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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簡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駐京辦”）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於 1999 年 3 月 4 日正式成立。隨著特區政府在廣東、上海、成都

和武漢分別成立經濟貿易辦事處，駐京辦的服務範圍現時集中於華北、東北和西北

的 10 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即北京、天津、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內蒙

古、新疆、甘肅、寧夏。 

駐京辦的職能包括： 

 促進香港與中央部委和 10 省、市和自治區的聯繫 

 加強經貿聯繫 

 推廣香港 

 協助港人 

 出入境事宜 

駐京辦設有經濟事務、貿易及聯絡組，入境事務組，新聞組，文化交流組，以及行

政組五個組別，並分別於 2014 年 12 月及 2017 年 2 月在瀋陽市和天津市成立隸屬於

駐京辦的駐遼寧聯絡處和駐天津聯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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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北京辦事處入境事務組 

電話：+86 (10) 6657 2880 內線 032 

傳真：+86 (10) 6657 2830 

駐天津聯絡處 

電話：+86 (22) 6063 2988 

傳真：+86 (22) 6063 2986 

電郵：tjlu@bjo.gov.hk 

地址：天津市和平區南京路 181 號世紀都會

商 廈 辦 公 樓 4404 室 （ 郵 編 ：

300051） 

駐遼寧聯絡處 

電話：+86 (24) 3125 5575 

傳真：+86 (24) 3125 5545 

電郵：lnlu@bjo.gov.hk 

地址：遼寧省瀋陽市和平區青年大街 286 號 

            華潤大廈 3107-1 單元（郵編：110004） 

駐京辦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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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時間：8:30 - 12:00；13:00 - 17:30 

（星期一至星期五，節假日除外）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內地其他辦事處聯絡方式 

香港特別行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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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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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時間：8:30 - 12:30；13:30 - 17:30 

（星期一至星期五，節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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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廣州市天河北路 233 號中信廣場 71 樓 

            7101 室（郵編：510613） 

辦公時間：8:30 - 12:30；13:30 - 17:30 

（星期一至星期五，節假日除外）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 

電話：+86 (28) 8676 8301  

傳真：+86 (28) 8676 8300 

地址：成都市鹽市口順城大街 8 號中環廣場 

            1 座 38 樓（郵編：610016） 

辦公時間：8:30 - 12:30；13:30 - 17:30 

（星期一至星期五，節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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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武漢市江漢區建設大道 568 號新世界 

            國貿大廈 I 座 4303 室（郵編：430022） 

辦公時間：8:30 - 12:30；13:30 - 17:30 

（星期一至星期五，節假日除外） 

mailto:tjlu@bjo.gov.hk
mailto:lnlu@bjo.gov.hk
mailto:bjohksar@bjo-hksarg.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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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隨著香港與內地在各方面的聯繫日益緊密、交流日益頻繁，越來越多的港人在內

地工作和生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編制了這本小冊子，以向港人

提供在北京生活、工作、經商投資、就學和旅遊等各方面的須知。 

駐京辦委託普華永道搜集資料及編輯這本小冊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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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準確性、完整性及時效性，讀者應自行核

實，並留意有關機構、政府部門的最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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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京城市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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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見北京 

北京是中國的首都，是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也是內地陸路和航空交通的

總樞紐和最重要的國內國際交往中心。 

 北京 2019 年生產總值：

35371 億元人民幣 

 北京地區面積：1.64 萬平方 

公里 

 常住人口：2153.6 萬（截至

2019 年末） 

 地鐵線：23 條 

 行政區域：北京設有西城

區、東城區、朝陽區、海淀

區等 16 個行政區。其中： 

- 西城區：國家政府機關聚

集區、金融街、西單商圈 

- 東城區：北京文物古跡最

為集中的區域 

- 朝陽區：北京商務中心

區、外國使領館聚集區、外國人聚居地 

- 海淀區：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知名院校聚集地；中關村 

 

北京氣候 

北京四季分明，春秋短促、冬夏較長。夏季高溫，全年的降水量約 720.6毫米，主要

集中於 6、7、8 三個月。北京的相對濕度較低，年均為 52%，更可低至 46%或以下，

冬季則更為寒冷乾燥，日均最低溫度可能低至 0℃以下。 

 

 

冬季到北京時需要注意防寒和保濕。最好帶備適用於乾燥天氣的保濕洗澡液及潤膚

用品，及帶備適當的保暖衣物，例如帽子、圍巾、手套、厚褲及保暖鞋子等。於室

內時，北京的房子一般供暖足夠，但會十分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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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 

PM2.5 是判斷霧霾嚴重程度的指標。根據美國環保署 EPA 的空氣品質標準，當

PM2.5 的濃度介於 250 和 500 之間，應該避免戶外體力活動。這時候外出時最好佩

戴 PM2.5 防護口罩。 

 

 

 可通過北京市環境保護監測中心即時監控北京空氣品質情況。 

 N95 口罩的防霾效果更為理想。佩戴口罩時最好每 4 個小時更換一次。 

 

貨幣及支付方式 

內地的官方貨幣為人民幣（CNY 或 RMB），單位為元（又稱“塊”）。紙幣面值包

括 1、5、10、20、50、100 元及 1、5 角（1 元等於 10 角），硬幣面值有 1 角、5 角

和 1元。擁有為個人和企業分支機搆提供外匯服務經營牌照的銀行均可以提供人民幣

貨幣兌換。此外，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和酒店均提供貨幣兌換服務。 

港人可在內地銀行開立個人帳戶，並申請辦理網上銀行服務。開立個人銀行帳戶，

一般需要有一個可在內地收取短訊的手提電話及向銀行提供以下資料/文件： 

 個人身份證件，如護照、居住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等 

 居住地址證明 

如有需要，請向各銀行查詢開立個人帳戶的手續和詳情。 

 

 

 如果頻繁前往內地，可選擇在內地與香港兩地均設有機構的銀行開立帳戶，同一

銀行集團的兩地帳戶可實現一些跨境資金的靈活安排。 

 手機支付已逐漸取代現金和銀行卡支付，成為內地最為流行的支付方式。 

  

http://www.bjmemc.com.cn/


9 

 

 

 

電壓 

內地家用電壓為 220 伏特。但內地電源插頭形狀與香港不同，如果在內地使用在香

港購買的電器，需要使用插頭形狀轉換器。 

 

 

內地慣用的電源插頭形狀如下圖所示： 

 

 

 

 

 

旅遊證件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是具有中國國籍的香港永久居民來往內

地使用的通行證件。該證件可在香港中國旅行社辦理。辦理須知請點擊此處。 

其他人士擬前往內地，需持有效國外護照或旅行證件到中旅社/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

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辦理中國簽證前往內地。辦理須知請點擊此處。 

 

 

年滿 18 周歲並持有卡式回鄉證並完成指紋和人像資訊採集的香港人，可使用“自助

查驗通道”出入境資訊採集全國聯網。 

 

2019 年 9 月 11 日，國家移民管理局制定了《出入境證件身份認證管理辦法（試

行）》，並以公告形式對外發布。根據辦法規定，國家移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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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移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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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1.ctshk.com/zh/ch-chinapermit/
http://ww1.ctshk.com/zh/ch-china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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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年公休假放假安排 

節日 放假時間 放假天數 

元旦 1 月 1 日 共 1 天 

春節 1 月 24 日（除夕）~1 月 30 日 共 7 天 

清明節 4 月 4 日~4 月 6 日 共 3 天 

勞動節 5 月 1 日~5 月 5 日 共 5 天 

端午節 6 月 25 日~6 月 27 日 共 3 天 

國慶日、中秋節 10 月 1 日~10 月 8 日 共 8 天 

 

欲了解 2020 年放假調休日期的具體安排，請點擊此處。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 

休息日安排勞動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補休的，支付不低於工資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資 

報酬。 

法定休假日安排勞動者工作的，支付不低於工資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資報酬。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11/21/content_54541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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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居住與生活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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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北京 

 

港澳台居民居住證 

2018 年 9 月 1 日起，在內地工作、學習、生活的港澳台居民，凡符合條件的，可根

據《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申請領取居住證。在辦理居住證之前，須先

行辦理臨時登記。 

 

臨時登記 

 辦理材料：港澳台出入境通行證、房屋租賃合同、房產證影印本、戶主身份

證影印本 

 辦理地點：居住所在地戶籍派出所 

 辦理時間：當天即辦 

 

居住證申領條件： 

 港澳台居民前往內地居住半年以上（自辦理臨時登記之日起計算） 

 有合法穩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連續就讀條件之一 

 

居住證登載：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居住證住址 

 公民身份號碼 

 

 本人相片 

 指紋信息 

 證件有效期限 

 簽發機關 

 簽發次數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證件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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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身份號碼由公安機關按照公民身份號碼國家標準編制 

 香港居民公民身份號碼位址碼使用 810000 

 澳門居民公民身份號碼位址碼使用 820000 

 台灣居民公民身份號碼位址碼使用 830000 

 

居住證有效期限： 

五年，由縣級人民政府公安機關簽發 

 

居住證領取方法： 

 首次領取 

o 填寫《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登記表》 

o 交驗本人港澳台居民出入境證件 

o 向居住地縣級人民政府公安機關指定的公安派出所或者戶政辦證大廳

提交本人居住地住址、就業、就讀等證明材料 

o 首次申請領取居住證，免收證件工本費 

 換領、補領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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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居住證丟失的，可以申請補領 

o 換領補領新證時，應當交驗本人港澳台居民出入境證件 

o 換領新證時，應當交回原證 

o 換領、補領居住證，應當繳納證件工本費 

 

提交證明材料具體包括： 

 居住地住址證明： 

o 包括房屋租賃合同、房屋產權證明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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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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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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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讀證明：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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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登記及居住證辦理地點： 

市公安局在全市 16 個區相關戶籍派出所設置了 304 個受理點： 

東城分局： 

派出所 諮詢電話 地址 

朝陽門派出所 84081577 北京市東城區朝陽門南小街 121號 

東四派出所 64043047 北京市東城區東四五條 170號 

東直門派出所 84081636 北京市東城區新中街 9號 

北新橋派出所 64042096 北京市東城區西羊管胡同 10號 

和平里派出所 84081639 北京市東城區和平里六區 5號樓 

安定門派出所 84081630 北京市東城區豆腐池胡同 11號 

交道口派出所 64040877 北京市東城區板廠胡同 7號 

景山派出所 84081664 北京市東城區什錦花園胡同 33號 

東華門派出所 65251427 北京市東城區錫拉胡同 8號 

建國門派出所 84081573 北京市東城區金寶街 69號 

東交民巷派出所 84081686 北京市東城區東交民巷甲九號 

北京站派出所 84081833 北京市東城區盔甲廠胡同甲 4號 

安外大街派出所 84081545 北京市東城區安外大街地壇公園西門 

前門派出所 67022018 北京市東城區西打麼廠街 51號 

崇文門派出所 67125636 北京市東城區國瑞城中區 9號樓 

東花市派出所 67113906 北京市東城區東花市北裡西區 2號樓 

天壇派出所 67022125 北京市東城區清華街 46號 

體育館路派出所 84081420 北京市東城區東壁街 16號 

龍潭派出所 67116096 北京市東城區光明西街 3號 

永外派出所 87273996 北京市東城區永外大街 8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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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分局： 

派出所 諮詢電話 地址 

大柵欄派出所 83161587 北京市西城區炭兒胡同 36號 

陶然亭派出所 63532249 北京市西城區黑窯廠東街 22號 

月壇派出所 68033038 北京市西城區月壇南街 10號 

展覽路派出所 68336495 北京市西城區百萬莊大街 25號 

白紙坊派出所 63541127 北京市西城區白紙坊西街甲 1號 

廠橋派出所 66178429 北京市西城區大紅羅廠街乙 2號 

椿樹派出所 83992720 北京市西城區椿樹園社區 11號樓甲 2號 

德外派出所 62040127轉 0 北京市西城區安德路 138號 

二龍路派出所 83995485 北京市西城區京畿道社區 13號後二龍路派出所戶籍大廳 

豐盛派出所 66127482 北京市西城區豐盛胡同 18號 

福綏境派出所 66166107 北京市西城區寶產胡同 27號 

阜外派出所 68316067 北京市西城區北營房東裡 12號 

廣內派出所 83104887 北京市西城區康樂裡 10號樓 

廣外派出所 63269325 北京市西城區馬連道中裡一區 1號樓 

牛街派出所 63530791 北京市西城區牛街西裡一區 5號 

天寧寺派出所 63269619 北京市西城區廣安門外大街 189號 

天橋派出所 83135110 北京市西城區福長街 48號 

西長安街派出所 83995691 北京市西城區西絨線胡同 18號 

新街口派出所 83995797 北京市西城區冠英園西區 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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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分局： 

派出所 諮詢電話 地址 

安貞裡派出所 64413200 北京市朝陽區安貞西裡三區七號樓 

奧運村派出所 84913641 北京市朝陽區拂林路甲 9號 

八裡莊派出所 65568413-810 北京市朝陽區十裡堡西裡 218號 

常營派出所 65481580 北京市朝陽區常營鄉么家店路甲 1號 

朝外大街派出所 85631463 北京市朝陽區三豐裡甲 11號 

崔各莊派出所 64337110-8004 北京市朝陽區崔各莊鄉馬泉營西路 1號 

大屯派出所 64947378 北京市朝陽區大屯 220號院 6號樓 

東壩派出所 65495613 北京朝陽區東壩紅松園 8號 

東風派出所 85849103 北京市朝陽區星火西路 5號院 

東湖派出所 64708298 北京市朝陽區望京花園 130樓 

豆各莊派出所 85309072 北京市朝陽區西馬各莊村 168號 

垡頭派出所 67376845 北京市朝陽區垡頭北裡 12樓 

高碑店派出所 85753893 北京市朝陽區高碑店鄉高碑店村 252號 

管莊派出所 65728994 北京市朝陽區管莊鄉司辛莊村內 

和平街派出所 64416159 北京市朝陽區櫻花東街 3號 

黑莊戶派出所 85385237 北京市朝陽區黑莊戶鄉商業大街甲 1號 

呼家樓派出所 65914638 北京市朝陽區呼家樓北街 16號 

花家地派出所 84716377 北京市朝陽區望京阜通西大街花家地北裡 8號樓 

機場派出所 64565784 北京市朝陽區燕翔東裡 12號 

建國門外派出所 65084102 北京市朝陽區光華裡甲 2號 

將台派出所 64335694 北京市朝陽區駝房營路甲 1號 

金盞派出所 84333680 北京市朝陽區金盞鄉金盞大街金盞派出所 

勁松派出所 67727316 北京市朝陽區大郊亭南街 9號院 1號樓 

酒仙橋派出所 64372492 北京市朝陽區酒仙橋南路 9號 

來廣營派出所 84912670 北京市朝陽區來廣營鄉朝來農藝園內 

六裡屯派出所 85817660 北京市朝陽區卜峰蓮花石佛營店北側六裡屯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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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 諮詢電話 地址 

麥子店派出所 85950067 北京市朝陽區棗營北裡 1號樓 

南皋派出所 64371703 北京市朝陽區南皋路 

南湖派出所 64704664 北京市朝陽區南湖中園 238號樓 

南磨房派出所 67314124 北京市朝陽區平樂園 105號 

潘家園派出所 67733661 北京市朝陽區華威西裡 29號 

平房派出所 85521987 北京市朝陽區黃杉木店路 180號 

三間房派出所 65726088 北京市朝陽區建國路甲 22號三間房派出所 

三裡屯派出所 64156616 北京市朝陽區三裡屯南 41號樓 

十八裡店派出所 67474105 北京市朝陽區十八裡店鄉十八裡店村 856號 

雙井派出所 87771010 北京市朝陽區垂楊柳中街 2號 

孫河派出所 64381017 北京市朝陽區孫河鄉康營東路孫河派出所 

太陽宮派出所 64272086 北京市朝陽區西壩河北裡 39號樓 

團結湖派出所 85989395 北京市朝陽區團結湖路 19樓 

王四營派出所 87575110 北京市朝陽區王四營鄉王四營村 3號 

香河園派出所 64643107 北京市朝陽區西壩河南裡 26樓 

小關派出所 64968390 北京市朝陽區小關東裡 2號 

小紅門派出所 87693720-815 北京市朝陽區小紅門路 2號 

小武基派出所 64797816 北京市朝陽區十八裡店鄉西直河村甲一號 

新源裡派出所 64671646 北京市朝陽區新源裡 17號 

亞運村派出所 64929872 北京市朝陽區安苑北裡甲 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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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分局： 

派出所 諮詢電話 地址 

西北旺派出所 82588695 北京市海淀區唐家嶺中關村森林公園內平房 

青龍橋派出所 82588581 北京市海淀區二龍閘路甲 5號 

永豐派出所 82588867 北京市海淀區永豐皇后店路 8號 

燕園派出所 62752494 北京市海淀區頤和園路 5號北京大學保衛部一層 

甘家口派出所 68313373 北京市海淀區甘家口 21號樓西配樓 

西山派出所 82588313 北京市海淀區巨山路 78號 

東升派出所 82388603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1號 

上地派出所 62987737 北京市海淀區東北旺南路 27號上地辦公中心 B座 

上莊派出所 82588874 北京市海淀區上莊鎮上莊路 33號 

馬連窪派出所 82782843 北京市海淀區西北旺後廠村 69號 

萬壽寺派出所 82588517 北京市海淀區紫竹園街道廣源閘 15號 

永定路派出所 82588496 北京市海淀區西四環中路 43號 

四季青派出所 82588935 北京市海淀區四季青東冉北街 15號 

溫泉派出所 62496208 北京市海淀區溫泉鎮環山村 12號 

花園路派出所 82084317 北京市海淀區花園東路 9號 

清河派出所 82588560 北京市海淀區清河朱房路 68號 

曙光派出所 82519476 北京市海淀區藍靛廠西路 1號 

蘇家坨派出所 62485860 北京市海淀區蘇家坨鎮溫陽路 119號 

中關村西區派出所 
82588746 

82588745 
北京市海淀區蘇州街 31號中關村西區派出所 

恩濟莊派出所 82588154 北京市海淀區北窪路 15號 

大鐘寺派出所 82588372 北京市海淀區皂君廟 16號 

雙榆樹派出所 82588667 北京市海淀區雙榆樹北路 4號 

羊坊店派出所 68515644 北京市海淀區北蜂窩路會城門 4號 

萬壽路派出所 82588397 北京市海淀區太平路丙 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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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 諮詢電話 地址 

香山派出所 82588737 北京市海淀區香山北辛村甲 53號 

中關村派出所 85615877 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南三街甲 15號 

西三旗派出所 82588428 北京市海淀區西三旗花園三裡 75號樓 

北太平莊派出所 62210011 北京市海淀區文慧園 66號 

田村派出所 68213997 北京市海淀區田村路 89號 

海淀派出所 82588218 北京市海淀區丹棱街 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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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台分局： 

派出所 諮詢電話 地址 

長辛店派出所 83876254 北京市豐台區長辛店大街 196號 

成壽寺派出所 87161875 北京市豐台區橫一條甲 18號院 1號樓 

大紅門派出所 67966728 北京市豐台區大紅門南路 83號 

大紅門商城派出所 87209577 北京市豐台大紅門路 35號 

東高地派出所 67951991 豐台區東高地萬源北路 5號 

東鐵匠營派出所 67613682 北京市豐台區順五條 47號 

樊家村派出所 63735064 北京市豐台區四合莊 283號 

方莊派出所 67612010 北京市豐台區方莊芳群園三區 11號樓 

芳城派出所 87678165 北京市豐台區芳城園三區 20樓 

豐台鎮派出所 63851537 北京市北豐台區正陽大街 9號 

豐益派出所 63860930 北京市豐台區泥窪東路 16號 

和義派出所 67984657 北京市豐台區和義東裡 3區 10號樓 

看丹派出所 63716814 北京市豐台區看丹村 796號 

科技園區派出所 63722186 北京市豐台區外環西路 16號 

六裡橋派出所 63425770 北京市豐台區西局東街甲 1號 

盧溝橋派出所 83210531 北京市豐台區盧溝橋曉月苑三裡 13樓 

馬家堡派出所 67520106 北京市豐台區嘉園三裡 10號樓 

南苑鎮派出所 67951618 北京市豐台區南苑北裡四區 9號 

蒲黃榆派出所 67647380 北京市豐台區蒲黃榆一裡 3號樓一層 

青塔派出所 68671243 北京市豐台區大成裡秀園 13號樓 

石榴園派出所 67252019 北京市豐台區石榴莊 1號 

四合莊派出所 83797136 北京市豐台區白盆窯甲 302號 

太平橋派出所 63408993 北京市豐台區太平橋 40號 

西局派出所 83639351 北京市豐台區西局南街 99號 

西羅園派出所 87293455 北京市豐台區西羅園四區 36號 

新發地派出所 83705601 北京市豐台區新發地木材市場院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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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 諮詢電話 地址 

洋橋派出所 87289822 北京市豐台區洋橋北裡 8號 

右安門派出所 63576025 北京市豐台區開陽裡二區 10號樓 

玉泉營派出所 83606590 北京市豐台區花鄉黃土崗甲 1號 

岳各莊派出所 63821569 北京市豐台區豐體北路甲 10號 

雲崗派出所 88539831 北京市豐台區雲崗南區西裡 2號 

張郭莊派出所 83881628 北京市豐台區張郭莊南路 6號 

朱家墳派出所 83876411 北京市豐台區趙辛店 8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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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久可以拿到居住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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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但延長的時間不得超過 10 個工作日）。 

 

可以享受 3 項權利： 

 勞動就業 

 參加社會保險 

 繳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積金 

 

可以享受 6 項基本公共服務： 

 義務教育 

 基本公共就業服務 

 基本公共衞生服務 

 公共文化體育服務 

 法律援助和其他法律服務 

 國家及居住地規定的其他基本公共服務 

 

可以享受 9 項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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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內地居民同等待遇購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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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及居住地規定的其他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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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住居所 

香港居民如需要在內地租賃房屋，可以委託專業的房屋經紀公司，也可以直接向業

主進行租賃。經紀公司的傭金需由租戶或房東支付，通常為一個月房租。 

 

在租賃房屋時，應以書面形式與出租人訂立房屋租賃合同。房屋租賃合同的內容可

與出租人約定，或參考北京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和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發布

的《北京市房屋租賃合同》範本。 

 

香港居民在租賃房屋時，須到房屋租賃所簽訂租賃合同，並留意以下事項： 

 房屋出租方（房東）的個人資料、住所地 

 房屋的位置、面積、裝修及設施，特別需要留意房屋狀況及水電煤表等數字是否

與合同約定的一致；煤氣爐的安全性及電梯安全等 

 租賃用途（自住或貨倉） 

 租賃期限（租期一般為一年，但亦可根據自身情況與房東或經紀公司 

商量） 

 房租支付的期限（如月付或季付） 

 租金及稅金交付方式（現金或者銀行轉帳） 

 房屋物業服務費的承擔方 

 房屋修繕責任（由房東或者租賃人負責） 

 轉租的約定 

 變更和解除租賃合同的條件 

 違約責任 

 發票安排（如需發票，可能需要額外支付一筆稅費） 

 在提供個人身份文件時，應提供影印本並在上面寫明僅供房屋租賃用途 

 

欲了解房屋租賃的流程及其需要的文件，請參考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網站。 

 

 

 

 

 

 

http://zjw.beiji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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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商品房屋租賃管理辦法》以及《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關於在全市範圍實行

房屋租賃證制度及加強租賃登記備案工作的通知》，下列情況的房屋不得出租： 

× 沒有房屋所有權合法證明 

× 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依法裁定、決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產權利 

× 共有房屋未取得共有人同意 

× 權屬有爭議 

× 屬於違法建築 

× 不符合安全、防災等工程建設強制性標準 

× 已抵押，未經抵押權人同意 

× 不符合公安、環保、衞生等主管部門有關規定 

× 違反規定改變房屋使用性質 

× 其他法律、法規、規章規定不得出租的房屋 

 

 

搬至新住址後，請在 24 小時內到當地派出所辦理暫住登記（具體登記處可向房東查

詢）。登記時需提供房屋租賃合同，以及身份證明文件（如居住證、回鄉證）或護

照。 

 

購買居所 

根據《住房城鄉建設部等部門關於調整房地產市場外資准入和管理有關政策的通

知》，“境外個人購房在境內工作超過一年的時間限制”已經取消。經諮詢北京市

住建委，境外個人的購房資格還需要經公安部門、其他涉外部門聯合審批。因此，

購房資格的最終獲得在實際情況中需要參考具體各部門綜合境外個人的條件出具的

最終意見為准。 

新建住房（一手樓）購買 

交易流程： 

(1) 申請購房資格審核：境外個人在北京購房前，應如實向房地產開發企業、經紀機

構、區縣存量房網簽窗口等網簽服務機構，提供有效身份證明材料，申請購房資

格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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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交購房資格審查申請：房地產開發企業、經紀機構、區縣存量房網簽窗口等網

簽服務機構對材料進行初步核查後，在北京交易登記系統填報相應資訊，網上向

市住房城鄉建設委提交購房資格審查申請，並按京建發〔2011〕65 號文件規定

留存申報材料； 

(3) 通過審核：市住房城鄉建設委會同市公安局在 10 個工作日內對境外個人購房資

格進行審核。審核結果可在市住房城鄉建設委網站查詢。通過審核的境外個人方

可辦理網上簽約手續及交付房款等。境外個人對審核結果有異議的，可持相關證

明材料到市住房城鄉建設委申請覆核；及 

(4) 辦理後續權屬登記手續：市公安局不再為境外個人開具紙質《境外個人在境內居

留狀況證明》（“《居留證明》”）；境外個人新申請購房資格審核的，通過審

核後辦理網簽購房合同，不再出具《居留證明》，後續辦理轉移登記手續時，各

房屋登記部門不再收存《居留證明》紙質材料。之前已完成網上簽約，辦理後續

權屬登記手續的，仍按原規定執行。 

 

【注意事項】 

(1) 應要求房地產開發商和銷售商提供齊全的“五證”和“兩書”。五證包括：國有

土地使用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建築工程用地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施工許

可證、商品房預售許可證。“兩書”則指商品房品質保證書和商品房使用說明書。 

(2) 核對購樓認購合同及買賣合同是否為北京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和北京市建設委員會

發布的示範文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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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簽訂認購合同時，必須附上設施、圖紙作憑證，並要求開發商蓋上公章確認。 

(5) 清楚訂立違約條款，以便發生問題時追責。 

(6) 區別所付的是“訂金”或“定金”。“訂金”是一種意向，如沒有履行，“訂

金”可以退回本人；而“定金”是一種承諾，如未能履行承諾，“定金”將不

退回本人，且違約方需要承擔相關賠償責任。 

(7) 要確保自己支付的購房款存入的是商品房預售許可證上公布的監控帳戶，如果

開發商以各種理由要求買方把房款存入非監控帳戶的，買方應堅決拒絕，並立

即向市一級國土房管局有關部門投訴。 

(8) 繳交房款時需要獲取發票，保留有效憑證。 

(9) 仔細驗收房屋，不要急於領取鑰匙。如發現品質問題，可根據房屋保修條例要

求開發商妥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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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房屋買賣 

建議委託具有營業執照的房產交易仲介公司進行相關交易，手續大致如下： 

(1) 買、賣雙方共同與仲介方簽署房屋轉讓合同（或在無仲介方的情形下自行與對方

簽約），明確各方的權利和義務，並商談確定付款及交樓/過戶的具體安排、稅

費承擔、違約責任等，必要時尋求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的幫助； 

(2) 查核文件確認產權是否清晰、房屋是否被抵押等； 

(3) 依據合同約定的方式及時間履行各自義務，一般可考慮選擇的做法有：買方支

付部分房款後，雙方到房管部門辦理過戶手續，後買方付清餘款；雙方選擇可

信任的資金託管機構（如銀行等），在託管房款後辦理過戶手續，其後由賣方

取得房款；需以按揭貸款方式交易的，則依銀行要求的正當手續辦理；及 

(4) 委託地產仲介公司進行房屋買賣時，需簽署全權委託書，以保障權益。 

 

 

【注意事項】 

以下二手房不能買賣：產權不清晰、在農村集體土地上興建、鄉產權房證、已作抵

押、已列入拆建範圍、依法被查封等產權不能轉移的房屋。 

 

 

二手房買賣賣方報價一般為到手價，即扣除稅費、仲介費等所有費用之後，賣方實

際可以拿到手的價格。 

 

境外人士（包括港澳台人士）在北京購置物業的限制 

境外人士在北京購置物業的政策（參見京建發〔2016〕37 號）主要有以下幾點： 

(1) 境外個人（不含港澳台居民和華僑）在境內工作的，港澳台居民和華僑在境內工

作、學習和居留的，可在本市購買一套用於自住的住房； 

(2) 境外個人可以更換住房，但前提是手中持有的原住房權屬關係已經徹底轉移，才

可購入新的自住房產； 

(3) 境外個人不可購入非住宅用房，例如商業用房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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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境外機構在北京市設立的分支機構及代表機構可以在北京市購買辦公所需的非住

宅房屋，且購買後不得隨意出租、轉讓。境外機構在北京設立的分支、代表機構

註銷的，可以按規定辦理商品房的轉移登記手續。 

【注意事項】 

資格審核方面，根據京建發〔2015〕207 號，北京市住房城鄉建設委會同市公安局

在 10 個工作日內對境外個人購房資格進行審核。審核結果可在市住房城鄉建設委網

站查詢。通過審核的境外個人方可辦理網上簽約手續。 

 

銀行按揭及公積金貸款 

香港居民在北京購買房產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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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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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

地就業的港澳台同胞可按照《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和相關政策的規定繳存住房公

積金。已繳存住房公積金的港澳台同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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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匯安排 

雖然國家對境外合法外匯資金匯入境內沒有限制，但外匯管理部門對個人結匯實行

年度總額管理，年度總額為每人每年等值 5萬美金。超過年度總額的，依據具體資金

用途有所不同按照不同規定辦理。詳情請參考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如果香港居民

需要從境外匯入購房款或境內外匯帳戶支付購房款的，應攜帶有關資料到有關的外

匯局進行基本資訊登記。完成登記後，香港居民可以向外匯指定銀行申請支付購房

款。至於售賣房屋等個人合法所得的資金可以透過購匯形式，換成港幣後再匯入境

外帳戶。具體操作詳情，請詢問有關銀行。 

 

領取房屋不動產產權證 

香港居民購買了商品房後，依法將取得不動產產權證。由於開發商申請破產或故意

逃避履行責任，又沒有其他公司承擔，導致無法領取房產證的，需要通過法律途徑

解決上述問題。 

 

 

 

http://www.saf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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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京市頒發的《國有土地使用權證》、《房屋所有權證》、《林權證》現已統一

為《不動產權證書》，但原來依法頒發的各種證書繼續長期有效，按照“不變不換”

的原則，權利不變動。在依法辦理變更登記、轉移登記等登記時，逐步更換為新的

不動產權利證書。 

 

買賣房產繳納的稅費 

購買房產： 

 契稅： 

- 若是家庭唯一住房，面積 90 平米以下，稅率為 1% 

- 若是家庭唯一住房，面積 90 平米以上，稅率為 1.5% 

- 非家庭唯一住房，面積 90 平米以下，稅率為 1% 

- 非家庭唯一住房，面積 90 平米以上，稅率為 2% 

 印花稅：住宅免印花稅 

售賣房產： 

 增值稅 

- 個人將購買不足 2 年的住房對外銷售的，按照 5%的徵收率全額繳納增值稅 

- 個人將購買超過 2年（含 2年）的非普通住房對外銷售的，按照其銷售收入減

去購買房屋的價款後的差額，按照 5%徵收率繳納增值稅 

- 個人將購買超過 2 年（含 2 年）的普通住房對外銷售的，免徵收增值稅 

 個人所得稅：個人轉讓自用 5 年以上，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免徵

收個人所得稅，否則按照交易額的 1%或按照差額的 20%徵收個人所得稅 

 印花稅：個人銷售住房暫免徵收印花稅 

 土地增值稅：個人銷售住房暫免徵收土地增值稅 

 

【注意事項】 

凡是「建築面積在 144 平方米以上、容積率低於 1.0、實際成交價格高於同級別土地

上住宅交易平均價格 1.2 倍」的，屬於非普通住宅；反之為普通住宅。 

詳情請參考國家稅務總局相關政策。  

http://www.chinatax.gov.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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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在北京 

 

交通規則 

內地 香港 

右側通行（機動車、非機動車、行人） 左行制 

紅燈亮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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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紅燈是箭

頭時，右轉彎的車輛不得通行 

紅燈亮時，車輛一律不得通行。 

 

此外，北京市也頒布並實施了具體的地方規定。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北京市公

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網站。 

 

地鐵 

北京地鐵有二十三條運營線路。地鐵票價3元起，採用梯形定價，並對月支出累計滿

一定金額的乘客給予階梯折扣優惠。地鐵可使用一卡通並可在一卡通多功能自助機

上充值。乘客可以在手機端下載“北京一卡通”APP 獲得電子一卡通，可以線上充

值和手機刷卡乘車；也可以在手機端下載“易通行”APP，綁定支付管道後即可刷

碼乘車，無需預先充值。北京地鐵線路圖、首末班車以及服務設施詳情，參見詳情

請點擊此處。 

乘客可刷京津冀交通互通卡乘坐北京地鐵。市民可在北京市人工網點辦理北京發行

的互通卡的購買與充值業務。需要提醒的是，異地發行的互通卡在北京不能進行充

值業務。 

 

的士（計程車） 

北京的士實行統一價格標準，包含起步價、基本單價及燃油附加費。23 點（含）至

次日 5 點（不含）運營時，基本單價加收 20%的費用。北京城市道路內和飯店、商

務中心、醫院、居民社區周邊等公共場所都設有的士站。乘客也可以通過電話以及

手機 APP 呼叫的士。96103 為北京市的士統一電召平台。 

計程車價格標準收費，請參見北京市交通委員會網站。 

  

http://jtgl.beijing.gov.cn/
http://jtgl.beijing.gov.cn/
https://www.bjsubway.com/
http://jtw.beiji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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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約車 

近年內地十分流行網約車，乘客可上網或以 APP 預約用車（包括私家車和計程車）。

詳情可瀏覽一般搜索網站的介紹。 

 

巴士 

北京有覆蓋全市的公車運營線路。地面公交價格為：10 公里（含）內 2 元，10 公里

以上部分，每增加 1 元可乘坐 5 公里。使用市政交通一卡通刷卡乘坐城市公共電汽

車，市域內路段享受普通卡 5 折、學生卡 2.5 折優惠。 

 

火車 

北京市區內目前共有5個火車站：北京站，北京東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和北京北

站，並與內地多個城市開通城際鐵路和高鐵。 

火車購票實行實名制，旅客須憑有效身份證件（居住證、回鄉證、有效護照等）可

自行選擇乘車日期、車次、席別。通過火車站購票櫃檯、中國鐵路官方購票熱線

（12306）、中國鐵路客戶服務中心網上購票等方式購買車票。 

 

 

在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湖南、廣東等地港澳同胞購、取票流量

較大的火車站設有可識讀居住證、回鄉證的自動售取票設備，方便港澳同胞憑居住

證、回鄉證自助購取票，今後將逐步在所有具備條件的省會城市及港澳旅客客流量

較大的車站設置有關自動售取票設備。 

 

  

http://www.12306.cn/mormh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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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位於順義區，距離市中心 25 公里。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擁有三座航

站樓，幾乎所有北京的國內國際航班均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停靠和起飛。機場和北

京市區間由北京機場高速公路、北京地鐵機場線（機場快軌）連接，機場快軌從市

區東直門到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 T2 航站樓大約需要 30 分鐘。2019 年 9 月 25 日，

北京南苑機場關閉，北京大興國際機場投入使用。北京大興國際機場為 4F 級民用機

場，位於中國北京市大興區與河北省廊坊市廣陽區交界處，距離首都機場 67 千米 。  

 

 

機票可通過各大航空公司網站或電話進行預訂，亦可通過其他網站或手機應用程式

預訂，往往會有一些折扣。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5%B8%82/12606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B%8A%E5%9D%8A%E5%B8%82/1115671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6%96%E9%83%BD%E6%9C%BA%E5%9C%BA/646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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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單車 

近年內地十分流行共用單車，提供自行車時租共用服務。一般而言，不同租車公司

的服務使用者須先繳付不同數額的押金才可使用服務，但亦有一些購物平台提供免

押金租車服務。詳情可瀏覽一般搜索網站的介紹。 

 

學車、駕車和租車 

學車：香港居民在北京學車可通過手機 APP 和 PC 端登錄北京駕駛培訓監管服務平

台選擇駕校和網上報名。通過手機端下載“北京交通”APP，註冊後報名學車，還

可以開啟定位功能按區域搜索駕校；通過 PC 端登錄北京市駕駛培訓公共服務平台網

站，註冊後可自主選擇駕校，確認班型及價格後完成網上報名。 

 

駕駛證：香港居民在內地駕駛機動車，應當隨身攜帶機動車駕駛證。如香港居民持

有有效香港或海外簽發的駕駛執照，在符合國務院公安部門規定的駕駛條件並通過

相關考核後可申請內地駕駛執照。持有有效香港或海外簽發的駕駛執照的香港居民

可向國務院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申請臨時駕駛執照，該執照有效期不超過三個月。

欲了解申請駕駛證和臨時機動車駕駛許可的更詳細資訊，可參考北京市公安局公安

交通管理局網站。 

 

北京機動車限行交通管理措施：北京市實施機動車限行交通管理措施。北京市機動

車按車牌尾號工作日高峰時段實行區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限行時間為 7 時至 20 時，

範圍為五環路以內道路（不含五環路）。北京市及外省、區、市核發號牌（含臨時

號牌）的國 I 及國Ⅱ排放標準的輕型汽油車，工作日禁止在本市五環路（不含）以內

區域道路行駛。當發布空氣重污染紅色預警時，國Ⅲ以上排放車輛均按單雙號限行。

對於機動車違反規定進入限行區域道路行駛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門按照相關法律規

定，給予罰款 100 元，每 4 小時計罰一次。 

 

進京通行證：從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外阜車進入六環路（不含）以內道路和通州區

全域範圍道路（不含高速公路主路）行駛的，需辦理進京通行證。每輛車每年最多

辦理進京通行證 12 次，每次辦理的進京通行證有效期最長為 7 天。欲了解進京通行

證的更詳細資訊，可參考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網站。 

 

欲了解每日限行要求與路況資訊，可參考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網站。 

 

http://bjjp.bjysgl.cn/
http://jtgl.beijing.gov.cn/
http://jtgl.beijing.gov.cn/
http://jtgl.beijing.gov.cn/
http://jtgl.beiji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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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車：北京實行小客車數量調控措施，小客車配置指標以搖號方式無償分配取得北

京市小客車配置指標後，方可辦理車輛登記相關手續。 

香港居民申請小客車配置指標需同時滿足以下條件： 

(1) 本人名下沒有北京市登記的小客車，本人名下沒有應當報廢而未辦理註銷登記的

機動車，且持有公安交管部門核發的有效機動車駕駛證。 

(2) 持有居住證、十年有效的回鄉證，和在京居住一年及以上有效臨時住宿登記證

明。欲了解申請小客車配置指標的更詳細資訊，可參考北京市小客車指標調控管

理辦公室網站。 

 

租車：從本地租車公司租車通常需要與租車公司簽訂租賃合同並提供居住證（或回

鄉證）和駕駛證的影印本以及預計租賃時間。詳情請參閱各租車公司網站。 

 

“吃”在北京 

 

北京作為六朝古都，吸收了滿漢飲食文化精粹，不僅有名目繁多的京味傳統小吃，

更有獨具京城特色的官府菜、清真菜、私家菜。京味小吃的代表有豆汁兒、豆麵酥

糖、酸梅湯、小窩頭、茯苓夾餅、果脯蜜餞、冰糖葫蘆、艾窩窩、豌豆黃、驢打滾、

灌腸、爆肚、炒肝、北京烤鴨、涮羊肉、醬爆雞丁、油爆肚仁、糟溜三白、黃燜魚

翅、貴妃雞、三不粘、炸佛手卷都是耳熟能詳的名菜。 

 

 

“玩”在北京 

 

北京旅遊資源豐富。作為六朝古都，其文化底蘊十分濃厚，具有歷史文化背景的景

點隨處可見，是一個古典與現代相結合的城市。北京的交通和購物都很方便，也有

很多地方美食。有關北京的旅遊資料，請參閱北京旅遊網。 

 

 

 

 

 

 

http://www.bjhjyd.gov.cn/
http://www.bjhjyd.gov.cn/
http://www.visitbeij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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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休閒在北京 

王府井步行街：是具有數百年悠久歷史的著名商業區，在北京享有“金街”的美譽，

距今已經有 700 多年歷史。是北京的四大商業區之一。 

三裡屯太古裡：首都時尚潮流的代名詞，聚集了眾多品牌旗艦店、創意的前沿設計

師門店，及文化藝術盛事不斷的橙色大廳和紅館。 

西單商業街：起宣武門，北至新街口豁口，是一條具有國際先進水準的，集購物、

餐飲、娛樂、服務、辦公為一體的，整潔、有序、文明、繁華的商業街。 

大柵欄（讀音為 dà shi làr）：地處古老北京中心地段，是北京市前門外一條著名的

商業街。 

 

購物退稅政策 

北京實施購物退稅政策。中國境內連續居住不超過 183 天的外國人和港澳台居民，

在離境口岸（即包括航空口岸、水運口岸和陸地口岸）離境時，可就在退稅商店購

買的退稅物品申請退還增值稅，退稅率為 11%。詳情請參考《關於實施境外旅客購物

離境退稅政策的公告》（財政部公告〔2015〕3 號）或國家文化和旅遊部網站。 

 

 

目前，京津兩地在全國率先實現離境退稅跨省互聯互通，境外旅客在經濟區域內購

買退稅商品後，可自由選擇離境口岸，並享受退稅。 

 

日常生活與社交 

內地電子商務企業發展迅猛，網絡購物已經成為主流的生活方式。消費者可以從不

同的購物網站上買到各種各樣的商品，而移動支付乃是目前內地最流行的支付方式。

即時通訊應用程式的使用在內地越來越普遍，相比於打電話，人們更願意通過手機

應用程式來保持聯繫。 

 

 

常見的應用程式可滿足網絡購物、外賣訂餐、即時通訊、呼叫的士、租用共用單車

等日常需求，使用者可以根據自身需求選擇性下載使用。 

  

https://www.mc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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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作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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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在北京 

 

社會保險 

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布的《在中國境內就業的外國人參加社會保險暫行辦

法》，在中國內地境內就業的港澳台人員具有依法參加社會保險和享受社會保險待

遇的合法權益。用人單位和本人應按照規定繳納包括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職工基本

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險。 

參加社會保險的情形主要分為： 

 香港居民在內地就業，與在中國境內依法註冊或者登記的企業、事業單位、社會

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基金會、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組織簽訂勞務合

同，應當依法參加社會保險。 

 香港居民與境外雇主訂立雇傭合同後，被派遣到在中國境內註冊或者登記的分支

機構、代表機構工作的，應當依法參加社會保險。 

 

有關社會保險的資料，可參考北京市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中心主辦的北京市社會保險 

網上服務平台網站。 

 

 

去內地就業，有必要了解用人單位為香港居民繳納社會保險和購買商業保險的情況

以及住宿福利安排。 

 

工資薪金個人所得稅的稅務安排 

香港居民於內地居住時間及所簽署的勞動合同與對應的納稅義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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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居民在內地工作，如果同時符合以下條件，則無需在中國繳納個人所得稅： 

 在任何十二個月中，於內地停留連續或累計不超過 1831天； 

 報酬由非內地公司支付或並非代表內地公司支付；及 

 報酬不由香港公司在內地的常設機構承擔。 

                                                           
1 在判定香港居民在內地工作納稅義務確定內地居住天數時，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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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詳情，請參閱稅務局政策法規【財政部、稅務總局公告[2019]34 號】。 

http://rsj.beijing.gov.cn/csibiz/
http://rsj.beijing.gov.cn/csibiz/


37 

 

 

 

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於 2019年 1月 1日正式實施，2018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為過渡期。香港居民符合條件的為非居民個人，按照相

關規定繳納個人所得稅： 

 在中國境內無住所又不居住，或者無住所而一個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境內居住累計

不滿一百八十三天的個人，為非居民個人2。 

 非居民個人取得工資、薪金所得按月計算個人所得稅3。非居民個人的工資、薪

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額減除費用五千元後的餘額為應納稅所得額，依照稅率表按

月換算後計算應納稅額4。過渡期期間，對納稅人在 2018 年 10 月 1 日（含）後實

際取得的工資、薪金所得，減除費用統一按照 5000 元/月執行，並按照本通知所

附個人所得稅稅率表一計算應納稅額。對納稅人在 2018 年 9 月 30 日（含）前實

際取得的工資、薪金所得，減除費用按照稅法修改前規定執行5。 

 非居民個人取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時，按次分項計算

個人所得稅6。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以收入減除百分

之二十的費用後的餘額為收入額，以每次收入額為應納稅所得額。其中，稿酬所

得的收入額減按百分之七十計算7。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外籍個人符合居民個人條件的，可

以選擇享受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也可以選擇按照《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

於個人所得稅若干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1994]20 號）、《國家稅務總局關於

外籍個人取得有關補貼征免個人所得稅執行問題的通知》（國稅發[1997]54 號）

和《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外籍個人取得港澳地區住房等補貼征免個人所得稅

的通知》（財稅[2004]29 號）的相關規定，享受住房補貼、語言訓練費、子女

教育費等津補貼免稅優惠政策，但不得同時享受。外籍個人一經選擇，在一個納

稅年度內不得變更8。 

 自 2022年 1月 1日起，外籍個人不再享受住房補貼、語言訓練費、子女教育費津

補貼免稅優惠政策，應按規定享受專項附加扣除9。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2018 年修正版）第 1 條 

3 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2018 年修正版）第 2 條 

4 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2018 年修正版）第 6 條 

5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做好個人所得稅改革過渡期政策貫徹落實的通知（稅總函[2018]484 號） 

  財政部、稅務總局關於 2018 年第四季度個人所得稅減除費用和稅率適用問題的通知（財稅[2018]98 號） 

6 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2018 年修正版）第 2 條 

7 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2018 年修正版）第 6 條 

8 財政部稅務總局關於個人所得稅法修改後有關優惠政策銜接問題的通知（財稅[2018]164 號） 

9 財政部稅務總局關於個人所得稅法修改後有關優惠政策銜接問題的通知（財稅[2018]16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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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就學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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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在北京 

 

中國的教育系統簡介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教育部）負責主管內地的教育系統，並要求所有中國公民

必須完成九年義務教育。九年義務教育大致上包括六年小學和三年初中。完成初中

後，學生一般需要接受高級中等學校招生考試（“中考”），以獲取升讀高中資格。

高中為期三年，合格的高中畢業生會參加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高

考”），投考心儀的大學。 

 

 

如需獲取進一步資料，請參閱北京市教育委員會網站或教育部教育涉外監管資訊網

站。 

 

學前教育 

香港居民的子女需要在北京市的幼稚園就讀的，可以自行選擇到居住地附近的幼稚

園報名，也可以選擇報讀國際學校（即外籍人員子女學校）。入學要求由各學校自

行定立，一般會在學校官方網站上公布。 

 

欲了解教育部公布經批准設立的北京市國際學校名單和經北京市教育委員會公布各

區縣的幼稚園名單，請參考教育部教育涉外監管資訊網和北京市教育委員會網站。   

http://jw.beijing.gov.cn/
http://www.jsj.edu.cn/
http://www.jsj.edu.cn/
http://jw.beiji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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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教育 

需要在北京市的中小學就讀的香港居民，可以選擇到居住地附近的中小學就讀，也

可以選擇到國際學校（即外籍人員子女學校）就讀。香港居民學生的父母或在京監

護人須詳細了解各學校的學制、收生要求、申請所需時間及收生時間等細節，再決

定有關的入讀安排。 

 

申請居住地附近的中小學程式 

(1) 如申請居住地附近的中小學，適齡兒童父母或在京監護人應首先登陸北京市教委

資訊採集網站完成網上申報 

(2) 如父母其中一方為港籍，則需要在僑辦或區教委相關部門做身份認定或獲取《港

澳身份學生就讀批准書》 

(3) 持來京上中小學批准書及其他文件與各區縣教育委員會或學校聯繫，學校一般根

據北京市有關班額的規定和學生的實際情況等決定是否接受 

(4) 學校同意錄取後，香港居民子女以非京籍借讀學生身份就讀 

 

欲了解申請來京上中小學批准書以及非京籍借讀事項的更詳細資訊，可以參考北京

市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網站和北京市教育委員會網站。 

 

選擇國際學校 

(1) 如果選擇就讀國際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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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香港學生中途轉學至國際學校就讀，一般需要提供成績單並參加國際學校自行組

織的入學考試 

(3) 申請入讀國際學校的香港學生，在學校同意入學後，由學校將學生的情況向北京

市教育委員會進行備案 

 

欲了解教育部公布經批准設立的北京市國際學校名單和北京市接收境外中小學生學

校名單，請參考教育部教育涉外監管資訊網和北京市教育委員會網站。 

  

http://www.bjqb.gov.cn/
http://www.bjqb.gov.cn/
http://jw.beijing.gov.cn/
http://www.jsj.edu.cn/
http://jw.beiji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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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育 

香港居民欲報考內地大學，可報名參加內地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地區

及台灣省學生考生考試。報考要求如下： 

 完成香港註冊中學已註冊的中六課程（或內地高中三年級）或以上學歷的學生/ 

如現正就讀上述課程，須提交由校方出具的在學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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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和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或香港非永久性居民身份

證和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考試內容和要求參見教育部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

港澳地區、台灣省學生入學考試理科考試大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學校

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地區、台灣省學生入學考試文科考試大綱》（第 2 版）。 

 

欲了解更多考試報名相關資訊，請參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以及內地高校面向港澳台

招生資訊網。   

http://www.hkeaa.edu.hk/
http://www.gatzs.com.cn/
http://www.gatz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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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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港

澳台函〔2011〕72 號）的規定，部分北京院校（例如北京大學）可免筆試錄取符合

其規定條件的香港學生。根據《關於做好 2014 年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工

作的通知》（教港澳台辦〔2013〕537 號）和《2018 年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香港

學生辦法》，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學生可以報名參加內地高校免試招生。錄取

要求各院校本科專業各不相同，具體應參考各院校的招生簡章。 

 

港澳及華僑學生獎學金管理辦法 

根據《港澳及華僑學生獎學金管理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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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主要國際學校及聯繫方式 

下表所列部分教育部公布經批准設立的北京市國際學校的資料主要來自各大使館及

北京市教育委員會的公開網站，僅供讀者參考。下表的資料亦無意構成廣告或業務

招攬，駐京辦不為任何產品、服務或資料內容作宣傳。欲了解更多北京市國際學校

名錄，請參考北京市教育委員會網站。 

學校名稱 地址 聯繫方式 網站 

北京英國學校 

The British 

School of 

Beijing  

北京英國學校（三裡屯校區) 

北京市朝陽區三裡屯路西六街

5 號，北京英國學校 

北京市朝陽區三裡屯路北小街

7 號，北京英國學校 

 

北京英國學校（順義校區) 

北京市順義區天竺開發區安華

街 9 號南院 

三裡屯校區 

電話：8610-85325320 

郵箱：

receptionsltey@bsbsanlitun.com 

 

順義校區 

電話：8610-80473588 

郵箱：

receptionsy@britishschool.org.cn 

三裡屯校區

http://www.nordangliaed

ucation.com/our-

schools/beijing/sanlitun 

 

 

順義校區 

http://www.nordangliaed

ucation.com/our-

schools/beijing/shunyi 

 

北京德威英國

國際學校 

Dulwich 

College 

Beijing  

北京市朝陽區京順路香江北路

1 號香江花園(1-6 歲) 

 

北京市順義區首都機場路 89

號麗京花園 7 區（1-18 歲） 

電話：8610-84507676 

 

 

電話：8610-64549000 

https://beijing.dulwich.o

rg/ 

 

  

http://jw.beijing.gov.cn/
http://www.nordangliaeducation.com/our-schools/beijing/sanlitun
http://www.nordangliaeducation.com/our-schools/beijing/sanlitun
http://www.nordangliaeducation.com/our-schools/beijing/sanlitun
http://www.nordangliaeducation.com/our-schools/beijing/shunyi
http://www.nordangliaeducation.com/our-schools/beijing/shunyi
http://www.nordangliaeducation.com/our-schools/beijing/shunyi
https://beijing.dulwich.org/
https://beijing.dulwi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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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地址 聯繫方式 網站 

北京哈羅英國學校 

Harrow International 

School 

Harrow Beijing 

School Chaoyang 

北京市朝陽區崔各莊鄉何

各莊村 287 號 

北京市朝陽區安貞西裡 

4 區 5 號 

 

電話：8610-64448900 轉 

6900 

電話: 8610-64448100 

www.harrowbeijing.cn  

北京蒙台梭利國際學

校 International 

Montessori School of 

Beijing  

北京市朝陽區香江北路 2

號院 8 號樓 

電話：8610-64328228 www.msb.edu.cn  

北京京西國際學校 

Western Academy of 

Beijing (WAB)  

北京市朝陽區來廣營東路 

10 號 

電話：8610-59865588 http://www.wab.edu  

北京順義國際學校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eijing-Shunyi  

北京順義區 安華街 10 號 電話：8610-81492345 http://www.isb.bj.edu.cn  

北京伊頓國際幼稚園 

Eton International 

School  

北京市朝陽區東風南路上

東 10 號 

電話：8610-56812666/ 

400-818-9098 

http://www.etonkids.com/  

北京三弈國際幼稚園

3e International 

School 

北京市朝陽區將台西路 9-1

號（四得公園旁） 

電話：8610-64373344 

轉 127 

http://www.3einternational

school.org/  

北京加拿大國際學校

Canadian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eijing 

北京市朝陽區亮馬橋路 

38 號 

電話：8610-64657788 

轉 6108 

http://www.cisb.com.cn/ 

 

北京愛迪國際學校

AIDI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eijing 

北京市朝陽區樓梓莊路 

7 號 

電話：8610-84390808/ 

400-800-4033 

http://www.aidi.edu.cn  

北京法國國際學校

Lycée Français 

International Charles 

De Gaulle De Pékin 

北京市朝陽區新錦路 電話：8610-84747088 http://www.lfip.net.cn  

北京 BISS 國際學校 

Beijing BISS 

International School  

北京市朝陽區安貞西裡四

區十七號樓 

電話：8610-64433151    

轉 215/216/253   

郵箱：

admissions@biss.com.cn 

http://www.biss.com.cn/  

北京韓國國際學校 北京市朝陽區望京北路 

37 號 

電話：8610-51348588 http://kisb.net/ 

 

  

http://www.harrowbeijing.cn/
http://www.msb.edu.cn/
http://www.wab.edu/admissions
http://www.isb.bj.edu.cn/
http://www.etonkids.com/
http://www.3einternationalschool.org/
http://www.3einternationalschool.org/
http://www.cisb.com.cn/
http://www.aidi.edu.cn/
http://www.lfip.net.cn/
mailto:admissions@biss.com.cn
http://www.biss.com.cn/
http://kisb.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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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地址 聯繫方式 網站 

北京耀中國際學校 

Yew Chung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eijing (YCIS)  

北京市朝陽區後八裡莊 5

號紅領巾公園東門 

電話：8610-85833731 

轉 1 或 4 

http://www.ycis-bj.com/  

巧智博仁國際幼稚園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House  

北京市朝陽區亮馬橋路 50

號凱賓斯基寫字樓 S114

室  

 

北京市朝陽區建國門外大

街 1 號國貿北公寓 1 層 

 

北京市朝陽區辛店路 1 號

亞運新新家園社區 

 

北京市朝陽區東風鄉南十

裡居路甲 1 號（近豪豐體

育公園） 

 

北京市朝陽區東四環北路

陽光上東安徒生花園 118

號 

 

北京市西三環南路甲 27

號 

 

北京市朝陽區太陽宮一街

1 號院 10 號樓 2 層 202 號 

 

北京市海淀區暢茜園聖華

里社區 9 號樓（北京銀行

田村支行旁邊） 

電話：8610-64651305， 

64104482 

 

 

電話：8610-65053869，  

65358129 

 

電話：8610-52020293 

 

 

電話：8610-85564611 

 

 

 

電話：8610-50984323 

 

 

 

電話：8610-63708166 

 

 

電話：8610-

84888850/84888840 

 

 

電話：8610-

13691443538 

http://www.montessoribeijing

.com/ 

 

 

 

  

http://www.ycis-bj.com/
http://www.montessoribeijing.com/
http://www.montessoribeij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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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認證 

內地與香港已經簽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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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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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一方認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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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被另一方認可。具體內容包括： 

香港學位於內地認證 內地學位於香港認證 

香港高等學校頒發的： 可以申請攻讀內地 

高等學校的： 

由認可的內地 

高等學校頒發的： 

可以申請攻讀香港 

高等學校的： 

學士學位 碩士學位 學士學位 研究生學位或者進行職

業學習 

碩士學位 博士學位 碩士學位 博士學位 

榮譽學士學位， 

成績優異 

直接申請攻讀博士學位 學士學位，成績優異並

順利完成高品質論文或

者研究工作 

直接申請攻讀博士學位 

 

欲了解備忘錄的具體內容，請參考教育部網站。  

http://www.mo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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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營商投資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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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營商投資環境 

 

北京作為首都，其建設和管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北

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 年-2035 年）》圍繞著“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首都、怎樣建設

首都”這一重大問題，進一步強化北京“四個中心”，即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的城市戰略定位。具體來看： 

 “政治中心”建設要為中央黨政軍領導機關提供優質服務，全力維護首都政治安

全，保障國家政務活動安全、高效、有序運行。 

 “文化中心”建設要更加精心保護好北京歷史文化遺產，構建涵蓋老城、中心城

區、市域和京津冀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體系。 

 “國際交往中心”建設要著眼承擔重大外交外事活動的重要舞台，持續優化為國

際交往服務的軟硬體環境。北京將優化 9 類國際交往功能的空間布局，規劃建設

好重大外交外事活動區、國際會議會展區、國際體育文化交流區、國際交通樞紐、

外國駐華使館區、國際商務金融功能區、國際科技文化交流區、國際旅遊區、國

際組織集聚區等。 

 “科技創新中心”建設要充分發揮豐富的科技資源優勢，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

力的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北京要建設好中關村科學城、懷柔科學城、未來科學城、

創新型產業集群和“中國製造 2025”創新引領示範區，形成以三城一區為重點，

輻射帶動多園優化發展的科技創新中心空間格局。 

北京的建設目標是到 2020 年，建設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取得重大進展，率先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疏解非首都功能取得明顯成效；到 2035 年，初步建成國際一流的

和諧宜居之都，首都功能更加優化，京津冀世界級城市群的構架基本形成；到 2050

年，全面建成更高水準的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建成以首都為核心、生態環境

良好、經濟文化發達、社會和諧穩定的世界級城市群。 

此外，2015 年 5 月，國務院批准在北京市開展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在科技、

金融、文化、商務和旅遊、醫療等領域的 11 項服務業擴大外資開放。接著，2017 年

7 月，北京市又出台了深化改革推進北京市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工作方案（“深

化方案”），進一步放寬了產業的准入門檻。在深化方案裡放寬了外商投資的比例

限制，降低了外資准入標準。這個方案中進一步開放的領域包括九個行業，比如航

空運輸行業、文化藝術、法律服務等等。在外資能否進入音像製品製作、中外律師

事務所合作方面，深化方案也作了突破，這在全國都是率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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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營商在北京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 

為進一步促進內地與香港經濟共同繁榮與發展，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簽署了

CEPA，具體內容如下： 

 貨物貿易：對超過 1,800 種貨物實施零關稅政策 

 服務貿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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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及投資便利化：雙方同意在多個貿易投資便利化的領域加強合作，改善整體

經商環境，具體包括： 

- 通關便利化 

- 檢驗檢疫標準化 

- 提升法律法規透明度 

- 加強在電子商務、貿易促進、智慧財產權、教育方面的合作 

欲了解 CEPA 的更詳細資訊，可以參考香港工業貿易署網站。 

 

內地 - 香港稅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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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香港居民從內地取得符合安排所規定條件的收入較優惠的稅

率，其中包括股息（5%）、利率（7%）、特許使用費（7%）與財產轉移收益

（0%）。香港居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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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稅率為 10%）。 

 

欲了解內地 - 香港稅收安排的更詳細資料，可以參考國家稅務總局網站。 

  

http://www.tid.gov.hk/sc_chi/cepa/index.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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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資企業（含港澳台企業）的設立 

 

外國投資者在內地設立機構/企業的主要形式 

外商投資企業（含港澳台企業） 

外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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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V，又稱“股權式合營企業”） 

 中外合作經營企業（CJV，又稱“契約式合營企業”） 

 外商獨資企業（WFOE） 

 外商投資合夥企業（Foreign Invested Partnership） 

 

個體工商戶 

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可以依照內地有關法律、法規和行政規章，在內地各

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個體工商戶，無需經過外資審批，沒有從業人員人數和經

營面積的限制，可從事的經營範圍包括零售、餐飲、電腦服務、廣告製作、診所、

經濟貿易諮詢和企業管理諮詢等。 

欲了解詳情，請參考北京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網站。 

 

外國企業常駐代表機構 

外國企業常駐代表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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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從事直接性經營活動。常駐代表機構

不具有法人資格。在北京設立常駐代表機構的程式為： 

 向主管部門提交申請 

 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審批之後頒發工商登記證和代表證 

 常駐代表機構與相關政府部門辦理登記手續 

  

http://scjgj.beiji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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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資企業註冊資本最低要求 

投資總額 註冊資本最低限額 

300 萬美元或以下 投資總額的 70% 

300 萬美元以上至 1000 萬美元（含 1000 萬美元） 投資總額的 50%但不得低於 210 萬美元 

1000 萬美元以上至 3000 萬美元（含 3000 萬美元） 投資總額的 40%但不得低於 500 萬美元 

3000 萬美元以上投資 總額的 33.3%但不得低於 1200 萬美元 

 

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 

外商投資實行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負面清單之外的投資領

域實行備案管理，負面清單之內投資領域需要審批。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參照

《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負面清單”）的限制類和禁止類

外商投資專案與《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目錄》”）中的鼓勵類外行投資

項目執行。《目錄》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商務部定期更新發布，最新一版目

錄是 2019 年修訂版，自 2019 年 7 月 30 日起實施。負面清單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

會及商務部聯合發布，最新一版負面清單是 2019 年版，自 2019 年 7 月 30 日起實

施，其中： 

 負面清單統一列出外商投資的股權要求、高管要求等外商投資准入方面的特別管

理措施。負面清單之外的領域，按照內外資一致原則實施管理。 

 負面清單對部分領域列出了取消或放寬准入限制的過渡期，過渡期滿後將按時取

消或放寬其准入限制。 

 境外投資者不得投資負面清單中禁止外商投資的領域。 

 投資負面清單之內的非禁止投資領域，須進行外資准入許可。 

 投資有股權要求的領域，不得設立外商投資合夥企業。 

 

自由貿易試驗區則適用《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

（2019 年版）》。欲了解《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2019 年）》或《外商投資准入

特別管理措施》（2019 年版），請參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網站。 

  

https://www.ndr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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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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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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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實力和履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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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為投資者提供外商投資企業合營/合作合同和公司章程的範本，

供投資者參考，請參見北京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網站。 

 

 

 

 

 

 

 

 

 

 

 

 

 

 

 

 

 

 

 

 

http://scjgj.beiji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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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資企業設立的一般流程 

港澳台地區的投資者在中國境內投資開辦企業時，如果不涉及國家規定實施准入特

別管理措施的，適用備案管理，具體要求可參見《外商投資企業設立及變更備案管

理暫行辦法》（商務部令〔2016〕3 號）及《關於修改<外商投資企業設立及變更備

案管理暫行辦法>的決定》（商務部令〔2018〕6 號）；如涉及國家規定實施准入特

別管理措施的，應取得商務部門的批復和許可檔。但如果港澳投資者通過 CEPA 對

內地進行投資，應按照《港澳服務提供者在內地投資備案管理辦法（試行）》的規

定進行辦理。 

北京市全面實施工商營業執照、組織機構代碼證、稅務登記證、社會保險登記證和

統計登記證“五證合一、一照一碼”的登記制度。新設立企業通過“一表申請、一

窗受理”的方式領取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核發載入法人和其他組織統一社會信用代

碼的營業執照後，無需再次進行稅務登記、統計登記等。 

 

 

北京市外商投資企業商務備案與工商登記“一窗受理”改革正式實行，外商投資企

業只需通過工商部門網上登記平台填報，即可一次性完成商務備案和工商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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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資企業審批設立程式 

如果涉及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或涉及前置許可的，應按照以下步驟辦理： 

(1) 企業名稱核准； 

(2) 涉及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的，應到市或區商務部門取得外商投資企業批准

證書及批復； 

(3) 如果申請從事的經營專案涉及前置許可（如餐飲、住宿等），應先取得相應批准

文件；以及 

(4) 向工商機關提交申請材料。如成功，5 個工作日後領取執照；如不成功，按照告

知建議修改材料，準備再次辦理。 

 

 

除了現場提交申請材料外，還可以選擇通過網上申請的方式提交材料。登錄北京市

市場監督管理局網站，點擊“網上登記”模組，註冊使用者後按照網站指導逐步填

寫。 

 

上述為設立外商投資企業流程資訊的一般性介紹，僅供參考，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

意見。如需了解具體問題及實際操作，可以參考北京市投資促進局網站。內地具有

執業資質的中國律師事務所或專業諮詢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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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設立申請等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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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外資企業的勞工問題 

內地勞動法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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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勞動

合同法》請參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網站。 

 

員工雇傭 

外商投資企業可根據經營需要，自行確定機構設置和人員編制，並自行招聘員工。

招聘可通過多種管道進行，比如委託勞動部門認可的招聘仲介、在新聞媒體上刊登

招聘廣告等。 

  

http://scjgj.beijing.gov.cn/
http://scjgj.beijing.gov.cn/
http://invest.beijing.gov.cn/
http://www.mohrs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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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駐代表機構則應通過具有涉外勞務派遣資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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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勞務派遣機構與中國員工建立勞動合

同關係。 

 

員工薪金與福利安排 

 員工工時和工資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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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必須以當地貨幣按月支付，發薪日可以在勞動合同上進行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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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放員工工資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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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居民沒有中國公民身份號碼，由稅務機關賦予其納稅人識別號。扣繳義

務人扣繳稅款時，納稅人應當向扣繳義務人提供納稅人識別號10。 

- 香港居民取得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許權使用費所

得，有扣繳義務人的，由扣繳義務人按月或者按次代扣代繳稅款，不辦理匯

算清繳11。 

- 有關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稿酬所得和特許權使用費所得的個人所得稅，可

以參考本冊子“第三部分 — 工作在北京” 

 社會保險 

- 應當依法為其內地員工和外籍員工繳納社會保險費，與員工個人繳存部分形

成對該員工的社會保險福利 

- 對於企業雇用的香港居民員工，企業亦應當為其辦理社會保險。但由於北京

沒有出台具體的實施細則，在實際操作中，用人單位暫可自行決定是否需要

為香港居民辦理內地的社會保險 

- 應繳存長期住房儲金，即住房公積金 

企業為員工繳存社會保險費用的標準在內地各省、市、自治區或有所不同。2018 年

北京市各項社會保險的具體繳存情況如下： 

 

 

                                                           
10 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2018 年修正版）第 9 條 
11 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2018 年修正版）第 1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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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 繳存比例（企業） 繳存比例（員工） 北京市社保繳存基數規定 

養老保險 19% 8% 以該職工上一年月平均工資數為基數繳

存，繳費基數上限為北京市上一年職工月

平均工資的三倍 醫療保險 10% 2%+3 元 

工傷保險 
0.2%-1.9% 

（按行業性質確定） 
職工不繳納 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的繳費基數下

限：北京市上一年職工  月平均工資的

40% 失業保險 0.8% 0.2% 

生育保險 0.8% 職工不繳納 醫療保險、工商保險、生育保險的繳費基

數下限：北京市上一年職工月平均工資的

60% 住房公積金 
5%-12% 

（企業自行決定） 

5%-12% 

（企業自行決定） 

 

欲了解北京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的詳情，請參考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網

站和北京住房公積金網。 

 

女職工產假制度：《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提出，女職工生育享受不少於 98 天

的產假，其中產前可以休假 15 天。女職工產假期間的生育津貼、生育或者流產的醫

療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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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資企業在內地主要適用的稅務事項 

總體概況 

外國投資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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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會涉及的主要稅種包括增值稅、消費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地方附

加稅（費）、關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車輛購置稅、車船稅、印花稅、城

鎮土地使用稅、房產稅、契稅、土地增值稅及環境保護稅等。如需了解具體的稅務

問題或實際操作，可致電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諮詢熱線：8610-12366。 

 

企業所得稅 

 納稅義務人及稅率 

- 居民企業：企業所得稅的法定稅率是 25%，符合條件的企業可按較低的稅率

徵收 

  

http://rsj.beijing.gov.cn/
http://gjj.beiji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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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居民企業：預提所得稅率減為 10%，這一優惠預提所得稅稅率適用於股息、

利息、租金、特許權使用費和其他非積極性的收入如銷售或轉讓房屋、建築

物、土地使用權和轉讓中國公司股權的所得 

備註：居民企業是指依照中國法律成立的或依照外國法律成立但實際管理機構設在

中國的企業。居民企業需就全球收入在中國繳納企業所得稅，而非居民企業僅就來

源於中國的收入中國的收入繳納企業所得稅。 

 

 應納稅額計算 

居民企業應繳納所得稅額等於應納稅所得額乘以適用稅率，基本計算公式為： 

應納稅額 = 應納稅所得額 ×適用稅率 - 減免稅額 - 抵免稅額 

 

應納稅所得額有兩種計算方法： 

（一）直接計算法：應納稅所得額=收入總額 - 不徵稅收入 - 免稅收入 - 各項扣除金

額 - 彌補虧損 

（二）間接計算法：應納稅所得額=會計利潤總額（+/-）納稅調整項目金額 

 

 申報與繳納 

中國的納稅年度按西曆年計算。年終企業所得稅納稅申報應自該年度下一年的 5 月

31 日或之前完成（但一些當地的主管稅務局有可能要求提前遞交年度申報表）。企

業所得稅應分月或分季在月份或者季度終了後 15 日內預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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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稅 

 納稅義務人 

在中國境內銷售貨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勞務，銷售服務、無形資產、不動產以及

進口貨物的單位和個人。 

 

 稅率 

標準稅率為 13%，某些特定產品與服務為 6%或 10%，小規模納稅人為 3%。同時還

有部分貨物、勞務或應稅服務行為適用增值稅免稅政策或零稅率政策。 

 

 應納稅額計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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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當期銷項稅額小於當期進項稅額不足抵扣時，

其不足部分可以結轉下期繼續抵扣。） 

進項稅額為納稅人購進貨物或者接受應稅勞務（服務）所支付的增值稅額 

- 小規模納稅人 

應納稅額 = 銷售額×徵收率 

 

 申報與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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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個季度。納

稅人的具體納稅期限，由主管稅務機關根據納稅人應納稅額的大小分別核定。 

 

 增值稅發票管理 

增值稅發票分為專用發票和普通發票兩種。增值稅專用發票上注明的稅款可以為增

值稅一般納稅人抵扣（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不可抵扣），而增值稅普通發票無論受

票方是否為一般納稅人均不可抵扣。 

從發票開具資格來說，主要分為稅務代開和自行開票兩種。當部分法人單位或個人

沒有開發票的資格，可以前往稅務局開具發票。當企業註冊完成後，就可以申請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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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和發票，擁有開發票的資格。之後公司再配備電腦和點陣式印表機設備，就可以

開始自行開票了。 

 

消費稅 

消費稅適用於生產和進口特定種類的商品，包括：煙、酒、化妝品、珠寶、鞭炮、

焰火、汽油和柴油及相關產品、摩托車、小汽車、高爾夫球具、遊艇、奢侈類手錶、

一次性筷子、實木地板、電池和塗料。按商品的種類，消費稅可根據商品的銷售價

格及/或銷售量計算應繳的消費稅。除關稅和增值稅外，某些商品另需繳納消費稅。 

 

城市維護建設稅 

城市維護建設稅以納稅人實際繳納的流轉稅（即增值稅及消費稅）稅額為計稅依據，

按照一定的稅率進行計繳。凡繳納流轉稅的單位和個人，都是城市維護建設稅的納

稅義務人。城市維護建設稅稅率根據地區的不同分為三檔：納稅人所在地在市區的，

稅率為 7%；所在地在縣城、鎮的，稅率為 5%；其他地區稅率為 1%。 

 

教育費附加 

教育費附加以納稅人實際繳納的流轉稅（即增值稅及消費稅）稅額為計征依據按 3%

的稅率徵收。凡繳納流轉稅的單位和個人，都是教育費附加的納稅義務人。 

 

地方教育費附加 

地方教育費附加以納稅人實際繳納的流轉稅（即營業稅、增值稅及消費稅）稅額為

計征依據按 2%的稅率徵收。凡繳納流轉稅的單位和個人，都是地方教育費附加的納

稅義務人。 

 

土地增值稅 

土地增值稅是對有償轉讓或處置不動產取得的收入減去“扣除項目”後的“增值收

入”按 30%-60%的超率累進稅率徵收的稅項。 

經營房地產開發的企業“扣除項目”包括： 

 取得土地使用權所支付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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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產開發成本 

 財務費用，例如利息，在某些情形下可以扣除。其它房地產開發費用（即銷售和

管理費用）是可以有限度的扣除，最高扣除額為土地使用權支付的金額和房地產

開發成本金額之和的 5% 

 與轉讓房地產有關的稅金（一般為營業稅和印花稅） 

 經營房地產開發的企業另外可以按照頭二項金額之和加計 20%扣除 

 轉讓舊房可扣除項目包括舊房的評估價格和在轉讓中繳納的稅金 

 

關稅 

中國對進口貨物徵收關稅，關稅由海關在進口環節執行徵收。 

一般來說，關稅採用從量稅或從價稅的形式徵收。從量徵收按貨物的數量為計稅依

據，比如每單位或每公斤人民幣 100 元。從價徵收按貨物的海關完稅價格為計稅依

據。從價徵收的方法下，按貨物海關完稅價格乘以從價稅率，計算出應繳稅款。 

外商投資企業投資於《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鼓勵專案類的，在投資總額內進口

的自用機器設備，可免徵收進口關稅，列於《外商投資專案不予免稅的進口商品目

錄》中的設備除外。 

對於暫時進境並將復運出境的機器、設備和其他貨物，某些情況下可以給予免稅。

暫時進境的期限通常為 6 個月但可延長至 1 年，或需要支付應納稅款的保證金。 

對用於進料加工或者來料加工的進口原材料可以免徵收關稅和增值稅。對進出口保

稅區的貨物，某些情況可免徵收關稅和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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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稅 

所有書立、領受“應稅憑證”的單位和個人都應繳納印花稅。印花稅稅率從購銷合

同等金額的 0.03%、借款合同等金額的 0.005%到財產租賃合同、財產保險合同等金

額的 0.1%不等。對於營業執照、專利、商標以及其他權利許可證照按每本人民幣 5

元徵收印花稅。 

根據財稅〔2018〕50 號檔，記載資金的帳簿按實收資本和資本公積合計金額的

0.05%減半徵收，原按件貼花 5 元的其他帳簿免征印花稅。 

 

房產稅 

房產稅是對房屋和建築物的所有人、使用人或是代管人徵收的稅種。其稅率為房產

原值的 1.2%。地方政府通常會提供 10%到 30%的稅收減免。另外，也可按房產租金

的 12%徵收房產稅。 

 

車輛購置稅 

車輛購置稅是對所有購買和進口汽車、摩托車、電車、掛車、農用運輸車行為，按

計稅價格 10%徵收的一種稅。 

 

契稅 

土地使用權或房屋所有權的買賣、贈與或交換需按成交價格或市場價格的 3%至 5%

徵收契稅。納稅人為受讓人。 

 

車船稅 

車船稅是對所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車輛和船舶徵收的一種稅，每年按定額繳

納。通常，載貨汽車按其自重定額計稅，汽車、載客汽車和摩托車按單位數量定額

計稅，船舶則按其淨噸位定額計稅。 

 

城鎮土地使用稅 

城鎮土地使用稅是對在城市、縣城、建制鎮、工礦區範圍內使用土地的單位和個人

徵收的一種稅。稅額是按年以納稅人實際佔用的土地面積乘以地方政府核定的每平

方米固定稅額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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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稅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和其管轄的其他海域，直接向環境排放應稅污染物（包括：

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固體廢物和雜訊）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為環

境保護稅的納稅人，應當繳納環境保護稅。 

 

文化事業建設費 

從事娛樂業、廣告業務的單位和個人按營業額的 3%繳納文化事業建設費。 

 

其他商業考量 

資本12
 

儘管商務部門擁有審批階段的最終決定權，但針對外商投資企業註冊資本要求體現

在以下兩個部分： 

 總投資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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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資本 ： 外商投資者認繳的資本總額 

 

智慧財產權 

內地的智慧財產權類型主要有：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和商業秘密。內地有相關

法律法規，就智慧財產權保護、智慧財產權侵權行為的處罰和解決智慧財產權糾紛

的方式作出規定。 

 

租賃辦公場所 

租賃辦公室時需要留意房屋擁有者所提供的《房屋所有權證》，而《房屋所有權證》

上列明的房屋用途一般須為商業用途。 

 

經濟糾紛的解決途徑 

香港投資者在內地投資如遇到民商事糾紛，可以採用仲裁或訴訟兩種不同的方式 

解決： 

 仲裁制度是指爭議的雙方事先達成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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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 

 經濟糾紛審判制度採用兩審終審制，當事人應當在知道自己權利受到侵害起三年

內提出訴訟  

                                                           
12 有關外商投資企業註冊資本與投資總額的詳細資料，可以參閱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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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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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醫療與婚育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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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在北京 

 

內地醫療體系 

內地的醫療系統包括公立和私立醫院。大部分醫療機構是公立醫院，其中部分公立

醫院設立了外賓門診。內地的醫療系統在制度、體系和服務流程等方面均與香港有

較大的差異。因此，香港居民在就醫前應按自身需要及病歷尋找適合自己的醫療 

服務。 

 

內地醫院分類 

根據醫療服務、醫療教育和醫療研究等三方面的能力，內地醫院一般會被劃分為三

個層級，分別為 1 級、2 級和 3 級醫院： 

 
3 級醫院 2 級醫院 1 級醫院 

病床數量 > 500 100 - 500 < 100 

提供服務  治療疾病的覆蓋範圍

比 2 級醫院更廣 

 在有關醫療教育和研

究方面，能承擔比 2

級醫院更大的職責 

 能擔當醫療中心的 

角色 

 比 1 級醫院提供更全面

的治療 

 醫療教育和研究具有區

域性的影響力 

 基礎治療 

 預防保健和康復

服務 

 

注釋：病床數量一般適用於綜合醫院；至於專科醫院，該指標在不同級別醫院中可能存在差異 

 

除了三級分類外，醫院評級還會依據醫療服務質素、技術、設備等指標在每一層級

下被進一步細分為 3 等（由 A 等至 C 等）。這個評級模式會把所有醫院分為 9 個檔

次，由 1C（最低評級）至 3A（最高評級）。 

欲了解更多北京市公立醫院的資訊，請參考北京市衞生健康委員會網站。  

http://wjw.beiji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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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治療一般流程 

門診治療流程一般可分為以下六步 

 病情分流 

 掛號 

 問診 

 醫療/檢查 

 配藥 

 後續治療 

 

北京有不少私立和公立醫院，部分醫院還設立專門的外賓門診。大部分公立醫院均

接受網上預約掛號、電話預約掛號等方式。欲了解網上預約掛號的相關規定，請參

考北京市預約掛號平台網站或致電預約掛號熱線：8610-114。 

 

 

北京兒童醫院可以在手機 APP、微信、電話、網路、醫師工作站、預約中心視窗、

自助機在內的全部預約及掛號，實現了醫保患者與非醫保患者通用。當日號源從零

時開始放號。 

 

急診 

北京所有醫院的急診部都 24 小時開放。如遇突發疾病，可以自行前往北京各醫院急

診科進行救治；如不能自行前往，也可撥打 120、999 急救熱線，等待救援。 

 

配藥 

與香港不同，內地的便利店、健康和美容店以及超級市場是禁止銷售藥物的。大部

分藥物（包括非處方藥物）只在專門的藥店發售。 

  

http://www.114yyg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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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險 

內地大部分醫院均不接受病人直接使用外國醫療保險卡付款。如有需要在內地使用

海外保險公司提供的醫療保險計畫，並進行索償的話，請確保所就醫的單位在受保

範圍之內。 

一般而言，由內地與海外機構直接於境內設立的醫院或公立醫院的國際醫療部都會

在醫療保險受保範圍之內。 

 

 

內地醫療服務一般不接受信用卡等電子付款。請確保持有足夠現金或攜帶可銀聯支

付的銀行卡或同保險公司/醫療保險服務提供者出具的會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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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部份私立醫院和公立醫院聯繫方式 

下表所列私立和公立醫院的資料主要來自不同大使館的公開網頁，僅供讀者參考。

下表的資料亦無意構成廣告或業務招攬，駐京辦不為任何產品，服務或資料內容作

宣傳。有關醫療機構的詳細資訊請參考北京市衞生健康委員會。 

名稱 地址 電話 備註 語言 

綜合性醫院 — 私立 

北京港澳國

際醫務診所 

北京市東城區朝陽門北

大街 2 號港澳中心辦公

樓 8、9 層 

8610-65539752 全科、牙科需預約 

http://www.hkclinic.com/ 

普通話、

英文、 

日語等 

北京國際醫

療中心 

北京市朝陽區亮馬橋路

50 號 

8610-64651561 全科、中醫外科、牙科 

http://www.imcclinics.com 

普通話、

英文、日

語等 

國際 SOS

萊佛士北京

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新源裡

16 號琨莎中心一座

105 室 

8610-64629112 全科，預防接種，體檢 

http://www.internationalsos.c

om/cn/ 

普通話、

英文、日

語、粵語

等 

北京和睦家

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將台路 2

號 

8610-59277120 全科  

http://beijing.ufh.com.cn/zh-

cn/ 

普通話、

英文、 

粵語 

  

http://wjw.beijing.gov.cn/
http://www.hkclinic.com/
http://www.imcclinics.com/
http://www.internationalsos.com/cn/
http://www.internationalsos.com/cn/
http://beijing.ufh.com.cn/zh-cn/
http://beijing.ufh.com.cn/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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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地址 電話 備註 語言 

維世達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光華路 1

號嘉裡中心 

8610-85296618 全科、中醫科等 

http://www.vista-china.net/ 

普通話、

英文、日

文 

北京禦源堂

中醫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南新園西

路 8 號 龍頭公寓北樓

1 層 

8610-87312661 中醫全科 

http://www.dywjmed.com/bjy

yt/default.asp?Lang=cn 

普通話、

英文、 

日文 

北京仁泰門

診部 

 

北京市朝陽區建國路

89 號華貿中心 16 號商

務樓 102 室 

（新光天地旁） 

8610-65981887 全科、產科、中醫 

http://rentaimedical.com/ 

 

普通話、

英文、日

文 

庇利積臣北

京醫療中心 

北京市朝陽區日壇東路

七號 

8610-85629998 全科 

http://www.bjhealthcare.com

/index_cn.html 

普通話、

英文 

北京天衞 

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南新園西

路 8 號院龍頭公寓南棟

一層 

8610-87312866 全科、中醫科 

http://z.longtouclinic.com/ 

普通話、

日文 

北京二十一

世紀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亮馬橋路

甲 40 號二十一世紀大

廈 1-2 層 

8610-84446168

或 

8610-84446160/ 

84446169 

全科 

http://www.21-hospital.com/ 

普通話、

英文、 

日文 

德恒門診 北京市東城區東單三條

8-2 號國話大廈 7 層 

8610-65166900 全科 

http://www.dehengclinic.com

/category/depart 

普通話、

英文、日

文、韓文 

北京富來康

門診部 

北京市朝陽區團結湖南

裡 15 號 

8610-85977336 全科 

http://flowermedical.cn/?lang

=zh 

普通話、

日文 

北京天壇普

華醫院 

北京東城區天壇南裡

12 號 

8610-57159610

（24 小時熱線） 

全科、中醫科 

http://www.puhuachina.cn/ 

普通話、

英文、 

日文 

北京明德 

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酒仙橋北

路 9 號 

8610-59850333 全科、產科、中醫科 

http://www.oasishealth.cn/ 

普通話、

英文、日

文等 

健康快線 北京市朝陽區霞光裡

66 號院遠洋新幹線 A

座 A04 

8610-8446 7259 全科 

http://www.medicgo.net 

普通話、

英文 

http://www.vista-china.net/
http://www.dywjmed.com/bjyyt/default.asp?Lang=cn
http://www.dywjmed.com/bjyyt/default.asp?Lang=cn
http://rentaimedical.com/
http://www.bjhealthcare.com/index_cn.html
http://www.bjhealthcare.com/index_cn.html
http://z.longtouclinic.com/
http://www.21-hospital.com/
http://www.dehengclinic.com/category/depart
http://www.dehengclinic.com/category/depart
http://flowermedical.cn/?lang=zh
http://flowermedical.cn/?lang=zh
http://www.oasishealth.cn/
http://www.medicg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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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地址 電話 備註 語言 

綜合性醫院 — 公立 

北京協和 

医院 

北京市東城區王府井

帥府園 1 號 

8610-69156114 精神科除外的全科（無 7 歲以

下的小兒科） 

http://www.pumch.cn/ 

普通話，

部分科室

及國際醫

療部可英

文服務 

北京友誼 

醫院 

北京市西城區永安路

95 號 

8610-63016616 全科 

http://www.bfh.com.cn/ 

普通話，

國際醫療

中心提供

英文服務 

北京醫院 北京市東城區東單大華

路 1 號 

8610-65282171 內科、外科、耳鼻喉科、眼

科、牙科、皮膚科、婦科、中

醫科等 

http://www.bjhmoh.cn/ 

普通話 

中日友好 

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櫻花園東

街（中日友好醫院東

門） 

8610-84205288/ 

8610-84205566 

內科、外科、婦科、小兒科、

耳鼻喉科、眼科、牙科、中醫

內科、針灸科、按摩室、 

整形外科等 

http://www.zryhyy.com.cn/H

ospitals/Main 

國際醫療

部可提供

普通話、

英文、日

文等服務 

積水潭醫院 北京市西城區新街口東

街 31 號 

8610-58516688 綜合醫院，尤以外科、整形科

見長  

http://www.jst-hosp.com.cn 

普通話 

安貞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安貞路 

2 號 

8610-64412431 全科： 

http://www.anzhen.org/ 

普通話 

專科醫院 — 私立 

北京新世紀

國際兒童 

醫院 

北京市西城區南禮士路

56 號 

8610-68025588 小兒科 

http://www.ncich.com.cn/ind

ex/index/city/beijing 

普通話、

英文 

北京美中宜

和婦兒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芳園西路

9-9 號 

400-10000-16 婦科、產科和兒科 

http://www.amcare.com.cn/ 

普通話、

英文 

北京愛爾英

智眼科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潘家園南

裡 12 號潘家園大廈 

8610-87789268 眼科 

http://www.intecheye.com/ 

普通話、

英文、 

日文 

http://www.pumch.cn/
http://www.bfh.com.cn/
http://www.bjhmoh.cn/
http://www.zryhyy.com.cn/Hospitals/Main
http://www.zryhyy.com.cn/Hospitals/Main
http://www.jst-hosp.com.cn/
http://www.anzhen.org/
http://www.ncich.com.cn/index/index/city/beijing
http://www.ncich.com.cn/index/index/city/beijing
http://www.amcare.com.cn/
http://www.intechey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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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爾牙科

(ARRAIL 

DENTAL) 

北京市朝陽區建國門外

大街 19 號國際大廈

208 

8610-65006473

（國際大廈診

所）400-880-

1900 

（服務熱線） 

牙科 

http://www.arrail-

dental.com/ 

普通話、

英文 

科爾口腔 

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西大望路

59 號風度柏林社區商

業 1 號樓 104 室 

8610-58620130 口腔 

http://www.kerkq.com/ 

普通話、

英文 

北京漢和口

腔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東直門東

方銀座 C 座 

8610-84476108 牙科 

http://www.hanhechike.com/ 

普通話、

英文、 

日文 

北京恒安中

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西大望路

甲 27 號 

8610-87377776 骨科 

http://hengan.e120.com.cn/ 

普通話、

英文 

專科醫院 — 公立 

首都兒科研

究所  

北京市朝陽區雅寶路 2

號 

8610-85695555

（聯繫電話）/ 

8610-85695756 

（諮詢電話） 

小兒科 

http://www.shouer.com.cn/ 

普通話 

首都醫科大

學附屬北京

兒童醫院 

北京市復興門外南禮士

路 56 號 

8610-59616161 小兒科（無牙科） 

http://www.bch.com.cn/ 

普通話 

首都醫科大

學附屬北京

同仁醫院 

北京市東城區東交民巷

1 號 

8610-58266699 眼科（另有婦產科等）

http://www.trhos.com/ 

普通話、

英文 

北京大學口

腔醫院 

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南

大街 22 號 

8610- 

62179665/82195

390 

牙科 

https://ss.bjmu.edu.cn/ 

普通話、

英文 

北京大學第

六醫院 

北京市海淀區花園北路

51 號 

8610-

82801939/82801

936 

精神病科 

http://www.pkuh6.cn/Hospit

als/Main 

普通話、

英文 

 

北京“看病”緊急救助指南 

120/999 急救熱線 

120急救中心和 999急救中心在全市範圍內均設有多個急救網站，但提供的服務一般

都為收費服務，而且收費標準各不相同。詳情可參考北京急救中心網站及 999 北京

市紅十字會緊急救援中心網站。 

  

http://www.arrail-dental.com/
http://www.arrail-dental.com/
http://www.kerkq.com/
http://www.hanhechike.com/
http://www.shouer.com.cn/
http://www.bch.com.cn/
http://www.trhos.com/
https://ss.bjmu.edu.cn/
http://www.pkuh6.cn/Hospitals/Main
http://www.pkuh6.cn/Hospitals/Main
http://www.beijing120.com/
http://www.beijing999.com.cn/
http://www.beijing999.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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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SOS 救援中心 

北京的國際 SOS 救援中心經營現代醫療和牙科診所，並提供醫療運送和醫療護送服

務，還設有 24 小時提供服務的報警中心。醫療急救熱線電話：8610-64629100。 

 

駐京辦可提供的協助 

香港居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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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返港就醫並召喚救護車，可致電香港入境處協助在外

香港居民小組、駐京辦及其他分支機搆查詢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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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 

如需進一步協助，可聯絡香港入境事務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24 小時求助熱線：

(85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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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與生育”在北京 

 

在北京結婚登記 

若打算在內地締結婚姻，須依照內地法規辦理婚姻登記手續。詳情可參閱北京市民

政局的網站。 

 

在北京結婚登記辦理條件 

 婚姻當事人一方戶籍所在地為北京市 

 男女雙方自願結婚，且共同到婚姻登記處提出申請 

 男方年滿 22 周歲，女方年滿 20 周歲 

 均無配偶 

 雙方不屬於直系血親或者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關係 

 雙方均未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 

 

 

生育子女 

若子女在香港出生 

 在嬰兒出生後 42 天內，為其辦理出生登記。該登記為免費辦理 

 在新生嬰兒的出生醫院向出生登記處以電子方式傳送新生嬰兒出生呈報表後，嬰

兒的父母便可通過互聯網或電話預約服務辦理出生登記手續 

查閱有關辦理子女出生登記手續、為兒童加名或改名的程式，及如何翻查出生登記

紀錄，或領取出生登記項的核證副本的資訊，參考詳情請點擊此處。 

  

http://mzj.beijing.gov.cn/
http://mzj.beijing.gov.cn/
https://www.immd.gov.hk/hkt/services/birth-death-marriage-registr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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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子女在北京出生 

 在嬰兒出院前向生產的醫療機構辦理出生醫學證明 

 若小孩根據《入境條例》（第 115 章）附表 1 第 2(c)段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

居民，父母可為孩子申請香港特別行政區居留權證明書 

參考詳細資料請點擊此處或向駐京辦入境事務組查詢。 

 

國籍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中國公民」指具有中國國籍的人士。凡具有中

國血統的香港居民，本人出生在中國領土（含香港）者，以及其他符合《中華人民

共和國國籍法》規定的具有中國國籍的條件者，都是中國公民。 

參考詳細資料請點擊此處或向駐京辦入境事務組查詢。  

  

http://www.gov.hk/tc/residents/immigration/idcard/coe/appinmc.htm
http://www.gov.hk/tc/residents/immigration/chinese/nationalit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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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法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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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與香港法系區別 

內地屬於民法法系，香港屬於普通法系。兩大法系在法律體系及立法基礎、法官許

可權以及訴訟程式等方面均有很大差異。如在內地遇到法律問題，香港居民應諮詢

專業的法律人士或機構。 

 香港 內地 

法律體系 普通法法系 民法法系 

其他顯著差異   

保持緘默的權利  × 

被詢問時律師在場權  × 

 

 

香港居民在內地旅遊或逗留時，應當遵守內地的法律和法規。若違反內地法律，需

承擔相關法律責任。如在內地被逮捕或拘留，可聯絡駐京辦尋求協助。 

 

北京市公證機構提供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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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全證據公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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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書上的簽名、印鑒、日期，文書的副本、影印本與原本相符公證以及自願申請

辦理的其他公證事項 

 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由公證機構登記的事務 

 代寫與公證事項有關的法律事務文書 

 提供公證法律諮詢等 

 

 

在內地辦理涉港案件中，對於發生在香港地區的有法律意義的事實和文書，均要求

當事人提交中國委託公證人出具並經司法部中國法律服務（香港）有限公司審核加

章轉遞的公證證明，方可在內地使用。 

 

北京公證機構名錄 

欲了解更多北京市公證機構名錄，請登陸北京市公證協會網站或北京市司法局網站。 

  

http://www.chinabjnotary.org.cn/index.asp
http://sfj.beiji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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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所列公證機構及鑒定機構的資料主要來自北京市公證協會，法律評級機構和北

京市司法局等機構的公開網頁，僅供讀者參考。下表的資料亦無意構成廣告或業務

招攬，駐京辦不為任何產品，服務或資料內容作宣傳。 

名稱 地址 電話 

北京市長安公證處 北京市東城區朝陽門北大街 6 號首創大廈

1 層、7 層（港澳中心南側） 

8610-65544478 

北京市東方公證處 北京市安定門外大街 168 號北京市東城區

海運倉胡同一號（總參一所）會議中心 

1 層 

8610-84217032 

北京市正陽公證處 北京市朝陽區曙光西裡甲 1 號第三置業 

D 座 3 層 

8610-85961236 

北京市方圓公證處 北京市東城區東水井胡同 5 號北京 INN 

大廈 1、3、5 層（東二環朝陽門立交橋 

西南角） 

8610-85197666 

北京市國立公證處 北京市西城區德勝門外大街 12 號 8610-62259975 

北京市精誠公證處 北京市西城區騾馬市大街 14 號 8610-83510001 

北京市中信公證處 北京市西城區廣甯伯街 2 號鐵通大廈 5 層 8610-52601155 

北京市方正公證處 北京市西城區西環廣場 T3 辦公樓 1 層、2

層、11 層、12 層、16 層 

8610-58073588 

 

北京市信德公證處 北京市東城區珠市口東大街 3 號大龍建設

3 層、4 層（磁器口十字路口西北角， 

光明日報社對面） 

8610-67124408 

 

北京市國信公證處 北京市海淀區北太平莊路 18 號城建大廈 

C 座 8 層、9 層（北太平莊橋北路東） 

8610-82255185 

北京市海誠公證處 北京市海淀區知春路 108 號豪景大廈 3 層

（海淀劇院東南） 

8610-62106523 

8610-62106275 

8610-62106256 

北京市求是公證處 北京市海淀區魏公村中關村南大街 24 號開

源物業大廈 1 層（口腔醫院南側或民族大

學對面） 

8610-62189143 

北京市燕京公證處 北京市石景山區楊莊東路 66 號 8610-68875084 

 

北京市首佳公證處 北京市豐台區西四環南路 56 號望園大廈

10 層 

8610-6381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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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地址 電話 

北京市華夏公證處 北京市門頭溝區增產路大街 46 號 1 層 8610-69843165 

8610-69864007 

北京市恒信公證處 北京市房山區良鄉地區拱辰大街 94 號樓 

2 層 

8610-69365827-601 

北京市嘉誠公證處 北京市房山區燕山崗南路東一巷 6 號 C 座

412 室 

8610-69344820 

8610-69337035 

 

北京市志誠公證處 北京市大興區興政街 17 號 8610-69240442 

北京市潞洲公證處 北京市通州區中倉路 5 號 1 層 8610-69557977 

8610-69553774 

北京市公明公證處 北京市平谷區西環南路 1 號民防局底商 8610-69963834 

8610-69975636 

北京市龍誠公證處 北京市順義區光明南街 18 號司法大樓 

2 層（東風小學東側北京市順義區 

司法局內） 

8610-69448486 

8610-69441820 

 

北京市國泰公證處 北京市懷柔區迎賓中路 15 號 8610-69603558 

北京市漁陽公證處 北京市密雲區新西路 60-2 號 8610-69042112 

北京市利兆公證處 北京市昌平區東環路 146 號（北京市昌平

區司法局內） 

8610-69742931 

北京市夏都公證處 北京市延慶區東外大街 17 號 8610-69101807 

 

北京市律師事務所 

根據北京市律師協會統計，截至 2017 年底北京市有超過 2000 家律師事務所。此外，

許多外國律師事務所在北京設立了代表處。 

 

 

根據內地法律規定，外國律師事務所代表處的代表律師可在代表處註冊地的司法部

門辦理註冊手續後開展非中國法律服務的活動，但代表處的代表律師及其所聘用的

輔助人員（如財務、行政管理人員）均不得以“中國法律顧問”名義為客戶提供中

國法律服務。 

  



77 

 

 

 

欲了解更多北京市律師事務所的聯繫方式和律師名單，請登陸北京市律師協會網站

及北京市司法局。 

 

北京市司法鑒定機構 

欲了解北京市司法鑒定機構名錄，請登陸北京市司法鑒定業協會網站或北京市司法

局網站。 

名稱 地址 

北京長城司法鑒定所 北京市西城區蓮花池東路甲 5 號白雲時代大廈 1 號樓 B 座

1204 室 

電話：8610-63452375，8610-63452675 

北京朝陽醫院法醫物證司法鑒定所 北京市朝陽區工體南路 8 號 

電話：8610-85231624 

北京華大方瑞司法物證鑒定中心 北京市順義區空港工業區 B 區裕華路 28 號 

電話：8610-80481722 

北京華夏物證鑒定中心 北京市海淀區西三環北路 27 號北科大廈九層 

電話：8610-68428899 

北京京安拓普文書司法鑒定中心 北京市海淀區北蜂窩甲 8 號 10 層 1005（中雅大廈 C 座

1005 室） 

電話：8610-63269990，8610-63466632 

北京民生物證科學司法鑒定所 北京市豐台區方莊芳群園四區 21 號樓中北投資大廈四層 

435 室 

電話：8610- 64049330，8610-64049315 

國家衞生計生委科學技術研究所司法

鑒定所 

北京市海淀區大慧寺路 12 號 

電話：8610-62179076 

北京盛唐司法鑒定所 北京市朝陽區十八裡店南橋博大路甲一號電話：8610-

68236291，8610-68237108 

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總醫院司法 

鑒定所 

北京市東城區南門倉 5 號 

電話：8610- 66721667， 8610-66721350 

北京博大司法鑒定所 北京市西城區陶然亭路 2 號一瓶寫字樓 9-D-703 

電話：8610- 83953738 

  

https://www.beijinglawyers.org.cn/
http://sfj.beijing.gov.cn/
https://www.bafs.org.cn/
http://sfj.beijing.gov.cn/
http://sfj.beijing.gov.cn/
http://www.bjsf.gov.cn/publish/portal0/tab160/?ItemI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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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突發事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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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急求助電話 

報警電話：110                                  急救中心：120 或 999 

火警電話：119                                  交通事故：122 

政府便民熱線：12345                     公共衞生熱線：12320 

 

 

北京市公安局推出 110 互聯網（手機）報警平台“北京 110”。該 APP 可配合電話

報警使用，用圖片、視頻來補充報警資訊，還適合聽力、語言殘障人士等特殊群體

和在特定環境下（如被劫持）不方便使用語音報警時使用。 

 

駐京辦可提供哪些協助？ 

當你身處內地時，香港特區政府駐內地辦事處可以提供的協助 

 丟失身份證明檔：為你簽發入境許可證以便返回香港 

 遭遇嚴重意外或傷亡：將情況通知你在港的親屬，並就有關的程式事宜提供諮詢

意見 

 應你的要求，聯絡你在港親友，請他們給予金錢上的援助 

 收到內地執法機關有關你被拘留或逮捕的通知後，把情況轉告你在港的親屬 

 應你親友的要求，就你被拘留或逮捕的個案，向內地執法機關了解情況 

 應你或你親友的要求，提供有關內地律師的資料 

 提供其他有關的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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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身處內地時，香港特區政府駐內地辦事處不可以提供的協助： 

× 按照「一國兩制」原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為香港居民提供協助時，不能干涉

內地的司法制度及行政運作 

× 不能袒護香港居民的違法行為，不能為香港居民開脫罪責 

× 不能協助香港居民在住院治療、羈押或服刑期間獲得比內地居民較佳的待遇 

× 不能代香港居民支付酒店、律師、醫療及交通等的費用或其他款項 

 

涉案（被拘留或逮捕） 

香港居民在內地觸犯或涉嫌觸犯刑事法律而被司法機關拘留、逮捕或執行其他強制

措施、審判及有關處罰時，其法律地位、適用的審判程式、享有的法律及訴訟權利

和待遇等都與內地居民完全相同。如有需要，香港居民可聯絡駐京辦、駐成都辦、

駐粵辦、駐滬辦、駐武漢辦或入境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尋求協助。 

 

遺失證件（身份證、居住證或回鄉證） 

(1) 向當地公安機關報失身份證明文件並索取報失證明 

(2) 向當地出入境管理處或香港中國旅行社深圳辦事處羅湖口岸受理點、皇崗口岸

受理點、福田口岸受理點和深圳灣口岸受理點申請《入出境通行證》（俗稱 

臨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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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滬辦、駐武漢辦、駐成都辦或駐粵辦請求協助。具體聯繫方式，可參考前文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簡介” 

 

遺失財物 

(1) 向就近的公安派出所報失，取得遺失證明 

(2) 如急需返回香港，可聯絡駐京辦、駐上海辦、駐武漢辦、駐成都辦、駐粵辦或

入境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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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 

(1) 一般輕微事故可自行協商處理或交由交通警察調解處理 

(2) 在下列情況，當事人應當保護現場並立即報警：機動車無車牌、無檢驗合格標

誌、無保險標誌；駕駛人無有效機動車駕駛執照；機動車駕駛人飲酒、服用國

家管制的精神藥品或者麻醉藥品；碰撞建築物、公共設施或者其他設施；對交

通事故事實或者成因有爭議；當事人不能自行移動車輛；以及車輛單方發生交

通事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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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詳情，請參閱《道路交通事故處理常式規定》。 

 

死亡及相關問題 

如香港居民的同行者或親友在內地遭遇嚴重意外或傷亡，應立即向內地公安機關報

告。如需進一步協助，可聯絡入境處、駐京辦、駐上海辦、駐武漢辦、駐成都辦、

駐粵辦。 

  

http://gaj.beijing.gov.cn/xxfb/tzgg/201912/t20191220_1365517.html


82 

 

 

 

免責聲明 

這本小冊子的資料主要來自普華永道及各有關機構的公開網頁，僅供參考。雖然駐京辦在編輯過程中

力求準確，但駐京辦對小冊子提供的資料的準確性、完整性、內容和時效性不作任何明示的或暗示的

保證、陳述或擔保，亦不承擔任何因使用此小冊子的資訊而造成的直接的、間接的、特殊的、偶然的、

必然的或警示性的損失。 

讀者有義務自行核實所有資訊的準確性、完整性和時效性。小冊子所提供的資訊及分析可能不適用於

讀者的具體個案或事實情況。因此，讀者應該在做出決策之前，尋求專業的諮詢服務。 

小冊子所提供的資訊無意構成廣告或業務招攬。駐京辦不為任何產品、服務或引用的文字資料內容作

宣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