師的，偵查機關應當將該項請求轉達給該律師或其所在的
律師事務所；當事 ⼈沒有指定律師的，偵查機關應當及時通知當地律師協會或
司法 ⾏政機關為當事 ⼈推薦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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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事 ⼈可以隨時轉聘其他律師為其提供法律服務。但律師在接受當事 ⼈的委
託後，如果沒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為當事 ⼈提供法律服務；及

同案的犯罪嫌疑 ⼈不得聘請同 ⼀名律師。

法律體系介紹 CHAPTER�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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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中央及地⽅有關部⾨
便利港⼈的政策措施 

C H A PT E R�1 2 

12.1�港澳台居⺠居住證 

12.2�教育及考試 ⽅⾯的政策措施 

12.3�就業 ⽅⾯的政策措施 

12.4�旅 ⾏⽅⾯的便利措施 

12.5�公積 ⾦的政策措施 

12.6�境外 ⼈⼠(包括港澳台居⺠)享受境外所得

����������免稅優惠的條件放寬 

12.7�服務平台便利使⽤港澳居⺠來往內地通⾏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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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條件

只要符合以下3個條件即可申請：

前往內地(⼤陸)居住半年以上；
符合有合法穩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連續就讀條件之 ⼀的港澳台居⺠；及
持有效的港澳居⺠來往內地通 ⾏證或者五年期台灣居⺠來往 ⼤陸的通 ⾏證。

12.1�港澳台居⺠居住證

港澳台居⺠居住證是為符合申領條件的港澳台居⺠在內地（⼤陸）參加社
會保險、勞動就業、上學、就醫等，在內地（⼤陸）享受《港澳台居⺠居住證申領發
放辦法》規定的權利、基本公共服務和便利，便利港澳台居⺠在內地（⼤陸）⼯
作、學習、⽣活，保障港澳台居⺠合法權益，從事有關活動證明⾝份，根據《居住
證暫⾏條例》的有關規定⽽製作、發放的。

2018年8⽉6⽇，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港澳台居⺠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並
於9⽉1⽇正式實施。港澳台居⺠居住證登載的內容包括：姓名、性別、出⽣⽇期、
居住地住址、公⺠⾝份號碼、本⼈相⽚、指紋信息、證件有效期限、簽發機關、簽
發次數、港澳台居⺠出⼊境證件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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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資料

提交以下資料：

回鄉證及⾹港居⺠⾝份證的原件；
居住地證明：包括房屋租賃合同、房屋產權證明⽂件、購房合同或者房屋出租
⼈，⽤⼈單位、就讀學校出具的住宿證明等；
就業證明：包括⼯商營業執照、勞動合同、⽤⼈單位出具的勞動關係證明或者
其他能夠證明有合法穩定就業的材料等。
就讀證明：包括學⽣證、就讀學校出具的其他能夠證明連續就讀的材料等。

辦理費⽤

⾸次申請領取港澳台居⺠居住證，免收證件⼯本費。換領、補領居住證，應
當繳納證件⼯本費。

辦理時限

港澳台居⺠申請領取、換領、補領居住證，符合辦理條件的，受理申請的公
安機關應當⾃受理之⽇起20個⼯作⽇內發放居住證；交通不便的地區，辦理時間
可以適當延⻑，但延⻑的時間不得超過10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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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件有效期

港澳台居⺠居住證的有效期限為五年。
居住證有效期滿、證件損壞難以辨認或者居住地變更的，持證 ⼈可以換領

新證；居住證丟失的，可以申請補領。換領補領新證時，應當交驗本 ⼈港澳台居⺠
出 ⼊境證件。換領新證時，應當交回原證。

辦理好處
港澳台居⺠居住證能給居住在內地的港澳台居⺠帶來 3項權利、 6項基本公

共服務、9項便利，簡稱 “369”。

3項權利

9項便利
在居住地依法享受勞動就業；
參加社會保險；及
繳存、提取和使⽤住房公積⾦的權利。

6項基本公共服務

義務教育；


基本公共就業服務；


基本公共衛⽣服務；


公共⽂化體育服務；


法律援助和其他法律服務；及


國家及居住地規定的其他基本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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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國內航班、⽕⾞等交通運輸⼯具；


住宿旅館；


辦理銀⾏、保險、證券和期貨等⾦融業務；


與內地(⼤陸)居⺠同等待遇購物、購買公園及各類⽂體場館⾨票、進⾏⽂化娛


樂商旅等消費活動；


在居住地辦理機動⾞登記；


在居住地申領機動⾞駕駛證；


在居住地報名參加職業資格考試、申請授予職業資格；


在居住地辦理⽣育服務登記；及


國家及居住地規定的其他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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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城區

⻑沙縣

瀏陽市

寧鄉市

望城區公安局 ⼈⼝與
出 ⼊境接待 ⼤廳

⻑沙縣公安局 ⼈⼝與
出 ⼊境接待 ⼤廳

瀏陽市公安局 ⼈⼝與
出 ⼊境接待 ⼤廳

寧鄉市公安局 ⼈⼝與
出 ⼊境接待 ⼤廳 

(86�731)�88175030 

(86�731)�84015097 

(86�731)�83813017 

(86�731)�87897847

望城區望府路1 98號

⻑沙縣望仙東路與
⿈興 ⼤道交叉 ⼝

瀏陽市 ⽩沙路8號
市⺠之家2層D區

寧鄉市花明北路5 01號
市⺠之家1樓B區

回鄉證並不等於居住證。回鄉證作為 ⼀種旅 ⾏證件，主要是為了港澳居⺠中的中國
公⺠來往內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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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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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鄉證與港澳台居⺠居住證(以下簡稱「居住證」)的區別

辦理地點 12.2�教育及考試 ⽅⾯的政策措施
⻑沙港澳台居⺠居住證辦理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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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質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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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培養質量，加強學校對港澳學

縣市區 受理、發證視窗名稱 地址 電話

芙蓉區 接待⼤廳 2⽚社區對⾯
芙蓉分局⼈⼝與出⼊境 (86�731)�84783073 芙蓉區王家湖路⽕炬村

天⼼分局⼈⼝與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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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區 接待⼤廳 天⼼區劉家沖北路35號 (86�731)�8589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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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區 岳麓分局⼈⼝與出⼊境
接待⼤廳 (86�731)�88648480 岳麓區愛⺠路180號

開福區 開福分局⼈⼝與出⼊境 開福區鳳舞路28號 (86�731)�84523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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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廳 新河派出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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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區 ⾬花分局⼈⼝與出⼊境

接待⼤廳 (86�731)�85659628 ⾬花區圭塘路19號

⾼新分局⼈⼝與出⼊境
國港辦主任與⾏政⻑官會⾯時表⽰，有關措施會在2017-18學年落實，⾼校將

⾼新區 接待⼤廳 ⾼新區⾕苑路260號 (86�731)�88908797	 會為該學年畢業⽣發放《就業協議書》和簽發《就業報到證》。詳細內容請參閱
該書第四章《就業》部分；

在義務教育階段，在廣東、福建、浙江、上海、北京、湖南等省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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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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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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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社科基⾦決定參照內地居⺠待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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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居⺠憑居⺠⾝份證和⾹港、澳⾨居⺠來往內地通⾏證（回鄉證）或港澳居
⺠居住證可報名參加國家統⼀法律職業資格考試。

12.4�旅 ⾏⽅⾯的便利措施

12.3�就業 ⽅⾯的政策措施

2017年6⽉，內地與⾹港簽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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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內地與港澳服務業深度合作； 

2018年8⽉，⼈⼒資源社會保障部頒布《關於廢⽌〈台灣⾹港澳⾨居⺠在內地
就業管理規定〉的決定》，全⾯取消港澳⼈⼠在內地就業需辦理許可的要求；及 

2019年11⽉,� 內地與⾹港簽署《〈內地與⾹港關於建⽴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服務貿易協議》的修訂協議,降低⾹港企業和專業⼈⼠進⼊內地市場的⾨
檻。合資格的⾹港專業⼈⼠，例如建築師、結構⼯程師、律師，可以通過 CEPA兩
地資格互認或考試的安排獲取內地的專業資格。《修訂協議》於 2020年6⽉1⽇
起實施。

有關詳情，可參閱以下網⾴： 

https://www.tid.gov.hk/tc_chi/cepa/legaltext/
 

cepa18_no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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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國家旅遊局印發了為⾹港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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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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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居⺠可憑港澳居⺠居住證和回鄉證購買鐵路電⼦客票並憑有效⾝份證原
件完成實名制驗證、進出站檢票⼿續辦理，同時在⾃動售票機上可使⽤港澳居
⺠居住證進⾏⾃助購取票；

全國主要機場基本實現了⾃助終端識讀港澳同胞回鄉證；

港澳居⺠來往內地通⾏證持有⼈現在可在鐵路部⾨ 12306網站和 APP註冊賬
號和購買⾼鐵⾞票；及

繼續為港澳同胞使⽤回鄉證在內地旅⾏、住宿提供便利。

12.5�公積 ⾦的政策措施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財政部、 ⼈⺠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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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第四章《就業》部分。（最新消息請留意湖南省住房公積

⾦管理中 ⼼: ）http://www.xzgj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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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 ⼈⼠(包括港澳台居⺠)享受
境外所得免稅優惠的條件放寬 

12.6�

財政部、稅務總局聯合印發《財政部 � 稅務總局關於在中國境內無住所的個
⼈居住時間判定標準的公告》 (財政部 � 稅務總局公告 2019年第 34號，以下簡稱
《公告》)，進 ⼀步放寬境外 ⼈⼠享受境外所得免稅優惠條件。

境外⼈⼠享受境外所得免稅優惠的條件主要變化

新的個⼈所得稅法將居⺠個⼈的時間判定標準由境內居住滿⼀年調整為滿 

183天，為了吸引外資和⿎勵外籍⼈員來華⼯作，促進對外交流，新的個⼈所得稅
法實施條例繼續保留了原條例對境外⽀付的境外所得免予徵稅優惠制度安排，並
進⼀步放寬了免稅條件：

⼀是將免稅條件由構成居⺠納稅⼈不滿五年，放寬到連續不滿六年；

⼆是在任⼀年度中，只要有⼀次離境超過 30天的，就重新計算連續居住年限；

三是將管理⽅式由主管稅務機關批准改為備案，簡化了流程，⽅便了納稅⼈。

《公告》還明確：在境內停留的當天不⾜ 24⼩時的，不計⼊境內居住天數；連續
居住“滿六年”的年限從 2019年1⽉1⽇起計算， 2019年之前的年限不再納⼊計算
範圍。

以上措施令在境內⼯作的境外⼈⼠(包括港澳台居⺠)的境外所得免稅條件⽐
原來就更為寬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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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包括港澳台居⺠)在境內居住的天數計算

按照《公告》規定，在中國境內停留的當天滿 24⼩時的，計⼊境內居住天數；
不⾜ 24⼩時的，不計⼊境內居住天數。

境外⼈⼠(包括港澳台居⺠)在境內連續居住年限計算標準

按照《公告》規定，在境內居住累計滿 183天的年度連續“滿六年”的起點，是 

⾃2019年(含)以後年度開始計算， 2018年(含)之前已經居住的年度⼀律“清零”，
不計算在內。按此規定， 2024年(含)之前，所有無住所個⼈在境內居住年限都不
滿六年，其取得境外⽀付的境外所得都能享受免稅優惠。此外， ⾃2019年起任⼀
年度如果有單次離境超過 30天的情形，此前連續年限“清零”，重新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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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服務平台便利使 ⽤港澳居⺠來往內地通 ⾏證 

2019年5⽉，國家移⺠管理局公布《關於推動出 ⼊境證件便利化應 ⽤的 ⼯作
⽅案》 � ，宣布已建 ⽴出 ⼊境證件 ⾝份認證服務平台，以實現港澳居⺠來往內
地通 ⾏證在交通運輸、 ⾦融、通訊、教育、醫療、社保、 ⼯商、稅務、住宿等領域
的便利化應 ⽤。 

2020年1⽉，國家移⺠管理局公布政務服務、公共服務和互聯網應 ⽤三 ⼤類
共35個便利化服務事項已基本實現落地應 ⽤，包括 15個政務服務， 13個公共
服務和 7個互聯網應 ⽤。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国家移⺠管理局網站： 

https://www.nia.gov.cn/n741440/n741542/c1211377/ 

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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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聯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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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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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沙市芙蓉區解放西路 188號國⾦中⼼ T1⼤樓 2615室
郵編： 4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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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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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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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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86�27)6560�7300內線7334（辦公時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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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特別 ⾏政區政府 ⼊境事務處

協助在外⾹港居⺠⼩組（24⼩時求助熱線）
電話：（852）1868
傳真：（852）2519�3536
電郵： �enquiry@immd.gov.hk
地址：⾹港灣仔告⼠打道7號⼊境事務⼤樓9樓

⾹港貿易發展局駐武漢辦事處

電話：（86�27）8575�7121
傳真：（86�27）8575�7120
電郵： wuhan.office@hktdc.org
地址：中國武漢市江岸區中⼭⼤道1627號中信泰富⼤廈11樓1110室
郵編： 430000
網址：https://www.hktd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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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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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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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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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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聯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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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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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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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壯族⾃治區南寧市⺠族⼤道 136-2號華潤⼤廈 B座2306-01室
郵編： 53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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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特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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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室
郵編： 200001
網址：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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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浙江省杭州市江⼲區錢江路 1366號華潤⼤廈 A座21樓2107室
郵編： 310016

常⽤聯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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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編： 610021
網址：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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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渝中區⺠權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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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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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市便⺠服務熱線

⻑沙市便⺠服務熱線

⻑沙市便⺠服務熱線

⻑沙市便⺠服務熱線

⻑沙市⺠服務熱線

⻑沙市新奧燃氣2 4⼩時客戶服務熱線

⻑沙市氣象資訊服務熱線

⻑沙 ⼈社局諮詢服務熱線

⻑沙公積 ⾦服務熱線

⻑沙公安便⺠服務平台熱線

⻑沙市網路報建多規合 ⼀視窗電話

⻑沙市規劃資訊服務中 ⼼視窗電話

⻑沙市會展諮詢

⻑沙市政府值班室

⻑沙市政務中 ⼼資訊公開處

供 ⽔服務熱線

12345 

96121 

12329 

0731—88574351 

0731—88665885 

0731—88665000 

0731—88665077 

96533 

12348 0731—95158 法律諮詢熱線

12333 天氣預報查詢電話 12121 

96366 96111 ⻑沙市電梯應急救援熱線

12119 0731—88574061 森林⽕警電話

0731—85501010�0731—88666791 ⼼理援助熱線 ⻑沙市⺠族⼯作熱線電話

納稅服務熱線

全國鐵路客服中 ⼼

公共衛 ⽣公益熱線

⻑沙市公安局投訴中 ⼼電話

道路交通事故報警平台

12366 

12306 

12320 

0731—12389 

122 

12351 ⻑沙市職⼯服務熱線

95598 供電服務熱線

11185 郵政客戶服務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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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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駐湖南
聯絡處在編輯過程中⼒求資料準確，但駐湖南聯絡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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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湖南聯絡處不為任何產品、服務或引⽤的⽂字資料作宣傳。

版權告⽰

載於此⼩冊⼦的資料不得作商業⽤途，複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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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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