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廣東省9市的發展機遇
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定位之一是國際科創中心，通過積極吸引和對接全球創新資源，建設“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
根據2018年大灣區廣東省9市的政府工作報告，各市城市規劃定位、當地政府著力推動的產業及人才政策特點匯總如下。港人可結合自
身的職業規劃和各市優先發展的產業，進一步考察當地的人才優惠政策，探索大灣區內不同的工作環境與氛圍，進一步提升自己在專
業領域的知識、能力和價值。
城市
廣州

城市規劃定位
 大灣區的增長核心
 “中國制造2025”試點示範城市

優先發展產業
科技、制造、現代服務、航
運、航空、貿易等

深圳






全球科技產業創新中心
有全球影響力的海洋中心城市
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
大灣區西部航空樞紐

科技、現代服務、航運、貿
易、生物等
制造、科技、物流、航空等

東莞



大灣區先進制造業中心

制造、科技、現代服務、航
運、現代農業等

惠州



大灣區科技成果轉化高地

科技、制造、貿易等

中山





大灣區世界級先進制造業基地
區域性綜合交通樞紐
大灣區西翼樞紐門戶城市

制造、科技、文化等





大灣區創新高地
國家知識產權示範城市
大灣區連接大西南的樞紐門戶城市

現代服務、貿易、科技等

佛山

江門

珠海
肇慶

制造、科技、現代服務等

科技、物流、貿易等

人才政策特點
 主要針對高層次人才
 為創業、金融、醫學、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專
業人才提供專門的計劃或優惠
 對人才的定義寬泛
 希望吸引世界各地各行各業的人才
 特別關注青年企業家的培養與發展
 吸引傳統優勢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領域
的高、中層次企業人才
 對於技能人才的培養格外關注
 正轉型為高層次人才創業發展的熱土，鼓勵
引進海外專家
 引進大批科技領軍人才和科創團隊
 吸引海內外高層次人才，將惠州打造成為
“創新創業之城”
 培養引進各類各層次的人才
 鼓勵海外人才來中山創新創業
 對各層次人才的招引力度大，降低了對高層
次人才的界定門坎；
 認定和評定兩種人才評定機制有機結合
 通過立法明確了人才概念
 多種救濟手段對知識產權進行保護
 主要支持來自先進裝備製造、新型電子信息
等產業的創新創業團隊及領軍人才

廣東省9市人才政策概況
大灣區廣東省9市的人才政策主要類型包括：向應屆畢業生基於落戶補貼或租金低於市場價的人才公寓，及針對高層次人才提供購房優
惠、創業或科研項目的資金補助等。除了資金等實質支持，各市也就其著力打造的優勢產業給予相應的人才優惠政策，且不乏通過其
他如智力引進、業餘兼職、人才派遣等多種方式吸引專才，並為其提供施展才能的良好環境，減少引進人才的後顧之憂。
廣東省對港人亦有專門的人才認定安排，僅需通過廣東省人社廳網站即可在線辦理高層次人才認定，讓港人在內地的工作體驗和發展
更為便捷和高效。此外，廣東省的自由貿易試驗區（例如廣州南沙自貿區等）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示範區，對於港人就業提供了
更為優惠的政策環境，不僅分別設立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而且允許具有香港職業資格的金融、規劃、會計、教育、醫療等專業
人才在自貿區便利執業。
總體而言，9市人才政策涵蓋資助補貼、住房保障、醫療保障、子女入學、配偶就業、創新創業等多個優惠政策，其重點城市廣州、深
圳、佛山、東莞的主要比較如下：
共同點
不同點
 重視海外人才及高端人才引進
 人才側重點不同
 重視創新創業基地建設和相關配套政策，以及領軍人物吸引
o 廣州側重於高層次人才與專業人才
政策
o 深圳註重各行各業的人才
 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
o 佛山關註青年企業家、高中層次企業及高端金融人才
 頒布與港人相關辦法
o 東莞格外關註技能人才
 粵港澳大灣區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進程不同
o 廣州、深圳前海、江門、中山、珠海已頒布優惠政策
o 佛山、東莞、惠州、肇慶剛完成征求公眾意見階段
 創新創業基地配套成熟度不同
o 廣州、深圳創新創業基地歷史更為悠久，配套及相關
政策更為完備，扶持力度更大

大灣區廣東省 9 市按其自身優勢推出多項吸引專才政策，以下摘要總括相關政策以供參考(Oct 2019):

城市

政策特點

資金補助/ 創新創業補助/基地

落戶/ 家庭/ 住房/ 醫療

個人所得稅/電子化稅

廣州

廣州的人才政策主要
針對高層次人才，計
劃投入約 15 億人民
幣在住房保障、醫療
保障、子女入學、配
偶就業、創新創業、
資助補貼等方面向高
層次人才提供優渥待
遇。為創業、金融、
醫學、人工智能等領
域的專業人才提供專
門的人才計劃或優
惠。







針對海外創新人才提出的“紅棉計
劃”，主要針對“IAB 計劃”（發展新
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產
業計劃）、“NEM 計劃”（發展新能
源、新材料產業計劃）以及其他重點產
業領域，向入選“紅棉計劃”項目的人
才提供創業啟動資金 200 萬人民幣、租
金補貼標準每月每平方米不超過 35 元
人民幣、1000 萬人民幣以內 50%的銀行
貸款貼息補助。
南沙自貿區向高端領軍人才創業團隊提
供最高 2000 萬人民幣資助，最高不超
過 2000 平方米的三年免租場地，研發
設備購置補貼按實際支出金額的 40%給
予補貼，南沙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可以
“跟進投資”形式給予最高 3000 萬人
民幣的股權投資支持。
“創匯谷”粵港澳青年文創社區和南沙
粵港澳國際青年創新工場建成有 DIY 原
型加工場、“眾創空間”、創意角、工
業角、計算機中心、創業咖啡等功能區
配套完善的服務平台。











符合條件的香港居民可
申領人才綠卡，享受市
民待遇；
符合條件的高層次人才
享有高達 1000 萬人民幣
的住房補貼（分 5 年等
額發放）或 10 年免租的
人才公寓（約 85-200 平
方米不等）；
在廣州全職工作滿 10
年、貢獻突出並取得廣
州市戶籍的高層次人才
（“傑出專家”級）還
可無償獲贈所租住房，
或繼續免租入住人才公
寓 10 年（“優秀專家”
和“青年後備人才”
級）等；
符合相關條件的留學回
國人員，可按《廣州市
留學人員資助管理辦
法》規定給予 10 萬人民
幣安家補助費；
此外，南沙自貿區骨干
人才中的港澳人才，可
選擇特殊人才獎勵或選
擇按照稅負差額申請獎
勵補貼。

務辦法
 在廣州市行政區
域範圍內工作的
境外高端人才和
緊缺人才，其在
廣州市繳納的個
人所得稅已繳稅
額超過其按應納
稅所得額的 15%
計算的稅額部
分，給予財政補
貼。該補貼免徵
個人所得稅。
 南沙自貿區香港
籍人才，按照現
行香港薪俸稅或
利得稅標準稅率
15%測算納稅額，
對申報並已實際
繳納的個人所得
稅稅額與測算納
稅額的差額部
分，獲得獎勵補
貼。
 大灣區 3i 智稅平
台，提供服務貿
易等項目對外支
付稅務備案等稅
費事項辦理服
務，同時利用遠
程交互系統實現
即時辦結跨崗位

城市
深圳

佛山

政策特點

資金補助/ 創新創業補助/基地

落戶/ 家庭/ 住房/ 醫療

深圳作為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的新引擎，政
府求賢若渴的心態在
市級和區級的人才政
策中可見一斑，對人
才的定義更為寬泛。
深圳將每年的 11 月 1
日定為深圳人才日，
希望吸引世界各地更
多各行各業的人才。
深圳各區也制定了各
具特色的人才計劃，
其中不乏特別為港人
制定的人才優惠政
策。





佛山民營經濟發達，
是珠江西岸先進裝備
製造產業的龍頭城
市，人才政策不僅特
別關注青年企業家的
培養與發展，吸引傳
統優勢產業（家用電
力器具製造、食品飲









通過“孔雀計劃”吸引海外高層次人
才，給予最高 150 萬人民幣的獎勵補
貼，給予創新創業團隊最高 8000 萬人
民幣的專項資助，給予 500 平方米以下
每月每平方米 30 元人民幣場租補貼創
業場租補貼。
為香港創業青年設立深港科創基金，深
圳已建立了「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廠」，
2018 年計劃新增 2000 家港企，並為創
業港青提供導師輔導、免租住房和天使
基金等眾多優惠措施，培養具有創新創
業理念的港青在夢工廠實踐創業計劃。
「深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位於南山雲
谷創新科技產業園，與深圳大學城為
鄰。深圳大學城吸引了不少內地的著名
大學進駐，包括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
哈爾濱工業大學，兩者的協同效應有利
在基地創業的青年。基地佔地約 2 000
平方米，為有志到深圳創新創業的內地
和香港青年和企業提供優惠的辦公場
地、完善的配套設施和專業諮詢服務。
高端金融人才在佛山有特別人才政策，
港人若符合其金融人才的認定條件，即
可獲得行業專項津貼最高 30 萬人民
幣、地區補貼最高 40 萬人民幣、住房
補助最高 30 萬人民幣和單個金融機構
每年業績貢獻獎最高 500 萬人民幣等。
工合空間佛山通過與灣區內外政企、機
構和院校的密切合作，為創業者對接豐









願意落戶深圳的人才，
可辦理本人及配偶、子
女的隨遷落戶手續；
引進子女接受小學和初
中教育，由教育部門結
合本人意願和實際情況
安排入學，並享受免費
義務教育待遇；
引進子女接受高中教
育，減免學雜費、借讀
費和擇校費等費用；報
考深圳市高校的，在政
策範圍內優先錄取；
可享受市政府一級保健
待遇。

為重點產業人才提供最
高 100 萬人民幣安家補
貼、最高 1.2 萬人民幣住
房補貼、不低於 3 萬人
民幣子女入學補貼、配
偶就業補貼、醫療保
健、研學資助等人才優
惠。

的涉稅業務。
個人所得稅/電子化稅
務辦法
對在前海工作、符合
前海規劃產業發展需
要的境外高端人才和
緊缺人才，暫由深圳
市人民政府按工資薪
金所得個人所得稅已
納稅額超過工資薪金
應納稅所得額的 15%
部分給予補貼，免徵
個人所得稅。





實施粵港澳大灣
區個人所得稅優
惠政策財政補貼
暫行辦法已完成
徵求社會公眾意
見階段
國際匯稅通，對
接百餘地區，實

東莞

料、金屬材料加工與
製品等）、戰略性新
興產業（新一代信息
技術、新材料、創新
藥物等）、先進製造
業（智能製造、新能
源、節能環保裝備
等）及生產性服務業
（研發設計、電子商
務、金融服務等）領
域的高、中層次企業
人才。
東莞的傳統優勢是製
造業，因此對於技能
人才的培養格外關
注，鼓勵企業在關鍵
崗位、關鍵工序設立
“首席技師”，以解
決企業的生產操作難
題，加強技術攻關與
革新。同時，東莞也
在轉型成為高層次人
才創業發展的熱土，
鼓勵引進海外專家。

富的創業資源、資訊和服務，從人才、
法律、稅務、市場推廣等方面提供服
務，打破內地與港澳之間的商貿壁壘、
行政壁壘和文化壁壘。







惠州

惠州的人才政策主要
以推動石化、電子信



符合條件的特色人才將獲得財政資助和
獎勵，引進的創新科研團隊將取得一次
性 500 萬人民幣至 1000 萬人民幣的立
項資助，引進的創新人才將取得 100 萬
人民幣至 200 萬人民幣創新創業啟動資
金扶持。
所創辦企業獲得的貸款，東莞市財政按
貸款期內實際支付利息最高不超過 70%
的比例給予貼息，每家企業每年最高貼
息 100 萬人民幣，對納入補貼範圍的場
租每平方米每月補貼不超過 30 元人民
幣。
新設立的東莞松山湖高新技術產業開發
區亦特別為香港青年設立了「東莞松山
湖生態園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為
電子信息、機器人、生命醫藥等產業的
創業青年提供最高 20 萬人民幣的啟動
資金支持。
“天鵝計劃”的領軍人才最高可獲得
100 萬人民幣一次性專項工作經費資

現跨境服務貿易
「全覆蓋」，為
港澳投資和從業
人員提供一站式
對外付匯服務



特色人才及其家屬均可
享受出入境綠色通道、
最高每月 5000 人民幣的
租房補貼和最高 250 萬
人民幣的購房補貼、醫
療社保個人繳費部分最
高每人每年 4000 人民幣
定額補助等配套服務。



引進的高級人才可享受
廉價出租或現價出售的



特色人才按上一
年度所繳個人工
薪收入所得稅地
方留成部分 80%
的標准予以補
貼，每人每年最
高補貼不超過 50
萬人民幣。
 實施粵港澳大灣
區個人所得稅優
惠政策財政補貼
暫行辦法已過徵
求社會公眾意見
階段
 企業開辦全流程
智能服務一體
機，企業開辦零
跑動
實施粵港澳大灣區個
人所得稅優惠政策財

息等支柱產業發展，
培育高端新型電子信
息、LED、新能源汽
車、新材料、新能
源、節能環保、生物
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為
重點，引進大批科技
領軍人才和科技創新
團隊。自 2013 年起
啟動“天鵝計劃”吸
引海內外高層次人
才，以惠州宜居、宜
業、宜遊的優勢，將
惠州打造成為“創新
創業之城”。

中山

中山擁有雄厚的製造
業基礎，隨著經濟發
展和技術進步，主要
依靠要素投入驅動的
粗放型發展模式難以
為繼，為實現更高質
量和更高水平的發
展，中山對於人才的
渴求日益明顯。中山
根據產業結構和崗位
需求制訂的《人才導
向目錄》將以下人員
全部納入培養引進的
對象：具有大學本科
及以上學歷的人員；













助，最高 50 萬人民幣一次性住房補
貼，及每月 1 萬人民幣人才津貼補助。
“天鵝計劃”的科技創新團隊可分批取
得最高共 1000 萬人民幣專項工作經費
資助。
具有碩士及以上學位或相當於中級以上
專業技術資格的港人可被認為是海外人
才。
惠州的中心城區惠陽區也為科技創新人 
才、高學歷高職稱人才、高技能人才、
名師名醫名家、企業高端人才等提供了
區級人才優惠政策。
惠州仲愷港澳青年創業基地在未來三年
根據惠州戰略發展佈局和“2+1”現代
產業體係發展需要，以“一基地多園
區”的發展模式，打造成為科技創新引
領區、港澳產業集聚區。
對於各類各層次的人才，中山提供了有 
針對性的培養項目或能力提升項目，並
設立中山留學人員創業園，積極扶持工
業“4+2+2”產業。
特別是 2017 年提出的人才“18 條”，
標誌著中山以更大力度鼓勵海外人才來
中山創新創業，包括給予引進的創新創 
業團隊最高 3000 萬人民幣資助。
海外高層次人才創辦的符合條件的創新
企業可享受“5 個 100”優惠政策，包
括最高 100 萬人民幣的固定資產投資補
貼、最高 100 萬人民幣的貸款貼息、
100 至 1000 萬人民幣的科研經費資助、
免租享受不少於 100 平方米的工作場
所，以及免租安排海外高層次人才本人

高級人才公寓；“特才
特保”，根據高級人才
專項投保制度，用人單
位可為高級人才購買大
額社會保險；享受定期
高級人才體檢，並享受
免收掛號費等優惠服
務。
高級人才本人及其配
偶、子女享受暢通引才
通道，政府對配偶就業
和子女就學提供政策支
持。

政補貼暫行辦法已過
徵求社會公眾意見階
段

人才“18 條”提出向引
進的拔尖人才提供每人
每年最高 100 萬人民幣
生活補貼，對柔性引入
的專家給予每年最高 30
萬人民幣生活補貼。
海外高層次人才享受在
政策諮詢、人事代理、
學歷認證、職稱評審、
辦理簽證、科技項目申
報、權益維護等一站式
服務，政府也會協助其
配偶就業、解決其子女
入學，並為其提供優先
醫療服務，享受社保待





在中山市工作的
境外高端人才和
緊缺人才，其在
中山市繳納的個
人所得稅已繳稅
額超過其按應納
稅所得額的 15%
計算的稅額部
分，給予財政補
貼。該補貼免徵
個人所得稅。
惠知道系統，開
通「減稅降費」
消息推送直通
車，足不出戶秒

取得中級及以上專業
技術職稱的人員；獲
得高級工及以上職業
資格證書的人員等。





江門

江門作為珠江西岸的
樞紐城市，正在逐步
發揮其長期積累的後
發優勢。 2017 年出
台的“人才強市”政
策進一步加大了對各
層次人才的招引力
度，不僅打破了國
籍、地域、戶籍和身
份的限制，也降低了
對高層次人才的界定
的門坎，並提供了靈
活的人才評定機制，
對達不到認定標準的
申報人，由人力資源
社會保障部門進行評
分，評分超過 60 分
的人選視乎專家評委
會的評定意見，亦可
評定為高層次人才，
享受高層次人才的優







和家屬入住 100 平方米左右的公寓。
中山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合作平台規劃
投資建設了 1000 平方米的中山市易創
空間創業孵化基地，開設粵港澳青年創
新創業孵化區。
工合空間中山通過與灣區內外政企、機
構和院校的密切合作，為創業者對接豐
富的創業資源、資訊和服務，從人才、
法律、稅務、市場推廣等方面提供服
務，打破內地與港澳之間的商貿壁壘、
行政壁壘和文化壁壘。
海外專家補貼資助 3.5 萬人民幣；
高層次人才薪酬或服務費用補貼 2.5 萬
人民幣；
對獲批設立的“技能名師工作室”提供
一次性建設經費資助 10 萬人民幣；
國際認證高技能人才 2 萬人民幣資金資
助。
江門僑夢苑華僑華人創新產業聚集區利
用火炬大廈基地、園區內閒置商業用
房、工業廠房、企業庫房等資源，為海
外華僑華人、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提供
低成本辦公場所和國際化社區環境，打
造具有“僑”特色的創業創新平台。

遇。






市區企業高技能人才
50%養老保險補貼；
高級技師 1 萬人民幣生
活補貼；
首席技師每月 1500 人民
幣補貼；
技能大師每人每月津貼
1500 人民幣。

收減稅降費大禮
包





在江門市行政區
域範圍內工作的
境外高端人才和
緊缺人才，其在
江門市繳納的個
人所得稅已繳稅
額超過其按應納
稅所得額的 15%
計算的稅額部
分，給予財政補
貼。該補貼免徵
個人所得稅。
粵港澳大灣區稅
務通，首創港澳
本地化辦稅，實
現「零等候」快
捷辦稅

珠海

惠待遇。認定和評定
兩種機制的有機結
合，可以讓更多人才
根據自己實際工作能
力、取得成果、科研
水平等因素得到認
可，獲得匹配的人才
待遇和發展環境。
港珠澳大橋的通車使
得珠海與香港的聯繫
愈發緊密，珠海正在
加快打造以高端製造
業、高端服務業、高
新技術企業、特色海
洋經濟和生態農業為
重點的“三高一特”
現代產業體系，擁有
後發優勢的珠海對人
才工作十分重視，早
在 2013 年就通過了
《珠海經濟特區人才
開發促進條例》，成
為全國首部地方性人
才法規，不僅通過立
法明確了人才概念，
並對多項人才權益進
行了具體明確的規
定，例如通過多種救
濟手段對知識產權進
行全方位保護等。









全職引進的人才可享受最高 200 萬人民
幣獎勵，並可申請最高 600 萬人民幣住
房補貼，或選擇免租入住最高 200 平方
米左右的人才住房、獲贈 50%住房產權
等。
給予符合條件的創新創業團隊最高 1 億
人民幣資助，具有良好發展潛力的入庫
團隊最高 500 萬人民幣資助，高層次人
才創業項目最高 200 萬人民幣資助。
青年創新人才培養計劃擇優給予最高
100 萬人民幣項目資助，對特別優秀的
項目給予最高 500 萬人民幣資助。
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為澳門創業青年提
供工商註冊、稅務會計、政策法律、知
識產權、項目申報、人力資源、投融資
等專業的顧問諮詢服務。有 22 棟配套
齊全、功能各異的創意空間，空間佈局
包括研發辦公區、商務配套區以及人才
公寓區三部分。





珠海對港人就業提供了
特別的人才發展支持計
劃，如新引進的本科以
上學歷港青可享受新引
進青年人才租房和生活
補貼，包括最高 35 萬人
民幣住房補貼等。
創新創業的港人才可在
購房、子女義務教育、
就醫等方面享受市民待
遇。





在珠海市行政區
域範圍內工作的
境外高端人才和
緊缺人才，其在
珠海市繳納的個
人所得稅已繳稅
額超過其按應納
稅所得額的 15%
計算的稅額部
分，給予財政補
貼。該補貼免徵
個人所得稅。
對因工作關係在
橫琴受僱或在橫
琴提供獨立個人
勞務的港、澳永
久居民, 其個人所
得在橫琴繳納的
個人所得稅稅
款，按內地與港
澳個人所得稅差
額對在橫琴工作
的港澳居民給予
補貼。



肇慶

肇慶作為粵港澳大灣
區中最具成本優勢和
發展後勁的城市，主
動承接了珠三角核心
區溢出的優質產業，
肇慶的後發優勢亦體
現在全方位、立體式
的人才發展保障激勵
政策體系中。 2016
年頒布的“西江人才
計劃”是“1+10+N”
形式的政策合集，包
括 1 份總領性資料、
10 項與人才發展所需
配套的子政策，和 N
份政策的配套政策。
該計劃主要支持來自
先進裝備製造、高端
新型電子信息、新材
料、生物醫藥、現代
服務業和環保產業的
創新創業團隊及領軍
人才。





肇慶給予創業團隊最高 1000 萬人民幣
的啟動資金扶持，及 1000 萬人民幣的
配套資金扶持。
肇慶為創業團隊和創業領軍人才提供
100 至 500 平方米的工作場所並 3 年免
租；創立企業可獲市屬風險投資公司最
高 500 萬人民幣的股權投資，並提供貸
款貼息、對企業繳納稅收地方留成部分
的 50%予以補助以作為企業研發經費，
補助金額最高不超過 8000 萬人民幣。





肇慶對創業期內尚未成
功實現孵化轉化的創客
實體提供更長的免租
期，創業失敗的創客菁
英可免租入住人才公寓
床位 1 年。
肇慶向各行各業的拔尖
人才提供特別補助，並
向高層次人才頒發“人
才綠卡”，享受住房公
積金提取、優先醫療、
購房補助、資助學術技
術交流等眾多優惠。

橫琴 V-Tax 遠程可
視自助辦稅平
台，涉稅業務跨
境跨區域全國直
辦、銜接港澳開
展稅銀、稅商合
作
實施粵港澳大灣區個
人所得稅優惠政策財
政補貼暫行辦法已完
成徵求社會公眾意見
階段

總結
粵港澳大灣區廣東省 9 市不僅在科技創新領域為海內外優秀青年提供了創業資金扶持和各類生活補貼，亦根據城市自身的發展規劃和
產業優勢制定了各具特色的人才優惠政策。










廣州作為大灣區核心城市之一，提供了非常充足的各類資金補助，自貿區內的創業環境和個稅政策對香港青年的發展非常有利。
深圳政府求賢若渴，通過向各層次人才提供大量獎勵補貼引進各行各業的人才，前海設立的深港青年夢工廠為香港青年提供追
逐創業夢想的平台。
佛山依托發達的民營經濟，給予青年企業家、高端金融人才及重點產業人才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有力的補貼扶持。
東莞正在積極轉型為高層次人才發展的熱土，對特色人才提供大量創業資助和生活補貼，專門為香港青年設立的松山湖高新區
創業基地將成為港青逐夢的良好起點。
惠州不僅宜居，亦宜創業，為高級人才和海外人才開闢的專屬優惠政策，可使港人在安心創業和工作的同時，享受更舒適的生
活。中山著力扶持工業“4+2+2”產業和提出更大力度的人才“18 條”吸引海外人才創業，相關產業的港人可在中山運用相關
政策大展宏圖。
江門作為新興的樞紐城市打破了國籍地域的限制，提供更為靈活的人才評定機制，未達人才認定標準的港人可自行申報，如專
家評委會評定通過也可以成為高層次人才，享受相應的優惠待遇。
珠海重點打造“三高一特”的現代產業體系，對人才發展尤為重視，不僅首推地方性人才法規，更在自貿區為港人提供特別的
人才發展支持計劃和“港人港稅”政策。
肇慶作為最具後發優勢的大灣區城市，頒布“1+10+N”形式的全方位、立體式人才發展保障激勵政策體系，為港人提供更大的
發展空間和更完善的保障機制。

對港人而言，大灣區廣東省 9 市的職業發展方向非常多元，各市提供的人才吸引及保障政策為港人，特別是香港創業青年，提供了大
量的資金扶持和有力的生活保障，努力為港人解決後顧之憂，讓港人在粵港澳大灣區發掘自身潛力、展現自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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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廠第三期創業團隊招募公告》
http://ehub.szqh.gov.cn/fwzy/cyzy/201605/t20160505_10473777.htm
《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開發開放有關政策的批复》
http://www.szqh.gov.cn/sygnan/xxgk/xxgkml/zcfg/qhzc/201402/t20140225_8729572.htm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個人所得稅財政補貼辦法》
http://www.sz.gov.cn/zfgb/2019/gb1088/201902/t20190220_16608391.htm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認定辦法》
http://www.sz.gov.cn/zfgb/2019/gb1099/201905/t20190508_17359346.htm
《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促進企業回歸辦公用房租金補貼辦法》
http://qh.sz.gov.cn/sygnan/xxgk/xxgkml/zcfg/gfxwj/201906/P020190617701544148192.pdf
《關於支持港澳青年在前海發展的若干措施》
http://www.sz.gov.cn/zfgb/2019/gb1093/201903/t20190326_16721954.htm
《〈關於支持港澳青年在前海發展的若干措施〉實施細則》
http://www.sz.gov.cn/zfgb/2019/gb1105/201907/t20190701_18025458.htm
福田
光明新區

大鵬新區

《“福田英才薈”新引進人才租房和生活配套補貼申報指南（試行）》
http://www.sz.gov.cn/ftq/zcfggfxwj/qgfxwj/201705/t20170518_6712053.htm
《深圳市光明新區人才工作“鴻鵠計劃”系列實施方案》
http://sso.sz.gov.cn/pub/gmxqzfzx2017/xxgk/xqgwhxxgkml/ghjh_116525/fzgh/201712/t2017
1209_10256790.htm
《關於印發大鵬新區“鵬程計劃”人才優先發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http://www.dpxq.gov.cn/xxgk/xxgk/zfwj/201706/t20170606_6878435.htm

佛山
文件
《佛山市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實施意
見》
《佛山市重點產業人才引進培育暫行辦
法》
《佛山市高端金融人才引進培育辦法（試
行）》
《佛山港澳青年創業孵化基地建設實施方
案》

相關連結
http://rencai.nanhai.gov.cn/cms/html/files/2018-01/18/20180118084629480604314.pdf
http://www.fszzb.gov.cn/zczd/rczc/201702/t20170214_6120774.html
http://www.foshan.gov.cn/zwgk/zfgb/rmzfbgswj/201704/t20170407_6158982.html
https://www.foshan.gov.cn/zwgk/zfgb/rmzfbgshj/201906/t20190624_7509320.html

东莞
文件

相關連結

《東莞市“首席技師”培養計劃實施辦
法》
《東莞市特色人才特殊政策實施辦法》
《東莞市鼓勵柔性引進海外專家來莞工作
試行辦法》
《東莞市成長型企業人才扶持試行辦法》
《東莞松山湖（生態園）港澳青年人才創
新創業專項資金管理暫行辦法》
《東莞市培養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

http://rlzyj.dg.gov.cn/attachment/cmsfile/rc/dgsrczc/201606/daofile/508doc10819.pdf
http://rlzyj.dg.gov.cn/rlzyj/zyjsrc/201601/6674dfdcc58246a5a7c1dd913c591a0d.shtml
http://rlzyj.dg.gov.cn/rlzyj/zyjsrc/201601/ed301917123f4d4db91093528b6edffd.shtml
http://rlzyj.dg.gov.cn/rlzyj/zyjsrc/201601/badb18aa617f491ba8b9aeda872ccaf7.shtml
http://www.gd-we.com/q_cyfw_content/shownews.php?lang=cn&id=169
https://dg.gov.cn/cndg/notice/201906/8eec339fb7ca4ab58ce90b0041c2ba41.shtml

惠州
文件
《惠州市引进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天鹅
计划”实施方案》
《惠州市加快引进和开发使用高级人才优
惠政策规定则》
《来惠创业的海外和留学人才资格审核实
施细则》
《惠阳区人才引进培养实施方案》
《惠州仲恺港澳青年创业基地建设实施方
案》

相關連結
http://tejh.huizhou.gov.cn/n29c22.shtml
http://tejh.huizhou.gov.cn/n32c22.shtml
http://tejh.huizhou.gov.cn/n22c22.shtml
http://tejh.huizhou.gov.cn/n159c22.shtml
https://www1.huizhou.gov.cn/pages/cms/huizhou/html/jchgk/3a75cdd224454a53ab560b49c
a2f7b27.html?cataId=65fff256523f4b39bd727eed482fe198

中山
文件
《關於進一步集聚創新創業人才的若干意
見》（簡稱人才“18 條”）
《中山市引進建設創新創業科研團隊暫行
辦法》
《中山市引進海外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暫

相關連結
http://www.zsospp.com/zsnew/newsinfo.aspx?id=1714
http://www.zsospp.com/zsnew/newsinfo.aspx?id=1744
http://www.zsospp.com/zsnew/newsinfo.aspx?id=1419

行辦法》
《關於進一步加快培養引進緊缺適用人才
的意見》
《中山市實施粵港澳大灣區個人所得稅優
惠政策財政補貼暫行辦法》
《關於加強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建設工
作方案的通知》

http://www.zsospp.com/zsnew/newsinfo.aspx?id=1415
http://www.gd-n-tax.gov.cn/gdsw/zssw_swxw/201908/23/content_c3598a73bf124289a2dda36792bf70f1.shtml
http://www.zs.gov.cn/main/zwgk/newsview/index.action?id=527407

江门
文件
《江門市高層次人才認定和評定辦法》
《江門市高技能人才培育資助辦法》
《江門市鼓勵柔性引進高層次人才試行辦
法》
《江門市實施粵港澳大灣區個人所得稅優
惠政策財政補貼暫行辦法》
《江門市關於加強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
建設實施方案》

相關連結
http://ldj.jiangmen.gov.cn/zcfg/rczc/201805/t20180503_1340236.html
http://ldj.jiangmen.gov.cn/zcfg/rczc/201805/t20180503_1340817.html
http://ldj.jiangmen.gov.cn/zcfg/rczc/201805/t20180502_1337355.html
http://www.jiangmen.gov.cn/zwgk/ztbd/ygadwq/zcwj/201908/t20190823_1993739.html
http://zwgk.jiangmen.gov.cn/xxgk_sfb/201906/t20190618_1931930.html

珠海
文件
《珠海經濟特區人才開發促進條例》
《關於實施“珠海英才計劃”加快集聚新
時代創新創業人才的若干措施（試行）》
《橫琴新區實施《廣東省財政廳關於在珠
海市橫琴新區工作的香港澳門居民個人所
得稅稅負差額補貼的暫行管理辦法》的暫
行規定（修訂）》
《珠海市人才引進核准條件目錄（2018 年

相關連結
http://www.zhrd.gov.cn/zhfg/201706/t20170601_21742782.html
http://www.zhuhai.gov.cn/zw/fggw_44493/zcjd_44498/201806/t20180627_46623836.html
http://www.hengqin.gov.cn/zdlyxxgk/czzxxx/201605/f190311e8fae441592ea4f873aa9683c.shtml

http://www.zhrcjy.gov.cn/fwdt/xzzx/rcjlfwxz/8154.htm

版）》
《珠海市實施粵港澳大灣區個人所得稅優
惠政策人才認定及財政補貼暫行辦法》
《珠海市支持港澳青年來珠就業（創業）
和技能培訓（訓練）若干政策措施》
《珠海市高層次人才支持計劃實施辦法》
《珠海市產業發展與創新人才獎勵辦法》

http://www.gd-n-tax.gov.cn/gdsw/zhsw_tzgg/201909/24/content_a19e4aea718343aeb7b5b39be6575338.shtml
http://www.zhrsj.gov.cn/zcfg/zxwj/201907/t20190724_55987375.html
https://www.bayarea.gov.hk/sc/resource/mainland-policies-measures-20181121.html
http://zwgk.zhuhai.gov.cn/ZH00/201811/t20181126_49427993.html

肇慶
文件
《肇慶市人民政府辦公室關於印發<肇慶市
引進西江創新創業團隊與領軍人才實施方
案>等 10 個檔的通知》
《肇慶市引進西江創新創業團隊與領軍人
才實施方案》
《肇慶市培育西江創客菁英實施方案》
《肇慶新區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建設實
施方案》

相關連結
http://www.zhaoqing.gov.cn/xwzx/tzgg1/201608/t20160803_394284.html

http://www.zhaoqing.gov.cn/xwzx/tzgg1/201608/P020160803592846021982.pdf
http://www.zhaoqing.gov.cn/xwzx/tzgg1/201608/P020160803592846960535.pdf
http://zwgk.zhaoqing.gov.cn/zq310/201907/t20190724_978845.html

***本報告基於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委聘的顧問公司擬備之《港人在大灣區廣東省 9 市的就業機遇（人才吸引政
策）》及各相關政府文件，並根據適用於本報告發布日的相關法律法規的通常解釋和應用而準備。本公會未有就報告內容的準確性作
出核實，亦不會就報告內容所引致的任何損失負上任何責任或法律責任。由於稅務法律法規不時變化，而該等變化可能具有追溯效力
且可能適用於本報告，因此，無法保證該等變化不會對本報告產生不利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