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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中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推动对外

贸易、利用外资创新发展，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作

出重要贡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同

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

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决心不会变。”

被誉为中国“南大门”的广东，毗邻港澳，处在内外循环交汇点，是向世界展

示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重要窗口，也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

2021年，广东成为中国首个地区生产总值超12万亿元的省份，拥有广州、深圳、佛
山、东莞四座经济总量过万亿元城市。其中，外贸进出口首破8万亿，连续36年进
出口规模居中国各省市第一，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800亿元。

广东拥有完备的产业体系、较强的创新实力和良好的营商环境，拥有1500多
万市场主体、7000万劳动者、1.27亿常住人口共同形成的市场红利，拥有粤港澳大
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双区”及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等国家重大发展战

略叠加利好，将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全国首部外商投资权益保护地方性法规《广东省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条例》正

式施行，将为广东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支撑。这是

广东进一步向投资者发出积极的信号，为投资者来粤投资注入“强心剂”。

重商、亲商、安商的商贸文化，让广东开放之门越开越大。这里充满着无限的

梦想和机遇，诚挚欢迎海内外投资者亲身体验广东的活力魅力，共同创造财富、

分享红利。

广东省商务厅

2022年5月

广东欢迎您
Welcome to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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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广东

广东地处中国大陆最南部，东邻福建，北接江西、湖南，西接广西，南邻南海，珠

江口东西两侧分别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接壤，西南部雷州半岛隔琼州海峡与海南

相望。广东土地总面积17.97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1.87%，大陆海岸线长
4114千米，居全国首位。广东是目前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2021年末全省常住人口
12684万人。

广东属于东亚季风区，是全国光、热和水资源较丰富的地区，且雨热同季，降水主

要集中在4-9月。全省年平均气温21.9℃。
广东是岭南文化的重要传承地，别具特色的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等文

化生态，绚丽多姿的粤剧、粤菜、醒狮、工夫茶、端砚等文化遗产，特质鲜明的语言、习

俗、绘画、音乐等文化符号，共同构筑了丰富多元的岭南文化。其中，粤剧是粤方言区最

具影响力和海外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戏曲剧种，有三百余年的历史，与岭南画派、广东音

乐被称为“岭南三秀”；粤菜是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也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享誉国

内外；粤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与苏绣、湘绣、蜀绣并称“全国四大名绣”。近年

来，广东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实施岭南文化“双创”工程，推动岭南文化焕发出

时代光彩。

广东经济总量大、韧性强，开放型经济活跃，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2021
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2万亿元，连续33年居全国首位；进出口总额8.27万亿元，连
续36年居全国首位；全省实际利用外资1840亿元，同比增长13.6%；新设外商直接投资
项目16155个，同比增长25.6%。

广东概况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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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
一核 （珠三角地区）                
一带 （沿海经济带）
一区 （北部生态发展区）

沿海经济带

北部生态发展区

北部生态发展区

沿海经济带

珠三角地区

区域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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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珠三角沿海7市和东西两翼地区7市
东翼以汕头市为中心，包括汕头、汕尾、揭阳、潮州4市
西翼以湛江市为中心，包括湛江、茂名、阳江3市

是新时代全省发展的主战场

“一带”
沿海经济带

产业支撑作用更加强劲，绿色石化、新能源等优势产业发展壮大，培育一批千亿级临海
产业集群。推动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加快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布局，历史性实现
本科院校、高职院校、技师学院、高水平医院21个地市全覆盖。

范围：韶关、梅州、清远、河源、云浮5市
是全省重要的生态屏障

“一区” 
 北部生态发展区

绿色发展优势进一步凸显，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完善，支持各市壮大县域、镇域经济，
因地制宜发展水经济、清洁能源、绿色矿业等，积极发展农产品种养和深加工、乡村旅游经
济，打造生态经济发展新标杆。

延伸阅读：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
http://www.gd.gov.cn/zwgk/wjk/qbwj/yf/content/post_3268751.html

范围：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9市
是引领全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和主引擎

“一核”
珠三角地区

核心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全面推进，广州、深圳“双城”联
动态势初步形成，佛山、东莞进入经济总量万亿元城市行列，广佛全域同城化、广清一体化
和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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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

国家战略，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

展的新实践。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

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是我
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实力雄厚，创新要素集聚，国际化水平领先，合

作基础良好。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约12.6万亿元人民币，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粤港澳合作更加深入，三地民众获得感更加充实。

创新高地

大湾区城市

中心城市                重要节点城市

战略定位：

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
示范区

宜居宜业宜游的
优质生活圈

“一带一路”建设的
重要支撑

充满活力的
世界级城市群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深圳市
佛山市

肇庆市

中山市

江门市

珠海市

广州市

惠州市

东莞市

澳门特别行政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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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资格认可、标准衔接范围持续拓展，在医师、教师、导游等8个领域，以
单边认可带动双向互认，3000多名港澳专业人士取得内地注册执业资格。

推动制定首批“湾区标准”清单，涵盖食品、粤菜等23个领域70项标准。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不断深化，建设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的
营商规则，要素跨境流动更加便捷高效。3

主要建设成果：

珠江口东西两岸跨江通道陆续建成，已建成4条公路跨江通道以及1条铁路
通道，从北向南分别是黄埔大桥、南沙大桥、广深港高铁、虎门大桥、港珠
澳大桥。佛莞城际铁路、狮子洋通道、深江铁路、深中通道建设加快推进。

现代化交通体系不断完善，三地往来更加快捷，大湾区
“1 小时生活圈”基本形成。2

08

粤港澳三地创新资源加快集聚，开放共享水平不断提升，大
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影响力显著增强。1
高水平实验室体系不断优化，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布局了10个广东省实验室、
3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与港澳合作20家联合实验室。

支持港澳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广东省财政支持科技计划，省、市科研项目财
政资金跨境拨付支持，惠及十余所港澳高校和科研机构。

全面落实大湾区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延伸阅读：
  粤港澳大湾区官方网站（中文版）

http://www.cnbayarea.org.cn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headline/content/mpost_165662.html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

http://www.gd.gov.cn/zwgk/wjk/qbwj/yf/content/post_3268751.html

在就业方面，广东全面取消此前的港澳居民在粤就业许可要求，港澳居民
可同等享受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和服务。目前，在粤纳入就业登记管理的港
澳居民超过8.51万人。

大湾区（内地）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港澳居民政策落实落地，累计超过1000
人次的港澳居民报考，首批考取港澳居民已聘用到岗。

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港澳居民来粤
发展更加便利，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加快形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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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02  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

2021年9月6日，《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正式公
布。

聚焦“扩区”和“改革开放”两个重点，前海合作区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

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不断构建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在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方面，前海合作区将推进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加快

科技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创新合作区治理模式；在建设高

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方面，前海合作区将深化与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扩大金融业对

外开放，提升法律事务对外开放水平，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2021年9月5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公布。
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条主线，横琴合作区被赋予“促进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

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四大核心战略定位。横琴合作区着力发展促

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新产业，聚焦发展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澳门品

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产业和现代金融产业，对符合条件的产业企业按15%的税率征收
企业所得税，全面落实境内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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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自贸试验片区错位发展

03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广东自贸试验区）于2014年12月31日经

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已历经七年。广东自贸试验区目前已累计形成584项制度创新
成果，在全省复制推广146项改革创新经验，发布245个制度创新案例，其中41项全国
首创，7个列入全国最佳实践案例。

2021年9月22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
“十四五”规划》，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片区、前海蛇口片区、横琴片区三个片区区域功

能各有侧重、错位发展。

南沙片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主要承载区、国际人才特区、进

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打造联动湾区、面向世界的高水平对

外开放门户。

前海蛇口片区联动香港建设新型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高端航运服务中心、国际法

律服务中心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提升国家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和跨境

人民币业务创新试验区功能，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

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

横琴片区加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推动粤澳两地规则衔接，构建粤澳共商

共建共治共享机制，打造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

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

面积
（平方公里）

进出口总额
（亿元人民币）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家）

实际利用外资
（亿美元）

南沙片区

前海蛇口片区

横琴片区

60

28.2

28

广东自贸试验区主要数据（2021年）

片区

2600

1053.34

314.66

54

963

1908

13.16

54.02

15.23

延伸阅读：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http://www.gd.gov.cn/xxts/content/post_35338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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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15日，广东印发《推进广东自贸试验区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创新若干措
施》，围绕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积极发挥广东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引领功能，打

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提出十五个方面共27项具体措施，主要特点包括：
一是提升贸易便利度，促进贸易新业态发展。创新便利化结算措施、建设综合服

务平台等支持离岸贸易发展，开展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进口便利、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部

分药品及医疗器械业务等试点，提升医药产品进口便利度。

二是提升投资便利度，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优化审批服务，支持港澳服务

提供者投资设立旅行社，放开国际登记船舶的法定检验，支持境外仲裁机构在前海蛇

口片区设立业务机构。

三是提升国际物流便利度，推进开放通道建设。支持广东自贸试验区所在城市国

际机场拓展运用第五航权，支持广东自贸试验区试点多式联运“一单制”改革，鼓励制

定并推行标准化多式联运单证，研究出台铁路运输单证融资政策文件。探索开展粤港

澳大湾区“组合港”建设。

四是开展金融创新试点，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水平。开展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体系

试点、融资租赁公司外债便利化试点和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打造期货产业链，高标准

建设广州期货交易所，丰富商品期货品种，完善期货保税交割监管政策。

延伸阅读：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进广东自贸试验区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
http://ftz.gd.gov.cn/zhl/content/post_3815082.html#zhuyao

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片区
http://www.gzns.gov.cn/tzns/

南沙片区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叠加“国家新区+自贸试验区+粤港澳
全面合作示范区”三大战略定位，是粤港澳合作的重要平台和连接珠江口两岸城市群

和港澳地区的重要枢纽性节点。作为全国首批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南沙片区

自由贸易（FT）账户业务获准拓展试点银行和服务范围，截至2021年FT账户业务金额
达7528亿元。推进“跨境电商出口退货监管新模式”建设，2021年南沙片区跨境电商进

自贸试验区投资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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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片区
http://www.hengqin.gov.cn/macao_zh_hans/
hzqgl/zszy/index.html

广东自贸试验区前海蛇口片区
http://qh.sz.gov.cn/tzqh/index.html

前海蛇口片区分为前海区块和蛇口区块，集深港合作、“一带一路”、自贸试验区

三大国家战略于一身，实行“合作区+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的“三区”叠加模式。
制度创新为前海注入源源活力，前海蛇口片区全力打造跨境电商全业态中心，2021年，
验放全国首票9810（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报关单，实现跨境电商“购-展-售-退”全链
条发展；建设ICT（电子元器件）物料供应链中心，吸引华为、中兴、大疆、小米、荣耀等
企业入驻。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前海蛇口片区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一次申请、按

需发证”，办理时间由49天压缩至13天。前海蛇口片区挂牌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仲
裁中心，试点支持港企在无涉外因素情况下选择适用香港法律解决民商事合同纠纷，

2021年已审理案件91件。

横琴片区地处珠江口西岸，与澳门隔水相望，以“打造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

展新载体”为功能定位，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对标高标准国际贸易规则，在政务服务、

通关便利、金融创新、法治建设、信用监管、廉政建设等方面进行尝试和探索，形成一

大批可复制推广的“横琴经验”。横琴片区以良好的营商环境扩大开放、激发产业动

能，推出商事登记跨境通办服务，澳门创业者在澳门就可以完成横琴的企业注册。截至

2022年4月，横琴片区吸引33家涉澳跨境金融企业或服务机构入驻粤澳跨境金融合作
（珠海）示范区，注册的科技型企业约1万家，其中澳资企业近800家，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326家，已建成科技企业孵化器、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国家级和省级科技创新平台
18家。同时，设立珠澳跨境仲裁平台，实现澳门仲裁机构可在横琴运用澳门法律受理涉
澳仲裁案件。

出口货值约360亿元，同比增长73%。截至2022年4月，南沙片区160项政务服务事项
已实现“湾区通办”，创新构建“信即办”审批服务体系，实现“即来即办、当场办结、立

等可取”。同时，南沙片区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暨“一带一路”法律服务集聚区建设，

大力推广互联网仲裁“广州标准”，完成自贸试验区首宗以“临时仲裁”方式解决纠纷

案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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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机遇
广东是中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国际化水平领先的区域之一。当前，广

东正与港澳合作，共同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广东将进一步放宽市场

准入，完善省领导联系跨国公司直通车制度，做好外资大项目跟踪服务。发挥驻外经贸

机构、海外商协会、华侨华人等的桥梁纽带作用，联合港澳开展大湾区推介活动，鼓

励跨国公司在粤设立总部型企业，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释放投资新

动能。

延伸阅读：《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2020年版）》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fzggwl/202012/P020201228567029819518.pdf

国家鼓励外商投资产业

根据《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0年版）》，国家鼓励外商在415项产业进行投
资，主要涵盖以下领域：

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批发和零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
技术服务业

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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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贸易高质量发展十大工程

14

延伸阅读：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的通知
http://www.gd.gov.cn/zwgk/wjk/qbwj/yf/content/post_3268751.html

贸易高质量发展

在新发展格局下，广东省印发《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提出实施

贸易高质量发展十大工程，到2025年，广东将全面建成贸易强省。

重大贸易平台工程 产业链招商工程

“粤贸全球”品牌工程 展会提升工程

贸易龙头企业工程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消费枢纽工程

数字贸易工程 贸易新业态工程

通关便利化改革工程 贸易金融创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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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先进制造业
2021年7月30日，《广东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正式印发。

“十四五”期间，广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促进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促进产业由集

聚化发展向集群化发展跃升，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广东省重点产业

广东产业发展基础良好，集聚效应明显，产业链配套齐全，粤港澳三地形成了先进

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互补互促、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是世界制造业重要基地、国际金

融航运贸易中心、旅游休闲中心。

三大重点方向

前瞻布局
战略性

新兴产业

巩固提升
战略性

支柱产业
谋划发展
未来产业

十大战略性
支柱产业

十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

战略性产业集群 集群方向

新一代电子信息、绿色石化、智能家电、
汽车、先进材料、现代轻工纺织、软件与
信息服务、超高清视频显示、生物医药
与健康、现代农业与食品

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智
能机器人、区块链与量子信息、前沿新材
料、新能源 、激光与增材制造、数字创
意、安全应急与环保、精密仪器设备

2025年发展目标

营业收入年均增速与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增速基本同
步，成为我省经济社会发
展的基本盘和稳定器

营业收入年均增速10%
以上，不断开创新的经济
增长点

延伸阅读：《广东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
http://www.gd.gov.cn/attachment/0/438/438152/3496256.pdf

六个重大工程

强核工程

立柱工程

强链工程

优化布局工程

品质工程

培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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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全省制造业总体空间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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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
珠三角地区 沿海经济带东翼 沿海经济带西翼 北部生态发展区 具有布局该

集群的地市
数量（个）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东莞   惠州   中山   江门   肇庆 汕头   汕尾   揭阳   潮州   湛江   茂名   阳江     韶关   梅州   河源   清远   云浮

半导体与集成电路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机器人

区块链与量子信息

前沿新材料

新能源

激光与增材料制造

数字创意

安全应急与环保

精密仪器设备

各地市布局的新兴
产业集群数量（个）

11

15

13

8

16

14

13

8

18

18

  10        10        10        10       10         8           9         10         7    8          4           4           5          6           2          4            4           3          5           3          2

产业集群区域布局的重要程度用 ★ 表示，其中  ★★★/★  标注核心城市， ★★/★  标注重点城市， ★/★  标注一般城市；

未标星的地市可以结合自身实际谋划发展。

产业集群

“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布局（地图详见P16）

珠三角地区 沿海经济带东翼 沿海经济带西翼 北部生态发展区 具有布局该
集群的地市
数量（个）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东莞   惠州   中山   江门   肇庆 汕头   汕尾   揭阳   潮州   湛江   茂名   阳江     韶关   梅州   河源   清远   云浮

新一代电子信息

绿色石化

智能家电

汽车

先进材料

现代轻工纺织

软件与信息服务

超高请视频显示

生物医药与健康

现代农业与食品

各地市布局的支柱
产业集群数量（个）

15

15

9

17

19

19

10

7

21

21

  10        10         9         10         9         10        10       10         7    8          7           4           4           8         6           4           4           6           6           5          6

“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地图详见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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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现代服务业
“十四五”期间，广东省将大力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能级，加强与港澳服务业合

作，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

升级，培育壮大新兴服务业，着力丰富应用场景，打造5G、人工智能、4K/8K生态圈，重
点支持创意经济、平台经济、分享经济、体验经济发展。

《2022年广东省数字经济工作要点》从优化升级数字基础设施、发挥数据要素作
用、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化、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健全完善

治理和安全体系、加强统筹指导和政策保障七个方面出台30项措施，推动广东省全面
建设数字经济强省。

建设数字经济强省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广东省推动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1--- 2025年）》从四个方面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
展：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提出发展数字贸易、技术贸易、专业服务贸易、金融服务贸易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和运用，培育数字贸易载体和数字服务出口集聚区，创建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

提出加快传统贸易数字化改造，发展旅行服务贸易、运输服务贸易、文化贸易、中医
药特色服务贸易、服务外包等，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球贸易数字化领航区。

提出培育壮大服务贸易市场主体，依托横琴和前海两个合作区深化服务贸易改革，

一是加快发展新兴服务贸易。

二是促进传统服务贸易转型升级。

三是强化服务贸易主体培育及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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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科技创新产业
近年来，广东着力创新科技体制和人才发展机制，加快科技创新强省建设。

2021年，广东区域创新综合能力排名蝉联全国第一，实现全国“五连冠”；全省研
发经费支出超380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GDP）比重达3.14%；发明专利有效量、
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等重要创新指标位居全国首位；全省研发人员超过110万人；在
粤外国人才占全国约1/5；“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连续两年居全球创新集群第
二位。

“十四五”时期，广东科技创新发展将围绕建设更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强省，突出国

家重大需求、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人民生命健康、企业创新能力、人才队伍建

设、体制机制改革等“七个聚焦、七个着力”，实施“科技创新十大重点行动计划”。

支持服务贸易重点平台做大做强，深入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和服务外包示范
城市建设，高水平办好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等展会。

提出加强服务贸易政策引导，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加强服务业对外投资合作，推
动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稳妥有序对外投资，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提供融资、出口信用
保险服务等支持，提升服务贸易便利化水平，健全服务贸易统计体系。

四是完善服务贸易促进体系。

“科技创新十大重点行动计划”：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实验室卓越能力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

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

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研究

新一轮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

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科技孵化育成体系高质量发展

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

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延伸阅读：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http://www.gd.gov.cn/xxts/content/post_3576064.html
  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http://www.gd.gov.cn/zwgk/wjk/qbwj/yf/content/post_1054700.html

延伸阅读：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2022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http://www.gd.gov.cn/xxts/content/post_3882521.html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的通知

http://www.gd.gov.cn/zwgk/wjk/qbwj/yfh/content/post_38026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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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园区和重大展会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中山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江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源城高新技术开发区

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湛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茂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01  重点园区

重点国际合作园区

中新广州知识城 中韩（惠州）产业园

国家级开发区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

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揭东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广州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

广州保税区

广州出口加工区

广州保税物流园区

广州南沙保税港区

广东福田保税区

深圳前海湾保税港区

深圳盐田综合保税区

广东深圳出口加工区

广东珠海保税区

珠澳跨境工业区

珠海高栏港综合保税区

东莞虎门港综合保税区

汕头经济特区保税区

梅州综合保税区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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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重大展会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又称广交会，创办于1957年春季，每年春
秋两季在广州举办，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
对外贸易中心承办，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
商品种类最全、到会采购商最多且分布国别地区最广、成交效果
最好、信誉最佳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由中国商务部、科技部、工信部、国
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等部委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每年在深圳举办，是目前
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科技类展会，有“中国科技第一展”
之称，重点展示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
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和产品。

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由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广东省人民政府等部门主办，每年秋季在广州市举
办，是国际展览联盟（UFI）认证的国际展会。中博会以政府推动
和市场运作相结合，旨在为国内外中小企业构建一个“展示、交
易、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动我国中小企业与世界其他国家（地
区）中小企业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由自然资源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是服
务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强国，服务我国实施创新驱
动、军民融合、区域协调发展等国家战略，搭建国际化的海洋经
济交流合作高端平台，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海洋博览会、
国际性经贸展会，被誉为“中国海洋第一展”。

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
闻出版署、国家电影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每年在深圳举
办，是中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的文化产业博览交
易会，以博览和交易为核心，全力打造中国文化产品与项目交易平
台，促进和拉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积极推动中国文化产品走向
世界，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

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博览会由商务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广东省人
民政府主办，是全国唯一以推动加工贸易创新发展为主题的国家
级展会，在推动全国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创建品牌、拓展内销
市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创办于2014年，旨在打造落
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精品工程，树立“做生意、谈合作，到
广东”的国际形象。经过数年多的培育壮大，海丝博览会逐步发
展成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展会平
台，国际化、品牌化、专业化、市场化发展步伐加快，国际“朋友
圈”和影响力日益扩大。

展会名称 简介 展会网站举办地点

中国进出口
商品交易会

广州

中国国际
高新技术成果

交易会
深圳

中国国际
中小企业
博览会

深圳中国海洋
经济博览会

22

广州

中国 ( 深圳 )
国际文化产业
博览交易会

深圳

中国加工贸易
产品博览会

广州
广东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

国际博览会

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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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新契机 

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标志着全球人
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落地。RCEP采用高标准经贸
规则体系，涵盖关税减免、贸易便利化、服务投资开放、商务人员往来、电子商务、知识

产权保护等诸多领域。3月31日，RCEP生效实施满一季度，生效成员国12个，首年零关
税产品2034种。

2021年3月，广州率先发布全国首个RCEP跨境电商专项政策《广州市把握RCEP机
遇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5条创新措施，包括优化
口岸营商环境、简化跨境电商B2B出口、RCEP国家跨境电商货物24小时内放行等。

2022年1月，广州南沙区发布全国首个对标RCEP、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双协定的自贸区集成性创新政策，即《南沙自贸片区对标RCEP CPTPP
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试点措施》，聚焦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要素流动便

利、金融服务、竞争政策和绿色发展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兼顾国家关切和南沙特色的
先行先试措施。

作为外贸大省，广东与RCEP成员国有着坚实的经贸合作基础。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2022年第一季度：

广东与其他RCEP成员国进出口
5240.4亿元

约占全省外贸
1/3

截至2022年3月31日，RCEP生效成员国12个。

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东盟10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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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多年间，外国投资者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受
益者。广东率先推进营商环境改革，加快推进“数字政府”“信用广东”建设，先后出台

“外资十条”等投资贸易便利化政策，不断推进高质量对外开放，总体营商环境水平位

居全国前列。随着《外商投资法》施行，广东将进一步完善市场准入、产权保护、政务

服务、法治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安排，积极保护外来投资者合法权益，努力为企业的发展

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一流营商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是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促进外商投资，保

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规范外商投资管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促进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该法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是中国外商投
资领域新的基础性法律，取代改革开放以来制定的“外资三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法》《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

五大亮点

坚持内外资一致

保护知识产权

建立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体系

建立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

投资政策

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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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1903/121916e4943f416b8b0ea12e0714d683.shtml

三项制度

外商投资促进制度：
包括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提高外商投资政
策的透明度；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加
强外商投资服务；依法依规鼓励和引导外商投资。

外商投资保护制度：
包括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产权保护；强化对涉及外商
投资规范性文件制定的约束；促使地方政府守约践诺；
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

外商投资管理制度：
包括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外商投资项目的核
准、备案制度，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外商投资安全
审查制度。

两大变化

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直接到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机关）办
理，无需再向商务部门办理审批或者备案。

设立外商投资企业除提交登记申请材料外，还需填报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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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重要投资政策

01  广东省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条例
2022年3月1日，《广东省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外商投

资权益保护地方性法规。

1. 强调突出“平等保护”

规定本省按照国家规定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不得
针对外商投资设置准入限制。

规定各级政府在政府资金安排、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土地供应、税费减免、资质许
可、标准制定等方面，应依法平等对待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不得制定或者实
施歧视性政策措施。

2.“同等门槛”参与政府采购

在参与政府采购方面，各级政府应依法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公平参与政府采购。采
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政府采购信息发布、供应商条件确定和资格审查、评标标准
等方面，应当依法平等对待外商企业。

在科技研发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平等参与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政府科技计划项
目等申报，并享受配套政策扶持。大型科研仪器设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按照国家
规定面向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开放共享。

在具体的措施方面，外商投资企业符合条件的中国籍员工可以申请加入政府采购评
审专家库，可以参加各类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活动等。

3. 多方面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从行政执法、公共服务资源利用以及司法保障三个方面，对外商企业关切的知识产
权保护进行了规定。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机制，健全知识产
权行政执法保护体系，依法处理侵害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的行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公平利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资源，在
知识产权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和快速维权方面享受服务；各级人民法院对于外国投
资者、外商投资企业涉及知识产权的证据保全、行为保全、财产保全申请，应当依法
按期受理、审查、作出裁定；对于故意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情节严重的，依法适用
惩罚性赔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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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贸试验区探索试验性政策

在人才政策方面，广东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规划，发挥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作用，探索开展外商投资权益保护的试验性政
策措施，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经认定的在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
缺人才按照规定享受出入境、停居留等优惠措施。

在工作许可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引进的外国高端人才办理工作许可，按照国家规定
可以不受年龄、学历和工作经历限制。外商投资企业引进的外国专业人才办理工作
许可，按照国家规定可以适当放宽年龄、学历、工作经历等限制。

4. 外商投诉处理

对投诉处理的工作时限作出明确规定：投诉工作机构接到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
业投诉后，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投诉工作机构应当在受理投诉之日起
二十个工作日内办结受理的投诉事项。

延伸阅读：《广东省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条例》
http://com.gd.gov.cn/zwgk/gzdt/content/post_38181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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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条例
为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高效促进知识产权运用，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广东

省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于2022年5月正式施行。

1. 明确知识产权“严保护”的政策导向

明确相关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从重处罚；

推进知识产权领域信用体系建设，设立失信惩戒制度；

设立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专项行动，加大对重复侵权、恶意侵权、群体侵权等行为的
查处和打击力度；

对专利申请确权快速通道、商标保护、作品著作权保护、商业秘密保护、老字号知
识产权保护以及新领域新业态等领域保护进行有效规制，加大开展行政指导以及
探索开展新领域新业态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2. 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的工作格局

设立知识产权保护分析评议和审查制度，建立分析评议和审查机制；

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执法协作机制，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保护；

加强知识产权智能化保护，探索建立智慧、高效、协同的数字化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

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行政执法和司法衔接机制，推动知识产权领域行政执法
标准和司法立案追诉、裁判标准协调衔接；

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营造良好的
知识产权保护氛围；

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优化政务服务、提供风险预警服务，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发
展、加强知识产权鉴定的专业化和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工作考核机制、
推进知识产权领域信用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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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通知识产权“快保护”的关键环节

推动专利快速审查机制建设，为国家重点发展产业和本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提供
专利申请和确权的快速通道；

加强知识产权快速维权机制建设，支持优势产业集聚区申报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
心和快速维权中心；

建立专利侵权纠纷等快速处理机制；

强化知识产权纠纷调解解决。

4. 营造知识产权“同保护”的优越环境

强化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合作机制建设，依托粤港、粤澳及泛珠三角区域知识
产权合作机制，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协作、纠纷解决、信息共享、学术研究、人才培
养等工作；

强化维权援助服务和海外维权援助服务：

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体系，推动成立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组织；

鼓励保险机构结合知识产权保护、海外维权等需求开展知识产权保险业务；

建立和完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机制，加强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服务；

支持知识产权公益性服务机构开展海外纠纷应对指导服务，鼓励建立知识产
权海外维权工作机制，建设海外维权专家库、案例库及法律库，开展海外维
权服务；

引导重点产业的企业、行业协会、商会等建立知识产权海外维权联盟，设立海
外维权援助服务基金，提高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能力。

延伸阅读：
  《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条例》

http://www.gdrd.cn/xwdt/202203/t20220331_186467.html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http://www.gd.gov.cn/zwgk/gongbao/2022/10/content/post_39129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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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期举办省、市、县(区)招商大会，搭建省市联动招商网络；

实施产业链招商工程，编制产业招商地图，成立产业链招商联盟，建立产业招商数
据库和目标企业清单；

加强与国家重大战略及港澳地区对接、协同联动，围绕先进制造业产业链推动互
补招商。

加强内外资一体化全产业链招商

4
每个战略性产业集群建设至少1家省级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或制造业创新
中心，鼓励各地给予资金支持；

支持设立新型研发机构，支持研发机构落地广东建设分中心、分实验室；

加快建设国家级和省级质检中心、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技术标准创新基地；

支持加快完善5G、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5
全省每年安排一定用地指标用于先进制造业项目预支使用，对各地引进符合条件
的先进制造业项目但当年用地指标确有不足的，可按规定向省申请预支指标。

强化资源要素保障

30

03  广东省先进制造业“投资十条”
为进一步发挥制造业投资推动工业经济增长的牵引带动作用，加快建设制造强

省，广东制定《广东省加快先进制造业项目投资建设若干政策措施》。

1加强分区域分行业分类指导

围绕“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聚焦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十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群，积极引进产业带动性强、技术水平先进、绿色低碳的先进制造
业项目；

鼓励国有资本深度参与先进制造业项目引进建设。 2加大制造业投资奖励

省财政设立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十四五”期间引进、建设先进制造业项目：

支持先进制造业投资奖励 ；

支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研制与推广应用；

对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的大型技术改造项目给予奖励；

支持新建大型产业园区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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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战略性产业集群企业和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

引导金融机构完善信贷管理机制；

鼓励地市成立本地先进制造业重点项目金融信贷工作专班；

引导保险机构开发针对先进制造业项目的专属保险产品；

建立与国家相关产业投资基金常态化对接工作机制。

加强金融和产业资本支持

6
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空间规划、环境管理标准、环评编制技术导则和规
范等要求编制完成环评文件的制造业项目实行环评审批一次性办理。

优化环评服务

8
深入实施“广东技工”工程、“湾区人才”工程；

对全省总投资50亿元以上先进制造业项目单位赋予高级职称评审权，由项目单位
制定评审标准条件；

对沿海经济带东西两翼和北部生态区总投资10亿元以上先进制造业项目单位赋予
副高级职称评审权；

引导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重点建设20个专业集群。

强化高素质人才支撑

9
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园区申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鼓励
有条件的地市向园区下放更多管理权限；

聚焦战略性产业集群培育，加快建设一批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省级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新布局建设一批省产业园。

打造高水平项目承载平台

10
实施省领导定向联系负责若干战略性产业集群工作制度，建立战略性产业集群专
家咨询制度，明确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对应省领导、牵头单位和配合单位；

发挥世界500强企业和大型骨干企业、“省长直通车”制度、省领导联系跨国企业直
通车等制度，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项目引进和落地建设。

加大统筹协调力度

延伸阅读：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加快先进制造业项目投资建设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http://www.gd.gov.cn/xxts/content/post_32543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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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广东省“外资十条”（修订版）
为进一步促进外商投资稳定增长，广东省印发《广东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

利用外资若干政策措施（修订版）》。

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领域

2017-2022年，对在广东设立的年实际外资金额（不含外方股东贷款）超过5000万
美元的新项目（房地产业、金融业及类金融业项目除外）、超过3000万美元的增资
项目和超过1000万美元的外资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省财政按其当年实际外
资金额不低于2％的比例予以奖励，最高奖励1亿元。

对世界500强企业、全球行业龙头企业在广东新设（或增资设立）的年实际外资金
额超过1亿美元的制造业项目，以及新设的年实际外资金额不低于3000万美元的
IAB（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NEM（新能源、新材料）制造业项
目，可按“一项目一议”方式给予重点支持。

外资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对省级财政年度贡献首次超过1亿元的，省财政按其
当年对省级财政贡献量的30％给予一次性奖励，最高奖励1亿元。

加大利用外资财政奖励力度

对实际投资金额超过10亿元的制造业外商投资项目用地和世界500强企业、全球
行业龙头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自建办公物业用地，由省市共同安排土地利用计划
指标。

加强用地保障

对符合《广东省重大产业项目计划指标奖励办法》奖励条件的重大外资项目，省按
照相应标准给予用地指标奖励，其中对投资20亿元以上、符合投资强度要求并完
成供地手续的重大外资项目，省全额奖励用地指标。

支持在以下领域设立外商独资企业：专用车制造，新能源汽车制造，船舶设计、制
造和修理，干线、支线和通用飞机设计、制造与维修，3吨级及以上直升机设计与制
造，无人机、浮空器设计与制造，加油站建设和经营，国际海上运输，铁路旅客运输
等。

取消在广东设立的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支持外资
在广东设立合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
比不超过51％。

推动扩大港澳与内地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受理、承办的法律事务范围，在工程建
设领域试行香港工程建设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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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广东省产业发展基金，以股权投资等方式重点支持世界500强企业、全球行业
龙头企业在广东投资，以及我省重大跨国并购项目返程投资。

鼓励各地推广“贷款＋保证保险/担保＋财政风险补偿”专利权质押融资模式。

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

外商投资企业同等享受我省对民营企业境内上市、“新三板”挂牌和区域性股权市
场融资的相关扶持政策。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利用存量工业房产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兴办创客空间、创
新工场等众创空间的，可在5年内按原用途和土地权利类型使用土地，5年期满后
按有关规定办理。

支持研发创新

2017年 2022 年

对认定为省级新型研发机构的外资研发机构，省财政最高资助1000万元；

对认定为博士后工作站、两院院士工作站的外资研发机构，省财政最高资助

100万元；

对外资研发机构通过评审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创新平台建设项目，省财政最高
资助200万元。

加大人才支持力度

将外商投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7类人才纳为服务对象。

持有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与企业所在地户籍居民同等享受当地人才住房、教
育、医疗、养老等政策待遇。

持有“优粤卡”的外籍人员，可申请办理5年以内的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和有效期
为5年的居留许可，并将业务承诺办理时限较法定办理时限压缩二分之一；符合条
件的，优先推荐办理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对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人员在广东创办科技型企业，给予中国籍公民同
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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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重点园区吸收外资环境

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级开发区推行行政审批局模式，实行“一枚印章管审批”。

对国家级开发区内新设的外商投资项目，可参照前海、横琴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鼓励园区及所在地按项目直接经济贡献的一定比例予以奖励。在省级产业转移
园区（产业转移集聚地）新设的外商投资项目，可比照享受省产业共建财政扶持
政策。

延伸阅读：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政策措施（修订版）的通知
http://www.gd.gov.cn/gkmlpt/content/0/147/post_147205.html#7

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

推行“多证合一”改革和负面清单以外领域外商投资企业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一
口办理”。

将外商投资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5个工作日以内。

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备案进一步下放至县（市、区）商务部门实施。

在全省口岸复制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将货物通关时间压缩三分之一。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加快建设中国（广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立健全专利快速审查、确权和维权
机制。

推行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直通车制度。

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申请和实施专利，其在广东实施的发明、发现和其他科
技成果，可参与我省各级各类奖项评审。

完善利用外资保障机制

完善省长联系跨国公司直通车机制。

建立省利用外资工作联席会议机制。

整合优化全省驻海外经贸办事机构。

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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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广东省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办法（修订版）
为进一步加快总部经济培育，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1年8月广东印发《广

东省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办法（修订版）》。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是指境外跨国公司以投资性公司、管理性公司等形式在我省设立的，通过
投资、授权等方式承担跨区域（含国家或地区）若干家企业资金管理、研发、采购、销售、物
流、结算、支持服务等营运职能的法人机构。境外跨国公司在我省设立的，承担部分地区总
部功能的总部型机构视同地区总部管理。

申报对象符合本办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定义。

申报对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际缴付注册资本不低于200万美元，注册地及
主要经营场所在广东省境内。

申报对象被授权管理的境内外独立法人企业不少于3家（其中至少有1家注册地
在广东省以外地区）。

境外母公司资产总额不低于2亿美元。服务业企业设立地区总部的，境外母公司
资产总额不低于1亿美元。

B

A

C

D

申报对象实际承担部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功能。

申报对象注册地及主要经营场所在广东省境内，其中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实
际缴付注册资本不低于100万美元；属分支机构的，总公司为其拨付的运营资金
应不低于100万美元。

B

A

申报对象被授权管理的境内外独立法人企业不少于3家（其中至少有1家注册地
在广东省以外地区）。

境外母公司资产总额不低于1亿美元，且在中国境内总公司累计缴付的注册资本
不低于200万美元。

C

D

1.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定义

2.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申报条件

3. 跨国公司总部型机构的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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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认定程序

向所在地地级以上市商务主管部门申报，省商务厅定期组织对各地申报项目进行复核，经征
求联席会议相关职能单位意见后公示并认定。

5. 财政奖励

符合条件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可按《广东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政策措施
（修订版）》等有关规定申请财政奖励。

6. 金融方面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总部型机构）可按规定开展各类跨境人民币和外汇业务；集中运营管理
境内外成员企业资金，开展集中外债额度、集中境外放款额度、经常项目资金集中收付和轧
差净额结算业务，保障其真实合法的经常项目收付汇业务顺利开展。在中国（广东）自由贸易
试验区内设立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总部型机构），可开立本外币合一的自由贸易账户，办理
包括经常项目、适用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的资本项目及相关业务。

7. 出入境方面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总部型机构）聘请的外籍工作人员可办理有效期为5年的工作类居留证
件。聘用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可在境内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总部
型机构）邀请、因紧急商务需入境的外籍人员，可按规定在口岸签证机关申请办理口岸签证，
入境后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可申办5年以内的多次签证或居留证件。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总
部型机构）聘用的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商务出境便利。

8. 人才保障方面

将符合条件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总部型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等人才纳为“优粤卡”服务对
象，持卡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可享受当地居民待遇。回国后在总部型外资研发机构工作
的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可直接认定高级职称。对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总部型机构）工作的
外籍高级管理人员，为其家属提供出入境、停居留便利。符合条件的外籍高级管理人员子
女，可以国际学生身份申请入学。

延伸阅读：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印发《广东省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办法（修订版）》的通知
http://www.gd.gov.cn/zwgk/gongbao/2021/25/content/post_35193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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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金融支持受疫情影响企业纾困和经济稳增长行动方案
2022年4月28日，广东印发《金融支持受疫情影响企业纾困和经济稳增长行动方

案》。《行动方案》从6个方面提出25条金融措施增加金融供给，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的企业纾困，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六项重大工作任务：

在加大对稳外贸稳外资的金融支持力度方面，《行动方案》
提出 5 方面的举措：

有力开展受疫情影响行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金融纾困行动；

加大对稳外贸稳外资的金融支持力度；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优化科技金融服务支持自主创新战略；

加强金融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

有效强化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力度。

加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

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加大对受疫情影响企业
支持力度，全年支持超1.2万家外贸企业，拓展产业链承保，帮助应对订单取
消、出运拒收等风险。深化银保企三方合作，创新保单融资产品，实现短期险
保单融资增信保额超600亿元。

B

提升金融服务外贸外资能力。

全面摸查重点外贸外资企业融资需求，强化融资对接，鼓励金融机构开展分
类建档和授信工作。引导金融机构设立“绿色通道”，加快做好外商投资项目
建设和能源化工等大宗商品进口的资金交易、本外币结算、信贷支持等金融
服务。鼓励银行扩大跨境人民币结算优质企业白名单，提高跨境贸易投融资
便利性。引导金融机构有效应用“加易贷”融资模式继续加大对加工贸易企
业的融资支持，提升“出口应收账款融资”等业务场景服务主体数量，扩大贸
易融资规模。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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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金融支持受疫情影响企业纾困和经济稳增长行动方案的通知
http://www.gd.gov.cn/gdywdt/zwzt/zqsk/zqzc/sj/content/post_3921027.html

期现联动推动大宗商品贸易发展。

支持广州期货交易所尽快上市期货品种开展交易，鼓励期货公司集聚发展，
建设交割仓库，完善期货产业链。加快地方大宗商品交易场所转型升级，做大
业务规模，提高综合服务能力，推动大宗商品期现交易场所合作，优先针对国
家战略资源、农产品、粤港澳大湾区优势品种开展大宗商品离岸交易、期现联
动等业务创新。积极打造综合性商品交易平台，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大宗商品
定价能力。

E

加大跨境电商融资支持。

鼓励银行开展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推广应收账款、订单等质押融资，对自建
海外仓的跨境电商企业加大中长期贷款支持，支持广东各地市跨境电商综合
试验区建设。支持银行在满足交易信息采集、真实性审核的条件下，凭交易电
子信息为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等贸易新业态提供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
算。支持符合条件的优质电商平台企业发行公司信用类债券。支持跨境电商
平台上的中小微企业通过标准化票据从债券市场融资。

D

提升外贸企业汇率避险能力。

支持融资担保公司为中小微外贸企业远期结售汇业务提供担保增信，降低企
业套期保值成本。鼓励银行简化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手续、提高办理效率，降
低企业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保证金比率，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申请金融衍生产品业务资格。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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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倾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贴心服务，不断推进

“数字政府”改革建设，企业和群众办事更加便捷。进一步减少市场准入限制，在入境

通关、企业设立、外汇管理、税务管理等方面营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广东正与港

澳加强对接，共同提升教育、文化、医疗、养老、旅游等公共服务水平，打造宜居宜业宜

游的优质生活圈。

投资服务

“数字政府”

近年来，广东通过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掀起政务服务“指尖革命”，增强粤企通、粤

商通、粤省事、粤省心等“粤系列”政务服务平台应用广度和深度，为企业和个人提供

“一站式、免证办、营商通”的贴身便捷服务，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便利度。

粤商 通
免证办•一键办

粤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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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检口岸”信息化监管和服务平台

贸易通关便利

近年来，广东开展创新通关举措，结合“ AR+AI ”等创新技术，为企业打造一条零
跑动、零收费、零限制的快速通关渠道。

延伸阅读：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
试验区办事服务
http://ftz.gd.gov.cn/
bsfw233/index.
html#zhuyao

实现企业申报“零纸张、零距离、零障碍、零门槛、零费用、零时限”。已在跨境
电商、市场采购出口、平行汽车进口等业务领域广泛运用。

集成船舶、船员、船检、安检、船公司等各类海事信息，实现船舶进出口岸预申
报等制度，推出“先通关后查验，船舶通关零待时”，实现集装箱班轮和邮轮即
靠即卸。

建设跨境数字贸易服务平台。涵盖自助报关、提前归类审价、互动查验、自助缴
税等业务创新，满足企业随时随地通过互联网办理海关业务的需求。

“互联网 + 易通关”系统

涵盖货物申报、运输工具申报、跨境电商、物流动
态等 18 个业务功能，联通海关、检验检疫、边检、
海事、商务、港务等 21 个业务部门，为企业提供一
站式口岸业务电子化服务。

对进出口商品实现“源头可溯、去向可查”的事前、
事中、事后全链条闭环监管。优化溯源体系功能，已
覆盖一般贸易、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出口等贸易方
式，涵盖食品、消费品、汽车等多个商品品类。打造
实体溯源中心，推动建设集溯源展示、业务运作、
风险分析、智能预警、公共培训、学术交流于一体的
综合性多功能实体中心。

“智慧海事”平台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全球进出口质量溯源体系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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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便利

01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与变更
申请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登记的，申请人应当登录“广东省开办企业一窗受理系统”

（网址:http://qykb.gdzwfw.gov.cn/qcdzhdj/）办理。申请人通过“开办企业”模块
填报企业登记信息，同时填报初始报告。投资人在登记环节需承诺是否符合《外商投资

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要求，填报行业门类和代码后，根据实际情况如实勾

选涉及特别管理情况。

申请人通过“开办企业一窗受理系统”可以完成设立登记、印章刻制和申领发票等

企业开办环节，并填报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申请人可以在登记系统下载和查阅开办企业

和外商投资信息报告操作手册。

为简化港澳台投资者主体资格证明文件，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使用往来内

地通行证、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侨）使用护照申请登记注册的，可以通过全国企

业登记身份管理实名验证系统进行实名验证，登记机关无需线下核实相关证件。

变更报告

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应于办理变更登记时在线提交初始报告。

外商投资企业实际控制人变更、进口设备减免税信息变更、住所未变更但所在特殊经济区域
变更以及外商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除发起人之外的股东基本信息变更等无需到市场监管部门
办理变更登记的事项，应于变更事项发生后20个工作日内通过企业登记系统提交变更报告。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

2020年1月1日起设立或发生变更的外商投资企业，无需办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或变更备案，
只需根据《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和要求报告投资信息。

适用对象

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的

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常驻代表机构等

外国投资者直接在
中国境内投资设立
公司、合伙企业的

报送联动

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含多层次投资）的企业的初始报告、变更报告、注销报告和年度报
告，由市场监管总局向商务部共享，企业无需另外商投资信息报告行报送。

延伸阅读：广东省开办企业一窗受理系统      http://qykb.gdzwfw.gov.cn/qcdzh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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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人才“优粤卡”

02  外汇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以来，对于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进行外汇

管理提出以下优惠政策：

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的出资、利润、资本收益、资产处置所得、取得
的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费、依法获得的补偿或者赔偿、清算所得等，可以
依法以人民币或者外汇自由汇入、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法对币
种、数额以及汇入、汇出的频次等进行限制。

1

2外商投资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劳动保
护、社会保险的规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税收、
会计、外汇等事宜，并接受相关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

3
对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投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行业，或
者在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进行投资的管理，国家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4外商投资企业的外籍职工和香港、澳门、台湾职工的工资收入和其他合
法收入，可以依法自由汇出。

42

推行人才“优粤卡”，将外商投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7类人才纳为服务对象。逐步扩
大“优粤卡”在广东可作为身份证明使用的领域。

“优粤卡”持有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与企业所在地户籍居民同等享受当地人才住
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政策待遇，其中境内持有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可在广东办
理赴港澳签注及其他出入境证件。

给予为本地经济社会作出贡献的“优粤卡”持有人适当奖励。

持有“优粤卡”的外籍人员，可申请办理5年以内的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和有效期为5
年的居留许可，并将业务承诺办理时限较法定办理时限压缩二分之一；符合条件的，
优先推荐办理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对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人员在广东创办科技型企业，给予中国籍公民同等
待遇。

经认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可享受出入境、停居留及聘雇外籍家政人员等便利措施。

回国后在外资研发机构工作的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可直接认定高级职称。

逐步在全省推广支持广东自贸试验区建设的6项人才出入境政策措施。

延伸阅读：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关于进一步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指导意见
http://www.safe.gov.cn/guangdong/2018/0702/11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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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税收优惠
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新个人所得税法已经开始施行，其中在中国就业、生活的

外籍个人也适用部分优惠政策，享受“国民待遇”大礼包。

基本扣除费用标准提升至5000元/月，对居民个人收入引入专项扣除。新个税法的调
整，可能对外籍个人中的居民纳税人产生影响。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与津补贴免税优惠政策不能同时享受，外籍居民选择后，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变更。

居民个人

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租房租金。

专项扣除费用 :

住房补贴、伙食补贴、洗衣费、搬迁费、语言训练费、子女教育费、探亲费、境内外
出差补贴。

2021年12月31日发布的《关于延续实施外籍个人津补贴等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政
策的公告》，规定对外籍个人有关津补贴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2023年12月31日。

津补贴免税项目 :

个人所得税预扣率表（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所得预扣预缴适用）

预扣率（%）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 速算扣除数级数

1

2

3

4

5

6

7

不超过36000元的部分

超过36000元至144000元的部分

超过144000元至300000元的部分

超过300000元至420000元的部分

超过420000元至660000元的部分

超过660000元至960000元的部分

超过960000元的部分

0

2,520

16,920

31,920

52,920

85,920

181,920

%3
%10
%20
%25
%30
%3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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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居民纳税人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

得(即综合所得)按照新个人所得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减除费用统一按照5000元/月执
行。非居民纳税人不适用专项附加扣除。

非居民个人

个人所得税预扣率表（非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等适用）

预扣率（%）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 速算扣除数级数

1

2

3

4

5

6

7

%3
%10
%20
%25
%30
%35
%45

不超过3000元的

超过3000元至12000元的部分

超过12000元至25000元的部分

超过25000元至35000元的部分

超过35000元至55000元的部分

超过55000元至80000元的部分

超过80000元的部分

0

210

1410

2660

4410

7160

15160

注释：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
满一百八十三天的个人，为居民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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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劳动和社会保障
《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的颁布实施，为在华就业的

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提供了法律依据，有力地保障和维护他们的社会保险权益。外籍

在粤就业人士可通过所属单位到税务局实体办税服务厅办理增员申请。

延伸阅读：《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cfg/flfg/gz/201601/t20160112_2315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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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宜业

01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沿海主通道

珠海市

粤闽桂主通道

粤
西
区
域
性
通
道

肇庆市

湛江市

粤北区域性通道
粤
东
区
域
性
通
道

梅州市

汕头市

京
广
主
通
道

韶关市

京
九
主
通
道

广州市

深圳市

主通道
区域性通道
国际性枢纽
全国性枢纽
区域性枢纽

7条主要综合运输通道

3条横向通道

沿海主通道、粤闽桂主通道、粤北区域性通道

4条纵向通道

京广主通道、京九主通道、粤东区域性通道、粤西区域性通道

形成“三横四纵”布局

广东是我国国际国内运输需求最旺盛、交通运输方式最齐备、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最发

达的省份之一。

交通基础设施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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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立了通达全球的海陆空交通网络。当前，广东正与港澳共同构建大湾区内

部快速交通网络，努力促进主要城市间1小时通达。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南沙大
桥等标志性工程顺利开通，极大地便利了大湾区内部的人员物资流通。未来，广东将进

一步完善联通全球各地的综合交通网络，加快打造世界级机场群和港口群。

类别

铁路

公路

机场

港口

发展情况 主要设施

京广线、广深线、京九线、京广高
速线、广珠城际线、广深港高铁
线、梅汕铁路、穗深城际、中欧班
列等。

京港 澳高速、广澳高速、许广高
速、乐广高速、武深高速、沈海高
速等。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
机场、珠海金湾国际机场、揭阳潮
汕国际机场、韶关国际机场、惠州
平潭机场、湛江机场、梅州梅县机
场等。

广州港、深圳港、湛江 港、珠 海
港、东莞港、佛山港、江门港、中山
港、汕头港、茂名港。

全省高铁运营里程达2065公里，
总里程居全国前列；城际铁路运
营里程达476公里。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0488公里，
连续七年居全国第一。

民航机场旅客年内吞吐能力达1.5
亿人次，多年居全国前列。

沿海主要港口航线通达全球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省港口货物
年吞吐能力达19.2亿吨，集装箱年
吞吐能力达6600万标准箱。

2021年，广东全省新建5G基站4.67万座，累计建成17万座，约占全国八分之一。2022年，
广东将推动5G网络建设和行业应用，实现珠三角5G广覆盖和粤东粤西粤北市县城区
5G全覆盖，加快全省光纤宽带深度覆盖，千兆宽带用户数达到360万户。

网络通信发展快速

46

数据来源：《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延伸阅读：
  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关于印发《广东省信息通信业“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https://gdca.miit.gov.cn/zwgk/tzgg/art/2021/art_87745b1a9f5a4470a8b1506b85ab0a70.html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印发《关于加快推动5G网络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http://gdii.gd.gov.cn/xrc/content/post_30579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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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教育资源国际接轨
广东是中国经济实力第一强省，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各方面也取得显

著成果。近七年来，全省高校累计为社会输送700多万专门人才，全省新增技术技能
人才70%以上由职业院校配置，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稳定在95%左右。

广东拥有160所高等院校，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8所高校入选“双
一流”建设高校。全省共有21所高校128个学科入围ESI全球排名前1%，教育资源与
国际接轨，为各行各业输送优秀人才。广东拥有全国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全省

职业院校在校生多达265万人；当前广东技能人才总量达1357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
456万人，为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3年位居全国首位作出重要贡献。

为提升外籍人士在粤生活保障，广东也培育了一批教育水平优秀，向外籍人士提供

就读学位的学校。

▪ 广州日本人学校 

▪ 广州恩慧学校 

▪ 广州美国人国际学校 

▪ 广州奥伊斯嘉日本语幼儿园 

▪ 广州誉德莱国际学校 

▪ 广州南湖国际学校

▪ 增城誉德莱国际学校 

▪ 广州英国学校 

▪ 广州韩国学校 

▪ 广州南方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 广州科学城爱莎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广州市（11所）

▪ 深圳蛇口国际学校 

▪ 蛇口科爱赛国际学校 

▪ 深圳韩国国际学校 

▪ 深圳深美国际学校

▪ 深圳日本人学校 

▪ 深圳南山国际学校 

▪ 深圳观澜湖国际学校

▪ 深圳贝赛斯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深圳市（8所）

珠海市（2所）

▪ 珠海科爱赛国际学校 ▪ 珠海国际学校

东莞市（2所）

▪ 东莞文盛国际学校 ▪ 东莞科爱赛国际学校

惠州市（1所）

▪ 中海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国际学校

外籍人员子女在粤就读学校名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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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医疗卫生设施便利
2021年，广东在建设第一期30家高水平医院的基础上，遴选新增第二期20家医院

进入高水平医院建设行列，实现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高水平医院建设全覆盖，为在粤外
籍人士提供便利的医疗服务。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省中医院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省应急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深圳市人民医院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深圳市中医院

网址

 http://www.fahsysu.org.cn/

http://www.nfyy.com

http://www.gdghospital.org.cn/

http://www.gyfyy.com/

http://www.gdhtcm.com

http://www.syshospital.com

https://www.zssy.com.cn

http://www.gzzoc.com/

https://www.sysucc.org.cn/

http://www.zdkqyy.com

http://www.gztcm.com.cn/

http://www.gzhosp.cn/

http://www.gzfezx.com/

https://www.gd2h.com/

http://www.zjyy.com.cn

http://www.jd120.com

http://www.gz8h.com.cn

http://www.szhospital.com

http://www.hku-szh.org/

http://www.szrch.com/

 http://www.szsdsrmyy.com/

http://www.pkuszh.com/

https://www.szszyy.cn

广州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珠

三

角

深圳

医院序号

50 家高水平医院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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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儿童医院

珠海市人民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东莞市人民医院

中山市人民医院

江门市中心医院

阳江市人民医院

茂名市人民医院

高州市人民医院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清远市人民医院

云浮市人民医院

韶关市第一人民医院

粵北人民医院

河源市人民医院

梅州市人民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潮州市中心医院

揭阳市人民医院

普宁市人民医院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深汕中心医院（汕尾市中心医院）

汕头市中心医院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网址

http://www.szkid.com.cn

http://www.zhhospital.cn/

http://www.zsufivehos.com/

https://www.fsyyy.com/

http://www.hzch.gd.cn/

http://www.zqts.com/

http://www.dgphospital.com

http://www.zsph.com

http://www.jmszxyy.com.cn

http://www.yjhospital.com/

http://rmyy.maoming.gov.cn/

http://www.gzph.net

http://www.dr0759.com

http://www.gdmuah.com/

http://www.qyry.com/

https://www.yfsrmyy.cn/

http://www.sgsyy.com/

http://www.ybyy.net/

http://www.hyrmyy.com

http://www.mzrmyy.com/

http://www.zssyydyy.cn/

http://www.gdczyy.com

https://www.jysrmyy.cn

http://www.pnsrmyy.com

https://www.sschospital.cn/

http://www.sthospital.com/

http://www.stuh.com.cn/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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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

——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广州代表处（中国华南代表处）所长

广东省的营商环境在中国各省市中表现优异，是充满活力的开放性营商
环境。

  
清水顕司（SHIMIZU Kenji）

—— 华南韩国人会联合会会长  崔圭龙（Choi Kyu-yong）

粤港澳大湾区引领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营商环境对外商投资者来说
非常具有吸引力。

—— 中国新加坡商会广东工作委员会会长  林振伦（Lim Chin Loon）

作为在广东投资 30 多年的投资者，我们为参与广东的成长和发展而自
豪，亲眼目睹了广东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在广东经营的企业享有各政务监管
机构高度集成的数字化工商管理系统，流程精简，管理框架健全。此外，与企
业之间的有效沟通有助于增强企业在广东长期投资发展的信心。

—— 中国泰国商会副会长  许馨雄（Saravoot Yoovidhya）

广东正致力于纵深推进“双区”( 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 ) 建设，
建立衔接国际高标准营商环境，我们坚信广东将为外商投资带来更多发展机
遇。

Thai Chamber of Comme rce in China

—— 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兼华南董事会主席  高志豪（Klaus Zenkel）

粤港澳大湾区从珠三角的“世界工厂”崛起，发展成为“中国最宜商地区”。
它为欧洲企业利用新技术发展业务、实现碳中和并为更绿色的世界做出贡献
提供了绝佳机会。粤港澳大湾区，尤其是深圳，一直是许多新项目的引领者和
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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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法国工商会华南区副主席  欧锐斌（Benoit AUGER）

广东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中国，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
点地区。凭借其雄厚的工业基础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处在内外循环交汇点的
广东，同时为国内和国际市场提供种类繁多的优质产品和服务。此外，当地政
府部门提供的强大支持和服务，也是吸引外资前来的重要因素。

—— 英中贸易协会中国区总裁  赵汤（Tom Simpson）

广东的营商环境正持续变得更有竞争力。广东省内的广州和深圳，一直
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国际商业城市，他们已在世界上享誉盛名。而电商、金融
服务、科技和建筑环境领域，已经发展成为这些城市的优势产业。

—— 华南美国商会会长  哈利・赛亚丁博士（Dr. Harley Seyedin）

广东省政府一直致力于营造国际一流法制化营商环境，并在多个领域取
得了显著成果。根据华南美国商会 3 月 1 日发布的《2022 年华南地区经济情
况特别报告》，华南地区，尤其是广东的营商环境，在最近几年呈现螺旋式上
升趋势。

—— 中国葡萄牙商会会长  席尧（Dário Silva）

近年来，广东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令人惊叹。在这里成立新公司、办牌
照或使用金融工具进行投融资变得越来越容易，葡语国家企业进入大湾区的
优惠政策越来越吸引人。

—— 中国德国商会华南及西南地区执行董事兼董事会成员  
马廷坤（Martin Klose）

广东省在粤港澳大湾区提供独特的机会，而且非常多元化。深圳是中国
华南及西南地区最多德国商会会员的城市，专注于智能制造与创新，享受广东
省内的互联互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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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联系机构

机构名称 地址 邮编 电话 网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务部

北京市东长安街 2号 100731 010-85093485 http://www.mofcom.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

北京市安定门外东后巷
28号 4号楼 100710 010-64515344 http://www.cipainvest.org.cn/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州市东风中路 305号 510031 020-83135078 http://www.gd.gov.cn.

广东省商务厅 广州市天河路 351号 510620 020-38802165 http://com.gd.gov.cn/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
试验区工作办公室

广州市天河路 351号
广东外经贸大厦 31楼 510620 020-38819908 http://ftz.gd.gov.cn/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广州市东风中路 305号 510031 020-34121084 http://www.gddrc.gov.cn

广东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广州市吉祥路 100号 510030 020-83133200 http://gdii.gd.gov.cn

广东省教育厅
广州市东风东路 723号

高教大厦
510080 020-37627697 http://edu.gd.gov.cn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州市连新路 171号
科技信息大楼

510033 020-83163930 http://gdstc.gd.gov.cn

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
委员会

广州市米市路 58号 510180 020-83183721 http://mzzjw.gd.gov.cn

广东省公安厅 广州市黄华路 97号 510050 020-83832980 http://gdga.gd.gov.cn

广东省监察委员会 广州市合群三马路 510082 020-12388 http://www.gdjct.gd.gov.cn/

广东省民政厅 广州市越华路 118号 510030 020-83185416 http://smzt.gd.gov.cn

广东省司法厅 广州市政民路 51号 510405 020-86351202 http://sft.gd.gov.cn/

广东省财政厅 广州市北京路 376号 510030 0020-83178555 http://czt.gd.gov.cn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广州市教育路 88号 510030 020-12333 http://hrss.gd.gov.cn

国家及广东省相关政府部门 （拨打中国境内电话，请加拨+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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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地址 邮编 电话 网址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州市体育东路 160号 510620 020-38807079 http://nr.gd.gov.cn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州市龙口西路 213号 510630 020-87539994 http://gdee.gd.gov.cn/

广东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广州市东风中路 483号
粤财大厦 (31楼 35楼 ) 510045 020-83133512 http://zfcxjst.gd.gov.cn.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广州市白云路 27号
广东交通大厦

510101 020-83835328 http://td.gd.gov.cn

广东省水利厅
广州市天河区天寿路 116号

广东水利大厦
510635 020-38356100 http://slt.gd.gov.cn/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广州市先烈东路 135号 510050 020-37288891 http://dara.gd.gov.cn

广东省林业局 广州市中山七路 343号 510173 020-81723806 http://lyj.gd.gov.cn/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广州市东风东路 701号 510080 020-37803312 http://whly.gd.gov.cn/

广东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

广州市先烈南路 17号大院
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大楼

510060 020-83828646 http://wsjkw.gd.gov.cn/

广东省审计厅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361号 510630 020-87078003 http://gdaudit.gd.gov.cn/

广东省人民政府
外事办公室

广州市沙面大街 45号 510130 020-81218888 http://www.gdfao.gd.gov.cn

广东省人民政府
台湾事务办公室

广州市米市路 58号 510180 020-83335545 http://huaxia.com/gdtb/index.
html

广东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363号 510620 020-38835114 http://amr.gd.gov.cn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 广州市沙面 5街 2号 510130 020-12360
http://gdfs.customs.gov.cn/

guangdong_sub/
index/index.html

国家外汇管理局
广东省分局

广州市沿江西路 137号 510120 020-81882150 https://www.safe.gov.cn/
guangdong/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

19号 510627 020-12366 https://guangdong.chinatax.
gov.cn/gdsw/index.shtml

广东省人民政府
港澳事务办公室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东风中路 305号 510031 020-83135663 http://hmo.gd.gov.cn

广东省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

广州市东风中路 305号
省府大院八号楼 7层 510031 020-83135340 http://gdjr.gd.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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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地址 邮编 电话 网址

广州市商务局 广州市东风西路 158号 510170 020-81097472 http://sw.gz.gov.cn/

深圳市商务局
深圳市福田区
福华一路 1号 518034 0755-88107023 http://commerce.sz.gov.cn

珠海市商务局
珠海市人民东路 2号
人民政府机关大院五号楼

519000 0746-2159989 http://swj.zhuhai.gov.cn

汕头市商务局
汕头市金涛庄东区 47幢

外经贸大厦
515041 0754-88931866 http://www.shantou.gov.cn/swj/

佛山市商务局 佛山市汾江中路 135号 528000 0757-83352584 http://fscom.foshan.gov.cn/

韶关市商务局
韶关市风度北路 125号
市政府大楼 8楼 512002 0751-8883451 http://swj.sg.gov.cn

河源市商务局
河源市新市区
凯丰路 1号 517000 0762-3387280 http://www.heyuan.gov.cn/bmjy/

hysswj20/swxx/

梅州市商务局 梅州市江南路 99号 514021 0753-2256825 http://www.mzboftec.gov.cn/

惠州市商务局 惠州市南门路 45号 516003 0752-2231649 http://swj.huizhou.gov.cn/

汕尾市商务局 汕尾市香城路 80号 516600 0660-3367493 http://www.shanwei.gov.cn/
swsw/

东莞市商务局 东莞市莞太路 33号 523071 0769-22819719 http://dgboc.dg.gov.cn/

中山市商务局 中山市中山二路 57号 528400 0760-89892813 http://www.zs.gov.cn/swj/

江门市商务局 江门市白沙大道西 10号 529031 0750-12345 http://www.jiangmen.gov.cn/
bmpd/jmsswj/

阳江市商务局
阳江市江城区
金碧路 58号 529500 0662-3362816 http://www.yangjiang.gov.cn/

yjshangwu/gkmlpt/index

湛江市商务局 湛江市赤坎南方路 31号 524038 0759-3620101 https://www.zhanjiang.gov.cn/
zjswj/

茂名市商务局
茂名市光华北路 10号

商务大楼
525000 0668-2283816 http://mmswj.maoming.gov.cn

肇庆市商务局 肇庆市江滨西路 18号 526020 0758-2828903 http://www.zhaoqing.gov.cn/
zqswj/gkmlpt/index

清远市商务局
清远市清城区人民二路
市行政服务中心 7楼 511518 0763-3363854 http://www.gdqy.gov.cn/

channel/qysswj/

潮州市商务局
潮州市潮州大道南段
外经贸大楼

521011 0768-2398226 http://www.chaozhou.gov.cn/
czshwj/gkmlpt/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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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驻欧洲（慕尼黑）经贸办事处

办公地址：德国慕尼黑市勃克林大街 1 号 联系方式：+49（0）89-92281921

广东省驻北美（洛杉矶）经贸办事处

办公地址：美国洛杉矶市南花街 444 号花旗集团大厦 1840 房 联系方式：+1（213）833-8661

广东省驻东南亚（吉隆坡）经贸办事处

办公地址：马来西亚吉隆坡安邦路 165 号花旗银行大厦 27 楼 联系方式：+60321697350

广东省驻外经贸办事处

营商服务网上平台一览表
平台名称

商务部全球法律

中国投资指南网

投资广东

广东省外经贸运行监测系统

“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

中国（广东）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粤企通

诚信粤商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粤港澳经贸合作信息平台

网址

http://policy.mofcom.gov.cn/law/index.shtml

https://fdi.mofcom.gov.cn/

http://com.gd.gov.cn/tzgd/

http://com.gd.gov.cn/wjmyxjc/a/login

http://go.gdcom.gov.cn/

http://www.singlewindow.gd.cn/

http://www.yueqitong.cn

http://www.gdintegrity.com/

http://com.gd.gov.cn/ggfw/blh/

http://com.gd.gov.cn/ztzl/gjhzt/

http://com.gd.gov.cn/ggfw/ygajmhzxxpt/

机构名称 地址 邮编 电话 网址

揭阳市商务局
揭阳市榕城区临江北路市
机关办公大楼 2号楼六楼

635房
522000 0663-8768011 http://www.jieyang.gov.cn/swj/

云浮市商务局
云浮市云城区兴云东路

120号 527300 0766-8833190 http://www.yunfu.gov.cn/yfsw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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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1979.08.31 广州市天河区华就路 43号 510623 020-38145000 020-38145001

日本 1980.03.01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68号

花园酒店东楼 1-3楼 510064 020-83343009 020-83338972

泰国 1989.02.12
广州市海珠区赤岗领馆区

友和路 36号 510310 020-83858988-0 020-83889567

波兰 1989.07.22 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大街 63号 510133 020-81219993 020-81219996

澳大利亚 1992.12.09
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3号

发展中心12楼 510623 020-38140111 020-38140112

越南 1993.01.18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68号
花园酒店东楼 4楼 P01 510064 020-83305911 020-83305915

马来西亚 1993.10.24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233号
中信广场 1915-1918室 510613 020-38770765 020-38770769

德国 1995.11.07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208号
粤海天河城大厦 14楼 510620 020-83130121 020-85168133

英国 1997.01.14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号
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22层 510623 020-83143000 020-83312799

法国 1997.04.24
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路 5号
凯华国际中心1901-1907 510623 020-28292000 020-28292001

菲律宾 1997.05.23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39号
广东国际大厦主楼 706-712室 510098 020-83311461 020-83330573

荷兰 1997.09.15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208号
粤海天河城大厦 3401室 510620 020-38132200 020-38132299

加拿大 1997.11.20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385号

太古汇一座 26楼 510620 020-86116100 020-86116196

柬埔寨 1998.07.01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68号
花园酒店东楼 804-808室 510064 020-83879005 020-83879006

丹麦 1998.09.23
广州市越秀区侨光西路 13号

星寰国际商业中心T1栋 1407-1412 510015 020-28297300 020-86670315

意大利 1998.11.04
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8号
合景国际金融广场 1403 510623 020-38396225 020-85506370

韩国 2001.08.28
广州市海珠区赤岗领事馆区

友邻三路 18号 510310 020-29192999 020-29192980

印度尼西亚 2002.12.12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365号
万科寰城中心广场 38楼 510620 020-86018772 020-86018773

瑞士 2005.10.10
广州市天河区金穗路 62号侨鑫
国际金融中心 2701、2705、2706 510623 020-38330450 020-38330453

比利时 2005.12.20
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10号

富力中心 702室 510623 020-38772356 020-38772353

新加坡 2006.04.13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233号

中信广场 2418室 510613 020-38912345 020-38912933

古巴 2006.11.08
广州市天河区华明路 9号
华普广场西塔 2411室 510623 020-22382603-04 020-22382605

外国驻穗总领事馆
国名 设馆日期 馆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

（拨打中国广州电话，请加拨+8620）截止至2021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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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2007.04.05
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3号

发展中心 26A 510623 020-85185001 020-85185099

新西兰 2007.04.26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385号太古汇一

座 3006室 510620 020-89319600 020-89319610

希腊 2007.05.15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 8号

海航大厦 2105室 510610 020-85501114 020-85501450

印度 2007.10.18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 8号
海航大厦 1401-1404室 510610 020-85501501-05 020-85501510

奥地利 2007.11.25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208号
粤海天河城大厦 1202室 510620 020-85160047 020-85160601

挪威 2008.02.18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233号

中信广场 1802室 510613 020-38113188 020-38113199

科威特 2008.02.21
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57号

中和广场 10A-10D 510623 020-38078070 020-38078007

墨西哥 2008.04.25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208号
粤海天河城大厦 2001室 510620 020-22081540 020-22081539

巴基斯坦 2008.06.27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228号
广晟大厦 705-706室 510620 020-85505679 020-85505682

以色列 2009.03.22
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3号

发展中心19楼 510623 020-85130509 020-85130555

西班牙 2009.06.14
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10号

富力中心 501、502A、507、508 510623 020-38928909 020-38927197

阿根廷 2009.07.21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208号
粤海天河城大厦 2405-2406室 510620 020-38880328 020-38880326

厄瓜多尔 2009.09.08
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10号
富力中心1801室 510623 020-38927650-0 020-38927550

巴西 2010.04.15
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10号
富力中心1403室 510623 020-83652236 020-83652203

智利 2010.12.29
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10号

富力中心 905室 510623 020-38928270 020-38928275

马里 2011.07.18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228号

广晟大厦 2201室 510620 020-38330349 020-38060452

乌干达 2011.08.15
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28号
富力盈信大厦 2812室 510623 020-38686506 020-38686561

伊朗 2011.12.23
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57号

中和广场 8B1 510623 020-83278495 020-83278491

土耳其 2012.01.12
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3号

发展中心 23A 510623 020-37853093 020-37853496

斯里兰卡 2012.03.27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68号

花园酒店M02 510064 020-83652857 020-83652857

乌克兰 2012.05.30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233号

中信广场 1407室 510613 020-38773755 020-38773513

老挝 2013.09.23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39号
广东国际大厦主楼 1103室 510098 020-83340710 020-83327306

国名 设馆日期 馆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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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 2013.10.02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号
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3201 510623 020-66311810 020-66311804

吉尔吉斯斯坦 2014.04.08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228号

广晟大厦 707室 510620 020-38013875 020-38013472

尼日利亚 2014.07.09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228号
广晟大厦 902-903室 510620 020-85219781 020-85219285

科特迪瓦 2014.07.12
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16号
富力盈凯广场 1011、1012 510623 020-38368416 020-38368415

刚果（布） 2014.08.15
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16号
富力盈凯广场 1212 510623 020-87574052 020-87574052

哥伦比亚 2014.12.12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号
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3612 510623 020-88834826 020-88834829

安哥拉 2015.11.06 暂无 510623 暂无 暂无

卡塔尔 2015.11.10
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 68号
环球都会广场 2601-2604 510623 020-39499200 020-89815853

阿联酋 2016.06.15
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路 5号
凯华国际中心 2405-2407 510623 020-85279857 020-85279863

赞比亚 2016.06.28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39号
广东国际大厦裙楼 505室 510098 020-83772380 020-83772383

沙特阿拉伯 2017.01.01
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路 5号
凯华国际中心 2607-2612 510623 020-36697666 020-37889495

塞内加尔 2017.03.06
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26号
雅居乐中心1404 510623 020-89285457 020-89286342

尼泊尔 2017.04.25
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16号
富力盈凯广场 2803 510623 020-87066400 020-87066402

苏丹 2017.05.15
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30号
富力盈通大厦 2813-2814 510623 020-89287942 020-89287943

葡萄牙 2017.07.17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号
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3811 510623 020-87581621 020-37889330

白俄罗斯 2017.12.29
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3号

发展中心16A1 510623 020-38332794 020-38332734

乌拉圭 2018.03.26
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10号

富力中心 502B 510623 020-38617075 020-38617075

委内瑞拉 2018.10.26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号
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801 510623 020-22360608 020-22360607

加纳 2019.03.04
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28号
富力盈信大厦 1701-1702 510623 020-88522365 020-89810794

巴拿马 2019.04.01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号
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705 510623 020-83627279 020-83627691

乌兹别克斯坦 2020.06.30
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57号
中和广场 16层 A1单元 510623 020-87595247 020-87597247

匈牙利 2021.12.01
广州市越秀区侨光西路 13号

星寰国际商业中心T1栋 2507-2509 510130 暂无 020-38810162

国名 设馆日期 馆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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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 GUANGDONG 2022

地址：中国广州天河路351号广东外经贸大厦
网址：http://com.gd.gov.cn 

广东省商务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