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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務 局 六 月 四 日 呼 籲 市 民 提 高 警 覺 ， 提 防 一 個 域 名 為 「 http://ird-

govhk.info/www.ird.gov.hk」的欺詐網站及名為「taxfaq@ird-govhk.info」的偽冒

電子郵箱。稅務局與該欺詐網站及電子郵箱並無任何關係。 

 

稅務局已把事件交由警方作進一步調查。稅務局提醒市民提高警覺，不要瀏覽以上欺詐

網站或開啟由以上電子郵箱發出的電郵。 

 

 IRD alerts public on fraudulent website and fake email account 

The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IRD) alerted members of the public to a 

fraudulent website with the domain name "http://ird-

govhk.info/www.ird.gov.hk" and the fake email account "taxfaq@ird-

govhk.info".  The IRD has no connection with the fraudulent website and the 

email account. 

 

The IRD has reported the case to the Police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Members of 

the public are reminded not to visit the fraudulent website or open any 

suspicious email sent from the email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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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銀行網站 5 月 14 日公布，爲深入貫徹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要求，進一步推進金融開放創新，深化內地與港澳金融合作，加大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力度，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支持引領作用。 

 

（一）堅持服務實體經濟。圍繞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與貿易投資便利化的金融需求，全面推進跨境

投融資創新，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提高資金融通效率，提升金融服務質量和效能，穩步推進人民幣

國際化，為建設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撐。 

 

（二）堅持合作互利共贏。創新內地與港澳金融合作的路徑和模式，在更高水平上推動金融服務業

對港澳開放，支持港澳深度融入國家金融改革開放格局，在「一國兩制」方針下發揮香港金融體系

的獨特優勢，支持鞏固和發展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加強粵港澳大灣區金融互補、互助和互動關

係。 

 

（三）堅持市場化導向。充分發揮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上的決定性作用。深化金融市場改革，推進

深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提升粵港澳大灣區資金融通便利度，讓市場決定在多元化金融中介渠道中

的資金流向和流量。 

 

（四）堅持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建立健全區域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完善與金融開放創新相適應的

跨境資金流動風險防控體系，在依法合規、風險可控前提下穩妥有序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各項金融開

放創新，成熟一項、推進一項。 

 

（五）探索實施更高水平的貿易投資便利化試點。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內地（指珠三角九市，下同）

審慎經營、合規展業的銀行，在為符合條件的企業辦理貿易收支業務時適用更為便利的措施，進一

步簡化跨境人民幣業務辦理流程，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優化營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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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完善貿易新業態外滙管理。支持從事市場採購貿易、跨境電子商務等貿易新業態的大灣區內

地居民在取得對外貿易經營權、進行工商登記或辦理其他執業手續後，在大灣區內地銀行（指珠三

角九市銀行，不含上述銀行在港澳開設的分支機構，下同）開立個人外滙結算賬戶，並憑相關單證

辦理結購滙。 

 

（七）推進資本項目便利化改革。在大灣區內地統一實施資本項目收入支付便利化試點，簡化結滙

和支付管理方式，完善操作流程，加強事中事後監管。允許大灣區內地符合條件的非銀行債務人直

接在銀行辦理外債注銷登記，取消大灣區內地企業辦理外債注銷登記時間限制。 

 

（八）探索建立與大灣區發展相適應的賬戶管理體系。研究建立與大灣區發展相適應的本外幣合一

銀行賬戶體系，促進跨境貿易、投融資結算便利化。開展港澳居民代理見證開立個人二、三類銀行

結算賬戶試點，優化銀行賬戶開戶服務。 

 

（九）探索建立跨境理財通機制。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居民通過港澳銀行購買港澳銀行銷售的理

財產品，以及港澳居民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銀行購買內地銀行銷售的理財產品。 

 

（十）開展本外幣合一的跨境資金池業務試點。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開展本外幣合一的跨境資金池

業務試點，進一步便利跨國企業集團在境內外成員之間進行本外幣資金餘缺調劑和歸集，在資金池

內實現本外幣按需兌換，對跨境資金池業務實行宏觀審慎管理。 

 

（十一）支持銀行開展跨境貸款業務。支持大灣區內地銀行在宏觀審慎框架下，向港澳地區的機構

或項目發放跨境貸款。支持港澳銀行在內地的分支機構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供貸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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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穩步擴大跨境資產轉讓業務試點。探索擴大跨境轉讓的資產品種，並納入全口徑跨境融資

宏觀審慎管理。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金融機構按照商業可持續原則，在滿足風險管理要求的基礎

上，規範開展貿易融資資產跨境轉讓等業務。 

 

（十三）支持設立人民幣海外投貸基金。支持粵港澳三地機構合作設立人民幣海外投貸基金，納入

人民幣海外基金業務統計，募集內地、港澳地區及海外機構和個人的人民幣資金，為中國企業「走

出去」開展投資、並購提供投融資服務，助力「一帶一路」建設。 

 

（十四）支持內地非銀行金融機構與港澳地區開展跨境業務。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金融租賃公

司、汽車金融公司、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貨公司、保險公司等機構按規定在開展跨境融

資、跨境擔保、跨境資產轉讓等業務時使用人民幣進行計價結算。支持大灣區內地符合條件的財務

公司、證券經營機構等非銀行金融機構有序開展結售滙業務，為客戶辦理即期結售滙業務和人民幣

與外滙衍生品業務。 

 

（十五）開展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跨境投資試點。允許港澳機構投資者通過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

（QFLP）參與投資粵港澳大灣區內地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和創業投資企業（基金）。有序推進合格

境內有限合伙人（QDLP）和合格境內投資企業（QDIE）試點，支持內地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境外投

資。對上述 QFLP、QDLP/QDIE 試點實施宏觀審慎管理，由內地監督管理機構建立健全聯合評審

制度，加強事中事後監管。根據收支形勢適時逆周期調節，防範跨境資金流動風險。 

 

（十六）完善保險業務跨境收支管理和服務。對符合銀行保險監督管理機構規定和現行外滙管理政

策的保險業務，進一步便利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銀行為已購買港澳地區保險產品的內地居民提供理

賠、續保、退保等跨境資金滙兌服務。鼓勵港澳地區人民幣保險資金回流。支持港澳保險公司依法

取得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和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資格，為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提供融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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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擴大銀行業開放。積極支持港澳銀行等金融機構拓展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的發展空間。支

持各類符合條件的銀行通過新設法人機構、分支機構、專營機構等方式在粵港澳大灣區拓展業務。

支持境外銀行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同時設立分行和子行。支持商業銀行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發起設

立不設外資持股比例上限的金融資產投資公司和理財公司。鼓勵外資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投資入股

信托公司等金融機構。 

 

（十八）擴大證券業開放。支持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依法有序設立外資控股的證券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期貨公司。依法擴大合資券商業務範圍。外彙管理部門會同證券監督管理機構試點證券期貨

經營機構跨境業務。支持港澳私募基金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型企業融資，鼓勵符合條件的創新型

企業赴港澳融資、上市。 

 

（十九）擴大保險業開放。支持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設立外資控股的人身險公司。支持在粵港澳大

灣區內地設立外資保險集團、再保險機構、保險代理和保險公估公司。支持符合條件的港澳保險機

構在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設立經營機構。鼓勵更多社會資本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設立保

險法人機構，支持保險公司在粵港澳大灣區建立資產管理、營運、研發、後援服務、數據信息等總

部。支持粵港澳保險機構合作開發跨境醫療保險等更多創新產品。完善跨境機動車輛保險制度，對

經港珠澳大橋進入廣東行駛的港澳機動車輛，實施“等效先認”政策，將跨境機動車向港澳保險公

司投保責任範圍擴大到內地的第三者責任保險保單，視同投保內地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

研究在內地與香港、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協議框架下支持香港、澳門保險

業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設立保險售後服務中心。 

 

（二十）支持規範設立粵港澳大灣區相關基金。在依法合規前提下，支持粵港澳三地機構共同設立

粵港澳大灣區相關基金，支持保險資金、銀行理財資金按規定參與相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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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金融 30 條」大灣區，支持香港國際金額中心地位 (5) 

 
（二十一）支持非投資性企業開展股權投資試點。允許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非投資性企業資本項目

收入或結彙所得人民幣資金用於符合生產經營目標的境內股權投資。 

 

（二十二）有序推進粵港澳金融市場和金融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逐步開放港澳人民幣清算行參與

內地銀行間拆借市場。優化完善“滬港通”、“深港通”和“債券通”等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安排

（包括適時研究擴展至“南向通”）。支持符合條件的港澳金融機構和非金融企業在內地發行金

融債券、公司債券和債務融資工具，逐步拓寬發行主體範圍、境內發行工具類型和幣種等。推動

跨境征信合作，支持粵港澳三地征信機構開展跨境合作，探索推進征信產品互認，為粵港澳大灣

區提供征信服務。 

 

（二十三）推動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支持港澳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強化香港全球離岸人民幣

業務樞紐地位，支持香港開發更多離岸人民幣、大宗商品及其他風險管理工具。逐步擴大粵港澳

大灣區內人民幣跨境使用規模和範圍，推動人民幣在粵港澳大灣區跨境便利流通和兌換。 

 

（二十四）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綠色金融合作。依托廣州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建立完善粵港

澳大灣區綠色金融合作工作機制。充分發揮廣州碳排放交易所的平台功能，搭建粵港澳大灣區環

境權益交易與金融服務平台。開展碳排放交易外彙試點，允許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內地碳排放權交

易中心有限公司資格審查的境外投資者（境外機構及個人），以外彙或人民幣參與粵港澳大灣區

內地碳排放權交易。研究設立廣州期貨交易所。探索在粵港澳大灣區構建統一的綠色金融相關標

准。鼓勵更多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利用港澳平台為綠色項目融資及認證，支持廣東地方法人金融機

構在香港、澳門發行綠色金融債券及其他綠色金融產品，募集資金用於支持粵港澳大灣區綠色企

業、項目。支持香港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綠色金融中心，建設國際認可的綠色債券認證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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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金融 30 條」大灣區，支持香港國際金額中心地位 (6) 

 
（二十五）支持港澳發展特色金融產業。發揮香港在金融領域的引領帶動作用，強化國際資產管理

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打造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投融資平台，為內地企業走出去提供投融

資和咨詢等服務。支持澳門打造中國-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台，建立出口信用保險制度，建設成為葡

語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承接中國與葡語國家金融合作服務，支持澳門發展租賃等特色金融業務，

推動建設澳門-珠海跨境金融合作示範區。支持澳門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

行，支持絲路基金及相關金融機構在香港、澳門設立分支機構。 

 

（二十六）加強科技創新金融服務。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銀行在依法合規、風險可控的前提下，

加強與外部創投機構合作，積極探索多樣化的金融支持科技發展業務模式，構建多元化、國際化、

跨區域的科技創新投融資體系，建設科技創新金融支持平台，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支持創投基金的

跨境資本流動，便利科技創新行業收入的跨境彙兌。在符合三地法律法規的前提下，研究推進金融

對接科技產業的服務模式創新，建立和完善粵港澳大灣區的大數據基礎設施，重點聚焦金融、醫

療、交通、社區、校園等城市服務領域。 

 

（二十七）大力發展金融科技。深化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科技合作，加強金融科技載體建設。在依法

合規、商業自願的前提下，建設區塊鏈貿易融資信息服務平台，參與銀行能以安全可靠的方式分享

和交換相關數字化跨境貿易信息。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內地研究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創新技

術及其成熟應用在客戶營銷、風險防範和金融監管等方面的推廣。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使用移動電

子支付工具進行人民幣支付，推動移動支付工具在粵港澳大灣區互通使用。支持內地非銀行支付機

構在港澳擴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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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Office 總行 

[電話]（852）2838 0448  

[傳真]（852）2838 2846 

[地址] 香港上環幹諾道西 88號粵財大廈 22樓 

22/F., Guangdong Finance Building,  
88 Connaught Road West,  
Sheung Wan, Hong Kong  

 

Yuen Long Branch 元朗分行 

[電話]（852）2838 3633 

[傳真]（852）2838 3433 

[地址] 香港新界元朗青山公路 129-131 

號朗輝中心 1樓 

1/F., Longfield Centre, 129-131  
Castle Peak Road, Yuen Long,  
N.T., Hong Kong  
 
 

Kwun Tong Branch 觀塘分行 

[電話]（852）2838 3386 

[傳真]（852）2838 3944 

[地址] 香港九龍觀塘開源道 64 

號源成中心 6樓 608室 

Unit 608, 6/F., Yen Sheng Centre,  
64 Hoi Yuen Road,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客戶通訊 

Newsletter 

（二十八）加強粵港澳金融監管合作。建立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監管協調溝通機制，加強三地金融監

管交流，協調解決跨境金融發展和監管問題。推動完善創新領域金融監管規則，研究建立跨境金融

創新的監管“沙盒”。強化內地屬地金融風險管理責任，協同開展跨境金融風險防範和處置。推動

粵港澳三地金融人才培養與交流合作。 

 

（二十九）建立和完善金融風險預警、防範和化解體系。加強金融風險研判和重點領域風險防控，

完善區域金融業綜合統計體系、經濟金融調查統計體系和分析監測及風險預警體系，及時提示金融

風險，早識別、早預警、早處置，健全金融安全防線和風險應急處置機制。加強粵港澳反洗錢、反

恐怖融資和反逃稅監管合作和信息交流機制建設。加強跨境金融機構監管和資金流動監測分析合

作，督促金融機構加大對跨境資金異常流動的監測力度，提升打擊跨境洗錢等非法金融活動的有效

性。 

 

（三十）加強粵港澳金融消費權益保護。督促金融機構完善客戶權益保護機制，切實負起保護消費

者權益的主體責任。健全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消費權益保護工作體系。加強粵港澳三地金融管理、行

業組織等單位協作，探索構建與國際接軌的多層次金融糾紛解決機制。加強投資者教育，引導市場

主體樹立風險意識。 

 

 

 

  

營商摘錄 

Extract From Guide to Doing Business 

 

JUN 2020 
 

中央「金融 30 條」大灣區，支持香港國際金額中心地位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