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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简介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驻京办”）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于 1999 年 3 月 4 日正式成立。随着特区政府在广东、上海、成都

和武汉分别成立经济贸易办事处，驻京办的服务范围现时集中于华北、东北和西北

的 10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即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

古、新疆、甘肃、宁夏。 

驻京办的职能包括： 

 促进香港与中央部委和 10 省、市和自治区的联系 

 加强经贸联系 

 推广香港 

 协助港人 

 出入境事宜 

驻京办设有经济事务、贸易及联络组、入境事务组、新闻组、文化交流组、行政组

这五个组别。并分别于 2014 年 12 月及 2017 年 2 月在沈阳市和天津市成立隶属于驻

京办的驻辽宁联络处和驻天津联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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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北京办事处入境事务组 

电话：+86 (10) 6657 2880 内线 032 

传真：+86 (10) 6657 2830 

驻天津联络处 

电话：+86 (22) 6063 2988 

传真：+86 (22) 6063 2986 

电邮：tjlu@bjo.gov.hk 

地址：中国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 181 号世纪都会

商厦办公楼 4404 室（邮编：300051） 

驻辽宁联络处 

电话：+86 (24) 3125 5575 

传真：+86 (24) 3125 5545 

电邮：lnlu@bjo.gov.hk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 286 号华润

大厦 3107-1 单元（邮编：110004） 

驻京办联络方式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 

电话：+86 (10) 6657 2880 

传真：+86 (10) 6657 2821 

电邮：bjohksar@bjo-hksarg.org.cn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71 号 

（邮编：100009） 

办公时间：8:30 - 12:00；13:00 - 17:30 

（星期一至星期五，节假日除外）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内地其他办事处联络方式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 

电话：+86 (21) 6351 2233  

传真：+86 (21) 6351 9368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168 号都市总部

大楼 21 楼（邮编：200001） 

办公时间：8:30 - 12:30；13:30 - 17:30 

（星期一至星期五，节假日除外）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 

电话：+86 (20) 3891 1220  

传真：+86 (20) 3891 1221 

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233 号中信广场 71 楼

7101 室（邮编：510613） 

办公时间：8:30 - 12:30；13:30 - 17:30 

（星期一至星期五，节假日除外）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成都经济贸易办事处 

电话：+86 (28) 8676 8301  

传真：+86 (28) 8676 8300 

地址：成都市盐市口顺城大街 8 号中环广场

1 座 38 楼（邮编：610016） 

办公时间：8:30 - 12:30；13:30 - 17:30 

（星期一至星期五，节假日除外）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武汉经济贸易办事处 

电话：+86 (27) 6560 7300  

传真：+86 (27) 6560 7301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 568 号新世界国

贸大厦 I 座 4303 室（邮编：430022） 

办公时间：8:30 - 12:30；13:30 - 17:30 

（星期一至星期五，节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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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香港与内地在各方面的联系日益紧密、交流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港人在内地

工作和生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编制了这本小册子，以向港人提供

在天津生活、工作、经商投资、就学和旅游等各方面的须知。 

驻京办委托普华永道搜集资料及编辑这本小册子。在编辑的过程中，虽然我们力求

资料准确，但无法保证所有资料的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效性，读者应自行核实，并

留意有关机构、政府部门的最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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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津城市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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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天津 

天津是中国的四个直辖市之一，地处太平洋西岸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是中国北方

十几个省市区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在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中承担重要角色。 

 天津 2019 年生产总值： 14104.28 亿元 

 天津地区面积：1.1917 万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1559.60 万（截至 2018 年末） 

 已开通地铁线：6 条 

 行政区域：天津设有和平区、河西区、南开区 

等 16 个行政区。其中： 

- 和平区：天津市中心城区的核心区，是天津市 

政治、商贸、金融、教育、医疗卫生中心； 

- 河西区：天津市政治活动中心，联系各地 

的涉外窗口，天津市文化中心坐落于此； 

- 南开区：天津市市内六区中土地面积最大的区域，                                                 

建设有完善的写字楼宇、高等教育、医疗、交通和休闲                                          

旅游等配套设施，适合居住和营商。  

 

天津气候 

天津的气候属于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多风、夏季炎热、秋季气爽、冬季严

寒。年平均降水量在 550 毫米至 680 毫米之间，主要集中于 6、7、8 三个月。天津

的相对湿度较低，年均为56%，冬季则更为寒冷干燥，日均最低温度可能低至0℃以

下。 

 

 

冬季到天津时需要注意防寒和保湿。最好带备适用于干燥天气的保湿洗澡液及润肤

用品，及带备适当的保暖衣物，例如帽子、围巾、手套、厚裤及保暖鞋子等。于室

内时，天津的房屋一般供暖足够，但会十分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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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 

PM2.5 是判断雾霾严重程度的指标。根据美国环保署 EPA 的空气质量标准，当

PM2.5 的浓度介于 250 和 500 之间，应该避免户外体力活动。这时候外出最好佩戴

PM2.5 防护口罩。 

 

 

 可通过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实时监控天津空气质量情况； 

 N95 口罩的防霾效果更为理想。佩戴口罩时最好每 4 个小时更换一次。 

 

货币及支付方式 

内地的官方货币为人民币（CNY 或 RMB），单位为元（又称“块”）。纸币面值包

括 1、5、10、20、50、100 元及 1、5 角（1 元等于 10 角），硬币面值有 1 角、5 角

和 1元。拥有为个人和企业分支机构提供外汇服务经营牌照的银行均可以提供人民币

货币兑换。此外，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和酒店均提供货币兑换服务。 

港人可在内地银行开立个人账户，并申请办理网上银行服务。开立个人银行账户，

一般需要有一个可在内地收取短讯的手提电话及向银行提供以下资料/文件： 

 个人身份证件，如护照、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回乡证）等 

 居住地址证明 

如有需要，请向各银行查询开立个人账户的手续和详情。 

 

 

 如果频繁前往内地，可选择在内地与香港两地均设有机构的银行开立账户，同一

银行集团的两地账户可实现一些跨境资金的灵活安排。 

 手机支付已逐渐取代现金和银行卡支付，成为内地最为流行的支付方式。 

 

  

http://www.tjemc.org.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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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 

内地家用电压为 220 伏特。但内地电源插头形状与香港不同，如果在内地使用在香

港购买的电器，需要使用插头形状转换器。 

 

 

内地惯用的电源插头形状如下图所示： 

 

 

 

 

 

旅游证件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回乡证），是具有中国国籍的香港永久居民来往内

地使用的通行证件。该证件可在香港中国旅行社办理。办理须知请点击此处。 

其他人士拟前往内地，需持有效国外护照或旅行证件到中旅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办理中国签证前往内地。办理须知请点击此处。 

 

 

如选择在北京出入境，年满 18 周岁并持有卡式回乡证并完成指纹和人像信息采集的

香港人可使用“自助查验通道”。信息采集全国联网。目前天津除了在国际邮轮母

港设置“自助查验通道”，2019 年 10 月 6 日，天津机场正式启用首批 10 条出入境

自助查验通道，其中出境 4条，入境 6条。自天津机场口岸出入境且符合自助通关条

件的旅客可选择更为方便快捷的自助查验通道通关。 

 

2019 年 9 月 11 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制定了《出入境证件身份认证管理办法（试行）》，并

以公告形式对外发布。根据办法规定，国家移民管理局授权所属出入境管理信息技术研究所

免费提供出入境证件身份认证服务。依法依规应当查验个人身份信息的经营者，可按照办法

规定对需要实名认证、实人认证、证件电子信息识读业务等在认证平台进行认证。2020 年 1

月 21 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已经开发建成了出入境证件身份认证平台，推进出入境证件

便利化应用工作，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和互联网应用三大类 35 个便利化服务事项基本实现

落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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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日 放假时间 放假天数 

元旦 1 月 1 日 共 1 天 

春节 1 月 24 日（除夕）~1 月 30 日 共 7 天 

清明节 4 月 4 日~4 月 6 日 共 3 天 

劳动节 5 月 1 日~5 月 5 日 共 5 天 

端午节 6 月 25 日~6 月 27 日 共 3 天 

国庆节、中秋节 10 月 1 日~10 月 8 日 共 8 天 

 

欲了解 2020 年放假调休日期的具体安排，请点击此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 

报酬。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11/21/content_54541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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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居住与生活在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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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天津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2018 年 9 月 1 日起，在内地工作、学习、生活的港澳台居民，凡符合条件的，可根

据《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申请领取居住证。 

 

居住证申领条件： 

 港澳台居民前往内地居住半年以上 

 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 

 未满十六周岁的港澳台居民，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领取居住证 

 

居住证登载：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居住地住址 

 公民身份号码 

 本人相片 

 指纹信息 

 证件有效期限 

 签发机关 

 签发次数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证件号码 

 

公民身份号码由公安机关按照公民身份号码国家标准编制 

 香港居民公民身份号码地址码使用 810000 

 澳门居民公民身份号码地址码使用 820000 

 台湾居民公民身份号码地址码使用 8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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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证有效期限： 

五年，由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签发 

 

居住证领取方法： 

 首次领取 

o 填写《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登记表》 

o 交验本人港澳台居民出入境证件 

o 向居住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指定的公安派出所或者户政办证大厅

提交本人居住地住址、就业、就读等证明材料 

o 首次申请领取居住证，免收证件工本费 

 换领、补领 

o 居住证有效期满、证件损坏难以辨认或者居住地变更的，持证人可以

换领新证 

o 居住证丢失的，可以申请补领 

o 换领补领新证时，应当交验本人港澳台居民出入境证件 

o 换领新证时，应当交回原证 

o 换领、补领居住证，应当缴纳证件工本费 

 

提交证明材料具体包括： 

 居住地住址证明： 

o 包括房屋租赁合同、房屋产权证明文件、购房合同或者房屋出租人、

用人单位、就读学校出具的住宿证明等； 

 就业证明： 

o 包括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或者其

他能够证明有合法稳定就业的材料等； 

 就读证明： 

o 包括学生证、就读学校出具的其他能够证明连续就读的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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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各区共设置了 24 个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受理点 

 

单位 受理点名称 受理点地址 咨询电话 

公安和平分局 和平区人口服务管理中心 天津市和平区福安大街 152号 8622-27120456 

公安河东分局 河东区人口服务管理中心 天津市河东区东兴路 111号 8622-24162256 

公安河西分局 河西区人口服务管理中心 天津市河西区小围堤道明珠大厦二层 8622-28275258 

公安南开分局 南开区人口服务管理中心 天津市南开区西市大街 50号 8622-27601171 

公安河北分局 河北区人口服务管理中心 天津市河北区小树林大街 1号 8622-24458480 

公安红桥分局 红桥区人口服务管理中心 天津市红桥区大丰东马路 37 号 8622-26583016 

公安东丽分局 东丽区人口服务管理中心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一经路 30 号 8622-24981925 

公安西青分局 西青区人口服务管理中心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青远路与宝华街交

口（镇西派出所旁） 

8622-27936852-

8028 

公安津南分局 津南区人口服务管理中心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津歧公路 8号 8622-81587288 

公安北辰分局 北辰区人口服务管理中心 
天津市北辰区淮河道 5号（中捷火炬大厦

底商） 
8622-86994050 

公安武清分局 武清区人口服务管理中心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泉发路 2号 8622-82164163 

公安宝坻分局 宝坻区人口服务管理中心 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 119号 8622-59216363 

公安宁河分局 宁河区综治中心接待大厅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光明路 64号茂川大厦

西侧 
8622-69582663 

公安静海分局 静海区人口服务管理中心 天津市静海区泰山道 2号 8622-28942819 

公安蓟州分局 蓟州区人口服务管理中心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光明路 44号文昌街派

出所门口南侧 
8622-29186230 

滨海公安塘沽

分局 

滨海公安塘沽分局人口服

务管理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营口道 608号 8622-25893350 

滨海公安汉沽

分局 

滨海新区市民服务中心汉

沽厅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太平街延长线以北滨

海新区市民服务中心汉沽厅二楼 
8622-25696209 

滨海公安大港

分局 

滨海公安大港分局板厂路

派出所 
天津市滨海新区迎宾街 42号一楼大厅 8622-25989500 

滨海公安开发

分局 

滨海公安开发分局人口服

务管理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第一大街新城路 10号 8622-25209894 

滨海公安保税

分局 

滨海公安保税分局人口服

务管理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空港中环西路与凤鸣道交

口司法大楼一楼 
8622-84906830 

滨海公安高新

分局 

滨海公安高新分局人口服

务管理中心 
天津市高新区华苑产业园区海泰大道 16号 8622-23898530 

滨海公安生态

城分局 

滨海公安生态城分局综合

服务大厅 
天津市中新天津生态城新一街 899号 8622-66333355 

公安海河教育

园分局 

公安海河教育园分局同砚

路派出所 
天津市津南区海河教育园区同砚路 28 号 8622-88977365 

天津港公安局 
天津港区人口服务管理中

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东疆保税港区通海北路 65

号 
8622-25701240 

 



 

15 

 

 

 

多久可以拿到居住证？ 

受理申请的公安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发放居住证（交通不便的地区，

办理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时间不得超过 10 个工作日）。 

 

可以享受 3 项权利： 

 劳动就业 

 参加社会保险 

 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 

 

可以享受 6 项基本公共服务： 

 义务教育 

 基本公共就业服务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公共文化体育服务 

 法律援助和其他法律服务 

 国家及居住地规定的其他基本公共服务 

 

可以享受 9 项便利： 

 乘坐国内航班、火车等交通运输工具 

 住宿旅馆 

 办理银行、保险、证券和期货等金融业务 

 与内地（大陆）居民同等待遇购物，购买公园及各类文体场馆门票，进行文

化娱乐商旅等消费活动 

 在居住地办理机动车登记 

 在居住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 

 在居住地报名参加职业资格考试，申请授予职业资格 

 在居住地办理生育服务登记 

 国家及居住地规定的其他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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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住居所 

香港居民如需要在内地租赁房屋，可以委托专业的房屋经纪公司，也可以直接向业

主进行租赁。经纪公司的佣金需由租户或房东支付，通常为一个月房租。 

在租赁房屋时，应以书面形式与出租人订立房屋租赁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的内容可

与出租人约定，或参考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天津市房屋租赁合同》

范本。更多详情，请参考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网址。  

 

香港居民在租赁房屋时，须到房屋租赁所签订租赁合同，并留意以下事项： 

 房屋出租方（房东）的个人资料、住所地址 

 房屋的位置、面积、装修及设施，特别需要留意房屋状况及水电煤表等数字是否

与合同约定的一致；煤气炉的安全性及电梯安全等 

 租赁用途（自住或货仓） 

 租赁期限（租期一般为一年，但亦可根据自身情况与房东或经纪公司商量） 

 房租支付的期限（如月付或季付） 

 租金及税金交付方式（现金或者银行转账） 

 房屋物业服务费的承担方 

 房屋修缮责任（由房东或者租赁人负责） 

 转租的约定 

 变更和解除租赁合同的条件 

 违约责任 

 发票安排（如需发票，可能需要额外支付一笔税费 

 在提供个人身份文件时，应提供复印件并在上面写明仅供房屋租赁用途 

 

根据《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和《天津市房屋租赁管理规定（修正）》，下列情

况的房屋不得出租： 

× 违法建筑 

× 不符合安全、防灾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http://scjg.tj.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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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反规定改变房屋使用性质 

× 未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或者其他合法权属证明 

× 共有的房屋，未经全体共有人书面同意 

× 被鉴定为危险房屋 

× 属于违章建筑 

×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禁止的其他情形 

 

欲获取有关房屋租赁详情，请参考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网站。 

 

 

搬至新住址后，请在 24 小时内到当地派出所办理暂住登记（具体登记处可向房东查

询）。登记时需提供房屋租赁合同，以及身份证明文件（如居住证、回乡证）或护

照。  

 

购买居所 

香港居民在天津购买房屋，需参照最新的区域性住房限购政策，具体如下： 

 

天津市限购政策 

根据天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我市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实施意

见》, 在区域性住房限购方面，暂停以下人士在天津（滨海新区除外）再次购买新建

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 

(1) 在本市拥有 1 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 

(2) 在本市拥有 2 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 

(3) 在本市拥有 1 套及以上住房的成年单身（包括未婚和离异）人士。 

 

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本市范围内购买住房的，需注意以下条件： 

(1) 提供在本市 3 年内连续缴纳 2 年以上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证明 

(2) 补缴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不能成为购房有效凭证 

http://zfcxjs.tj.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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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住房（一手楼）购买 

香港居民在天津购买新建住房时，一般由房产开发商委托的第三方销售商代办部分

购房手续。具体购房资格审核、提交材料、权属登记等问题，可向开发商委托的第

三方销售商咨询。以下事项提请注意： 

(1) 应要求房地产开发商和销售商提供齐全的“五证”和“两书”。五证包括：国有

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

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两书”则指商品房质量保证书和商品房使用说 

明书 

(2) 核对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为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示范文本 

(3) 留意公摊建筑面积，明确装修标准，确定交房、办理房屋产权证的期限 

(4) 签订认购合同时，必须附上设施、图纸作凭证，并要求开发商盖上公章确认 

(5) 清楚订立违约条款，以便发生问题时追责 

(6) 区别所付的是“订金”或“定金”。“订金”是一种意向，如没有履行，“订

金”可以退回本人；而“定金”是一种承诺，如未能履行承诺，“定金”将不退

回本人，且违约方需要承担相关赔偿责任 

(7) 要确保自己支付的购房款存入的是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上公布的监控账户，如果开

发商以各种理由要求买方把房款存入非监控账户的，买方应坚决拒绝，并立即向

市一级国土房管局有关部门投诉 

(8) 缴交房款时需要获取发票，保留有效凭证 

(9) 仔细验收房屋，不要急于领取钥匙。如发现质量问题，可根据房屋保修条例要求

开发商妥善处理 

 

二手房屋买卖 

建议委托具有营业执照的房产交易中介公司进行相关交易，手续大致如下： 

(1) 买、卖双方共同与中介方签署房屋转让合同（或在无中介方的情形下自行与对方

签约），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商谈确定付款及交楼/过户的具体安排、税

费承担、违约责任等，必要时寻求律师或其他专业人士的帮助 

(2) 核对房屋转让合同是否为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示范文本 

(3) 查核文件确认产权是否清晰、房屋是否被抵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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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据合同约定的方式及时间履行各自义务，一般可考虑选择的做法有： 买方支付

部分房款后，双方到房管部门办理过户手续，后买方付清余款；双方选择可信任

的资金托管机构（如银行等），在托管房款后办理过户手续，其后由卖方取得房

款；需以按揭贷款方式交易的，则依银行要求的正当手续办理。  

(5) 委托地产中介公司进行房屋买卖时，需签署全权委托书，以保障权益 

请注意，以下二手房不能买卖：产权不清晰、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兴建、乡产权房产

证、已作抵押、已列入拆建范围、依法被查封等产权不能转移的房屋。 

 

 

二手房买卖卖方报价一般为到手价，即扣除税费、中介费等所有费用之后，卖方实

际可以拿到手的价格。 

 

银行按揭及公积金贷款 

根据天津银监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联合发布的《关于完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

策的通知》，天津市差别化信贷政策如下： 

(1) 在本市无住房且无购房贷款记录（含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居民家庭，申请商业性

个人住房贷款购买住房的，最低首付比例为 30% 

(2) 在本市已有一套住房或在本市无住房但有购房贷款记录（含住房公积金贷款）的

居民家庭，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执行二套房信贷政策，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

低于 60% 

(3)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由天津市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在国家统一信贷政

策底线的基础上协商确定 

(4) 暂停发放贷款期限 25 年（不含 25 年）以上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香港居民在天津购买房产时，如需要办理银行按揭，可向内资银行或外资银行提出

申请。具体购房贷款流程、需要的资料及房贷利率问题，可向个别银行查询。 

根据《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在津就业的港澳台同胞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

的通知》的规定，符合条件的港澳台同胞住房公积金方面将与本市居民享受同等待

遇，可按照本市住房公积金政策缴存和使用住房公积金。已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港澳

台同胞可按照相关政策提取个人住房公积金和申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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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安排 

虽然国家对境外合法外汇资金汇入境内没有限制，但外汇管理部门对个人结汇实行

年度总额管理，年度总额为每人每年等值 5万美金。超过年度总额的，依据具体资金

用途有所不同按照不同规定办理。详情请参考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如果香港居民需要从境外汇入购房款或境内外汇账户支付购房款的，应携带有关资

料到有关的外汇局进行基本信息登记。完成登记后，香港居民可以向外汇指定银行

申请支付购房款。至于售卖房屋等个人合法所得的资金可以透过购汇形式，换成港

币后再汇入境外账户。具体操作详情，请询问有关银行。 

 

领取房屋不动产产权证 

香港居民购买了商品房后，依法将取得不动产产权证。由于开发商申请破产或故意

逃避履行责任，又没有其他公司承担，导致无法领取房产证的，需要通过法律途径

解决上述问题。 

 

 

天津市土地、房屋、林地、海域等不动产登记业务，统一领取《不动产权证书》和

《不动产登记证明》。原已依法颁发的各类不动产权属证书、不动产登记证明继续

有效，按照“不变不换”的原则，在今后依法办理不动产转移、变更等登记时予以

换发新的《不动产权证书》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 

 

买卖房产缴纳的税费 

购买房产： 

 契税： 

- 若是家庭唯一住房，面积 90 平米以下，税率为 1% 

- 若是家庭唯一住房，面积 90 平米以上，税率为 1.5% 

- 非家庭唯一住房，面积 90 平米以下，税率为 1% 

- 非家庭唯一住房，面积 90 平米以上，税率为 2% 

 印花税：住宅免印花税 

  

http://www.saf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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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卖房产： 

 增值税 

- 个人将购买不足 2 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 5%的征收率全额缴纳增值税 

- 个人将购买 2 年以上（含 2 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收增值税。 

 个人所得税：个人转让自用 5 年以上，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免征

个人所得税。否则按照交易额的 1%或按照差额的 20%征收个人所得税 

 印花税：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 

 土地增值税：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 

详情请参考国家税务总局相关政策。 

 

 

“行”在天津 

 

交通规则 

内地 香港 

右侧通行（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 左行制 

红灯亮时，右转弯的车辆在不妨碍被放行的车

辆、行人通行的情况下可以通行；但红灯是箭

头时，右转弯的车辆不得通行 

红灯亮时，车辆一律不得通行。 

 

此外，天津市也颁布并实施了具体的地方规定。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天津市

公安交通管理局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网站。 

 

地铁 

目前，天津共有 6 条运营线路，包括地铁 1 号线、2 号线、3 号线、5 号线、6 号线以

及津滨轻轨 9 号线。乘客可在天津各地铁站网点购买天津地铁特惠票享受票价八一

折优惠及城市卡享受票价九折优惠，还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天津地铁”

APP，根据提示完成注册绑卡后即可在 1、2、3、5、6、9 号线扫码乘车。天津地铁

线路图、首末班车以及服务设施详情，请参见天津轨道交通网站。 

http://www.chinatax.gov.cn/index.html
http://tj.122.gov.cn/
http://tj.122.gov.cn/
http://www.tjgdj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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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地铁 1、2、3、5、6 号线以及津滨轻轨 9 号线均已开通城市卡充值服务，城市

卡自助终端机布放于于地铁 2、3、5、6 号线站厅内，以及津滨轻轨 9 号线塘沽站。

城市卡自助终端支持由天津城市一卡通公司发行的各类城市卡充值，购卡支持支付

宝及微信支付，充值支持支付宝、微信及现金支付。城市卡自助终端可以办理各种

纪念卡和异型卡，卡片不含充值，办理后可根据需要自行充值。若卡面上带有“交

通联合”标志，可以在北京，河北省等支持全国交通一卡通互通的地区使用。市民

可在一卡通公司指定的渠道（网点）办理天津互通卡的相关业务，暂不受理其他城

市发行的互通卡业务。 

注：用于城市卡充值的自助设备包括城市卡自助终端机、工商银行智能银行终端、

交通银行多媒体自助机等，支持现金、支付宝、微信、银行卡等形式进行充值，最

低充值额为 10 元，充值金额须为 10 元的倍数。 

天津地铁票价指南 

天津地铁 1 号线 

天津地铁 2 号线 

天津地铁 3 号线 

天津地铁 5 号线 

天津地铁 6 号线 

津滨轻轨 9 号线（天津站-中山门区间） 

乘坐 5 站 4 区间以内（含 5 站） 每人每张 2 元 

乘坐 5 站 4 区间以上，10 站 9 区间

以下（含 10 站） 
每人每张 3 元 

乘坐 10 站 9 区间以上，16 站 15 区

间以下（含 16 站） 
每人每张 4 元 

乘坐 16 站 15 区间以上 每人每张 5 元 

津滨轻轨 9 号线（中山门-东海路区间） 按里程计费 

说明：（1）如有多种换乘方式时，票务系统将以乘客从出发站到目的地站之间的最少站数计算乘车 

                    费用。 

           （2）当乘客进行津滨轻轨 9 号线与其他线路换乘时，将以中山门站为界，按照不同的计费 

                    方式收取乘车费用。 

 

的士（出租车） 

天津的士实行统一价格标准：3 公里以内 11 元（排气量在 1.6 升及以下的出租车）或

13 元（排气量 1.6 升以上的出租车）。超过 3 公里后 2.2 元/公里（排气量在 1.6 升及

以下的出租车）或 2.5元/公里（排气量 1.6升以上的出租车），各类车型的运行时速

低于每小时 12 公里时，每 3 分钟加收 1 车公里运价。单程载客 10 至 15 公里部分、

车公里运价加收 30%；15 至 30 公里部分、车公里运价加收 50%；超过 30 公里以上

部分、车公里运价加收 70%。每日 23:00（含）至次日 5:00（不含），起步价和车

公里运价均加收 30%。 

出租车价格标准收费，请参见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6%B4%A5%E5%9C%B0%E9%93%811%E5%8F%B7%E7%BA%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6%B4%A5%E5%9C%B0%E9%93%812%E5%8F%B7%E7%BA%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6%B4%A5%E5%9C%B0%E9%93%813%E5%8F%B7%E7%BA%BF
http://fzgg.tj.gov.cn/zwgk/zcfg/wnwj/jgwj/201911/t20191125_7501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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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 

近年内地十分流行网约车，乘客可上网预约或以 APP 预约用车（包括私家车和出租

车）。详情可浏览一般搜索网站的介绍。 

 

巴士 

天津有覆盖全市的公交车运营线路。公交车现金支付通常为全程 2 元，远郊区县票

价按照里程浮动收费。使用城市卡乘坐公交车的乘客可以享受票价 9 折的优惠。

2017 年年底，支付宝的城市服务中新增了公交电子客票服务，乘坐公交车时，打开

“支付宝”，点击首页上方“付钱”，选择底部“乘车码”，根据提示领取“天津

公交电子客票”或“滨海公交电子客票”，上车后将乘车码对准一体机刷码头刷码

即可；当听到“支付宝”，表明支付成功。 

 

火车 

天津市区内目前有 4 个火车站：天津站，天津西站，天津北站和天津南站，并与北

京及多个城市开通京津城际列车和高铁。天津站、天津西站、滨海站（原于家堡

站，非市区）和滨海西站（原滨海站，非市区）并称为天津铁路四大主客运枢纽。 

火车购票实行实名制，旅客须凭有效身份证件（居住证、回乡证、护照等）自行选

择乘车日期、车次、席别。通过火车站购票柜台、中国铁路官方购票热线

（12306）、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网上购票及手机客户端等方式购买车票。 

 

 

凭借居住证、回乡证网络购票的乘客可以前往火车站人工售票窗口取票。此外，在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南、广东等地港澳同胞购、取票流量较

大的火车站设有可识读居住证、回乡证的自动售取票设备，方便港澳同胞凭居住

证、回乡证自助购取票，今后将逐步在所有具备条件的省会城市及港澳旅客客流量

较大的车站设置有关自动售取票设备。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已于 2018 年 9 月 23 日正式通车，可从西九龙站直达包括天津在

内的多个内地站点，具体列车时刻表请参见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网站。 

  

http://www.12306.cn/mormhweb/
https://www.12306.cn/index/view/ticket/through_tra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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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位于天津东丽区，距离市中心 13 公里。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分为 T1

和 T2 两个航站楼，其中 T1 号航站楼承运国际航班，T2 航站楼承运国内航班。两个

航站楼相邻，步行就可以互相通达。 

天津有直飞香港的航班，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班。以下为相关航班信息，具体执

行情况，还需以航空公司和天津机场公布的最新信息为准。更多信息请点击天津滨

海国际机场的网址。 

天津直飞香港的主要航班信息 

 

 

 

 

 

 

 

机票可通过各大航空公司网站或电话进行预订，亦可通过其他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

预订，往往会有一些折扣。 

往返天津站和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可乘坐地铁 2 号线进行接驳，仅需约半小时 

时间。 

 

共享单车 

近年内地十分流行共享单车，提供自行车时租共享服务。目前共享单车押金基本都

已免除，可通过支付宝等平台直接扫码使用，或者下载租车公司官方 APP 使用。详

情可浏览一般搜索网站的介绍。 

 

驾车和租车 

驾驶证：香港居民在内地驾驶机动车，应当随身携带机动车驾驶证。如香港居民持

有有效香港或海外签发的驾驶执照，在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驾驶条件并通过

相关考核后可申请内地驾驶执照。持有有效香港或海外签发的驾驶执照的香港居民

可向国务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临时驾驶执照，该执照有效期不超过三个月。 

欲了解申请驾驶证和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的更详细信息，可参考天津市公安交通管

理局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网站。 

起飞/到达 航空公司/航班号 班期 

08:20 

11:50 

中国国航（国泰港龙航空联营） 

CA103/KA1103 

每天 

http://www.tbia.cn/cn/index.do
http://www.tbia.cn/cn/index.do
http://tj.122.gov.cn/
http://tj.122.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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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机动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为有效缓解交通拥堵，降低能源消耗及改善空气环

境质量，天津市实施机动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天津市机动车按车牌尾号工作日高

峰时段实行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限行时间为 7 时至 19 时，范围为在外环线以内

道路（不含外环线）。外埠牌照，工作日的早 7 时至 9 时和下午 16 时至 19 时两个高

峰时段不能进入外环线以内。京牌轿车在天津早晚高峰不限行，工作日 7时至 9时和

16 时至 19 时可正常通行。 

欲了解每日限行要求与路况信息，可参考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交通安全综合服务

管理平台网站。 

 

购车：天津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小客车增量指标须通过摇号或竞价方式取

得。取得天津市小客车配置指标后，方可办理车辆登记相关手续。 

 

香港居民申请小客车配置指标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 本人名下没有天津市登记的小客车，本人名下没有应当报废而未办理注销登记的

机动车且持有公安交管部门核发的有效机动车驾驶证； 

(2) 持有有效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居住证，在津连续居住两年以上，且每

年累计居住 9 个月以上的有效居住登记证明；持有有效本市居住证，近 24 个月

在本市连续缴纳（不含补缴）社会保险的非本市户籍人员登记证明。 

 

欲了解申请小客车增量配额指标的更详细信息，可参考天津市小客车调控管理信息

系统网站，或向天津市小客车调控管理办公室进行咨询，联系电话：8622-

88908890。 

 

租车：从本地租车公司租车通常需要与租车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并提供居住证或回乡

证和驾驶证的复印件以及预计租赁时间。详情请参阅各租车公司网站。 

  

http://tj.122.gov.cn/
http://tj.122.gov.cn/
http://xkctk.jtys.tj.gov.cn/
http://xkctk.jtys.tj.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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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在天津 

 

天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汇集了八方来客，也带来了八方美食，构成了天津特色

的津门美食。提起天津的小吃，既有独特的色、香、味，又物美价廉，尤为天津人

所乐道。天津特色小吃包括：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小宝栗子、

煎饼果子、锅巴菜、熟梨糕等。 

 

 

“玩”在天津 

 

天津历史悠久，市内建筑甚具特色，是著名的旅游城市。有关天津的旅游资料，请

参阅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网站。 

 

 

“购物休闲”在天津 

 

购物休闲在天津 

天津南京路：天津市南京路是中国天津市和平区内环线的一条主要干道，位于天津

市区的中心部位。沿途建有今晚报大厦、天津经济联合大厦、河川大厦、联通大

厦、电报大楼、天津中心、吉利大厦、国际商场、伊势丹、津汇广场、世纪都会、

诚基中心、城建大厦、君隆广场、友谊宾馆、国际大厦等建筑，将 IT 产业、文化科

技区、地铁商圈、大型商场、写字楼群串连起来，形成天津重要的城市发展集群。

天津地铁一号线亦穿过南京路，并设有海光寺站、鞍山道站、营口道站、小白楼

站。同时天津地铁三号线在南京路设有营口道站，并与天津地铁一号线零换乘。 

天津佛罗伦萨小镇：天津佛罗伦萨小镇是中国首座纯意大利风格的大型高端名品折

扣中心和休闲文化中心。距离京津城际高铁武清站仅 100 米，搭乘京津城际从天津

出发仅 13 分钟即可抵达，是全天候享受购物的最佳选择。 

 

  

http://whly.tj.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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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退税政策 

天津面向境外旅客实行购物离境退税政策。中国境内连续居住不超过 183 天的外国

人和港澳台居民，在离境口岸（即包括航空口岸、水运口岸和陆地口岸）离境时，

可就在退税商店购买的退税物品申请退还增值税，退税率为 11%。详情请参考财政部

发布的《关于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公告[2015]3 号）或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网站。 

 

 

目前，京津两地在全国率先实现离境退税跨省互联互通，境外旅客在京津区域内购

买退税商品后，可自由选择离境口岸，并享受退税。 

 

日常生活与社交 

内地电子商务企业发展迅猛，网络购物已经成为主流的生活方式。消费者可以从不

同的购物网站上买到各种各样的商品，而移动支付乃是目前内地最流行的支付方

式。即时通讯应用程式的使用在内地越来越普遍。相比于打电话，人们更愿意通过

手机应用程式来保持联系。 

 

 

常见的应用程式可满足网络购物、外卖订餐、即时通讯、呼叫的士、租用共享单车

等日常需求，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性下载使用。 

 

 

 

  

http://www.mc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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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作在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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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在天津 

 

社会保险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

法》，在中国内地境内就业的港澳台人员具有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

遇的合法权益。用人单位和本人应按照规定缴纳包括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 

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形主要分为： 

 香港居民在内地就业，与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或者登记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签订劳务合

同，应当依法参加社会保险 

 香港居民与境外雇主订立雇佣合同后，被派遣到在中国境内注册或者登记的分支

机构、代表机构工作的，应当依法参加社会保险 

有关详情请参考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或拨打咨询电话：8622-12333。 

 

 

去内地就业，有必要了解用人单位为香港居民缴纳社会保险和购买商业保险的情况

以及住宿福利安排。 

 

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的税务安排 

香港居民于内地居住时间及所签署的劳动合同与对应的纳税义务简介 

根据《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香

港居民在内地工作，如果同时符合以下条件，则无需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 

 在任何十二个月中，于内地停留连续或累计不超过 1831天 

 报酬由非内地公司支付或并非代表内地公司支付 

 报酬不由香港公司在内地的常设机构承担 

 

                                                            
1 在判定香港居民在内地工作纳税义务确定内地居住天数时，应按照个人在中国境内累计停留的天数计算。在中

国境内停留的当天满 24小时的，计入中国境内居住天数，在中国境内停留的当天不足 24小时的，不计入中国

境内居住天数。有关详情，请参阅税务局政策法规—【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19]34号】。 

http://hrss.tj.gov.cn/ecdomain/framework/tj/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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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于 2019 年 1月 1日正式实施，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过渡期。香港居民符合条件的为非居民个人，按照相

关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

不满一百八十三天的个人，为非居民个人2。 

 非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按月计算个人所得税3。非居民个人的工资、薪

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五千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依照税率表按

月换算后计算应纳税额4。过渡期期间，对纳税人在 2018 年 10 月 1 日（含）后实

际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统一按照 5000 元/月执行，并按照本通知所

附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一计算应纳税额。对纳税人在 2018 年 9 月 30 日（含）前实

际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按照税法修改前规定执行5。 

 非居民个人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时，按次分项计算

个人所得税6。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收入减除百分

之二十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以每次收入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其中，稿酬所

得的收入额减按百分之七十计算7。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外籍个人符合居民个人条件的，可

以选择享受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也可以选择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1994]20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外籍个人取得有关补贴征免个人所得税执行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54 号）

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籍个人取得港澳地区住房等补贴征免个人所得税

的通知》（财税[2004]29 号）的相关规定，享受住房补贴、语言训练费、子女

教育费等津补贴免税优惠政策，但不得同时享受。外籍个人一经选择，在一个纳

税年度内不得变更8。 

 自 2022年 1月 1日起，外籍个人不再享受住房补贴、语言训练费、子女教育费津

补贴免税优惠政策，应按规定享受专项附加扣除9。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2018年修正版）第 1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2018年修正版）第 2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2018年修正版）第 6条 
5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 2018 年第四季度个人所得税减除费用和税率适用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98号） 
6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2018年修正版）第 2条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2018年修正版）第 6条 
8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164号） 
9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16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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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就学在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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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在天津 

 

中国的教育系统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负责主管内地的教育系统，并要求所有中国公民必须完成九

年义务教育。九年义务教育大致上包括六年小学和三年初中。完成初中后，学生一

般需要接受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中考”），以获取升读高中资格。高中为期

三年，合格的高中毕业生会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考”），投

考心仪的大学。 

 

 

如需获取进一步资料，请参阅天津市教育委员会网站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

涉外监管信息网站。 

 

学前教育 

香港居民的子女需要在天津市的幼儿园就读的，可以自行选择到居住地附近的幼儿

园报名，也可以选择报读国际学校（即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入学要求由各学校自

行定立，一般会在学校官方网站上公布。 

欲了解教育部公布经批准设立的天津市国际学校名单，可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站。 

欲了解天津市各区县公办、民办幼儿园详细信息，可参考天津市教育委员会网站。 

  

http://jy.tj.gov.cn/
http://www.jsj.edu.cn/
http://www.jsj.edu.cn/
http://www.jsj.edu.cn/
http://www.jsj.edu.cn/
http://jy.tj.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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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育 

香港居民的子女如果需要在天津市就读中小学，可以选择报读居住地附近的中小学

就读，也可以选择到国际学校（即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就读。香港居民子女的父母

应预先了解学校的学制、收生要求、申请所需时间和收生时间等细节，再决定有关

入读安排。 

 

申请居住地附近的中小学程序 

申请入读天津市公办中小学，一般所需材料有： 

(1) 侨办或台办出具的外籍或港澳台同胞身份证明材料 

(2) 户籍部门（如街道办事处派出所）提供的监护人关系证明材料（如公证件） 

(3) 入学申请表 

(4) 其他要求以学校公布的细则为准 

 

流程为由监护人提出书面申请，并经相关单位签署意见后，连同相应证明材料原件

复印件，在规定时间内报给申请就读学区审核并经居住地教育局审批→学区根据有

关政策结合当年度各学校招生实际情况给予统筹安排→学生到学校报名注册 

 

选择国际学校 

(1) 如果选择就读国际学校，可按照个别学校的具体要求提出申请，由国际学校自行

决定是否录取 

(2) 涉及的申请材料可能包括成绩单、学生及监护人身份证件等材料，具体要求以学

校公布的细则为准 

(3) 香港学生中途转学至国际学校就读，一般需要提供成绩单并参加国际学校自行组

织的入学考试 

(4) 申请入读国际学校的香港学生，在学校同意入学后，由学校将学生的情况向天津

市教育委员会进行备案 

 

欲了解更多入学相关信息，请参考天津市教育委员会网站或咨询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国际交流处，联系电话：8622-83215305。 

  

http://jy.tj.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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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 

香港居民欲报考内地大学，可报名参加内地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地区

及台湾省学生考生考试。报考要求如下： 

 完成香港注册中学已注册的中六课程（或内地高中三年級）或以上学历的学生。

如现正就读上述课程，须提交由校方出具的在学证明文件 

 须符合个別招生学校或专业对考生身体条件的特殊要求（如有）；以及 

 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香港非永久性居民身份

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考试内容和要求参见教育部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

港澳地区、台湾省学生入学考试理科考试大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

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地区、台湾省学生入学考试文科考试大纲》（第 2 版）。 

 

欲了解更多考试报名相关信息，请参考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以及内地（祖国大陆）高

校面向港澳台招生信息网。 

  

http://www.hkeaa.edu.hk/
https://www.gatzs.com.cn/
https://www.gatzs.com.cn/


 

35 

 

 

 

免试入学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2 年内地部分高校免试招收香港学生工作的通知》（教港

澳台函[2011]72 号）的规定，部分天津院校可免笔试录取符合其规定条件的香港学

生。根据《关于做好 2014 年内地部分高校免试招收香港学生工作的通知》（教港澳

台办[2013]537 号），参加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学生可以报名参加内地高校免试招

生。录取要求各院校本科专业各不相同，具体情况应参考各院校的招生简章。 

详情可参考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网站和天津市教育委员会网站。 

 

 

目前天津共有 4 所学校参与免试招收香港学生，分别为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

中医药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最新信息请详见各学校招生信息网。 

 

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 

根据《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国家为来内地就读的港澳学生专门设立

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参照内地学生奖学金政策体系为港澳学生增设“特等

奖”，不但增加了港澳学生的奖学金名额，还大幅提高了奖学金奖励标准。 

 

天津主要国际学校及联系方式 

下表所列部分教育部公布经批准设立的天津市国际学校的资料主要来自各校官网及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的公开网站，仅供读者参考。下表的资料亦无意构成广告或业务

招揽，驻京办不为任何产品、服务或资料内容作宣传。欲了解更多天津市国际学校

名录，请参考天津市教育委员会网站。 

 

学校名称 招生对象 地址 网址 

天津美国法拉

古特学校 

初高中 天津市和平区烟台道 3 号 

8622-23396152 

http://www.farragut.cn/ 

天津实验中学

国际部 

初高中 天津市河西区平山道一号实

验中学国际部 

8622-23354658 

http://www.tjsyzx.cn/ 

http://www.edb.gov.hk/
http://jy.tj.gov.cn/
http://jy.tj.gov.cn/
http://www.farragut.cn/
http://www.tjsyz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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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招生对象 地址 网址 

天津枫叶国际

学校 

幼儿园、 

小学、 

初中、高中 

1、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经

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 71

号 

8622-66226288/66226088 

（泰达校区） 

2、滨海高新区华苑科技园,

海泰内环二路以西,海泰华

科九路以东,海泰内环北路

以北 

8622-

23853212/87930777-5678 

（华苑校区） 

3、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开发区第二大街 2 号 53 门 

8622-25285817 

（枫叶幼儿园） 

泰达校区：http://tianjin.mapleleaf.cn/ 

华苑校区： 

http://tjhy.mapleleaf.cn/ 

天津黑利伯瑞

国际学校 

小学、 

初中、高中 

天津市武清区高村乡公学道

6 号 

400-013-6060 

http://www.haileybury.cn/ 

天津英华国际

学校 

小学、 

初中、高中 

天津武清区雍阳西道 

8622-59611188/59611198 

http://www.tjyh2003.com/ 

天津思锐国际

学校 

小学、 

初中、高中 

天津市河西区泗水道 4 号

增 1 号 

8622-83710900-311 

http://www.tiseagles.com/ 

天津惠灵顿国

际学校 

幼儿园、 

小学、 

初中、高中 

天津市红桥区义德道 1 号 

8622-87587199-6027 

 

https://www.wellingtoncollege.cn/ 

天津经济开发

区国际学校天

津分校 

小学、初中 天津市津南区（双港）微山

南路 22 号 

8622-28592001 

https://www.istianjin.org/ 

  

http://tianjin.mapleleaf.cn/
http://tjhy.mapleleaf.cn/
http://www.51guoji.com/hlbr/
http://www.51guoji.com/hlbr/
http://www.haileybury.cn/
http://www.tjyh2003.com/
http://www.tiseagles.com/
https://www.wellingtoncollege.cn/
https://www.istianji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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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认证 

内地与香港已经签订了《内地与香港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位证书的备忘录》

（“备忘录”）。根据备忘录，内地和香港会确定两地各自认可的高等学校，并定

期更新。被一方认可的高等学校颁发的学位证书（仅包括学士或学士以上学位证

书），将被另一方认可。具体内容包括： 

香港学位于内地认证 内地学位于香港认证 

香港高等学校颁发的： 可以申请攻读内地 

高等学校的： 

由认可的内地 

高等学校颁发的： 

可以申请攻读香港 

高等学校的： 

学士学位 硕士学位 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位或者进行职

业学习 

硕士学位 博士学位 硕士学位 博士学位 

荣誉学士学位， 

成绩优异 

直接申请攻读博士学位 学士学位，成绩优异并

顺利完成高质量论文或

者研究工作 

直接申请攻读博士学位 

 

欲了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请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  

http://www.mo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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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营商投资在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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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营商投资环境 

 

近年来，天津设立了多个经济开发区，给予优惠的发展政策，促进企业在天津的发

展。其中尤其突出的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天津自贸试验区”），是中

国中央政府在天津直辖市设立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园区。它是中国大陆北方第一个自

由贸易试验区，也是继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之后，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二批

自由贸易试验区之一。 

 

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 

天津自贸试验区包括天津港东疆片区、天津机场片区和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 

 

天津港东疆片区 

天津港东疆片区是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的核心功能区。重点发展航运

物流、国际贸易、融资租赁等现代服务业。区内拥有国际船舶登记制度、国际航运

税收政策、航运金融、租赁业务等 4 大类 22 项创新试点政策。 

 

天津机场片区 

天津机场片区是天津先进制造业企业和科技研发转化机构的重要集聚区。重点发展

航空航天、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高端制造业和研发设计、航空物流等生产

性服务业，形成了民用航空、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快速消费品和现代

服务业等优势产业集群。  

 

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 

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是天津金融改革创新集聚区，也是滨海新区城市核心区。重

点发展以金融创新为主的现代服务业，是国内少数拥有金融“全牌照”区域。区内

基金、保理、租赁、资金结算等业态快速发展，初步形成了创新金融、科技互联

网、国际贸易与跨境电商三大特色产业集群。 

更多优惠信息政策请参考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网站。 

  

http://www.china-tjftz.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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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营商在天津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 

为进一步促进内地与香港经济共同繁荣与发展，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了

CEPA，具体内容如下： 

 货物贸易：对超过 1,800 种货物实施零关税政策 

 服务贸易：香港服务提供者可在多个服务领域以优惠条件进入内地市场 

 贸易及投资便利化：双方同意在多个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领域加强合作，改善整体

经商环境，具体包括： 

- 通关便利化 

- 检验检疫标准化 

- 提升法律法规透明度 

- 加强在电子商务、贸易促进、知识产权、教育方面的合作 

欲了解 CEPA 的更详细信息，可以参考香港工业贸易署网站。 

 

内地-香港税收安排 

《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内地-

香港税收安排”）给予香港居民从内地取得符合安排所规定条件的收入较优惠的税

率，其中包括股息（5%）、利息（7%）、特许使用费（7%）与财产转移收益

（0%）。香港居民可以向内地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在获批后可享受税收安排优惠待

遇（标准税率为 10%）。 

 

如欲了解内地-香港税收安排的更详细资料，可以参考国家税务总局网站。 

  

http://www.tid.gov.hk/sc_chi/cepa/index.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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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企业（含港澳台企业）的设立 

 

外国投资者在内地设立机构/企业的主要形式 

外商投资企业（含港澳台企业） 

外国投资者可在内地投资设立的企业形式主要有：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EJV，又称“股权式合营企业”）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CJV，又称“契约式合营企业”） 

 外商独资企业 （WFOE ）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Foreign Invested Partnership ） 

 

个体工商户 

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可以依照内地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在内地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个体工商户，无需经过外资审批，没有从业人员人数和经

营面积的限制，可从事的经营范围包括零售、餐饮、计算机服务、广告制作、诊所、

经济贸易咨询和企业管理咨询等。 

欲了解详情，请参考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常驻代表机构”）可从事与其母公司业务有关的非营利

性活动，或进行与业务有关的联络活动，不得从事直接性经营活动。常驻代表机构

不具有法人资格。在天津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程序为： 

 向主管行政许可服务中心提交申请 

 市工商局及其他联审部门联合审核后，颁发登记证和其他证件 

 常驻代表机构与相关政府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欲了解详情，请参考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http://scjg.tj.gov.cn/
http://scjg.tj.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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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最低要求 

投资总额注册 注册资本最低限额 

300 万美元或以下 投资总额的 70% 

300 万美元以上至 1000 万美元（含 1000 万美元） 投资总额的 50%但不得低于 210 万美元 

1000 万美元以上至 3000 万美元（含 3000 万美元） 投资总额的 40%但不得低于 500 万美元 

3000 万美元以上投资 总额的 33.3%但不得低于 1200 万美元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外商投资实行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负面清单之内投资领域

需要审批。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参照《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负面清单”）的限制类和禁止类外商投资项目执行。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参照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目录”）执行。负面清单及目录由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商务部定期更新发布，最新一版负面清单及目录均是 2019 年修订版，自

2019 年 7 月 30 日起实施，其中： 

 负面清单统一列出外商投资的股权要求、高管要求等外商投资准入方面的特别管

理措施，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实施管理 

 负面清单对部分领域列出了取消或放宽准入限制的过渡期，过渡期满后将按时取

消或放宽其准入限制 

 境外投资者不得投资负面清单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 

 投资负面清单之内的非禁止投资领域，须进行外资准入许可 

 投资有股权要求的领域，不得设立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自由贸易试验区则适用《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19 年版）》。欲了解《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19 年版）》，请参见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欲了解《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2019 年版）》，请参

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http://www.tzxm.gov.cn/flfg/deptRegulations/201907/t20190701_11418.html
http://www.tzxm.gov.cn/flfg/deptRegulations/201907/t20190701_11418.html
http://www.tzxm.gov.cn/flfg/deptRegulations/201907/t20190701_114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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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在与内地合作投资者洽谈合营/合作合同和起草公司章程时,需留意： 

 内地投资者是否具有法人资格 

 是否有合法有效的工商登记、资本实力和履约能力 

 如何确定合营企业/合作企业的组织形式、经营范围、出资期限、各方的权利义

务、管理层人员安排、利润分配、合营期满后的合营企业/合作企业财产分配、

企业解散和清算问题 

 

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为投资者提供外商投资企业合资/合作合同和公司章程的

范本，供投资者参考，详情请参阅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网站。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的一般流程 

港澳台地区的投资者在中国境内投资开办企业时，应于办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登记

时通过企业登记系统提交初始报告，报送企业基本信息、投资者及其实际控制人信

息、投资交易信息等信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前须行

业主管部门许可的，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业应当在申请登记注册时向市场监

管部门提交有关批准文件。具体要求可参见《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令[2019]2 号）。 

天津市已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实现“二十四证合一，一照一码”的登记制度。新设立

的企业通过“一表申请、一窗受理”的方式领取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加载法人

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各部门予以认可、使用和推广，并通过

营业执照二维码、电子营业执照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企业整合证照事

项信息。 

  

http://scjg.tj.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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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实施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开通涵盖所有业务、适用于所有企业类型的网上

登记系统。全市范围内各类型企业的设立、变更、备案、注销等业务均可通过网上

办理，核发纸质版营业执照。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无纸全程电子化登记，核发“无

介质”、“无费用”电子营业执照。申请纸质营业执照的，依申请核发，推行企业

以电子营业执照作为统一身份识别和认证标志在我市商务交往等各领域的应用。企

业可登录天津市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服务平台，注册用户后按照网站指导逐步填

写。 

 

上述为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流程信息的一般性介绍，仅供参考，并非法律或其他专业

意见。如需了解具体问题及实际操作，可以参考天津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网

站，内地具有执业资质的中国律师事务所或专业咨询机构提供代理投资者办理外商

投资企业设立手续的服务，包括协助起草公司章程、企业设立申请等文件，准备企

业设立申请的相关表格和与相应的政府机关沟通等服务。 

  

http://qydj.tjmqa.gov.cn/reportOnlineService/
http://qydj.tjmqa.gov.cn/reportOnlineService/
http://xzsp.tj.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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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企业的劳工问题 

内地劳动法律、法规 

《劳动合同法》要求企业与员工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新《劳动

合同法》请参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 

 

员工雇佣 

外商投资企业可根据经营需要，自行确定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并自行招聘员工。

招聘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比如委托劳动部门认可的招聘中介、在新闻媒体上刊登

招聘广告等等。 

常驻代表机构则应通过具有涉外劳务派遣资质的单位进行劳务派遣。常驻代表机构

与劳务派遣机构签订提供相应服务的合同，由劳务派遣机构与中国员工建立劳动合

同关系。 

 

员工薪金与福利安排 

 员工工时和工资制度： 

 应符合国家和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企业也可以根据自身管理需要建立

员工激励制度，比如绩效奖金、员工股票期权等 

 必须以当地货币按月支付，发薪日可以在劳动合同上进行规定 

 应遵守中国劳动法律、法规规定的工时制度，即员工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8

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40 小时 

 发放员工工资时有义务代扣代缴工资应纳的个人所得税，并将代扣代缴的个

人所得税款在次月纳税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并缴纳 

 香港居民没有中国公民身份号码，由税务机关赋予其纳税人识别号。扣缴义

务人扣缴税款时，纳税人应当向扣缴义务人提供纳税人识别号10 

 香港居民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

得，有扣缴义务人的，由扣缴义务人按月或者按次代扣代缴税款，不办理汇

算清缴11 

 有关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可

以参考本册子“第三部分 — 工作在天津”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2018年修正版）第 9条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2018年修正版）第 11条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cfg/flfg/fl/201605/t20160509_2396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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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保险： 

 应当依法为其内地员工和外籍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与员工个人缴存部分形

成对该员工的社会保险福利 

 对于企业雇佣的香港居民员工，企业亦应当为其办理社会保险 

 应缴存长期住房储金，即住房公积金 

 

企业为员工缴存社会保险费用的标准在内地各省、市、自治区或有所不同。2019-

2020 年天津市各项社会保险的具体缴存情况如下： 

社会保险 缴存比例 

（企业） 

缴存比例 

（员工） 

天津市社保缴存基数规定 

养老保险 16% 8%  以该职工上一年月平均工资数

为基数缴存，2019 年缴费基

数上限为 17613 元，缴存下限

为 3364 元。 

 在职职工同样能够选择参加大

额医疗救助金，2019-2020 年

度征收标准为 260 元/年。 

 工伤保险按照行业基准费率或

浮动费率缴纳，基准费率从

0.2%至 1.9%划分为八类。 

 公积金的缴存比例由企业自行

选择，最高不得超过 12%。

2019 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

数最低不得低于 2050 元，最

高不得超过 25983 元。 

医疗保险 10% 2% 

工伤保险 行业基准费率 职工不缴纳 

失业保险 0.5% 0.5% 

生育保险 0.5% 职工不缴纳 

住房公积金 5%~12% 5%~12% 

 

欲了解更多详情，可拨打天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咨询电话：8622-12333 和天津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电话：8622-12329。  

 

 女职工产假制度：《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不少于 98 天

的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 15天。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生育或者流产的

医疗费用，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

的，由用人单位支付。 

 

  



 

47 

 

 

 

外资企业在内地主要适用的税务事项 

总体概况 

外国投资者（包括香港投资者）到内地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和常驻代表机构，可

能会涉及的主要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附

加税（费）、关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印花税、城

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契税、土地增值税及环境保护税等。如需了解具体的税务

问题或实际操作，可致电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咨询热线：8622-12366。 

 

企业所得税 

 纳税义务人及税率 

- 居民企业：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是 25%，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按较低的税率

征收 

- 非居民企业：预提所得税率减为 10%，这一优惠预提所得税税率适用于股息、

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非积极性的收入如销售或转让房屋、建筑

物、土地使用权和转让中国公司股权的所得 

备注：居民企业是指依照中国法律成立的或依照外国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设在

中国的企业。居民企业需就全球收入在中国缴纳企业所得税，而非居民企业仅就来

源于中国的收入中国的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额计算 

居民企业应缴纳所得税额等于应纳税所得额乘以适用税率，基本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 = 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税率 - 减免税额 - 抵免税额 

 

应纳税所得额有两种计算方法： 

（一）直接计算法：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 - 不征税收入 - 免税收入 - 各项扣除金

额 - 弥补亏损 

（二）间接计算法：应纳税所得额=会计利润总额（+/-）纳税调整项目金额 

  



 

48 

 

 

 

 申报与缴纳 

中国的纳税年度按公历年计算。年终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应自该年度下一年的 5 月

31 日或之前完成（但一些当地的主管税务局有可能要求提前递交年度申报表）。企

业所得税应分月或分季在月份或者季度终了后 15 日内预缴。 

 

增值税 

 纳税义务人 

在中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

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 

 

 税率 

标准税率为 13%，某些特定产品与服务为 5%，6%或 9%，小规模纳税人为 3%。同

时还有部分货物、劳务或应税服务行为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或零税率政策。 

 

 应纳税额计算 

- 一般纳税人 

应纳税额 = 当期销项税额 - 当期进项税额 

销项税额 = 销售额×税率（注：当期销项税额小于当期进项税额不足抵扣时，

其不足部分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扣。） 

进项税额为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接受应税劳务（服务）所支付的增值税额 

- 小规模纳税人 

应纳税额 = 销售额×征收率 

 

 申报与缴纳 

增值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 1 日、3 日、5 日、10 日、15 日、1 个月或者 1 个季度。纳

税人的具体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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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税发票管理 

增值税发票分为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两种。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税款可以为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抵扣（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不可抵扣），而增值税普通发票无论受

票方是否为一般纳税人均不可抵扣。 

从发票开具资格来说，主要分为税务代开和自行开票两种。当部分法人单位或个人

没有开发票的资格，可以前往税务局开具发票。当企业注册完成后，就可以申请税

控和发票，拥有开发票的资格。之后公司再配备电脑和针式打印机设备，就可以开

始自行开票了。 

 

消费税 

消费税适用于生产和进口特定种类的商品，包括：烟、酒、化妆品、珠宝、鞭炮、

焰火、汽油和柴油及相关产品、摩托车、小汽车、高尔夫球具、游艇、奢侈类手表、

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电池和涂料。按商品的种类，消费税可根据商品的销售价

格及/或销售量计算应缴的消费税。除关税和增值税外，某些商品另需缴纳消费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流转税（即增值税及消费税）税额为计税依据，

按照一定的税率进行计缴。凡缴纳流转税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

税义务人。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根据地区的不同分为三档：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

税率为 7%；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 5%；其他地区税率为 1%。 

 

教育费附加 

教育费附加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流转税（即增值税及消费税）税额为计征依据按 3%

的税率征收。凡缴纳流转税的单位和个人，都是教育费附加的纳税义务人。 

 

地方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费附加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流转税（即增值税及消费税）税额为计征依据

按 2%的税率征收。凡缴纳流转税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地方教育费附加的纳税义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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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税 

土地增值税是对有偿转让或处置不动产取得的收入减去“扣除项目”后的“增值收

入”按 30%-60%的超率累进税率征收的税项。 

经营房地产开发的企业“扣除项目”包括： 

 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 

 房地产开发成本 

 财务费用，例如利息，在某些情形下可以扣除。其它房地产开发费用（即销售和

管理费用）是可以有限度的扣除，最高扣除额为土地使用权支付的金额和房地产

开发成本金额之和的 5%；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

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房地产开发费用按土地使用权支付的金额和房地产开发成本

金额之和的 10%以内计算扣除。 

 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一般为营改增前实际缴纳的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

附加，营改增后允许扣除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以及印花税） 

 经营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另外可以按照头二项金额之和加计 20%扣除 

 转让旧房可扣除项目包括旧房的评估价格和在转让中缴纳的税金 

 

关税 

中国对进口货物征收关税，关税由海关在进口环节执行征收。 

一般来说，关税采用从量税或从价税的形式征收。从量征收按货物的数量为计税依

据，比如每单位或每公斤人民币 100 元。从价征收按货物的海关完税价格为计税依

据。从价征收的方法下，按货物海关完税价格乘以从价税率，计算出应缴税款。 

外商投资企业投资于《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鼓励项目类的，在投资总额内进口

的自用机器设备以及按照合同随上述设备进口的技术和配套件、备件，可免征收进

口关税，列于《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和《进口不予免税的重大

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中的设备除外。 

对于暂时进境并将复运出境的机器、设备和其他货物，某些情况下可以给予免税。

暂时进境的期限通常为 6 个月但可延长至 1 年，或需要支付应纳税款的保证金。 

对用于进料加工或者来料加工的进口原材料可以免征收关税和增值税。对进出口保

税区的货物，某些情况可免征收关税和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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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 

所有书立、领受“应税凭证”的单位和个人都应缴纳印花税。印花税税率从购销合

同等金额的 0.03%、借款合同等金额的 0.005%到财产租赁合同、财产保险合同等金

额的 0.1%不等。对于营业执照、专利、商标以及其他权利许可证照按每本人民币 5

元征收印花税。 

根据财税[2018]50 号文件，记载资金的账簿按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合计金额的 0.05%

减半征收，原按件贴花 5 元的其他账簿免征印花税。 

 

房产税 

房产税是对房屋和建筑物的所有人、使用人或是代管人征收的税种。其税率为房产

原值的 1.2%。地方政府通常会提供 10%到 30%的税收减免。另外，也可按房产租金

的 12%征收房产税。 

 

车辆购置税 

车辆购置税是对所有购买和进口汽车、摩托车、电车、挂车、农用运输车行为，按

计税价格 10%征收的一种税。 

 

契税 

土地使用权或房屋所有权的买卖、赠与或交换需按成交价格或市场价格的 3%至 5%

征收契税。纳税人为受让人。 

 

车船税 

车船税是对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车辆和船舶征收的一种税，每年按定额缴

纳。通常，载货汽车按其自重定额计税，汽车、载客汽车和摩托车按单位数量定额

计税，船舶则按其净吨位定额计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是对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范围内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

征收的一种税。税额是按年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乘以地方政府核定的每平

方米固定税额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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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其管辖的其他海域，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包括：

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为环

境保护税的纳税人，应当缴纳环境保护税。 

 

文化事业建设费 

从事娱乐业、广告业务的单位和个人按营业额的 3%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 

 

其他商业考量 

资本12
 

尽管商务部门拥有审批阶段的最终决定权，但针对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要求体现

在以下两个部分： 

 总投资额：按其生产规模需要投入的基本建设资金和生产流动资金的总和 

 注册资本：外商投资者认缴的资本总额 

 

知识产权 

内地的知识产权类型主要有：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内地有相关法律

法规，就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处罚和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方式作出

规定。 

 

租赁办公场所 

租赁办公室时需要留意房屋拥有者所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而《不动产权证书》

上列明的房屋用途一般须为商业用途。 

  

                                                            
12 有关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的详细资料，可以参阅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 1987年 2月颁布实

施的工商企字[1987]38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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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 

香港投资者在内地投资如遇到民商事纠纷，可以采用仲裁或诉讼两种不同的方式 

解决： 

 仲裁制度是指争议的双方事先达成协议，自愿将争议提交选定的仲裁机构作出裁

决，并有义务履行裁决的一种法律制度 

 经济纠纷审判制度采用两审终审制，当事人应当在知道自己权利受到侵害起三年

内提出诉讼  



 

54 

 

 

六、 医疗与婚育在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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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在天津 

 

内地医疗体系 

内地的医疗系统包括公立和私立医院。大部分医疗机构是公立医院，其中部分公立

医院设立了外宾门诊。内地的医疗系统在制度、体系和服务流程等方面均与香港有

较大的差异。因此，香港居民在就医前应按自身需要及病历寻找适合自己的医疗 

服务。 

 

内地医院分类 

根据医疗服务、医疗教育和医疗研究等三方面的能力，内地医院一般会被划分为三

个层级，分别为 1 级、2 级和 3 级医院： 

 
3 级医院 2 级医院 1 级医院 

病床数量 > 500 100 - 500 < 100 

提供服务  治疗疾病的覆盖范围

比 2 级医院更广 

 在有关医疗教育和研

究方面，能承担比 2

级医院更大的职责 

 能担当医疗中心的 

角色 

 比 1 级医院提供更全面

的治疗 

 医疗教育和研究具有区

域性的影响力 

 基础治疗 

 预防保健和康复

服务 

 

注释：病床数量一般适用于综合医院；至于专科医院，该指标在不同级别医院中可能存在差异 

 

除了三级分类外，医院评级还会依据医疗服务质素、技术、设备等指标在每一层级

下被进一步细分为 3 等（由 A 等至 C 等）。这个评级模式会把所有医院分为 9 个档

次，由 1C（最低评级）至 3A（最高评级）。 

欲了解更多天津市公立医院的信息，请参考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门诊治疗流程 

门诊治疗流程一般可分为以下六步 

 病情分流 

 挂号 

http://wsjk.tj.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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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诊 

 医疗/检查 

 配药 

 后续治疗 

 

天津大部分医院需先经挂号，来确定应诊医生以提供诊疗服务。针对公立医院，香

港居民可选择网上预约挂号、电话预约挂号等方式进行挂号，以方便患者就医，详

情请参考科瑞泰 Q 医 APP、医指通挂号（及其门诊大厅 APP）、金医宝 APP、健康

天津 APP 或支付宝城市服务平台-医疗健康服务方便实现预约服务。 

此外，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外籍人才津城通”里的医疗服务，进行预约挂号，

但目前仅限于天津医院和泰达医院。预约时填写完相关个人信息后，在一个工作日

内有相关人员会与你取得联系，进行进一步的安排和诊治。 

 

急诊 

天津多数三甲医院及专科医院的急诊部 24 小时开放。如遇突发疾病，可以自行前往

天津相关医院急诊科进行救治；如不能自行前往，也可拨打 120、999 急救热线，等

待救援。 

 

配药 

与香港不同，内地的便利店、健康和美容店以及超级市场是禁止销售药物的。大部

分药物（包括非处方药物）只在专门的药店发售。 

 

医疗保险 

内地大部分医院均不接受病人直接使用外国医疗保险卡付款。如有需要在内地使用

海外保险公司提供的医疗保险计划，并进行索偿的话，请确保所就医的单位在受保

范围之内。 

 

一般而言，由内地与海外机构直接于境内设立的医院或公立医院的国际医疗部都会

在医疗保险受保范围之内。 

 

  

http://www.ezt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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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天津医院已可接受信用卡、支付宝以及微信付款。但为确保及时就诊，最好

保持有足够现金或携带可银联支付的银行卡或同保险公司/医疗保险服务提供者出具

的会员卡。病人也应该在前往医院或诊所前确认其持有的医疗保险卡是否适用。 

 

天津部分医院联系方式 

下表所列综合和专科医院的资料主要来自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及各医院

的官方网站，仅供读者参考。表格中所列医院联系电话所提供的服务均为一般性咨

询服务，不能提供挂号、预约等服务。下表的资料亦无意构成广告或业务招揽，驻

京办不为任何产品，服务或资料内容作宣传。有关医疗机构的详细信息请参考各医

院网站及医指通网上预约平台。 

 

 

名称 地址 电话 备注 

综合性医院-公立（三级甲等）（提供 24 小时急救服务） 

天津医科大

学第二医院 

天津市河西区平

江道 23 号 

8622-28331788 

 

特色：心脏科，泌尿外科 

http://www.yd2y.com.cn/ 

天津市天津

医院 

天津市河西区解

放南路 406 号 

8622- 60911000/60913000     

（天津医院河西院区） 

8622-23197059/23197138

（天津医院和平院区） 

特色：骨科疾病 

http://www.tjorthop.org/ 

天津市环湖

医院 

天津市津南区

吉兆路 6号 

8622-59065906（总机） 

8622- 59065550/59065520 

特色：神经内外科 

http://www.tnsi.org/ 

天津市人民

医院 

天津市红桥区芥

园道 190 号 

8622-87729595 

 

特色：消化外科、脊柱外科、中西

医结合肿瘤科 

http://www.umc.net.cn/ 

天津市第一

中心医院 

天津市南开区复

康路 24 号 

8622-23626600/23626032 特色：器官移植、急救医学、 

耳鼻喉 

http://www.tj-fch.com/ 

https://www.eztcn.com/Home/Index/index/cityid/2.html
http://www.yd2y.com.cn/
http://www.tjorthop.org/
http://www.tnsi.org/
http://www.umc.net.cn/
http://www.tj-fch.com/


 

58 

 

 

 

  

名称 地址 电话 备注 

天津市第三中

心医院 

天津市河东区津塘路 83

号 

8622-84112114 

 

特色：肝胆疾病 

http://www.tj3zx.cn/ 

天津市医科大

学总医院 

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

154 号 

8622-60362255 特色：神经外科、胸部肿瘤科、消化科 

http://www.tjmugh.com.cn/ 

天津医科大学

总医院（空港 

医院） 

天津空港经济区东六道

85号 

8622-60119600 特色：急创救治 

http://www.tmuaih.com/Survey.aspx

?PkId=766165d1-91a1-4eea-b4d5-

a886a14b30fd 

综合性医院-私立（提供会员制急救服务） 

天津和睦家医

院 

天津市河西区潭江道天

潇园 22 号（近半岛豪庭

北门） 

4008-919191

（24 小时服务 

热线） 

 

8622-58568500

（24 小时急症

治疗热线） 

综合 

http://tianjin.ufh.com.cn/  

 

成人晚间可急诊， 

无儿科急诊，有英文服务 

莱佛士天津诊

所 

天津市河西区紫金山路

喜来登饭店公寓楼一层 

8622-23520143

（门诊） 

综合 

https://www.rafflesmedicalgroup.com/i

nternational-

clinics/locations/china/tianjin 

 

莱佛士天津泰

达诊所 

天津市滨海新区泰达第

一大街 79 号，泰达

MSD-C 区 C2 座 102 室 

8622-65377616

（门诊） 

综合 

https://www.rafflesmedicalgroup.com/i

nternational-

clinics/locations/china/tianjin-teda 

专科医院-公立（三级甲等）      （无特殊说明，有专业急诊） 

天津市儿童医

院 

天津市北辰区龙岩道

238 号 

8622-87787101 儿科 

http://www.tjchildrenshospital.com/ 

天津市中心妇

产科医院 

天津市南开三马路 156

号 

8622-58287742

（导诊台） 

妇产科 

http://www.tjzxfc.com/ 

 

http://www.tj3zx.cn/
http://www.tjmugh.com.cn/
http://www.tmuaih.com/Survey.aspx?PkId=766165d1-91a1-4eea-b4d5-a886a14b30fd
http://www.tmuaih.com/Survey.aspx?PkId=766165d1-91a1-4eea-b4d5-a886a14b30fd
http://www.tmuaih.com/Survey.aspx?PkId=766165d1-91a1-4eea-b4d5-a886a14b30fd
http://tianjin.ufh.com.cn/
https://www.rafflesmedicalgroup.com/international-clinics/locations/china/tianjin
https://www.rafflesmedicalgroup.com/international-clinics/locations/china/tianjin
https://www.rafflesmedicalgroup.com/international-clinics/locations/china/tianjin
https://www.rafflesmedicalgroup.com/international-clinics/locations/china/tianjin-teda
https://www.rafflesmedicalgroup.com/international-clinics/locations/china/tianjin-teda
https://www.rafflesmedicalgroup.com/international-clinics/locations/china/tianjin-teda
http://www.tjchildrenshospital.com/
http://www.tjzxf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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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地址 电话 备注 

天津眼科 

医院 

天津市和平区甘肃路 4

号 

眼科专家出诊问询电话 

8622-27313334 

老年白内障问询电话 

8622-27300537          

斜视与弱视问询电话 

8622-27313331 

激光近视眼手术问询电话 

8622-27305083 

验光配镜问讯电话 

8622-27313335 

眼科 

http://www.oio.cn/ 

 

天津胸科 

医院 

天津市津南区台儿庄南

路 261 号 

8622-88185555 

400-651-1800 

12320 

胸、心疾病、呼吸道疾病 

http://www.chesthospit

al.com/ 

天津医科大学

口腔医院 

天津市和平区气象台路

12 号 

8622-23332014（咨询） 

 

口腔科 

http://dentistry.tmu.ed

u.cn/ 

中国医学科学

院血液病医院

（血液学研究

所）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

288 号 

8622-23909083（医疗服务） 

8622-23909362（检测服务） 

血液科 

http://www.chinablood.

com.cn/ 

天津市肿瘤医

院 

天津市河西区体院北环

湖西路 

8622-23340123（总机） 

 

肿瘤科 

http://www.tjmuch.com

/ 

天津市口腔医

院 

天津市和平区大沽北路

75 号 

8622-27111678/27126101 

15510922920 （总院） 

8622-88357617 

15522877779/15522877798 

（河西综合门诊） 

口腔科 

http://www.tjskq.com/ 

http://www.oio.cn/
http://www.chesthospital.com/
http://www.chesthospital.com/
http://dentistry.tmu.edu.cn/
http://dentistry.tmu.edu.cn/
http://www.chinablood.com.cn/
http://www.chinablood.com.cn/
http://www.tjmuch.com/
http://www.tjmuch.com/
http://www.tjsk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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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地址 电话 备注 

泰达国际心

血管病医院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

三大街 61 号 

8622-65208888 

 

特色：神经外科、

胸部肿瘤科、消化

科 

http://www.tedai

ch.com/ 

天津市传染

病医院（天

津市第二人

民医院） 

天津市南开区苏堤路 75

号 

8622-27468165/ 27468102/27468023 肝病等 

 

http://www.tj2rm.

com/ 

专科医院-私立          （非急诊最佳选择） 

天津美津宜

和妇儿医院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

东路 

21 号 

8622-58982012 妇产科、儿科 

http://tianjin.amc

are.com.cn/ 

 

天津新世纪

妇儿医院 

天津市和平区赤峰道 33

号 

8622-60975151 儿科 

http://www.ncich

.com.cn/index/tia

njin_index/city/ti

anjin 

 

爱尔眼科 

医院 

天津市复康路 102 号 8622-23669900 

400-022-6261 

眼科 

http://www.aier02

2.com/ 

 

瑞尔齿科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 75

号天津国际大厦 302 室 

8622-23316219 齿科 

http://www.arrail

-dental.com/ 

http://www.tedaich.com/
http://www.tedaich.com/
http://www.tj2rm.com/
http://www.tj2rm.com/
http://tianjin.amcare.com.cn/
http://tianjin.amcare.com.cn/
http://www.ncich.com.cn/index/tianjin_index/city/tianjin
http://www.ncich.com.cn/index/tianjin_index/city/tianjin
http://www.ncich.com.cn/index/tianjin_index/city/tianjin
http://www.ncich.com.cn/index/tianjin_index/city/tianjin
http://www.aier022.com/
http://www.aier022.com/
http://www.arrail-dental.com/
http://www.arrail-dental.com/


 

61 

 

 

 

天津“看病”紧急救助指南 

 

120 急救热线 

120 急救中心在全市范围内设有多个急救站点，但所提供的服务一般为收费服务，而

且收费标准各不相同。详情可参考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国际 SOS 救援中心 

天津拥有两家国际 SOS 与莱佛士医疗集团合作经营的诊所，能够提供国际标准医疗

保健服务。天津诊所位于天津市河西区紫金山路喜来登饭店公寓楼一层，营业时间

为周一至周五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周六早上九点到下午一点；天津泰达诊所位于

天津市滨海新区泰达第一大街 79 号，泰达 MSD-C 区 C2 座 102 室，营业时间为周一

至周五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其他非营业时间可联系北京报警中心（针对会员的紧

急联系电话：8610-64629100），通过全球报警中心网络为紧急转运提供协调和供

应品。 

医疗门诊热线电话：8622-23520143（天津诊所）、8622-65377616（天津泰达 

诊所）。 

 

驻京办可提供的协助 

香港居民如在内地受伤或发病，应尽快到当地医院就医。一般情况下，必须征询医

生意见，确保病人身体状况合适才可安排病人返港。 

香港特区政府现时并无提供跨境运送病人服务，救护车服务亦不能预约。如当事人

或其亲属于内地受伤或发病需返港就医并召唤救护车，可致电香港入境处协助在外

香港居民小组、驻京办及其他分支机构查询安排，或于抵达香港管制站后向当值人

员要求协助。按现行安排，救护车会将病人从管制站送往就近的香港医院接受治

疗。 

如需进一步协助,可联络香港入境事务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 24 小时求助热线：

852-1868。 

 

  

http://wsjk.tj.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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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与生育”在天津 

 

在天津结婚登记 

若打算在内地缔结婚姻，须依照内地法规办理婚姻登记手续。详情可参阅天津市民

政局的网页。 

 

在天津结婚登记办理条件 

凡在天津有常住户口的居民与香港居民缔结婚姻，男女双方须前往天津市民政局婚

姻登记处申请办理结婚登记，并符合以下条件： 

 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共同到婚姻登记处提出申请 

 当事人男年满 22 周岁，女年满 20 周岁 

 当事人双方均无配偶（未婚、离婚、丧偶） 

 当事人双方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 

 双方自愿结婚 

 双方均未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生育子女 

若子女在香港出生 

 在婴儿出生后 42 天内，为其办理出生登记。该登记为免费办理。 

 在新生婴儿的出生医院向出生登记处以电子方式传送新生婴儿出生呈报表后，婴

儿的父母便可通过互联网或电话预约服务办理出生登记手续。 

查阅有关办理子女出生登记手续、为儿童加名或改名的程序，及如何翻查出生登记

纪录，或领取出生登记项的核证副本的资讯，参考详情请点击此处。   

http://mz.tj.gov.cn/
http://mz.tj.gov.cn/
http://www.gov.hk/tc/residents/immigration/bdmreg/birth/birthreg/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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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子女在天津出生 

 在婴儿出院前向生产的医疗机构办理出生医学证明 

 若小孩根据《入境条例》（第 115 章）附表 1 第 2(c)段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

居民，父母可为孩子申请香港特别行政区居留权证明书 

参考详细资料请点击此处或向驻京办入境事务组查询。 

 

国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中国公民」指具有中国国籍的人士。凡具有中

国血统的香港居民，本人出生在中国领土（含香港）者，以及其他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籍法》规定的具有中国国籍的条件者，都是中国公民。 

参考详细资料请点击此处或向驻京办入境事务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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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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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与香港法系区别 

内地属于民法法系（又称“大陆法系”），香港属于普通法系（又称“基本法

系”）。民法法系以成文法为主；而在普通法系下，法律条例和判例法均是该体系

的基石。两大法系在法律体系及立法基础、法官权限以及诉讼程序等方面均有很大

差异。如在内地遇到法律问题，香港居民应咨询专业的法律人士或机构。 

 香港 内地 

法律体系 普通法法系 民法法系 

其他显著差异   

保持缄默的权利 √ × 

被询问时律师在场权 √ × 

 

 

香港居民在内地旅游或逗留时，应当遵守内地的法律和法规。若违反内地法律，需

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在内地被逮捕或拘留，可联络驻京办寻求协助。 

 

天津市公证机构提供的服务 

 合同公证 

 继承公证 

 委托、声明、赠与、遗嘱公证 

 财产分割公证 

 招标投标、拍卖公证 

 婚姻状况、亲属关系、收养关系公证 

 出生、生存、死亡、身份、经历、学历、学位、职务、职称、有无违法犯罪记录

公证 

 公司章程公证 

 保全证据公证 

 文书上的签名、印鉴、日期，文书的副本、影印本与原本相符公证以及自愿申请

办理的其他公证事项 



 

66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公证机构登记的事务 

 代写与公证事项有关的法律事务文书 

 提供公证法律咨询等 

 

 

在内地办理涉港案件中，对于发生在香港地区的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均要求

当事人提交中国委托公证人出具并经司法部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加章转

递的公证证明，方可在内地使用。 

 

天津公证机构名录 

欲了解更多天津市公证机构名录，请登陆天津市公证协会网站。 

下文所列公证机构及鉴定机构的资料主要来自天津市公证协会，法律评级机构和天

津市司法局等机构的公开网页，仅供读者参考。下表的资料亦无意构成广告或业务

招揽，驻京办不为任何产品，服务或资料内容作宣传。 

 

名称 地址 电话 

天津市北方公证处 天津市和平区大理道 100 号 8622-58825888 

天津市滨海公证处 天津市南开区育梁道 3号 8622-83690301 

天津市和平公证处 天津市和平区西安道 68 号 8622-23397061  

天津市河西公证处 天津市河西区新围堤道与小围堤道交口东侧鑫磊大

厦底商 

8622-23278666 

天津市河北公证处 天津市河北区榆关道 676 号 8622-26292218 

天津市红桥公证处 天津市红桥区光荣道 139 号 8622-27270039  

天津市东丽公证处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路 57 号 8622-84375817 

天津市西青公证处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西青道 419 号 8622-27391913 

天津市海河公证处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体育场北路津南区公共法

律服务中心 

8622-28391086 

http://www.tjgz.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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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律师事务所 

根据天津市律师协会统计，天津市有约 1000 家律师事务所。此外，许多外国律师事

务所在天津设立了代表处。 

 

 

根据内地法律规定，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处的代表律师可在代表处注册地的司法部

门办理注册手续后开展非中国法律服务的活动，但代表处的代表律师及其所聘用的

辅助人员（如财务、行政管理人员）均不得以"中国法律顾问"名义为客户提供中国法

律服务。 

欲了解更多天津市律师事务所的联系方式和律师名单，请登陆天津市律师协会网站

和天津市律师管理服务平台。 

 

 

名称 地址 电话 

天津市渤海公证处 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园区梓苑路 18 号 8622-23759998 

天津市北辰公证处 天津市北辰区津京公路 356 号 8622-26397926 

天津市武清公证处 武清区雍阳西道市民服务中心 16 层 8622-82112941 

天津市宝坻公证处 天津市宝坻区广川街 23 号 8622-29241563 

天津市蓟州公证处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迎宾大街 93 号 8622-82863561 

天津市塘沽公证处 天津市塘沽区大连道 1245 号 8622-25895675 

天津市汉沽公证处 天津市汉沽区新开中路府北街 3 号 8622-25695086 

天津市大港公证处 天津市大港区玉秀街 72 号 8622-25991610 

天津市泰达公证处 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街 21 号泰达档案馆北门

五层 

8622-25203328  

天津市南开公证处 南开区长江道 23 号 8622-27352279 

天津市河东公证处 河东区大桥道八号路 21 号 4006138895-1-5 

天津市静海公证处 静海区静海镇静文路 14 号 8622-28942667 

天津市芦台公证处 宁河区芦台镇金华路宁河区委党校 106 室 8622-69591696 

http://www.china-lawfirm.com/
http://60.28.163.201:8091/lawyer/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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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司法鉴定机构 

欲了解更多天津市司法鉴定机构的联系方式和司法鉴定人名单，请登陆天津市司法

局网站或 12348 天津法网。 

 

名称 联系方式 

天津医科大学司法医学鉴定中心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气象台路 22 号 

电话：8622-83336850  

天津市开平司法鉴定中心 地址：天津市华苑产业区榕苑路 4-A-401-B  

电话：8622-27511387 

天津市司法精神病鉴定委员会 地址：天津市河北区建昌道 34 号（天津市公安局安康医院院内） 

电话：8622-60971069 

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 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 238 号 

电话：8622-85683020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司法医学鉴定

中心 

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 123 号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实验楼 1 楼 

电话：8622-60362090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电子

数据司法鉴定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大街 80 号天大科技园 D3 

电话：8622-66211255 

农业生态环境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司

法鉴定中心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 31 号 

电话：8622-23610097 

天津市法医学鉴定中心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 78 号 

电话：8622-23320226  

天津市环境保护技术开发中心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 17 号 

电话：8622-87671353 

 

  

http://sf.tj.gov.cn/flfw/xjd/gzxx/
http://sf.tj.gov.cn/flfw/xjd/gzxx/
https://tj.12348.gov.cn/#/homepage/hom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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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突发事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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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求助电话 

报警电话：110                                  急救中心：120 或 999 

火警电话：119                                  交通事故：122 

政府便民热线：12345                     公共卫生热线：12320 

 

驻京办可提供哪些协助？ 

当你身处内地时，香港特区政府驻内地办事处可以提供的协助 

 丢失由香港特区政府签发的身份证明文件：为你签发入境许可证以便返回香港

（注：在天津的港人必须直接向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申请协助。） 

 为合资格并持有有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人士提供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换领

服务 

 遭遇严重意外或伤亡：将情况通知你在港的亲属，并就有关的程序事宜提供咨询

意见 

 应你的要求，联络你在港亲友，请他们给予金钱上的援助 

 收到内地执法机关有关你被拘留或逮捕的通知后，把情况转告你在港的亲属 

 应你亲友的要求，就你被拘留或逮捕的个案，向内地执法机关了解情况 

 应你或你亲友的要求，提供有关内地律师的资料 

 提供其他有关的咨询服务 

 

当你身处内地时，香港特区政府驻内地办事处不可以提供的协助： 

× 按照「一国两制」原则，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为香港居民提供协助时，不能干涉

内地的司法制度及行政运作 

× 不能袒护香港居民的违法行为，不能为香港居民开脱罪责 

× 不能协助香港居民在住院治疗、羁押或服刑期间获得比内地居民较佳的待遇 

× 不能代香港居民支付酒店、律师、医疗及交通等的费用或其他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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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被拘留或逮捕） 

香港居民在内地触犯或涉嫌触犯刑事法律而被司法机关拘留、逮捕或执行其他强制

措施、审判及有关处罚时，其法律地位、适用的审判程序、享有的法律及诉讼权利

和待遇等都与内地居民完全相同。如有需要，香港居民可联络驻京办、驻成都办、

驻粤办、驻沪办、驻武汉办或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寻求协助。 

 

遗失证件（身份证、居住证或回乡证） 

(1) 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失身份证明文件并索取报失证明 

(2) 向当地出入境管理处或香港中国旅行社深圳办事处罗湖口岸受理点、皇岗口岸受

理点、福田口岸受理点和深圳湾口岸受理点申请《入出境通行证》（俗称临通） 

(3) 倘若当事人在遗失身份证明后需要协助返回香港，可联络入境处、驻京办、驻沪

办、驻武汉办、驻成都办或驻粤办请求协助。具体联系方式，可参考前文“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简介” 

 

遗失财物 

向就近的公安派出所报失，取得遗失证明。 

如急需返回香港，可联络驻京办、驻上海办、驻武汉办、驻成都办、驻粤办或入境

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寻求协助。 

 

交通事故 

(1) 一般轻微事故可自行协商处理或交由交通警察调解处理 

(2) 在下列情况，当事人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报警：驾驶人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或者

驾驶的机动车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驾驶人有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

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嫌疑的；驾驶人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

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嫌疑的；机动车无号牌或者使用伪

造、变造的号牌的；当事人不能自行移动车辆的；一方当事人离开现场的；有证

据证明事故是由一方故意造成的 

(3) 当事人依法可要求公安机关通知其家属。当事人亦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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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情请参考《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

管局及天津市保险行业协会网站。 

 

死亡及相关问题 

如香港居民的同行者或亲友在内地遭遇严重意外或伤亡，应立即向内地公安机关报

告。如需进一步协助，可联络入境处、驻京办、驻上海办、驻武汉办、驻成都办、

驻粤办。 

http://ga.tj.gov.cn/tztg/2018-07-06/detail-ihexfcvk5689577.shtml
http://tianjin.circ.gov.cn/web/site35/
http://tianjin.circ.gov.cn/web/site35/
http://www.tji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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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这本小册子的资料主要来自普华永道及各有关机构的公开网页，仅供参考。虽然驻京办在编辑过程中

力求准确，但驻京办对小册子提供的资料的准确性、完整性、内容和时效性不作任何明示的或暗示的

保证、陈述或担保，亦不承担任何因使用此小册子的资讯而造成的直接的、间接的、特殊的、偶然的、

必然的或警示性的损失。 

读者有义务自行核实所有资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时效性。小册子所提供的资讯及分析可能不适用于

读者的具体个案或事实情况。因此，读者应该在做出决策之前，寻求专业的咨询服务。 

小册子所提供的资讯无意构成广告或业务招揽。驻京办不为任何产品、服务或引用的文字资料内容作

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