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摘要

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是指由廣東省內廣州、佛山、肇慶、深圳、
東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門 9 個城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
組成的 9+2 城市群。按 2017 年的數據，整個大灣區的土地面積為 55,904
平方公里，人口達 6,958 萬，本地生產總值為 15,134.2 億美元。面積和
人口均超越世界其他三大灣區（即美國紐約大都會區、三藩市灣區和日
本東京灣區）；生產總值則僅次於紐約及東京灣區 1。
中央政府於 2015 年將「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納入國家發展「一帶一
路」倡議文件，青年創研庫經濟與就業組曾就香港擔任其中「超級聯繫
人」的角色進行探討，指出香港在擔任中外聯繫人方面有穩健基礎；若
能有效發揮優勢，可發展成「一帶一路」倡議中的超級聯繫人。
承接「一帶一路」的國家發展策略，2017 年 7 月，國家發展和改革
委員會與粵港澳三地政府進一步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
框架協議》（《協議》），提出根據三地產業優勢分工。國務院亦進一步
於本年 2 月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規劃綱要》），就
大灣區的發展訂定具體目標。上述兩份文件均特別提到，在深圳前海、
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等地建立港澳青年創業就業試驗區。此外，有研究
指出，憑藉香港所長，在金融、創新科技、供應鏈管理、專業服務、運輸
物流和支援「一帶一路」的建設上，香港可開拓更多機會 2。
根據特區政府統計處的資料 3綜合估算，因工作或經營業務而短期逗
留廣東省，或因任何原因而較長期逗留廣東省的 15-39 歲香港青年數目，
最少有 192,900 人；反映即使《規劃綱要》下的各項具體政策措施尚未
推出，在廣東省創業與就業的香港青年已為數不少。若大灣區的政策得
到進一步落實，相信港青有機會到區內創業及就業的數目會更多。
然而，由於大灣區涉及三個不同政治、行政及經濟制度，港、澳與內
地 9 個城市之間的合作存在不少挑戰；區內人流、物流、資金流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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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自由流通，如稅務安排和社會保險等 4，也出現不同程度的阻礙。因
此，即使香港青年有意把握大灣區發展帶來的機遇，到廣東省發展事業，
仍會因兩地各種制度和社會文化存在的差異而遇到不少問題。
本研究特別就香港青年對於在大灣區發展事業的意願和看法、他們
在當中的機遇與挑戰，尤其針對有意到廣東省就業或創業的香港青年所
遇到的障礙進行探討；藉此期望就消除相關障礙的有效措施，提出具體
可行建議，從而為香港青年的事業發展，提供更多選擇。
是項研究在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 月期間，透過三方面蒐集資
料，包括實地青年意見調查，共訪問了 522 名 18-39 歲在職或待業的香
港居民；青年個案訪問，共訪問了 20 名因工作而經常逗留或往返大灣區
廣東省 9 市的 18-39 歲香港青年；以及與 6 名專家、學者及相關人士和
單位的訪問。

主要討論
1.

粵港澳大灣區整個區域擁有龐大經濟潛力。受訪專家普遍認為，隨
著大灣區規劃政策的落實，港人到廣東省創業、就業的機會可增加。
受訪的在職或待業青年中，約 7 成認為大灣區對香港經濟和個人事
業發展有正面影響，但部分憂慮可能面對更大競爭和適應困難。
是項研究的受訪專家普遍認為，隨著《協議》的簽訂，粵港澳之間的
經濟合作關係作出明確定位，未來區內合作將更加緊密，加上廣東
省在多方面較香港更適合創業，而《規劃綱要》亦表明，廣東省 9 個
城市將支援港澳青年在內地發展，讓符合條件的港澳創業者納入當
地創業補貼扶持範圍，並積極推進多個青年創新創業基地。待《協
議》逐步落實，香港人到廣東省創業、就業的機會肯定可以增加。
本研究又發現，九成以上（92.1%）受訪的香港在職或待業青年，均
有聽過「粵港澳大灣區」或「大灣區」；認為建設大灣區對「香港整
體經濟發展」、「香港青年嘅事業發展機遇」和「香港嘅國際競爭力」
有幫助者分別佔 73.4%、71.3%%及 64.4%。
此外，認為建設大灣區會「增加就業機會」和「增加創業機會」的，
分別佔 39.1%和 26.1%；認為這會令他們「面對更大競爭」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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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適應工作環境」的，分別佔 37.0%和 17.6%。結果反映受訪青年
認為大灣區對香港經濟發展和個人事業發展有正面影響，但部分人
憂慮可能要面對更大競爭和更難適應工作環境。
2.

香港青年在廣東省發展仍具一定競爭優勢，而廣東省在創業空間和
創業政策措施上，亦令北上創業的香港青年受惠。然而，雖然受訪
的香港青年普遍認為大灣區仍有一定創業和事業發展空間，但他們
並不了解相關的創業支援或優惠措施。
受訪專家普遍認為，廣東省人才不足，而香港青年相對仍具有一定
競爭優勢；因此他們在大灣區仍有一定發展機會。此外，經常逗留或
往返廣東省的受訪青年個案普遍認為，廣東省城市在市場潛力、人
才與技術，以及成本方面都能提供更適合創業的空間。他們又指，廣
東省內有不少支持創業的政策措施，為創業者提供創業資助和優惠
措施，令他們受惠。
不過，調查結果則顯示，受訪青年雖然認為內地城市在「市場空間」
、
「累積工作經驗」及「事業發展機會」這三方面頗吸引，認為吸引的
受訪者分別佔 75.5%、65.1%及 63.8%；但他們認為「創業資助或
支援」和「創業優惠措施」這兩方面的吸引力相對屬一般，認為吸引
者分別佔 52.3%及 47.7%。這或反映他們並不了解相關的創業支援
或優惠措施。

3.

香港青年在大灣區創業與就業遇到多方面主要障礙。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到廣東省創業或就業，當中最困難的是
「適應法律制度」，認為困難者佔 86.0%。其次是「處理稅務安排」
及「適應商貿制度」，認為困難者分別佔 79.9%和 74.9%。
20 位受訪個案則反映其在廣東省工作的具體主要障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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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商務制度和創業政策缺乏協調，加上政策不穩定，為創業者帶來較
大風險。
政策穩定性是受訪個案會否在廣東省創立或繼續業務的關鍵因素。
有從事金融科技的個案表示，曾因金融牌照制度的突然變更而損失
一個重要客戶，導致業務霎時停頓。此外，有從事商業諮詢及培訓業
務的個案表示，因內地視培訓為教育業務，他擔心自己難以掌握政
策變化而容易招惹官非，結果選擇將公司回歸香港註冊。
有受訪專家就指，現階段未見各城市之間有良好協調，各地會出現
不同的商業規例。有受訪學者亦認為，內地政策的不確定性，令創業
者難以掌握業務的標準，成為其中一項較大風險。

b.

商務手續繁複、資訊不透明、資金提取及匯款的手續繁複，令創業
者倍感不便，窒礙他們的創業意願。
商務手續資訊不透明增添了創業者的困難。有從事資訊科技的個案
表示，因不清楚在內地成立公司的手續，導致他們需花費數千元人
民幣找中介代辦；而他們亦曾遇上騙徒，卻因不清楚資訊的真偽而
不懂得分辨。他們亦擔心，如遇上商務糾紛等問題時會求助無門。
此外，資金管制嚴格，令香港創業者欲將內地業務的利潤或受僱的
薪金帶返香港時出現困難。有從事注塑模具的受訪個案認為，現時
香港創業者要將利潤轉移相當困難。另一名受僱個案則認為，香港
受僱人士在內地獲發薪金有機會不能帶返港，增添了他繼續在內地
發展事業的顧慮。這些情況窒礙了香港青年創業和就業的意願。

c.

稅率高並實施全球徵稅，部分香港青年難以全情投入在內地工作。
內地於 2019 年實施全球徵稅。雖然新稅制暫緩對境外人士的全球徵
稅要求，讓居住滿 183 天的年度少於 6 年，且非由內地企業發薪的
受僱人士便免繳內地所得稅；但對於由內地企業發薪的香港居民，
無論如何仍需繳納內地所得稅。而內地稅率可高達扣除免稅額後個
人所得的 45%，加上個人需繳交薪金比率 15%-22%的「五險一金」
5
，令不少在內地工作尤其就業的港青感到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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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險一金」指內地用人單位給予勞動者的幾種保障性待遇的合稱。「五險」指五種社會保
險，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一金」是指住房公積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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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資訊科技業的創業個案表示，從前他欲取得內地買樓資格而願意
在內地支取薪金，並繳納社保和所得稅，但新稅制令他擔心需要按
全球收入徵稅，因此他已轉為在香港支薪，並計算在內地逗留的日
子。稅務困擾令部分香港青年難以全時間地全情投入在內地工作。
d.

在日常生活層面，沒有相關證明及銀行戶口的香港青年，難以使用
內地的電子支付服務；而部分公共服務系統不接受回鄉證，也令他
們無法取得生活便利。對長期逗留在廣東省的香港青年而言，生活
配套如教育和醫療制度的不協調，令他們難以安心到當地發展。
在日常生活層面，受訪個案亦認為在內地工作與生活，遇上相當的
不便，包括因沒有內地居住證明、內地銀行戶口或實名認證手機號
碼而難以使用內地版的電子支付服務；以及部分內地的公共服務電
子系統未能接受回鄉證。
有受訪個案表示，部分創業和就業者不一定長時間逗留內地，故沒
有申請港澳臺居民居住證，亦未有開立銀行戶口所需文件。此外，不
少受訪個案均未能以回鄉證使用高鐵自助取票服務，令他們經常費
時排隊領票。
對於因工作而長期逗留在廣東省生活的香港青年而言，生活配套包
括教育和醫療制度上的協調則顯得較重要。但有受訪專家指出，現
時這方面仍缺乏互認安排，令他們難以放心到廣東省發展，情況亟
待改善。

4.

要提升大灣區整體實力，應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下，進一步協調各城
市之間的商務制度和創業政策。短期內可盡量令相關政策及資訊透
明化，簡化商務及就業手續，並提供稅務優惠。
《協議》及《規劃綱要》出台，對粵港澳三地的經濟發展可望有正面
影響。對香港青年而言，更是開拓創業與就業的重要機會之一。香港
實行一國兩制，這不單有利香港的長遠發展，亦能協助大灣區的發
展逐步走向世界，達至多贏。
鑒於大灣區涉及三種不同的行政制度，在實行兩地人員創業與就業
的往來上，仍存在不少有待克服的障礙。即使是廣東省內城市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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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種商務制度和創業政策上亦存在差異和不穩定，需各地政府進
一步協調。而短期改善方向，可包括盡量將商務及創業相關的政策
及資訊公開，讓創業及就業者有據可依，並進一步簡化商務及就業
手續，以及提供稅務優惠；此舉有利引入人才及創新創業元素，協助
整體產業升級及長遠經濟發展。

建議
基於上述研究結果及討論要點，我們認為值得考慮下列建議，以消
除香港青年在大灣區創業及就業的障礙：

1.

成立「大灣區事務協調局」，就 9+2 城市之間的角色跟進具體
協調事務。
成立「大灣區事務協調局」，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下，根據整個大灣
區的規劃建設，以及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的頂層架構下，
就 9+2 城市之間的角色，設置專責協調的機制，跟進具體協調事
務，包括各類與創業及就業相關的政策。
同時，在該局統籌下，推出以下便利營商與就業的服務：

a.

建立一站式資訊平台，有系統地公開大灣區 9+2 城市的創業
及就業的實用資訊。
針對政策難以掌握及資訊不透明的問題，有關當局應建立一站式資
訊平台，有系統地公開大灣區 9+2 城市的創業及就業資訊。在創業
方面，包括各行各業的具體政策、機遇、各城市特點、創業園區資
訊、創業計劃、創業優惠及支援措施。在就業方面，則包括各人才
優惠措施、實習計劃，以至僱主聘用跨境人員的資訊。該平台亦應
介紹一國兩制的概念和特色，讓跨地創業者、就業者，以及僱主有
基本了解。

b.

簡化大灣區內各類商務手續，並將相關手續資訊透明化，以及
設置各類商務手續的網上申請渠道。
簡化大灣區內各類商務手續，並將辦理商務手續的資訊透明化，當
中包括公司註冊、會計、稅務、各類創業計劃申請及人才優惠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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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的手續，並設置各類商務手續的網上申請渠道，協調這些手續
和計劃的申請，以及提供更簡約和便利的程序。

2.

設立「香港青年創業與就業促進處」，為香港青年開拓更多創
業與就業機會。
香港特區政府應設立「香港青年創業與就業促進處」，根據《規劃
綱要》未來落實的具體政策，積極聯繫各創業園區，促成制訂更多
香港青年創業培養計劃；並聯繫各類型企業，為有興趣在大灣區累
積經驗的港青提供更多實習機會和職位空缺資料。

3.

提供「港青港稅」優惠，讓符合一定條件的香港年輕創業者及
就業者，可按香港稅率向內地繳納個人所得稅。
為香港青年提供「港青港稅」優惠。在創業方面，只要在廣東省 9
市創業的香港青年符合一定的行業要求，又確實進行實質業務的話，
便可享有按香港稅率繳納業務稅項的優惠。在就業方面，建議符合
一定條件、並受僱於廣東省 9 市的香港年輕專才，可按香港稅率向
內地繳納個人所得稅。

4.

提高受僱於大灣區的香港青年的個人購匯額度至每年最高
100,000 美元。
針對資金提取及匯款手續繁複的問題，有關當局應簡化匯款手續，
提高受僱於大灣區的香港青年的個人購匯額度，由每年 50,000 美
元，增至每年最高 100,000 美元。

5.

打通粵港澳 3 地的跨境電子支付服務。
針對香港居民未能在內地使用電子支付服務的問題，當局應協助多
家電子支付服務供應商，打通跨境電子支付服務，讓香港的大型電
子支付系統可於大灣區內所有城市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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