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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最新个税优惠|境外高端和紧缺人才税负差额给予补贴并免税  
继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9年2月18日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为推进和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吸引境外（含港澳台，下同）高

端和紧缺人才到大湾区工作，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9年3月14日联

合颁布了《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

31号，以下简称“31号文”）。 

 

关注要点 

31号文是就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

践为背景，所出台的为期五年（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的大湾区个人所得税政策。 

适用人群及覆盖范围 

31号文适用于在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

市、中山市、江门市和肇庆市等大湾区珠三角九市工作的境外（含港澳台）

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 

优惠政策 

广东省、深圳市按内地与香港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给予补贴 。同时，该补

贴将免征个人所得税。 

其它 

31号文颁布的同时，《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广东横琴新区个人所

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23号）以及《财政部 国家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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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关于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25号）自2019年1月1日起废止。 

 

毕马威观察 

“人才”的定义  

由于目前我国和国际上对“人才”并无统一适用的判断标准，境外高端及

紧缺人才的定义,有待广东省和深圳市根据地方实际需求和相关政策制定细

则。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国针对引入外国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由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外国人工作管理部门参照外专发〔2017〕

218号文的相关规定签发R字类签证。此次在大湾区推广的个人所得税优惠

政策是否也会引用R字类签证的相关标准来认定“人才”，也将拭目以待。 

个税优惠力度 

附件1就相同工资收入分别在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实际税率进行了对比，推

算出新政下相关人才可能取得的补贴的比例。 

同时，文件中明确了该补贴将免征个人所得税, 也提升了实务操作性。 

政策的可操作性 

31号文优惠政策在原则上借鉴了珠海横琴和深圳前海原有的个税税负差额

补贴政策（请参见附件2——珠海横琴和深圳前海境外人才个税补贴政策简

介），但具体的操作规程，如判定标准及程序、具体如何计算税负差额、

申请税负差额补贴的流程及时限等，有待广东省和深圳市根据地方实际需

求和相关政策制定细则。 

对大湾区发展的促进作用 

• 跨国企业将在大湾区聚集 

在31号文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吸引下，跨国企业必定会结合大湾区的

其他利好政策，考虑部署符合湾区布局要求及利于企业发展的相关业

务。 

• 大湾区经济及民生产业的发展 

随着境外人才的涌入，湾区内金融、交通、旅游、基建等产业可能会

迅速发展，优质的医疗和教育资源可能将迅速流入湾区。 

毕马威将继续密切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相关政策，并于第一时间做出政策

解读。欢迎各企业及个人与我们联系，了解大湾区发展的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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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香港与中国内地居民的实际有效税率对比 

月工资收入

（人民币） 

香港薪俸税 

（实际税率） 

中国个人所得税

（实际税率） 

税负差额比例/

补贴率 

50,000 11% 18% 7% 

80,000 13% 24% 11% 

100,000 14% 28% 14% 

120,000 15% 30% 15% 

150,000 15% 33% 18% 

 

注： 

1、测算中国工资薪金的实际税率是以税收居民为标准，并未

考虑除基本减除费用六万以外的其他可扣除项目； 

2、测算香港薪俸税率是以2018/19年未婚纳税人的税率表为

标准，并未考虑相关扣除、免税额及税款宽免款额； 

3、假设个人的个税负担方式是自行负税；测算所采用的汇率

是1人民币=1.1694港币。 

 

 附件2：珠海横琴和深圳前海境外人才个税补贴政策简介 

 
珠海横琴针对港澳居民税负差额

补贴政策 

深圳前海对境外高端人

才和紧缺人才个税财政

补贴政策 

适用人群 在横琴任职、受雇或提供独立劳

务的香港、澳门永久居民 

合资格的境外高端人才

和紧缺人才 

行业限制 无 符合前海规划产业发展

需要 

适用收入类别 内地个人所得税全部应税收入类

别 

内地个人所得税中工资

薪金、劳务报酬、稿

酬、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和经营所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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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优惠计算 分别按不超过内地与香港、澳门

地区的个税税负差额，给予补

贴，补贴计算可选择以下任一方

式： 

1 简易计算方法：香港居民按

照税率 15%测算，澳门居民

按照税率 12%测算; 

2 综合计算方法：视乎应税项

目的类别，参考港澳税法的

精神，考虑个人状况、个人

免税额、税务扣除项目、成

本费用支出等以测算税款。 

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 对在前海已缴纳个

税超过应纳税所得

额 15%的部分予以

财政补贴 

• 补贴免征个人所得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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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道渠成  

所载资料仅供一般参考用，并非针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个别情况而提供。虽然本所已致力提供准确和及时的资料，但本所不能保证这些资料在阁下收取时或日后仍然准确。任何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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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 (21) 2212 3124
robert.xu@kpmg.com

虞嘉明
电话：+86 (21) 2212 3316
jjm.yu@kpmg.com

张曰文
电话：+86 (21) 2212 3415
william.zhang@kpmg.com

周新华
电话：+86 (21) 2212 3318
hanson.zhou@kpmg.com

周波
电话：+86 (21) 2212 3458
michelle.b.zhou@kpmg.com

张正锐
电话：+86 (21) 2212 3398
eric.z.zhang@kpmg.com

朱翊侃
电话：+86 (21) 2212 3346
kevin.x.zhu@kpmg.com

邵慧
电话：+86 (21) 2212 3622
leon.shao@kpmg.com

王婷
电话：+86 (21) 2212 3387
joyce.t.wang@kpmg.com

肖鑫
电话：+86 (21) 2212 3273
robin.xiao@kpmg.com

严佳
电话：+86 (21) 2212 3484
ellen.yan@kpmg.com

曾挺
电话：+86 (21) 2212 3759
tim.zeng@kpmg.com

华南区

李一源
税务服务主管合伙人，南中国
电话：+86 (20) 3813 8999
lilly.li@kpmg.com

陈蔚
电话：+86 (755) 2547 1198 
vivian.w.chen@kpmg.com

曹玉娟
电话：+86 (20) 3813 8619
nicole.cao@kpmg.com

冯治国
电话：+86 (20) 3813 7060
felix.feng@kpmg.com

古伟华
电话：+86 (20) 3813 8620
ricky.gu@kpmg.com

何莹
电话：+86 (20) 3813 8623
fiona.he@kpmg.com

姜妍
电话：+86 (755) 2547 1163 
aileen.jiang@kpmg.com

李晨
电话：+86 (20) 3813 8829
cloris.li@kpmg.com

李瑾
电话：+86 (755) 2547 1128
jean.j.li@kpmg.com

李茜
电话：+86 (20) 3813 8887
sisi.li@kpmg.com

李敏妹
电话：+86 (755) 2547 1164 
mabel.li@kpmg.com

廖雅芸
电话：+86 (20) 3813 8668
kelly.liao@kpmg.com

陆春霖
电话：+86 (755) 2547 1187 
patrick.c.lu@kpmg.com

罗健莹
电话：+86 (20) 3813 8609
grace.luo@kpmg.com

林玲
电话：+86 (755) 2547 1170
ling.lin@kpmg.com

梅雅宁
电话：+86 (592) 2150 807
maria.mei@kpmg.com

肖颖
电话：+86 (20) 3813 8630
chris.xiao@kpmg.com

孙桂华
电话：+86 (755) 2547 1188
eileen.gh.sun@kpmg.com

唐艳茜
电话：+86 (755) 2547 4180
koko.tang@kpmg.com

杨彬
电话：+86 (20) 3813 8605
bin.yang@kpmg.com

曾立新
电话：+86 (20) 3813 8812
lixin.zeng@kpmg.com

张岚岚
电话：+86 (20) 3813 8644
nicole.ll.zhang@kpmg.com

刘欣
电话：+86 (20) 3813 8636
bruce.liu@kpmg.com

卢山
电话：+86 (20) 2547 1141
ss.lu@kpmg.com

吴春芳
电话：+86 (20) 3813 8606
fiona.wu@kpmg.com

夏颖
电话：+86 (20) 3813 8674
philip.xia@kpmg.com

香港

伍耀辉
税务服务主管合伙人，香港
电话：+852 2143 8709
curtis.ng@kpmg.com

刘麦嘉轩
电话：+852 2826 7165
ayesha.lau@kpmg.com

包迪云 (Darren Bowdern)
电话：+852 2826 7166
darren.bowdern@kpmg.com

陈宇婷
电话：+852 2847 5108
yvette.chan@kpmg.com

陈露
电话：+852 2143 8777 
lu.l.chen@kpmg.com

张柏宁
电话：+852 3927 4602
patrick.p.cheung@kpmg.com

陈伟德 (Wade Wagatsuma)
电话：+852 2685 7806
wade.wagatsuma@kpmg.com

杜芊美
电话：+852 2143 8509
natalie.to@kpmg.com

Elizabeth DE LA CRUZ
电话：+852 2826 8071
elizabeth.delacruz@kpmg.com

冯伟祺 (Matthew Fenwick)
电话：+852 2143 8761
matthew.fenwick@kpmg.com

冯洁莹
电话：+852 2143 8821
sandy.fung@kpmg.com

甘兆年 (Charles Kinsley)
电话：+852 2826 8070
charles.kinsley@kpmg.com

何家辉
电话：+852 2826 7296
stanley.ho@kpmg.com

黃浩欣
电话：+852 2978 8271
becky.wong@kpmg.com

霍宁思 (Barbara Forrest)
电话：+852 2978 8941
barbara.forrest@kpmg.com

赖绮琪
电话：+852 2978 8942
kate.lai@kpmg.com

李文杲
电话：+852 2143 8524
travis.lee@kpmg.com

李蔼贤
电话：+852 2685 7372
irene.lee@kpmg.com

梁爱丽
电话：+852 2143 8711
alice.leung@kpmg.com

莫偉生 (Ivor Morris)
电话：+852 2847 5092
ivor.morris@kpmg.com

庞建邦
电话：+852 2143 8525
benjamin.pong@kpmg.com

潘懋康 (Malcolm Prebble)
电话：+852 2684 7472
malcolm.j.prebble@kpmg.com

蕭維強
电话：+852 2143 8785
david.siew@kpmg.com

施礼信 (Murray Sarelius)
电话：+852 3927 5671
murray.sarelius@kpmg.com

谭培立 (John Timpany)
电话：+852 2143 8790
john.timpany@kpmg.com

王磊 (Lachlan Wolfers)
电话：+852 2685 7791
lachlan.wolfers@kpmg.com

许昭淳
电话：+852 2685 7815
daniel.hui@kpmg.com

杨嘉燕
电话：+852 2143 8753
karmen.yeung@kpmg.com

钟国华
电话：+852 2685 7559
adam.zhong@kpmg.com

周敏晶
电话：+852 2685 7454
eva.chow@kpmg.com

Alexander ZEGERS
电话：+852 2143 8796
zegers.alexander@kpmg.com

何沛霖
电话：+852 3927 5570
gabriel.ho@kpmg.com

屠黎虹
电话：+852 2913 2578
vivian.l.tu@kpmg.com

请将您的任何疑问，发送至我们的公共邮箱：taxenquiry@kpmg.com 或者直接联系中国各个办事处的合伙人

kpmg.com/cn

所载资料仅供一般参考用，并非针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个别情况而提供。虽然本所已致力提供准确和及时的资料，但本所不能保证这些资料在阁下收取时或日后仍然准确。任何人士不应在没有
详细考虑相关的情况及获取适当的专业意见下依据所载资料行事。

mailto:taxenquiry@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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