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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广东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濒临南海，毗邻港澳，山川秀美，气

候宜人。

广东简称“粤”，历史悠久。省会广州是一座拥有 2200 多年历

史的文化名城，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改革开放以来，广

东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涌现了深圳发展奇迹，全省经济总量先后超过

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广东已发展成为中国市场经

济最发达、最具市场活力和投资吸引力的地区之一。今天，广州、深

圳更与北京、上海一起定位为全球城市，广东创新发展积蓄新的能量。

当前，广东正加快转换发展动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广东积极

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更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

商环境，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制造业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支持海外

高层次人才来粤创业发展。同时，广东正全力建设自贸试验区，努力

将其打造成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携手港澳推进珠三角世界级

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并积极推动大珠三角经济区建设发展，

中外企业在广东的创新创业发展空间巨大。

广东是岭南文化传承地、改革开放先行地，人们富有包容、务实、

开放、创新的精神。广东不仅是充满商机的投资热土，也是生活宜居

的理想之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非常期待与海内外朋友携手

并进，迈向新的辉煌！我们热忱欢迎海内外投资者到广东投资发展，

互利合作，共创美好明天！

广东省商务厅

2017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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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东概况

1.地理位置

广东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东邻福建，北接江西、湖南，西连广

西，毗邻港澳，西南与海南省相望，北回归线穿境而过，中国第三大

河流珠江从这里汇入大海，是华南地区、东南亚经济圈的中心。

全省陆地面积约 18 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3368 公里，所辖海域

面积 41.9 万平方公里。

2.气候环境

广东地处亚热带，是全国光、热和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广

东四季温和，气候宜人，年均气温 22.3℃；降水充沛，年均降水量

在 1300-2500 毫米。

3.行政区划和人口

全省设广州、深圳 2 个副省级市，19 个地级市，省会广州。2016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 1.09 亿人，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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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放广东

1.开放型经济发展良好

综合实力居全国前列。广东自 1978 年在全国率先实行改革开放

政策以来，综合经济实力迅速跃居全国前列，经济总量先后超过亚洲

“四小龙”的新加坡、香港和台湾。2016 年广东 GDP 总量达 7.95 万

亿元，比上年增长 7.5%，占全国的 10.7%，连续 28 年居全国首位。

人均 GDP 达到 72787 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3 倍。全省税收、财政

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工业增加值、居民储蓄存款等重要经济

指标均居全国首位。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广东正通过创新驱动促进现代产业发展，产

业 结构 不 断优 化 调 整。 2016 年 三次 产 业结 构 比 重调 整 为

4.6:43.3:52.1。科技服务、工业设计、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服务

等生产性服务业高速增长，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提高到

61.7%。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新引进投资亿元以上项目 219

个、总投资 1876.2 亿元，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2%。大力发展智

能制造，培育年产值超亿元的机器人骨干企业 15 家，新增应用机器

人 2.2 万台、总量超过 6 万台。先进制造业增加值、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提高到 49.3%、27.6%。推进战略性新

兴产业区域集聚发展试点，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 76.3%，生物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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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快速发展。

国内消费持续繁荣。广东市场消费能力强，2016 年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突破 3 万元，同比增长 8.7%。广东市场消费持续繁荣，流

通业发展较快。2016 年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3.47万亿元，

同比增长 10.2%，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 34 年居全国首位。

汽车、信息、旅游消费快速增长，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 27.6%，快递

业务收入增长 42.8%。

货物贸易稳居首位。2016 年全省进出口总额达 6.3 万亿元，连

续 31 年居全国首位，其中出口 3.95 万亿元，占全国的 28.5%，较上

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创新发展步伐加快，“委托设计+自

主品牌”方式出口占比达 71%。一般贸易占比达 43.5%，超过加工贸

易比重。外贸综合服务、旅游购物出口、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快速发展。

香港、美国、东盟、欧盟、韩国、日本是广东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广

东对其进出口额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67.5%。近年来，广东与印度、

墨西哥、智利等新兴市场国家（地区）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多元化

市场格局初步形成。

服务贸易增长较快。广东服务贸易近年保持增长态势。2016 年

服务进出口总额 9651.22 亿元，首次位居全国首位，同比增长 17.6%，

增速比全国高 3.4 个百分点；占全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与去年持平；服

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为 13.3%，比去年提高 1.9 个百分比。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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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承接服务外包（含离岸和在岸）合同金额 231.78 亿美元，同比

增长 39.89%；执行金额 139.4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73%。

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广东是全国第一电子商务大省，2016 年广

东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4.3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5.2%，跨境电子商务

进出口 228 亿元，增长 53.8%，规模均稳居全国首位。2016 年广东

B2B 电子商务交易额、网络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 23.8%、29.3%，分别

占电子商务整体交易额的 72.7%、27.3%。广东在钢铁、石化、塑料、

粮食、汽车和电子等产业领域，涌现出一批有重大影响力的行业电子

商务平台。唯品会、环球市场、一达通、兰亭集势等本土电商骨干龙

头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外商投资持续发展。广东积极鼓励外商来粤投资。截至 2016 年

底，广东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19.4万宗，合同外资金额 6861.2

亿美元，实际吸收外资金额 4008.3 亿美元，约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额

的 1/4。2016 年广东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8078 宗，合同外资金额

867 亿美元，实际吸收外资金额 233 亿美元，实际吸收美国、欧洲外

资分别增长 22.3%、12.3%，达到 2.3 亿美元、9.4 亿美元。世界 500

强企业已在广东投资超过 1500 家企业。

对外投资健康有序发展。广东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优化投资合作全球布局。截至 2016 年底，广

东企业在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非金融类企业 8603 家，中方协议

投资额 905.3 亿美元，主要集中在港澳、东盟和北美市场；2016 年

广东核准新设境外企业1429家,新增中方协议投资额282.76亿美元,

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181.64 亿美元,劳务人员实际收入总额

8.92 亿美元。

2.对外开放新格局初步形成

对外开放格局持续优化。广东加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直接交流合

作。广东已与北美建立了 6 对省级和 30 对市级友城关系，参与 3 个

中美省州贸易投资合作联合工作组，与欧洲建立了 19 对省级和 41 对

市级友城关系。广东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合作互设经贸交流机构。广东

分别在慕尼黑、洛杉矶、吉隆坡设立驻欧洲、北美、东南亚经贸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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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德国工商大会、欧盟商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大韩贸易振兴机

构等境外商务机构在广东设立了经贸代表处。广东与新兴市场国家合

作方兴未艾，深度融入中国—东盟自贸区，积极参与中非“十大合作

计划”，加强与南亚、南太平洋岛国、拉美、中亚等国家合作。截至

目前，已有 18 个 G20 成员国、23 个 OECD 成员国、8个东盟成员国、

8 个非洲联盟成员国、6 个中东国家、4 个南亚和中亚国家在广州设

立了总领馆。

高标准建设广东自贸试验区。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于

2015 年 4 月正式挂牌成立，实施范围 116.2 平方公里，涵盖广州南

沙新区片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和珠海横琴新区片区。近两年来，广

东自贸试验区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并取得阶段性成效。2016 年广东自

贸试验区新设立企业 7.7 万家，合同利用外资 546.2 亿美元、增长

1.6 倍。广东自贸试验区将打造成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全面建

设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金融中心以及高水平的国际化

城市。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广东打造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交流平台，成功举办广东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国际论

坛、第二届对非投资论坛。加强与沿线国家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

重点推进“一带一路”沿线中白—白俄罗斯工业园广东光电科技产业

园、沙特（吉赞）—中国产业集聚区、埃塞俄比亚—广东工业园等境

外合作园区建设。加快将广东（石龙）铁路国际物流中心打造成连接

“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积极推进中俄贸易产业园（东莞）建设。

加强与沿线国家开展贸易合作。广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的经贸合作明显升温，发展势头良

好。

高水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将对标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

市群，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全球创新发展高地，全球经济最具活

力、世界著名优质生活区，世界文明交流高地和国家深化改革先行示

范区。广东将以建设大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为重点，促进粤港澳跨境

基础设施全面对接，加强创业创新合作，营造宜居宜业环境。积极发

挥广州省会城市辐射带动力；推动深圳与香港共建全球性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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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创新中心和国际文化创意中心；支持珠海与澳

门合作共建世界级旅游休闲中心。重点支持江门大广海湾片区、中山

翠亨新区加强与港澳合作。打造粤港澳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深入推进

粤港科技创新走廊、深港创新圈、粤港澳创业创新合作示范园区建设,

将粤港澳地区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创新中心和成果转化基地。

三、创新广东

1.教育科研力量雄厚

广东教育体系完善，教育国际化水平较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才。广东加快高水平大学、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和

重点学科建设，参建高校有 50 个学科进入全球 ESI 排名前 1%，其中

5 个学科入围全球排名前 1‰；全省高校全年新增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221 人，占现有总数 22%；718 个厅级以上科研创新平台向市场和企

业开放，占高校现有平台总数的 69.2%。广东省重视引进国（境）外

优质教育资源，经批准设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计 73 个，

包括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深

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和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等 4 所独立法人设

置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全国范围共 9所）。

2.创新创业环境优越

广东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2016 年全省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比

重达到 2.58%，有效发明专利量达到 16.85 万件，PCT 国际专利申请

受理量达到 2.36 万件，分别增长 21.3%和 55.2%，基本达到创新型国

家和地区水平。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

企业技术中心等国家级创新平台达 213 家。累计建成产业技术创新联

盟 204 家、新型研发机构 180 家、国家级质检中心 75 家。科技企业

孵化器达 634 家，在孵企业超过 2.6 万家。

3.高水平团队和高端人才汇聚

广东大力实施“珠江人才计划”、“广东特支计划”、“扬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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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等重大人才工程，吸引高端人才汇聚广东。其中，“珠江人才计

划”已引进 117 个海外优秀团队，“扬帆计划”已引进 32 个高水平

团队到粤东西北开展创新创业，吸引汇聚各类高端人才超过 1 万名，

“广东特支计划”已遴选培养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

域的本土高层次人才近千人。

4.创新型领军企业聚集

广东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截止 2016 年，已培育出 9

家进入世界 500 强的世界级企业、一批行业龙头企业以及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创新型先进制造业企业。其中，制造业龙头企业包括华为、中

兴、正威、广汽、美的、TCL、格力、比亚迪、广药、长城、光启、

大疆、柔宇等企业；服务业龙头企业包括中国平安、南方电网、招商

银行、腾讯、碧桂园、南方航空、丝丽、广州轻工、唯品会、越秀、

广发证券等企业。这些龙头企业成为广东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的中坚力量。

四、亲商广东

1.基础设施完善

广东是华南地区的交通枢纽，海、陆、空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已

与世界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100 多个港口通航；与周边省份均连

通高速公路、铁路；拥有中国三大航空枢纽之一的广州新白云国际机

场，以及深圳、珠海、佛山、湛江、梅州、揭阳、潮汕等七个民用航

空机场，交通运输方便高效。

广东加快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实现 3G 网络覆盖城

乡、4G 网络覆盖城市主城区。截至 2016 年底，广东省 4G 用户已达

9085.3 万户，占比达 63.3%；固定互联网宽带用户达 2850.60 万户，

光纤接入用户增长 69%，超高速无线局域网应用试点在多领域展开。

“互联网+”行动扎实推进，云计算、物联网产业规模扩大，智慧城

市、智慧交通等应用范围不断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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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口岸通关便捷高效

广东海陆空口岸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现有对外开放一类口岸 58

个。全省口岸推行“属地报关、口岸验放”通关模式，启动对进口固

体废物查验放行环节关检合作，推进“三互”大通关改革和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建设，推进关检合作“三个一”等通关创新模式与“单

一窗口”相衔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和贸易便利化水平。采用 GPS 系

统实施来往港澳小型船舶快速通关，推行海关、检验检疫“一机两屏”

查验模式，对诚信企业开辟“绿色通道”，采取预约报关、上门验放

和担保放行等便利措施，通关流程不断优化。加大查验监管手段科技

创新，推广车辆“一站式”电子验放系统和旅客自助查验系统。

3.投资服务体系健全

广东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全面实行企业“五证合一、一照一码”

和个体工商户“两证整合”登记制度改革，2016 年新增各类市场主

体 161.58 万户、注册资本金 7.19 万亿元，分别增长 16.5%和 39.6%。

“一门式一网式”政府服务模式改革全面推开，全省行政审批事项网

上全流程办理率达 76.7%，省网上办事大厅覆盖至镇街。深化投融资

体制改革，开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改革试点，实行企业投资项目

清单管理和网上备案制度，鼓励和扩大社会投资。

4.国际会展盛名天下

广东大力发展以国际化、专业化、贸易型为主的会展业。中国进

出口商品交易会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

类最全、到会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中国

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中国国际航空

航天博览会、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博览

会以及广东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等大型展会盛名天下。

五、绿色广东

1.生态环境绿色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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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致力于打造青山绿水的生态环境，拥有 5.73 亿立方米森林

蓄积量，森林覆盖率达到58.98%，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PM2.5、

PM10 年均浓度均下降 5.9%，空气质量优良率位居全国前列。广东推

进珠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绿色生态水网建设取得新进展，国家森林

城市达 5 个、湿地公园达 190 个，生态文明水平日益提高。

2.居住环境完善优质

广东居住环境优越，生活服务业发达，可以满足各国投资者高品

质的生活需求。珠三角地区国际教育资源丰富，现有 24 所外籍人员

子女学校，超过 1500 所中小学可招收外籍学生，并设有专门的台商

子弟学校，切实解决投资者的后顾之忧。

3.倡导绿色发展理念

坚持绿色发展永续战略，坚持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把绿色发展

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强化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大力推

进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

提升环保技术装备和产品供给能力。实施新能源汽车推广计划，提高

电动车产业化水平。提高建筑节能标准，推广绿色建筑和建材。实施

绿色清洁生产行动，推动清洁生产技术改造。积极构建绿色金融体系。

六、人文广东

1.岭南文化历史悠久

广东历史悠久，省会广州是一座有 2200 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

是中国最早和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著名“海上丝绸之路”的

起点。

通行普通话以及粤语、客家话、潮汕话三大方言。传承和弘扬岭

南优秀传统文化，以广府、潮汕、客家、雷州四大文化为特色，具有

包容、务实、开放和创新的特点。“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是新

时期的广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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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是中国著名的侨乡，祖籍广东的港澳同胞、华侨、华人 3000

多万人，遍布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2.人文旅游资源丰富

广东人文旅游资源丰富，韶关丹霞地貌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开

平碉楼与村落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粤剧与广东剪纸被列为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侨批档案是世界记忆遗产，粤绣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广东饮食文化独树一帜，粤菜食材讲究、选料广博、做工精细、

中西结合、质鲜味美，“食在广州、味在潮州”享誉海内外。

3.公共文化服务快速发展

广东文化设施齐全，设有一批现代化、高品位的重点文化设施。

每万人拥有室内公共文化设施面积 1189 平方米，建成县级以上公共

图书馆 14 个、文化馆 144 个，文化室 27383 个，全省国有博物馆、

纪念馆 192 个，规模以上文体广场超过 10000 个。全省有广播电台

22 座，电视台 24 座。

4.对外文化交流密切

广东以中国( 深圳)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国( 广州) 国

际纪录片节、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等国家级文化

会展为平台，以中国国际马戏节、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连州国际摄

影年展等大型国际性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为依托，大力打造对外交流的

“文化名片”。着力建设国内重要的对外文化以及华侨华人文化交流

中心。

七、广东吸引外商投资重点产业及承接平台

1.先进制造业

广东以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产业、

先进轻纺制造业、新材料制造业、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产业等

6 大产业为发展重点，着力构建先进制造业产业体系。打造珠江东岸

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沿海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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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及新材料制造产业、环珠江口先进轻纺制造及生物医药产业集聚

区、粤东西北配套产业集聚区“三带两区”总体空间布局。到“十三

五”末，广东基本建成先进制造业产业体系，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的

世界先进制造业基地。

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业。包括集成电路及关键元器件、信息通信设

备、新型显示等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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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装备制造业。包括智能制造装备、汽车制造、船舶与海洋工

程装备、轨道交通装备、节能环保装备、航空装备、新能源装备以及

卫星装备等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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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产业。包括有机原料、精细化工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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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轻纺制造业。包括智能节能型家电、环保多功能家具、高附

加值纺织服装、绿色食品饮料等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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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制造业。包括高端精品钢材、高性能复合材料及特种功能

材料、战略前沿材料等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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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产业。包括生物医药、高性能医疗器

械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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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发展主要承接园区

城市 主要产业承接平台

广州 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深圳 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珠海 珠海（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珠海高栏港经济区）、

珠海市富山工业园

佛山 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德（佛山）工业服务区

中山 （国家）中山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瑞（中山）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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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 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莞东部工业园、中以（东莞）国家科技合作

产业园

惠州 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惠州大亚湾石油化

学工业区、中韩（惠州）产业园

江门 江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台山广海湾工业园区、广东江门新会经济开发区、中

美（江门）先进制造业合作园

阳江 广东阳江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湛江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茂名 茂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肇庆 肇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云浮 云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意（云浮）产业园

河源 河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梅州 梅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韶关 韶关工业园区、广东翁源经济开发区、乐昌产业转移工业园

清远 清远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揭阳 揭阳产业转移工业园、中德（揭阳）金属生态城

汕头 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汕头保税区、中以（汕头）科技创新合作区

汕尾 汕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潮州 广东潮州经济开发区、潮州新区

2.现代服务业

广东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打造“广东服务”。

生产性服务业。重点发展总部经济、金融服务、现代物流、科技

服务、商务服务、新兴信息技术服务、电子商务、文化创意和设计服

务、服务外包等生产性服务业。打造总部经济发展载体,加快广州国

际金融城、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中德(佛山)工业服务区、珠

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等开发建设。积极发展金融产业,力争到 2020 年

金融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9%。加快现代物流业发展,大力发展

第三方、第四方物流和冷链物流、快递物流、供应链管理,实施物流

标准化服务示范工程,加快建设现代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和物流标准体

系。建设国家移动电子商务试点示范工程。大力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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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和示范园区，围绕先进制造业基地(园区)建设

配套生产服务中心。

“十三五”期间，广东将形成“一圈（珠三角生产性服务业核心

圈）三带（粤东、粤西、粤北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带）”的生产性服务

业发展布局。

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发展商贸服务、健康服务、家政服务、旅游

服务、体育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

广东省部分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主要承接园区

城市 主要产业承接平台

广州 广东自贸区广州南沙新区、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国际金融城、天河软件园、

海珠科技产业园

深圳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深圳国际大学园、深圳国际生物谷、深圳软件园

珠海 横琴粤港澳现代服务业聚集区、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信息产业园、珠海保税

区、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

佛山 中德( 佛山) 工业服务区、佛山软件产业园、佛山创意产业园、佛山国家火炬创

新创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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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 松山湖生态园、粤海产业园

惠州 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惠州市电子商务产

业园

江门 江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汕头 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3.海洋经济

广东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空间，加强海洋资源环境保护，提升海洋

空间资源开发利用水平。

优化海洋开发空间布局。加快建设珠三角海洋经济优化发展区和

粤东、粤西海洋经济重点发展区，积极构建粤港澳、粤闽、粤桂琼三

大海洋经济合作圈，以环珠江口湾、环大亚湾、大广海湾、大汕头湾、

大红海湾、大海陵湾六大湾区和雷州半岛“六湾区一半岛”为单元，

优化全省海洋空间分区规划，建设美丽海湾。

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优化提升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海

洋船舶等传统优势海洋产业，培育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工程装备

制造、海水综合利用等海洋新兴产业，集约发展临海石化、能源等高

端临海产业，加快发展港口物流、滨海旅游、海洋信息服务等海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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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

广东省海洋经济重

点产业区域布局产业

领域

重点发展区域

海洋生物医药 广州、深圳

海洋工程装备 广州、中山、珠海、深圳、江门

海洋电子信息 珠海、中山、江门、汕头

海洋船舶 广州、中山、珠海

海洋渔业 汕头、湛江、阳江、茂名、江门、中山

海洋交通运输 广州、深圳、汕头

高端临海产业 广州、惠州、湛江、阳江、珠海、茂名、江门

海水淡化及综合利用 深圳、湛江、汕头

广东省部分城市海洋经济主要产业承接平台

城市 主要产业承接平台

广州 广州国际生物岛、中船龙穴造船基地

深圳 深圳国家生物产业基地

珠海 珠海高栏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珠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园、中海油深水海洋工

程装备珠海基地

中山 中山健康产业基地、中山船舶制造基地

东莞 麻涌海洋工程装备基地

惠州 大亚湾石化工业区

江门 江门银洲湖中小型船舶基地

阳江 阳江海洋经济特色产业基地

湛江 南方海谷高新科技园、奋勇高新区

茂名 茂名滨海新区、白云江高(电白)产业转移工业园区

揭阳 揭阳海港经济区、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

汕尾 深汕特别合作区、汕尾(马宫)海洋渔业科技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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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相关手续

1.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

对外商投资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

企业设立及变更，实施备案管理。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为《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

年修订）》中限制类和禁止类，以及鼓励类中有股权要求、高管要求

的有关特别管理措施。外资并购设立企业及变更的，不适用备案管理。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具体事项及流程，参见广东省商务

厅网站“外资管理处-办事指南”栏目——《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

更备案办事指南》。

申报系统：外商投资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http://wzzxbs.mofcom.gov.cn）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可在广东省商务厅网站“外资管理处

-办事指南”栏目下载；也可在外商投资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办事指

南”栏目下载。

2.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审批

对外商投资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

业设立，实行审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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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合作各方洽谈

名称预核准(公司注册地工商行政管理局)

中方（合资、合作企业）或外方投资者（外资企业）向所在地县

或市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申报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同、章程（附

外经贸主管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所在地外经贸主管部门依据审

批权限进行审批或转报上级审批机关。

中方（合资、合作企业）或外方投资者（外资企业）

向审批机关申领批准证书

注册登记(注册地工商行政管理局)

企业成立

制作企业印鉴(企业所在地公安局)

申请企业代码(省技术监督局)

外汇登记 银行开户 税务登记 海关登记 财政登记

用工申请 商检手续 动植检手续 保险手续 出入境手续

①以上图示为申办外商投资企业的一般程序。

②投资总额低于 1 亿美元鼓励类、允许类的外商投资项目可直接

向市级商务主管部门申报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同、章程审批。

③对总投资（含增资）1 亿美元以上 10 亿美元以下的鼓励类，

允许类外商投资项目，除《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规定由国务院

有关部门核准的外，由广东省发改委负责备案，省商务厅负责审批合

同和章程。

④超过省级审批权限或须由国家统一管理的项目，上报国务院授

权审批的机关审批。

⑤设在各国家级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的项目，可直接向

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管委会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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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事登记

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广东省全面实施“五证合一”登记制度

改革，实行“一照一码”登记模式。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核发加载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

企业的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统计登记证

不再发放。

外商投资企业登记业务及流程，参见广东省工商局网站“办事指

南栏目-登记指南”栏目——《外商投资企业登记》。

4.外汇管理

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国家外汇管理局取消境内直接投资项下

外汇登记核准等行政审批事项，改由银行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

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及所附《直接投资

外汇业务操作指引》办理。

境内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事项及流程，参见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

分局网站“业务指南”栏目——《境内直接投资外汇业务操作指引（简

易版）》。

九、外商投资优惠政策

1.全省性重点优惠政策

◆土地政策

对符合《鼓励外商投资目录》的项目，优先安排土地利用计划指

标；

开辟外商投资项目用地预审和用地报批绿色通道，集中人员、集

中时间、集中地点进行并联审查，加快用地预审和用地报批速度；

对符合《广东省优先发展产业目录》且用地集约的外商投资工业

项目，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允许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

《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 70%执行。

◆科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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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现代产业 500 强项目、科技发展专项扶持资金，对符合《鼓

励外商投资目录》的项目开放；

鼓励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支持外商投资

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支持跨国公司和境外科研组织在广东建立研发总部或分支机构，

鼓励省内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与其建立联合研发中心或重点实验室，

并纳入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重点实验室和公共实验室的建设体

系。

◆财税政策

鼓励外商投资企业落户省产业转移工业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给予安排挖潜改造等专项资金；

加大对跨国公司到广东设立地区总部的支持力度，加强对跨国公

司地区总部的认定、服务和管理；

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

所得税；

对符合国家规定、海关管理类别为 B 类及以上的外商投资服务外

包企业，为从事技术先进型国际服务外包业务而进口的货物，实施保

税监管；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项目进口设备免征关税，进口

环节税先征后抵；

经资格审核，对符合规定的外资研发中心采购设备免、退税；

外商投资四类企业（鼓励类、产品出口型、先进技术型、研发中

心）利用四种资金（储备基金、发展基金、折旧费、税后利润）进口

自用设备、技术、配备件免征关税。

◆人才政策

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对符合条件的海外高层

次人才，在住房、医疗、子女上学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

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高管人员给予享受《广东省引进领军人才享

受特定生活待遇暂行规定》的相应待遇；

对符合《鼓励外商投资目录》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海外高管人员、

高层次人才，以及联合研发中心或重点实验室聘请的境外技术专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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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高层次人才，给予优先办理来华签证函电、来华工作许可、外国

专家证，协助办理延长在华停留签证手续。

2.广东自贸试验区创新政策措施

2016 年广东自贸试验区发布的“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

和“跨境金融”三大指数与挂牌前相比，分别增长了 42.1%、27.5%

和 62.2%。

◆投资便利化

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负面清

单之外的领域，外商投资项目实行备案制，并实行备案文件自动获取。

对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备案）、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和变更审批（备

案）、商事主体设立登记、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国税、地

税）、社保登记号、公章刻制备案等事项纳入“一口受理”，实行“一

门式一网式”办事服务模式；推行“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实现

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多证合一”、“十

三证三章”联办。

实行以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应用为重点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采用

统一的企业信用信息共享系统，创新失信联合惩戒和协同监管机制。

◆贸易便利化

自贸试验区内广州南沙保税港区、深圳前海湾保税港区等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实行“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的进出境监管服

务模式。珠海横琴新区片区按照国务院确定的“一线放宽、二线管住、

人货分离、分类管理”的原则实施分线管理。

境外进入广州南沙保税港区、深圳前海湾保税港区、珠海横琴新

区片区（以下简称围网区域）的货物，可以凭进口仓单先行进入，分

步办理进境申报手续；出口货物可以实行先报关、后进港的通关模式。

围网区域内仓储物流货物，免予检验检疫。

“互联网+易通关”系统。涵盖自助报关、提前归类审价、互动

查验、自助缴税等业务创新，满足企业随时随地通过互联网办理海关

业务的需求。

“智检口岸”信息化监管和服务平台，实现企业申报“零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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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距离、零障碍、零门槛、零费用、零时限”。已在跨境电商、市场

采购出口、平行汽车进口等业务领域广泛运用。

“智慧海事”平台，集成船舶、船员、船检、安检、船公司等各

类海事信息，实现船舶进出口岸预申报等制度，推出“先通关后查验,

船舶通关零待时”，实现集装箱班轮和邮轮即靠即卸。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2.0 版本，涵盖货物申报、运输工具申报、

跨境电商、物流动态等 18 个业务功能，联通海关、检验检疫、边检、

海事、商务、港务等 21 个业务部门，为企业提供一站式通关全程电

子化服务，实现部门之间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

全国首个全球质量溯源体系，对进出口商品实现“源头可溯、去

向可查”的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闭环监管。已覆盖一般贸易、跨

境电商、市场采购出口等贸易方式，涵盖食品、消费品、汽车等多个

商品品类。

国际转运自助 24 小时通关；横琴口岸 24小时通关。

◆金融创新

推进自贸试验区在跨境人民币业务领域的合作和创新发展，推动

以人民币作为自贸试验区与境外跨境大额贸易和投资计价、交易结算

的主要货币。率先实现跨境人民币贷款、跨境双向人民币债券、跨境

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和跨境双向股权投资等“四个跨境”，打通了区内

与境外（主要是港澳地区）双向融资通道。

在自贸试验区建立与粤港澳商贸、科技、旅游、物流、信息等服

务贸易自由化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

通过设立自由贸易账户和其他风险可控的方式，开展跨境投融资

创新业务。大幅简化经常项目外汇收支管理手续，开展全口径跨境融

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实现本外币跨境融资一体化管理。

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在 CEPA 框架下加快港澳金融机构入驻，

降低港澳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放宽港澳金融机构对合资金融企业的

持股比例限制。

率先实现粤港电子支票联合结算，自贸试验区公共服务领域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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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向粤港澳三地银行业开放，横琴片区推出全国首个跨境公交金融

IC 卡项目。

◆法律服务体系创新

出台《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试行办法》和《中国（广

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发布自贸试验区廉洁指数。

率先成立自贸试验区法院和检察院，跨行政区划管辖案件，实行

立案登记制和审执分离。

推行国际仲裁调解，已成立中国自贸区仲裁合作联盟、粤港澳商

事调解联盟以及国际航运、海事物流、国际金融等专业仲裁调解中心。

完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和维权援助机制，已建立知识产权巡回法

庭、国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国际法律查明

研究中心以及中科院电子数据取证实验室。

◆人才管理创新

自贸试验区对港澳及外籍高层次人才在出入境、在华停居留、项

目申报、创新创业、评价激励、服务保障等方面给予特殊政策。通过

特殊机制安排，推进粤港澳服务业人员资格互认。出台《关于促进中

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才发展的意见》、《中国（广东）自由

贸易试验区外籍高层次人才认定办法》等。

拥有霍英东研究院、“前海硅谷+孵化器加速平台”、粤港澳青

年创业工场、深港青年梦工场、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等多个创新创业

平台。

◆税收管理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试点的税收政策原则上可在广

东自贸试验区进行试点。

深圳前海对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

在前海工作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其在前海缴纳的工资薪金所

得个人所得税已纳税额超过应纳税所得额的 15%部分给予财政补贴。

珠海横琴对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

在横琴工作的香港、澳门居民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与香港、澳门个人所

得税税负差额予以补贴。

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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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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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资成本

全省平均水价项目 价格（元/立方米）

工业用水 2.09

经营服务性用水 2.80

行政事业性用水 2.06

居民生活用水 1.69

特种用水 4.75

全省平均电价

项目 价格（分/千瓦时）

大工业用电 74.26

非工业、普通工业用电 85.35

商业用电 93.79

农业生产用电 60.35

居民生活用电 62.58

大用户直供试点 —

备注：上述电价不含附加，含税。以上数据仅供参考，实际价格以当地主管部门公告为准。

全省最低工资标准

适用地区 月最低工资标准（元/月） 非全日制职工小时最

低工资标准（元/小时）

深圳 2130 19.5

广州 1895 18.3

珠海 1650 15.8

佛山、东莞、中山 1510 14.4

汕头、惠州、江门、肇庆 1350 13.3

韶关、河源、梅州、汕尾、阳江、湛

江、茂名、清远、潮州、揭阳、云浮

12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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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机构

国家及广东省相关政府部门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网 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北京市东长安街 2 号 100731 010-53771212 http://www.mofcom.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 北京市安定门外东后巷 28 号 4 号楼 100710 010-64515344 http://www.cipa.gov.cn/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州市东风中路305号 510031 020-83135078 http://www.gd.gov.cn

广东省商务厅 广州市天河路351号 510620 020-38819837 http://www.gdcom.gov.cn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办公室 广州市天河路351号广东外经贸大厦31楼 510620 020-38819908 http://www.china-gdftz.gov.cn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州市东风中路305号 510031 020-83138687 http://www.gddpc.gov.cn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广州市吉祥路100号 510030 020-83133200 http://www.gdei.gov.cn

广东省教育厅 广州市东风东路723号高教大厦 510080 020-37629052 http://www.gdhed.edu.cn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州市连新路171号科技信息大楼 510033 020-83163688 http://www.gdstc.gov.cn

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广州市米市路58号 510180 020-83372963 http://www.mzzjw.gd.gov.cn

广东省公安厅 广州市黄华路97号 510050 020-83832980 http://www.gdga.gov.cn

广东省监察厅 广州市合群三马路 510082 020-87195042 http://www.gdjct.gd.gov.cn

广东省民政厅 广州市越华路118号 510030 020-83185416 http://www.gdmz.gov.cn

广东省司法厅 广州市政民路51号 510405 020-86351202 http://www.gdsf.gov.cn

广东省财政厅 广州市北京路376号 510030 020-83170508 http://www.gdczt.gov.cn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州市教育路88号 510030 020-83332026 http://www.gdhrss.gov.cn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 广州市体育东路160号 510620 020-38817079 http://www.gdlr.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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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构 名 称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网 址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 广州市龙口西路213号 510630 020-87531751 http://www.gdep.gov.cn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州市东风中路483号粤财大厦（31楼-35楼）510045 020-83133500 http://www.gdcic.gov.cn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广州市白云路27号广东交通大厦 510101 020-83835328 http://www.gdcd.gov.cn

广东省水利厅 广州市天河区天寿路116号广东水利大厦 510635 020-38356290 http://www.gdwater.gov.cn

广东省农业厅 广州市先烈东路135号 510050 020-37288621 http://www.gdagri.gov.cn

广东省林业厅 广州市中山七路343号 510173 020-81835980 http://www.gdf.gov.cn

广东省文化厅 广州市东风东路701号 510080 020-37803000 http://www.gdwht.gov.cn

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广州市先烈南路17号大院省卫生厅办公大楼 510060 020-83828646 http://www.gdwst.gov.cn

广东省审计厅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361号 510630 020-87078003 http://www.gdaudit.gov.cn

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广州市沙面大街45号 510130 020-81218888 http://www.gdfao.gd.gov.cn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广州市越秀区二沙岛海山街8号 510105 020-87353226 http://www.qb.gd.gov.cn/

广东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广州市米市路58号 510180 020-83335545 http://www.gdtb.gov.cn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广州市天河北路600号 510630 020-85299455 http://www.gdltax.gov.cn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州市体育西路57号 510620 020-85587081 http://www.gdgs.gov.cn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 广州市沙面大街53号 510130 020-81108000 http://guangdong_sub.customs.gov.cn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广州珠江新城花城大道66号 510623 020-38290073 http://www.gdciq.gov.cn

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 广州市沿江西路137号 510120 020-81882150 http://www.safe.gov.cn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19号 510623 020-38358000 http://www.gd-n-tax.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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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地级以上市商务主管部门

机构名称 地址 邮编 电话 网址

广州市商务委员会 广州市东风西路 158 号 510170 020-38920417 http://www.gzboftec.gov.cn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深圳福田福中三路市民中心三楼 518035 0755-88103192 http://www.szjmxxw.gov.cn

深圳市投资推广署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 号 518034 0755-88107023 http://www.szinvest.gov.cn

珠海市商务局 珠海市人民东路 2 号人民政府机关大院五号楼 519000 0756-2605613 www.zhsswj.gov.cn

汕头市商务局 汕头市金涛庄东区 47幢外经贸大厦 515041 0754-88931866 http://www.stfet.gov.cn

佛山市商务局 佛山市汾江中路 135 号 528000 0757-83364852 http://www.fsboftec.gov.cn

韶关市商务局 韶关市风度北路 125 号市政府大楼 8 楼 512002 0751-8883451 http://www.sgbc.gov.cn

河源市商务局 河源市新市区凯丰路 1 号 517000 0762-3387036 http://www.hyboftec.gov.cn/

梅州市商务局 梅州市江南路 99 号 514021 0753-2256825 http://www.mzboftec.gov.cn

惠州市商务局 惠州市南门路 45 号 516001 0752-2231649 http://www.hzfet.gov.cn

汕尾市商务局 汕尾市城区香城路外经贸大厦 516600 0660-3367493 http://www.swboftec.gov.cn

东莞市商务局 东莞市莞太路 33 号 523071 0769-22806506 http://www.dgboftec.gov.cn

中山市商务局 中山市中山二路 57 号 528400 0760-89892378 http://www.zsboc.gov.cn

江门市商务局 江门市白沙大道西 10号 529000 0750-3507332 http://www.jmwjm.gov.cn

阳江市商务局 阳江市江城区金碧路 58 号 529500 0662-3361879 http://www.yjbc.gov.cn

湛江市商务局 湛江市赤坎南方路 31号 524000 0759-3620101 http://www.zjbofte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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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地址 邮编 电话 网址

茂名市商务局 茂名市光华北路 10 号商务大楼 525000 0668-2288750 http://mmswj.maoming.gov.cn

肇庆市商务局 肇庆市江滨西路 18 号 526020 0758-2828373 http://www.zqfte.gov.cn

清远市商务局 清远市清城区人民二路市行政服务中心 7 楼 511518 0763-3363854 http://www.qyboc.gov.cn

潮州市商务局 潮州市潮州大道南段外经贸大楼 521011 0768-2398226 http://www.czboftec.gov.cn

揭阳市商务局 揭阳市沿江路市政府大楼 1 楼 522000 0663-8222947 http://www.jyboc.cn

云浮市商务局 云浮市云城区兴云东路 120 号 527300 0766-8833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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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驻穗总领事馆

派遣国名 设馆日期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美国 1979.08.31 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就路 43 号 510623 020-38145000 020-38145650

日本 1980.03.01 越秀区环市东路 368 号花园酒店东楼 1-3 楼 510064 020-83343009 020-83338972

泰国 1989.02.12 海珠区赤岗领馆区友和路 36 号 510310 020-83858988 020-83889567

波兰 1989.07.22 荔湾区沙面大街 63 号 510133 020-81219993 020-81219996

澳大利亚 1992.12.09 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3 号发展中心 10楼 C、11楼、12 楼 510623 020-38140111 020-38140112

越南 1993.01.18 越秀区侨光路华夏大酒店 A 座 6 楼 510115 020-83305911 020-83305915

马来西亚 1993.10.24 天河区天河北路 233 号中信广场 19 楼 510613 020-38770765 020-38770769

德国 1995.11.07 天河区天河路 208 号粤海天河城大厦 14 楼 510620 020-83130121 020-85168133

英国 1997.01.14 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22层 510623 020-83143000 020-83312799

法国 1997.04.24 越秀区环市东路 339 号广东国际大厦主楼 8 楼 810 室 510098 020-28292000 020-28292001

菲律宾 1997.05.23 越秀区环市东路 339 号广东国际大厦主楼 7 楼 706-712 室 510098 020-83311461 020-83330573

荷兰 1997.09.15 天河区天河路 208 号粤海天河城大厦 34 楼 510620 020-38132200 020-38132299

加拿大 1997.11.20 天河区天河路 385 号太古汇一座 26 楼 510620 020-86116100 020-86116196

柬埔寨 1998.07.01 越秀区环市东路 368 号花园酒店东楼 8 楼 804-808 室 510064 020-83879005 020-83879006

丹麦 1998.09.23 越秀区流花路中国大酒店商业大厦 15 楼 1578 室 510015 020-86660795 020-86670315

意大利 1998.11.04 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8 号合景国际金融广场 14 楼 510623 020-38396225 020-8550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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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国名 设馆日期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韩国 2001.08.28 海珠区赤岗领事馆区友邻三路 18号 510310 020-29192999 020-29192980

印度尼西亚 2002.12.12 越秀区流花路 120 号东方宾馆 1 号楼 2 楼 1201-1223 室 510016 020-86018772 020-86018773

瑞士 2005.10.10 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 62 号侨鑫国际金融中心 27 层 510623 020-38330450 020-38330453

比利时 2005.12.20 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10 号富力中心 702室 510623 020-38772356 020-38772353

新加坡 2006.04.13 天河区天河北路 233 号中信广场 2418 室 510613 020-38912345 020-38912933

古巴 2006.11.08 天河区珠江新城华明路 9 号华普广场西塔 2411 房 510635 020-22382603/04 020-22382605

新西兰 2007.04.26 天河区天河路 385 号太古汇一座 3006 室 510620 020-89319600 020-89319610

俄罗斯 2007.04.05 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3 号发展中心 26楼 A 单元 510623 020-85185001 020-85185099

希腊 2007.05.15 天河区林和中路 8 号海航大厦 2105室 510610 020-85501114 020-85501450

印度 2007.10.18 天河区林和中路 8 号海航大厦 14楼 1－4 室 510610 020-85501501/05 020-85501510

奥地利 2007.11.25 天河区天河路 208 号粤海天河城大厦 1202室 510620 020-85160047 020-85160601

挪威 2008.02.18 天河区天河北路 233 号中信广场 1802 室 510613 020-38113188 020-38113199

科威特 2008.02.21 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57 号南雅中和广场 10A-10D 510623 020-38078070 020-38078007

墨西哥 2008.04.25 天河区天河路 208 号粤海天河城大厦 2001室 510620 020-22081540 020-22081539

巴基斯坦 2008.06.27 天河区天河路 228 号广晟大厦 705-706 室 510620 020-85505679 020-85505682

以色列 2009.03.22 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3 号发展中心 19楼 510623 020-85130509 020-85130555

西班牙 2009.06.14 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10 号富力中心 5 楼 510623 020-38928909 020-38927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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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国名 设馆日期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埃塞俄比亚 2009.06.14 天河区华夏路 28 号富力盈信大厦 1712 室 510623 020-38350575 020-38350585

阿根廷 2009.07.21 天河区天河路 208 号粤海天河城大厦 2405室 510620 020-38880328 020-38880326

厄瓜多尔 2009.09.08 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10 号富力中心 1801室 510623 020-38927650 020-38927550

巴西 2010.04.15 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10 号富力中心 1403室 510623 020-83652236 020-83652203

智利 2010.12.29 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10 号富力中心 9 楼 05 单元 510623 020-38928270 020-38928275

马里 2011.07.18 天河区天河路 228 号广晟大厦 2201室 510620 020-38330349 020-38060452

乌干达 2011.08.15 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28 号富力盈信大厦 28 楼 2812 单元 510623 020-38686506 020-38686561

伊朗 2011.12.23 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57 号中和广场 8B1 510623 020-83278495 020-83278491

土耳其 2012.01.12 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3 号发展中心 23A 510623 020-37853093 020-37853496

斯里兰卡 2012.03.27 越秀区环市东路 368 号花园酒店 M02 510064 020-83652857 020-83652857

乌克兰 2012.05.30 天河区天河北路 233 号中信广场 1407 室 510613 020-38773755 020-38773513

老挝 2013.09.23 越秀区环市东路 339 号广东国际大厦主楼 11 楼 1103 室 510098 020-83340710 020-83327306

秘鲁 2013.10.02 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3201室 510623 020-66311810 020-66311804

吉尔吉斯斯坦 2014.04.08 天河区天河路 228 号广晟大厦正佳广场 707室 510620 020-38013875 020-38013472

尼日利亚 2014.07.09 天河区天河路 228 号之一广晟大厦 902-03 单元 510620 020-85219781 020-85219285

科特迪瓦 2014.07.12 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16 号富力盈凯广场 1011、1012 单元 510623 020-38368416 020-38368415

刚果（布） 2014.08.15 天河区花城大道 68 号环球都会广场 2407、2408 单元 510623 020-87574052 020-8757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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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国名 设馆日期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哥伦比亚 2014.12.12 天河区珠江新城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3612 室 510623 020-88834826 020-88834829

安哥拉 2015.11.06 天河区林和西路 1 号广州国际贸易中心 6 楼 02 单元 510610 / 020-85165417

卡塔尔 2015.11.10 天河区珠江新城冼村路 5 号环球都会广场 26 层（01-04）单元 510623 020-88833888-8302 020-88833969

阿联酋 2016.06.15 天河区珠江新城冼村路 5 号凯华国际中心 24 楼（05-07）单元 510623 020-85279857 020-85279863

赞比亚 2016.06.28 越秀区环市东路 339 号广东国际大厦裙楼 5 楼 505 室 510098 / 020-83772383

沙特阿拉伯 2017.01.01 / / / /

塞内加尔 2017.03.0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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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广东省部分科技孵化器

机构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网址

广州海珠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广州市广州大道南敦和路 189 号科技园 020-89225151/6132 http://www.cy-center.com

广东拓思软件科学园有限公司 广州科学城彩频路 11 号 020-32068333 www.gdsoftpark.com

广州国际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揽月路 3 号 020-32290623 http://www.gibi.com.cn

中国科协广州科技园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道蓝玉四街 9 号 020-82219249/3767 http://www.gzstp.com

中国科技开发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高新南一道 0755-26551888 http://www.castd.net

东莞松湖华科产业孵化有限公司 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南路 6 号 0769-22899128 http://www.sohovark.com

广东东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市常平镇新南路科技园 k 座 0769-82822388 http://www.gd-dongke.com.cn

广州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广州市天河东路 240、242号 020-87502959 http://www.gzcxcy.com

华南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381号 020-62860888 http://www.nspscut.com.cn

广州火炬高新技术创新服务中心 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揽月路 80 号广州科技创新基

地综合服务楼 709室

020-32290810 http://www.entrepark.com

广州中山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135号中大科技园 A座

1501-1503 室

020-84115999 http://sysusp.sysu.edu.cn

广州科信光机电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东路 36号 020-38203128 http://www.gzkxfhq.com

广州启盛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新港东路 2433号 020-89449810 http://www.qs-h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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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网址

深圳市留学生创业园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新区南区留学生创业大厦 2101 室 0755-86329000 http://www.szchuangye.com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深圳市深南大道 10128 号南山数字文化产业基地

西座二楼

0755-26470455 http://cyzx2016.tianv.net

深港产学研基地 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深港产学研基地大楼 0755-26737441 http://www.ier.org.cn

深圳硅谷大学城创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西丽大学城创业园二楼

220 室

0755-86363330/

26984366

http://www.szubp.com.cn

深圳虚拟大学园管理服务中心 深圳市高新区南区深圳虚拟大学园大楼 0755-26551558 http://www.szvup.com

中海信科技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布澜大道中海信创新产业

城 19A栋 4 层

0755-33112288 http://www.zhxihc.com

珠海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港乐路 1 号 5 层 0756-3629999 https://www.zhhbi.com

佛山新媒体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国家高新区禅城园物华路 7座一楼 0757-8803866 http://www.news0101.com

惠州仲恺高新区科技园有限公司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惠风东二路 16 号 C 栋 201 0752-7831535 http://www.zkkjy.com

惠州市惠南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 0752-7163970 http://www.huinankc.cn

东莞市高盛科技园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城区白马宏图路东莞市家居装饰城管理

中心一楼

0769-22982888 http://www.dggosungroup.com

东莞市天安数码城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城区黄金路 1 号 0769-22999888 http://dg.tianan-cyber.com

东莞市中科云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市松山湖高新区南山路 1 号 0769-88009999 http://www.cimc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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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网址

广州联炬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北太路 1633号民营科技园科盛路 1

号

020-62853163 http://www.unitorch.com

广州五行数字创意园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 788 号 020-84295659 http://www.5idea.com.cn

深圳市龙岗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清林西路留学生创业园 0755-28938005 http://www.kjcy.lg.gov.cn

深圳生物孵化器管理中心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一道 10 号生物孵化器大楼

1-306

0755-26031638 http://www.bio-incubator.cn

佛山火炬创新创业园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二路 0757-82583999 http://www.torchpark.com.cn

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东莞市松山湖高新区中心区 0769-22891329 http://www.dghg.org

广州视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学城科学大道 33号 020-32299688 http://www.gzshilian.cn

广州瑞粤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萝岗区)科学城南翔支路

1 号

020-82497959 http://www.ruiyue.org

珠海新经济资源开发港有限责任公司 珠海市唐家湾镇哈工大路 1 号博士楼 B301 0756-3392830/483 http://www.hithb.com

东莞市衣电园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镇太宝路 139号 0769-85161678 http://www.hmecp.com

广东顺博创意产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大良凤翔路 41号 0757-22313778 http://www.shundeidea.com

佛山天安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桂城简平路 1号天佑创富大厦 B座

1606 室

0757-86326878 http://fs.tianan-cyber.com

广东宏太智慧谷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思成路 19 号宏太智慧谷 020-38966168 http://www.htvall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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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广东省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所在地市 学校名称

广州市（11 所）

广州日本人学校

广州恩慧学校

广州美国人国际学校

广州奥伊斯嘉日本语幼儿园

广州誉德莱国际学校

广州南湖国际学校

增城裕达隆国际学校

广州英国学校

广州韩国学校

广州南方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广州爱莎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深圳市（8 所）

深圳蛇口国际学校

蛇口科爱赛国际学校

深圳韩国国际学校

深圳深美国际学校

深圳日本人学校

深圳南山国际学校

深圳观澜湖国际学校（筹设）

深圳贝赛斯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珠海市（2 所） 珠海科爱赛国际学校

珠海国际学校

惠州市（1 所） 中海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国际学校

东莞市（3 所）

东莞文盛国际学校

东莞科爱赛国际学校

东莞依仕顿国际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