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擼起袖子搞運營

在內地城市創業需要繳納哪些稅種？財稅

記賬、報稅制度，兩地有何不同？如何操作？

創業路長，科技類初創公司在內地有哪些稅收優惠政策？

大灣區註冊公司上市時有哪些政策鼓勵？

法律制度，兩地有何不同？法律

在內地運營企業，需要注意遵守哪些法律法規？

在內地簽署合同，可以選擇適用香港法律嗎？

在內地辦理公證和在香港辦理公證，有區別嗎？ 

如何聘請律師？ 

哪裏可以招到人？有甚麼要注意的？ 人才

如何設計合理、科學的員工薪酬結構？ 

內地是否承認香港專業人才的執業資格？ 

為員工繳納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是必須的嗎？ 

如何為員工繳納五險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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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需要或可以辦理的檢驗、檢測與認證？

目前大灣區商品自由流通還有一些障礙，
那麼大灣區產品如何便利通關？

產品

安身立命，核心技術誰來保護？

香港註冊商標，在內地仍可使用與受保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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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創業，首先得問清楚：“Are you fit and ready？”你對數字敏感嗎？你對生意敏感
嗎？你能否面對逆境？有了Fit and Ready之後，先了解自己的市場在哪裏，再問自己去哪裏創業。

⸺洪為民博士（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

連一杯正宗的港式奶茶都沒有喝過，怎麼能去評價港式奶茶好不好喝？同樣的，還未來過內地，怎麼
能直接下定義呢？香港年輕人要多出來看，各個地方都有自己的特點。

⸺Adam（香港青年創業者）

港人有優勢，到內地看一看，試一試，會發現自己的成長背景和眼光會給異地的事業帶來新的東西，
就算不喜歡還可以回香港，但一定要嘗試。

⸺Sam（香港青年創業者）

大灣區，哪座城更適合我發展？     見11頁

來內地創業，是想Scale up，想擴大市場，想找錢。

⸺Terry（香港青年創業者）

比起香港，內地市場有更多的融資平台，從天使基金到首次公開募股，對拓展市場佔有率都十分重要。
只要你有好的商業賣點，就能吸引到投資者。但只憑自身在香港積累的經驗和技術，自然是無法快速
在內地發展的。

⸺Weihua（香港青年創業者）

35. 好風憑借力，大灣區可信賴的投資機構有哪些？ 見78頁
36. 大灣區活躍的創業孵化平台有哪些？ 見78頁
37. C位出道，創業大賽有哪些？ 見82頁

我們是做智能硬件的，供應鏈、製造廠商方面，肯定還是內地好。

⸺文輝（香港青年創業者）

初創公司通常用不起大的供應商，但小的供應商質量又良莠不齊，這也會導致額外不必要的多次迭代。

⸺李澤湘（香港科技大學教授、香港X科技創業平台聯合創辦人）

25. 如何找到供應商（包括打版、生產、原材料）？ 見61頁

其實國家和地區層面對創業者的支持非常多，但又有多少人知道如何申請？

⸺Sam（香港青年創業者）

32. 創業相關的政府資金支持有哪些？ 見71頁
33. 如何提高政府資助項目的申請通過率？ 見75頁
34. 集鳳築巢，支持初創企業融資的政府優惠政策有哪些？ 見76頁



初來內地，人生地不熟，不像在香港，想找到任何一個人，通過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總能取得聯
繫⋯⋯因此尋求合作夥伴、搭建團隊是一大難題，且內地人力資源的相關規定也與香港不盡相同，需
確保僱用過程的合法性。 

 ⸺香港某創業者

企業要麼盡量給予高一些的工資，要麼能讓員工在工作的地方學習到更多東西、看到更美好的願景和
得到更大的發展空間。

⸺汶羲（香港青年創業者）

19. 哪裏可以招到人？有甚麼要注意的？ 見53頁
20. 如何設計合理、科學的員工薪酬結構？ 見55頁
21. 內地是否承認香港專業人才的執業資格？ 見56頁
22. 為員工繳納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是必須的嗎？ 見57頁
23. 如何為員工繳納五險一金？ 見58頁

5. 我需要為公司辦理哪些銀行賬戶？ 見27頁
6. 如何辦理稅務登記？ 見28頁
7. 如何準備企業法人備案？ 見29頁
8. 哪些經營範圍需辦理經營許可證？如何辦理？ 見29頁
9. 如何變更、註銷企業？ 見31頁

初期加入團隊的，都是缺乏經驗的香港應屆生，並不了解內地相關行業和企業的法律法規，加上缺乏
工廠資源和人脈資源，運營公司的過程中吃了不少苦頭。

⸺香港某創業者

1. 香港創業者在內地設立機構/企業的主要形式有哪些？ 見20頁
2. 內地如何進行商事登記？與香港有何不同？ 見21頁
3. 香港人在內地註冊公司，有哪些限制和講究？ 見23頁
4. 如何尋找註冊地？ 見26頁

不知道香港身份在內地生活會不會有諸多不便，又有甚麼好玩好吃的去處？

38. 在大灣區生活，需要辦戶口嗎？ 見86頁
39. 兩點一線，住宿通勤如何解決？ 見87頁
40. 跨境交通是否便利？有哪些選擇？ 見87頁
41. 普通話不佳，會否影響大灣區生活？ 見88頁
42. 如何使用移動支付暢遊大灣區？ 見88頁
43. 大灣區香港創業者子女的教育怎麼辦？ 見89頁
44. 香港居民如何辦理銀行賬戶？ 見89頁
45. 如何辦理手機號碼？  見89頁
46. 忙裏偷閒，廣州吃喝玩樂去哪裏？ 見90頁
47. 勞逸結合，深圳吃喝玩樂去哪裏？ 見90頁
48. 張弛有度，東莞吃喝玩樂去哪裏？ 見91頁
49. 手有哪些APP，心裏才不發慌？  見91頁
50. 想跨境駕駛，該如何申請？  見93頁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粵港澳各地紛紛出台政策，支持港澳青年到內地創業。例如：

但是，別著急，創業畢竟是九死一生的事，而在內地城市人生地不熟的，去那裏創業，豈不是難上加難？所以，
對於正在或者有打算到內地創業的你們，不妨先聽聽過來人的說法。

一、到內地創業，聽聽過來人的說法

香港特區政府鼓勵香港青年參與大灣區發展，並著力為香港青年創新創業人才提供更多發展空間及機
遇，目的是令大灣區成為世界一流的國際創新創業平台。香港特區政府將透過資助和與非政府機構合
作，為在大灣區各市創業的香港青年提供創業補助、支援、輔導、引路及孵化服務；亦會與廣東省政府
合作，成立「大灣區香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聯盟」，建立一站式資訊、宣傳及交流平台，支持香港青年創
業者在大灣區發展。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宣講會致辭

今年5月底，廣州市委市政府正式發佈《發揮廣州國家中心城市優勢作用支持港澳青年來穗發展行動計
劃》（簡稱「五計劃一平台」）支持港澳青年在廣州發展，其中不僅推出了創新創業的優惠政策，還在住
房教育醫療等方面提供了面面俱到的扶持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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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之後發現內地市場比想像中的還要大。

「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在香港創業其實很舒服的，我們對於這個城市非常熟悉，需要甚麼資訊、去哪裏
找、該問誰，都很了解。但在香港創業3－4年時間，便覺得香港真的很小，而且競爭非常大，沒有我們初創公司
甚麼機會，於是我開始想我們是不是可以走出去看一看。

「廣州語言和文化都與香港相似，比較有人情味，既有歷史底蘊也有一個新城市發展的面貌，我很快就喜歡上了
這座城市。最初，我看重的是內地人力成本低，計劃將後勤與智能部門放在內地，來了之後發現更重要的是市
場，（廣州）市場比想像中還要大。」

只要你有理想、相信這個市場，想試一試，天河之家可以給到你很多支持。

「天河港澳青年之家是我的合夥人，而且是不拿股份的。我很幸運，遇到了天河港澳青年之家的林惠斌主任等創
業前輩。不止招人，在天河港澳青年之家，你還可以問到去哪兒住，去哪兒看醫生，以及去哪兒吃火鍋。

「青年之家有好幾位都是香港來廣州創業數十年的創業者，他們對這座城市已經很熟悉，也會願意將他們的工作
圈和朋友圈與我們年輕人分享。

「青年之家幫助了我之後，我現在也加入青年之家來幫助其他初來的香港創業者。扶助初創企業不是簡單的工
作，第一步像工商、財務、稅務、法律等這些都是基本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市場，上游的產業鏈怎麼找供應商，
下游怎麼找客戶，以及企業本身的優勢劣勢，我們（青年之家）都會點對點地溝通，從0到1給到一步一步的支
持。」

我們這一代，還有機會嗎？

「回想上一代創業者，他們利用國家改革開放的機遇進入內地後開始發展他們的事業和理想，很多人都很成功。
但是四十年後到了我們這一代，還有機會嗎？現在做生意很困難，進入內地，怎麼進呢？內地市場已經這麼成
熟，我們來內地會淪落為陪跑嗎？

「我們的機會還是有的，粵港澳大灣區就是改革開放後給我們香港年輕人發展的一個新機會，我們要充分發揮我
們香港人的獅子山精神，繼續去努力去奮鬥。而且我們現在比以前的創業者幸福多了，國家有很多政策，加上香
港很多機構的扶持，我們進入內地在大灣區創業，應該會比以前那代人失敗率更低、更容易成功。 」

陳賢翰
廣東省大成注建工程設計有限公司合
夥人、廣州壹品空間建築設計總監。

廣州市天河區政協委員、廣州市天河區港
澳青年之家副主任、香港百仁基金理事。

90後香港創業者，2012年從香港中文大學畢
業之後，在香港開始打造自己的建築設計工作
室，2018年，在天河區有關部門和天河區港澳青
年之家的幫助下，來到廣州創業。現在他亦加入天
河港澳青年之家，將他受過的幫助與學到的經驗傳
遞給更多初來廣州的港澳創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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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9年6月我來北京就10年了。

「當時香港的創業環境很差，大家能想起來的創業成功者只有李嘉誠，李嘉誠的創業故事已經是半個世紀前的事
了。而內地有市場，有資金，有人才，自然也更有機會。

「我剛來時，香港和內地完全不一樣。香港不僅已經普及了iphone，而且也已經有了無現金支付，比如八達通，
這對生活便捷度的提升很大。我認為在香港已經發生的，在內地也有機會。所以，我要做的就是在已知的、對的
方向上，把事情做出來。所以我到北京不到一年就從IBM辭職創業了。

「最初我連創業做甚麼都不知道，最累的時候，一個人天天坐在星巴克裏，孤獨，迷茫，沒有方向。大家都說，
創業最大的問題是團隊，是資金。要我說這些都不要緊，最重要的就是出來開始幹。」

後悔過嗎？有沒有想過，早知道就在IBM不辭職了？

「創業第一天我問過自己一個問題：如果在IBM能隨便挑崗位，包括董事長的崗位，自己願不願意留下來？答案是
不願意。因為我希望做給世界帶來不一樣的東西，而即便我不在IBM，公司的事也有人做。

「有一部很有名的電影，叫《少年Pi的奇幻漂流》。我覺得創業就是少年派的漂流，隨時會翻船，旁邊還有老
虎，有時候以為上岸了但其實登上的是個食人島，要最終成功，除了自己的努力，還需要一些運氣。但是，從另
一個角度看，這一路的經歷太豐富了。我敢說，創業一年所經歷的，相當於在公司幹10年。」

來內地創業要用好優勢。

「一是基於香港的特點，可以做與跨境相關的事情，二是立足於一些香港有優勢的核心領域，比如金融、機器
人、AI等，另外在教育、醫療等專業領域，香港也是領先的，也可以嘗試。

「對於香港人來說，要在內地立足從來都不簡單。與以前相比，現在的創業環境有很大變化，一方面，隨著現實
發展，現在的科技創業環境不如以前寬鬆了，競爭更激烈了，但另一方面，大灣區內城市的融通更便利了，創業
所需的資金、人才環境好多了。」

李英豪 Tim Lee
錢方QFPay 創始人&CEO

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後在IBM香港分部和
香港恒生銀行工作數年，後開始創業。北
上創業近10年，經歷過兩次不算成功的創
業嘗試，後創辦錢方QFPay，現已成為全球
領先的移動支付和消費大數據金融公司。 54



為甚麼選擇創業？My education tells me to do more.

「香港本土的工作機會能夠滿足大學生就業需求，職業發展也好，對他們來說比較難去選擇或嘗試創業。而且香
港市場太小了，大多數人也並不會想要創業。

「對我來說，我在MIT上學時看到很多人創業，他們能做一些改變世界的事情，且從收益上看也是正面多一些，這
很讓人興奮。我們團隊都在國外待過，但在美國創業對我們非當地人來說又比較難，深圳 is a good start for 
company。」

每個地方都有差異，都需要時間去適應，這很正常。

「我們到深圳時甚麼都沒有。我們希望產品服務中國市場，所以別的就不管了，先去了深圳。作為內地一線城
市，深圳和香港差不多，生活起來很習慣。

「每個地方都有差異，都需要時間去適應，我們之前在英國、美國生活都是這樣，這很正常。」

老實說創業比想像中要難。

「我覺得學生創業確實很難，難的地方不只在資金，還有（我們）行業經驗太少了，以及很多地方需要資源與人脈。

「找到當地資源是最大的困難，政策申請、孵化器以及供應商等等，要找到真正能用上的資源都需要時間和一些
運氣。比如雖然在百度上可以找到很多渠道，但你不知道哪個供應商可勝任，若有人能幫忙對接會好很多。

「後來入駐的一家共享辦公平台給了我們很多資源，我們還跟著這家平台去到了不同城市，他們的選址都很好，
即使你不了解這個城市，也知道哪裏是好地方。創科香港基金會也幫了很多忙，對接了代辦，幫我們解決了財
務、法務等事情。」

沒有粵港澳大灣區這個概念，我們也會先在深圳開始，Market driven。

「用一個學生的心態去做創業還是挺好的，當作去學習的一次嘗試。在香港，（如果創業失敗後）你回去找工
作也可以找到很多很好的工作，如果你真的對創業感興趣，就投入全部精力去做一年，才會發現這個是不是你
真正想要的東西。還有另一點是需要市場驅動，找到一個好的方向，才能夠做成做大，嘗試一年兩年看下有沒
有機會。

「深圳真的有幫助嗎？我也不知道，但怎麼說都比香港好。無論從市場推廣、還是公司運營（申請資質）等，到
深圳落地都還是更快速的。沒有粵港澳大灣區這個概念，我們也會選擇先在深圳開始，Market driven。」

18

李嘉峰 Kevin Lee
Smilie笑舒CEO

創科香港基金會X-PLAN粵港澳大灣區
早期科技創業者加速計劃第一期學員。

90後香港創業者，2018年於麻省理工學院
畢業後回港，2位香港合夥人，2位內地合

夥人，4位90後海歸創業者來到深圳創業，吃
住一起，開始了他們的深圳、廣州（工廠設在

廣州）、香港三地的創業生活，致力於為客戶提
供遠程優質牙醫定製牙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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