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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調儲稅券利率
《2019 年儲稅券（利率）（綜合）（修訂）公告》刊登了,會將儲稅券所應付利息的年利
率由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七日起上調至 0.3667%。
儲稅券利率現時參照三間發鈔銀行十萬元以下六個月定期存款的平均利率按月檢視。政
府經檢討後，建議調整釐定儲稅券利率的機制，改為每月參照三間發鈔銀行十萬元至四
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元以下（而非十萬元以下）十二個月（而非六個月）定期存款的
平均利率作出檢視。按經修訂的機制，儲稅券的年利率將上調至 0.3667%。
政府發言人表示：「這次調整參考了市場慣例，因銀行通常會為較長期及較大額的定期
存款提供較高利率，以及一般儲稅券及暫緩繳稅儲稅券的平均持有期及價值。」
公告將於二○一九年十一月六日以先訂立後審議的方式提交立法會，並將於審議期限後
生效。公告生效後，政府會繼續按月檢視儲稅券利率。
由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七日起，新的年利率將由當前的 0.25%上調至 0.3667%。新利率將適
用於公告生效日期或以後購買的儲稅券，及新利率生效期間尚未贖回的暫緩繳稅儲稅
券。在公告生效日期前購買的一般儲稅券將按照購券當日的利率計算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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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公布 16 項大灣區便行香港措施 (1)
中央政府公布 16 項普及惠民及便利香港專業界別到大灣區發展的政策措施。有關措施將
進一步便利港人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就業和居住，以及加強大灣區內人流、物流、資
金流等方面便捷流通。該 16 項措施包括：
惠及市民的政策措施
1. 便利香港居民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購買房屋
香港居民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購房，獲豁免所需的在本地居住、學習或工作年限
證明，以及繳納個人所得稅及社保條件，使香港居民享有與當地居民同等的待遇。這
項措施可便利香港居民在內地學習、就業，以及退休後在內地生活。
2. 支持香港居民在內地便捷使用移動電子支付
去年開始，香港電子錢包已經可以在內地包括大灣區廣泛使用，而覆蓋的實體商戶數
目和交易量也持續上升。為便利港人在大灣區內使用移動支付服務，特區政府與內地
當局商討，作出政策配合。措施有助促進大灣區內人流互通，更好地滿足了港人在大
灣區內對移動支付服務的需要。
3. 在粵港澳大灣區試點推出香港居民異地見證開立內地個人銀行結算賬戶
在風險可控前提下，穩步試點內地銀行可通過其香港分支機構或同一法人集團的控股
銀行，採用異地見證方式，為香港居民開立內地銀行第 II、III 類個人銀行結算賬戶，
便利香港居民在內地使用移動支付。
4. 保障在粵工作的港澳居民子女與內地居民子女同等享受教育
保障港澳居民或居民隨遷子女按規定享受居住地學前教育服務，以及落實港澳居民子
女按當地隨遷子女有關政策參加中考，入讀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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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公布 16 項大灣區便行香港措施 (2)
5. 探索建立跨境理財通機制
大灣區的內地城市是內地最富有的地區之一，內地居民對投資境外資產的需求與日俱
增；同時，不少港人對內地理財產品也有實際需求。為滿足兩地居民的跨境財富管理需
求，中央政府同意，探索建立雙向理財通機制，在風險可控和適切保障投資者的前提
下，為兩地業界開闢更廣闊的市場和業務空間，為兩地居民提供跨境理財產品的選擇，
並為人民幣跨境流動開拓新的渠道，有利於進一步推動兩地金融合作。
6. 為非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往來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提供便利
為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外國人提供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 9 市停留、居留便利，
讓他們可向內地當局申請辦理有效期 2 至 5 年以內的簽證或居留許可。有關措施可便利
非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往來大灣區，有助推動大灣區發展，提升區內各市匯聚人才的
協同效應；措施亦可鞏固香港作為地區人才樞紐的地位，進一步促進全球人才匯聚香
港。
7. 容許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指定港資醫療機構使用已在香港註冊的藥物和常用的醫療儀器
為便利在大灣區工作及生活的香港人在當地就醫，中央政府已接納特區政府的建議，容
許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指定港資醫療機構，使用已在香港註冊的藥物和常用的醫療儀
器。食物及衞生局會與內地有關當局商討具體安排，包括以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為試點。
香港擁有健全的藥物註冊制度和醫療儀器行政管理制度。這項措施有助吸引本地和跨國
藥企、生物製藥和醫療科技公司以香港為基地申請新藥註冊和引入醫療儀器，並到大灣
區內地城市發展，同時惠及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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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公布 16 項大灣區便行香港措施 (3)
扶持專業界別的政策措施
8. 香港與內地律師事務所合夥聯營措施、法律顧問措施、特設考核措施
廣東省已於 2019 年 8 月 1 日起取消香港與內地律師事務所在廣東省設立的合夥聯營律
師事務所港方出資比例不得低於 30%的限制、允許聯營律師事務所以本所名義聘請
港、澳及內地律師，以及放寬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可以受理行政訴訟法律事務等。有
關措施相信尤其有助香港的中小型律師事務所透過合夥聯營方式進入內地市場。
此外，司法部同意允許香港法律執業者同時受聘於 1 至 3 個律師事務所擔任法律顧問，
將法律顧問的聘用由核准改為備案管理，也毋須年度註冊。司法部也同意允許符合資
格的香港法律執業者通過特定考試取得大灣區珠三角 9 市的執業資質，從事一定範圍
的內地法律事務。
法律顧問及特定考試措施的詳細內容及實施日期有待內地方面提供。有關措施生效
後，可便利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內地提供香港法律顧問服務，並容許合資格香港執業者
在大灣區執業。
9. 進一步擴大建築業專業人士資格互認範圍
就建築界別的專業人士，新措施將延續已到期的專業資格，以及讓具有香港專業學會
會員資格的香港建築師、結構工程師與內地相應協會(學會)會員開展資格互認工作。
以上措施將便利相關的香港專業人士延續他們在內地的註冊執業資格，以及增加他們
到內地提供專業服務的機會。
10. 擴大港澳建築業專業人士在內地執業優惠政策實施範圍
新措施向通過互認或考試取得內地建築及相關工程等領域專業資格的香港專業人士在
廣東、廣西、福建享受的相關優惠措施，擴展至內地全境。
以上措施能讓相關的香港建築業專業人士前往內地不同城市直接提供服務，增加他們
在內地的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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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公布 16 項大灣區便行香港措施 (4)
11. 給予保險監管優待政策
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與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銀保
監會)於 2018 年 7 月達成共識，在「中國風險導向的償付能力體系」(C-ROSS，簡稱
「償二代」)下，當內地保險公司分出業務予香港符合要求的專業再保險公司時，該內
地保險公司的資本額要求將可獲降低。
銀保監會已同意延續在「償二代」下給予香港的優惠措施，有效期為 1 年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此舉有助保持香港保險業的競爭力，並為香港參與及協助「一帶一路」建設
提供穩健的風險管理基礎。
12. 取消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設立保險公估機構的年期限制
中央政府取消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設立保險公估機構的經營年期要求，允許他們按
照與內地保險公估機構相同的監管標準進行業務備案。這項措施將鼓勵更多具備特色
或專長的企業選擇進入粵港澳大灣區擴展業務，豐富區內市場主體和提升競爭力。
13. 支持港澳債券市場發展(巨災債券)
中央政府支持內地保險公司在港澳市場發行巨災債券，放寬對他們在港澳設立特殊目
的保險公司時所受到的限制。隨着內地保險業迅速發展，對地震和颱風等自然災害的
風險轉移需求甚殷。香港有成熟開放的資本市場及完善的司法制度，加上大量具國際
視野的專業人才，可為內地保險公司提供平台發行巨災債券，推動金融業可持續地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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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公布 16 項大灣區便行香港措施 (5)
創新及科技
14. 支持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設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由位於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和深圳河北
側毗鄰河套地區的「深方科創園區」組成，是打造大灣區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一
個重要平台。中央政府將會在便利人員、資金、貨物、信息等要素流動方面制定配套
支持政策。有關措施可望為香港引進更多國內外的創科人才，吸引更多外來資金，為
香港的創科發展注入新動力。
15. 對進境動物源性生物材料實行通關便利
中央政府計劃在符合相關法律法規下，實施便利生物材料入境通關的措施，簡化審批
程序，壓縮審批時間等，便利香港的大學和科研機構在內地進行動物實驗。新政策可
鼓勵和促進香港的研究人員在內地進行臨床醫學研究和實驗，支持研發合作項目，有
助推動香港醫療科技的發展。
16. 放寬內地人類遺傳資源過境港澳的限制
香港的大學和科研機構在內地設立的分校、醫院或分支機構如能符合特定條件，可列
為試點單位，獨立申請人類遺傳資源出境來港。新政策配合在香港科學園建設中的
「醫療科技創新平台」，進一步推動香港醫療科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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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and Announces 16 Facilitation Measures for
Hong Kongers in Greater Bay Area (1)
Following the meeting of the Leading Group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chaired by Chinese Vice Premier Han Zheng
in Beijing on 6 Novemb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nounced 16 policy measures to offer
further convenience to Hongkongers developing their careers, working and living in the
mainland cities of the GBA, as well as enhance the convenient flow of people, goods and
capital within the GBA.
The 16 measures are outlined below:
Policies and measures benefiting members of the public
1. Facilitating property purchases by Hong Kong residents in the mainland cities of
the GBA
2. Supporting the use of mobile electronic payment by Hong Kong residents on the
mainland
3. Pilot scheme for Hong Kong residents to open mainland personal bank accounts
in the GBA remotely by attestation
4. Ensuring that the children of Hong Kong and Macao residents enjoy the same
education as those of mainland residents
5. Explo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ross-boundary wealth management scheme
6. Facilitating non-Chinese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ts to travel to and from the
mainland cities in the GBA
7. Permitting the use of Hong Kong-registered drugs and common medical devices
in designated Hong Kong-owned healthcare institutions in the G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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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and Announces 16 Facilitation Measures for
Hong Kongers in Greater Bay Area (2)
Policies and measures supporting professional services
8. Measures on partnership associations by Hong Kong and mainland law firms,
legal consultants and special examination
9. Further extending the scope of mutual recognition of qualifications for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s
10. Expanding the scope of liberalisation measures for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s
from Hong Kong and Macao to practise on the mainland
11. Preferential treatment on insurance regulation
12. Removing the requirement on years of operating experience for Hong Kong
service suppliers to provide insurance loss adjusting services on the mainland
13. Supporting bond market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and Macao (catastrophe
bonds)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14.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enzhen-Hong Kong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Zone
15. Facilitating customs clearance of imported animal-derived biomaterials
16. Relaxing the limitation on exporting mainland human genetic resources to Hong
Kong and Ma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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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務院發布外資政策 20 條加快金融業開放 (1)
國務院於 2019 年 11 月 7 日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意見》(國發 [2019]
23 號)，重點是打造公開、透明、可預期的外商投資環境，持續深化「放管服」改革，進
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穩定外資規模和優化外資結構，並從 4 個方面提出 20 條政策措
施：
1. 深化對外開放加快金融業開放進程
•

支持外商投資新開放領域，繼續壓減全國和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全
面清理取消未納入負面清單的限制措施。

•

全面取消在華外資銀行、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業務範圍限制；減少外國
投資者投資設立銀行業、保險業機構和開展相關業務的數量型准入條件，取消外國銀行
來華設立外資法人銀行、分行的總資產要求，取消外國保險經紀公司在華經營保險經紀
業務的經營年限、總資產要求；2020 年取消證券公司、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期貨
公司、壽險公司外資持股比例不超過 51%的限制。

2. 加大投資促進力度
•

優化外商投資企業科技創新服務，加強對外商投資企業申請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的指導和
服務。

•

提升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水平，推進相關深層次改革事項在自由貿易試驗區先行先試，
充分發揮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試驗田作用。對有條件的自由貿易試驗區下放更多省
級經濟管理審批權限，尤其是投資審批、市場准入等權限。

這份客戶通訊是為客戶提供感興趣之資料，並不能視為專業意見，如客戶需要更多資料或有任何疑問，請與本所職絡。

This Newsletter is designed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subjects which may be of interest to our clients. It is not intended as professional advice.
If you need more information or have a specific question, please contact us.

客戶通訊
Newsletter

NOV 2019
營商摘錄
Extract From Guide to Doing Business
中國國務院發布外資政策 20 條加快金融業開放 (2)
3. 深化投資便利化改革
•

降低資金跨境使用成本：盡快出台支持外商投資企業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的具體措施；
推進企業發行外債登記制度改革，支持外商投資企業自主選擇借用外債模式，降低融資
成本。

•

提高來華工作便利度：對於急需緊缺的創新創業人才、專業技能人才來華工作，可適當
放寬年齡、學歷或工作經歷等限制；已連續兩次申請辦理工作類居留許可的外國人，可
在第三次申請時按規定簽發 5 年有效期的工作類居留許可。

4. 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
•

全面實施《外商投資法》，各地區、各部門須嚴格貫徹落實，進一步清理相關法規規
定，抓緊制定完善具體實施辦法和有關司法解釋，做好解讀和培訓工作，確保外商投資
法各項制度切實有效執行。

•

保護外商投資企業合法權益，各地區須建立健全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受理機構，完善處理
規則，規範處理程序，提高處理效率。各地區、各部門須嚴格遵照外商投資法、行政許
可法等法律法規對外商投資實施行政許可，不得擅自改變行政許可範圍、程序及標準
等，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得通過行政許可、監督檢查、行政強制等，強制或者變相
強制外國投資者、外商投資企業轉讓技術。

香港 深圳 廣州 上海 北京 成都 長沙 合肥 濟南 太原 南寧 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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