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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香港About HK

　　香港以廉洁的政府、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经济体系及完善的法
治闻名于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也是通向中国内地的主要门
户城市。

”

”

香港版图

 香港可分为四个部份－香港岛、新

界、九龙和离岛。九龙是位于北边港口的

半岛，最多游客聚集的尖沙咀就在这个半

岛最南端。香港岛的面积为78平方公里，

只占全香港陆地面积的7%，却是最主要的

商业地区，充满了写字楼和旅游景点。新

界的面积约有980平方公里，相当于香港陆

地面积的91%。而离岛共有234个岛屿，最

大的离岛大屿山几乎是香港岛的两倍大。

香港是国际重要的经济、金融、航运

中心和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之一，摩天大

楼数量居全球首位，经济自由度居世界

前列，被誉为“东方之珠”。香港是中西

方文化交融的中心，全球仅次于纽约、伦

敦、东京的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亚洲

四小龙”之一。

香港国际机场

海洋公园

迪士尼 旺角

尖沙咀维多利亚港

中环 铜锣湾
太平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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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府公布的2014年为例：

语文

公众假日

香港的法定语文是中文和英文。在政府部门以

及法律界、专业人士和商界之中，英文是广泛采用

的语文。在许多于香港营商或到内地和台湾经商的

企业中，精通英语、广东话和普通话的三语人才拥

有较大优势。

·按惯用语言划分的人口比例：

·广东话：89.5%

·普通话：1.4%

·其他中国方言：4%

·英语：3.5%

·其他语言：1.6%

香港有两类公众假日，分别是法定假日和公众假

期。法定假日是《雇佣条例》规定必须给予所有雇员

的假日，而公众假期则包括每个星期日、所有法定假

日和另外5个假日。

·工作周：星期一至星期六

·法定假日：12日

·公众假期：17日（包括 12 个法定假日在内）

每个星期日  星期日

一月一日 1月1日 星期三

农历年初一 1月31日 星期五

农历年初二 2月1日 星期六

农历年初四 2月3日 星期一

清明节 4月5日 星期六

耶稣受难节 4月18日 星期五

耶稣受难节翌日 4月19日 星期六

复活节星期一 4月21日 星期一

劳动节 5月1日 星期四

佛诞 5月6日 星期二

端午节 6月2日 星期一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 7月1日 星期二

中秋节翌日 9月9日 星期二

国庆节 10月1日 星期三

重阳节 10月2日 星期四

圣诞节 12月25日 星期四

圣诞节后第一个周日 12月26日 星期五

香港特别行政区

人口

经济

HK·Background  背景 HK·Background  背景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特别行政区。香

港自1842年开始由英国统治，至1997年，中国政府

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根

据《基本法》规定，香港目前的政治制度将会维持

五十年不变，以公正的法治精神和独立的司法机构

维持香港市民的权利和自由。

·政府首长：行政长官

·政府内阁：行政会议

·立法机关：立法会（共70个议席）

·最高上诉法院：终审法院

香港的经济素以自由贸易、低税率和最少政府
干预见称。香港在全球贸易经济体系中排行10，最
主要的贸易伙伴是中国内地。香港的经济以服务业
为主，与内地和亚太区其他地方的联系尤其密切。

·法定货币：港元
·本地生产总值：18,232亿港元（2011年）
·人均本地生产总值：266,026港元（2011年）
·本地生产总值实质增长：+5.8%（2011年）
·劳动人口：374万（2011年）

香港最新的一次人口普查在2011年，调查结果

显示，香港总人口约有707万人口，其中绝大部分

为华裔人士，外籍人士占 6.4%。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6,540人

·粗略出生率（每千人）： 13.5人

·华裔人士占人口比例：93.6%

·其他国籍人士主要为：

·印度尼西亚人（共164,260人）

·菲律宾人（共153,060人）

·美国人（共29,080人）

关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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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天堂

最有人气的商场

香港素来被中外游客称作“购
物天堂”，在香港购物、不论是货品
种类、价格还是服务，都是世界知
名的。香港购物消费十分方便，因为
香港各地段都有大型购物商场。例
如中环的置地广场、国际金融中心商

场；金钟的太古广场；铜锣湾的时代
广场、崇光百货；尖沙咀的半岛酒店
商场、海港城、新世界中心；沙田的
新城市广场等。

海港城 - 位于香港九龙尖沙咀，是香港
最大面积的购物中心。海港城素来都汇聚

了众多星级化妆品牌，单是商场内的连卡

佛、JOYCE、FACES及city’super就云

集了不少化妆、美容、香水及个人护理品

牌专柜。海港城更是时尚衣饰配件的潮流

集中地，场内有多达过百家衣饰皮具专门

店，名牌手袋及时尚男女服装店更是比比

皆是，令人目不暇接。

太古广场 - 地处香港岛金钟道的太古广
场，被评为全球十大奢侈品购物地之一。

这里设有众多顶级品牌名店和高级餐厅，

是香港明星最爱逛的商场。多年的翻新工

程过后这里已经成为香港最新最时尚的

shopping mall。

时代广场 - 座落于港岛区繁盛的心脏地
带铜锣湾区，不但是香港最大型的购物中

心之一，更荣获香港旅游协会选为香港十

大购物景点之一。其特色就是采用开放式

购物廊设计，所有消费及娱乐设施均划分

为不同的区域，将同类型的商户集中在同

一层内，使顾客在消费娱乐时倍感方便。

除了购物的方便和享受外，时代广场每年

12 月 31 日都会举办除夕倒计时活动，热

闹程度与纽约的时代广场相当。

香港人特别喜欢早茶，一壶靓茶，几笼精致巧手的粤式点

心，一顿早餐可以吃的十分惬意，难怪港式饮茶一直声名在外。作

为最地道、最草根的饮食场所，茶餐厅早已成为香港文化的一部

分。一间小小的茶餐厅菜单内往往有几十种食物，食品多样，选择

繁多，顾客可以随意搭配。一份含有叉烧通粉、牛油多士、煎双蛋

和热奶茶的茶餐厅通常在下单后3~5分钟内就可以呈上，这就是港

式茶餐厅快、靓、正的地道文化。不同阶层、行业的顾客在茶餐厅

内边吃饭、边高谈阔论、阅读马经，也是茶餐厅的一大特色。茶餐

厅曾在“十个最代表香港的设计”中排名第一，还有人把港式丝袜

奶茶视作香港的一大发明，足以证明香港人对奶茶的重视。到现

在，不论走到哪里，总有“港式茶餐厅”随时在街口出现，带给你

美味的享受。

香 港 素 有 美 食 天 堂 的 美 誉 ，
汇聚了世界各地的美食，充满亚洲
风味的餐馆更是琳琅满目，愈热闹
的地方就愈多，如旺角、铜锣湾、
尖沙咀东部和九龙城等热闹地区尽
是有名的特色食肆。这里有辛辣的
泰国汤、香浓的印度咖喱、丰腴的
韩国烧烤、清新的越南沙律卷、鲜

美的日本寿司等等特色美食，数之
不尽。香港传统本地菜以广府菜、
客家菜及潮州菜为主，还有中国其
他地方的特色佳肴，包括湖南菜、
四川菜、北京菜、上海菜等。另外
香港临近海洋，海鲜也是常见的菜
色，亦发展出如避风塘炒蟹的避风
塘菜色。

美食天堂 

印象茶餐厅

HK·Delicious  美味 HK·Shopping  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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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HK Education

香港的教育既接轨国际教育水平，又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可谓
中西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更是立足于本土化、民族化、国际化和
多样化的方向全面发展，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香港的旅游资源丰富，不论香港
岛、九龙还是新界，总有无数新鲜事
物让您看个够,玩个够！在香港岛你
可以游览太平山顶，参观杜莎夫人蜡
像馆，也可以在穿梭在高楼林立的中
环CBD，到金紫荆广场欣赏维多利亚

港，晚上再到兰桂坊及SoHo荷南美
食区尽情享乐。在九龙既有著名的购
物圣地海港城，有人气颇高的星光大
道，还有非常接地气的庙街夜市供你
游走。

游乐天堂 

香港迪士尼乐园 - 是首个根据加州迪士尼为蓝本的主题乐
园，设有独一无二的特色景点，两家迪士尼主题酒店， 以及多

彩多姿的购物、饮食和娱乐设施。乐园大致上包括七个主题，包

括：“美国小镇大街”、“反斗奇兵大本营”、“探险世界”、

“幻想世界”和“明日世界”、“灰熊山谷”、“迷离庄园”。香

港迪士尼乐园还配合香港的文化特色，构思一些专为香港而设的

游乐设施、娱乐表演及巡游。在乐园内还可寻得迪士尼的卡通人

物米奇老鼠、小熊维尼、花木兰、灰姑娘、睡美人公主等。

香港海洋公园 - 享有“全球最受欢迎的主题公园”的美誉。公
园分山上和山下两部分，山上是香港海洋公园的主要部分，有海洋

馆、海涛馆、海洋剧场、百鸟居；山下的水上乐园，是亚洲第一个

水上游乐中心，还有花园剧场、金鱼馆及仿照历代文物所建的集古

村等。香港海洋公园拥有全东南亚最大的海洋水族馆及主题游乐

园，凭山临海，旖旎多姿，是访港旅客最爱光顾的地方。在这里不

仅可以看到趣味十足的露天游乐场、海豚表演，还有千奇百怪的海

洋性鱼类、高耸入云的海洋摩天塔，更有惊险刺激的越矿飞车、极

速之旅，堪称科普、观光、娱乐的完美组合。

最受欢迎的景点

HK·Entertainment  乐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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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经过近几年的改革，已经同世界主要教育强国的发展路径一致，同时与内地教育
亦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内地生前往香港读书可谓进入世界一流教育的最佳选择。

香港教育全年龄段就学路径对比如下：

内地 香港 英国 加拿大 美国

博士（3年） 博士（3-5年） 博士（3-5年） 博士（3-5年） 博士（3-8年）

硕士（2-3年） 硕士（1-2年） 硕士（1年） 硕士（2-3年） 硕士（1-2年）

大学（4年） 大学（4年） 大学（3年） 大学（3-4年） 大学（4年）

高中

高三

高中

中六

中学

A-Level（两年）

高中

十二年级

高中

十二年级

高二 中五 十一年级 十一年级

高一 中四 GCSE（中四、中五） 十年级 十年级

九年级 九年级

初中

初三

初中

中三 中三

初二 中二 中二
初中

八年级
初中

八年级

初一 中一 中一 七年级 七年级

小学

六年级

小学

小六

小学

小六

小学

六年级

小学

六年级

五年级 小五 小五 五年级 五年级

四年级 小四 小四 四年级 四年级

三年级 小三 小三 三年级 三年级

二年级 小二 小二 二年级 二年级

一年级 小一 小一 一年级 一年级

幼儿园

大班

幼稚园

高班

幼儿园

高班
幼儿园（4-5岁）

&
托儿所（4岁以下）

幼儿园（4-5岁）
&

托儿所（4岁以下）
中班 中班 中班

小班 低班 低班

专上教育是中学教育之后的一个教

育阶段，通过中学文凭考试升入相应的院

校。以往，这个阶段的教育主要由公立高

等院校所提供。但近年来，香港副学士课

程的推行、香港树仁学院正名为大学等，

使得自资院校渐渐兴起，打破了以往香港

专上教育由公立院校主导的局面。

现今的专上教育可以分为法定院校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

学等）、专上学院（香港树仁大学、香港

演艺学院等）、职业训练局院校和其他院

校。

专上教育香港教育

香港政府把原来的中四至中七的课程

修改成三年的高中课程，预科课程较深的

部份从新课程里剔除，与世界其他国家教

育制度接轨。中国语文、英国语文、数学

科以及通识教育科为必修科目。高中毕业

生将参加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以衡量学生

知识水平，并可作为升学及就业的参考指

标。

在全港设立公立或津贴资助学校，为

适龄学童提供六年制小学及三年制初中课

程。

小学六年教育分为八个学习领域及

两个学习阶段。八个学习领域分别是：中

文、英文、数学、科学教育、科技教育、

个人社会及人文学科、艺术、体育。两个

学习阶段分别是：第一学习阶段：由小一

至小三；第二学习阶段：由小四至小六；

每一个学习阶段完结时，学生都要参与一

个由教统局主办的全港性系统评估，评核

结果让当局了解学生能力上的差异。

初中三年大部分学校推行母语教学，

即除英文科外，其它科目均采用以中文编

写的课本及笔记，学生成绩佳的学校将可

选择以英文为授课语言，而其余亦以中文

为授课语言。需要学习的科目除了有中国

语文、英文及数学这三个主科外，还有综

合科学、历史、中国历史等科。部分中学

把初中的历史、地理、经济及公众事务科

合并为综合人文科。

香港的学前教育大致可分为幼儿园

和幼稚园两种。幼儿园的服务对象是未适

合进入幼稚园的幼童，为家长提供托儿服

务；而幼稚园的服务对象则是3至6岁的幼

童，让他们在学校环境里学习群体相处，

以及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幼稚园由教统局

管理，而幼儿园则由社会福利署管理。但

现在不少幼儿园都兼营幼稚园相同的业

务，使6岁以下幼童都可以在幼儿园内接

受教育。

报读课程 语文科最低要求 其他科目最低要求

学位课程
英国语文科第3级以上,并取得中国

语文科第3级以上或院校另外指定的语文
科要求(非华语学生)

数学科(必修部分)、通识教育科及1
科选修科第2级以上

副学位/高级文凭课程(两年制)
英国语文科第2级以上,并取得中国

语文科第2级以上或院校另外指定的语文
科要求(非华语学生)

语文科以外、其他三科（大部分课
程均不必包括数学科（必修部分）和通
识教育科）第2级以上

高中毕业生升学标准：

学前教育

九年免费教育

高中

香港的教育主要由香港政府的教育统筹局管理，制度上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部份：

System  教育体制 System  教育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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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

香 港 大 学 于 1 9 1 1 年 成 立 ， 是 香

港历史最悠久的高等教育学府，也是

Universitas 21的创建成员之一，在教

学和科研方面都享有国际声誉。学校

秉承创新知识、教育传承和服务社群

的宗旨，是一所以研究为主导的综合型

大学。立校以来一贯采用英语教学，在

人文、法律、政治及生物与医学等学术

领域极为出色。学校一向推崇高素质教

学，学生都是以小组的形式学习，采用英

语教学，特别鼓励学生参加对外交流，

让其接触外国文化。港大毕业生就业

率、升学率及薪酬水平均为全港高校之

冠。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于1963年，是香

港第二所成立的大学，由新亚书院、崇

基学院、联合书院和逸夫书院组成，是

香港唯一实行书院联邦制的大学。香港

中文大学现为香港唯一拥有诺贝尔奖得

主任教的大学，包括杨振宁、詹姆斯·莫

理斯、罗伯特·蒙代尔。另有数学界最高

荣誉菲尔兹奖及沃尔夫数学奖得主丘成

桐和图灵奖得主姚期智。2009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得主高锟为香港中文大学电子

系创办人、讲座教授及中大前校长。

香港中文大学现以“中国研究”、

“生物医学科学”、“讯息科学”、“经

济与金融”、“地球信息与地球科学”为

五大重点研究领域，并在这些领域堪称

世界级学术重镇，同时中大的数学教研

亦在亚洲领衔。

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是一所成立于1991年

的高度国际化研究型大学，由理学院、工

学院、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及霍英

东研究院5所学院组成。理、工、商学院提

供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人文社科学院主

要开办研究生课程，同时亦为本科生提供

通识教育，以利全面发展。 

全 球 顶 尖 大 学 排 行 中 香 港 科 大

“EMBA课程”与“机械工程研究发表

量”荣誉世界第一，特别香港科大商学院

成立仅十余年，却已成为公认的亚洲第一

商学院，挤身于世界最优秀商学院之列 。

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是一所年轻向上、富于

进取、日新月异的国际化的多科性大学。

大学以工商管理、法律、工程、创意媒

体、能源及环境为五大发展重点，以“专

业教育提供者”为大学定位。城大下辖六

所学院：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院、科学

及工程学院、创意媒体学院、能源及环境

学院、法律学院，提供130个课程。周亦

卿研究生院提供高级学位课程，专业进修

学院(SCOPE)则提供优质的专业学科持续

进修课程。

香港名校

名次 学校
1 香港科技大学
2 香港大学
2 新加坡国立大学
4 韩国首尔大学
5 北京大学
6 韩国KAIST大学
7 香港中文大学
7 浦项理工大学
9 东京大学
10 京都大学
10 南洋理工大学
12 香港城市大学

被认为是世界三大最具影响力全
球大学排名之一的Quacquarelli 
Symonds（QS）推出的最新QS
（2013）亚洲大学排名：

为了帮助新来港儿童更容易融入本地小区及

克服学习困难，教育局为他们提供一系列支持服

务，包括为期六个月的全日制启动课程及适应课

程，以及为取录新来港儿童的公营学校及直接资

助计划学校(直资学校)提供校本支持计划津贴，用

以开办校本支持课程。这些服务的对象为内地新

来港儿童、非华语儿童及回流儿童。此外，教育

局并会提供入学安排服务及升学数据给有需要人

士。

新来港儿童可选择在入读主流学校前，先就

读「启动课程」。「启动课程」为期六个月，属

全日制课程，目的是在新来港儿童到主流学校上

课前，为他们提供真实的课堂学习经验，帮助他

们尽快适应本地社会，并促进个人发展。

如新来港儿童选择直接入读主流学校，他们

可同时修读适应课程。适应课程由非政府机构开

办，为期六十小时。目的是帮助新来港儿童，解

决在融入本地教育制度初期遇到的适应及学习困

难。

对于取录新来港儿童的公营学校及直资学

校，他们可运用校本支持计划津贴，为新来港儿

童开办校本支持课程，帮助儿童尽快融入本地的

教育制度。学校可灵活运用这些津贴，开办校本

支持课程，如开设补习班及筹办迎新活动、辅导

活动、课外活动及探访活动等。

○ 教育局辖下有服务香港、九龙、新界东及新界西四个区域的区

域教育服务处。内地新来港定居学童的家长可到任何一个的区域教育

服务处寻求协助，安排他们的子女入学。

○ 内地新来港定居学童或其家长可在罗湖关卡、教育局区域教育

服务处或任何一个民政事务总处咨询服务中心索取一张简介本港教育

制度的单张，这单张附有回邮至教育局总部地址的邮柬（指一般的资

料包括姓名、年龄、地址、欲就读级别等等）。内地新来港定居学童的

家长可在邮柬内填妥有关学童资料，然后寄回教育局。

○ 教育局的学位安排及支持组在收到这些邮柬时，会就求助学

童的居住区域，把数据分送到有关的教育局区域教育服务处的学校

发展组。该组的学校发展主任会接触那些家长，协助安排他们的子

女入学。

○ 学校发展主任若未能为内地新来港定居学童找到学位，个案将

转交学位安排及支持组作进一步处理。需要特别照顾的学童将转介至

教育局辖下的特殊教育支持组，以便协助入读特殊学校。

教育局协助内地新来港定居学童寻找学位 

内地新来港定居学童入境

教育局学位
安排及支援组

投寄要求
协助入学邮柬

向教育局
学校发展组

寻求协助

家长直接向
学校申请入学

教育局特殊
教育支援组

特殊学校 主流学校

困难个案

适应课程

为新来港儿童提供的教育及支持服务

全日制「启动课程」

校本支持计划津贴

新来港定居学童入学安排

Choice  路径选择 Academy  院校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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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正因为现在这些国家的移民

都不容乐观，国人们便把目光投向了家门

口“香港”。被国人传颂多年的“东方之

珠”不仅拥有比拟欧美强国的经济、体

制、文化和教育，还有得天独厚的地理

位置。同时，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政策

下，既传承了千年中华文明，又吸纳了先

进西方思想，人们可以在香港毫无障碍的

生活，也可以尽享社会的繁荣。

香港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因为中国

不承认双重国籍，所以持国外护照进出中

国都需要中国签证，而中国签证却并不容

易办理。不过香港特有的独立身份就无需

面对这样的问题，只要持香港护照就能自

由出入香港和内地，同时免签全球多个国

家。

最后，除了香港特有的优势以外，还

让国人们放心的就是安全、高成功率的移

民。目前香港投资移居的通过率几近百分

之百，只要通过第三国身份申请，实际投

资并满足年限，一般情况下都会顺利拿到

身份。

现今不论是为了子女的教育与福利，

还是考虑资产的投资与增值，香港投资移

居都成了国人的新选择。

美国
·最低投资50万美元到符合移民政策的商业项目，而商业项目本身就是一种纯商业

投资，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加上监管不严导致出现很多虚假项目。项目一旦出现

问题，客户不仅会损失投资资本，还会失去申请绿卡的机会。

·美国税收可以用严苛来形容，只要拿到绿卡或国籍，都需要缴纳全球税，这意味

着不管你身处全球哪个地方，你的收入都需要上缴税收，这对很多国人来说是非常

痛苦的经历，也令很多国人对移民美国望而却步。

加拿大
·自联邦政府关闭投资移民以后，加拿大就只有省提名和魁省可以通行，然而省提

名要求申请者前往加拿大经营企业，这大大限制了移民的自由，也提高了移民的门

槛。移民部还砍掉30万技术移民申请，令移民者失望之极。

·加拿大移民审核是全世界最严格的国家，特别是资产来源证明要求非常高，新政

策的实施更增加了办理的难度，排队现象十分严重，申请周期被拖的很长。

澳洲
·澳洲移民新政实施后提高了投资金额要求，最低80万澳币。

·最大的问题就是澳洲移民申请不能一步到位，申请者先拿到4年的临时签证，满足

条件后再转其他签证最后拿到绿卡。

英国
·相比火爆的留学市场，英国移民一直都是不温不火，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国不是一

个传统移民国家，文化相对保守，很多人都不太适应英国的生活。

·英国移民政策中最被诟病的就是严格的移民监，按照规定申请者在移民期间每年

至少住上半年时间。

欧洲小国
·近几年异常火爆的塞浦路斯、圣基茨、

葡萄牙等欧洲小国移民，因为投资金额

小，可以买房买地，吸引了不少国人投钱

移民，然而这些国家政策的背后都是受欧

债危机的影响，政策制定仓促，存在周期

太短，极为不稳定。

·塞浦路斯为了满足欧盟援助计划要求，

对银行储户临时征收重税，使得很多投资

移民的客户资产缩水，而且这些国家的房

地产都不景气，地产并不具有保值升值空

间，最后拿到的也只是临时身份而已。

不知不觉香港已经成为内地人移民最热门的地方，人们不时就会在新

闻里看到某某明星拿到香港身份，而香港移民向来都是非常低调的发展，

甚至很多国人不认为到香港是移民，而是移居。随着内地和香港的关系越

来越紧密，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移居香港，这里面不乏一些已经拿到其他国

家身份的人。除了少数通过“香港优才计划”移居香港，大部分人还是通

过投资移居和企业移居的方式。

为什么香港突然变得这么吃香呢？仔细分析一下发现缘由并不复杂，

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移民大环境问题多多。

不知不觉香港已经成为内地人移民最热门的地方，人们时不时
就会在新闻里看到某某明星拿到香港身份，而香港移民向来都是非
常低调的发展，甚至很多国人不认为到香港是移民，而是移居。

移居新热点 Hot Spot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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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悠 久 的 香 港 股 市 有 着 非 常 成

熟的机制和极为活跃的市场，目前超过

1400家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市值近

3万亿美元，位列亚洲第三（仅次于东

京和上海）。最新消息，港股恒生指数

在22000点上下震荡，市场主要有H股

（占总市值27%）、红筹股（占总市值

28%）、蓝筹股（占总市值26%）和其

他股票（占总市值19%）。

香港购买股票更加透明理性，可选

择面更广，股市数据更加可信，股市的国

际平台带来更多的机会，投资者可以依

据行情作出自己的判断，或者通过专业理

财经理为其建议。

这里我们为真心愿意炒股的投资者

列出8个建议，你可以参考这些建议来踏

踏实实的了解一个公司，根据这个公司的

前景来下赌注，而不只是碰运气。

买股票前，你应该了解一下这个公

司是怎么赚钱的？这个问题听上去简单，

但答案却不总是那么一目了然。比如说，

通用汽车每年销售上千万辆汽车，但实

际上公司在这上面几乎不赚钱。通用汽

车几乎所有的利润都来自公司的财务子

公司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向消费者发

放的贷款。来自汽车贷款的利润占总利润

的一半，其余的则来自通用汽车子公司发

放的住房按揭贷款。这并不一定说明通

用汽车的股票就不好。但很明显，这使你

对这家公司的风险和潜在的利润有了更

好的了解。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就是

为什么每一位投资者都必须看公司最新

的年报。你可以从年报中详细了解公司

的业务构成，以及每一项业务的销售和

收益数据明细。你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个

关键问题的答案：这些收益是否可能转

成投资者手中的现金？虽然“净收益”和

“每股收益”这些东西会成为商业媒体的

头条新闻，但这些仅仅是会计学概念。对

股东而言，最重要的是实实在在、铁板钉

股票 债券 存款证 后偿债项 合资格的集体投资计划（基金） 投资相连的保险计划

本金 有风险 保本 保本 部分风险 有风险 部分风险

收益率 浮动 3%-9%/年 0.2%左右/年 超过10%/年 浮动 浮动

期限 不定 定期 定期 不定 不定 定期

香港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中，投资者需要把不少于港币1000万元投资一种或者多种获许投资资产类别：股票、债
券、存款证、后偿债项、符合资格的集体投资计划、投资相连的保险计划。

 *仅供参考，更多详情请向合法的香港金融机构查询

01 股票

02 债券

03 存款证

04 后偿债项

05 符合资格的集体投资计划

06 投资相连的保险计划

6那么这六种
类别到底

是什么情况呢？

投资类别

01 
股票

本计划的目的，是让那些把资金带来

香港，但没有计划在港参与任何经营业

务的人士来港定居。投资者需要把不少

于港币1000万元投资一种或者多种获许

投资资产类别：股票、债券、存款证、后

偿债项、符合资格的集体投资计划、投资

相连的保险计划。

香港企业投资移居计划旨在为愿意

来港投资并参与业务管理的企业家提供

一条便捷的入境服务。

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无须先获本地

雇主聘任，便可申请来港定居。 截至

二○一二年底，入境处共收到8684份申

请。在已举行的25次甄选中，共有2392 

名申请人成功获分配名额：当中2202名

来自「综合计分制」，而 来自「成就计

分制」的则有190名。成功透过「综合计

分制」获分 配名额的申请人，主要来自

金融和会计服务、资讯科技及电讯、商

业及贸易三个界别。成功透过「成就计分

制」获分配名额的申请人，主要来自体育

运动和艺术及文化两个界别。 

本计划针对各行业精英开放，个人

要求极高，名额也很有限，故大部分人通

过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和企业投资移居

计划申请。

香港移居主要有三个途径：
    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    企业投资移居计划    优才计划  

香港移居政策

申请数字 已获“原则批准” 已获“正式批准”

外国国民 2,671 79 1,713

澳门特区居民 432 7 322

中国籍而已取得外国永久性居民身份人士 24,537 1,428 15,357

无国籍但已在外国取得永久性居民身份人士 3 0 3

台湾居民 525 8 351

总数 28,168 1,522 17,746

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申请人数据（截止2013.3.31）

申请资格

·主申请人必须年满18岁

·在香港及其居住地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申请前的两年拥有不少于港币1000万
元的净资产

·递交申请书前的六个月内，或在申请
获得入境处原则上批准后的六个月内，
到港实现1000万元港币的投资

·能够证明有能力提供自己和受养人的
生计及住所

·主申请人必须年满18岁

·在香港及其居住地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申请人具有良好教育背景，通常指持
有有关范畴的学士学位，但在特殊情况
下，具备良好的技术资格、经证明的专
业能力或备有文件证明的有关经验和成
就，亦可予接受

·申请人能够对香港经济做出重大贡献

·申请需同时提供一位本地保证人
  （公司／个人）

申请资格

香港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暂停） 香港企业投资移居计划 优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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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债超过了其偿还能力。让公司栽跟头

的不仅仅是债务，期权对于股东而言也是

一笔代价高昂的付出。在公司年报的注释

中，必须披露计入期权后的公司收益。一

定要看这部分注释：期权能够让已公布的

盈利转眼之间变为亏损。

如果你买进时股价过高，那么就算是

买了全世界最好的公司的股票，也会变成

最糟糕的投资。同理，如果你低价买进一

支股票，哪怕这家公司基本面平平，也可

能会成为你投资组合中的明星。如果你想

买的股票最近成交量巨大，而且创出一年

来的新高，就要找出背后的原因。股票的

市盈率（股票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是衡量

公司价值的最好的办法。通常的规则是，

大部分追求增值的投资组合经理不会碰那

些市盈利高于 30 倍的公司，哪怕这家公

司处于增长型行业，因为如果投资者想要

从投资这种公司中获利，公司的回报就必

须较整体市场价值高出 50%。记住，如果

你是用来年或者后年的收益预期来计算市

盈率，那么你就是在猜测，而不是计算。

还有的关键步骤就是审查现金流表，看看

经营是否带来正现金流。如果一家公司的

现金流一直都是负值，那么其股价的上涨

多半是大家的一厢情愿，而不是经济的真

相。

香港购买的债券主要是香港政府、国

外政府或大公司公开发售的零售债券。通

常，在一定的投资期内，债券的回报率会

较定期存款高。投资者可透过多种交易途

径进行买卖，包括遍布全港的各家银行及

网上银行。

债券都是定期，最常见的有3年、5

年、7年和10年。因为香港资本投资者入境

计划周期是7年，所以购买7年期国债无需

任何转换，7年以内的债券到期后还需转换

到其他的投资类别才能满足资金继续留在

香港。投资者在香港主要购买的债券回报

率在3%-9%，大部分在5%上下。

存款证一般由认可机构或银行发行，

是一种可提供固定收入的投资工具。客户

可在每半年、每年或是赎回的时候，获取

特定的利息回报。最低投资额一般为港币

100,000元，提供比一般定期存款较高的回

报，主要以港元或美元作为存款货币。

后偿债项又叫次级债、从属债项，与

债券的区别就是如果投资“后偿债券”的

公司进入到破产阶段，在获偿的顺序上，

债券将优先于后偿债券获得偿还，也就是

投资后偿债券的风险比债券略高。但高风

险往往伴随着高回报，投资后偿债券比投

资债券所获得的回报也高，一般回报率都

超过10%。

主要指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中获香港

政府认可的基金，包含了股票基金和债券

基金，是投资组合中重要的一部分。

投资相连保险将投保人交付的保险费

分成“保障”和“投资”两个部分，独立

运作，管理透明。保障主要体现在被保险

人保险期间意外身故，会获取保险公司支

付的身故保障金。投资方面是指保险公司

使用投保人支付的保费进行投资，获得收

益。

根据不同的投资策略和可能的风险

程度开设有三个帐户：基金帐户、发展帐

户、保证收益帐户。投保人可以自行选择

保险费在各个投资帐户的分配比例。基

金帐户的投资策略为采用较激进的投资

策略，通过优化基金指数投资与积极主

动投资相结合的方式，力求获得高于基金

市场平均收益的增值率，实现资产的快速

增值，让投资者充分享受基金市场的高收

益。发展帐户的投资策略为采用较稳健的

投资策略，在保证资产安全的前提下，通

过对利率和证券市场的判断，调整资产在

不同投资品种上的比例，力求获得资产长

期、稳定的增长。

02 
债券

03 
存款证

06 
投资相连的保险计划

05 
合资格的集体投资计划（基金）

04 
后偿债项

钉的现金，无论这些现金是以分红的形式

分给股东，还是以再投资的形式投入公司

运营，从而推动公司股价上涨。翻开年报中

的现金流报表，看一看公司“经营带来的现

金流”是正还是负，以及现金流是在增长还

是在减少。找找看有没有这样的危险信号：

（收益表中显示的）净利润在增长，而现金

流在减少。如果是这样，可能就是一种迹

象，表明公司使用了“创造性的”会计手法

来夸大了账面利润，而这对股东毫无益处。

说到现金，大家要明白的要点是，根据

会计方面的规定，在某笔现金确确实实到

帐之前很长时间，公司就可以将其计入销售

收入。这可能会大大影响你打算购买的股

票目前的价格。通常可以从公司递交的收益

报告中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有时候，这种

具有警告意义的操纵收入迹象比较隐蔽。

比如说，对于那些销售收入增长的速度大

大高于竞争对手的公司要提高警惕。如果

你看不到导致公司销售增长的具体原因，比

如说公司有一种产品特别畅销，那你就要多

个心眼了。此外，还要当心那些实现销售增

长的唯一途径就是吞并其他公司的公司。

如果某家公司每年平均都要收购好几家公

司，那么其动机可能就是管理层希望满足华

尔街短期的预期。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将

数个各自独立的公司整合在一起，可能会搞

得一团糟并付出沉重代价。

买股票前，要了解它怎么积聚起竞争实

力，这一点至关重要。最容易入手的是分析

公司的销售数据。想要知道一家公司是否比

竞争对手强，最好的线索就是看这家公司每

年的收入。如果这家公司处于高增长行业，

他的销售增长幅度与竞争对手相比如何？

如果公司处于成熟的行业，过去几年中销售

是否持平或者有所增长？尤其要注意新竞

争对手的销售业绩，特别是在那些已经停止

增长的行业。在对比该公司及其竞争对手

时，别忘了比较成本。以汽车制造商通用汽

车和福特为例，它们都背负着退休人员的养

老金和医疗保险这样的沉重负担，这些开

支使得它们在与丰田和本田等外国对手竞

争时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

一些股票的周期性很强，周期性波动股

票有时貌似价廉物美，实则不一定。投资者

应该密切关注利率的走势，因为利率的变动

会对很多行业产生巨大影响。比如说，利率

大幅降低，从而导致房屋再贷款和消费者

支出急剧增加。这对住宅建筑商、电器制造

商和零售商等行业是极大的利好。但是，利

率不可能持续降低，所以那些受益于利率

下调的公司的增长可能会大幅放慢。还有

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公司所处行业的价格

竞争程度。价格战也许对消费者大大有利，

但会使公司的利润迅速减少。咨询公司麦

肯锡对《财富》1,000 家最大公司的分析表

明，对于一家公司而言，产品销售价格每下

降 5%，销售量必须增加 18%，公司才能

维持原来的利润。多数情况下，发动价格战

的公司想要保证盈利，就必须有比竞争对手

强很多的成本优势。

投资一家公司之前，你必须考虑一下

这家公司在未来可能遇到的最糟糕情况。

比如说，如果一家公司的销售额中很大一部

分都是来自某一个客户，那么如果该公司失

去这个客户，销售就可能大幅减少。看一看

公司的首次募股说明书或者公司向证监会

提交的最新年报，你就能对这些风险有所

了解。有一些公司的风险天生就比别的公司

大。看看那些毫无盈利的生物技术公司吧，

这些公司在药物没有通过美国食品和药物

管理局的审批后，公司股价一下子就从天上

摔倒了地下。这还使我们认识到了很重要的

另外一点：如果某个公司的业绩大大依赖于

某个人的行为和名望，那么这时你就要警觉

了，这支股票的风险很自然就会较一般股票

高出数个等级。

纵观一家公司的历史，冲销和重组支出

通常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如果一家公司年

复一年都有计入“一次性”支出的习惯，大

家就要提高警惕了。这实际上使得投资者

无法了解到底公司利润如何。如果你发现一

家公司过去五年的收益报表中，至少有三年

出现了一次性支出，那就要对这支股票提高

警惕。要查看财务报表后面的注释对一次

性支出的解释，有时候这种支出来源于那些

实际上对公司有利的举措，比如说通过更低

利率的再融资提前偿还债务。但通常而言，

这种支出对于有意投资的人是坏消息。

即使目前公司的利润看上去很不错，但

如果公司积累了一大堆长期债务，这种好时

光就难以长久。买任何一支股票前，你得先

看看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有多少债务，因为

销售减少或者利率上调可能会危及该公司

偿还债务利息的能力。而且高负债率还大

大降低了业务的利润率。此外，债权人拥有

优先获得赔偿的权利，公司必须首先偿还

债务的利息，但没有义务必须向股东分发红

利。要判断一家公司是否负债过多，可以用

长期债务除以资本总量（债务加上股东权

益，这两个数据都可以在资产负债表上找

到）。如果结果大于 50%，很有可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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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入息达到以下水平的人士须按标准税率缴税

单亲家长

 
2007/08
课税年度

$

2008/09 至 2010/11 
课税年度 

$

2011/12 
课税年度 

$

2012/13 
课税年度 

$

2013/14* 
课税年度 

$

单身 2,750,000 1,518,000 1,518,000 1,620,000 1,620,000 

已婚 4,450,000 2,436,000 2,436,000 2,640,000 2,640,000 

已婚加一名子女 5,300,000 2,861,000 2,946,000 3,175,500 3,235,000 

已婚加两名子女 6,150,000 3,286,000 3,456,000 3,711,000 3,830,000 

已婚加三名子女 7,000,000 3,711,000 3,966,000 4,246,500 4,425,000 

2007/08 
课税年度 

$

2008/09 至 2010/11 
课税年度 

$

2011/12 
课税年度 

$

2012/13 
课税年度 

$

2013/14* 
课税年度 

$

有一名子女 5,300,000 2,861,000 2,946,000 3,175,500 3,235,000 

有两名子女 6,150,000 3,286,000 3,456,000 3,711,000 3,830,000 

有三名子女 7,000,000 3,711,000 3,966,000 4,246,500 4,425,000

 (注)：

财政司司长在2013-14年度财政预算案建议的税务措施包括下列各项(此建议须经立法程序才可实施):

(1) 把子女免税额及就子女出生年度的一次性额外子女免税额由63,000元提高至70,000元；

(2) 个人进修开支的最高扣除额由60,000元提高至80,000元。

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税率 标准税率

2008/09
及其后
 ( 注 )

2007/08
 ( 注 )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0%

5%

10%

15%

20%

15%15%

税率

课税年度

(注)：

(1) 2013-14年度财政预算案建议一次过宽减2012/13年度利得

税、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百分之七十五的税款，每宗个案以

10,000元为上限。此建议须经立法程序才可实施。

(2) 2011/12年度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可获宽减最后评税百分

之七十五的税款，每宗个案以12,000元为上限。

(3) 2010/11年度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可获寛减最后评税百分

之七十五的税款，每宗个案以6,000元为上限。

(4) 2009/10年度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可获寛减最后评税百分

之七十五的税款，每宗个案以6,000元为上限。

(5) 2008/09年度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可获寛减最后评税百分

之一百的税款，每宗个案以8,000元为上限。

(6) 2007/08年度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可获寛减最后评税百分

之七十五的税款，每宗个案以25,000元为上限。

香港税率属全球最低之列，一
直实行简单税制，征收税种较少及
主要为直接税，主要有利得税、薪
俸个税和物业税三种。一般收入
在几十万的工薪阶层都低于缴税
标准，所以一年只需缴很低的税，
即便是收入过百万所缴税率也低
于欧美发达国家，另外香港对赡养
父母或多生子女都有较大程度的
税收减免。对于想移居香港的人
来说，纳税也是居留香港最好的经
济证明，有利于最终拿到身份。

下面特别将香港最近几年的
税率变化呈现。信息仅供参考，更
多详情及更新请向合法的香港机
构查询。

香港税率一览

利得税税率 适用于法团以外的业务的税率

(注)：

(1) 根据2013-14年度财政预算案，2012/13年度利得税税款的75%可获
宽减，每宗个案以10,000元为上限。(此建议须经立法程序才可实施)
(2) 2011/12年度利得税税款的75%可获宽减，每宗个案以12,000元为上限。
(3) 2007/08年度利得税税款的75%可获宽减，每宗个案以25,000元为上限。

2008/09
及其后
 (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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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007/08年度物业税税款的75%可获宽减，每宗个案以$25,000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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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期
在 2010 年 11 月 20 日或之后至
2012 年 10 月 27 日前取得物业

在 2012 年 10 月
27 日或之后取得

物业

6 个月或以内 10% 20%

超过 6 个月但在 12 个月或以内 5% 15%

超过 12 个月但在 24 个月或以内 5% 10%

超过 24 个月但在 36 个月或以内 - 10%

年期 收费

无指定租期或租期不固定 年租或平均年租的 0.25%（注 1）

超逾 不超逾

 1 年 租期内须缴租金总额的 0.25%（注 1）

1 年 3 年 年租或平均年租的 0.5%（注 1）

3 年  年租或平均年租的 1%（注 1）

租约内提及的顶手费及建造费等
代价的 4.25%（如根据租约须付租金）
否则如买卖不动产般缴付相同的印花税

复本及对应本 每份 5 元

就租约来说，印花税是按其不同年期征收，收费如下：

由2010年11月20日起，任何以个人或公司(不论在何地注册)名义，在2010年11月20日或以后取

得住宅物业，并在取得后24个月内(物业是在2010年11月20日或之后至2012年10月27日前取得)或36

个月内(物业是在2012年10月27日或之后取得)将其转售，均须缴交「额外印花税」。

「额外印花税」是根据物业交易的代价款额或物业市值 (以较高者为准) , 按卖方或转让方转售

或转让前持有物业的不同持有期而定的税率计算 :

*仅供参考，更多详情及更新请向合法的香港机构查询

*仅供参考，更多详情及更新请向合法的香港机构查询
*仅供参考，更多详情及更新请向合法的香港机构查询

提供足够的资产证明具备还贷能力，内地

人可以轻松享受1%的利率。

香港目前的房屋均价包括郊区在内，

为人民币5万-10万每平方米。这个价格和

北京、上海的豪宅差不多，但是1%的贷款

利率对比内地至少5%的贷款利率，算下

来总价也高不了多少。何况香港人均收入

（25000美元/年）远就高于内地，价格比差

距更加合理。因为贷款利率只有1%，香港

房产出租还可以换回房产总价5%的租金回

报率。

房产并非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中的投

资类别，但是经济、福利、教育、便利、环

境等等都吸引着很多人在香港置业，对于

偏好房产的国人来说，无论是自行居住、

投资放租，还是转移资金、平衡资产，房

产都是最佳的选择。

香港的住宅楼宇大致上分为两类，一

为私人楼宇，一为公共房屋。私人楼宇由

发展商从政府拍卖的土地中投得地皮，再

出资兴建，然后根据市场价格向公众出售

(或出租)，收回投资与获得利润。公共房

屋是基于香港独特的住房体制而由政府出

面兴建的住宅楼宇，由于免收地价，故公

共房屋建设成本较低，因此租售给市民的

价格也大大低于私人楼宇。公共房屋也分

为两种，一种是专供出租的公屋，一种是

只供出售的公屋。这两类公屋的租售价格

一般都不受市场因素影响。在香港，一般

冠有“XX花园”都是私人发展商拥有的房

产，而“XX苑”和“XX村”则是属于公共

房屋中的居屋和公屋。

与内地富豪动辄一次性付清不一样，

在香港买房，只需要缴付几万元的定金，

随后在签合同时付款10%，一个月内再付

到30%，余下房款在交房时付清即可。如

果选择银行按揭贷款，香港的贷款利率只

有1%，内地至少在5%以上。另外，香港

没有限购、限贷、户口限制等政策，只要

香港买房

代价款额或价值
收费

超逾 不超逾

 $2,000,000 1.5%

$2,000,000 $2,176,470 $30,000 ＋超逾 $2,000,000 的款额的 20%

$2,176,470 $3,000,000 3%

$3,000,000 $3,290,330 $90,000 ＋超逾 $3,000,000 的款额的 20%

$3,290,330 $4,000,000 4.5%

$4,000,000 $4,428,580 $180,000 ＋超逾 $4,000,000 的款额的 20%

$4,428,580 $6,000,000 6%

$6,000,000 $6,720,000 $360,000 ＋超逾 $6,000,000 的款额的 20%

$6,720,000 $20,000,000 7.5%

$20,000,000 $21,739,130 $1,500,000 ＋超逾 $20,000,000 的款额的 20%

$21,739,130  8.5%

缴税方面，印花税最新调整后为：

Estate  置房 Estate  置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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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 一 答

为什么申请「资本投资者入境计
划」时有香港审计报告会更好？

香港审计报告是针对投资者在申

请前两年所有资产类文件（包括公司、

房产、股票和债券等）的审查。根据香

港政府的指示，申请人若选择聘用香

港执业会计师拟定审计报告，可简化

移民申请程序及缩短申请时间。若希

望更快获得移民批准，建议申请人同

时递交这份报告。

如何申请续签？

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的人士或其受

养人，申请续签时需提交：旅游证件（提

交申请时应仍然有至少两年半的有效

期），旅游证件载有根据该计划签发的

最后一次签证或许可盖印、香港临时身

份证、外国永久居民资格的证件。

同时投资管理方面，对于未曾转换

过投资资产的申请人，应根据投资资产

种类提供证明；对于曾经转换过投资资

产的申请人，必须出示所有相关的交易

记录和文件，以证明你是投资资产的绝

对受益拥有人和在转换投资资产时已符

合该计划的规则。

签证遗失怎么办？

香港税收标准不是看居民属性，而

是看获利地点，即只要是在香港获利，

不管是香港公民、临时居民还是其他

国家的人，都需要报税，如果获利达到

税收水平就需要缴税。

是不是拿到临时身份也得缴税？

签证都是贴印在护照或通行证上，

如果在香港境内遗失, 一定要到警局报

失, 带同报失纸, 必须亲自去入境处报

告,入境处会对申请人进行评估, 按情况

再考虑会否重发, 期间不可以离境, 补

发时间会多于三个月, 所以入境处也嘱

咐, 千万要小心保管。如果在香港境外

遗失，需要先办理新的护照或通行证，

并出示警方报失证明，再向香港入境

处提交申请补办。

1000万投资如何证明？

申请人必须在单一金融中介机构

以本人名义开立一个投资移民指定账

户，并把指定金融资产的投资资金存

入该账户。同时，必须把受其委托的金

融中介机构信息和1000万投资证明文

件，以书面形式通知香港入境事务处。

1000万投资7年以后还能剩多少？

「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要求的

1000万港币可以投资在规定的六个

类别中的一个或多个，是升值还是贬

值完全取决于投资者选择怎样的投资

组合。这六个类别中股票、基金都是

比较积极的投资，债券、后偿债项、

存款证则属于较保守的投资，投资者

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考虑投资产品。最

保守的方式就是全部投入在保本类的

项目，最后所得即1000万港币加上利

息再扣除手续费、管理费等费用。

② 开立投资账户所需文
件：身份证明文件（身
份证、护照、通行证）、
住址证明文件（国内住
址相关证明）以及由香
港入境处发出附有申请
编号的信函／批准书

① 申请所需文件：个人
申请文件、资产证明文
件、公证文件、第三国
身份文件

③ 申请人在七年投资期
内首先获得两年签证，
并每两年续签，共三次
续签完成投资计划

④ 完成七年投资期后，
投资账户解除，申请人
取回投资资金，并向香
港入境处递交核实香港
永久居民身份申请或香
港无条件逗留申请。

完成投资② 

递交申请 

初审 

确认意愿

合同

准备文件①

取得首次签证

三次续签③ 

取得
永居身份④ 

永居

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流程

Apply  申请 Q&A  一问一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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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湾仔告士打道七号入境事

务大楼二楼

办 公 时 间 ： 星 期 一 至 五 上 午 八 时

四十五分至下午四时三十分

星期六上午九时至上午十一时三十分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休息

电话：(852) 2824 6111

传真：(852) 2877 7711

电邮地址：enquiry@immd.gov.hk 

网址：www.immd.gov.hk/sc/home.

html 

地址：香港金钟道66号金钟道政府合

署高座14楼

电话：(852) 2234 9933

网址：www.cr.gov.hk/sc/home/index.

htm 

地址：香港湾仔轩尼诗道130号修顿中

心29 楼 

电话：(852) 2835 2500

传真：(852) 2834 7649

电邮地址：hadgen@had.gov.hk 

网址：www.had.gov.hk/chs/index.

htm 

地址：香港中环红棉路8号东昌大厦25

楼

电话: (852) 3107 1000

传真: (852) 3107 9007

电邮地址：enq@InvestHK.gov.hk 

网址：www.investhk.gov.hk/zh-cn/

index.html 

地址：香港九龙何文田佛光街33号

电话：(852) 2712  2712

传真：(852) 2711  4111

电邮地址：hkha@housingauthority.

gov.hk 

网址：www.housingauthority.gov.hk/

sc/index.html 

地址：香港北角渣华道222号海关总部

大楼31楼

电话：(852) 3759 3841

传真：(852) 3108 2305

网址：www.customs.gov.hk/sc/

home/index.html 

地址：成都市盐市口顺城大街8号中环

广场1座38楼

邮政编码：610016

电话 : (8628) 8676 8301

传真: (8628) 8676 8300

电邮地址 : general@cdeto.gov.hk 

网址：www.cdeto.gov.hk/scindex.

html 

如需更多香港相关机构联络方式，

请登陆香港政府一http://www.gov.hk/sc/

residents/  查询！

香港一站通

香港特别行政区入境事务处

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处

香港特别行政区民政事务总署

香港特别行政区投资推广署

香港特别行政区房屋署

香港特别行政区海关处

驻成都经济贸易办事处

投资期内，投资者可以在香港工
作吗？

投资者可以在香港受雇担任职

位、自雇工作、开办业务或与他人合

办业务。

投资类别是否可以转换？

申请者可以随时转换投资类别，

转换的资金必须全数转往新账户，而

出售原有资产的日期和资产再投资的

日期，间隔不得超过十四天。

投资期完成后，可以拿到香港
护照吗？

投资者及其受养人在连续通常居

住香港七年后，符合《入境条例》的

其他规定下，可申请香港永久居民。

如果投资者是中国籍人士，并且持有

有效永久居民身份证，可申领香港护

照。

没有或遗失出生医学证明怎么办？

国 内1996 年 以 前 未 统一 出 生 证

明，但如果小孩在1996年后出生，即

使小孩出生的医院倒闭，应向卫生部门

申请；如果在1996年前出生，父母亦

有责任寻找可证明小孩出生的证明，例

如医院即使倒闭，卫生部门有否接收相

关文件。如真的未能补回出生证，亦要

证明去确立父母和小孩的亲子关系。

最后，万一父母用了所有可行的办法

也未能证明, 可向入境处提供合理解释

和证明，入境处会按照情况再酌情处

理，及通知要补交其他文件。

如果投资的金融产品市值低于
规定的1000万港币净值，需要
填补差额吗？

在此情况下，投资者不需要填补差

额。

香港政府规定「资本投资者入境

计划」申请人必须证明提交申请的前

两年一直到申请都拥有不少于1000

万港币的资产，可以作为证明的资产

类别有：房地产、银行存款、证券、

债券、基金、公司股份或其他可以证

明资产市值及申请人绝对实际拥有资

产的任何文件。

如何证明申请的前两年拥有不少
于1000万港币的资产？

如果金融产品升值，投资者不能

提取当中的投资盈利或1000万港币

本金，但有权随意使用金融产品派出

的利息收益。

如果投资的金融产品升值，可以
提取利润吗？

香港生病如何看病？

移民申请人及其家人在取得香港

身份证后可凭身份证到香港的公立医

院、私立医院、各区诊所等登记看病。

公共医院轮候时间较长，价格较便宜；

私立医院轮候时间较短，费用较高。

Q&A  一问一答 Link  链接



历史的变迁，让香港从一个当年人口只有五千人的小渔村，演变成今天有“东方之珠”美誉的国际大都会。香港有世

界级的建筑、快节奏的生活、时尚摩登的娱乐，这里就是一个生活的天堂，既可以观赏到美丽的自然风光，又可以获得商

业文明带来的种种享受；既有现代化五光十色的琳琅满目，也有旧时代的古物古迹和朴素生活方式。

香港的魅力不仅于此，深受港产片和TVB影响的国人们，多年前就期盼着能到此一游，而在九七之后，这一切都变得

顺理成章。回归以来香港和内地的交融越来越紧密，国人们对香港的认识更加清楚，也更愿意体验香港别样的生活。

如今的香港，以廉洁的政府、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经济体系及完善的法治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而我们都怀揣着同

一份信念，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憧憬“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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