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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國家近年的發展一日千里，在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都取得

豐碩的成果，未來更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吸引了不少香港人北上

工作和生活。 
 

據香港統計處的統計，香港目前約有 52 萬人長期居於廣東省，

截至 2015 年 10 月，赴內地高校就讀的香港學生亦超過 1.5 萬人。

不少關於香港學生工作意欲的調查也指，香港學生普遍看好內地

的經濟前景，也願意到內地工作。 
 

但由於歷史和制度的原因，香港人目前仍未能在內地享有完

整的國民待遇，以致在內地的工作、學習和生活等方面仍受到不

少限制，這些限制既造成了諸多不便，也不利於香港人進一步融

入內地。 

 

 

 

 

 

 



先行先試落實國民待遇建議書 

 

 

3 

一﹑香港人在內地面對的問題 
 

 生活不方便 

目前香港屬境外地區，在內地的

工作和生活，只依靠一張港澳

通行證，香港人必須在內地定

居才能申領內地身份證。但內

地現今科技發達，許多時在生

活和工作方面都需要使用電子

平台系統，不論日常工作，求職還 

是租用共享單車及購買火車票等，都在這個平台上操作。 
 

由於港澳通行證與這些電子平台系統未必相容，故在生活上經

常造成許多不便。而且，香港人的身份比較尷尬，屬於境外人

士，是介乎國民和外國人之間的灰色地帶，在教育和醫療等各

方面，都未能享受到國民待遇。這些情況降低了部份香港人對

中國人國民身份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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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業不方便 

自從簽定《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以來，

內地不斷擴大對香港的開放範圍，大大便利了港人在內地經營

業務。但在最新 2017 年簽定的《安排》中，雖然內地承諾給

予香港投資和投資者在非服務業範疇享有國民待遇，但有 26

個範疇，包括石油及天然氣開採、汽車製造，以及金融產品投

資等仍被排除在外，港人仍被限制從事這些範疇。而且，個體

工商戶從事特許經營仍需經過外資審批。這些限制令到香港人

在內地創業仍面對挑戰。 
 

 就業不方便 
目前香港人在內地工作，受到

《台灣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就

業管理規定》所規限，須遵守就

業許可制度。不但要符合一定條

件，而且要申請辦理就業證明，不

但限制較大，需時較長，而且用人單

位常因手續較為複雜而放棄聘請香港人，因而減少了香港人在

內地的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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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廣東省先行先試落實香港人國民待遇 
 

有見及此，廣東省如果能先行先試，深化體制方面的改革，讓香

港人能進一步參與到國家的發展當中，並分享到更多國家發展的

成果，相信對國家、廣東省以及香港來說，是一個三贏的局面。習

近平主席在十九大報告中表示，「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

爲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

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可見，加快讓香港融入國

家已經成為了重要

的國策。 
 

事實上，廣東省是

改革開放的先行

者，而且和香港有

著極其密切的關係

和歷史文化淵源，

在深化粵港合作方面有著無可取替的重要性和優勢。今年 7 月公

布的《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就提到，國家

支持廣東省「先行先試，重點突破」，「支持廣東全面深化改革，探

索粵港澳合作新模式，推動主要合作區域和重點領域的體制機制

創新，以點帶面深化合作，充分釋放改革紅利。」可見，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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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是寄以厚望的。為此，民建聯提請國家考慮，以廣東省作為

試驗田，先行先試對香港居民落實國民待遇，以加強兩地人民的

交往，以及促進區域經濟、文化及社會等各方面的融合，並提高

香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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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體建議 
 

 便利生活 

1. 給予內地身份證明 
目前港人必須在內地定居才能申領內地身份證，令許多經常在

內地活動的港人非常不便。有關部門應研究在廣東省先行先試，

放寛有關規定，向不在廣東省定居的港人發放內地身份證明，

或考慮將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經調整後即可作為內地身

份證明文件，與內地身份證有同等效用，以便利在內地的教育、

工作和生活。 

 

2. 放寛置業按揭 
現時港人在內地置業時，申請按

揭往往遇到困難。與內地居民

相比，要不就是太多限制，要

不就是按揭成數較低，以致增

加了港人在內地置業的難度。

因此，我們建議省政府明確規定

港人在內地承造房貸時能享受國民

待遇。 

 



 

8 

 

3. 免卻內地住址證明 
現時有不少內地的商務及公共服務，如開設銀行戶口、考車牌

等，均需要申請人提供內地住址證明。故對於没有內地住址，

但又希望在內地活動的香港居民造成不便。建議省政府統一法

規，放寬在辦理商務及公共服務時，必須讓香港人提供內地住

址證明的限制，並可參照特區政府要求出示法定信函、文件、

單據，以證明在港的確實住址即可。 

 

4. 看病可享國民待遇 
目前香港居民在內地部份醫院就

醫，須繳付較貴的費用。希望廣

東省政府研究以適當方式，讓居

於省內的香港人，可以當地居民

收費水平享受公營醫院基本醫療服

務。 

 

5. 放寛免試招收港生計劃 
目前香港學生可以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成績，透過 2012 年開

始的《內地部份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入讀內地重點大

學。計劃推出以來，至今有接近 1.5 萬名香港學生報名，當中

超過 6400 名被成功錄取，證明計劃受到香港學生的歡迎。然

而，目前計劃內的高校院校數目只有約 100 間，而廣東省內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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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計劃的高校只有 21 間，佔全省約 150 所高等院校的極少比

例。這個情況影響到香港學生到鄰近省份就學的意欲。建議教

育部門放寛有關計劃，讓香港學生可以優秀的成績，免試就讀

省內任何一間高等院校，為香港學生提供更多選擇。 

 

6. 擴大副學位內地銜接計劃 
現時香港副學位畢業的學生，若要到內地插班升學，只能升讀

個別院校如華僑大學等等。故此，建議省教育部門參考內地「專

升本」的安排，容許港生就讀省內所有高等院校第三年本科，

以擴闊副學位學生的出路，以及更好地認識內地。 

 

7. 納入中小學義務教育 
根據香港統計處的數據，目前廣東省內大

約有 21 萬 0-14 歲的香港居民，佔總體

數字接近五成，可以見到，這些居民

在廣東省內的教育需求非常巨大。但

目前香港學生在內地大部份城市不

能接受義務教學，只能入讀私營或國

際學校。這些學校不但價錢較為昂貴，

而且質素良莠不齊，不但加重了家長的財政

負擔，亦影響了學童的教育質素。建議廣東省內其它城市參考

深圳的做法，讓香港籍學生可以和非當地戶籍學生一樣申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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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積分入學，享受當地中小學義務教育，以較低廉的價錢獲得

更多優質的學習機會。 

 

8. 提高長者優惠水平 
根據《廣東省老年人權益保障條例》第五章第四十三條，長者

可以免費或半價進入公益性文化設施如官辦公園、博物館及旅

遊景點等。並鼓勵其他旅遊景區及景點對長者實行票價優惠。

另外，第四十四條亦規定城市交通工具應給予長者票價優惠。

但目前省內只有部份城市及景點對香港的長者提供優惠，建議

省政府統一各主要城市的做法，在公共交通工具及旅遊景區、

景點的優惠方面給予香港長者國民待遇。 
 

9. 取消入住涉外旅館限制 
國家一向有涉外旅館的安排，規定只有得到相關資質的旅館才

能接受非本地人入住，而香港居民亦屬於非本地人的類別。這

個安排具有歷史原因，但如今香港已回歸祖國多年，而且越來

越多香港人在內地工作旅遊，有關安排已有不合時宜之處。建

議廣東省檢視現行相關規定，在符合安全等條件的情況下，撤

銷香港居民必須入住涉外旅館的規定。而部份已取消涉外旅館

安排的地區，當局應加強與當地旅館業界協調和溝通，告知最

新的安排，並督促業界遵守規定，不能無故拒絕香港旅客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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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利創業 

10.  開放更多非服務業範疇 
期望廣東省政府能先行先試，

盡量將 2017 年《內地與香港

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

安排》的 26 項非服務業範疇

的措施向香港企業開放，以便

香港企業可以在自然資源開

發、礦產開採和冶煉，和交通

運輸工具製造等方面享有國民待遇，獲得更多更大的投資機會。 
 

11.  進一步開放服務業 
撤銷目前內地對香港多個服務業的准入限制，例如在創意產業

方面，撤銷香港與內地合拍片主要演員比例的限制等，以促進

本港的服務業加快進入內地發展。 
 

12.  取消個體工商戶限制 
經過多年的優化，目前香港個體工商戶的多個限制，包括從業

人員人數、經營面積限制等已被取消，已經可以進行多項的業

務。但目前可參與特許經營仍需經過審批，而且並非所有業務

皆可參與，與內地個體工商戶的待遇並不一致。建議廣東省政

府允許香港個體工商戶可無須經過外資審批就能參與特許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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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而營業範圍亦應與內地居民看齊，享受國民待遇，獲得更

多元化的投資機會。 
 

13.  支持香港農民到內地發展 
現時港資農場在內地經營業務，不能享受與內地同業同等的優

惠和待遇，以致經營時經常遇到困難。建議廣東省政府研究給

予內地港資農場經營者國民待遇，以鼓勵他們在內地投資。並

藉此簡化相關手續及程序，爭取讓優質農產品享有免檢待遇；

繼續優化 CEPA 有關香港原產農產品零關稅安排，讓更多漁農

產品以零關稅進入內地。 
 

14.  容許港澳流動漁民聘請其他省份的勞工 
現時香港流動漁民只可聘

請廣東省內的漁工。據了解，

現時普遍每艘港澳流動漁

船也有一至兩名勞工短缺，

預計整個行業的勞工短缺

數目達 1000 至 2000 人。建

議積極考慮與內地漁民的政策看齊，讓其他省份的勞工經培訓

合格後，也能加入成為港澳流動漁船的重要勞動力，藉以舒緩

勞工短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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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利就業 

15.  豁免就業許可 
現時實施的台港澳就業許可制度，手續較為繁複，而且需時較

長，以致公司招聘時盡量不考慮香港居民，以免增加行政成本。

此舉對工作經驗較淺，但又有志於內地發展事業的香港年青人

來說，是個頗大的就業障礙。建議省政府研究無須香港人在廣

東省受就業許可制度限制，無須領取就業證即可工作，可以如

內地居民般自由選擇職業。這樣可以增加香港人的就業選擇，

亦可避免令企業因手續繁複而拒絕招聘香港人。 
 

16.  鼓勵申請公務員職位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一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中的

中國公民依法參與國家事務

的管理」。目前內地雖然已對

香港開放了國家公務員考試，

允許香港人擔任內地公務員，

但由於種種原因，實際能成功

進入公務員體系的香港人仍

是極少數。建議省政府推出措

施，包括設立專屬渠道，以鼓勵及便利有志服務國家的港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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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省政府公務員體系，參與廣東省的管治。此舉不但可以增加

港人認識廣東省內事務的機會，亦可促進兩地交流和溝通。 

 

 

 

- 完 - 
 

 

 

 

 

 

 

 

 

 

 

©2018 民建聯版權所有 


	2017_01_02_先行先試  落實國民待遇建議書-01
	Final_先行先試落實國民待遇建議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