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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银行领域

港澳银行在粤分行在广东银监局辖内
设立异地支行市场准入事项

实施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落实 ＣＥＰＡ补充协议六，规范港澳银行在粤分
行在广东银监局辖内设立异地支行的市场准入事宜，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

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商业银行设立同城营业网点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银监会办公厅 《关于落实国务院批准的 〈内地

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六和 〈内地

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六有关事项

的通知》（银监办发 【２００９】３２７号）、《关于进一步落实 ＣＥＰＡ
补充协议六有关事项的通知》 （银监办便函 【２０１０】８５号）精
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 “港澳银行在粤分行”是指根据 ＣＥ
ＰＡ协议中所界定的香港银行、澳门银行在广东省内设立的分行，
或香港银行、澳门银行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法人银行在广东省内设

立的分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 “异地支行”是指港澳银行在粤分行

在广东银监局辖内，且与该分行非同一地级市行政区划内设立的

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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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设立条件

第四条　 广东银监局按照下列原则审批港澳银行在粤分行
设立异地支行：

（一）合理布局，适度竞争；

（二）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三）完善拟设地银行业的服务；

（四）风险可控，审慎经营。

第五条　 港澳银行在粤分行在广东银监局辖内设立异地支
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在广东省内设有分行且开业１年 （含）以上；

（二）具有良好的行业声誉和社会形象；

（三）具有良好的持续经营业绩，资产质量良好；

（四）具有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和有效的管理信息系统；

（五）在广东省内已设立的营业性机构具有较强的内部控制

能力，最近１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未因内部管理混乱导
致的重大案件；

（六）具有合格和充足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

（七）具有合格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业务有关的

其他设施；

（八）广东银监局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　 港澳银行在粤分行设立异地支行的营运资金不得
低于人民币１０００万元或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

设立异地支行的营运资金由提出申请的港澳银行在粤分行

（下称 “申请人”）拨付。申请人是法人银行分行的，拨付给异

地支行及同城支行的营运资金累计不得超过分行营运资金的

６０％；申请人是外国银行分行的，拨付给异地支行及同城支行的
营运资金累计不得超过分行可运用营运资金的６０％。可运用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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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资金是指扣除３０％的生息资产之后剩余的资金。
第七条　 根据银监会对异地支行实行年度发展规划管理的

规定，拟在广东银监局辖区内设立异地支行的港澳银行，由其境

内总行 （或港澳银行在粤分行）在年底前向广东银监局统一报

送其境内总行或分行下一年度设立异地支行的发展规划。

广东银监局对辖内异地支行设立的年度发展规划进行初审

后，报银监会审核。拟设立的机构纳入银监会年度异地支行总体

规划之后，由港澳银行在粤分行按有关规定提出申请。

第八条　 广东银监局鼓励港澳银行在粤分行到经济欠发达
或金融服务不充分的粤东、粤北、粤西等非珠三角地区设立异地

支行。

第三章　申请筹建

第九条　 设立异地支行，分为筹建和开业两个阶段。
第十条　 港澳银行在粤分行在广东银监局辖内筹建异地支

行的申请，由广东银监局受理、审查并决定。广东银监局自受理

之日起３个月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书面决定，并抄报银监会。
特殊情况下，广东银监局不能在前述规定期限内完成审查并作出

批准或者不批准筹建决定的，可以适当延长审查期限，并书面通

知申请人，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３个月。
申请人所在地属广东银监局管辖的，由申请人向广东银监局

提出申请，同时将申请材料抄送拟设地银监分局。

申请人所在地属深圳银监局管辖的，申请人应在与深圳银监

局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向广东银监局提出申请，同时将申请材料

抄送深圳银监局及拟设支行所在地银监分局。广东银监局在作出

决定之前应当征求深圳银监局的意见。

第十一条　 申请人申请筹建异地支行，应当按要求向广东
银监局及拟设支行所在地银监分局提交下列申请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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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人总行的批准文件，内容应至少明确对异地支行

的管理架构及有关管理权限；

（二）申请人主要负责人签署的申请书 （函），内容至少包

括拟设异地支行的名称、所在地、营运资金数额和业务范围；

（三）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至少包括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对拟设机构市场前景的分析、未来业务的发展规划和组织管理架

构；

（四）申请人最近２年的财务报告 （开业未满２年的，请提
供最近１年的财务报告）；

（五）筹建人员名单及主要负责人简历；

（六）申请人最近１年新设机构的经营管理情况；
（七）广东银监局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

第十二条　 申请人自收到筹建批准文件之日起１５日内到广
东银监局领取开业申请表。异地支行的筹建期为自领取开业申请

表之日起６个月。
申请人未在６个月内完成筹建工作，申请延长筹建期的，应

在筹建期届满１个月前向拟设支行所在地银监会派出机构提交由
拟设机构筹备组主要负责人签署的申请书 （函），说明理由，并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拟设支行所在地银监会派出机构应自收到完整申请资料之日

起１５日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同时抄报广东银监局和银
监会。筹建延期的最长期限为３个月。

第十三条　 申请人应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届满前提交开业验
收申请；未提交的，筹建批准文件失效，广东银监局将注销其筹

建许可。

第十四条　 设立异地支行，申请人在筹建期内应当完成下
列工作：

（一）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包括内部组织结构、授权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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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资金管理、资金交易、会计核算、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的控

制制度和操作规程，并将内控制度和操作规程报送所在地银监会

派出机构；

（二）配备符合业务发展需要、适当数量且已接受政策法规

及业务知识等相关培训的业务人员，以满足对主要业务风险有效

监控、业务分级审批和复查、关键岗位分工和相互牵制等要求；

（三）印制拟对外使用的重要业务凭证和单据，并将样本报

送所在地银监会派出机构；

（四）配备经有关部门认可的安全防范设施，并将有关证明

复印件报送所在地银监会派出机构；

（五）应当聘请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合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对其内部控制系统、会计系统、计算机系统等进行开业前审计，

并将审计报告报送所在地银监会派出机构。

第四章　申请验收及开业

第十五条　 拟设异地支行在筹建事项完成后，筹备组主要
负责人应当向拟设支行所在地银监会派出机构申请开业前验收，

并提交下列申请资料一式两份：

（一）拟设异地支行筹备组主要负责人签署的验收申请书；

（二）开业申请表；

（三）内控制度和操作规程；

（四）异地支行的组织结构及部门、岗位设置情况；

（五）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

（六）拟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背景资料及从业人员情况一

览表，内容至少包括聘请人员的名单、学历、主要工作经历、所

属岗位及职务等情况；

（七）员工内部或外部的培训记录；

（八）营业场所的所有权证或使用权证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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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营业场所的安全合格证明及消防验收备案凭证 （或消

防抽查验收合格证明）复印件；

（十）开业前审计报告，内容至少包括对拟设机构内部控制

系统、会计系统、计算机系统等进行开业前的审计情况，审计报

告应对机构是否满足银行开业条件出具明确意见；

（十一）广东银监局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

拟设支行所在地银监会派出机构应在收到完整的申请资料后

１０日内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应当发给验收合格意见书。验
收不合格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可以自接到通知书之

日起１０日后向拟设支行所在地银监会派出机构提出复验。
第十六条　 拟设异地支行筹备组在收到拟设地银监会派出

机构的验收合格意见书后，应当向广东银监局提出开业申请。

第十七条　 港澳银行在粤分行在广东银监局辖内设立异地
支行的开业申请，由广东银监局受理、审查并决定。广东银监局

应自受理之日起３０日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同时抄报银
监会。

第十八条　申请异地支行开业，申请人应向广东银监局提交
下列申请资料一式两份：

（一）由港澳银行在粤分行负责人签署的申请书 （函），内

容至少包括拟开业的异地支行的名称、地址、营运资金数额和业

务范围；

（二）开业申请表；

（三）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

（四）营业场所的所有权证或使用权证的复印件；

（五）营业场所的安全合格证明及消防验收备案凭证 （或消

防抽查验收合格证明）复印件；

（六）拟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审核资料，至少包括申请人授权

签字人签署的致广东银监局负责人的申请书、经公证的对拟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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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授权书、拟任人的身份证明和学历证明复印件、拟任人简历及

其未来履职计划的详细说明、由拟任人签署的无不良记录陈述书

以及任职后将守法尽责的承诺书；

（七）拟设异地支行的组织结构图和从业人员情况一览表；

（八）开业前审计报告；

（九）开业验收合格意见书；

（十）广东银监局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

第五章　开业相关事宜

第十九条　 异地支行获准开业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到广
东银监局领取金融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领取

营业执照。

第二十条　 异地支行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６个月内
开业。特殊情况下，经支行所在地银监会派出机构批准可以延期

开业。

异地支行申请延期开业的，应当在开业期限届满１个月前向
支行所在地银监会派出机构提出延期开业申请。申请书由异地支

行行长签署。

支行所在地银监会派出机构应当自接到延期开业的完整申请

资料之日起１５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延期开业的决定，并书
面通知申请人，同时抄报广东银监局及银监会。

开业延期的最长期限为３个月。异地支行未能在规定期限内
开业的，开业批准文件失效，广东银监局将注销其开业许可，收

回其金融许可证，并予以公告。

第二十一条　 异地支行在开业前应当将开业日期书面报送
所在地银监会派出机构及广东银监局，并在银监会指定的全国性

报纸和所在地银监会派出机构指定的地方性报纸上公告。

第二十二条　 港澳银行在粤分行在广东银监局辖内设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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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支行的其他在本办法未具体列明的市场准入事项，参照银监会

办公厅 《关于落实国务院批准的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

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六和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

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六有关事项的通知》 （银监办发

【２００９】３２７号）、《关于进一步落实 ＣＥＰＡ补充协议六有关事项
的通知》 （银监办便函 【２０１０】８５号）以及 《商业银行设立同

城营业网点管理办法》和相关行政许可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中的 “日”均为工作日。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 “所在地银监会派出机构”是指

所在地银监局或银监分局。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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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证券领域

关于设立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政策指引
及配套实施政策的说明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内地与香港签订了 《ＣＥＰＡ补充协议六》。允许
香港证券公司与内地证券公司在广东省设立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

司。

一、政策依据

根据 《ＣＥＰＡ补充协议六》，允许符合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境
外股东资质条件的香港证券公司与内地具备设立子公司条件的证

券公司，在广东省设立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合资证券投资咨

询公司作为内地证券公司的子公司，专门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

务，香港证券公司持股比例最高可达到三分之一。

为落实 《ＣＥＰＡ补充协议六》，２０１０年１月５日，中国证监
会根据 《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券公司设立

子公司试行规定》、《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证券、期

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公布了设立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

行政许可事项办事指南，明确设立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的审核

政策依据、条件、申请程序、申请材料目录等内容，为贯彻实施

ＣＥＰＡ补充协议六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引。
二、设立条件

（一）申请设立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的内地证券公司条

件：具备 《证券公司设立子公司试行规定》规定的相关条件，

最近十二个月各项风险控制指标持续符合规定标准，最近一年净

资本不低于１２亿元人民币；具备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
风险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机制，能够有效防范证券公司与其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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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之间出现风险传递和利益冲突；符合中国证监会的其他要求。

（二）参与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的香港证券公司条件：符

合 《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第７条关于外资参股证券公
司境外股东的资质条件，并具备以下条件： （１）在香港合法注
册或登记成立，并在获得香港证监会批准的证券业务牌照后，实

质性经营证券业务５年以上 （含５年）；（２）近三年未受到香港
当地监管机构或者行政、司法机关的重大处罚； （３）近三年各
项财务指标符合香港当地法律规定和监管要求；（４）具有完善
的内部控制制度、良好的声誉和经营业绩；（５）自参股之日起３
年内不得转让所持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股权。

（三）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条件：符合 《公司法》、《证券

公司设立子公司试行规定》、《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

法》以及ＣＥＰＡ协议的相关规定，具备以下条件： （１）注册地
在广东省境内，注册资本不低于１００万元人民币； （２）股东具
备规定的资质条件，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作为内地证券公司的

子公司，专门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香港证券公司持股比例不

超过三分之一；（３）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从业资格的人员不少于５
人，并有必要的会计、法律和计算机专业人员； （４）有健全的
内部管理、风险控制制度，有适当的内部控制技术系统； （５）
公司章程合法，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和合格的业务设施；（６）
我会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三、申请程序

（一）内地证券公司作为申请人，按申请材料目录规定的内

容，向中国证监会递交申请材料。

（二）中国证监会接收材料，经初步审核，在５个工作日内
决定并告知申请人是否受理，或是否需要申请人补正材料。

（三）受理后，中国证监会将在规定审核期６个月内 （不含

反馈意见期）完成审核，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的决定，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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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四）申请人根据中国证监会上述批复，在规定期限内向当

地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设立登记，领取营业

执照。

（五）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授权代表应自营

业执照签发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规定文件，
申请 《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取得业务许可证后，合资证券投

资咨询公司方可正式营业

四、申请材料目录

（１）申请表。按照中国证监会制作的 《设立合资证券投资

咨询公司申请表》填写，由内地证券公司作为申请人，并由全

体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共同签署；（２）关于设立合
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的合同及相关协议；（３）章程草案。章程草
案应当经全体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４）可行
性研究报告； （５）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的股权结构的说明；
（６）股东的营业执照或者注册证书，证券业务资格证明文件；
（７）拟任董事长、总经理符合任职条件的说明文件及相关证明
文件；（８）申请前三年境内外股东经审计的财务报表。香港证
券公司提交的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应当附有与原文内容一致的中

文译本；（９）股东出具的对拟设立的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持
续规范发展提供支持的安排的说明；（１０）股东出具的承诺。全
体股东均应承诺，自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内不

转让所持有的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股权；（１１）香港证监会就
香港证券公司在境内参与设立合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出具的说明

函；（１２）法律意见书；（１３）拟设立的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
的公司名称预核准通知书；（１４）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规定， “证券公司受同一单位、

个人控制或者相互之间存在控制关系的，不得经营相同的证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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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因此，内地证券公司申请设立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的，

应当同时提交减少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申请及相关材料： （１）
证券公司减少业务种类的申请表；（２）证券公司关于设立子公
司并减少业务种类的股东 （大）会决议；（３）证券公司现有证
券投资咨询业务的了结计划以及平稳处理客户相关事项的方案。

上述政策依据中具体法规内容、申请材料中表格模版均可在

中国证监会网站 （ｗｗｗｃｓｒｃｇｏｖｃｎ）查询、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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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险领域

允许香港的保险经纪公司在广东省 （含深圳）试点设立独

资保险代理公司，经营区域为广东省 （含深圳），申请人须满足

以下条件：

（１）申请人在香港经营保险经纪业务１０年以上；
（２）提出申请前３年的年均保险经纪业务收入不低于５０万

港元，提出申请上一年度的年末总资产不低于５０万港元；
（３）提出申请前３年无严重违规和受处罚记录；
（４）申请人在内地设立代表处时间一年以上。

·３１·



（四）法律领域

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
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内地从事

律师职业管理办法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司法部令第８１号发布。根据２００５年１２
月２８日司法部令第９９号、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２日司法部令第１０５号
和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司法部令第１１７号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落实国务院批准的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

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

系的安排》，规范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澳门居民在内

地从事律师职业的活动及管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以下简称 《律师法》）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参加内地举行的国家司法考试合格，取得 《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香港、澳门居民，可以在内

地申请律师执业。

第三条　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澳门居民申请在内
地律师事务所执业，应当依照司法部的有关规定参加实习，申请

领取律师执业证。

第四条　取得内地律师执业证的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律师
事务所执业，可以从事内地非诉讼法律事务及涉港、澳婚姻、继

承案件的代理活动。

取得内地律师执业证的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从事涉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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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继承案件的代理活动应当依据有关具体规定办理。

第五条　取得内地律师执业证的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律师
事务所执业，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恪守律师职业道

德和执业纪律，接受内地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和管理，接受内地

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

第二章　实习管理

第六条　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澳门居民申请在内
地律师事务所执业的，除有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情形外，应当依

照 《律师法》、司法部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有关申请律师执业人

员实习管理的规定，先在内地律师事务所参加为期１年的实习。
香港居民参加实习，可以安排在内地律师事务所设在香港的分所

进行。

第七条　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律
师事务所参加实习，应当向拟选择进行实习的内地律师事务所提

出申请。拟选择在内地律师事务所设在香港的分所进行实习的，

可直接向内地律师事务所分所提出申请。

香港、澳门居民申请实习，由拟接收其实习的内地律师事务

所向所在地的地 （市）级律师协会办理实习登记，并按规定向

地 （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备案。

第八条　在内地律师事务所或者内地律师事务所设在香港的
分所实习的香港、澳门居民，应当按照内地实习管理的有关规定

参加集中培训和实务训练，实务训练以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及代

理婚姻、继承案件的训练为主，并遵守有关实习的规定和纪律。

接收香港、澳门居民实习的内地律师事务所或其分所，应当

指派擅长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及代理婚姻、继承案件的律师指导

实习人员进行实务训练。每名指导律师只能指导一名香港或者澳

门的实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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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在内地律师事务所或者内地律师事务所设在香港的
分所实习的香港、澳门居民，应当确保参加实习的时间。因故暂

停实习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３个月，并应当由接收实习的内地律
师事务所将其暂停实习的原因和时间报所在地的地 （市）级律

师协会备案。

第十条　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律
师事务所或者内地律师事务所设在香港的分所实习，由该内地律

师事务所所在地的地 （市）级律师协会依照规定予以监督和考

核。

香港、澳门居民实习期满，由内地律师事务所出具实习鉴定

意见，报所在地的地 （市）级律师协会审查，并由其对实习人

员进行考核。律师事务所的实习鉴定意见和律师协会的考核结

果，由地 （市）级律师协会报当地地 （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备

案。

第十一条　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澳门居民属于具
有５年以上执业经历的香港法律执业者、澳门律师的，在内地申
请律师执业，应当参加由内地地方律师协会组织的不少于１个月
的集中培训，并经考核合格。

前款规定的香港法律执业者、澳门律师应当通过拟聘其执业

的内地律师事务所向住所地的地 （市）级律师协会申请参加培

训。申请培训，除按照实习管理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外，应当同时

提交由香港律师会、大律师公会或者澳门律师公会出具并经内地

认可的公证人公证的申请人在香港、澳门执业经历、年限的证

明。

第三章　执业管理

第十二条　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澳门居民，在内
地律师事务所或者内地律师事务所设在香港的分所实习期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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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鉴定和律师协会考核合格的，可以在内地申请律师执

业。

第十三条　获准在内地执业的香港、澳门居民，只能在一个
内地律师事务所执业，不得同时受聘于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

机构或者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

第十四条　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
申请律师执业，应当依照 《律师法》和司法部制定的 《律师执

业管理办法》的规定，向拟聘其执业的内地律师事务所住所地

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区 （县）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由其

出具审查意见后报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作出是否准予申请人

在内地执业的决定。

申请人按规定提交的文件中，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和未受过刑

事处罚的证明材料须经内地认可的公证人公证，同时还须说明是

否具有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或者外国律师资格以及是否受聘于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或者外国律师事务所的情况。符合本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情形的申请人应当同时提交由香港律师会、大律师

公会或者澳门律师公会出具并经内地认可的公证人公证的申请人

在香港、澳门的执业经历、年限的证明。

省级司法行政机关经审核予以颁发律师执业证的，应当自颁

证之日起３０日内将获准在内地执业的香港、澳门居民名单及执
业登记材料报司法部备案。

第十五条　获准在内地执业的香港、澳门居民，可以采取担
任法律顾问、代理、咨询、代书等方式从事内地非诉讼法律事

务，也可以采取担任诉讼代理人的方式从事涉港、澳婚姻、继承

的诉讼法律事务，享有内地律师的执业权利，履行法定的律师义

务。

第十六条　获准在内地执业的香港、澳门居民，符合规定条
件的，可以成为内地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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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获准在内地执业的香港、澳门居民，应当加入内
地律师协会，享有会员的权利，履行会员的义务，参加内地律师

协会组织的业务培训和交流活动。

第十八条　获准在内地执业的香港、澳门居民，有违反
《律师法》、司法部有关律师执业管理规章和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的，依法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有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行为的，给予相应的行业处分。

第十九条　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有违
反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在内地实行国家司法考试前已考取内地律师资格
的香港、澳门居民，申请在内地律师事务所实习和执业，依照本

办法办理。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司法部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
驻内地代表机构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 （以下

简称港澳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 （以下简称代表处）的

设立及其法律服务活动，根据 《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

管理条例》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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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港澳律师事务所设立代表处，从事法律服务活动，
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代表处及其代表依照本办法规定从事法律服务活
动，受国家法律保护。

第四条　代表处及其代表从事法律服务活动，应当遵守国家
法律、法规和规章，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不得损害国

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五条　港澳律师事务所对其代表处及其代表在内地从事的
法律服务活动承担民事责任。

第二章　代表处的设立、变更和注销

第六条　港澳律师事务所在内地设立代表处、派驻代表，应
当经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 （以下简称司法部）许可。

港澳律师事务所、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咨询公司或者其

他名义在内地从事法律服务活动。

第七条　港澳律师事务所申请在内地设立代表处、派驻代
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该律师事务所已在港、澳特别行政区合法执业，并且

没有因违反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受到处罚；

（二）代表处的代表应当是执业律师和港、澳特别行政区律

师协会会员，并且已在内地以外执业不少于２年，没有受过刑事
处罚或者没有因违反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受过处罚；其中，首席

代表已在内地以外执业不少于３年，并且是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
人或者是相同职位的人员；

（三）有在内地设立代表处开展法律服务业务的实际需要。

第八条　港澳律师事务所申请在内地设立代表处，应当向拟
设立的代表处住所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 （局）提交

下列文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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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该律师事务所主要负责人签署的设立代表处、派驻代

表的申请书。拟设立的代表处的名称应当为 “××律师事务所
（该律师事务所的中文名称）驻××（内地城市名）代表处”；

（二）该律师事务所在其本特别行政区已经合法设立的证明

文件；

（三）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协议或者成立章程以及负责人、

合伙人名单；

（四）该律师事务所给代表处各拟任代表的授权书，以及拟

任首席代表系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或者相同职位人员的确认书；

（五）代表处各拟任代表的律师执业资格以及拟任首席代表

已在内地以外执业不少于３年、其他拟任代表已在内地以外执业
不少于２年的证明文件；

（六）该律师事务所所在特别行政区的律师协会出具的该代

表处各拟任代表为本地区律师协会会员的证明文件；

（七）该律师事务所所在特别行政区的律师管理机构出具的

该律师事务所以及各拟任代表没有受过刑事处罚和没有因违反律

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受过处罚的证明文件。

前款所列文件材料，应当有香港委托公证人或澳门公证机构

的公证证明。

该律师事务所提交的文件材料应当一式三份，分别装订成

册，文件材料如用外文书写的，应当附中文译文。

第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 （局）应当自收到申

请文件材料之日起３个月内审查完毕，并将审查意见连同文件材
料报送司法部审核。司法部应当在６个月内作出决定，对许可设
立的代表处发给执业执照，并对其代表发给执业证书；对不予许

可的，应当书面告知其理由。

第十条　代表处及其代表，应当持执业执照、执业证书在代
表处住所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 （局）办理注册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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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可开展本办法规定的法律服务活动。代表处及其代表每年

应当注册一次。

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 （局）应当自接到注册申请之

日起２日内办理注册手续。
第十一条　代表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

理有关的税务、银行、外汇等手续。

第十二条　港澳律师事务所需要变更代表处名称、减少代表
的，应当事先向代表处住所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

（局）提交其主要负责人签署的申请书和有关的文件材料，经司

法部核准，并收回不再担任代表的人员的执业证书。

代表处合并、分立或者增加新任代表的，应当依照本办法有

关代表处设立程序的规定办理许可手续。

第十三条　代表处的代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司法部撤销
其执业许可并收回其执业证书，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

（局）相应注销其执业注册：

（一）按照本办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提供的律师执业资格失

效的；

（二）被所属的港澳律师事务所取消代表资格的；

（三）执业证书或者所在的代表处的执业执照被依法吊销

的。

第十四条　代表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司法部撤销其执业
许可并收回其执业执照，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 （局）

相应注销其执业注册：

（一）所属的港澳律师事务所已经解散或者被注销的；

（二）所属的港澳律师事务所申请将其注销的；

（三）已经丧失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条件的；

（四）执业执照被依法吊销的。

依照前款规定注销的代表处，应当依法进行清算；债务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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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前，其财产不得转移至内地以外。

第三章　业务范围和规则

第十五条　代表处及其代表，只能从事不包括内地法律事务
的下列活动：

（一）向当事人提供该律师事务所律师已获准从事律师执业

业务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中国以外的其他国

家的法律咨询，有关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的咨询；

（二）接受当事人或者内地律师事务所的委托，办理在该律

师事务所律师已获准从事律师执业业务的地区的法律事务；

（三）代表港、澳特别行政区当事人，委托内地律师事务所

办理内地法律事务；

（四）通过订立合同与内地律师事务所保持长期的委托关系

办理法律事务；

（五）提供有关内地法律环境影响的信息。

代表处按照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达成的协议约定，可以直接向

受委托的内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提出要求。

代表处及其代表不得从事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以外的其

他法律服务活动或者其他营利活动。

第十六条　代表处不得聘用内地执业律师；聘用的辅助人员
不得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

第十七条　代表处及其代表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
为：

（一）提供虚假证据、隐瞒事实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

假证据、隐瞒事实以及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

（二）利用法律服务的便利，收受当事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

处；

（三）泄露当事人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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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代表处的代表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代表处担任或
者兼任代表。

第十九条　代表处的代表每年在内地居留的时间不得少于６
个月；少于６个月的，下一年度不予注册。

第二十条　代表处从事本办法规定的法律服务，可以向当事
人收取费用。收取的费用必须在内地结算。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司法部负责对代表处及其代表的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 （局）应当对设在本行政区域

内的代表处及其代表是否依法开展法律服务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代表处应当于每年３月３１日前向住所地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 （局）提交执业执照和代表执业证书的

副本以及下列上一年度检验材料，接受年度检验：

（一）开展法律服务活动的情况，包括委托内地律师事务所

办理法律事务的情况；

（二）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事务所审计的代表处年度财务

报表，以及在内地结算和依法纳税凭证；

（三）代表处的代表变动情况和雇用内地辅助人员情况；

（四）代表处的代表在内地的居留情况；

（五）代表处及其代表的注册情况；

（六）履行本办法规定义务的其他情况。

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 （局）对设在本行政区域内的

代表处进行年度检验后，应当将检验意见报送司法部备案。

第二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 （局）依法办理

代表处及其代表注册收取费用，以及对代表处进行年度检验收取

费用，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物价行政部门核定的同对内地律师事

务所、执业律师相同的收费标准，所收取的费用必须全部上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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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 （局）依法实施罚款的行政处

罚，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实行罚款决定与罚款

收缴分离；收缴的罚款以及依法没收的违法所得，必须全部上缴

国库。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代表处或者代表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
社会管理秩序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司法

部吊销该代表处的执业执照或该代表的执业证书；尚不够刑事处

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并由司法部吊销该代表处的执业

执照或该代表的执业证书。

第二十五条　代表处或者代表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非法从事法律服务活动或者其他营利活动的，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司法厅 （局）责令限期停业；情节严重的，由司法部吊销

该代表处的执业执照或者该代表的执业证书。

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

（局）没收违法所得，对首席代表和其他负有直接责任的代表各

处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代表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司法厅 （局）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 （局）责令限期停业；逾期仍不改

正的，由司法部吊销其执业执照：

（一）聘用内地执业律师，或者聘用的辅助人员从事法律服

务的；

（二）开展法律服务收取费用未在内地结算的；

（三）未按时报送年度检验材料接受年度检验，或者未通过

年度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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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前款第 （二）项所列违法行为的，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司法厅 （局）对其处以应当在内地结算的金额１倍以上３倍
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代表处或者代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司法厅 （局）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

重的，责令限期停业，并处２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同时在两个以上代表处担任或者兼任代表的；

（二）泄露当事人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三）利用法律服务的便利，收受当事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

的。

第二十八条　代表处注销，在债务清偿完毕前将财产转移至
内地以外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 （局）责令退回已

转移的财产，用于清偿债务；严重损害他人利益，构成犯罪的，

对其首席代表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

事处罚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 （局）对代表处处 ５
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的罚款，对首席代表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２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代表处的代表提供虚假证据、隐瞒事实或者威
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隐瞒事实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

究刑事责任，并由司法部吊销其执业证书。

第三十条　港澳律师事务所、律师或者其他组织、个人擅自
在内地从事法律服务活动，或者已被撤销执业许可的代表处或者

代表继续在内地从事法律服务活动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

法厅 （局）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５万元以上３０万元
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代表处被依法吊销执业执照的，该代表处所属
的港澳律师事务所５年内不得申请在内地设立代表处；代表处的
代表被依法吊销执业证书的，该代表５年内不得在内地担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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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代表。

代表处的代表因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管理秩

序，被依法判处刑罚的，该代表所在的代表处所属的律师事务所

不得再申请在内地设立代表处，该代表终身不得在内地担任代表

处的代表。

第三十二条　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
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记过、

记大过或者降级的行政处分：

（一）不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条件对拟设代表处、拟任代表的

证明文件、材料进行审查、审核的；

（二）不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对代表处进行注册或者年度检验

的；

（三）不按照国家规定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取费用的。

第三十三条　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
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

撤职或者开除的行政处分：

（一）对不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拟设代表处或者拟任代表

决定发给执业执照、执业证书的；

（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财物、谋取私利的；

（三）违反本办法的规定，对应当撤销代表处或者代表执业

许可，收回执业执照、执业证书的不予撤销、收回，或者对应当

注销的执业注册不予注销的；

（四）依法收缴罚款不开具罚款收据或者不如实填写罚款数

额的；

（五）不执行罚款收缴分离制度或者不按照规定将依法收取

的费用、收缴的罚款及没收的违法所得全部上缴国库的；

（六）对代表处及其代表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不及时查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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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不严格执法或者滥用职权的其他行为，造成严重后

果的。

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

遭受严重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起施行。本办法施
行前经司法部许可已经试开业的代表处及其代表，应当自本办法

施行之日起９０日内按照本办法的规定重新申请办理审批手续。

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
受聘于内地律师事务所
担任法律顾问管理办法

（司法部令第８２号）

第一条　为了落实国务院批准的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

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

系的安排》，规范香港法律执业者、澳门执业律师受聘于内地律

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的活动及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香港法律执业者，是指具有香港永久
性居民身份，依据香港有关法规在律师、大律师登记册上登记，

并没有被暂时吊销执业资格的律师、大律师。

本办法所称的澳门执业律师，是指具有澳门永久性居民身

份，在澳门律师公会有效注册的执业律师。

第三条　香港法律执业者、澳门执业律师受聘于内地律师事
务所担任法律顾问，只能办理已获准从事律师执业业务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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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以及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法律事务。

香港法律执业者、澳门执业律师受聘于内地律师事务所担任

法律顾问，应当接受内地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和管理。

第四条　香港法律执业者受聘于内地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
问，应当依照本办法申请领取香港法律顾问证。

澳门执业律师受聘于内地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应当依

照本办法申请领取澳门法律顾问证。

第五条　香港法律执业者、澳门执业律师具备下列条件的，
可以向内地司法行政机关申请领取香港、澳门法律顾问证：

（一）在香港或者澳门执业满２年；
（二）未受过刑事处罚及未因违反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

受过处罚；

（三）有内地律师事务所同意聘用。

第六条　内地律师事务所具备下列条件的，可以聘用香港法
律执业者、澳门执业律师为本所香港、澳门法律顾问：

（一）成立满３年；
（二）专职律师不少于１０人；
（三）最近３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行业处分。
内地律师事务所聘用香港法律执业者、澳门执业律师的数量

合计不得超过本所专职律师总数的五分之一。

第七条　香港法律执业者、澳门执业律师申请领取香港、澳
门法律顾问证，应当通过拟聘其担任法律顾问的内地律师事务所

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的复印件；

（三）申请人的香港法律执业者、澳门执业律师执业资格证

书的复印件；

（四）申请人如有获准从事律师执业业务的外国律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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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须提交其律师执业资格证书的复印件；

（五）申请人在香港或者澳门执业满２年的证明材料；
（六）申请人所在的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同意其受

聘于内地律师事务所的证明；

（七）香港、澳门律师监管机构出具的申请人未受过刑事处

罚及未因违反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受过处罚的证明材料；

（八）内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拟聘用申请人的证明及本所符

合聘用条件的证明材料。

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所列证明材料，须经

内地认可的公证人公证。

申请材料应当使用中文，一式三份。材料中如有使用外文

的，应当附中文译文。

第八条　内地律师事务所所在地的地 （市）级司法行政机

关应当自收到香港法律执业者、澳门执业律师申请材料之日起

１０日内完成审查，出具审查意见，并连同申请材料上报省级司
法行政机关。

第九条　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２０
日内完成审核。对于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准予在内地受聘担

任法律顾问，并办理登记，向其颁发香港、澳门法律顾问证；对

于不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不准在内地受聘担任法律顾问，并

书面通知申请人和拟聘其担任法律顾问的内地律师事务所。

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自向申请人颁发香港、澳门法律顾问

证之日起３０日内，将有关登记材料及审核意见报司法部备案。
第十条　香港法律执业者、澳门执业律师，只能受聘于内地

一个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不得同时受聘于外国律师事务

所，不得同时在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担任代

表。

第十一条　香港、澳门法律顾问不得办理内地法律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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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香港、澳门法律顾问在内地办理法律事务，应当
由所在的内地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统一收取费用，不得私

自受理业务、私自收费。

第十三条　香港、澳门法律顾问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
规章，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不得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

公共利益。

第十四条　香港、澳门法律顾问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应当依法
签订聘用协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

第十五条　香港、澳门法律顾问证，每年须经省级司法行政
机关年度注册。未经注册的无效。

第十六条　香港、澳门法律顾问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地
（市）级司法行政机关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１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３
倍以下罚款，但罚款最高不得超过３万元：

（一）同时在内地两个以上律师事务所受聘的；

（二）同时在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担任代

表的；

（三）同时在外国律师事务所受聘的；

（四）私自受理业务或者私自向当事人收取费用的；

（五）办理内地法律事务的；

（六）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应当给予处罚的行为。

香港、澳门法律顾问违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的，内地律师事

务所应当与其解除聘用关系。

第十七条　内地律师事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地 （市）

级司法行政机关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１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罚
款，但罚款最高不得超过３万元：

（一）未经核准，擅自聘用香港法律执业者、澳门执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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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法律顾问的；

（二）对香港、澳门法律顾问的法律服务活动不实行统一接

受委托、统一收取费用的；

（三）对香港、澳门法律顾问的违法行为负有管理失查责任

的；

（四）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应当给予处罚的行为。

第十八条　香港、澳门法律顾问因违法行为或者过错给当事
人造成损失的，由聘其担任法律顾问的内地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

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负有直接责任的香港、澳门法

律顾问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香港、澳门法律顾问应当在内地办理保险。

第十九条　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有违
反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司法部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营管理办法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司法部令第８３号发布。根据２００５年１２
月２８日司法部令第１００号、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２日司法部令第１０６
号、２００８年３月６日司法部令第１０９号和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司法
部令第１１８号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落实国务院批准的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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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

系的安排》，规范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在内

地进行联营的活动及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联营，是由已在内地设立代表机构的
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与一个内地律师事务所，按照协议约定的

权利和义务，在内地进行联合经营，向委托人分别提供香港、澳

门和内地法律服务。

第三条　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营，不
得采取合伙型联营和法人型联营。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

律师事务所在联营期间，双方的法律地位、名称和财务应当保持

独立，各自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条　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营，应
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不得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二章　联营申请

第五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可以申请
联营：

（一）根据香港、澳门有关法规登记设立；

（二）在香港、澳门拥有或者租用业务场所从事实质性商业

经营满３年；
（三）独资经营者或者所有合伙人必须为香港、澳门注册执

业律师；

（四）主要业务范围应为在香港、澳门提供本地法律服务；

（五）律师事务所及其独资经营者或者所有合伙人均须缴纳

香港利得税、澳门所得补充税或者职业税；

（六）已获准在内地设立代表机构，且代表机构在申请联营

前两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申请联营时代表机构设立未满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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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代表机构设立之日起未受过行政处罚。

第六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内地律师事务所，可以申请联营：
（一）成立满３年；
（二）申请联营前两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行业惩戒。

成立满１年并至少有１名设立人具有５年以上执业经历、住
所地在广东省的内地律师事务所，也可以申请联营。

内地律师事务所分所不得作为联营一方申请联营。

第七条　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申请联
营，应当共同向内地律师事务所所在地的省级司法行政机关提交

下列申请材料：

（一）双方签署的联营申请书；

（二）双方签署的联营协议；

（三）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获准在香港、澳门设立的有效

登记证件的复印件，独资经营者或者负责人、所有合伙人名单，

驻内地代表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复印件及代表名单；

（四）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关部门出具的香港、澳

门律师事务所符合香港、澳门法律服务提供者标准的证明书；

（五）内地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的复印件，负责人、所有

合伙人名单，地 （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该所符合本办法

第六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文件；

（六）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与内地律师事

务所不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由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

驻内地代表机构所在地的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香港、澳门律

师事务所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 （六）项规定条件的证明文件；

（七）省级司法行政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本条前款第三项所列有效登记证件的复印件，须经内地认可

的公证人公证。

根据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申请联营的内地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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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同时提交本所具有５年以上执业经历的设立人的证明材料。
申请材料应当使用中文，一式三份。材料中如有使用外文

的，应当附中文译文。

第八条　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人联营申请材料
之日起２０日内作出准予或者不准联营的决定。２０日内不能作出
决定的，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１０日，并应当将延长
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对于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应当准予联营，颁发联营许可

证；对于不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不准联营，并书面通知申请

人。

对准予联营的，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自颁发联营许可证之

日起３０日内，将准予联营的批件及有关材料报司法部备案。
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与内地律师事务所不

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内地律师事务所所在地的省级

司法行政机关准予联营的，作出准予联营决定的省级司法行政机

关还应当将准予联营批件同时抄送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驻内地

代表机构所在地的省级司法行政机关。

第三章　联营规则

第九条　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营，应
当以书面形式订立联营协议。联营协议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联营双方各自的名称、住所地、独资经营者、合伙人

姓名；

（二）联营名称、标识；

（三）联营期限；

（四）联营业务范围；

（五）共用办公场所和设备的安排；

（六）共用行政、文秘等辅助人员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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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联营收费的分享及运营费用的分摊安排；

（八）联营双方律师的执业保险及责任承担方式的安排；

（九）联营的终止及清算；

（十）违约责任；

（十一）争议解决；

（十二）其他事项。

联营协议应当依照内地法律的有关规定订立。

联营协议经司法行政机关核准联营后生效。

第十条　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营协议
约定的联营期限不得少于１年。双方联营协议约定的联营期满，
经双方协商可以续延。申请联营续延，应当依照本办法第七条、

第八条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十一条　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营，
可以使用双方商定并经核准的联营名称和联营标识。联营名称由

香港或者澳门律师事务所名称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名称加联营的字

样组成。

第十二条　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营，
可以共同以联营的名义，接受当事人的委托或者其他律师事务所

的委托，采取合作方式办理各自获准从事律师执业业务的香港、

澳门、内地以及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法律事务。

参与联营业务的香港、澳门律师，不得办理内地法律事务。

第十三条　联营双方受托办理法律事务，应当避免各自委托
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第十四条　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以联营
名义合作办理法律事务的，可以统一向委托人收费，双方再依照

联营协议进行分配；也可以根据联营中各自办理的法律事务，分

别向委托人收费，但须事先告知委托人。

第十五条　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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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共同进行业务宣传推广活动。但在进行业务宣传推广时，应

当披露下列事实：

（一）双方联营不是合伙型联营或者法人型联营；

（二）联营的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不能从事内地

法律事务；

（三）进行宣传推广的律师须明示其所在律师事务所的名

称。

第十六条　联营双方及其参与联营业务的律师，应当分别依
照香港、澳门和内地的有关规定，以各自的名义参加律师执业保

险。

第十七条　联营双方在开展联营业务中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
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双方应当依照联营协议，由过错方独自承

担或者双方分担赔偿责任。

第十八条　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营，
可以共用办公场所、办公设备。联营双方决定共用办公场所的，

应当选择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或者内地律师事

务所的办公场所作为共用办公场所。共用办公场所或办公设备的

费用分担由联营协议约定。

第十九条　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营，
可以共用行政、文秘等辅助人员。有关费用分担由联营协议约

定。

第二十条　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营，
应当各自保持独立的财务制度和会计账簿。

第二十一条　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
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联营：

（一）联营期满双方不再申请续延的；

（二）联营双方按照协议的约定终止联营的；

（三）联营一方不再存续或者破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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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被依法注销

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终止联营的情形。

终止联营的，由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办理注销手续。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
营，应当在每年３月３１日前，共同向内地律师事务所所在地的
省级司法行政机关提交联营执业许可证副本以及下列年度检验材

料，接受年度检验：

（一）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和内地律师事

务所的有效执业许可证副本及复印件；

（二）上一年度的联营情况报告，内容包括以联营名义接受

委托办理法律事务的情况，以联营名义办理法律事务的收费情

况，联营收费的分享和运营费用的分摊情况，联营的收入和纳税

情况，以联营名义开展业务过程中因违法执业或因过错给委托人

造成损失的赔偿情况等；

（三）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和内地律师事

务所所在地的省级司法行政机关或地 （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出

具的代表机构和内地律师事务所在上一年度受到行政处罚或行业

惩戒情况的文件。

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提交年检材料接受年度检验的，视为联营

双方自行终止联营。

第二十三条　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
营，有违反内地法律、法规和规章及本办法规定的行为的，由省

级司法行政机关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１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罚
款，但罚款最高不得超过３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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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有
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司法部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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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医疗领域

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设置门诊部申办指南

一、申办条件

（一）取得内地 《医师资格证书》 （临床、口腔、中医类别

执业医师）的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 （以下称 “自然人”），符

合下列条件之一，可独资设置门诊部：

１具有香港或澳门合法行医权，在香港或澳门行医满５年，
或在两地连续行医合计满５年；
２在内地从事同一专业临床工作连续５年以上。
（二）根据内地或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适用法律适当组建

或设立的任何法律实体，无论是否以盈利为目的，无论属私有还

是政府所有，包括任何公司、基金、合伙企业、合资企业、独资

企业或协会 （商会） （以下称 “法人”），可独资、合资或合作

设置门诊部。

二、提交的申请材料

（一）自然人设置门诊部，需提交的申请材料：

１《设置医疗机构申请书》；
２《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１）申请人姓名、年龄、专业履历、身份证号码；
（２）所在地区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概况；
（３）所在地区人群健康状况和疾病流行以及有关疾病患病

率；

（４）所在地区医疗资源分布情况以及医疗服务需求分析；
（５）拟设医疗机构的名称、选址、功能、任务、服务半径；
（６）拟设医疗机构的服务方式、时间、诊疗科目和床位编

·９３·



制；

（７）拟设医疗机构的组织机构、人员配备；
（８）拟设医疗机构的仪器、设备配备；
（９）拟设医疗机构与服务半径区域内其他医疗机构的关系

和影响；

（１０）拟设医疗机构的污水、污物、粪便处理方案；
（１１）拟设医疗机构的通讯、供电、上下水道、消防设施情

况；

（１２）资金来源、投资方式、投资总额、注册资金 （资本）；

（１３）拟设医疗机构的投资预算；
（１４）拟设医疗机构５年内的成本效益预测分析；
（１５）申请设置单位或者设置人的资信证明。
３《选址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选址的依据；
（２）选址所在地区的环境和公用设施情况；
（３）选址与周围托幼机构、中小学校、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布局的关系；

（４）占地和建筑面积；
（５）选址方位图。
４《建筑设计平面图》；
５内地 《医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６经香港医务委员会、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香港中医药
管理委员会或澳门卫生局认定的香港、澳门执业证明书或执照／
注册证明书 （复印件）；

７经内地或香港、澳门保险机构出具的承保范围，包括内
地的医疗责任保险证明 （原件）；

８由香港医务委员会、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香港中医药
管理委员会或澳门卫生局出具的香港、澳门专业操守／良好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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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书 （原件）；或内地地级以上市卫生局出具的执业经历证明

（原件）及 《医师执业证书》（复印件）；

９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明 （复印件），其中属于中

国公民的还应提供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回乡证）或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护照 （复印件）；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明 （复印件）应经内地认可的公证

人核证。

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明 （复印件）应经澳门特别行政区

政府公证部门或内地认可的公证人核证。

（二）香港法人设置门诊部 （独资），需提交的申请材料：

１《设置医疗机构申请书》（附件１）；
２《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１）申请单位名称、基本情况以及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姓

名、年龄、专业履历、身份证号码；

（２）所在地区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概况；
（３）所在地区人群健康状况和疾病流行以及有关疾病患病

率；

（４）所在地区医疗资源分布情况以及医疗服务需求分析；
（５）拟设医疗机构的名称、选址、功能、任务、服务半径；
（６）拟设医疗机构的服务方式、时间、诊疗科目和床位编

制；

（７）拟设医疗机构的组织机构、人员配备；
（８）拟设医疗机构的仪器、设备配备；
（９）拟设医疗机构与服务半径区域内其他医疗机构的关系

和影响；

（１０）拟设医疗机构的污水、污物、粪便处理方案；
（１１）拟设医疗机构的通讯、供电、上下水道、消防设施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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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资金来源、投资方式、投资总额、注册资金 （资本）；

（１３）拟设医疗机构的投资预算；
（１４）拟设医疗机构５年内的成本效益预测分析；
（１５）申请设置单位或者设置人的资信证明。
３《选址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选址的依据；
（２）选址所在地区的环境和公用设施情况；
（３）选址与周围托幼机构、中小学校、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布局的关系；

（４）占地和建筑面积；
（５）选址方位图。
４《建筑设计平面图》；
５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处签发的、经内地认可的公证

人核证的公司注册证明书 （复印件）；

６经内地认可的公证人核证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商业登记
证及登记册内资料摘录 （复印件）；

７过去３年在香港的公司年报或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８在香港拥有或租用业务场所的证明文件 （复印件）；

９过去３年利得税报税表和评税及缴纳税款通知书 （复印

件，在亏损的情况下，还须提供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关部门关

于其亏损情况的证明文件）；

１０在香港的雇员薪酬及退休金报税表 （复印件）；

１１在香港雇用的员工居留情况的有关证明文件 （复印件，

在香港雇用的员工中在香港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和持单程证来香

港定居的内地人士应占员工总数的５０％以上）；
１２在香港的业务性质和范围的有关证明文件 （复印件，在

香港提供服务的性质和范围，应包含拟在内地提供服务的性质和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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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负责人作出的法定声明 （原件，该法定声明应根据香港

特别行政区 《宣誓及声明条例》的程序及要求作出，并应经内

地认可的公证人核证）；

１４工业贸易署出具的香港服务提供者证明书 （原件）；

１５经内地或香港、澳门保险机构出具的承保范围包括内地
的医疗责任保险证明 （原件）。

（三）澳门法人设置门诊部 （独资），需提交的申请材料：

１《设置医疗机构申请书》（附件１）；
２《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１）申请单位名称、基本情况以及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姓

名、年龄、专业履历、身份证号码；

（２）所在地区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概况；
（３）所在地区人群健康状况和疾病流行以及有关疾病患病

率；

（４）所在地区医疗资源分布情况以及医疗服务需求分析；
（５）拟设医疗机构的名称、选址、功能、任务、服务半径；
（６）拟设医疗机构的服务方式、时间、诊疗科目和床位编

制；

（７）拟设医疗机构的组织机构、人员配备；
（８）拟设医疗机构的仪器、设备配备；
（９）拟设医疗机构与服务半径区域内其他医疗机构的关系

和影响；

（１０）拟设医疗机构的污水、污物、粪便处理方案；
（１１）拟设医疗机构的通讯、供电、上下水道、消防设施情

况；

（１２）资金来源、投资方式、投资总额、注册资金 （资本）；

（１３）拟设医疗机构的投资预算；
（１４）拟设医疗机构５年内的成本效益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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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申请设置单位或者设置人的资信证明。
３《选址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选址的依据；
（２）选址所在地区的环境和公用设施情况；
（３）选址与周围托幼机构、中小学校、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布局的关系；

（４）占地和建筑面积；
（５）选址方位图。
４《建筑设计平面图》；
５澳门特别行政区商业及动产登记局发出的公司注册证明

书 （复印件）；

６澳门特别行政区财政局发出的营业税 Ｍ／１格式申报书
（复印件）；

７过去３年在澳门的公司年报或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８在澳门拥有或租用业务场所的证明文件 （原件或复印

件）；

９过去３年所得补充税申报表和缴税证明 （复印件，在亏

损的情况下仍应提供）；

１０在澳门的雇员在社会保障基金供款凭单 （复印件）；

１１在澳门雇用的员工居留情况的有关证明文件 （复印件，

在澳门雇用的员工中在澳门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和按澳门有关法

规获准在澳门定居的人士应占员工总数的５０％以上）；
１２在澳门的业务性质和范围的有关证明文件 （复印件，在

澳门提供服务的性质和范围，应包含拟在内地提供服务的性质和

范围）

１３经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公证部门或内地认可的公证人核
证的，负责人向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作出的声明 （原件，该声

明应经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公证部门或内地认可的公证人核

·４４·



证）；

１４经济局出具的澳门服务提供者证明书 （原件）；

１５经内地或香港、澳门保险机构出具的承保范围包括内地
的医疗责任保险证明 （原件）。

（四）香港或澳门法人与内地的医疗机构、公司、企业和其

他经济组织以合资、合作形式设置门诊部，除提交 （二）或

（三）申请材料外，还需提交：

１合资、合作双方法人代表签署的项目建议书；
２合资、合作双方各自的注册登记证明 （复印件）；

３合资、合作双方各自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复印件）；

４合资、合作双方各自的银行资信证明；
５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拟投入国有资产的评估报告确认文

件。

三、办理程序

（一）选址：咨询当地地级以上市卫生局，了解所在地医疗

机构设置规划。

（二）准备申请材料。

（三）申请：直接向广东省卫生厅办证大厅提交申请材料，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１７６号，电话：０２０－８４４６９２７０；
中医类别向广东省中医药局医政处提交申请材料，地址：广州市

越秀区先烈南路１７号，电话：０２０－８３８２１４１１。
（四）当地卫生局签署意见：将申请材料转交给拟设医疗机

构所在地地级以上市卫生局，地级以上市卫生局于１０个工作日
内签署意见并退回。

（五）受理或不受理：收到地级以上市卫生局退回的申请材

料后，５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不受理的决定。
（六）公示：设置医疗机构信息在拟设医疗机构地点公示５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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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审批：自受理之日起３０日内，省卫生厅或省中医药
局完成审批 （公示时间不计算在审批时间内），作出批准或不予

批准的决定。

（八）发放文书：凭受理回执单到办证大厅领取 《设置医疗

机构批准书》或 《不予行政审批告知书》。

申请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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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登记注册
（一）港澳服务提供者取得 《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后，应

在 《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有效期内按照 《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完成筹建，并向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地级以上市卫生局申请登记注

册，领取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方可开展相关诊疗活动。

（二）申领登记注册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应提交下列材

料。

１《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
２《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３医疗机构用房产权证明或者使用证明；
４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
５验资证明、资产评估报告；
６医疗机构规章制度；
７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有关资格证书、执

业证书复印件；

８各科室负责人名录和有关资格证书、执业证书复印件；
９医疗机构科室设置名称及对应的拟聘人员名单一览表；
１０附设药房 （柜）的药品种类清单；

１１环保、消防等部门的批准文件。
（三）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经批准设置的门诊部，符合医

疗机构登记注册条件的，所在地地级以上市卫生局应在法定时间

内完成登记注册并核发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同时报我厅备

案。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门诊部报省中医药局备案。

（四）港澳服务提供者领取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应

向所在地的地级以上市卫生局申请办理人员执业注册有关手续。

（五）特殊诊疗技术应用，大型医疗设备配置等应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另行审批。

五、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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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材料格式应为 Ａ４纸规格，申请材料一式叁份
（其中一份为原件），所有复印件需提交原件以供核验。

申请材料应装订成册，有封页及封底，附目录及编写页码，

每份申请材料骑缝签名 （自然人申请）或盖章 （法人申请）。

（二）设置人委托他人提交申请材料时，应同时提交 《授权

委托书》（原件）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三）省卫生厅、省中医药局对受理的医疗机构设置申请将

进行为期５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内容包括拟设置医疗机构的类
别、执业地址、诊疗科目、床位 （牙椅、观察床），以及设置人

和设置申请人名称、符合当地 《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情况等。

公示期间接到举报或提出异议的，将组织查实，未查实前不批准

设置。

（四）核发 《设置医疗机构申请书》时需同时报卫生部备案

（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门诊部由省中医药局核发 《设置医

疗机构批准书》后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备案），卫生部

可依法纠正或撤销该项审批。

（五）拟设医疗机构应符合所在地地级以上市的医疗机构设

置规划和卫生部 《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香港和澳门服务提供者设置
独资医院申办指南

一、设置单位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是 “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符合 《内地与香港／澳
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附件五之 《关于 “服务提

供者”定义及相关规定》的有关要求。

（二）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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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有直接或间接从事医疗卫生投资与管理的经验，并

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１、能提供先进的医院管理经验、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
２、能提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医学技术。
二、申办要求

设立的港澳独资医院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设置与发展必须符合当地的医疗机构设置规划。

（二）必须是独立的法人。

（三）三级医院投资总额不低于５０００万人民币，二级医院
投资总额不低于２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四）符合二级以上医院基本标准。

三、提交材料

（一）香港服务提供者 （法人）设置独资医院，需提交的申

请材料：

１、《设置医疗机构申请书》；
２、项目建议书；
３、《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设置单位名称、基本情况以及法定代表人姓名、年龄、

履历、身份证号码；

（２）所在地区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概况；
（３）所在地区人群健康状况和疾病流行以及有关疾病患病

率；

（４）所在地区医疗资源分布情况以及医疗服务需求分析；
（５）拟设医院的名称、选址、功能、任务、服务半径；
（６）拟设医院的服务方式、时间、诊疗科目和床位编制；
（７）拟设医院的组织机构、人员配备；
（８）拟设医院的仪器、设备配备；
（９）拟设医院与服务半径区域内其他医疗机构的关系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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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１０）拟设医院的污水、污物、粪便处理方案；
（１１）拟设医院的通讯、供电、上下水道、消防设施情况；
（１２）资金来源、投资方式、投资总额、注册资金 （资本）；

（１３）拟设医院的投资预算；
（１４）拟设医院５年内的成本效益预测分析。
４、《选址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选址的依据；
（２）选址所在地区的环境和公用设施情况；
（３）选址与周围托幼机构、中小学校、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布局的关系；

（４）占地和建筑面积；
（５）选址方位图。
５、《建筑设计平面图》；
６、拟设医院的项目土地使用租赁证明；
７、设置单位的法人注册登记证明 （复印件）；

８、设置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复印件）；

９、设置单位的银行资信证明；
１０、香港服务提供者能够提供国际先进医院管理经验、管理

模式和服务模式或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医学技术的证明材料；

１１、香港工业贸易署出具的 《服务提供者证明书》（原件）；

１２、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处签发的、经内地认可的公证
人核证的公司注册证明书 （复印件）；

１３、经内地认可的公证人核证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商业登记
证及登记册内资料摘录 （复印件）；

１４、过去３年在香港的公司年报或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１５、在香港拥有或租用业务场所的证明文件 （复印件）；

１６、过去３年利得税报税表和评税及缴纳税款通知书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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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件，在亏损的情况下，还须提供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关部门

关于其亏损情况的证明文件）；

１７、在香港的雇员薪酬及退休金报税表 （复印件）；

１８、在香港雇用的员工居留情况的有关证明文件 （复印件，

在香港雇用的员工中在香港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和持单程证来香

港定居的内地人士应占员工总数的５０％以上）；
１９、在香港的业务性质和范围的有关证明文件 （复印件，

在香港提供服务的性质和范围，应包含拟在内地提供服务的性质

和范围）；

２０、负责人作出的法定声明 （原件，该法定声明应根据香

港特别行政区 《宣誓及声明条例》的程序及要求作出，并应经

内地认可的公证人核证）。

（二）澳门服务提供者 （法人）设置独资医院，需提交的申

请材料：

１、《设置医疗机构申请书》；
２、项目建议书；
３、《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１）申请单位名称、基本情况以及申请人姓名、年龄、专

业履历、身份证号码；

（２）所在地区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概况；
（３）所在地区人群健康状况和疾病流行以及有关疾病患病

率；

（４）所在地区医疗资源分布情况以及医疗服务需求分析；
（５）拟设医院的名称、选址、功能、任务、服务半径；
（６）拟设医院的服务方式、时间、诊疗科目和床位编制；
（７）拟设医院的组织机构、人员配备；
（８）拟设医院的仪器、设备配备；
（９）拟设医院与服务半径区域内其他医疗机构的关系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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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１０）拟设医院的污水、污物、粪便处理方案；
（１１）拟设医院的通讯、供电、上下水道、消防设施情况；
（１２）资金来源、投资方式、投资总额、注册资金 （资本）；

（１３）拟设医院的投资预算；
（１４）拟设医院５年内的成本效益预测分析。
４、《选址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选址的依据；
（２）选址所在地区的环境和公用设施情况；
（３）选址与周围托幼机构、中小学校、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布局的关系；

（４）占地和建筑面积；
（５）选址方位图；
５、《建筑设计平面图》；
６、拟设医院的项目土地使用租赁证明；
７、设置单位的法人注册登记证明 （复印件）

８、设置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复印件）；

９、设置单位的银行资信证明；
１０、澳门服务提供者能够提供国际先进医院管理经验、管理

模式和服务模式或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医学技术的证明材料；

１１、澳门经济局出具的澳门服务提供者证明书 （原件）；

１２、澳门特别行政区商业及动产登记局发出的公司注册证明
书 （复印件）；

１３、澳门特别行政区财政局发出的营业税 Ｍ／１格式申报书
（复印件）；

１４、过去３年在香港的公司年报或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１５、在澳门拥有或租用业务场所的证明文件 （原件或复印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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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过去３年所得补充税申报表和缴税证明 （复印件，在

亏损的情况下仍应提供）；

１７、在澳门的雇员在社会保障基金供款凭单 （复印件）；

１８、在澳门雇用的员工居留情况的有关证明文件 （复印件，

在澳门雇用的员工中在澳门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和按澳门有关法

规获准在澳门定居的人士应占员工总数的５０％以上）；
１９、在澳门的业务性质和范围的有关证明文件 （复印件，

在澳门提供服务的性质和范围，应包含拟在内地提供服务的性质

和范围）；

２０、经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公证部门或内地认可的公证人核
证的，负责人向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作出的声明 （原件，该声

明应经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公证部门或内地认可的公证人核

证）。

四、登记注册

（一）设置单位取得独资医院 《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后，

应在 《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有效期内按照 《医疗机构基本标

准》完成筹建，并向省卫生厅／省中医药局申请登记注册，领取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方可开展相关诊疗活动。

（二）申领登记注册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应提交下列材

料。

１、《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
２、《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３、医院用房产权证明或者使用证明；
４、医院建筑设计平面图；
５、验资证明、资产评估报告；
６、医院规章制度；
７、医院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有关资格证书、执业证

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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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各科室负责人名录和有关资格证书、执业证书复印 件；
９、医院科室设置名称及对应的拟聘人员名单一览表；
１０、附设药房 （柜）的药品种类清单；

１１、环保、消防等部门的批准文件或验收合格证明。
（三）设置单位领取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应向省卫

生厅／省中医药局申请办理人员执业注册有关手续。
（四）特殊诊疗技术应用，大型医疗设备配置等应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另行审批。

五、办理程序

（一）选址：咨询拟设医院所在地地级以上市卫生局，了解

所在地医疗机构设置规划。

（二）准备申请材料。

（三）申请：设置单位直接向拟设医院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卫

生行政部门提交申请材料。

（四）初审：市级卫生行政部门对设置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初审，并根据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提出初审意见，连同医院设

置申请材料、当地医疗机构设置规划一并报省卫生厅审核。设置

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医院的，报省中医药局审核。

（五）审核：省卫生厅对申请材料及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部

门初审意见进行审核，提出意见后报卫生部审批。设置中医、中

西医结合、民族医医院的，由省中医药局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审

核后转报卫生部审批。

（六）审批：由卫生部负责。

（七）设置单位在设置批准有效期内完成筹建。

（八）登记注册。

六、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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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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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

（一）申请材料格式应为 Ａ４纸规格，申请材料一式叁份
（其中一份为原件），所有复印件需提交原件以供核验。

申请材料应装订成册，有封页及封底，附目录及编写页码，

每份申请材料骑缝签名 （自然人申请）或盖章 （法人申请）。

（二）申请材料应按上述第三、四条所列顺序装订成册，并

附提交材料目录。所有材料应当为简体或繁体中文文本或附中文

译本。

（三）设置单位委托个人提交申请材料时，应同时提交 《授

权委托书》（原件）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四）香港和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设置独资疗养院，提

供医疗服务的，参照本细则执行。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
认定内地医师资格申请指南

一、申办条件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可

申请内地医师资格认定 （限临床、口腔、中医类别）：

（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及其有关规定；

（二）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已取得香港或澳门特别行政区合
法行医资格满５年；

（三）具有香港或澳门特别行政区专科医师资格证书；

（四）在香港或澳门特别行政区医疗机构中执业。

二、提交的申请材料

（一）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内地医师资格认定申请审

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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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６个月内二寸免冠正面半身照片２张；
（三）香港或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复印件）；

（四）与拟申请医师资格类别相应的医学专业学历证书 （复

印件）；

（五）香港或澳门特别行政区行医执照或者行医权证明 （复

印件）；

（六）与拟申请医师资格类别相应的香港或澳门特别行政区

专科医师执照或者专科医师资格证明 （复印件）；

（七）香港或澳门特别行政区相关医疗机构的在职证明或者

执业登记证明 （原件）；

（八）执业期内无不良行为记录的证明 （原件）；

（九）无刑事犯罪记录的证明 （原件） （香港申请者可以出

具经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律师公证的声明，作为 “无刑事犯罪

纪录的证明”）。

前款 （三）至 （九）项的内容必须经过香港或澳门特别行

政区公证机关的公证。

以上材料应当为简体或繁体中文文本或附中文译文。

三、办理程序

（一）申请：直接向广东省卫生厅办证大厅提交申请材料，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１７６号，电话：０２０－８４４６９２７０；
中医类别向广东省中医药局医政处提交申请材料，地址：广州市

越秀区先烈南路１７号，电话：０２０－８３８２１４１１。
（二）验证：验证申请材料中文译文与外文材料内容是否相

符。

（三）受理或不受理：验证申请材料与外文材料内容相符

后，５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不受理的决定。
（四）审批：省卫生厅或省中医药局自受理之日起３０日内

完成审批，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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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放证件或文书：凭受理回执单到办证大厅或省中医

药局医政处领取 《医师资格证书》或 《不予行政审批告知书》。

四、办理流程图

办理流程示意图

五、其他

（一）申请材料格式应为 Ａ４纸规格，一式贰份 （其中一份

为原件），所有复印件需提交原件以供核验。

（二）申请人委托他人提交申请材料时，应同时提交 《授权

委托书》（原件）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三）申请人应持身份证原件亲自签领 《医师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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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按卫生部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医师申请认定内地医

师资格，申请材料应由国康医药器材有限公司转交省卫生厅办证

大厅，省卫生厅办证大厅暂不受理个人或其他机构提交的申请。

国康医药器材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上环干诺道中１６８－２００
号信德中心西翼２００２室；联系人：胡馨月小姐；电话： （８５２）
２５２３２１３８；传真：（８５２）２８０３０９２１。

（三）咨询电话：０２０－８４４６９２７０（临床、口腔类别）；０２０
－８３８２１４１１（中医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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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计领域

第一部分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会计从业资格管理，规范会计人员行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下简称 《会计法》）及相关

法律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申请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适用本办法。
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以下统称单位）从事下列会计工作的人员必须取得会计从业资

格：

（一）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

（二）出纳；

（三）稽核；

（四）资本、基金核算；

（五）收入、支出、债权债务核算；

（六）工资、成本费用、财务成果核算；

（七）财产物资的收发、增减核算；

（八）总账；

（九）财务会计报告编制；

（十）会计机构内会计档案管理。

第三条　各单位不得任用 （聘用）不具备会计从业资格的

人员从事会计工作。

不具备会计从业资格的人员，不得从事会计工作，不得参加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或评审、会计专业职务的聘任，不得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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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会计人员荣誉证书。

第四条　除本办法另有规定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

第五条　财政部委托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务院
机关事务管理局按照各自权限分别负责中央在京单位的会计从业

资格的管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负责所属单位的会计从业资格的管

理。

财政部委托铁道部负责铁路系统的会计从业资格的管理。

第六条　财政部委托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和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分别负责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中国人民解

放军系统的会计从业资格的管理。

第二章　会计从业资格的取得

第七条　国家实行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制度。
第八条　申请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当符合下列

基本条件：

（一）遵守会计和其他财经法律、法规；

（二）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

（三）具备会计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

因有 《会计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所

列违法情形，被依法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自被吊销之

日起５年内 （含５年）不得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不得重新
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因有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做假账，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会

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贪污、挪用公款，职务侵占

等与会计职务有关的违法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不

得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不得取得或者重新取得会计从业资格

·１６·



证书。

第九条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科目为：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
德、会计基础、初级会计电算化 （或者珠算五级）。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大纲由财政部统一制定并公布。

第十条　申请人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规定且具备国家教育行政
主管部门认可的中专以上 （含中专，下同）会计类专业学历

（或学位）的，自毕业之日起２年内 （含２年），免试会计基础、
初级会计电算化 （或者珠算五级）。

前款所称会计类专业包括：

（一）会计学；

（二）会计电算化；

（三）注册会计师专门化；

（四）审计学；

（五）财务管理；

（六）理财学。

第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

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铁道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

勤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 （以下简称中央主管单位），按

照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规定的管理范围负责组织实施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下列事项：

（一）制定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考务规则；

（二）组织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命题；

（三）实施考试考务工作；

（四）监督检查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考风、考纪。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财务局和中央主管单位应当公布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报

名条件、报考办法、考试科目、考务规则及考试相关要求，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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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试题于考试结束后３０日内报财政部备案。
第十二条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按照国家物价管理部

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全科合格的申请人，可以向会
计从业资格考试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财政部门、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财务局和中央主管单位 （以下简称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

构”）申请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县级以上地方财政部门会计从业

资格证书的颁发权限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

部门确定。

申请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时，应当填写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申请表》，并持下列材料：

（一）考试成绩合格证明；

（二）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三）近期同一底片一寸免冠证件照两张。

符合本办法第十条规定条件，且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考

试成绩合格的申请人，还需持学历或学位证书原件 （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居民及外国居民的学历或学

位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

第十四条　申请人可以通过委托代理人申请会计从业资格证
书。

申请人应当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五条　申请人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的，会计
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当场受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

定形式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当场或者５日内一次告知
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

日起即为受理。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申请，应当出具书面证明，同时注明日期，并加盖本机构专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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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第十六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
当当场作出颁发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书面决定；不能当场作出决

定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２０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
审查，并作出是否颁发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决定；２０日内不能
作出决定的，经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１０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第十七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作出准予颁发会计从业资

格证书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１０日内向申请人颁发会
计从业资格证书。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作出不予颁发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决

定，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

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十八条　财政部统一规定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样式和编号规
则。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财务局、中央主管单位负责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印

制，编号和颁发，并于年度终了后３０日内将上年度会计从业资
格证书颁发情况报财政部备案。

第十九条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是具备会计从业资格的证明文
件，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以下

简称 “持证人员”）不得涂改、转让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第三章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

第二十条　持证人员应当接受继续教育，提高业务素质和会
计职业道德水平。

持证人员每年参加继续教育不得少于２４小时。
第二十一条　财政部负责制定并公布持证人员继续教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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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财务局、中央主管单位负责制定持证人员继续教育培

训规划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二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持证人员继
续教育工作的监督、指导。

各单位应鼓励持证人员参加继续教育，保证学习时间，提供

必要的学习条件。

第二十三条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实行注册登记制度。
持证人员从事会计工作，应当自从事会计工作之日起９０日

内，填写注册登记表，并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和所在单位出具的

从事会计工作的证明，向单位所在地或所属部门、系统的会计从

业资格管理机构办理注册登记。持证人员离开会计工作岗位超过

６个月的，应当填写注册登记表，并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向原
注册登记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备案。

第二十四条　持证人员在同一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管辖范
围内调转工作单位，且继续从事会计工作的，应当自离开原工作

单位之日起９０日内，填写调转登记表，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及
调入单位开具的从事会计工作的证明，办理调转登记。

持证人员在不同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管辖范围调转工作单

位，且继续从事会计工作的，应当填写调转登记表，持会计从业

资格证书，及时向原注册登记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办理调出

手续；并自办理调出手续之日起９０日内，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调转登记表和调入单位开具的从事会计工作证明，向调入单位所

在地区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办理调入手续。

第二十五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持证人员从业
档案信息系统，及时记载、更新持证人员下列信息：

（一）持证人员相关基础信息和注册、变更、调转登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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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二）持证人员从事会计工作情况；

（三）持证人员接受继续教育情况；

（四）持证人员受到表彰奖励情况；

（五）持证人员因违反会计法律、法规、规章和会计职业道

德被处罚情况。

持证人员的学历或学位、会计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以及前款第

（一）至第 （五）项内容发生变更的，可以持相关有效证明和会

计从业资格证书，向所属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办理从业档案信

息变更。

第二十六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将申请会计从业资
格证书和办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注册、变更、调转登记的条件、

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材料和相关申请登记表格示范文本等

在办公场所公示。相关申请登记表格应当置放于会计从业资格管

理机构办公场所，免费提供。申请人也可以从会计从业资格管理

机构指定网站下载。

第二十七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对下列情况实施监
督检查：

（一）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并注册登

记情况；

（二）持证人员从事会计工作和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情

况；

（三）持证人员遵守会计职业道德情况；

（四）持证人员接受继续教育情况。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在实施监督检查时，持证人员应当如

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各有关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八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对开展会计人员继
续教育培训单位进行监督和指导，规范培训市场，确保培训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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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第二十九条　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有权检
举，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及时核实、处理，并为检举人保

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舞弊的，由会计从业资格
管理机构取消其该科目的考试成绩；情节严重的，取消其全部考

试成绩。

第三十一条　用假学历，假证书等手段得以免试考试科目并
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由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撤销其会计

从业资格。

第三十二条　持证人员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办理注册、调转登
记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予以公告。

第三十三条　持证人员有 《会计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

三条、第四十四条所列违法违纪情形之一，由会计从业资格管理

机构按照 《会计法》的规定予以处理并向社会公告。

第三十四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发现单位任用 （聘用）

未经注册、调转登记的人员从事会计工作的，应责令其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公告。

单位任用 （聘用）没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人员从事会计工

作的，由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依据 《会计法》第四十二条的

规定处理。

第三十五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会
计从业资格管理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循私舞弊的，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

第三十六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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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条规定，将检举人姓名和检举材料转给被检举单位和被检

举人个人的，由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和中央主管单位可以根据本办

法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报财政部备案。

第三十八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
居民及外国居民申请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适用本办法。

第三十九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从业资格的管理可参照
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５年３月１日起施行。财政部２０００
年５月８日发布的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 （财会字 〔２０００〕
５号）、２０００年９月１３日发布的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若

干问题解答 （一）》（财会 ［２０００］１３号）、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５日发
布的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若干问题解答 （二）》（财办

会 〔２００２〕２８号）同时废止。

第二部分　 《广东省财政厅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会计从业资格管理，规范会计人员行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财

政部令第２６号）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申请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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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办法。

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以下统称单位）从事下列会计工作的人员必须取得会计从业资

格：

（一）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

（二）出纳；

（三）稽核；

（四）资本、基金核算；

（五）收入、支出、债权债务核算；

（六）工资、成本费用、财务成果核算；

（七）财产物资的收发、增减核算；

（八）总账；

（九）财务会计报告编制；

（十）会计机构内会计档案管理。

第三条　各单位不得任用 （聘用）不具备会计从业资格的

人员从事会计工作。

不具备会计从业资格的人员，不得从事会计工作，不得参加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或评审、会计专业职务的聘任，不得申请

取得会计人员荣誉证书。

第二章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

第四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实行属地原则。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为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即对工作、生活在所辖

行政区域内有关人员会计从业资格的取得、注册、变更、调转等

实施管理。除本办法第五条规定外，具体管理权限由各地级以上

市财政部门确定。

第五条　中央在穗单位、银行系统在穗单位和省属在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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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从业资格由省财政厅管理。中央非在穗单位、银行系统非在

穗单位和省属非在穗单位按属地原则管理。

第三章　会计从业资格的取得

第六条　国家实行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制度。
第七条　申请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当符合下列

基本条件：

（一）遵守会计和其他财经法律、法规；

（二）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

（三）具备会计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

因有 《会计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所

列违法情形，被依法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自被吊销之

日起５年内 （含５年）不得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不得重新
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因有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做假账，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会

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贪污、挪用公款，职务侵占

等与会计职务有关的违法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不

得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不得取得或者重新取得会计从业资格

证书。

第八条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科目分两大类：第一类是会计专
业知识方面的考试，包括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会计基础两

个内容；第二类是会计技能考试，指初级会计电算化 （或者珠

算五级）。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大纲由财政部统一制定并公布。

第九条　申请人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且具备国家教育行政
主管部门认可的中专以上 （含中专，下同）会计类专业学历

（或学位）的，自毕业之日起２年内 （含２年），免试会计基础、
初级会计电算化 （或者珠算五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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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款所称会计类专业包括：

（一）会计学；

（二）会计电算化；

（三）注册会计师专门化；

（四）审计学；

（五）财务管理；

（六）理财学。

第十条　会计从业资格会计专业知识考试每年举行两次，分
别是６月份和１１月份的第３个星期日。会计技能初级会计电算
化实行定点不定期无纸化考试制度。

省财政厅负责组织实施全省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下列事项：

（一）制定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考务规则 （见附件１）；
（二）组织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命题；

（三）实施考试考务工作；

（四）监督检查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考风、考纪。

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负责组织本地区的会计从业资格考试，

县级财政部门考试组织权限由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确定。中央在

穗单位、银行系统在穗单位和省属在穗单位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由

省财政厅负责。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公布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报名条件、报考

办法、考试科目、考务规则及考试相关要求。

省财政厅应当于考试结束后３０日内将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试
题报财政部备案。

第十一条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按照国家物价管理部
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会计专业知识考试成绩合格的人员可获得会计专
业知识考试成绩合格证明，该证明２年内有效；会计技能初级会
计电算化考试成绩合格可获得广东省初级会计电算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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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全科合格的申请人，有工作单
位的可向工作单位所在地的财政部门申请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没

有工作单位的，可向户口所在地的财政部门或组织考试的县级以

上财政部门申请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申请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申请表》（见附件２）；
（二）有效会计专业知识考试成绩合格证明；

（三）广东省初级会计电算化证书或珠算五级证；

（四）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五）近期同一底片小一寸免冠证件照两张。

符合本办法第九条规定条件，且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考

试成绩合格的申请人，提交上述资料 （一）、 （二）、 （四）、

（五）项，以及自毕业之日起截至申请日止２年内 （含２年）的
会计类专业学历或学位证书原件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

行政区、台湾地区及外国的学历或学位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认可；对有疑问的学历或学位，会计从业资格管理

机构可要求申请人提供教育部门出具的证书认证证明）。

第十四条　申请人可以通过委托代理人申请会计从业资格证
书。

申请人应当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五条　申请人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的，会计
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当场受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

定形式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当场或者５个工作日内一
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申请，应当出具书面证明 （见附件３、４），同时注明日期，并加
盖本机构专用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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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
当当场作出颁发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书面决定；不能当场作出决

定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
料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颁发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决定；２０个
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负责人批

准，可以延长１０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
人。

第十七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作出准予颁发会计从业资
格证书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１０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
颁发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作出不予颁发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决

定，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

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十八条　按照财政部统一规定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样式和编
号规则，省财政厅负责全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印制、编号和管

理。

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于年度终了后１０日内将上年度会计从
业资格证书颁发情况报省财政厅备案，省财政厅于年度终了后

３０日内将上年度会计从业资格证书颁发情况报财政部备案。
第十九条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是具备会计从业资格的证明文

件，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以下

简称 “持证人员”）不得涂改、转让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一经发

现由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撤销其会计从业资格。

第四章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

第二十条　持证人员应当接受继续教育，提高业务素质和会
计职业道德水平。

持证人员每年参加继续教育不得少于２４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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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根据财政部制定并公布的持证人员继续教育大
纲，结合本省实际，省财政厅负责制定继续教育培训规划并组织

实施。

第二十二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持证人员继
续教育工作的监督、指导，负责组织管辖范围内的持证人员开展

继续教育培训。

各单位应鼓励持证人员参加继续教育，保证学习时间，提供

必要的学习条件。

第二十三条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实行注册登记制度。
持证人员从事会计工作，应当自从事会计工作之日起９０日

内，填写注册登记表 （见附件５），并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和所
在单位出具的从事会计工作的证明，向单位所在地或所属部门、

系统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办理注册登记。持证人员离开会计

工作岗位超过６个月的，应当自离开会计工作岗位满６个月之日
起 ９０日内，填写登记表 （见附件５），并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向原注册登记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备案。

第二十四条　持证人员在同一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管辖范
围内调转工作单位，且继续从事会计工作的，应当自离开原工作

单位之日起９０日内，填写调转登记表 （见附件５），持会计从业
资格证书及调入单位开具的从事会计工作的证明，办理调转登

记。

持证人员在不同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管辖范围调转工作单

位，且继续从事会计工作的，应当自离开原工作单位之日起３０
日内，填写调转登记表 （见附件 ５），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向
原注册登记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办理调出手续；并自办理调

出手续之日起９０日内，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调转登记表和调
入单位开具的从事会计工作证明，向调入单位所在地区的会计从

业资格管理机构办理调入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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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持证人员从业
档案信息系统，及时记载、更新持证人员下列信息：

（一）持证人员相关基础信息和注册、变更、调转登记情

况；

（二）持证人员从事会计工作情况；

（三）持证人员接受继续教育情况；

（四）持证人员受到表彰奖励情况；

（五）持证人员因违反会计法律、法规、规章和会计职业道

德被处罚情况。

持证人员的学历或学位、会计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以及前款第

（一）至第 （五）项内容发生变更的，可以填写变更登记表 （见

附件５），并持相关有效证明和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向所属会计
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办理从业档案信息变更。

第二十六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将申请会计从业资
格证书和办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注册、变更、调转登记的条件、

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材料和相关申请登记表格示范文本等

在办公场所公示。相关申请登记表格应当置放于会计从业资格管

理机构办公场所，免费提供。申请人也可以从会计从业资格管理

机构指定网站下载。

第二十七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对下列情况实施监
督检查：

（一）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并注册登

记情况；

（二）持证人员从事会计工作和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情

况；

（三）持证人员遵守会计职业道德情况；

（四）持证人员接受继续教育情况。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在实施监督检查时，持证人员应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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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各有关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八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对开展会计人员继
续教育培训单位进行监督和指导，规范培训市场，确保培训质

量。培训单位应填写 “广东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单位情况

表”（见附件６），连同师资学历和专业资格证书复印件，及培训
场所、管理机构情况说明，向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报备。开展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培训单位应具备与财政部门的培训要求相适

应的师资力量和管理能力。

第二十九条　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有权检
举，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及时核实、处理，并为检举人保

密。

第三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应予注
销：

（一）持证人员死亡的；

（二）持证人员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无民事行为能力而无

法继续从事会计工作的；

（三）持证人员会计从业资格依法被撤销的；

（四）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依法被吊销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应予注销的其他情

形。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被作出注销的人员，重新申领会计从业资

格证书时须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舞弊的，由会计从业资
格管理机构取消其该科目的考试成绩；情节严重的，取消其全部

考试成绩。

第三十二条　用假学历、假证书等手段得以免试考试科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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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由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撤销其会计

从业资格。

第三十三条　持证人员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办理注册、调转登
记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责令其在３０日内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予以公告。

第三十四条　持证人员有 《会计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

三条、第四十四条所列违法违纪情形之一，由会计从业资格管理

机构按照 《会计法》的规定予以处理并向社会公告。

第三十五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发现单位任用 （聘用）

未经注册、调转登记的人员从事会计工作的，应责令其在３０日
内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公告。

单位任用 （聘用）没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人员从事会计工

作的，由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依据 《会计法》第四十二条的

规定处理。

第三十六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会
计从业资格管理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循私舞弊的，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

第三十七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第
二十九条规定，将检举人姓名和检举材料转给被检举单位和被检

举人个人的，由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持证人员应妥善保管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如有
遗失申请补办的，按属地原则办理，申请人需向会计从业资格证

书所属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提交书面遗失情况报告及补办申

请，并在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指定的报刊上刊登遗失声明，经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查实未发现违反本实施办法的行为后，方

可予以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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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　各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采用计算机进行会
计从业资格管理，使用省财政厅统一的管理软件。

第四十条　本办法不适用于深圳市。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居民及外国居

民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申请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适用本办法。

第四十一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从业资格的管理可参照
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广东省财政厅
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４日发布的 《广东省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实施办法》

（粤财会 〔２００１〕２３号）、２００１年５月３０日发布的 《〈广东省会

计从业资格管理实施办法〉有关问题解答 （一）》 （粤财会

〔２００１〕２５号）、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８日发布的 《广东省省属单位会

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粤财会 〔２００１〕３３号）、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２
日发布的 《广东省会计电算化知识培训和考试管理暂行办法》

（粤财会 〔２００２〕１３号）、２００２年９月５日发布的 《〈广东省会

计从业资格管理实施办法〉有关问题解答 （二）》 （粤财会

〔２００２〕３３号）同时废止。

第三部分　 《深圳市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会计从业资格管理，规范会计人员行为，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下简称 《会计法》）、《深圳市

会计条例》和财政部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制定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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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申请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适用本办法。
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以下统称单位）从事下列会计工作的人员必须取得会计从业资

格：

（一）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

（二）出纳；

（三）稽核；

（四）资本、基金核算；

（五）收入、支出、债权债务核算；

（六）工资、成本费用、财务成果核算；

（七）财产物资的收发、增减核算；

（八）总账；

（九）财务会计报告编制；

（十）会计机构内会计档案管理。

第三条　各单位不得任用 （聘用）不具备会计从业资格的

人员从事会计工作。

不具备会计从业资格的人员，不得从事会计工作，不得参加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或评审、会计专业职务的聘任，不得申请

取得会计人员荣誉证书。

第二章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

第四条　市、区财政部门为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分别负
责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颁发、注册、变更、调转和吊销，以及会

计人员继续教育等有关会计从业资格管理的事项。

市财政部门对全市会计从业资格进行监督、指导和管理。

第五条　市财政部门负责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有关人员的会计
从业资格管理。各区财政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其他类型单位和无

单位的有关人员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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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采用计算机进行会计从业资
格管理，使用市财政部门统一的管理软件。

第三章　会计从业资格的取得

第七条　国家实行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制度。
第八条　申请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当符合下列

基本条件：

（一）遵守会计和其他财经法律、法规；

（二）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

（三）具备会计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

因有 《会计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所

列违法情形，被依法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自被吊销之

日起５年内 （含５年）不得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不得重新
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因有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做假账，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会

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贪污、挪用公款，职务侵占

等与会计职务有关的违法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不

得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不得取得或者重新取得会计从业资格

证书。

第九条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科目分两大类：第一类是会计专
业知识考试，包括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会计基础》；

第二类是会计技能考试，即 《初级会计电算化》。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大纲由财政部统一制定并公布。

第十条　申请人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规定且具备国家教育行政
主管部门认可的中专以上 （含中专，下同）会计类专业学历

（或学位）的，自毕业之日起２年内 （含２年），免试 《会计基

础》、《初级会计电算化》。

前款所称会计类专业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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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学；

（二）会计电算化；

（三）注册会计师专门化；

（四）审计学；

（五）财务管理；

（六）理财学。

第十一条　会计专业知识考试每年举行两次，分别于６月和
１１月举行，考试时间以市财政部门公告为准。会计技能初级会
计电算化实行定点不定期无纸化考试制度。

第十二条　市财政部门负责公布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报名条
件、报考办法、考试科目、考务规则及考试相关要求。

具体组织实施下列考试事项：

（一）制定考试考务规则 （附件１）；
（二）组织考试命题；

（三）实施考试考务工作；

（四）监督检查考风、考纪。

市财政部门应当于考试结束后３０日内将会计从业资格考试
试题报财政部备案。

第十三条　各区财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
下列事项：

（一）组织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报名；

（二）安排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考场；

（三）组织辖区内的考务工作；

（四）督促检查考风、考纪；

（五）审查申请免试科目人员的条件，办理统计上报事项。

第十四条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按照国家物价管理部
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具备条件免试 《会计基础》的考生，其 《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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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考试成绩合格的，即可获得单科考试成

绩合格证明；不具备免试条件的考生，《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

德》、《会计基础》考试均应合格，方能获得会计专业知识考试

成绩合格证明。成绩合格证明有效期为２年。会计技能初级会计
电算化考试合格的，即可获得 《会计电算化知识培训合格证

书》。

对会计专业知识考试成绩有异议的考生，可在考试结束后第

３０个工作日起１５日内向组织考试的财政部门提出书面复查申
请；超过１５日提出的，不予受理其复查申请。

第十六条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全科合格的申请人，有工作单
位的可按隶属关系向市财政部门或区财政部门申请会计从业资格

证书；没有工作单位的，可以向户口所在地的区财政部门或组织

考试的区财政部门申请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申请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申请表》（附件２）；
（二）有效期内的会计专业知识考试成绩合格证明；

（三）《会计电算化知识培训合格证书》；

（四）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五）近期同一底片一寸免冠证件彩照 （红底）两张。

符合本办法第十条规定条件，且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

德》单科成绩合格的申请人，除提交上述 （一）、（四）、（五）

项材料外，还需提交学历或学位证书原件 （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居民及外国居民的学历或学位须经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

对于异地会计类专业文凭或有疑问的文凭，会计从业资格管

理机构可要求申请人提供教育或人事部门出具证书的认证证明。

其所持成绩合格证明和会计类学历 （或学位）证书必须不超过２
年的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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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申请人可以通过委托代理人申请会计从业资格证
书。

申请人应当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八条　申请人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的，会计
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当场受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

定形式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当场或者５日内一次告知
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

日起即为受理。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受理 （附件３）或者不予受理 （附件

４）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申请，应当出具书面证明，同时注明日
期，并加盖本机构专用印章。

第十九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
当当场作出颁发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书面决定；不能当场作出决

定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２０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
审查，并作出是否颁发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决定；２０日内不能
作出决定的，经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１０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第二十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作出准予颁发会计从业资

格证书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１０日内向申请人颁发会
计从业资格证书。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作出不予颁发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决

定，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

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二十一条　按照财政部统一规定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样式和
编号规则，市财政部门负责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印制、编号和颁

发，并于年度终了后３０日内将上年度会计从业资格证书颁发情
况报财政部备案。

第二十二条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是具备会计从业资格的证明
·３８·



文件，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以

下简称 “持证人员”）不得涂改、转让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经涂

改、转让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一律无效。

第四章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

第二十三条　持证人员应当接受继续教育，提高业务素质和
会计职业道德水平。

持证人员每年参加继续教育累计不得少于２４小时。
第二十四条　市财政部门负责根据财政部制定并公布的持证

人员继续教育大纲，结合深圳市实际，制定继续教育培训规划并

组织实施。

第二十五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持证人员继
续教育工作的监督、指导，负责组织管辖范围内的持证人员开展

继续教育培训和考核。

各单位应鼓励持证人员参加继续教育，保证学习时间，提供

必要的学习条件。

会计人员未按照规定参加继续教育的，由市、区财政部门按

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实行注册登记制度。
持证人员从事会计工作，应当自从事会计工作之日起９０日

内，填写注册登记表 （附件５），并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和所在
单位出具的从事会计工作的证明，向单位所在地或所属部门、系

统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办理注册登记。持证人员离开会计工

作岗位超过６个月的，应当填写注册登记表，并持会计从业资格
证书，向原注册登记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备案。

第二十七条　持证人员在同一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管辖范
围内调转工作单位，且继续从事会计工作的，应当自离开原工作

单位之日起９０日内，填写调转登记表 （附件５），持会计从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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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证书及调入单位开具的从事会计工作的证明，办理调转登记。

持证人员在不同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管辖范围调转工作单

位，且继续从事会计工作的，应当填写调转登记表 （附件５），
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及时向原注册登记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

构办理调出手续；并自办理调出手续之日起９０日内，持会计从
业资格证书、调转登记表和调入单位开具的从事会计工作证明，

向调入单位所在地区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办理调入手续。

第二十八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持证人员从业
档案信息系统，及时记载、更新持证人员下列信息：

（一）持证人员相关基础信息和注册、变更、调转登记情

况；

（二）持证人员从事会计工作情况；

（三）持证人员接受继续教育情况；

（四）持证人员受到表彰奖励情况；

（五）持证人员因违反会计法律、法规、规章和会计职业道

德被处罚情况。

持证人员的学历或学位、会计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以及前款第

（一）至第 （五）项内容发生变更的，可以填写变更登记表 （附

件５），并持相关有效证明和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向所属会计从
业资格管理机构办理从业档案信息变更。

第二十九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将申请会计从业资
格证书和办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注册、变更、调转登记的条件、

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材料和相关申请登记表格示范文本等

在办公场所公示。相关申请登记表格应当置放于会计从业资格管

理机构办公场所，免费提供。申请人也可以从会计从业资格管理

机构指定网站下载。

第三十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对下列情况实施监督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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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并注册登

记情况；

（二）持证人员从事会计工作和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情

况；

（三）持证人员遵守会计职业道德情况；

（四）持证人员接受继续教育情况。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在实施监督检查时，持证人员应当如

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各有关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第三十一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对开展会计人员继
续教育培训单位进行监督和指导，规范培训市场，确保培训质

量。

第三十二条　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有权检
举，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及时核实、处理，并为检举人保

密。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三十三条　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舞弊的，由会计从业资
格管理机构取消其该科目的考试成绩；情节严重的，取消其全部

考试成绩。

第三十四条　用假学历、假证书等手段得以免试考试科目并
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由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撤销其会计

从业资格。

第三十五条　持证人员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办理注册、调转登
记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予以公告。

第三十六条　持证人员有 《深圳市会计条例》所列违法违

纪情形之一的，由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按照 《深圳市会计条

例》的规定予以处理并向社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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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发现单位任用 （聘用）

未经注册、调转登记的人员从事会计工作的，应从发现之日起责

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公告。

第三十八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会
计从业资格管理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循私舞弊的，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

第三十九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第
三十三条规定，将检举人姓名和检举材料转给被检举单位和被检

举人个人的，由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持证人员应妥善保管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如有遗
失的，可按属地原则申请补办。申请人应在深圳市内公开发行的

报刊上刊登遗失声明，向其所属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提交书

面遗失情况报告及补办申请，并附刊登遗失声明的报刊原件，自

申请之日起２０日内，经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查实并符合补发
条件的，方可予以补发。

第四十一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
居民及外国居民在本行政区域内申请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适

用本办法。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规定的批准期限均以工作日计算，不含
法定节假日。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５年８月１日起施行。深圳市财
政局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发布的 《深圳市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

（深财会 〔２００１〕２７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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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深圳市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报考须知

一、报名条件

申请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当符合下列基本条

件：

（一）遵守会计和其他财经法律、法规；

（二）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

（三）具备会计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

二、考试科目及模式

（一）考试科目。 《会计基础》、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

德》和 《初级会计电算化》三科。考生可以自主选择每次考试

报考一科、二科或三科。

（二）考试模式。全部实行无纸化考试，当场显示成绩。

２０１０年起，深圳市实行考试累进合格制：考生在连续两次考试
中累计取得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和 《会计基础》考试

合格视同会计专业知识考试全科合格。全科合格成绩有效期为２
年，考生在２年内取得会计技能 《初级会计电算化》考试合格

（也可以先取得会计技能 《初级会计电算化》考试合格，后取得

会计专业知识考试全科合格，全科合格后２年内）即可到所在
区财政部门申请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三、免试条件

申请人符合报考条件且具备国家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中专以

上 （含中专，下同）会计类专业学历 （或学位），自毕业之日起

至申请会计从业资格证日止２年内 （含 ２年），免试 《会计基

础》、《初级会计电算化》。会计类专业包括：１会计学；２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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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电算化；３注册会计师专门化；４审计学；５财务管理；６
理财学。

四、报名办法

深圳市会计从业资格考试采取网上报名方式 （报名网址：

ｈｔｔｐ：／／ａｃｃｓｚｆｂｇｏｖｃｎ），考生须严格按报名要求及网站提示填
写本人信息。在网上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报名信息内容。报

名信息经过报名点现场确认后不能再修改。

（一）报名材料：１本人身份证 （或 “港澳台”、“护照”、

现役军人为 “军人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２本人的学历或
学位证书 （复印件１份，验原件）；３打印的 《深圳市会计从业

资格考生信息表》。

（二）考生网上报名前先到具备采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条件

的照相馆照相，必须向照相馆说明是用于会计从业资格证考试，

由照相馆上传照片信息后领取 《深圳市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数码

照相回执》。

（三）考生登录报名网站 ｈｔｔｐ：／／ａｃｃｓｚｆｂｇｏｖｃｎ，认真阅
读报名页面的提示信息。按提示如实填写注册信息及报名信息

（请考生正确选择考试区域和本次考试所要报考的科目）；注意

填报的姓名、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必须与考试时出示的证件一

致。

（四）填写报名信息时，请输入相片回执上的 ＩＤ编码，并
仔细核对输入数码相片回执编码后系统显示的相片是否为本人。

具体操作可参照深圳市财政委员会网站 （ｗｗｗｓｚｆｂｇｏｖｃｎ）“会
计管理”专栏通知公告中的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数码相片认证

说明》（２００８－０８－２６）。
（五）网上填报信息完毕后，打印 《深圳市会计从业资格考

生信息表》（无需加盖公章）。

（六）２０１２年起，考试考务费采用财政非税系统缴交，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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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免考生必须凭报名网站打印的缴款通知书在银行缴费后再亲自

携带资料到确认点现场进行确认并上交资料。由于免考类考生涉

及资格确认问题，必须本人亲自携带上述资料到在网上选择的行

政区划报名确认点现场进行审核，通过后在现场缴费及确认。

（七）考试报名不得代报名或团体报名。考生务必保存好

《深圳市会计从业资格考生信息确认表》，以便打印准考证使用。

考生所提供的原件必须真实，工作人员可以要求报名者提供

验证证明，如发现假证件，没收其假证件，取消其当次报考资格

及此前成绩并记录在案。

五、报名及考试地点

序号 区域 报名确认地址 咨询电话

１ 罗湖区
松园路松园北街３８号３栋６楼 （红岭家乐

福正门对面）ｗｗｗｓｚａｉｃｎ
２５５９５０３３
２５５９４７６１

２ 福田区
红荔路３００２号交行大厦６楼 （圣廷苑酒店

西面，地铁三号线华新站Ｄ出口）
８３２５６１２９
８３２５６１２５

３
上步中路１０１７号南方日报大厦１楼 （地铁

Ａ出口 市总工会平安银行北侧）
８３２３７２５２
８３２６８０７８

４
梅华路满京华投资大厦５楼５０３Ｂ室 （下梅

林市场站往东小肥羊楼上）
８３１０１３８１

５ 南山区
艺园路西名家富居１０栋２层 （缤纷人人乐

对面，中国银行楼上）

２６６６４６５６
８６２４０８７８

６ 盐田区
海山路７７号林场小区４栋５楼 （林场大厦

斜对面）
２５５５２４１８

７ 坪山新区
深汕路 （坪山段）１９３号联合办公楼３０２室
（坪山建材乐廷居装饰城旁）

８４６０５６５９

８ 宝安区 宝安新城４区文化艺术馆四楼
２７７５６０３０
２７７５６０３１

９
宝安２５区创业二路华丰商贸城 ５楼 Ｄ５０１
（人人乐楼上，环中线灵芝站Ａ出口）

２３０６７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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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域 报名确认地址 咨询电话

１０
民治街道上芬社区工业西路上塘商业大厦６
楼６０２（永安南城百货旁，上塘路口站）

２８１３９７２５

１１
沙井街道上星中星大厦４楼 （市民广场北

门对面）
２９７１６２２５

１２ 龙岗区
深惠路７５１号龙城商业中心７楼 （龙城广

场地铁站Ｃ出口）
８９３６０８９３

１３
吉华路２４２号中南明珠大厦３楼 （加油站

旁，环中线下水径站Ｃ出口）
２８２７２２９７

１４ 光明新区
公明街道别墅路１号世峰大厦７楼７０１（中
英文学校对面）

２３４０３７８１

　　 六、考试收费标准

考试报名费为６５元／科 （收费依据：广东省物价局粤价函

〔２００３〕１８２号文件和粤价函 〔２０１０〕１３１号文件）。
七、考试用书和培训

２０１２年深圳市启用财政部全国统一会计从业资格无纸化考
试题库，该题库考试范围和命题依据以财政部办公厅 《关于印

发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大纲 （修订）的通知》（财办会 〔２００９〕１０
号）印发的大纲为准。深圳市将采用中国会计学会编写组编写，

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初级会计电算化》（用友版）、《会计

基础》、《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作为教材，教材费为：１５
元／本，考生可以在报名点自愿购买。

任何培训机构不得以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会计学会、

深圳市各区财政局的名义举办培训，一经查实，将追究相关机构

及负责人的责任。

八、考试时间、地点和题型

考试时间与地点以当年深圳市财政委会计从业资格考试通知

公告为准。每个考生的具体考试时间和地点请参看准考证。

考试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计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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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实务操作题等。各科考试均实行百分制，６０分合格。
考生可于规定时间凭考生身份证在网上自行打印准考证，无

需再加盖公章，考试时与身份证同时使用。具体打印方式请留意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网站 （ｗｗｗｓｚｆｂｇｏｖｃｎ）中会计管理专栏页
面的 “通知公告”。

２０１２年上半年深圳市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将于６月１日起举
行。考生信息修改及遇特殊事件需调整考试时间事宜，必须于５
月２５日前提交完成，５月２５日后不接受任何修改申请。考生可
于５月１０日起凭考生身份证在报名网上自行打印准考证。

九、申请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程序

考试全部合格后，考生可以登陆原报名系统查询、打印成

绩。然后，考生按通知时间到各区财政局申请会计从业资格证。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全科合格的申请人，可以向工作单位所在

地区财政局申请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没有工作单位的常住人员，

可以向深圳户口所在地的区财政局申请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没有

工作单位的暂住人员，携带深圳市居住证向居住地所在区财政局

申请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申请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１中华人
民共和国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申请表 （可在网站 ｗｗｗｓｚｆｂｇｏｖｃｎ
下载，原件１份）；２有效身份证件 （复印件１份，原件１份）；
３有工作单位的需携带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４原持有
深圳市颁发 《初级会计电算化》证书的人员还需提交证书 （原

件１份，复印件１份，２０１１年６月１日以后取得的由电脑的自动
记录）。

其中具备免试条件且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单科成

绩合格的申请人员，除提交上述１、２、３项外，还需提交学历或
学位证书 （复印件１份，验原件）。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
行政区、台湾地区居民及外国居民的学历或学位须提供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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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认可证明 （复印件 １份，原件 １
份）。

符合免试条件的申请人到财政部门提交申请材料当日，考试

成绩取得时间和会计类学历 （或学位）证书取得时间必须同时

满足不超过２年的条件。

第五部分　东莞市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报考须知

一、报名条件

申请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当符合下列基本条

件：

（一）遵守会计和其他财经法律、法规；

（二）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

（三）具备会计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

按属地管理原则，在东莞市报名的考生需持有以下一项证

件：本市居民身份证、本市居住证、本市工作单位证明、本市在

校生学生证件。

二、考试科目及模式

（一）考试科目：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 《会计基

础》和 《初级会计电算化》共三科。

（二）考试模式：采用无纸化考试，实行上机答题，其中

《会计基础》和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两门科目考试时长

各为９０分钟，双科连考。 《初级会计电算化》考试时长为１２０
分钟。

三、考试时间

根据全省统一部署，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实行无纸化考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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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每年进行两次，分别在当年的７月和１２月
举行。考生的具体考试时间请以打印的准考证为准，在每期考试

前请留意东莞市会计信息服务平台公告通知。

四、报名办法和时间

考试报名分为个人报名和团体报名两种方式。详细如下：

（一）个人报名：个人报名采取网上预报名、现场确认缴费

的方式进行。

１网上预报名。
（１）网上预报名时间：一般安排在每年的３月和９月分两

次进 行。具 体 报 名 时 间 请 以 “东 莞 财 政 网” （ｈｔｔｐ：／／
ｃｚｊｄｇｇｏｖｃｎ／）公布的文件为准。

（２）网上预报名方法：考生登录登陆 “东莞财政网”，再选

择 “会计服务”栏目，并按照以下步骤完成报名：

第一步：选择 “考试服务”→ “港澳台报名专区”→ “会

计专业知识考试”→ “个人网上报名”。

第二步：选择考试期数→ 选择东莞市会计学会报名点。如
果不符合免考条件，则要选择 “否” （点击否左边的输入框），

选择技能考试期数。

第三步：认真阅读 “网上报名须知”，点击 “同意”。

第四步：正确选择 “考生来源”，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考生来

源和单位类型；正确填写考生姓名、身份证号码并输入密码，密

码请牢记。

第五步：录入考生个人详细信息，“＊”为必选项，请考生
录入完整的个人信息。如果没有电子邮箱的考生，请先申请一个

电子邮箱。录入手机号时请填写真实有效的手机号码，以便忘记

密码时取回。

第六步：上传相片：点击 “浏览”，选择照片，之后点击

“上传”按钮。照片要求：照片必须为近期免冠照片；照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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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必须为ＪＰＧ；文件大小不得超过３０Ｋ。
第七步：正确选择考试科目。

第八步：确认报考信息无误后，点击 “提交”，提交个人报

考信息。

第九步：点击 “打印受理单”按钮，打印报名受理单 （１
份）。

２现场确认交费。
考生预报名成功后，须到东莞市会计学会报名点 （地址：

东莞市体育路 ５号健升大厦 １５楼，联系电话：２２９９５５０１、
２２９９５５０２）办理确认及交费手续。未在指定的日期办理确认缴费
手续的，视为无效报名。

（１）现场确认时间：考生必须按照报名受理单上注明的预
约日期前往自选的报名点办理确认及交费手续，否则考试系统无

法接收受理手续，需重新预约。

（２）现场确认时，应提交的资料：
①受理单一份 （考生已签名确认、单位已确认并加盖公

章）；

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③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符合免试条件的需提供学历

认证结果；

④一寸近期免冠正面彩色照片两张 （应与网上上传的数码

相为同一底片）。

（二）团体报名。

１各团体在报名前请与东莞市会计学会联系，索取团体报
名帐号和密码。

２登录登陆 “东莞财政网” （ｈｔｔｐ：／／ｃｚｊｄｇｇｏｖｃｎ／），再
选择 “会计服务”栏目，选择 “考试服务”，进入 “港澳台报名

专区”→ “会计专业考试考试”→ “团体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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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按要求录入考生个人详细信息，并按要求上传相片。四、
考试收费

五、考试收费

根据粤财 〔２０１０〕２３号文和粤价函 〔２０１０〕１３１号文的规
定，《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会计基础》、《初级会计电算

化》科目，考务费均为６５元／科。
市直报名点、莞城报名点考试报名费必须要提供银联卡交

费，但参考书籍订购与其他各镇街财政分局报名点只接受现金缴

费。因此，建议考生携带银联卡与现金前往现场确认交费。

六、考试大纲及辅导教材

考试大纲由财政部、广东省财政厅统一公布，请考生届时留

意公告通知。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教材推荐使用广东省财政厅编写

的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系列教材。

七、免试条件

具备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中专以上 （含中专）会

计类专业学历 （或学位）的人员，自毕业之日起２年内 （含２
年），免试 《会计基础》、《初级会计电算化》，只需报考 《财经

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一科。

以上所称会计类专业包括：①会计学；②会计电算化；③注
册会计师专门化；④审计学；⑤财务管理；⑥理财学。

八、准考证

（一）准考证的发放方式：由个人考生 （或团体）登陆报名

网站自行打印。

（二）准考证的打印时间：一般安排在每次考试前２周，具
体报名时间以 “东莞财政网”公布的文件为准。

（三）准考证的打印步骤：

第一步：登陆 “东莞财政网” （ｈｔｔｐ：／／ｃｚｊｄｇｇｏｖｃｎ／），
再选择 “会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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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选择 “考试服务”→ “会计专业知识考试”→ “打
印准考证”。

第三步：输入本人 “身份证号码”，点击 “打印准考证”。

九、成绩公布

（一）公布时间。

相应科目的考试成绩一般在该科目考试结束一个月后公布。

（二）查询方式。

考生登陆 “东莞财政网”进行在线查询。操作方式如下：

登陆 “东莞财政网” （ｈｔｔｐ：／／ｃｚｊｄｇｇｏｖｃｎ／），再选择 “会计

服务”，选择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信息及成绩查询”，选择 “查

询服务”→ “成绩查询”→ “会计专业知识成绩查询”。

（三）合格分数线。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成绩一般以６０分为合格分数，具体合格
分数线以省财政厅文件公布为准。

（四）成绩复查。

１、对考试成绩有疑问的考生可指定复查时间内 （具体日期

以以省财政厅文件公布为准）提交成绩复查申请、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一份到东莞市会计学会。市会计学会将通过电话通知考

生复查结果。

２、复查申请内容包括考生姓名、身份证号、准考证号、联
系方式、考试名称以及申请复查的考试科目等内容，落款需加上

考生签名确认。

十、合格证书

（一）合格证书的类型。

对具备免试条件，且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考试合

格的，发放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单科考试成绩合格证

明，成绩合格证明２年内有效；对不具备免试条件，《财经法规
与会计职业道德》、《会计基础》考试成绩同时合格的，发放双

·７９·



科考试成绩合格证明，成绩合格证明２年内有效；对 《初级会

计电算化》成绩合格的，发放初级会计电算化证书；初级会计

电算化证书暂不设有效期。

（二）合格证书发放。

合格证书一般在考试成绩公布一个月以后发放，发放工作统

一由东莞市会计学会负责。个人考生 （团体）凭有效证件到市

会计学会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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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电子商务

第一部分　粤港两地电子签名证书
互认的框架性意见

为推动粤港两地贸易投资便利化，保证电子交易安全，促进

经贸合作，根据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

排〉补充协议五》提出的 “推进粤港两地开展电子签名证书互

认试点应用”，“年内提出两地证书互认的框架性意见”的要求，

经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安全协调司、广东省信息产业厅和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研究，现就粤港两地电子签名

证书互认提出以下框架性意见。

（一）电子签名 （或数码签署，下同）是确保电子交易安全

的有效手段，内地与香港法律都对其法律效力给出了明确的规

定。粤港两地通过对电子签名证书 （或数码证书，下同）的互

认，可以推动两地电子信息的安全可靠交换，促进两地电子交易

的快速发展。

（二）粤港电子签名证书互认承认并尊重内地法律和香港法

律在管理电子签名方面的不同，承认并尊重内地电子签名认证机

构和香港核证机关在经营管理和证书策略方面的差异，遵照平等

自愿、诚实信用和试点先行、稳步推进的原则。

（三）内地参加粤港两地电子签名证书互认的电子签名认证

机构，须获得电子签名认证服务许可并在广东省注册登记；香港

特别行政区参加粤港两地电子签名证书互认的核证机关，须获得

香港特别行政区资讯科技总监认可。

（四）由参与电子签名证书互认试点的内地电子签名认证机

构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核证机关，主动选择合作伙伴，共同挑选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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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应用项目，并提交有关材料，包括试点工作计划、技术方案、

项目主要内容、可行性评估、预期成果及计划进程表，并就试点

应用中彼此签发证书的证书策略、使用范围、责任分配等问题达

成协议，报 “粤港电子签名证书互认试点工作组”批准并纳入

试点工作范围后组织实施。电子签名适用范围须遵守 《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所列的不适合文书的范围和 《电子交易

条例》（香港法例第５５３章）豁除纳入适用的范围规定。
（五）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安全协调司、广东省信息产业

厅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工作人员组成

“粤港电子签名证书互认试点工作组”，统筹试点方案，协调解

决试点中的问题。

（六）粤港两地监管机关应当根据参与试点的电子签名认证

机构事先签署的有关协议内涉及电子签名行为，负责对本地认证

机构进行监管以确保试点认证机构能够有效地履行所承担的义

务。双方监管机构在试点期间对相关工作给予积极协助。

（七）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安全协调司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应当及时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并根据试点

工作的进展，适时提出将两地电子签名证书互认纳入常规管理的

程序和规范。

本框架性意见经三方签署后生效。

第二部分　粤港电子签名证书
互认试点项目申请程序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粤港电子签名证书互认试点工作，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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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补充协议五》
和 《粤港两地电子签名证书互认的框架性意见》，粤港电子签名

证书互认试点工作组 （以下简称 “工作组”）制定本程序。

第二条　工作组负责粤港电子签名证书互认试点项目工作的
协调和管理。工作组下设秘书处 （由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信息安全协调处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

室数码经济促进部承担），负责受理项目申报和联系有关工作，

并建设试点项目工作专门网站，作为试点工作相关信息发布及查

询的唯一窗口。

第三条　获准开展粤港电子签名证书互认试点工作的项目
（以下简称 “试点项目”）由工作组发放粤港电子签名证书互认

试点项目标志 （以下简称 “试点标志”），并按照本程序使用试

点标志。

第二章　试点项目的申请

第四条　试点项目须由开展粤港电子签名证书互认试点合作
的广东省电子签名认证机构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核证机关 （以下

简称 “申请人”）联合申报。粤方认证机构须获得电子签名认证

服务许可并在广东省注册登记，港方核证机关须获得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政府资讯科技总监认可。

第五条　申请人应如实填写 《粤港电子签名证书互认试点

项目申请表》 （附件２，以下简称 《申请表》）并向秘书处提交

以下材料：

（一）项目主要内容；

（二）工作计划；

（三）技术方案；

（四）可行性分析；

（五）预期成果及计划进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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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两地合作认证机构对适用于试点项目的证书就发证策

略、使用范围、责任分配等问题达成的协议；

（七）两地合作认证机构在电子认证业务规则上的重要差异

及处理方式；

（八）其它申请材料。

第六条　秘书处审核申请材料并在５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发
出受理通知。

第七条　工作组组织评估受理的申请项目，且可视项目情况
要求申请人详细介绍或安排现场考察，并在４５日内由秘书处书
面通知申请人评估结果。

第八条　通过评估的申请项目，由秘书处向申请人发出
《粤港电子签名证书互认试点项目标志发放通知书》 （附件１）。
在通知书发出的７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及其合作伙伴必须采取适
当方式向有关各方展示试点标志并经秘书处审视通过，且试点项

目进入运作。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信息安全协调处应在１０日内向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安全协调司报备审视通过的项目。完成备案

的项目即为试点项目，试点项目申请人即为试点项目的试点单位

（以下简称 “试点单位”）。

第三章　试点标志的使用

第九条　试点标志仅用于标识试点项目，不改变依赖方与认
证机构现有的法律关系和责任。

第十条　试点单位及其合作伙伴一经使用试点标志，即表示
其同意遵守本程序。本程序修改生效后，试点单位及其合作伙伴

仍继续使用试点标志的，即表示其接受本程序的修改。

本程序的修改，以试点项目工作专门网站公布为准。信息发

布３个工作日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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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试点单位及其合作伙伴应慎重评估使用试点标志
及随时停用试点标志可能带来的影响，并通知依赖方作出适当的

安排及承担一切后果。

第十二条　试点单位及其合作伙伴在使用试点标志时，应
当：

（一）以电子邮件形式向秘书处每月提交 《粤港电子签名证

书互认试点项目进度月报》（附件４），每３个月提交 《粤港电子

签名证书互认试点项目进度季报》（附件５）；
（二）遇有严重问题实时通报秘书处；

（三）设立技术和运作支持及接受公众投诉；

（四）试点单位联系人及其联系方式变更时，须在１个工作
日内通知秘书处备案。

第十三条　试点单位及其合作伙伴须在试点项目中公开展示
下列文件及内容：

（一）工作组指定使用的 《粤港电子签名证书互认试点项目

标志使用声明和免责声明》（附件３）；
（二）须列明 “使用粤港两地电子签名证书，是依赖方各自

参考相关认证机构的电子认证业务规则及评估风险后的决定，依

赖方明白将承担电子交易所产生的各种后果”；

（三）须明确指出两地认证机构在电子认证业务规则上及相

关法律的差异，以供依赖方评估风险；

（四）须明确指出试点标志可能随时被终止使用，各方应考

虑可能引起的影响并作出适当安排。

第四章　试点标志的终止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试点标志终止使用：
（一）试点单位自愿终止使用试点标志；

（二）本程序发布生效起，实施时间满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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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点项目或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工作组经评估要

求该项目终止使用试点标志；

（四）试点单位违反本程序且拒不改正，或涉及违法违规事

件，工作组决定终止相关项目使用试点标志。

第十五条　试点单位必须在停止使用试点标志的３个工作日
内告知秘书处，并向秘书处提交己经停用的证据。秘书处审视后

发现尚未终止使用试点标志的，工作组有权强制其停止使用试点

标志。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试点项目终止后，工作组将提交总结报告，对互
认框架提出建议，并对为跨境电子签名证书互认工作做出重大贡

献的单位或个人作出表彰。

第十七条　本程序自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５日起生效。
第十八条　本程序工作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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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分销领域

ＣＥＰＡ补充协议五具体承诺：对于同一香港或澳门服务提供
者在内地累计开设店铺超过３０家的，如经营商品包括药品、农
药、农膜、化肥、植物油、食糖、棉花等商品，且上述商品属于

不同品牌，来自不同供应商的，允许其以独资形式经营。

一、审批依据：《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 （商务部令

［２００４］年第８号）及其补充规定，《商务部关于下放外商投资
商业企业审批事项的通知》（商资函 ［２００８］５１号）

二、申请条件：

（一）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应有良好的信誉，无

违反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规章的行为。

（二）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１、最低注册资本符合 《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２、符合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和投资总额的有关规定。
３、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的经营期限一般不超过３０年，在中西

部地区设立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经营期限一般不超过４０年。
（三）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开设店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１、在申请设立商业企业的同时申请开设店铺的，应符合城
市发展及城市商业发展的有关规定。

２、已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申请增设店铺的，除符
合第 （一）项要求外，还应符合以下条件：

（１）、按时参加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并年检合格；
（２）、企业的注册资本全部缴清。
三、审批权限

总投资１亿美元以下鼓励类、允许类及总投资５０００万美元
以下限制类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及已设立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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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审批 （通过电视、电话、邮购、互联

网、自动售货机等无店铺方式销售的企业或从事音像制品批发，

图书、报纸、期刊销售的除外）。

上述范围内的外商投资非商业企业申请增加分销经营范围

的，以及经商务部批准已增加分销经营范围的外商投资非商业企

业的变更事项，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审批。

总投资１亿美元以上鼓励类、允许类及总投资５０００万美元
以上限制类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及已设立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的

变更由商务部门审批。

外商投资商业企业涉及电视、电话、邮购、互联网、自动售

货机等无店铺方式销售的企业或从事音像制品批发，图书、报

纸、期刊销售的由商务部审批。

四、审批程序：

拟设立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的投资者、申请开设店铺的已设立

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向外商投资商业企业注册地的省级商务主管

部门分别报送申请文件。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对报送文件进行初审

后根据审批权限审批或上报商务部。

五、申请材料：

一、申请设立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应当报送下列文件：

（一）申请书；

（二）投资各方共同签署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合同、章程 （外资商业企业只报送章程）及其附件

（四）投资各方的银行资信证明、登记注册证明 （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证明 （复印件），外国投资者为个人的，应提供身份

证明；

（五）投资各方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最近一年的审计报告；

（六）对中国投资者拟投入到中外合资、合作商业企业的国

有资产的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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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拟设立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的进出口商品目录；

（八）拟设立外商投资商业企业董事会成员名单及投资各方

董事委派书；

（九）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十）拟开设店铺所用土地的使用权证明文件 （复印件）及

（或）房屋租赁协议 （复印件），但开设营业面积在３０００平方米
以下店铺的除外；

（十一）拟开设店铺所在地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出具的符合城

市发展及城市商业发展要求的说明文件。非法定代表人签署文件

的，应当出具法定代表人委托授权书。（下同）

二、已设立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申请开设店铺，应当报送下

列文件：

（一）申请书；

（二）涉及合同、章程修改的，应报送修改后的合同、章

程；

（三）有关开设店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四）有关开设店铺的董事会决议；

（五）企业最近一年的审计报告；

（六）企业验资报告 （复印件）；

（七）投资各方的登记注册证明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

明 （复印件）；

（八）拟开设店铺所用土地的使用权证明文件 （复印件）及

（或）房屋租赁协议 （复印件），但开设营业面积在３０００平方米
以下的店铺除外；

（九）拟开设店铺所在地政府出具的符合城市发展及城市商

业发展要求的说明文件。

三、已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投资商业领域的申报材料

（一）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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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各方的银行资信证明、登记注册证明 （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证明 （复印件），外国投资者为个人的，应提供身份

证明；

（三）投资各方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最近一年的审计报告

（成立不满１年的企业可不要求其提供审计报告）；
（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五）拟开设店铺所用土地的使用权证明文件 （复印件）及

（或）房屋租赁协议 （复印件），但开设营业面积在３０００平方米
以下店铺的除外；

（六）拟开设店铺所在地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出具的符合城市

发展及城市商业发展要求的说明文件。

（七）外商投资企业关于投资的一致通过的董事会决议；

（八）外商投资企业的批准证书和营业执照 （复印件）；

（九）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注册资本已经缴足的验资报告

（十）外商投资企业缴纳所得税或减免所得税的证明材料

（十一）被投资公司的章程；

（十二）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商业企业的申报材料

（一）申请书；

（二）被并购境内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一致同意外国投资者股

权并购的决议，或被并购境内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外国投资者股权

并购的股东大会决议；

（三）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的合同、章程 （外资商业企

业只报送章程，下同）及其附件；

（四）经公证和依法认证的投资者的身份证明文件或注册登

记证明及资信证明文件；

（五）外国投资者购买境内公司股东股权或认购境内公司增

资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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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被并购境内公司最近财务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投资

各方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最近一年的审计报告 （成立不满１
年的企业可不要求其提供审计报告）；

（七）被并购境内公司有国有资产的，应提供国有资产的评

估报告及备案材料；

（八）并购后企业的进出口商品目录；

（九）并购后企业董事会成员名单及投资各方董事委派书：

（十）店铺所用土地的使用权证明文件 （复印件）及 （或）房

屋租赁协议 （复印件），但开设营业面积在３０００平方米以下店
铺的除外；

（十一）店铺所在地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出具的符合城市发展

及城市商业发展要求的说明文件；

（十二）被并购境内公司所投资企业的情况说明；

（十三）被并购境内公司及其所投资企业的营业执照 （副

本）；

（十四）被并购境内公司职工安置计划。

五、非商业企业增加分销经营范围的申报材料

（一）申请表；

（二）外商投资企业关于增加分销经营范围的一致通过的董

事会决议；

（三）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修改协议；

（四）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商品目录；

（五）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营业执照复印件；

（六）外商投资企业原合同章程复印件；

（七）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注册资本已经缴足的验资报告

注：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签订的商标、商号使用许可合同、技

术转让合同、管理合同、服务合同等法律文件，应作为合同附件

（外资商业企业应作为章程附件）一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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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个体工商户

第一部分　港澳居民在广东
申办个体工商户登记指南

敬告：为维护个体工商户的合法权益，申请人应正确履行法

定义务，故在申办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申报个体工商户年度检

验之前，敬请详细阅读本 《指南》。

本 《指南》中所列提交文件未注明为复印件的，应当提交

原件，确有特殊情况不能提交原件的，应提交由申请人注明内容

“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公章或本人签字的复印件，同时提供原

件供登记机关核对；申请人在填写表格和准备文件时应详细阅读

申请人须知。

登记依据

《个体工商户条例》

《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补充协议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补充协议

《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管理办法》

登记条件

（一）香港或者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

（二）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

（三）从业人员不超过１０人；
（四）零售业；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中的理发及

美容保健服务；洗浴服务；家用电器及其他日用品修理；货物、

技术进出口；摄影及扩印服务；洗染服务；汽车、摩托车维修与

保养；仓储业的营业面积不超过５００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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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营业范围为：餐饮业、理发及美容保健服务、洗浴服

务、家用电器修理及其他日用品修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中的包

装服务中的以下项目：为商场、超市或其他客户提供商品分类、

分包、保鲜、贴标签、加盖印记等服务；专门为连锁店、超市提

供货物的配货、分装、包装的服务；以配货、分包装为主的配送

公司 （中心）的服务；对一般产品提供分包、再包装服务；礼

品包装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中的办公服务中的以下项目：标

志牌、铜牌的设计、制作服务；奖杯、奖牌、奖章、锦旗的设

计、制作服务；室内娱乐活动中的以休闲、娱乐为主的动手制作

活动 （陶艺、缝纫、绘画等）；以上各项不包括特许经营。零售

业 （不包括烟草零售），货物、技术进出口，摄影及扩印服务，

洗染服务，汽车、摩托车维修与保养。种植业，饲养业，养殖

业，计算机服务业、软件业，科技交流和推广业，与道路运输有

关的装卸搬运、其他运输服务业 （不包括国际货物代理和快递

业务），仓储业，笔译和口译服务 （仅限于商务活动），建筑物

清洁服务，广告制作，贸易经纪与代理业 （不含拍卖），租赁服

务业 （不含房屋租赁服务），个体诊所，经济贸易咨询和企业管

理咨询，批发业 （仅限纺织品、服装、日用品、文具用品、体

育用品和其他文化用品）。”

登记事项

经营者姓名和住所、组成形式、经营范围、经营场所；个体

工商户使用名称的，名称作为登记事项。

申请方式

申请人或者其委托的代理人可以采取以下方式提交申请：

（一）到经营场所所在地的工商所；

（二）直接到登记机关的登记场所；

（三）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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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时限

申请人直接到登记场所提交行政许可申请，材料齐全、符合

法定形式的，登记机关当场作出登记决定，并在１０个工作日内
核发营业执照或其他登记证明；不能当场作出决定的，５日内作
出审查决定。

表格文书

港澳台居民个体工商户登记使用的申请文书表格与内地居民

个体工商户使用的申请文书表格样式一致。

名称登记

请参见 《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登记指南》。

开业登记

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内地申请设立个体工

商户，应当向经营场所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登记机关）

申请登记；登记机关委托其下属工商所办理个体户登记的，到经

营场所所在地工商所登记。经登记机关核准领取营业执照后，方

可营业。

办理程序

领取 《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提交文件，申请开
业登记→缴纳登记费，领取营业执照

开业登记应提交的文件

（１）申请人签署的 《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

港、澳居民个体工商户不填写本申请书 “经营者”一栏内

容，但应当填写 “个体工商户经营者 （港澳居民）登记表”作

为替代。同时，应当注明经营场所的面积和从业人数。

（２）申请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①香港居民身份证件：Ａ、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Ｂ、港

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Ｃ、香港律师
（中国委托公证人）出具，中国法律服务 （香港）有限公司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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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核证文件。

②澳门居民身份证件：Ａ、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者澳门
居民身份证；Ｂ、澳门特别行政区护照或者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身份证明局出具的身份证明书。

③香港、澳门居民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为护照，且该护照业
经我国出入境管理部门确认并办妥签证和入境手续的，免于提交

公证、认证文件，只需提交申请人签字确认与原件一致的复印

件。

（３）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个体工商户以自有场所作为经营场所的，应当提交自有场所

的产权证明复印件；租用他人场所的，应当提交租赁协议和场所

的产权证明复印件；无法提交经营场所产权证明的，可以提交市

场主办方、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类开发区管委会、村居委会出具的

同意在该场所从事经营活动的相关证明。

（４）《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已申请名称预先
核准登记的方提交）。

（５）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
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

许可证书复印件或许可证明。

（６）委托代理人申请开业登记的，提交申请人签署的 《委

托代理人证明》及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本人签字）或者资

格证明复印件 （本人签字）；

（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
变更登记

个体工商户改变名称、经营者住所、经营范围、经营场所等

项内容，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办理程序

领取 《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申请书》→提交文件，申请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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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登记→缴纳登记费，领取营业执照
变更登记应提交的文件

（１）申请人签署的 《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申请书》；港、澳

居民个体工商户不填写本申请书中 “经营者”一栏内容，应填

写 “个体工商户经营者 （港澳居民）登记表”作为替代。

（２）申请变更经营场所的，提交新经营场所证明 （具体要

求参见开业登记提交文件第３项）；变更经营范围的，申请变更
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

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书复印件或许

可证明。

（３）《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复印件；
（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
委托代理人申请变更登记的，提交申请人签署的 《委托书》

及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本人签字）或者资格证明复印件

（本人签字）。

注：变更登记核准后，申请人持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换

领新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销登记

办理程序

领取 《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申请书》→提交文件，申请注
销登记→领取 《个体工商户注销核准通知书》

注销登记应提交的文件

（１）申请人签署的 《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申请书》；

（２）《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
（３）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
委托代理人申请注销登记的，提交申请人签署的 《委托书》

及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本人签字）或者资格证明复印件

（本人签字）。

·４１１·



执照遗失补领

个体工商户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的，应向登记机关报告并

登报挂失。挂失后，可以向原发照机关申请补发。

办理程序

经营者报告挂失，登报声明作废，领取 《个体工商户申请

营业执照副本、补领换照申请书》→提交文件，申请遗失补发
→缴纳费用，领取营业执照

遗失补照应提交文件

（１）《个体工商户申请营业执照副本、补领换照申请书》
（２）未遗失的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

（３）刊登遗失声明的报纸报样。
验　照
根据 《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个体工商户应当每年在

规定时间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年度验照。

办理程序

领取 《个体工商户验照报告表》→提交文件，申请验照→
领取加盖验照戳记的营业执照副本

验照时间

每年１月１日至５月３１日。
验照应提交文件

（１）《个体工商户验照报告表》；
（２）《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
（３）经营范围中有属于登记前置行政许可经营项目的，提

交加盖印章的相关许可证件、批准文件的复印件。

登记费收费标准

开业登记费为每户２０元；
变更登记费每次１０元；
遗失、损坏补 （换）发营业执照，每次１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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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方式

广东红盾信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ｄｇｓｇｏｖｃｎ
各种登记申请表格可以通过广东红盾信息网下载或者到各工

商登记注册大厅领取。

第二部分　香港居民在广东申办
个体工商户登记知识问答

一、香港居民个体工商户在广东可从事哪些行业？

答：根据ＣＥＰＡ及先行先试有关政策措施，目前允许港澳居
民个体工商户在广东经营的行业达到３１项：
１商业零售业 （列入２００３年ＣＥＰＡ协议）。
２零售业、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中的理发及美容

保健服务、洗浴服务、家用电器及其他日用品修理，但不包括特

许经营。其从业人员不超过 ８人，营业面积不超过 ３００平方米
（列入２００４年ＣＥＰＡ补充协议）。
３货物、技术进出口；摄影及扩印服务；洗染服务；汽车、

摩托车维修与保养，但不包括特许经营。其从业人员不超过 ８
人，营业面积不超过３００平方米 （列入２００５年 ＣＥＰＡ补充协议
二）。

４种植业、饲养业、养殖业、计算机修理服务业、科技交
流和推广业，但不包括特许经营。其从业人员不超过 ８人 （列

入２００６年ＣＥＰＡ补充协议三）。
５计算机服务业、软件业；与道路运输相关的装卸搬运、

其他运输服务业⑦、仓储业⑧；笔译和口译服务⑨，但不包括特
许经营，其从业人员不超过８人。（⑦ 不包括国际货代和快递业
务。⑧ 仓储业的营业面积不超过３００平方米。⑨ 仅限于商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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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列入２００７年ＣＥＰＡ补充协议四）
６建筑物清洁服务；广告制作；贸易经纪与代理业 （不含

拍卖）、租赁服务业 （不含房屋租赁服务），但不包括特许经营，

其从业人员不超过８人 （列入２００８年ＣＥＰＡ补充协议五）。
其中贸易经纪与代理业 （不含拍卖）、租赁服务业 （不含房

屋租赁服务）两项是单独对在广东省设立港澳个体工商户先行

先试开放的项目。

７个体诊所；经济贸易咨询和企业管理咨询；批发业 （仅

限纺织品、服装、日用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和其他文化用

品），但不包括特许经营，其从业人员不超过８人 （列入 ２００９
年ＣＥＰＡ补充协议六）。
８居民服务中的婚姻服务 （不含婚介服务）；漫画图书、动

漫电子游戏租赁服务；动画音像制品租赁服务；兽医服务：宠物

诊所 （仅限在城市开办），但不包括特许经营，其从业人员不超

过８人 （列入２０１０年ＣＥＰＡ补充协议七）。
９（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中的包装服务中的以下项目：为

商场、超市或其他客户提供商品分类、分包、保鲜、贴标签、加

盖印记等服务；专门为连锁店、超市提供货物的配货、分装、包

装的服务；以配货、分包装为主的配送公司 （中心）的服务；

对一般产品提供分包、再包装服务；礼品包装服务。 （２）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中的办公服务中的以下项目：标志牌、铜牌的设

计、制作服务；奖杯、奖牌、奖章、锦旗的设计、制作服务。

（３）室内娱乐活动中的以休闲、娱乐为主的动手制作活动 （陶

艺、缝纫、绘画等）。但不包括特许经营。放宽港澳个体工商户

从业人员人数和营业面积的限制： （１）从业人员不超过１０人。
（２）零售业；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中的理发及美容
保健服务；洗浴服务；家用电器及其他日用品修理；货物、技术

进出口；摄影及扩印服务；洗染服务；汽车、摩托车维修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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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仓储业的营业面积不超过５００平方米 （列入２０１１年 ＣＥＰＡ
补充协议八）。

二、近年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简化香港自然人在广东设

立企业或个体工商户时提交的身份证明手续方面有什么举措？

答：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关于印发 〈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关于支持广东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意见〉

的通知》（工商办字 〔２０１２〕３８号）、《关于外资登记注册中提
交境外自然人身份证明有关问题的通知》 （工商外企字 〔２０１１〕
１８７号）和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服务我省外

商投资企业发展工作的若干意见》 （粤工商外企字 〔２０１０〕６７４
号）等规定，香港自然人在广东投资设立企业的，可提交护照

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以及有效入境证明的复印件，免于

提交公证、认证文件。香港居民亲自前来广东办理个体工商户登

记注册的，可提交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以及有效入境证明的复

印件，免于提交身份核证文件。

三、香港投资者在广东设立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应当在哪里登

记？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按属地管辖的原则，经营者应当向所在

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出设立登记申请。港澳投资者在广东设立

企业需要到企业所在地具有外资登记管理权限的工商局 （包括：

广州、深圳等２１个地级以上市工商局，佛山市南海区工商局、
顺德区工商局，广州市工商局番禺区分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分局、南沙分局，揭阳市普宁市工商局）办理登记手续。设立

个体工商户可在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所 （分局、县局）办理登

记手续，各登记注册部门的地址、电话等均可在 “广东省工商

局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ｄｇｓｇｏｖｃｎ）查询。
四、工商部门为ＣＥＰＡ框架下香港居民个体工商户提供了哪

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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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１按照统一规范建设的要求，全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的登记注册大厅设有 “ＣＥＰＡ专办窗口 （绿色通道）”，为香港

居民个体工商户提供快捷、便利、高效的服务。

２广东省工商局的网站上开辟了 “ＣＥＰＡ专栏”，有关港澳
人士在广东省申办个体工商户的登记指引、相关法律法规、全省

各地工商部门联系方法等均可上网查询。网址是：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ｄｇｓｇｏｖｃ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ｇｄｇｓｊ／ｓ８２／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３全省各级个体私营协会 （社团组织）设立相应的服务机

构，提供专业化服务，加强对港澳人士在我省投资的指引。

五、《个体工商户条例》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个体工

商户登记管理办法》于２０１１年的１１月１日起正式实施，与原有
相关法规相比，主要变化是什么？

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１取消了 《暂行条例》规定的

一些限制，为个体工商户经营发展提供更加宽松的制度环境。主

要包括：（１）取消了身份限制。有经营能力的公民均可申请设
立个体工商户。（２）取消了对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人数的限制。
（３）放宽了经营范围。国家对个体工商户实行市场平等准入、
公平待遇的原则，个体工商户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不属于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进入的行业的，登记机关应依法予以登记。 （４）
取消了个体工商户管理费。

２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
的扶持、服务措施。主要包括： （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在经营场所、创业和职业

技能培训、职业技能鉴定、技术创新、参加社会保险等方面，为

个体工商户提供支持、便利和信息咨询等服务。 （２）登记机关
和有关行政机关应当在其政府网站和办公场所，以便于公众知晓

的方式公布个体工商户申请登记和行政许可的条件、程序、期

限、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和收费标准等事项，并为申请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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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指导和查询服务；同时，按照公开、公平、公正、便民的原

则，对登记机关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的程序作了明确规定。（３）
登记机关办理个体工商户年度验照不得收取任何费用。（４）个
体工商户可以凭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明，依法在银行或者其他

金融机构开立账户，申请贷款；金融机构应当改进和完善金融服

务，为个体工商户申请贷款提供便利。 （５）个体工商户申请转
变为企业组织形式，符合法定条件的，登记机关和有关行政机关

应当为其提供便利

六、有什么事项需要提醒已经设立的香港居民个体工商户经

营者？

答：一是有关换照手续的办理。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日起，全
国启用新版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香港居民个体户营业执照有效

期届满的，经营者应及时向登记机关申请换领新版 《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原营业执照有效期限未到期的，可在办理变更登

记、年度验照等手续时申请换领新版执照。二是暂时性中止经营

无需再办理停业、复业登记手续。经营者决定不再经营的，应向

工商部门申请办理注销登记。三是个体工商户异地经营的，不再

要求向原登记机关报备，由经营者直接向经营地登记机关申请办

理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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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游领域

香港和澳门服务提供者
申请设立旅行社办事指引

（２０１１年３月修订）

一、项目名称：香港和澳门服务提供者投资旅行社设立审批

二、经营范围：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

三、法律法规依据：《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补充协议、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补充协议、

《香港和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设立旅行社申请审批办法》。

四、设立条件

（一）分别符合以上文件对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的定义及

相关规定的要求。

（二）申请者拥有产权的营业用房，或租用的、租期不少于

１年的营业用房。
（三）有２部以上的直线固定电话；有传真机、复印机；具

备与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他旅游经营者联网条件的计算机。

（四）有不少于３０万元人民币的注册资本。
（五）有指定银行存入质量保证金２０万元人民币或依法取

得银行担保的证明文件。

五、办事流程

（一）申请人到拟设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 “企业名称预

先核准通知书”；开设临时银行账户，到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办

理验证注册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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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人向拟设地地级市旅游局提交设立申请及相关的

证明文件。

（三）市旅游局经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后，上报省旅游局。

（四）省旅游局自收到市旅游局上报的符合规定的申请材料

之日起３０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予以批准的，向申请人出具 《港澳投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审

定意见书》（以下简称 《审定意见书》）；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

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五）申请人持 《审定意见书》以及投资各方签订的合同、

章程向拟设地外经贸部门提出设立台港澳侨投资企业的申请。

（六）受理申请的市外经贸部门经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后，

上报省外经贸厅审批。

（七）省外经贸厅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的时间内，对拟设立台港澳侨投资旅行社的合同、章程审查

完毕，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出具批文及

颁发 《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以下简称 《批准证书》），

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八）申请人持批文及 《批准证书》向广东省旅游局申领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 《许可证》）。

（九）申请人持 《许可证》和 《批准证书》到拟设地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设立登记，领取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十）申请人持 《许可证》及 《营业执照》副本到国家旅

游局指定的银行开设专门的质量保证金账户，存入质量保证金

２０万元人民币或依法办理银行担保后，将相关的证明文件交回
拟设地的省、市旅游局备案。

六、提交材料

（一）设立申请书。内容包括申请设立旅行社的经营范围，

中英文名称及缩写，设立地址，企业形式、出资人、出资额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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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方式，申请人、受理申请部门的全称、申请书名称和申请时

间；并应当如实全面地说明申请人申请设立旅行社的市场、投

资、人员、经营等条件，包括客源市场和经营前景分析预测。

（二）香港服务提供者或澳门服务提供者的证明文件。

（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

书》。

（四）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出具的注册资本验资证明文件或

银行资信证明。

（五）经营场所租赁合同或房地产权证明。

（六）营业设施、设备证明和说明。

（七）出资人身份证明。

（八）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履历表、任职证明及身份证明。

（九）企业章程 （其中，经营范围应写 “国内旅游业务和入

境旅游业务”）。

（十）指定银行存入质量保证金证明文件或依法取得银行担

保的证明文件 （在尚未办理银行存储保证金前，提供存储保证

金承诺书）。

以上申请材料一式４份 （企业、市、省、国家局各１份），
应尽量提交原件，如提交复印件的，须同时提供原件核对，并在

复印件上加盖印章和签字。

七、办结时限　３０个工作日
八、参考表格及获取方式　 《设立旅行社申请材料》

九、下载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ｄｔａｇｏｖｃｎ／
十、咨询电话：（０２０）８７５１３６７７、８７５１３６７２
十一、投诉电话：（０２０）８７５１３７５０
十二、受理部门：广东省旅游局行业管理处

十三、受理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西 ４６３号 （邮编：

５１０６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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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人才中介领域

关于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广东设立独资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办事指南

一、办理单位

广东省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香港独资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 （包括职业介绍机构和人才中介机构，下同）的设立进

行审批。审批合格的，颁发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二、依据

（一）《关于 〈中外合资人才中介机构管理暂行规定〉的补

充规定》（人事部、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８号）；
（二）《关于修改 〈中外合资人才中介机构管理暂行规定〉

的决定》（人事部、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５号）；
（三）《中外合资中外合作职业介绍机构设立管理暂行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令第１４号）；
（四）《关于允许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独资职业

介绍机构的通知》（劳社部发 〔２００５〕２６号）；
（五）《广东省人才市场条例》（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６日广东省第

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六）《广东省职业介绍管理条例》（２０００年３月３０日广东
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７９号，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６
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１９号修改）；

（七）《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及

该 《安排》的有关补充协议。

三、申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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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者应当是从事３年以上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公司、
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且具有良好的信誉；

（二）有健全的组织机构，有熟悉人力资源管理业务的人

员，其中必须有５名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并取得人力资源服务
从业人员资格证书的专职人员；

（三）有与其申请的业务相适应的固定场所、资金和办公设

施，注册资本不少于１０万元人民币；
（四）有健全可行的机构章程、管理制度、工作规则，有明

确的业务范围；

（五）能够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需要提交的材料与要求

（一）向广东省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供下列材

料：

１、书面申请及可行性报告；
２、机构章程；
３、管理制度、服务项目和工作规则；
４、香港服务提供者证明、香港特别行政区劳工及福利局出

具的从事人力资源服务 （职业介绍或人才中介）的资质证明；

５、《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６、资金信用证明；
７、办公场所证明；
８、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学习及工作经历、学历学位证明；
９、工作人员名单及其身份、学历学位证明；
１０、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提供的其他材料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

日前暂不提交人力资源服务从业人员资格证书）。

以上材料中１、３项提交原件；２、４、５、６、７、８、９项在
提交时，查核原件，留复印件 （加盖投资者的公章或法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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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签名）；１０项视具体规定提供。
（二）报送材料的要求

１、所有材料应当真实、准确、合法，不得制造、使用假材
料、假证明、假证书。

２、凡外国文字的文件、证书、证明等材料均应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翻译成中文，验原件，留存复印件。

３、全部材料统一采用国际标准 Ａ４型白纸打印，文字从左
至右横写、横排，统一使用简化汉字，报送的材料按顺序编写目

录和页码，左侧装订成册。

五、程序与时限

（一）申请人在拟设机构住所地的地级市以上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取得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二）申请人向广东省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交申

请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有关材料。

（三）广东省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核实申报材料并

对办公场地进行现场审核。如符合条件，３０个工作日内颁发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３０个工作日内不能完成审批的，经本
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１０个工作日。如不符合发证条
件，书面答复，并说明理由。

六、是否收费

不收费

七、经办处室

人力资源市场处

八、联系地址、电话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广东大厦１７０２
电话：０２０－８３１３４８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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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环保领域

广东省环保厅审批港澳服务提供者
在广东开办环境污染治理设施
运营企业资质实施细则

（一）审批依据

《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许可管理办法》 （国家环保总

局令第２３号）、国家环保总局 《关于印发 〈环境污染治理设施

运营资质分级分类标准〉等文件的通知》 （环发 〔２００４〕１７３
号）、《ＣＥＰＡ补充协议五》。

（二）申请条件

１、在我省开办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服务的港澳环保服务
提供者。

２、具有维护设施正常运转的专职运营人员；申请甲级资质
的单位应具备不少于１０名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技术人员，其中
高级职称不少于５名；申请乙级资质的单位应具备不少于６名具
有专业技术职称的技术人员，其中高级职称不少于３名。设施运
营现场管理和操作人员应取得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岗位培训证书；

３、具有一年以上连续从事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的实践，
且运营的污染处理设施排放污染物稳定达到国家和地方的环境标

准 （申请临时资质证书的除外）；

４、具备与其运营活动相适应的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
证书分级分类标准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申报材料

１、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证书申请表 （Ａ４纸，文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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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份）

２、附件材料 （Ａ４纸，按下列资料顺序装订，一份）
（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上一年度财务状况报告或者其他资信证明；
（３）技术人员专业资格证书、劳动合同复印件。
（４）运营现场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岗位培训合格证书复印

件；

（５）实验室场所证明 （实验室的设备，可分析的项目，附

设备照片）；

（６）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实例材料，包括运营项目简介、
运营合同、用户意见、环境保护监测机构出具的近期的设施运行

情况监测报告 （申请临时资质证书的除外）；

（７）规范化运营质量保证体系的有关管理制度，预防和处
理污染事故的方案；

（８）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证书分级分类标准要求的
其他条件的证明材料。

（９）首次申请的只能申请临时资质。
（１０）临时证书期满申请转正的单位，提交临时证书复印

件、运营项目简介、运营合同、用户意见、３００日以上连续从事
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的实践以及运营的污染治理设施排放污染

物达标情况良好的证明材料；技术人员专业资格证书、劳动合同

复印件。运营现场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岗位培训合格证书复印件

（１１）所有材料以中文报送。如原件复印件非中文的，要提
供中文翻译件。

（四）审批程序

１、申请受理
省环保厅 （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２１３号）便民窗口的工

作人员负责受理申报材料和审批意见的发送。对符合受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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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省环保局予以受理。为方便香港服务提供者，粤港双方商

定，由香港环保署审核港方授权签发的相关证明文件及材料，香

港环保署审核后交广东省环保厅，香港服务提供者无需亲自到广

东省环保厅提交材料。

２、现场核查
省环保厅自受理申请１０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会同申请单

位所在地或运营设施所在地环保局，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

性、完整性和规范性进行审查和现场核查，形成现场核查意见。

现场核查内容：

（１）申请单位现场：①申请单位工作场所；②所提交证明
材料原件核查，包括：运营企业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主要技术

人员资格证明 （包括职称、合同）、操作人员培训证明、化验室

（实验室）装备和能力、监测人员学历或资格证明、规范化管理

制度等。

（２）运营设施现场：①运营合同原件；②各项运营管理制
度；③实验室装备和监测能力；④日常运行状况纪录原件，包
括：设施运营状况纪录，日常监测记录，设备维护保养纪录，物

耗 （电、药品等）使用记录，人员培训考核记录，产生废物

（污泥、飞灰等）处置记录等；⑤排放污染物达标情况；⑥设施
所在地环保部门意见和环境监测单位监测数据原件；⑦委托方意
见原件。

３、审批
省环保厅自受理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决定。
审核决定在省环保厅公众网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一周。公示

内容包括批准的名单、未批准的名单和原因。

公示期结束后，省环保厅作出审批决定并在省环保厅公众网

上进行公告。报环境部备案。

（五）广东省环保厅颁发的运营证书参照环境保护部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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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制作，编号为：粤环运营证 ＸＸＸ，盖广东省环保厅公章。在
广东省内使用有效。

（六）相关文书

相关文件和申请表可以在国家环保部 （ｗｗｗ．ｚｈｂ．ｇｏｖ．
ｃｎ）、广东省环保局 （ｗｗｗ．ｇｄｅｐ．ｇｏｖ．ｃｎ）网站上查阅和下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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