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以下简称“ 前海合作区”）位于深圳西部、

珠江口东岸，毗邻港澳，规划面积 15 平方公里，旨在发展金融、现代物

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及其他专业服务四大产业。 

继 2010 年国务院原则同意《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

2012 年 6 月 27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前海合作区开发开放政策。 

前海开放政策 

 

58 号文件主要从金融、法制、人才、教育医疗、电信等方面支持前海合

作区实行比经济特区更加特殊的先行先试政策，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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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批复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优惠政策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现

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发开放有关政

策的批复，国函 [2012] 58 号（以

下简称“58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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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方面 主要内容 

金融方面 包括积极研究香港银行机构对前海企业或项目发放人民

币贷款；支持前海企业和金融机构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

券，用于支持前海开发建设；支持设立前海股权投资母基

金等 

法律方面 包括探索香港仲裁机构在前海设立分支机构；探索完善内

地与香港律师事务所联营方式 

人才方面 包括允许香港专业人士在前海执业；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

资格的香港人士担任内地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并在前海

先行先试等 

教育、医疗方

面 

包括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前海设立独资国际学校、独资

医院  

电信业方面 包括支持港澳电信运营商与内地电信运营商在前海建立

合资企业，经营电信业务；支持当地电信企业制定电信资

费方案等 

 

前海财税政策 

58 号文件明确在国家税制改革框架下，支持前海在探索现代服务业税收体

制改革中发挥先行先试作用，其中主要的税收优惠包括：  

 符合条件的区内注册企业适用 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注释

1）； 

 在区内工作且符合一定条件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可享受按

内地与境外个人所得税负差额给予的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注释

2）； 

 注册在深圳的保险企业向区内企业提供国际航运保险业务取得的

收入，免征营业税。 

注释： 

1.  入驻企业需为前海合作区产业准入目录及优惠目录中规定的产业项目，

产业准入目录及优惠目录将分别由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另

行制定。 

2.  据了解，个人所得税的优惠将暂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以先征后返的形式给

予补贴，具体条件及执行办法有待进一步明确。 

其他税收优惠还包括：  

 注册在前海的符合规定条件的现代物流企业享受现行试点物流企

业按差额征收营业税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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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在前海的企业从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

税； 

 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企业按 15%的优惠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

发生的职工教育培训经费按工资总额 8%的比例据实在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 

 

毕马威观察 

据我们向前海管理局（在前海履行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法定机构）

了解到的情况，虽然目前前海合作区的相关操作办法、细则仍在制订之中，

企业的审批和注册工作已经展开。已有多家企业入驻，目前正进行试运行。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入驻前海合作区的首家全国性金融机构

总部，已获得深圳市政府颁发的 2,000 万元一次性落户奖励。 

在这里，特别提醒注意的是，前海合作区鼓励的是创新和增量的部分，并

不鼓励现有企业的简单搬迁，尤其是在深圳其它地区已成立企业的搬迁。

例如某物流公司从深圳市罗湖区迁移至前海合作区，不属于鼓励范围，不

得享受有关企业所得税等优惠。然而如果该物流公司保留在其罗湖区公司

的同时，再在前海合作区内设立另一项符合有关鼓励政策的项目，则可享

受企业所得税等优惠。 

除此之外，针对人才的个人所得税免税如何操作也存在疑问。例如如何界

定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如何计算外籍人士所在国家（地区）税负，有关

税负差的计算等。如美籍人士在香港居住、工作，缴纳香港薪俸税，其所

在国税负是指国籍所在地还是实际工作地。  

据悉，前海合作区将按照单元开发进行，初步划定 22 个开发单元。虽然

前海的建设开发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有意到前海投资的企业，一方

面应密切关注有关动态，另一方面宜尽早与前海管理局等政府部门积极接

洽。毕马威作为全球首批与前海管理局签署合作协议的专业服务机构，乐

于为有意向到前海合作区进行投资的公司提供相应的协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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