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人内地生活小百科—山東篇 

 

 

 

 

 

 

 

香港人内地生活小百科 

—山東篇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駐山東聯絡處



香港人内地生活小百科—山東篇 

 

前言 

隨著香港與內地在各方面聯繫日益緊密、交流日益頻繁，越來越多香港人居住

或往返內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山東聯絡處編制這本小冊子，目的在於向打算

或已在山東工作、生活、經商、投資及就學的香港人提供各方面基本的資訊。 
為方便讀者搜索所需資料，小冊子分為四個部份： 
第一部份：初到山東篇－介紹山東省的基本資訊及初到山東需要辦理的手 

續； 
第二部份：來魯目的篇－介紹有關港人在山東省就業、就學、投資和旅遊 

等各方面資訊和應注意的事項； 
第三部份：在魯生活篇－介紹住房、交通與郵遞、銀行服務與理財投資、 

婚姻與生育、就醫、意外及傷亡、涉案及法律服務等生活各方 
面的資訊；及 

第四部份：赴港及隨遷篇－介紹子女赴港和內地親屬赴港定居的手續辦理 
資訊。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駐山東聯絡處簡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山東聯絡處（“駐山東聯絡處”）於 2015 年 4 月成立，

隸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駐滬辦”），成立目的在於進

一步加強香港與山東省、市的聯繫。 
自成立以來，駐山東聯絡處一直擔當香港與山東之間的重要橋樑，除了與省、

市的政府和非政府機構緊密聯繫、向它們提供有關特區的資料、促進兩地在經貿、

投資和文化等範疇上的交流和合作外，亦會時刻向特區政府彙報山東的最新發展情

況。駐山東聯絡處的主要職責包括： 
◇ 促進香港與山東省、市的聯繫； 
◇ 加強經貿聯繫； 
◇ 推廣香港；以及 
◇ 支援和協助港人港商。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歡迎瀏覽駐滬辦網頁相關部份：http://www.sheto.gov.hk/。 
 

聯絡方式 
臨時辦公室地址：濟南市歷下區泉城路 26 號世茂國際廣場 E 座公寓 1609 室 
郵編：250014 
電話：+86 531-8880 7137 
傳真：+86 531-8880 9129  
電郵：sdlu@sheto.gov.hk 
辦公時間：8:30-12:30；13:30-17:30（星期一至星期五，內地公眾假期除外） 

http://www.sheto.gov.hk/
mailto:enquiry@shet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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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初到山東篇 

一、山東概況 

山東省位於中國東部，地處黃河下游，境域包括山東半島和內陸兩部份。

山東半島突出於渤海與黃海之間，同遼東半島相對；內陸部份自北而南與河北、

河南、安徽和江蘇四省接壤，是中國東部沿海經濟大省。山東是東夷文化的主

要發源地，更是齊魯文化的誕生地，有著悠久豐厚的文化底蘊，自然風光秀麗，

文物古跡眾多，民俗風情豐富多彩，素有“孔孟之鄉，禮儀之邦”的美譽。 
 

1.人口 

據 2016 年山東統計年鑒，截至 2015 年末，山東省全省常住人口為

9,847.16 萬人。 
其中，濟南的常住人口為 713.2 萬，青島的常住人口為 909.7 萬，煙台的戶

籍人口為 701.4 萬，威海的戶籍人口為 280.5 萬。 
 

2.行政區劃 

截至 2015 年 12 月，山東省全省行政區域面積為 15.8 萬平方公里，現轄濟

南、青島、煙台、威海、淄博、棗莊、東營、濰坊、濟寧、泰安、日照、萊蕪、

臨沂、德州、聊城、濱州及菏澤 17 個地級市，縣級單位 137 個（市轄區 51 個、

縣級市 28 個、縣 58 個）以及鄉鎮級行政單位 1,826 個（街道 636 個、鄉 75 個、

鎮 1,115 個）。 
 

(1)濟南 
中國山東省省會，位於山東中西部，是山東省政治、經濟、文化、科技、

教育和金融中心，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也是國家批准的十五個副省級城市之一。

濟南擁有 2,700 多年的歷史，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因境內有“七十

二名泉”而被稱為“泉城”，並素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

美譽。濟南交通發達，是全省公路網路中心和高速公路中心樞紐。 
行政區劃 

截至 2015 年 12 月，行政區域面積 7,998.4 平方公里，現轄歷下區、市中區、

歷城區、槐蔭區、天橋區、長清區、章丘區、平陰縣、濟陽縣及商河縣共七區

三縣，90 個街道辦事處、兩個鄉及 51 個鎮。其中： 
歷下區 

位於濟南市東南部，是濟南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山東省政府、省人

大、省政協、濟南市政府皆設於此地；著名學府山東大學、山東師範大學；濟

南三大名勝千佛山、趵突泉、大明湖；大型商圈，以及滿有老街特色的芙蓉街

亦雲集於此。 
市中區 

http://www.baidu.com/link?url=x_l-PsMiDiDBsDzsszys6bH5_HTffMQzBITf_FqxGBW
http://www.baidu.com/link?url=x_l-PsMiDiDBsDzsszys6bH5_HTffMQzBITf_FqxG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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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濟南市中南部，是濟南市經濟中心地帶，正計劃成為“國家級示範中

央商務區”；歷史文化底蘊深厚，擁有江北地區最大的文化市場——英雄山文

化市場；山東財經大學、濟南大學、山東大學南校區等高等院校同時雲集。 
歷城區 

濟南最大的市轄區、“全國綜合實力百強市轄區”、科技發展基礎雄厚，

全國第三大電子科技市場山大路科技市場設於此區。人文旅遊資源豐富，擁有

國家 4A 級景區紅葉谷、跑馬嶺野生動物世界等大型休閒景區、濟南最早吸取

西方文明和最早對外開放的地區之一的洪家樓地區，且駐有山東大學、山東建

築大學、山東農科院等 30 多所高等院校。 
 

(2)青島 
中國東部重要的經濟中心和港口城市，地處山東半島東南部沿海，與朝鮮

半島隔海相望，也是全國首批沿海開放城市。風景秀麗、氣候宜人，旅遊業發

達。 
行政區劃 

截至 2015 年 12 月，行政區域面積 11,282.0 平方公里，現轄市南區、市北

區、黃島區、李滄區、嶗山區、城陽區、膠州市、即墨市、平度市、萊西市共

六區四市，102 個街道辦事處及 43 個鎮。其中： 
市南區 

地處青島市南部，青島市人民政府、青島市多個學科科學技術發展研究所

建設及青島火車站的所在地，政治、文化、金融中心匯集，是青島的心臟地帶。

市南區以“紅瓦綠樹”、“歐陸風情”成為著名的海濱遊覽勝地，並集中了全

市 80%以上的旅遊景點。 
市北區 

位於青島市中部偏南，擁有全國知名的特大型深水港口青島港，多家國際

知名企業林立；人文資源集聚，商業繁華，擁有歷史文化街區、青島啤酒街，

以及全市最大的商業街台東步行街。 
李滄區 

位於青島市中部偏北，該區近年發展迅速，大型商場林立，交通便利，擁

有鐵路青島北站，2014 年青島世園會亦曾在此區舉辦。 
 
(3)煙台 

地處山東半島東部，瀕臨黃海和渤海，有一望無垠的金沙碧浪、景觀奇妙

的大小島嶼以及聞名遐邇的蓬萊仙閣，是著名的旅遊度假勝地。 
行政區劃 

截至 2015 年 12 月，行政區域面積 13,851.5 平方公里，現轄芝罘區、福山

區、牟平區、萊山區、龍口市、萊陽市、萊州市、蓬萊市、招遠市、棲霞市、

海陽市、長島縣共四區七市一縣，67 個街道辦事處、六個鄉及 81 個鎮。其中： 
芝罘區 

位於煙台市東北部，三面環山，一面臨海，其北部有中國最大和世界最典

型的陸連島——芝罘島因而得名。作為市中心區，芝罘區以商貿、餐飲、娛樂、

旅遊及服務為主。魯東大學、煙台火車站以及煙台汽車總站均坐落於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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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山區 
近年新興起的中心城區，道路寬敞，日益繁華，其西北面與芝罘區毗連。

此區是煙台市政府、煙台大學、山東工商學院、濱州醫學院三所高等院校以及

已於 2014 年啟用的煙台南站的所在地。 
 
(4)威海 

山東半島東端，北東南三面瀕臨黃海，東與朝鮮半島隔海相望，以第二及

第三產業為主，與韓國仁川自由經濟區一起作為中韓自貿區地方經濟合作示範

區。 
行政區劃 

截至 2015 年 12 月，行政區域面積 5,797.0 平方公里，現轄環翠區、文登區、

榮成市、乳山市共兩區兩市，23 個街道辦事處及 48 個鎮。其中： 
環翠區 

威海市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中心。威海市政府、山東大學威海分校、

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分校）等高等院校皆位於此區。 
文登區 

旅遊資源豐富，素有“溫泉之都”的美譽，擁有兩家（天沐溫泉度假區及

湯泊溫泉度假區）國家 4A 級景區。 
 

(5)山東省其他 13 個地級市簡介 
淄博 

淄博位於山東中部魯中山區與魯北平原的交接地帶，歷史悠久、文化底蘊

深厚，絢麗多姿的自然風光和內涵豐富的人文景觀交相輝映。其中臨淄區作為

春秋戰國時期“春秋五霸之首，戰國七雄之冠”的齊國都城長達 800 年之久，

是著名的齊文化的發祥地。 
棗莊 

棗莊位於山東省南部，京杭大運河台兒莊段從南部穿過。棗莊旅遊資源豐

富，風景名勝眾多，人文古跡薈萃，素有“魯南明珠”之稱。 
東營 

東營位於山東省北部黃河三角洲地區，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經這裡流

入渤海。唐太宗東征時，曾在此安營紮寨，因設東營和西營而得名。東營是一

座既古老又年輕的城市，源遠流長的齊魯文化和黃河文明在這裡得到和諧的融

合與統一。 
濰坊 

濰坊位於山東半島中部，素有“膠東走廊”之稱，是歷史上著名的手工業

城市。其中濰坊製作風箏歷史悠久，工藝精湛，是風箏的故鄉，被稱為“世界

風箏之都”，又曾稱為濰都和鳶都。在清乾隆年間更有“南蘇州、北濰縣”之

稱，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風箏產地和集散地。 
 
濟寧 

濟寧文化底蘊深厚，是軒轅黃帝、少昊、以及孔子、孟子、顏子、曾子和

子思子五大聖人的故鄉，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和儒家文化發源地。京杭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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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經濟寧 230 公里，是重要南北交通樞紐，元明清三朝均設有最高司運機構

河道總督衙門，使濟寧成為聲名顯赫的“運河之都”。 
泰安 

泰安位於山東省中部，歷史文化悠久，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在公元前

200 年曾設為“泰山郡”，寓意“泰山安則四海皆安”，泰安由此得名。泰山

是歷代帝王封禪祭天的神山，被譽為“五嶽之首”，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徵和

華夏文化的縮影。 
日照 

日照位於山東半島南端，以“港連陸橋”而顯要，東與韓國和日本隔海相

望，擁有 64 公里沙質海岸，因“日出初光先照”而得名，是太陽文化的發祥地，

現今又是一座新興的海濱旅遊城市。 
萊蕪 

萊蕪位於山東省中部，素有“魯中明珠”和“綠色鋼城”的美譽，擁有長

達 2,000 多年的冶鐵史。萊蕪是中國國際航空體育節的永久舉辦地，被稱為

“航空運動之城”。 
臨沂 

臨沂是山東省面積最大的地級市，歷史文化悠久。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

時期，沂蒙老區是著名的革命根據地、山東解放區的首府和華東地區革命鬥爭

的指揮樞紐，被譽為華東“小延安”，大量的革命遺跡構成豐富的紅色文化。 
德州 

德州是山東的北大門，有著“南北借力、東西逢源”的地緣優勢，自古就

有“九達天衢，神京門戶”之稱。德州皇明太陽能博物館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展

示太陽能發展歷史和未來的博物館，而中國太陽谷是德州—中國太陽城的重要

標誌。 
聊城 

聊城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位於華東、華北和華中三大行政區交界處，京

杭大運河和黃河亦在此交匯。聊城城區獨具“江北水城”特色，被譽為“中國

北方的威尼斯”。 
濱州 

濱州的歷史文化可以上溯到 5,000 多年前，早在新石器時代，就有人類繁

衍生息，是黃河文化和齊文化的發祥地之一。五代時期地方行政建置濱州，以

瀕臨渤海而得名。 
菏澤 

菏澤歷史文化悠久，是伏羲之桑梓，堯舜之故里，因南有菏山，北有雷澤，

故名“菏澤”。菏澤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牡丹繁育、栽培、科研、加工、出口

和觀賞基地，菏澤牡丹品種繁多，花色奇麗，自古就有“曹州牡丹甲天下”之

譽，2012 年被命名為“中國牡丹之都”。 
 

 

3.山東省政府與 17 個地級市政府網址 

如欲了解山東省政府與 17 個地級市政府的行政事務，請瀏覽以下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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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政府 網址 
山東省人民政府 http://www.shandong.gov.cn/ 
17 個地級市政府 網址 
濟南市人民政府 http://www.jinan.gov.cn/ 
青島市人民政府 http://www.qingdao.gov.cn/ 
煙台市人民政府 http://www.yantai.gov.cn/ 
威海市人民政府 http://www.weihai.gov.cn/ 
淄博市人民政府 http://www.zibo.gov.cn/ 
棗莊市人民政府 http://www.zaozhuang.gov.cn/ 
東營市人民政府 http://www.dongying.gov.cn/ 
濰坊市人民政府 http://www.weifang.gov.cn/ 
濟寧市人民政府 http://www.jining.gov.cn/ 
泰安市人民政府 http://www.taian.gov.cn/ 
日照市人民政府 http://www.rizhao.gov.cn/ 
萊蕪市人民政府 http://www.laiwu.gov.cn/ 
臨沂市人民政府 http://www.linyi.gov.cn/ 
德州市人民政府 http://www.dezhou.gov.cn/ 
聊城市人民政府 http://www.liaocheng.gov.cn/ 
濱州市人民政府 http://www.binzhou.gov.cn/ 
菏澤市人民政府 http://www.heze.gov.cn/ 

 

4.山東氣候 

山東省氣候溫和，雨量集中，四季分明，屬於暖溫帶季風氣候。全省年平

均氣溫基本遵循由西南向東北遞減的分布規律，地區差別不大，多數都在 13°C
左右。山東省大部份地區年平均降雨量在 600～750 毫米之間，其分布南多北少。

山東春季天氣多變，乾旱少雨多風沙；夏季盛行偏南風，炎熱多雨；秋季天氣

晴爽，冷暖適中；冬季多偏北風，寒冷乾燥。山東境內的房屋一般都有供暖設

備，冬季會集中供暖，但具體的供暖時間每年不固定。 
濟南 

屬於暖溫帶氣候區，由於所處的地理位置，形成了夏熱冬冷、四季分明的

大陸性季風氣候。濟南四季氣候的特點是：春季風多乾燥，夏季炎熱多雨，秋

季天高氣爽，冬季乾冷期長。年平均氣溫約 14.7°C，年平均降雨量約 670 毫米。

最冷月為一月，月平均氣溫約為-0.4°C，最熱月為七月，月平均氣溫約為 27.5°
C。主導風向西南和東北，其次是偏東、偏北和偏南，最少的是西北風。主要

氣象災害有：大風、霜凍、冰雹、暴雨洪澇、乾旱、霧和雷電等。 
青島 

地處北溫帶季風區，瀕臨黃海，兼備季風氣候與海洋氣候特點，空氣濕潤，

降水適中，雨熱同季，氣候宜人；冬季氣溫偏高，春季回暖緩慢，夏季炎熱天

氣較少，秋季降溫遲緩。全年平均氣溫約 12.7°C，最熱月出現在八月，月平均

氣溫約為 25.3°C；最冷月出現在一月，月平均氣溫約為-0.5°C。青島市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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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量約為 660 毫米，大部份集中在夏季，六至八月份的降雨量約佔全年總降

雨量的 57%。青島因地處浩瀚大海的環抱，具有明顯的海陸風特點。青島風速

最大的季節，出現在三至五月份，七至九月是青島風速最小的季節。 
煙台 

地處中緯度，位於山東半島東部，瀕臨黃海與渤海，氣候屬暖溫帶季風型

大陸性氣候，與同緯度內陸地區相比具有雨水適中，空氣濕潤，氣候溫和的特

點，可謂冬無嚴寒，夏無酷暑，依山傍海，氣候宜人，四季分明。煙台市常年

平均的年降雨量約為 670 毫米，主要集中在六至九月，佔年總降雨量的 70%。

煙台的年平均氣溫約 12.6°C，最冷的一月份，平均溫度約-1.2°C，最熱的七月

份，平均溫度約 24.8°C。 
威海 

屬於北溫帶季風型大陸性氣候，四季變化和季風進退都較明顯。與同緯度

的內陸地區相比，具有雨水豐富、年溫適中、氣候溫和的特點。威海由於瀕臨

黃海，受海洋的調節作用，表現出春冷、夏涼、秋暖、冬溫，晝夜溫差小、無

霜期長、大風多和濕度大等海洋性氣候特點。全市年平均氣溫約 11.9°C，年平

均降雨量約為 730 毫米。 
       

5.公眾假期 

內地的公眾假期一般安排如下： 
節日 放假天數 放假時間 

元旦 每年一月一日，全國放假一天 慣例是將最近的一個周末調休到一

月一日前後，總共連續休假三天 

春節 
每年農曆正月初一至正月初

三，一般在西曆一月或二月

份，全國放假三天 

慣例是將最近的兩個周末調休到春

節假期前後，總共連續休假七天 

清明節 每年農曆清明節當日，一般在

西曆四月份，全國放假一天 
慣例是將最近的一個周末調休至清

明節前後，總共連續休假三天 

勞動節 每年五月一日，全國放假一天 慣例是將最近的一個周末調休至五

月一日前後，總共連續休假三天 

端午節 每年農曆五月初五，一般在西

曆六月份，全國放假一天 
慣例是將最近的一個周末調休至端

午節前後，總共連續休假三天 

中秋節 每年農曆八月十五，一般在西

曆九月份，全國放假一天 

中秋節假期為每年農曆八月十五當

日，慣例是將最近的一個周末調休

到中秋節前後，總共連續休假三天 

國慶日 每年十月一日至三日，全國放

假三天 

慣例是將最近的兩個周末調休至十

月一日至三日前後，總共連續休假

七天 
國務院每年十二月會在其網站上發布下一年的節假日放假安排。欲了解詳

情，請參考有關官方網站：http://www.gov.cn/zheng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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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貨幣 

內地的官方貨幣為人民幣。目前在外流通的紙幣面值有一元、五元、十元、

20 元、50 元、100 元及一角、二角、五角；硬幣面值有一角、五角和一元。濟

南遙牆國際機場、青島流亭國際機場、煙台蓬萊國際機場和大型銀行的各個分

行及部份賓館均提供貨幣兌換服務。此外，濟南、青島和煙台等街頭也有外幣

兌換店可以兌換貨幣，但一般收取手續費。 
濟南、青島和煙台機場提供貨幣兌換的詳情如下： 

機場 濟南遙牆國際機場 青島流亭國際機場 煙台蓬萊國際機場 

地點 

七、八號門二樓國

際出發大廳（東方

航空 41 號值機台旁

邊） 

二樓六號門 候機樓一樓大廳問

詢台對面 

開放時間 6：00 - 20：00 6：00 - 21：30 8：30 - 17：00 

電話（＋86） 186 6892 0307 （532）8378 9646 
（535）5139 281 
（535）5139 282 

兌換限額 
擁有內地身份證的居民每次可兌換限額為美金 5,000 元，港澳

台居民及外籍人士每次可兌換限額為美金 1,000 元。如需進行

大額兌換，則要提前進行預約。 
兌換幣種 人民幣、美元、日元、英鎊、歐元和港幣等多個幣種 
 

7.電壓 

內地的生活用電壓為 220 伏，與香港相同。在香港購買的電器在內地使用

不需要轉換電壓。但需注意的是，內地慣用的電源插頭形狀與香港不同，在內

地使用在香港購買的電器需要使用插頭形狀轉換器。 
 

二、港人証件手續辦理 

1.往來內地所需證件 

(1)中國公民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簡稱“回鄉卡”或“回鄉證”，是香港居

民中的中國公民來往內地使用的通行證件。“回鄉卡”有效期分為五年和十年。

申請人若年滿 18 周歲，其“回鄉卡”有效期為十年；未滿 18 周歲的“回鄉卡”

有效期則為五年。該證件在有效期內可多次使用。香港居民申請“回鄉卡”，

須向香港中國旅行社提出申請。申請人可事先在網上預約申請“回鄉卡”，以

節省辦理時間。相關網頁：http://www.ctshk.com/passport/bookrep.htm。 
其他詳情可參考網頁：http://www.ctshk.com/visa/chinaPermit.htm#。 
若遇上“回鄉卡”損毀或持證人身份訊息變更等情況，持證人可以憑原有

“回鄉卡”及香港身份證向香港中國旅行社申請換發新證。 

http://www.ctshk.com/passport/bookrep.htm
http://www.ctshk.com/visa/chinaPermi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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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香港遺失“回鄉卡”，須憑本人的香港身份證到香港中國旅行社申辦

補發新證。如果在內地遺失“回鄉卡”，應立即向遺失地公安派出所報失，並

取得報失證明，然後連同其他身份證明文件及內地居住證明到當地公安機關出

入境管理部門申領一次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通行證》（俗稱“臨通”），

以便在該通行證有效期內出境時使用；亦可通過港中旅京華國際旅行社（深圳）

有限公司申請。 
新簽發的“回鄉卡”有效期按審批期限當天重新計算。 
辦理“回鄉卡”一般需要 12 個工作日，有急事需要來往內地的申請人，符

合條件者可辦理加急申請“臨通”（加快件需要五個工作日)，作為應急使用。 
如有疑問，可致電+852 2998 7888 或電郵至 enquiry@ctshk.com 查詢。 
 

(2)非中國公民 
申請人應當提交本人有效護照或者其他國際旅行證件，填寫《外國人簽證

證件申請表》，連同一張符合規定要求的照片，以及與申請事由相關的證明材

料，向公安部委託的縣級以上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機構申請簽證證件。詳情可

參閱山東公安出入境政務服務網相關網頁：http://www.sdcrj.com/wwwroot/sdsgat
crjzwfww/bgxz/251044.shtml。 

 

2.市民卡辦理 

目前在濟南、青島、煙台和威海四個省內主要城市中，煙台和威海兩市開

通了市民卡。 
 

(1)煙台市民卡 
在煙台工作和生活的香港居民可以在煙台辦理市民卡。辦理時只需攜帶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原件及影印本和一張一寸彩色免冠照片至各服務

點，工作人員會打印好《煙台“市民卡”申領登記表》，申請者核對個人信息

並簽字即可。具體市民卡服務點和市民卡使用範圍請撥打+86 535-9600 100 或

查看相關網站：http://smk.yantai.gov.cn/。 
 

(2)威海市民卡 
威海市民卡是市政府授權發放給市民用於辦理個人社會事務和享受公共服

務的實名制積體電路卡（IC 卡）。 
威海市民卡於 2015 年 11 月底開始發放，目前開通的功能主要有公共交通

和公共事業費用的代扣代繳，而其他功能（如居民健康、文體服務、金融服務

及旅遊服務等）仍在逐步開通中。 
目前在威海境內居住滿一年的居民均可持有效證件申請威海市民卡。香港

居民可持《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及居住證辦理，市民卡有效期與申請證

件有效期一致。 
 
詳情可致電威海市民卡專線客服+86 631-5566 000，或參考網站：http://w

ww.whsmwy.com/wh_citizenCard/public/citizenCard/service/citizenCard_queryIndex.
jsp。 

http://www.sdcrj.com/wwwroot/sdsgatcrjzwfww/bgxz/251044.shtml
http://www.sdcrj.com/wwwroot/sdsgatcrjzwfww/bgxz/251044.shtml
http://smk.yantai.gov.cn/
http://www.whsmwy.com/wh_citizenCard/public/citizenCard/service/citizenCard_queryIndex.jsp
http://www.whsmwy.com/wh_citizenCard/public/citizenCard/service/citizenCard_queryIndex.jsp
http://www.whsmwy.com/wh_citizenCard/public/citizenCard/service/citizenCard_query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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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來魯目的篇 

一、就業 

1.香港居民到內地就業形式 

香港居民在內地就業的形式大致分為三類： 
◇ 內地用人單位直接僱用香港居民：內地用人單位應與被直接僱用的香港 
居民簽訂勞動合同； 

◇ 在內地從事個體經營的香港居民；以及 
◇ 境外或港、澳、台地區單位向內地單位派遣香港居民：被境外單位派遣 
的香港居民，並不需要與接受派遣的境內單位建立勞動關係，但境外單 
位需要提交派遣證明，且境外單位要與境內單位簽訂相關派遣協定。 

 

2.在內地就業的注意事項 

(1)注意事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令》第 26 號《台灣香港澳門居民

在內地就業管理規定》第十一條和第十二條，用人單位擬聘雇或者接受被派遣

的香港人員，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 年齡 18 至 60 周歲（直接參與經營的投資者和內地急需的專業技術人員 
可超過 60 周歲）； 

◇ 身體健康； 
◇ 持有有效旅行證件（包括內地主管機關簽發的《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 
證》等有效證件）；及 

◇ 從事國家規定的職業（技術工種）的，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具有相 
應的資格證明；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條件。 

 
(2)尋找工作渠道 

香港居民在山東可以通過不同的渠道尋找工作機會，包括在招聘網站搜索

或委託求職中介機構等。部份主要招聘網站資料如下： 
網站 網址 
大街 http://www.dajie.com/ 
智聯招聘 http://www.zhaopin.com/ 
前程無憂 http://www.51job.com/ 
中華英才網 http://www.chinahr.com/ 
應屆生求職網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獵聘 http://www.liepin.com/ 
齊魯人才網 http://www.qlrc.com/ 
 

http://www.dajie.com/
http://www.zhaopin.com/
http://www.51job.com/
http://www.chinahr.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liepin.com/
http://www.qlr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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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業證辦理 

依據《台灣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就業管理規定》第三條和第四條，港人在

內地就業實行就業許可制度。用人單位擬聘雇或者接受被派遣港人的，應當為

其申請辦理《台港澳人員就業證》（以下簡稱“就業證”）；港人在內地從事

個體工商經營的，應當由本人申請辦理就業證。經許可並取得就業證的港人在

內地就業受法律保護。 
所稱在內地就業的港人，是指： 
◇ 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係的香港人； 
◇ 在內地從事個體經營的香港人；或 
◇ 與境外或港、澳、台地區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係並受其派遣到內地一年 
內（西曆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在同一用人單位累計工作三個 
月以上的人員。 

辦理就業證所需的申請材料等訊息，山東省各市要求有所差異，詳情請參

考各市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相關網頁： 
單位 網址 
濟南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http://www.jnhrss.gov.cn 
青島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http://www.qdhrss.gov.cn 
煙台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http://www.ytrsj.gov.cn 
威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http://www.sdwh.lss.gov.cn 
 

4.勞動合同簽訂 

為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香港居民與山東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時，必須

了解具體條款，例如：合同期限、工作內容與地點、薪酬構成、標準以至支付

方式和時間、獎金及花紅制度（如有）、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安排、終止合同

的條件、合同的試用期等等。另外，工資金額、加班費、各種生活補貼的安排

和計算方法應在勞動合同中以書面列明，避免口頭承諾。 
有關具體簽訂勞動合同的相關規定請參考《山東省勞動合同條例》：http://

www.sdhrss.gov.cn/pages/zcfg/zcfgk/51870.html。 
 

5.社會保險 

依照《台灣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就業管理規定》，內地用人單位與聘僱的

港、澳、台人員應簽訂勞動合同，而按照《社會保險費徵繳暫行條例》的規定

繳納社會保險費，可以和內地居民一樣正常繳納和使用，但山東省目前並未發

布詳細資料，具體操作及申請流程請諮詢當地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一般用

人單位會代為辦理）。 
 

6.工資薪金個人所得稅 

香港居民從境內取得的工資薪金，應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

http://www.jnhrss.gov.cn/content.asp?id=34
http://www.qdhrss.gov.cn/pages/zwgk/ffzn/bszn/55981.html
http://rshj.yantai.gov.cn/LDBZJZWGK/2015/11/17/10178553.html
http://www.sdwh.lss.gov.cn/news_details.asp?ArticleID=4601
http://www.sdhrss.gov.cn/pages/zcfg/zcfgk/51870.html
http://www.sdhrss.gov.cn/pages/zcfg/zcfgk/518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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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 2011 年第 48 號）及《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對

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以下簡稱“中國-香港稅收安排”）

繳納個人所得稅。 
 

(1)香港居民在境外或/及內地分別簽訂勞動合同 
香港居民在內地從事受僱活動，在計算工資薪金個人所得稅時，需注意工

資薪金的來源是境內或境外。具體區分如下：  
境內 - 個人實際在境內工作期間取得的工資薪金，不論是由境內還是境外

企業或者個人僱主支付的，均屬於來源於境內所得；  
境外 - 個人實際在境外工作期間取得的工資薪金，不論是由境內還是境外

企業或者個人僱主支付的，均屬於來源於境外所得。 
同時，根據個人在內地居住的時間負有不同的納稅義務，詳見下表： 

境內居住

時間 
境內所得 境外所得 使用公式 

（應納稅額） 境內支付 境外支付 境內支付 境外支付 

不超過

183 天

（任何 12
個月） 

徵稅 免稅  

免稅；適

用“中國-
香港稅收

安排”中

董事條款

的高管需

要徵稅

（見

註 1） 

免稅 

（當月境內外工資

薪金應納稅所得額

×適用稅率−速算扣

除數）×（當月境

內實際停留天數/
當月西曆天數）×

（當月境內支付工

資/當月境內外支

付工資總額） 

超過 183
天（任何

12 個月） 
但不滿一

年 

徵稅 徵稅 

免稅；適

用“中國-
香港稅收

安排”中

董事條款

的高管需

要徵稅

（見

註 2） 

免稅 

（當月境內外工資

薪金應納稅所得額

×適用稅率−速算扣

除數）×當月境內

實際停留天數/當
月西曆天數 

滿一年卻

不滿五年 
徵稅 徵稅 徵稅 免稅 

（當月境內外工資

薪金應納稅所得額

×適用稅率−速算扣

除數）×[1−（當月

境外支付工資/當
月境內外支付工資

總額）×（當月境

                                                        
註 1：（當月境內外工資薪金應納稅所得額×適用稅率−速算扣除數）×（當月境內支付工資/當

月境內外支付總額） 

註 2：（當月境內外工資薪金應納稅所得額×適用稅率−速算扣除數）×[1−（當月境外支付工資/
當月境內外支付工資總額）×（當月境外工作天數/當月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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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居住

時間 
境內所得 境外所得 使用公式 

（應納稅額） 境內支付 境外支付 境內支付 境外支付 
外工作天數/當月

天數）] 

五年以上 徵稅 徵稅 徵稅 徵稅 

當月境內外工資薪

金應納稅所得額×

適用稅率−速算扣

除數 
 
(2)香港居民直接由內地用人單位僱用，並只在內地任職 

倘香港居民由內地用人單位直接僱用的，其工資由用人單位承擔並發放。

如其源於境內的工資所得，需要全部在內地繳納個人所得稅，其工資薪金的個

人所得稅由用人單位代為扣除和繳納。 
香港居民根據工資、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額減除費用 4,800 元的徵稅基

數後的餘額，為應納稅所得額，適用超額累進稅率，稅率為 3% - 45%（詳見下

表）。 
個人所得稅稅率表(工資、薪金所得適用)： 
級數 全月應納稅所得額 稅率（%） 速算扣除數 
1 不超過 1,500 元的 3 0 
2 超過 1,500 元至 4,500 元的部份 10 105 
3 超過 4,500 元至 9,000 元的部份 20 555 
4 超過 9,000 元至 35,000 元的部份 25 1,005 
5 超過 35,000 元至 55,000 元的部份 30 2,755 
6 超過 55,000 元至 80,000 元的部份 35 5,505 
7 超過 80,000 元的部份 45 13,505 

如欲了解更多工資薪金個人所得稅的具體規定，可致電納稅服務熱線+86 
12366 查詢，或參考山東省國家稅務局網站：http://www.sd-n-tax.gov.cn/。 

 

二、就學 

1.教育概況 

內地教育主要分為四個階段：  
◇ 學前教育（指幼兒園階段，一般招收三至六周歲幼兒，部份幼兒園開設

接受三周歲以下幼兒的托兒班，一般招收二至三周歲幼兒）； 
◇ 義務教育（指小學及初中階段，山東省小學及初中階段分為六三制和五

四制。其中，濟南和青島為六三制，即小學六年學制、初中三年學制；

威海和煙台為五四制，即小學五年學制、初中四年學制）； 
◇ 高中教育（山東省分為普通高中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高中學制為三

年，但中等職業學校的學制有所不同，詳情可向各學校查詢；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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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指高職（含專科）]，大學本科及研究生課程。  

2.學前教育和義務教育階段 

(1)入學申請 
山東省並非所有的幼稚園與中小學都可接受香港居民的子女報讀，香港居

民的子女如需要在山東省幼稚園及中小學就讀的，需提前與所在市的各區教育

局聯繫，事先了解接收香港學生的學校，之後進行選擇，也可以選擇讀國際學

校（即外籍人員子女學校）。山東省各市入學要求由各校自行定立，一般會在

學校官方網站上公布。一般來說，香港居民子女入學（轉讀）幼兒園和義務教

育階段（包括小學和初中階段）的學校，可享受本地市民同等待遇。 
具體入學資料準備，請向當地教育局諮詢： 

教育廳/局 網址 電話 （＋86） 
山東省教育廳 http://www.sdedu.gov.cn/ （531）8191 6615 

濟南市教育局 http://www.jnedu.gov.cn/ 
（531）6660 8037 
（531）6660 8038 

青島市教育局 http://www.qdedu.gov.cn/qdedu/index.html （532）8591 2901 

煙台市教育局 http://www.ytedu.cn/cnet/dynamic/presentat
ion/net_1/index.jsp （535）6228 424 

威海市教育局 http://www.whedu.gov.cn （631）5819 831 
 
(2)收費標準 

幼稚園可按規定向家長收取保教費和住宿費。根據辦園性質、經費來源等

情況，實行不同的定價形式。詳情請參考山東省物價局網站：http://www.sdwj.g
ov.cn/ggfw/sfgl/jysf/51703.shtml。 

山東省義務教育階段收費標準各不相同，詳細收費及標準請參考山東省教

育廳網站：http://www.sdedu.gov.cn/eportal/ui?pageld=465425&articleKey=620108
&columnld=465608。 

 

3.高中教育 

一般而言，香港居民的子女入學後，升學與考試跟內地學生一樣，但具體

升學過程中是否會有其他優惠政策給予香港居民的子女則可向各地教育局查詢。 
 

4.大學 

(1)本科階段 
考試入學 

香港居民如欲報考內地大學，可報名參加內地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

港、澳、台學生考試。學生報考要求如下： 
◇ 具有完成香港中六課程程度（或內地高中三年級）。如現正就讀上述課 
程，須提交由校方發出的在學證明文件； 

◇ 須符合個別招生學校或專業對考生身體條件的特殊要求（如有）； 

http://www.ytedu.cn/cnet/dynamic/presentation/net_1/index.jsp
http://www.ytedu.cn/cnet/dynamic/presentation/net_1/index.jsp
http://www.sdwj.gov.cn/ggfw/sfgl/jysf/51703.shtml
http://www.sdwj.gov.cn/ggfw/sfgl/jysf/51703.shtml
http://www.sdedu.gov.cn/eportal/ui?pageId=465425&articleKey=620108&columnId=465608
http://www.sdedu.gov.cn/eportal/ui?pageId=465425&articleKey=620108&columnId=465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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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和《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或《香 
港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和《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以及 

◇ 考試內容和要求請參閱國內教育部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學 
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地區、台灣省學生入學考試理科考試大綱》及 
《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地區、台灣省學生 
入學考試文科考試大綱》。 

如欲了解更多考試報名相關資訊，可參考內地高校面對港澳台招生信息網：

http://www.gatzs.com.cn/。 
免試入學 

根據《2016 年內地部份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辦法》及《2016 年內地部份

高校免試收生計劃參與院校名單》，一共有 84 所內地高校免筆試錄取符合其規

定條件的香港學生入學，而山東大學是其中之一。按照報考的學科，山東大學

對考生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和考生中學期間學習經歷的錄取要求各不相同，

具體詳情請參閲該校的招生章程：http://www.bkzs.sdu.edu.cn/。 
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 

香港特區政府於 2014 年 7 月推出「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資助有經濟

需要並已通過「內地部份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到內地修讀學士學位課

程的香港學生。每名通過入息審查的學生可視乎需要獲每年港幣 15,000 元的全

額資助，或港幣 7,500 元的半額資助。為協助更多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到內地升

學，政府已擴大資助計劃的資助範圍。由 2016/17 學年起，符合下列資格的香

港學生均可申請資助：  
◇ 擁有香港居留權或香港入境權，或持單程證來港； 
◇ 在香港接受及完成高中教育，包括在香港修讀本地及非本地課程的學 
生；以及 

◇ 在指定的 155 所內地院校（包括山東省的山東大學及中國海洋大學）修 
讀學士學位課程。 

 
(2)研究生 

香港學生可以通過研究生統一入學考試，也可參加內地（祖國大陸）面向

港澳台地區招生考試，報考內地高校的研究生課程。詳情請參考內地高校面對

港澳台地區招生資訊網相關網頁：http://www.gatzs.com.cn/。 
 

三、投資 

1.投資環境 

2015 年山東省國內生產總值（GDP）居全國第三位。山東省工業門類齊全，

基礎雄厚，已形成鋼鐵、汽車、造船、石化、輕工、紡織、有色金屬、裝備製

造和電子資訊等優勢產業。山東省是中國重要的糧、棉和油產區，也是重要的

水產品、果品、畜產品和蔬菜基地。山東省現有 156 家省級以上經濟園區，其

中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 12 家，保稅港區兩家，綜合保稅區兩家，出口加工區

三家，省級經濟開發區 137 家，是山東省吸收外商投資和開展對外合作的重要

http://www.gatzs.com.cn/
http://www.gatz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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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山東省正積極實施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

省會城市群經濟圈和西部經濟隆起帶的區域發展戰略和主體功能區規劃。 
 

2.投資主要形式 

香港居民、企業在內地經商和投資一般有以下三種形式：  
◇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  
◇ 中外合作經營企業；以及 
◇ 外資企業。 
其他投資方式包括設立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性公司、中外合作開

發和 BOT 等。 
 

3.設立公司的一般手續和流程 

在山東各市設立公司的一般手續和流程基本一致： 
第一步：企業名稱核准 

在企業申請註冊之前，首先要完成企業名稱預先核准登記。具體要求和辦

理流程，請參照山東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網頁。 
第二步：行政審批 

在完成企業名稱預先核准登記之後，申請人需要到山東各市商務局提交項

目申請以作審批。有關的審批許可權、程式和申報材料，請參照各市商務局的

網頁。    
第三步：工商登記 

港商在完成行政審批流程後，需要到工商行政管理局進行登記註冊。相應

流程和申報材料根據設立企業的不同類型有所區別，具體請參照各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相關網頁。 
符合資格的香港居民（即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可通過《內地與

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在內地設立個體工商戶，無需

經過內地商務主管部門批准。詳情可參見香港工業貿易署網頁：http://www.tid.g
ov.hk/english/cepa/tradeservices/files/individual_factsheets.pdf。 
第四步：刻章、稅務登記、開立銀行帳戶等 

刻章：新成立企業需到指定公章刻制企業刻制公章、財務章、發票專用章

及人名章等，並到區、縣公安分局備案。 
稅務登記：目前已全面實行營業執照、組織機構代碼證、稅務登記證三證

合一，企業只需在首次納稅申報，或者首次申領發票時到區一級稅務部門完善

相關資訊。 
開立銀行帳戶：企業可自行到各大銀行辦理，但具體所需資料要諮詢各銀

行。 
勞動用工登記：港商在山東省招聘員工，需要到實際經營地所在區市就業

服務機構進行勞動用工登記，或到所在市外企服務中心辦理。一般可在網上進

行預先登記，有關網址為：http://ldyg.mohrss.gov.cn/。 
以上辦理流程和所需材料均可在各市行政審批服務大廳進行詳細諮詢和辦

http://www.tid.gov.hk/english/cepa/tradeservices/files/individual_factsheets.pdf
http://www.tid.gov.hk/english/cepa/tradeservices/files/individual_factsheets.pdf
http://ldyg.mohrs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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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亦可查詢相關網頁： 
政務服務大廳 地址 網址 電話（＋86） 
濟南市政務服

務中心 
濟南市市中區

站前路九號 http://www.jnzwfw.gov.cn （531）6896 7300 

青島市行政審

批服務大廳 
青島市市南區

香港中路 17 號 
http://shenpidt.qingdao.gov
.cn/n12161437/index.html （532）8591 6555 

煙台市政務服

務中心 
煙台菜市街 46
號 

http://zwdt.yantai.gov.cn/in
dex.html （535）6631 590 

威海市政務服

務中心 
威海市文化中

路 86 號 
http://www.whszwfwzx.go
v.cn （631）5897 001 

 

4.政策規定 

香港企業在山東省投資需根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商務部聯合發布的

《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5 年修訂）》（《目錄》），確定企業投資領域

是屬於“鼓勵類”、“限制類”或“禁止類”，然後相應選擇在內地投資的領

域及形式。《目錄》全文，請參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相關網頁：  
http://www.sdpc.gov.cn/zcfb/zcfbl/201503/t20150313_667332.html。 

另外，山東省亦會發布吸引外資重點項目。每年的最新內容，可留意山東

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網頁：http://www.sdfgw.gov.cn/。 
為了使外商投資項目的審批流程更便捷，國家商務部將大部份的外商投資

審批許可權下放至各級地方政府的商務部門。根據《政府核准的投資項目目錄

（2014 年本）》，有關的審批機關如下：  
下放權限條件 審批機關 
《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有中方控股（含相對控股）要

求的總投資（含增資）10 億美元及以上鼓勵類項目 國務院投資主

管部門核准 
總投資（含增資）1 億美元及以上限制類（不含房地產）項目 

總投資（含增資）20 億美元及以上項目 報國務院備案 
《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限制類中的房地產項目和總投資

（含增資）小於 1 億美元的其他限制類項目 
省級政府核准 

《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有中方控股（含相對控股）要

求的總投資（含增資）小於 10 億美元的鼓勵類項目 
地方政府核准 

詳情請參看《國務院關於發布政府核准的投資項目目錄（2014 年本）的通

知》網頁：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11/18/content_9219.html。 
 

5.優惠政策 

(1)內地對於港商投資的優惠安排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是中國內地與香港簽訂的

首項自由貿易協議，當中涉及多項服務業開放措施，讓香港業界以更優惠條件

進入內地市場。詳情請參看香港工業貿易署網站：http://www.tid.gov.hk/tc_chi/c

http://www.sdpc.gov.cn/zcfb/zcfbl/201503/t20150313_667332.html
http://www.sdfgw.gov.cn/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11/18/content_9219.htm
http://www.tid.gov.hk/tc_chi/cepa/tradeservices/trade_services_requir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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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tradeservices/trade_services_requirement.html。 
(2)省級層面 

另外，山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於 2010 年發布了《關於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

工作的意見》，從把握整體要求、優化利用外資結構、豐富利用外資方式、突

出利用外資重點、完善投資促進機制和營造良好投資環境這六個方面提出了要

求，具體的鼓勵方向參見：http://www.shandongbusiness.gov.cn/index.php/public/
html/news/201407/129301.html。 
 
(3)市級層面 

各地級市商務部門對外商投資的優惠政策各不相同，需要投資者根據投資

的行業、規模等和相關部門自行協商，詳情可致請電查詢： 
投資促進部門 電話（+86） 
濟南市投資促進局 （531）6660 1792 
青島市國際投資合作促進局 （532）8502 6250 
煙台市商務局投資促進科 （535）6261 173 
威海市國際投資促進中心 （631）5897 356 

 

6.勞工法律法規 

《勞動合同法》要求企業與員工建立勞動關係，並應當訂立書面勞動合同。

企業自用工之日起計，已超過一個月而未滿一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

同者，須每月向勞動者支付兩倍工資，並與勞動者補訂書面勞動合同；企業自

用工之日起，滿一年而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視為用人單位與勞動

者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用人單位應與勞動者補訂書面勞動合同，並自用

工之日滿一個月起至用工之日起滿一年的期間，向勞動者每月支付兩倍工資。 
僱用員工應注意的問題 

外商投資企業與常駐代表機構有不同的人員招聘機制。外商投資企業可以

根據經營需要，自行確定機構設置和招聘員工。招聘可以通過委託勞動部門認

可的招聘中介或在新聞媒體上刊登招聘廣告等。 
常駐代表機構需要通過具有涉外勞務派遣資格的機構（國家授權的外國企

業服務公司）僱用中國公民。代表處需要與外服公司就相關員工到代表處工作

簽訂勞動合同。因為到外國公司駐華代表處工作的中國員工的工資及福利要通

過外服公司領取，因此外服公司要收取一定的費用。代表處可以與中國的員工

就具體的勞動條款簽訂一份補充協定。 
根據 2011 年 7 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用人單位需每月

為職工繳納包含基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等

在內的社會保險；根據 2002 年 3 月實施的《國務院關於修改<住房公積金管理

條例>的決定》，用人單位還需為內地職工每月繳納住房公積金。用人單位與員

工按照不同比例繳存的社會保險和個人住房公積金（後者如適用)，構成對該員

工的社會保障福利。近年來，外籍員工亦逐漸被納入內地社會保險繳納體系中，

但針對港澳人士並未有具體的實施條例。 
外商投資企業在招聘員工後，應在員工入職的 30 日內，為其辦理社會保險

http://www.tid.gov.hk/tc_chi/cepa/tradeservices/trade_services_requir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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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住房公積金繳納。企業為員工繳存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費用的標準在各地

有所不同，並會不定期調整，一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由企業和員

工共同繳納，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由企業全額繳納。各項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

金的具體繳存情況可致電山東各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政務公開電話+86 12333
或至各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官方網站查詢（見就業證辦理部份）。 

女職工產假制度：根據國務院 2012 年 4 月公布和實施的《女職工勞動保護

特別規定》，女職工生育享受 98 天產假，其中產前可以休假 15 天。女職工產

假期間的生育津貼、生育或者流產的醫療費用，對已經參加生育保險的，由生

育保險基金支付；對未參加生育保險的，由用人單位支付。 
除以上國家規定外，山東省還有一些特別規定，詳情請參閱山東省人力資

源和社會保障網頁：http://www.sdhrss.gov.cn/。 
 

7.稅務 

目前港資公司納稅稅種與稅率跟內資企業基本相同，主要稅種有：營業稅、

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等。如需了解具體的稅務問題或實際操作，

可致電山東財稅諮詢熱線+86 12366 或參閱下列網頁: 
◇ 山東省國家稅務局：http://www.sd-n-tax.gov.cn/ 
◇ 山東省地方稅務局：http://www.sdds.gov.cn/ 

 

8.商標登記及版權法規 

申請辦理商標註冊、轉讓和變更等手續的途徑有兩種：由申請人直接到國

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申請辦理或委託商標代理機構代為申請辦理。香港

註冊的商標在內地申請有優先權。 
有關商標的申請流程和注意事項，請參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

理總局的《商標申請指南》網頁：http://www.ctmo.gov.cn/sbsq/sqss。 
擁有國家認定商標的香港企業，如所擁有的商標在山東被侵權，可向山東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或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投訴和諮詢： 
工商行政管理局 網址 電話 (＋86) 
山東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http://www.sdaic.gov.cn/ （531）8852 7580 
濟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http://www.jngsj.gov.cn/ （531）8256 9501 
青島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http://www.qdaic.gov.cn/qdaic/ （532）8573 0890 

煙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http://www.ytgsj.gov.cn/n8951/in
dex.html （535）6081 029 

威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http://www.wh-aic.gov.cn/ （631）5231 616 
 

9.投資遇到法律問題 

在內地投資遇到法律問題的港商可向香港工會聯合會內地諮詢服務中心尋

求免費法律諮詢服務。相關資訊請參閱香港工會聯合會的網站：http://www.ftu.
org.hk/zh-hant/social?id=73。 

http://www.sdhrss.gov.cn/
http://www.sd-n-tax.gov.cn/
http://www.saic.gov.cn/ywbl/bszn/sbsq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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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商在山東省遇到投資糾紛等問題，亦可向山東省商務廳和山東省外商投

資促進中心尋求協助： 
商務廳/局 網址 電話 （＋86） 
山東省商務廳 http://www.shandongbusiness.gov.cn/ （531）8901 3333 
山東省外商投資促進

中心 http://www.sdwstz.cn/index.asp （531）8637 7898 

濟南市商務局 http://www.jinanbusiness.gov.cn/ （531）6660 2031 
青島市外商投資服務

中心（青島市商貿發

展服務中心） 
http://www.qdis.gov.cn/ （532）8585 6855 

煙台市商務局外國投

資管理科 
http://www.ytboc.gov.cn/ksindex.aspx
?dpid=15 （535）6291 136 

威海市商務局 http://www.whftec.gov.cn/index.html （631）5303 317 
 

10.回港投資 

有關回港投資的事宜，可聯絡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投資推廣署。詳情請參

看投資推廣署的網站：http://www.investhk.gov.hk/zh-cn/。 
 

11.山東的香港商會團體 

山東的香港商會團體的聯絡資料如下： 
商會 網址 地址 電話（＋86） 

香港山東商會 http://www.hksba.
org/ 

香港灣仔港灣道一號

廣場辦公大樓 42 樓 
（+852）2511 6663 

濟南港澳投資

企業商會 
無 濟南市經五路 169 號

財稅大廈 20 層 
（531）8315 2655 

中國香港（地

區）商會-青
島 

http://www.hkccc.
com.cn/wwwroot/
static/Cc_Struct.a
spx 

青島市香港中路九號

青島香格里拉中心辦

公樓 1406-1407 單元 
（532）8579 3658 

 

四、旅遊 

1.山東著名景點介紹 

山東省旅遊資源十分豐富，不僅有名山大川、碧海藍天，而且有非常燦爛

的歷史文明。為更好地結合旅遊資源與文化資源，山東省旅遊發展委員會推出

了山東十大文化旅遊目的地品牌。 
 

(1)仙境海岸 

http://www.shandongbusiness.gov.cn/
http://www.sdwstz.cn/index.asp
http://www.investhk.gov.hk/zh-cn/
http://www.hksba.org/
http://www.hksba.org/
http://www.hkccc.com.cn/wwwroot/static/Cc_Struct.aspx
http://www.hkccc.com.cn/wwwroot/static/Cc_Struct.aspx
http://www.hkccc.com.cn/wwwroot/static/Cc_Struct.aspx
http://www.hkccc.com.cn/wwwroot/static/Cc_Struc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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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東半島綿延 3,000 多公里的海岸線上有“紅瓦綠樹，碧海藍天”的青島、

“仙境海岸，葡萄酒城”的煙台，“藍色休閒之都，世界宜居城市”的威海和

“陽光海岸，水運之都”的日照四顆閃耀璀璨的明珠，是獨具道家養生特徵的

溫帶海濱休閒度假旅遊目的地。 
 
(2)東方聖地 

濟寧是具有 7,000 年文明史的孔孟之鄉和運河之都，濟寧的曲阜是偉大歷

史名人孔子、孟子、顏子和魯班的故鄉，黃帝誕生地，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在

儒家文化圈具有巨大影響，被譽為“東方耶路撒冷”，是名副其實的“東方聖

地”。 
 
(3)平安泰山 

泰安，因泰山而名聞天下。中國有五大名山：泰山、衡山、華山、恒山及

嵩山，而泰山因其厚重的歷史文化和磅礴的氣勢位列“五嶽之首”，是到山東、

來泰安必登的名山。 
 
(4)齊國故都 

淄博是齊國故都，淄博的臨淄作為“春秋五霸之首，戰國七雄之冠”的齊

國都城有 800 年之久，是 2,000 年前東方最大的城市。蜿蜒的齊長城、細膩滑

潤的絲綢，如雪如銀的陶瓷，見證了這裡的昔日繁華。齊國的蹴鞠運動也被國

際足球聯合會確認為世界足球的起源地。 
 
(5)儒風運河 

“京杭大運河”流經山東的棗莊、濟寧、泰安、聊城和德州五市，是流經

省份中貫穿城市最多的河段，留下了眾多寶貴的古鎮、古碼頭、分水樞紐等歷

史文化遺存，當時管理運河的最高衙門—運河督署衙門就設在濟寧。“儒風運

河”就是以棗莊台兒莊古城和聊城東昌古郡為軸心，連接微山島、南陽古鎮、

微山湖濕地和德州四女寺等歷史文化遺存，重現了“千年運河”的波瀾壯闊。 
 
(6)泉城濟南 

集“山泉河湖城”於一體，素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

美譽。濟南因泉水眾多而名聞天下。全市遍布著 700 多處天然湧泉，濟南老城

區內遍布著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和五龍潭四大泉群。其中，趵突泉以“天

下第一泉”譽滿中外，又以 72“天下奇觀”百脈泉久負盛名。 
 
(7)水滸故里 

菏澤鄆城縣、泰安東平縣、濟寧梁山縣、聊城陽穀縣等地是我國四大古典

名著之一《水滸傳》中水滸故事的主要發生地。宋江晁蓋故里、武松打虎地、

宋江寨、梁山泊等至今仍保留著大量水滸文化遺跡和鮮活的水滸英雄遺風。 
 
(8)華夏龍城 

濰坊諸城被發現形成於 7,000 萬年前的恐龍遺址區，是擁有最大的恐龍化

石群、恐龍足跡群和最高大的鴨嘴龍化石骨架等多個世界地質之最；昌樂、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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朐的中新生代火山群，地貌優美壯觀，是世界四大藍寶石產地之一；山旺古生

物化石群蘊藏著大量花、鳥、魚、蟲、獸等十多個門類 700 多種動植物化石，

有“化石寶庫”之稱。 
 
(9)黃河入海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流經山東省的菏澤、濟寧、聊城、濟南、濱州、

東營等九市 25 個縣（市、區）；在東營融入大海，形成了“黃龍入海”的壯美

景觀。黃河山東段歷史文化厚重，黃河下游是著名軍事家孫子的故鄉，鄄城縣

則是兵法奇才孫臏的故里。 
 
(10)親情沂蒙 

臨沂風光綺麗錦繡，是山東紅色旅遊的核心，中國著名的革命老區，又是

八路軍 115 師司令部和山東省政府舊址、新四軍軍部舊址暨華東軍區華東野戰

軍誕生地紀念館、孟良崮等革命遺址景區和當時的戰爭場地。 
 

2.資訊網站 

以下列舉的網站可提供更詳細的山東旅遊資訊： 
◇ 好客山東網：http://www.sdta.cn/ 
◇ 山東旅遊政務網：http://www.sdta.gov.cn/ 

 

 

 

 

 

 

 

  

http://www.sdt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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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在魯生活篇 

一、住房 

香港居民初到山東，可以選擇不同的方法解決住房需求，例如入住酒店、

賓館或公寓，也可以租賃或購買房屋。 
 

1.住宅物業租賃 

香港居民如需要在內地租賃房屋，可以委託專業的房屋經紀公司，也可以

直接向業主進行租賃。在租賃房屋時，應以書面形式與出租人訂立房屋租賃合

同，有關內容可與出租人協定。香港居民在租賃房屋時應避免與非業主進行房

屋租賃交易。另外，境內納稅人[指在山東省境內出租房屋（或轉租房屋）並取

得收入（包括貨幣收入、實物收入和其他收益）的個人]取得租金等經濟利益，

應依法申報相關稅費。詳情可到以下網頁查閱山東省地方稅務局《山東省地方

稅務局個人出租房屋稅收管理暫行辦法》的通知及有關修訂： 
◇ http://www.sdds.gov.cn/ 

 
不應租賃以下類別的地方 

香港居民在租賃房屋時，需要注意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品房屋租賃管理

辦法》有關規定，以下類別房屋是不能出租的： 
◇ 房屋權屬有爭議的； 
◇ 無房屋所有權證或者其他合法的權屬證明的； 
◇ 屬於違法建築的； 
◇ 不符合安全、防災等工程建設強制性標準的； 
◇ 違反規定改變房屋使用性質；以及 
◇ 法律、法規規定禁止出租的其他情形。 

簽訂房屋租賃合同注意事項 
香港居民在簽訂房屋租賃合同時應特別注意以下事項：  
◇ 房屋出租方（即房東）的個人資料、住所地址； 
◇ 房屋的位置、面積、裝修及設施，需要特別留意房屋狀況是否與合同約 
定的一致； 

◇ 水/電/燃氣表等度數； 
◇ 租賃用途（自住或貨倉）； 
◇ 租賃期限以及房租支付的期限（如月付、季付或者年付）；山東不同城 
市支付期限也不同，可以與房東進行協商； 

◇ 租金及稅金交付方式（現金或者銀行轉帳及帳號）； 
◇ 房屋物業服務費的安排，以及承擔方； 
◇ 房屋維修責任（由房東或者租賃人負責）； 
◇ 轉租的約定及條款； 
◇ 變更和解除租賃合同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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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約責任； 
◇ 租賃合約需明確訂明水費、電費、燃氣費、電話費、有線電視收視費、

衛生費和物業管理費等租金以外的開支由哪一方支付，並列明出租前的

各項數字，以區分責任； 
◇ 房屋租賃稅務條款及發票安排； 
◇ 房屋租賃當事人應當在房屋租賃合同中約定房屋被徵收或者拆遷時的處

理辦法； 
◇ 房屋租賃合同訂立後 30 日內，房屋租賃當事人應當到租賃房屋所在地直 

轄市、市、縣人民政府建設（房地產）主管部門辦理房屋租賃登記備案；

以及 
◇ 房屋租賃登記備案內容發生變化、續租或者租賃終止的，當事人應當在

30 日內，到原租賃登記備案的部門辦理房屋租賃登記備案的變更、延續

或者註銷手續。 
房屋租賃登記備案材料 

辦理房屋租賃登記當事人應當提交下列材料： 
◇ 房屋租賃合同； 
◇ 房屋租賃當事人身份證明； 
◇ 房屋所有權證書或者其他合法權屬證明；以及 
◇ 直轄市、市、縣人民政府建設（房地產）主管部門規定的其他材料。 

租賃房屋時注意事項 
在租賃房屋時，除了要注意合同內容外，建議特別注意以下事項：  
◇ 向業主取回押金發票或收據； 
◇ 檢查房屋內所有租用傢俱、家電、灶台以及其他設施是否有任何裂痕、

損壞、污損及相關安全性； 
◇ 檢查地板、瓷磚的任何污損、損壞、裂痕及污漬等； 
◇ 檢查房屋內所有水喉、管道、去水設施等是否運作正常、有否漏水情況； 
◇ 檢查樓宇內消防設備，如緊急出口滅火筒等是否足夠；以及 
◇ 檢查相關電梯的安全性等。  
山東房屋租賃的法律法規、房屋租賃流程和相關規定，可參考下列文件： 
◇《商品房屋租賃管理辦法》 

http://www.sdfgj-gov.cn/zwxx/zcfg/20160622/5694.html 
◇《山東省城市房地產交易管理條例》 

http://www.sdjs.gov.cn/art/2013/11/28/art_18_14413.html 
 

2.購買住宅物業  

根據《關於規範房地產市場外資准入和管理的意見》（建住房[2006]171 號）

第十條規定，香港居民因生活需要，可在境內限購一定面積的自住商品房。居

住用地使用權年限最高為 70 年。 
 
具體請參考《關於規範房地產市場外資准入和管理的意見》相關網頁： 
◇ http://www.gov.cn/zwgk/2006-07/26/content_3461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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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購買流程： 
 購買新建住房 購買二手住房 

前提要求 確認樓盤允許境外人士購買（請向房地

產開發商或中介詢問） 無 

需要材料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

行證》及《境外人員購

房申請》（僅購買二手

房需要） 

購房方式 直接通過房地產開發商購買或通過中介 直接通過房產所有者購

買或通過中介 

購房過程需

要注意的事

項 

◇ 應要求房地產開發商和銷售商提供齊 
全的“五證”和“兩書” 

 
五證： 
國有土地使用證； 
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 
建築工程用地規劃許可證； 
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以及 
商品房預售許可證。 

 
兩書： 
住宅質量保證書及住宅使用說明書。 

 
◇ 留意分攤的公用建築面積、建築面積 
和裝修標準，並確定交房和辦理房屋

產權證的期限； 
◇ 簽訂認購合同時，需檢查房屋坐落、 
用途、幢數、層數和建築面積等是否

符合規劃許可，並與記載房屋狀況的

測繪成果一致。此外，應要求開發商

付上設施圖紙做證明並蓋上公章確

認； 
◇ 清楚訂立違約條，以便發生問題時追 
責； 

◇ 區別所付的是“訂金”或“定金”。 
“訂金”是一種意向，如沒有履行， 
“訂金”可以退回本人；而“定金” 
是一種承諾，如未履行承諾，“定 
金”將不退還本人，且違約方需要承 
擔相關賠償責任； 

◇ 要確保自己支付的購房款存入的是商 

◇ 買賣雙方共同與中介 
方簽署房屋轉讓合同 
（或在無中介的情形 
下自行與對方簽 
約），明確各方的權 
利義務，商談確定付 
款及交樓/過戶安 
排、稅費承擔、違約 
責任等，必要時尋求 
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 
的幫助； 

◇ 查核確認產權是否清 
晰，房屋是否被抵押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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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新建住房 購買二手住房 
品房預售許可證上公布的監控帳，如 
果開發商以各種理由要求買方把存款 
存入非監控帳戶的，買方應堅決拒 
絕，並立即向房管局有關部門投訴； 
以及 

◇ 繳交房款時需要獲取發票，保留有效 
證明；以及仔細驗收房屋，如發現房 
屋品質問題，可根據房屋保修條例要 
求開發商妥善處理。 

付款方式 
◇ 一次性付款；或 
◇ 按揭貸款 

依據合同約定的方式及

時間履行各自義務，可

以選擇的做法有： 
◇ 買方付清房款後，雙 
方到房管部門辦理過 
戶手續； 

◇ 買方支付部份房款後 
，雙方到房管部門辦

理過戶手續，後買方

付清餘款； 
◇ 過戶手續辦理與付款 
同時進行； 

◇ 雙方選擇可信任的資 
金託管機構（如銀行 
等），在託管房款後 
辦理過戶手續，其後 
由賣方取得房款； 

◇ 需以按揭貸款方式交 
易的，則依銀行要求 
的正當手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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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新建住房 購買二手住房 

房產證辦理 
（房產證是

購房者通過

交易，取得 
房屋的合法

所有權，可

依法對所購

房屋行使佔

有、使用、

收益和處分

的權利的證

件） 

購房流程結束後，須辦理房產證或不動產權證（見註 1）。具體

流程請參看山東省各市住保房管網相關網頁或電話諮詢。 
 

注意：香港居民在辦理房產證/不動產權證時均需要到市安全局辦

理允許境外人士購房審批。具體審批流程及辦理所需資料見下

表。 

 
允許境外人士購房審批辦理流程： 
城市 審批單位 辦理流程及所需資料 電話（＋86） 

濟南 濟南市國家安全局 

本人攜帶購房合同（原件及影

印本）、《港澳居民來往內地

通行證》（原件及影印本）、

2 寸個人證件照、開發商預售

許可證影印本至濟南市國家安

全局《租購房屋涉及國家安全

事項審批意見書》 

（531）6896 7411 

青島 青島市國家安全局 

本人攜帶購房合同（原件及影

印本）、《港澳居民來往內地

通行證》（原件及影印本）至

青島市國家安全局辦理《涉及

國家安全事項的建設項目審

批—個人購租房審批》 

（532）8591 6302 

煙台 煙台市國家安全局 

◇ 本人攜帶購房合同（原件

及影印本）、《港澳居民

來往內地通行證》（原件

及影印本）至煙台市國家

安全局辦理 
◇ 受理之後，國家安全局工

作人員會到社區內進行現

場勘查 

（535）6631 637 

                                                        
註 1：2015 年 3 月起，青島淘汰房產證替換為不動產權證，有關網頁：http://finance.qingdaonew

s.com/content/2015-02/28/content_10938394.htm 
《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網頁：http://www.fdzy.gov.cn/fdzy/contentAction.do?itemID=9251 

 

http://finance.qingdaonews.com/content/2015-02/26/content_10935579.htm
http://finance.qingdaonews.com/content/2015-02/26/content_109355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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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審批單位 辦理流程及所需資料 電話（＋86） 
◇ 由煙台市國家安全局發放

《涉及國家安全事項的項

目審批意見書》 

威海 威海市國家安全局 

本人攜帶購房合同（原件及影

印本）、《港澳居民來往內地

通行證》（原件及影印本）至

威海市國家安全局辦理《租購

房屋涉及國家安全事項審批意

見書》 

（631）5897 074 

注意

事項 

由於國家安全局為國家情報機關，並未設立對外公開網站，一切辦理流

程以當地安全局實際要求為准。建議香港居民在購房之前事先進行電話

諮詢。 
 

相關行政單位網頁地址和聯繫方式： 
行政單位 網址 電話（＋86） 
濟南市住房保障

和房產管理局 
http://www.jnfg.gov.cn/Gov
Web/index.faces （531）8207 7114 

青島市國土資源

和房屋管理局 
http://www.fdzy.gov.cn/fdzy/
index.do 

（532）8266 2157 或 8266 0001 
（青島市不動產登記中心） 

煙台市住房和城

鄉建設局 http://www.ytzjj.gov.cn/ 
（535）6631 555（煙台市不動

產登記中心芝罘分中心） 
威海市住房保障

和房產管理局 http://www.whsfgj.gov.cn/ （631）5222 530（住房保障） 

 
(1)財務安排 

香港居民在山東購買房產時，如需辦理銀行按揭，可向本地銀行或外資銀

行提出申請。購置新房時，房地產開發商或有合作銀行，通過合作銀行貸款，

貸款利率或與其他銀行不同，詳情還需與房產開發商及銀行諮詢。 
具體購房貸款流程、需要的資料及房貸利率問題，可向個別銀行查詢。跟

香港情況不同，香港居民在山東購買房產時，一般不會聘請律師處理相關事務，

因此一般無需支付律師費用。而住宅買賣經紀服務收費則由買賣雙方協商，一

般會由買方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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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房屋轉名 
香港居民如果需要在山東辦理房產轉名，需要到山東省各市房產/不動產交

易登記管理中心辦理。具體流程及所需資料請諮詢山東省各市房產/不動產交易

中心。 
 

(3)買賣房屋繳納的稅費及其他交易費用 
香港居民在山東買賣房產所繳納的稅費與內地居民相同。購買房產可能會

涉及的主要稅費包括契稅、公共維修基金、印花稅、房屋評估費等。出售房產

可能會涉及的主要稅費包括營業稅、個人所得稅及其他費用等。數額較大的稅

費主要包括：契稅、公共維修基金、增值稅和個人所得稅，詳見如下：  
◇ 契稅：對個人購買家庭唯一住房（家庭成員範圍包括購房人、配偶以及 

未成年子女，下同），面積為 90 平方米及以下的，減按 1%的稅率徵收

契稅；面積為 90 平方米以上的，減按 1.5%的稅率徵收契稅。對個人購

買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面積為 90 平方米及以下的，減按 1%的稅率

徵收契稅；面積為 90 平方米以上的，減按 2%的稅率徵收契稅。  
◇ 公共維修基金：公共維修金是指住宅樓房的公共部位和共用設施設備等

的維修養護基金。商品住宅、非住宅的業主按照所擁有物業的建築面積

交存維修資金，每平方米建築面積交存首期維修資金的數額為當地住宅

建築安裝工程每平方米造價的 5%至 8%。 
◇ 增值稅：個人將購買不足兩年的住房對外銷售的，按照 5%的徵收率全額

繳納增值稅；個人將購買兩年以上（含兩年）的住房對外銷售的，免征

增值稅。 
◇ 個人所得稅：香港居民出讓房產的，按轉讓收入額減除財產原值和合理

費用（納稅人按照規定實際支付的住房裝修費用、住房貸款利息、手續

費和公證費等費用）後的餘額的 20%繳納個人所得稅。如不能提供房屋

原值憑證（當初購買或建造時的原始憑証）或不能正確計算房屋原值，

稅務機關可按納稅人住房轉讓收入的一定比例核定應納個人所得稅額。

對個人轉讓自用五年以上，並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免徵

個人所得稅。 
注意：以上稅率、徵收辦法詳情請參閱國家財政部 2016 年 2 月公布的《關

於調整房地產交易環節契稅營業稅優惠政策的通知》和 2016 年 3 月公布的《財

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的通知》。如因政策調

整造成稅率和徵收辦法等變更，請諮詢各市人民政府。 
 

二、交通與郵遞 

1.交通 

山東省境域包括半島和內陸兩部份：山東半島伸入渤海與黃海之間，東與

朝鮮半島、日本列島隔海相望，北與遼東半島相對；內陸與河北、河南、安徽、

江蘇四省接壤，是國家重要陸路、海和空運交通樞紐。山東省擁有“五縱四橫

一環八連”高等級公路網，其中高速公路通達 128 個縣市區，二級以上公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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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連續多年位居全國第一。沿海港口七處，擁有現代化的沿海港口群。“十三

五”期間，山東省將強化濟南鐵路樞紐功能，基本建成以濟南及青島為中心的

“1、2、3 小時”交通圈，構建與國家高鐵網融為一體的“兩橫兩縱雙輻射”

全省高速鐵路網，實現市市通高鐵。 
 

(1)交通現狀概述 
內地的交通規則與香港的有一定的差異，需要特別注意。內地機動車、非

機動車及行人均實行右側通行，這與香港採用的“左行制”不同。 
兩地信號燈的通行規則也略有差異。在香港紅燈亮時，車輛一律不得通行。

但在內地紅燈亮時，右轉彎的車輛在不妨礙被放行的車輛、行人通行的情況下，

可以通行（但如果紅燈不是圓形信號指示燈，而是箭頭形的方向信號指示燈，

當箭頭方向向上的紅燈亮時，右轉彎的車輛不得通行）。 
此外，山東省及其下轄各市也頒布並實施了具體的地方規定，如欲得到更

多資訊，請參考相關交通資訊網頁： 
交通行政單位 網址 電話（＋86） 
山東省交通運輸廳 http://www.sdjt.gov.cn/ （531）8569 3998 
濟南市城鄉交通運輸委

員會 http://www.jnjtj.gov.cn/ （531）8896 8686 

青島市交通運輸委員會 http://www.qdjt.gov.cn/default.aspx （532）8801 8903 
煙台市交通運輸局 http://jtj.yantai.gov.cn/ （535）6699 777 
威海市交通運輸局 http://www.whjtj.gov.cn/ （631）5234 111 
 
(2)公共交通服務 

在山東可選擇的公共交通非常廣泛，當中包括：飛機、火車、地鐵、巴士

及計程車等。 
航空 

濟南、青島、煙台和威海等山東主要城市都有機場，各大機場一般都設有

通往省內主要城市的長途汽車、直達市區的機場巴士和計程車服務站等。具體

有關各機場的交通資訊請參考： 
機場 網址 電話（＋86） 
濟南遙墻國際機場 http://www.jnairport.com/ （531）96888 
青島流亭國際機場 http://www.qdairport.com/control/main （532）96567 
煙台薘萊國際機場 http://www.ytairport.com.cn/ （535）5139 666 
威海大水泊國際機場 http://www.airwh.com/ （631）8641 172 
鐵路 

濟南主要有三個客運火車站，分別為濟南站，濟南東站和濟南西站；青島

市區主要有兩個客運火車站，分別為青島站和青島北站；煙台主要有兩個客運

火車站，分別為煙台站和煙台南站；威海主要有兩個客運火車站，分別為威海

站和威海北站。乘客在購票時及乘車前需注意乘坐班次的始發站。各地火車站

地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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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站 地址 電話（＋86） 

濟南 
濟南站 濟南市天橋區車站街 19 號 

12306 
 

濟南東站 濟南市天橋區明湖北路一號 
濟南西站 濟南市槐蔭區齊魯大道六號 

青島 
青島站 青島市費縣路一號 
青島北站 青島市李滄區靜樂路一號 

煙台 
煙台站 煙台市芝罘區北馬路 135 號 
煙台南站 煙台市萊山區曲家莊村 

威海 
威海站 威海市高新區環山路以南，沈陽中路以西 
威海北站 威海市環翠區青島中路 51 號 

中國鐵路客戶服務中心提供網上購票服務：http://www.12306.cn/mormhweb。 
地鐵 

山東目前僅有青島於 2016 年 12 月 18 日正式全線開通的地鐵三號線。青島

地鐵票價由人民幣二至五元不等。更詳細資訊可參見青島地鐵網站：http://www.
qingdaometro.cn/。 
巴士 

山東省各市都覆蓋有公車運營網絡，不同人群在濟南、青島、煙台和威海

乘坐公車也都可以辦理公交卡，可以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具體公交路線、票

價和公交卡辦理請參考各市公交網站： 
公交公司 網址 電話（＋86） 
濟南公交網 http://www.jnbus.com.cn/index.asp （531）96190 
青島公交集團 http://www.qdbus.com.cn/web/index.aspx （532）8592 9111 
煙台市公交集團

有限公司 http://www.ytbus.cn/index.html （535）2917 999 

威海公共交通集

團有限公司 http://www.wh-bus.com/index.html （631）5230 950 

計程車 
山東不同城市計程車收費標準各不相同，起步價（不包含燃油附加費）從

六元到十二元不等，超過起步里程後的計費也各不相同，香港居民若在山東乘

坐計程車要盡量選擇正規出租車公司的計程車。倘在乘坐過程中遇任何問題，

可撥打各市交通管理局電話（見“交通狀況概述”部份）進行投訴。 
目前山東各市的計程車起步價見下表： 

城市 起步價（不包含燃油附加費） 
濟南 九元（三公里） 
青島 九元（三公里） 

煙台 
標準型七元（三公里） 
豪華型八元（三公里） 

威海 六元（兩公里） 
另外，相關網站服務商和手機移動終端現時均有提供預約計程車的功能以

及其他資訊。 

http://www.qingdaometro.cn/
http://www.qingdaometr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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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途客運 
山東長途客運系統也相當發達，每個城市都有長途客運站。各城市長途客

運班次主要包括山東省內各地及全國各主要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等）。

部份長途汽車站相關地址如下：  
城市 長途客運站 地址 

濟南 

濟南長途汽車東站 濟南市工業南路 329 號 
濟南長途汽車總站 濟南市濟濼路 131 號 
濟南長途客運中心站 濟南市天橋區堤口路 73 號 
濟南長途汽車西站 濟南西站（槐蔭區齊魯大道）東廣場南側 
濟南長途汽車總站南區 濟南市無影山中路二號 

青島 

青島長途汽車站 青島市市北區溫州路二號 
青島汽車北站 青島市城陽區重慶北路 59 號 
青島汽車東站 青島市嶗山區深圳路 163 號 
青島海泊河汽車站 青島市市北區內蒙古路 58 號 
青島火車站旅遊汽車站 青島市市南區單縣支路一號 

煙台 
煙台汽車總站 煙台市芝罘區西大街 86 號 
煙台汽車南站 煙台市芝罘區機場路 336 號 
牟平汽車站 煙台市牟平區北關大街 706 號 

 
 

威海 

威海汽車站 威海市青島中路 136-1 號 
文登汽車站 文登市世紀大道 99 號 
乳山汽車站 乳山市世紀大道 305 號 
榮成汽車站 榮成市憑海西路八號 
石島汽車站 石島港灣街道辦事處黃海南路 306 號 

 
(3)申請駕駛執照 

香港居民在內地駕駛機動車（包括汽車、摩托車等），須依法取得機動車

駕駛證。駕駛機動車時，須隨身攜帶機動車駕駛證。 
初次申領 

依據《機動車駕駛證申領和使用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令第 123
號），符合國務院公安部門規定的駕駛許可條件（包括年齡、身體條件等）的

相關居民，可向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申領機動車駕駛證。一般步驟如下： 
提出申請 

香港居民在內地申請機動車駕照需在居留地或者居住地向當地車輛管理所

提出申請，填寫申請表並提交以下證明： 
◇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香港身份證》和公安機關核發的居住、

暫住證明；以及 
◇ 縣級或者部隊團級以上醫療機構簽發的有關身體條件的證明。屬於申請

殘疾人專用小型自動擋載客汽車的，應當提交經省級衛生主管部門指定

的專門醫療機構簽發的有關身體條件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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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考試 
車輛管理所對符合條件的申請會予以受理，申請人可以按要求預約考試日

期。考試內容為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和相關知識考試科目（簡稱“科目

一”），場地駕駛技能考試科目（簡稱“科目二”），以及道路駕駛技能和安

全文明駕駛常識考試科目（簡稱“科目三”）。考試內容和合格標準全國統一，

根據不同准駕車型規定相應的考試專案。考試順序按照科目一、科目二、科目

三依次進行，科目三道路駕駛技能考試合格後，才能參加安全文明駕駛常識考

試（俗稱“科目四”）。 
領取駕駛證 

申請人考試合格後，需要接受不少於半小時的交通安全文明駕駛常識和交

通事故案例警示教育，並參加領證宣誓儀式，申請人可在宣誓儀式當天領取機

動車駕駛證。 
已持有香港地區或境外地區核發的機動車駕駛證 

已持有香港地區或境外地區核發的機動車駕駛證的香港居民，符合國務院

公安部門規定的駕駛許可條件（包括年齡、身體條件等）[具體要求請參看上文

所提到的《機動車駕駛證申領和使用規定》（公安部令 123 號）]，經公安機關

交通管理部門考核合格的，可以獲發內地機動車駕駛證。具體流程如下： 
提出申請 

需在居留地或者居住地向當地車輛管理所提出申請，填寫申請表並提交以

下證明： 
◇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香港身份證》和公安機關核發的居住、

暫住證明； 
◇ 縣級以上醫療機構簽發的有關身體條件的證明。屬於外國駐華使館、領

館人員及國際組織駐華代表機構人員申請的，按照外交對等原則執行；

以及 
◇ 所持機動車駕駛證（具有單獨駕駛資格且非臨時性的機動車駕駛證）。 
屬於非中文表述的，還應當簽發中文翻譯文本。 

參加考試 
已持有香港地區或境外地區核發的機動車駕駛證的香港居民在內地申請機

動車駕駛證的，需要通過科目一的考試。申請准駕車型為大型客車、牽引車、

中型客車和大型貨車機動車駕駛證的，還應當考試科目三。 
領取駕駛證 

申請人考試合格後，需要接受不少於半小時的交通安全文明駕駛常識和交

通事故案例警示教育，並參加領證宣誓儀式，申請人可在宣誓儀式當天領取機

動車駕駛證。 
一般來說，機動車駕駛證有效期為六年。根據《機動車駕駛證申領和使用

規定》（公安部令 123 號）規定，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累積記分週期（即記

分週期）為 12 個月，滿分為 12 分，從機動車駕駛證初次領取之日起計算。駕

駛者若違犯相關條例，便會記分一次，一次記分的分值按事態嚴重而定，分為：

12 分、六分、三分、兩分、一分等五種。在六年的有效期內，機動車駕駛人如

果在每個記分週期內（12 個月）的累積記分都沒達到過 12 分，便可換發十年

有效期的駕駛證。如果在十年有效期內，在每個記分週期均未達到 12 分，可以

換發長期有效的機動車駕駛證。但長期駕駛證並不等同終生駕駛證，駕駛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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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滿 60 歲後，每年須提交體檢證明，才可繼續其機動車駕駛證。若駕駛證過期

後，便須重新考取駕駛證方可再駕駛機動車。相關申請要求和扣分標準請參看

《機動車駕駛證申領和使用規定》（公安部令 123 號）：http://www.gov.cn/flfg/
2012-10/09/content_2239595.htm。 
 
(4)申請車輛牌照 

山東各市目前均已開通車管所網上服務大廳，香港居民在內地購買新車後

為車輛申請牌照時，可以在網上進行預選號牌操作。預選號牌成功後，需在規

定時間內攜帶以下證件前往車輛管理所辦理新車登記和申領牌照等業務： 
◇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及影印本； 
◇ 派出所簽發的《境外人員臨時住宿登記表》； 
◇ 國產車《合格證》或進口車《貨物進口證明書》; 
◇ 《機動車銷售統一發票》； 
◇ 《機動車註冊登記申請表》； 
◇ 車輛購置稅完稅證明或者免稅憑證；以及 
◇ 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憑證。 
香港居民也可直接攜帶以上材料前往各地車輛管理所進行新車登記和牌照

申請業務。各地車輛管理所對所需材料的要求可能略有不同，具體以各車輛管

理所要求為準。詳細資料可參看： 
 

車輛管理所 網址 
山東省公安廳車輛管理所 http://sd.122.gov.cn 
青島公安交通信息服務網 http://www.qdznjt.com 
煙台交警綜合信息網 http://www.ytjj.gov.cn/html/ 

威海市公安局 http://www,weihaiga.gov.cn/fwdt/cartoon_list
.html?itemld=199 

 

2.郵遞服務 

郵遞服務可在山東省內中國郵政各營業點或其他的快遞公司辦理，有關山

東省內中國郵政的服務可查閱以下網頁： 
郵政管理局 網址 電話（＋86） 
山東省郵政管理局 http://sd.spb.gov.cn/bmfw/ 

郵政企業 
客服電話：11185 
郵政速遞物流 
客服電話：11183 

濟南市郵政管理局 http://sdjn.spb.gov.cn/bmfw_5403/ 
青島市郵政管理局 http://sdqd.spb.gov.cn/bmfw_5659/ 
煙台市郵政管理局 http://sdyt.spb.gov.cn/bmfw_5595/ 
威海市郵政管理局 http://sdwh.spb.gov.cn/bmfw_5627/ 

收費標準根據所寄送的地點和物品重量而有所不同，具體收費標準請查閱

山東省郵政管理局相關網頁：http://sd.spb.gov.cn/bmfw/yzjbzf_14403/。 
寄自或寄往香港與其他國家時，需要注意禁止進出境的物品和關稅，詳情

請查閱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相關網頁：http://www.customs.gov.cn/tabid/2747
/ctl/InfoDetail/InfoID/297794/mid/12021/Default.aspx?ContainerSrc=。 

http://sdyt.spb.gov.cn/bmfw_5595/
http://sdwh.spb.gov.cn/bmfw_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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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銀行服務及理財投資 

1.銀行手續辦理 

港人在內地生活，除了現金備用外，也可以在內地銀行開立個人帳戶，及

申請辦理網上銀行服務。一般在內地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開立普通個人帳戶都

只需本人攜帶《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至各銀行分行即可辦理，但有一些

銀行要求客戶在分行開立個人帳戶時提供居住地址證明，具體需向各開戶分行

諮詢。 
 

2.證券投資 

根據《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證券賬戶業務指南》，香港居民在

內地進行證券投資時，是被視同境外投資者進行管理。在內地工作和生活的香

港居民可以申請開立一碼通賬戶、A 股賬戶、B 股賬戶、股轉系統帳戶、封閉

式基金賬戶、信用證券賬戶以及中國結算根據業務需要設立的其他證券賬戶。 
香港居民在內地開立證券賬戶時，必須委託開戶代理機構辦理，開戶方式

有臨櫃（見註 2）、見證（見註 3）、網上開戶或中國結算認可的其他非現場

方式。一位香港居民只能申請開立一個一碼通賬戶、一個信用賬戶和一個 B 股

賬戶，最多可以申請開立 20 個 A 股賬戶和封閉式基金賬戶。開戶時所需攜帶

的申請材料有： 
◇ 《證券賬戶開立申請表》； 
◇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及影印本；以及 
◇ 《香港身份證》及影印本。 
委託他人代辦的，還需提供經公證的委託代辦書、代辦人有效身份證明文

件及影印本。 
在境內工作的香港居民在申請開立 A 股和封閉式基金賬戶時，還需要公安

機關簽發的臨時住宿登記證明表（或公安機關認可的同類證明文件）及影印本

等能夠證明香港居民在內地工作生活的書面證明材料（需加蓋公安機關公章）。 
其他具體的申請流程和開戶相關資訊請查看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

司相關網頁：http://www.chinaclear.cn/zdjs/editor_file/20150412191636445.pdf。 
 

3.基金投資 

香港居民購買封閉式基金必須申請開立封閉式基金賬戶，詳細見“證券投

資”部份；若香港居民要購買開放式基金，可到大銀行和基金公司購買，具體

的開戶申請和購買要求需諮詢具體的開放式基金發行管理機構。 
 

                                                        
註 2：臨櫃開戶是指親自到證券開戶代理機構營業場所辦理開戶手續。 

註 3：見證開戶是指開戶代理機構工作人員在營業場所外面見投資者，驗證投資者身份並見證 

投資者簽署開戶申請表後，為投資者辦理證券帳戶開立手續，詳情參見 http://www.chinac
lear.cn/old_files/1364200984205.pdf。 

 

http://www.chinaclear.cn/old_files/1364200984205.pdf
http://www.chinaclear.cn/old_files/13642009842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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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婚姻與生育 

在山東省辦理的婚姻手續及子女出生手續與香港有所不同，在辦理相關手

續時需要特別留意。 
 

1.在魯辦理婚姻手續 

(1)結婚 
香港居民計劃與內地居民在山東省結婚，須依照內地法規辦理婚姻登記手

續。由於與港人的婚姻屬於涉外婚姻的範疇，根據《婚姻登記條例》，雙方須

到山東省各市级民政局涉外婚姻登記處辦理婚姻相關手續。對於符合結婚條件

的，當場予以登記及簽發結婚證。山東省各市涉外婚姻登記處聯繫方式及相關

網址如下： 
單位 網址 地址 電話（＋86） 

濟南市

民政局 

http://www.jnmz.gov.cn/art/20
17/5/11/art_28831_741145.htm
l 

濟南市二環南路

6086 號（中海環

宇城東鄰） 
（531）8207 8639 

青島市

民政局 

http://www.qdmz.gov.cn:7001/
qdmzweb/getContentInfo.do?i
d=275 

青島市延安三路

民政大廈 1203 室 
（532）8386 2830 

煙台市

民政局 
http://mzj.yantai.gov.cn/art/201
7/5/31/art_2361_769016.html 

煙台市菜市街 46
號 

（535）6631 574 

威海市

民政局 

http://www.whsmz.gov.cn/art/2
016/2/27/art_19414_576328.ht
ml 

威海市文化中路

86 號 
（631）5897 052 

在山東省辦理結婚登記，須滿足以下條件： 
◇ 婚姻當事人一方必須是山東省常住戶口（即具有山東戶籍）的居民； 
◇ 婚姻當事人必須是自願和無配偶； 
◇ 男方年滿 22 周歲，女方年滿 20 周歲； 
◇ 當事人雙方必須沒有直系血親或者三代以內旁系血親關係（旁系血親是 
具有間接血緣關係的親屬，即非直系血親而在血緣上和自己同出一源的 
親屬。三代以內旁系血親是在血緣上和自己同出於三代以內的親屬。）；

以及 
◇ 當事人雙方未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如嚴重遺傳性疾病、 
有關精神病、指定傳染病等。 

山東省居民及香港居民結婚登記所需資料簡列如下： 
 
 

山東居民 香港居民 
本人戶口名簿、居民身份證正本，並

提交影印本一份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和《香

港身份證》正本，並提交影印本一份 
與對方當事人沒有直系血親和三代以 經香港委託公證人公證的《無婚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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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居民 香港居民 
內旁系血親的簽字聲明（請詢問當地

民政局） 
錄證明書》（見註 4）以及與對方當事

人沒有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旁系血親

的簽字聲明 
男女雙方正面免冠彩色證件照 

詳情請諮詢各市民政局婚姻登記處。 
 

(2)離婚 
香港居民與內地居民在山東省登記結婚的，若屬於雙方自願離婚，男女雙

方應當一同到山東省相關市民政局涉外婚姻登記處申請辦理離婚登記。對當事

人確屬自願離婚，並已對子女撫養、財產和債務等問題達成一致處理意見的，

當場予以登記，發給離婚證。屬於單方面要求離婚的，可由內地有關部門進行

調解或直接向山東省各市人民法院提出離婚訴訟。 
在山東省各市登記離婚，須滿足以下條件： 
◇ 雙方當事人必須是自願離婚； 
◇ 雙方當事人持有離婚協議書，協議書載明雙方自願離婚的意願以及對子 
女撫養、財產及債務處理等事項協商一致意見； 

◇ 當事人持有內地婚姻登記機關或者中國駐外使（領）館頒發的結婚證； 
◇ 雙方當事人必須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即指可完全獨立地進行民事活 
動，通過自己的行為取得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資格）；以及 

◇ 雙方當事人必須一同到山東省各市婚姻登記處申請離婚登記並領取離婚 
證。 

山東居民及香港居民在山東相關市離婚登記所需資料如下:  
山東居民 香港居民 
本人戶口名簿和居民身份證正本，

並提交影印本一份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和《香港

居民身份證》正本，並提交影印本一份 
雙方結婚證                                                                  
男女雙方正面免冠彩色證件照 

雙方共同簽署的一式三份離婚協議書，協議書載明雙方自願離婚的意向，以及

對子女撫養、財產及債務處理等事項協商一致的意見 
 

2.香港居民與內地居民在香港辦理婚姻手續 

(1)結婚 
香港居民計劃與內地居民在香港辦理結婚登記，須滿足以下條件： 
◇ 符合法定結婚年齡：根據香港《婚姻條例》第 13 條的規定，男女雙方均 
須年滿 16 歲； 

                                                        
註 4：《無結婚記錄證明書》 (俗稱“寡佬證”) 辦理請參考網站 : http://www.gov.hk/sc/re

sidents/immigration/idcard/#/sc/residents/immigration/bdmreg/。  
 

http://www.lawyerwq.com/Item/4662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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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須有結婚的合意：結婚的意願必須是在雙方完全自主自願的情況下 
作出的，且意思表示真實； 

◇ 當事人雙方未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如嚴重遺傳性疾病、 
有關精神病、指定傳染病等； 

◇ 必須遵守一夫一妻制：男女雙方均須無配偶，未解除婚姻關係的，禁止 
結婚；以及  

◇ 不在香港法例第 181 章《婚姻條例》附表五法律禁婚的親屬範圍內。 
    香港居民與內地居民倘在港登記結婚，雙方須出示《香港身份證》或有效

的旅行證件並提供下列的個人資料，供婚姻登記處職員擬備及印製通知書之用： 
◇ 全名； 
◇ 婚姻狀況（即是否未婚、鰥夫或寡婦、離婚人士或以往曾否採用任何儀

式結婚）； 
◇ 職業； 
◇ 年齡； 
◇ 住址； 
◇ 雙方父母的姓名，以及； 
◇ 如任何一方未滿 21 歲，必須列明同意這宗婚姻人士（即婚姻條例附表三

指明的有關人士）的姓名、地址和身份。 
    根據相關香港法例，在香港結婚有以下手續事宜： 

◇ 男女其中一方須直接或透過婚姻監禮人向婚姻登記官遞交擬結婚通知書； 
◇ 登記官須在其辦事處展示通知書的相關部份，直至他發出《婚姻登記官

證明書》或通知書的三個月有效期屆滿為止； 
◇ 如符合所有法定要求，登記官可在通知書遞交後最少 15 天，簽發《婚姻

登記官證明書》，雙方可以在通知書的三個月有效期內舉辦婚禮； 
◇ 婚禮須在婚姻登記處由登記官主持，或在特許的禮拜場所由合資格的神

職人員主持，或由婚姻監禮人在香港其他地方主持；以及 
◇ 婚禮須於遞交通知書後三個月進行，否則該通知書便會作廢，之後如欲

舉行婚禮，須重新遞交通知書。 
如欲了解更多香港婚姻登記的事宜，可參考香港入境事務處相關網頁：http:

//www.immd.gov.hk/hks/services/marriage.html。 
 

(2)離婚 
在香港登記結婚的香港居民與內地居民，均無法在內地辦理離婚登記，可

以通過訴訟的方式辦理離婚手續。倘在香港辦理離婚手續，則須滿足以下條件，

具體流程請諮詢律師。 
 

雙方共同申請離婚 單方面申請離婚 

在申請離婚前，雙方已分開

居住最少連續一年；或 

配偶曾與人通姦，而呈請人認為無法忍受與他/
她共同生活；或 
配偶的行為令人無法合理期望讓呈請人可與他/
她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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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共同申請離婚 單方面申請離婚 

在申請離婚前不少於一年，

已向法庭呈交一份經雙方簽

署的同意書而該通知書其後

並未被撤回 

在提出離婚呈請前，呈請人與配偶已分開居住最

少連續一年，而其配偶也同意離婚；或 
在提出離婚呈請前，呈請人與配偶已分開居住最

少連續兩年，而在這種情況下，是無須配偶同意

離婚 
 

3.生育子女 

(1)計劃生育政策 
按照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關於內地居民涉港生育問題的規定》，

內地居民與香港人結婚後在內地生育，需執行內地居民一方戶口所在地的相關

生育政策規定。內地居民與香港人結婚生育，在執行內地有關政策的規定時，

香港居民一方結婚前已有的子女或內地居民與香港居民結婚後生育的子女而不

在內地定居的，將不會計算該子女數目。 
內地居民與香港居民結婚後，若需要在內地生育並符合上述規定的，須出

示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狀況證明和生育狀況證明，由內地居民一方按其戶口所

在地有關計劃生育的法規和規定辦理相關的生育手續。內地居民與香港居民結

婚後，符合規定的生育條件，但未辦理有關生育手續而生育子女的，在補辦有

關生育手續後，將免繳社會撫養費（見註 5）；而未婚生育第一個子女的，補

辦結婚登記和有關生育手續後，將減輕或免予處理。 
雙方結婚後，內地居民一方若在香港合法定居，便不需依從內地有關計劃

生育的法律、法規和規定。 
 

(2)中國內地出生  
若子女在中國內地出生，在嬰兒出院前可為其向生產的醫療機構辦理出生

醫學證明。就報戶口方面，如父母其中一方為內地居民，嬰兒可以在父或母戶

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報戶口。若嬰兒父母不在內地，也可由其直系親屬（祖

父母，外祖父母，父母的兄弟姐妹）代為辦理。相關報戶口的詳情，請諮詢各

市公安局： 
單位 網址 電話（＋86） 

濟南市公安局 http://www.jnmsjw.gov.cn/contents/665/7
15.html （531）8793 6626 

青島市公安局 http://www.qdpolice.gov.cn/ （532）6657 3513 

煙台市公安局 http://www.ytga.gov.cn/templet/msjw/hz/
mainframe.jsp （535）6297 085 

威海市公安局 http://www.weihaiga.gov.cn/ （631）5192 330 
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子女雖不會獲發香港出世紙，若父母其中一方符合以

下條件，便可以為孩子申請香港特別行政區居留權證明書： 
◇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或 

                                                        
註 5：社會撫養是內地政府對不符合法定條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徵收的費用，以補償超生子女佔

用的公共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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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通常居於香港連續七年或以上的中國 
公民。 
 

(3)香港出生 
若小孩在香港出生，出生後 42 天內可免費辦理出生登記。父母為新生嬰兒

辦理出生登記前，須通過互聯網或電話預約。預約前，父母應先向嬰兒出生的

醫院查詢，以確保有關的新生嬰兒呈報表已送交有關的出生登記處。預約時，

父母須提供與新生嬰兒呈報表上相符的資料，否則將不能進行預約。預約以先

到先得的方式處理。若想查閱有關辦理子女出生登記手續、為已辦理出生登記

的子女申請更改或加入名字，以及申請翻查出生登記紀錄及出生登記記項核證

副本，可參閱香港入境事務處相關網頁：http://www.immd.gov.hk/hkt/services/bir
th-death/Registration_of_a_Birth.html#aa。 

 
(4)國籍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中國公民”指具有中國國籍的人士。

凡具有中國血統的香港居民，本人出生在中國領土（包括香港），以及其他符

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規定的具有中國國籍的條件者，都是中國公民。

具體內容請參閱香港入境事務處相關網頁：http://www.immd.gov.hk/hkt/services/
chinese_nationality.html。 

 

五、就醫 

1.醫療機構 

內地和香港在醫療方面，不論在制度、系統和服務流程方面均存在差異，

香港居民就醫前須留意各類醫院所提供的服務，並對自己的病歷和醫療需要作

適當的評估。山東省的醫療機構主要分以下幾類： 
◇ 公立醫院：內地的公立醫院以等級管理，經過政府從醫院的功能、設施

和技術等方面進行評審後，分為三個等級，每級再劃分為甲、乙和丙三

等，同時在三級醫院中增設特等。其中最高等級為三級甲等，最低等級

為一級丙等； 
◇ 民營醫院：由社會出資營辦的衛生機構，以營利性機構為主導；少數是

由政府補助的非營利機構；以及 
◇ 外資醫院：由外商投資成立的衛生機構。 
香港居民可以根據自身的要求選擇就醫。山東省大部份的公立醫院及部份

的民營醫院已納入醫療保險範圍。有關醫保定點醫院的相關資訊，請撥打+86 
12333 詢問或參考以下網址： 
城市 網址 

濟南市定點醫療機構 http://www.sdjnsi.gov.cn/art/2017/3/6/art_10475_67834
0.html 

青島市定點醫療機構 http://www.qdshebao.com/article/detail-4376.html 
煙台市定點醫療機構 http://www.k318.com.cn/yiyuan/yanta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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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網址 

威海市定點醫療機構 http://www.whdpc.gov.cn/art/2015/1/30/art_4207_41501
0.html 

山東省部份三級甲等綜合醫院的聯繫方式如下：  
城市 醫院名稱 地址及網址 電話（＋86） 

濟南 

山東大學齊魯醫

院 
濟南市歷下區文化西路 107 號 
http://www.qiluhospital.com/ 

（531）8216 9114 

山東省立醫院 濟南市經五緯七路 324 號 
http://www.sph.com.cn/ 

（531）8793 8911 

山東大學齊魯兒

童醫院 
濟南市經十路 23976 號 
http://www.etyy.com/ 

（531）8796 4990 

山東大學附屬濟

南市中心醫院 
濟南市解放路 105 號 
http://www.zxyy.cn/ 

（531）8569 5114 

青島 

青島大學醫學院

附屬醫院 
青島市江蘇路 16 號 
http://qdumh.qd.sd.cn/ 

（532）96166 

青島市市立醫院 青島市膠州路一號 
http://qdslyy.qdslyy.cn/ 

（532）8282 7191 

煙台 煙台毓璜頂醫院 煙台市毓璜頂東路 20 號 
http://www.ytyhdyy.com/ 

（535）6691 999 

威海 威海市立醫院 
威海市環翠區和平路 70 號 
http://www.shiliyiyuan.cn/nindex.
asp 

（631）5287 855 

由於現時內地的大多數醫院尚不接受境外醫療保險或商業保險，香港居民

在這些醫院就診後，或需憑據相應繳款單及發票向境外保險公司申請賠償。具

體流程請諮詢相關保險公司或繳納保險單位。 
此外，部份醫院收費視窗設立有 POS 刷卡機，接受信用卡和銀聯卡等電子

付款方式，但部份診療費用仍僅限現金支付，須向就診醫院了解。因此，在前

往醫院就診前需確保持有足夠現金或帶備保險公司/醫療保險服務提供者簽發的

醫療保險卡。病人也應該在前往醫院或診所前，確認所持有的醫療保險卡是否

適用。 
另外，山東省部份醫院開通網上預約掛號和電話預約掛號等服務，市民可

通過就醫 160（http://sj.zol.com.cn/91160/）及微醫（http://www.guahao.com/）等

平台進行預約。 
 

2.就醫流程 

內地的醫療系統與香港不一，就醫流程也有所不同，一般流程如下： 
◇ 諮詢：醫院通常設有助醫台，助醫台工作人員會根據求診者的要求提示 
需要掛號的科室名稱。 

◇ 掛號：如已進行網上預約或電話預約，無需再次掛號。如未預約，則需 
在相關視窗進行付費掛號。掛號時，科室通常存在普通門診和專家門診 
兩類，求診者可根據需要進行選擇。一般情況下，專家門診掛號費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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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略高而且名額有限。 
◇ 就診：根據醫院內提示牌或詢問助醫台工作人員，到達相關科室排隊等 
候就診。如需要身體檢驗，則憑醫生簽發的單據到付費窗口付費後才可 
進行有關檢驗，並等待檢驗結果報告簽發後再返回科室繼續就診。有些 
檢驗結果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時間，建議就診者詢問醫生。在醫生配藥時 
可告知醫生哪些藥不想用，亦可向醫生要求不打點滴等。 

◇ 付費：根據醫生簽發的藥方到付費窗口交費後才可取藥。 
◇ 取藥：在取藥時，請留意中藥、西藥分開取藥窗口。 

 

3.醫療保險 

如香港居民持有山東省各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根據山東省各市出台

的醫療保險實施辦法，可享受不同的醫療保險待遇，詳情請參考以下網址： 
城市 文件規定 網址 

濟南市 《濟南市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實

施辦法》第三章 
http://www.sdjnsi.gov.cn/art/2014/9/30/a
rt_9971_431265.html 

青島市 《青島市社會醫療保險辦法》

第四章 
http://www.hdhrss.gov.cn/xxgk/zcfg/qdz
c/2015-10-16/2752.html 

煙台市 《煙台市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暫

行辦法》第三章 
http://www.yanglaocn.com/shtml/20141
022/141395490832627.html 

威海市 《威海市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規

定》第三章 

http://zfxxgk.weihai.gov.cn/xxgk/jcms_f
iles/jcms1/web83/site/art/2016/1/26/art_
6993_151678.html 

一般而言，醫療保險金支付的範圍並不包括保健類、美容健美類、心理諮

詢類等項目，有關詳情請參閱《山東省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診療專案目錄》

及《山東省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醫療服務設施專案範圍》網頁：http://www.s
dhrss.gov.cn/pages/zcfg/zcfgk/39436.html 。 

 

4.緊急救助指南 

120 急救熱線 
120 為全國統一急救熱線，山東省各城市均已開通 120 急救電話；現時熱

線電話 24 小時有專人接聽，接到急救電話後可立即派出救護車和急救人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內地辦事處 

香港居民如在內地受傷或發病，應盡快到當地醫院就醫。一般情況下，必

須徵詢醫生意見，確保病人身體狀況合適才可安排病人返港。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現時並無提供跨境運送病人服務，救護車亦不能預約。

如香港居民於內地遇事受傷或因病返港就醫而於抵港時需要召喚救護車，可致

電香港入境事務處熱線+852 1868 查詢有關安排，或於抵達邊境管制站時向當值

人員要求協助。按現行安排，救護車會將病人從管制站送往就近的香港醫院接

受治理。 
詳情請參閲香港入境事務處相關網頁：http://www.immd.gov.hk/hks/services/

http://www.sdwh.lss.gov.cn/faguiku/
http://baike.baidu.com/view/800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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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territorial-assistance.html。 
 

六、突發事故、意外及死亡 

1.意外事故處理管道 

如香港居民在內地遇上意外（例如：交通事故、火災等）、其他突發事故

（例如：遇劫、遇襲等）或傷亡事故，當事人或其親屬或同行者應立刻向當地

公安派出所報告或撥打以下電話，尋求協助： 
求助類型 電話（＋86） 
內地報警電話 110 
醫療救護電話 120 
消防火警電話 119 
交通事故報警電話 122 

香港居民亦可致電香港入境事務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的 24 小時求助熱

線+852 1868 尋求協助。 
 

2.其他突發事故 

(1)遺失證件 
香港居民在內地遺失《港澳居民往來內地通行證》，要立即向遺失地公安

派出所報失，並取得報失證明，憑報失證明到當地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申

領返回港澳的證件。在申領返回港澳的證件時需填寫《入出境通行證申請表》

（俗稱“臨通”），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門核實身份後，會給遺失人簽發一次有

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入出境通行證》，供當事人出境使用。當事人回香港後，

要到香港中國旅行社索表填寫《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證件遺失登記表》和

申請表，憑本人的港澳居民身份證就可以申請補發《港澳居民往來內地通行

證》。  
倘若當事人遺失證件後需要協助返回香港，可聯絡特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

（“駐京辦”）、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駐滬辦”）、駐成都經濟貿易辦

事處（“駐成都辦”）或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駐粵辦”）所設的入境事務

組或香港入境事務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尋求協助。香港入境事務處會因應

個別情況，提供協助及相關的資訊。 
山東省各市公安機關及派出所聯繫資料可見於山東民生警務平台網頁：http:

//www.sdmsjw.gov.cn/channels/ch00309/。 
 
(2)遺失財物 

香港居民如在內地遺失金錢應首先向就近的公安派出所報失，並取得遺失

證明。如急需返回香港，可聯絡駐京辦、駐滬辦、駐成都辦或駐粵辦所設的入

境事務組或香港入境事務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尋求協助。香港入境事務處

可協助當事人聯絡其在港的親友，以便他們為當事人提供經濟及其他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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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通事故 
根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常式規定》和《山東省機動車輕微道路交通事故

快速處理辦法（試行）》，香港居民如在山東省發生交通意外，一般輕微事故

可選擇自行協商和快速處理。發生輕微交通事故後，一般處理流程包括：報案

（向各自保險公司或撥打 122 向當地交通管理部門報案）、拍照（拍攝事故現

場及周圍參照物或標記車輛位置，無法拍照的以文字方式記錄事故現場）、撤

離並互驗（車輛轉移至不妨礙交通的地點並互相查驗駕駛證和保險憑證）、快

賠（雙方自行協商確定賠償責任後在規定時間內共同到就近交通事故保險快速

理賠服務中心辦理理賠手續）。各地對輕微事故的判定標準略有不同，一般泛

指機動車之間在道路上發生沒有人員傷亡，僅造成機動車輕微損壞，可以繼續

駕駛的交通事故。同時，各市對以上快速處理流程的先後順序規定並不一致，

具體可參閱各市公布的詳細規定： 
城市 網址 電話（＋86） 
濟南交警信息網 http://www.jnjj.com/jnjjzcfg/10286.htm 

交通事故報警 
電話：122 

青島市公安局交警

網上警務室 
http://qd.bendibao.com/live/2014421/40
306.shtm 

煙台交警網 http://www.jiaodong.net/ytjjw/system/20
10/11/29/011019824.shtml 

威海民生警務平台 http://www.weihaiga.gov.cn/art.html?art
icleld=14921 

香港居民若遇上以下任何道路交通事故，應當保護現場並立即報警： 
◇ 造成人員死亡、受傷的； 
◇ 發生財產損失事故，當事人對事實或者成因有爭議的，以及雖然對事實

或者成因無爭議，但協商損害賠償未達成協議的； 
◇ 機動車無號牌、無檢驗合格標誌、無保險標誌的； 
◇ 載運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學物品以及含毒害性、放射性、腐蝕性、傳

染病病源體等危險物品車輛的； 
◇ 碰撞建築物、公共設施或者其他設施的； 
◇ 駕駛人無有效機動車駕駛證的； 
◇ 駕駛人有飲酒、服用國家管制的精神藥品或者麻醉藥品嫌疑的；或 
◇ 當事人不能自行移動車輛的。 
在遇上第（2）項至第（5）項事故而車輛可移動的情形下，應先行報警，

在確保安全的原則下對現場拍照或者標劃停車位置，並將車輛移至不妨礙交通

的位置等候處理。具體的交通事故處理流程請查閱公安部令《道路交通事故處

理常式規定》網頁：http://www.gov.cn/flfg/2008-08/27/content_1080521.htm。 
  



香港人内地生活小百科—山東篇 

44 

(4)死亡及相關問題 
如香港居民的同行者或親友在內地遭遇嚴重意外及傷亡，應立即向內地公

安派出所報告。如需進一步協助，可聯絡駐京辦、駐滬辦、駐成都辦、駐粵辦

所設的入境事務組或香港入境事務處。 
如香港居民在內地去世，特區政府可以提供協助，例如通知死者在港的親

屬，並就有關事宜（例如：申領死亡證、認領遺體等）向死者親屬提供諮詢意

見。 
 

七、法律服務 

1.內地法律體系介紹 

內地屬於民法法系（亦稱“大陸法系”），香港屬於普通法系。兩大法系

在法律體系、立法基礎、法官許可權以及訴訟程式等方面均有莫大的差異。當

香港居民身處內地時，須清楚了解並遵守內地法律，倘若香港居民在內地觸犯

有關法律，當事人須承擔相關的法律責任。如香港居民在內地工作、生活或營

商時遇到法律問題，應諮詢專業法律人士或機構。 
 

2.公證機構功能 

香港居民在有需要時，可聘請公證機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

規定，公證機構一般可以為客戶提供的服務包括：合同公證；財產分割公證；

招標投標、拍賣公證；婚姻狀況、親屬關係、收養關係公證；出生、生存、死

亡、身份、經歷、學歷、學位、職務、職稱、有無違法犯罪記錄公證；公司章

程公證；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由公證機構登記的事務；以及代寫與公證事項有

關的法律事務文書和提供公證法律諮詢等。 
山東省公證機構、人員名錄及其他相關資料，可見於以下網頁：http://www.

sdgzxh.org/NewsList.aspx?CategoryTitle=通知公告。 
部份公證機構聯繫方式簡列如下： 

城市 公證處 地址 電話（＋86） 

濟南 

山東省濟南市

歷下公證處 
濟南市歷下區七家村 19 號 （531）8695 0743 

山東省濟南市

泉城公證處 
濟南市市中區玉函路 48 號 （531）8203 0266 

山東省濟南市

天橋公證處 
濟南市天橋區無影山中路 112 號 （531）8596 0194 

青島 

山東省青島市

市中公證處 
青島市新浦路六號 （532）8571 7004 

山東省青島市

市南公證處 
青島市市南區香港西路 57 號

（匯融廣場）C 座四樓 
（532）8386 6690 

山東省青島市

市北公證處 
青島市市北區平定路 53 號 （532）8383 5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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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公證處 地址 電話（＋86） 

煙台 

山東省煙台市

魯東公證處 
煙台市芝罘區通世路六號 （535）6659 595 

山東省煙台市

萊山公證處 
煙台市萊山區新苑路五號 （535）6719 110 

山東省煙台市

福山公證處 
煙台市福山區河濱路 157 號行政

審批中心二樓 
（535）6366 148 

威海 

山東省威海市

威海衛公證處 
威海市統一路 406 號 （631）5231 996 

山東省威海市

環翠公證處 
威海市和平路 96-1 號 （631）5223 447 

山東省威海市

世紀公證處 
威海經濟開發區青島中路 107-1
號 514 室 

（631）5981 349 

 
委託公證人 

“中國委託公證人制度”是由司法部委託在港執業十年以上的律師擔任

“公證人”，根據《中國委托公証人（香港）管理辦法》，委托公証人的業務

範圍是證明發生在香港地區的法律行為、有法律意義的事實和文書，而証明的

使用範圍在內地。 
中國委託公證人所辦理的公證文書大致可分為五類：聲明書、證明單方簽

署的法律文書、證明法律事實、證明檔的正本及影印本以及證明雙方或多方面

簽署的法律文書。文書的具體內容包括（但不限於）： 
◇ 申請同內地人士結婚聲明書； 
◇ 申請內地親屬來港聲明書； 
◇ 繼承（放棄繼承）遺產聲明書； 
◇ 申請辦理夫妻關係（結婚）聲明書； 
◇ 申請會在內地收養子女聲明書； 
◇ 內地人士出國讀書經濟擔保聲明書； 
◇ 個人委託書； 
◇ 贈予書； 
◇ 公司委託（授權）書； 
◇ 公司董事會決議證明書； 
◇ 《申請港資企業證明函》證明書； 
◇ 房地產買賣合同； 
◇ 房地產抵押合同；以及 
◇ “香港服務提供者”定義的公證文書。  
中國委託公證人在內地使用的公證文書必須經過“審核、登記和加章轉遞”

後才具有法律效力，受中國法律保護。根據最高人民法院與司法部的《關於涉

港公證文書效力問題的通知》，未經審核加章轉遞程序的證明文書，並没有公

證文書的證明效力和執行效力。 
中國委託公證人協會有限公司網站提供更多有關委託公證人的資訊：http://

http://www.caao.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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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aao.org.hk/。 
 

3.律師事務所功能 

在內地需要處理特定法律事務或處理法律糾紛時，應當聘請律師，具體程

序大致如下：  
◇ 諮詢：通過諮詢活動讓律師初步了解案件，律師根據案件情況告知當事

人案件應按什麼程序進行，會預見什麼問題。 
◇ 委託：在委託律師時，需要和律師事務所簽訂委託合同，繳納代理費用，

委託合同和交費憑證是形成委託關係的證明。 
◇ 監督：在合同訂立時，律師事務所應當向當事人解釋合同，告知權利義

務，發放《品質監督卡》，按照《品質監督制度》，保證律師辦案品質。 
◇ 辦案：接受案件後，律師將按法律和合同的規定，履行應盡的義務，以

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恪守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 
◇ 回訪：為保證律師辦案品質，律師事務所將根據《品質監督制度》定期

進行回訪，對當事人提出的意見及時予以答覆。 
◇ 結案：律師辦案完結後，向當事人進行結案彙報，案卷卷宗歸檔後統一

由律師事務所管理，以備日後查用。 
更多山東省的律師事務所及律師名單可見於山東省及各市律師協會網頁： 
 

城市 網址 電話（＋86） 

山東省律師協會 http://www.sdlawyer.org.cn/index.htm 
（531）8292 3512 
（531）8292 3272 

濟南市律師協會 http://www.jinanlawyer.cn/ （531）8702 8600 
青島市律師協會 http://www.qingdaolawyer.org/index.aspx （532）8597 2651 
煙台市律師協會 http://lawyer.yantai.gov.cn/index.jsp （535）6245 434 
威海市律師協會 http://www.weihailawyer.com/ （631）5280 918 

部份律師事務所聯繫方式簡列如下： 
城市 單位 網址 地址 電話（＋86） 

濟南 

山東海揚

律師事務

所 

http://www.haiya
nglawyer.com 

濟南市歷城區華龍路

1825 號嘉恒大廈 B
座 904、905 室 

（531）8237 1746 

山東激湍

律師事務

所 

http://www.jituan
lawfirm.com/ 

濟南市解放東路 24
號文博家園西門沿街

商鋪北副樓五樓 
（531）8292 2018 

山東東城

律師事務

所 

http://www.dclvs
hi.com/ 

濟南市花園路 168 號

二建融基大廈 1404、
1405 室 

（531）8890 0084 

青島 
山東德衡

律師事務

所 

http://www.dehe
ng.com.cn/ 

青島市香港中路二號

海航萬邦中心一號樓

10 層 

（532）8389 9980
（532）8388 5959 

http://www.caao.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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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單位 網址 地址 電話（＋86） 
眾成清泰

(青島)律
師事務所 

http://www.qingt
ai.com.cn/ 

青島市嶗山區青大三

路八號保利中心 12-
15 層 

（532）8895 9696 

山東建林

律師事務

所 

http://www.jianli
nlawyer.net/ 

青島市山東路 22 號

金孚大廈 B 座 24 層 
（532）8079 9157 

煙台 

山東同濟

律師事務

所 

http://www.tongj
ilawyer.com/ 

煙台市芝罘區勝利路

155 號 
（535）6205 649  

山東中亞

順正律師

事務所 

http://www.ytls.c
n 

煙台市芝罘區環山路

113 號地稅局大樓七

樓 
（535）6696 919 

威海 

東方未來

律師事務

所 

http://www.weih
ailaw.com 

威海市新威路附 32
號 

（631）5207 068 
（631）5262 529 

山東淩雲

志律師事

務所 

http://www.lyzla
wyer.cn/ 威海市古陌路 78 號 （631）5215 148 

（631）5275 168 

 
 

4.鑑定所功能 

在訴訟過程中，對案件中的專門性問題，可以由當事人委託法定鑒定單位，

運用專業知識和技術，依照法定程式作出鑒別和判斷。依據 2005 年《全國人大

常委會關於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司法鑒定主要包括法醫類鑒定、物證

類鑒定、聲像資料鑒定以及根據訴訟需要，由國務院司法行政部門商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確定的鑒定事項。法醫類鑒定主要包括：法醫病理鑒定、

法醫臨床鑒定、法醫精神病鑒定、法醫物證鑒定和法醫毒物鑒定。物證類鑒定

主要包括文書鑒定、痕跡鑒定和微量物證鑒定。聲像資料鑒定主要包括對錄音

帶、錄影帶、磁片、光碟、圖片等載體上記錄的聲音、圖像資訊的真實性、完

整性及其所反映的情況過程進行的鑒定和對記錄的聲音、圖像中的語言、人體、

物體作出種類或者同一認定。其他的鑑定主要有司法會計、工程造價、建築工

程、智慧財產權、產品品質及資產評估等類型的鑑定。 
司法部每年會更新各類型的司法鑑定機構名單，2015 年度《國家司法鑒定

人和司法鑒定機構名冊（山東省）》請參閱：http://www.sdsft.gov.cn/articles/ch0
0011/201506/4f85343f-0a7c-444c-aa82-03133e4850e3.shtml。 

部份鑒定所聯繫方式如下: 
 
 

城市 單位 地址 電話（＋86）  

濟南 山東省分析測試中心司

法鑒定所 
濟南市科院路 19 號 （531）8260 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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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單位 地址 電話（＋86）  
山東交院交通司法鑒定

中心 
濟南市天橋區無影山中路

118 號 
（531）8068 7696 

山東誠信司法鑒定所 濟南市玉函路 69 號 （531）8259 7813 

青島 

青島正源司法鑒定所 青島市市南區山東路 29
號銀河大廈 F 層 

（532）8581 0482 

青島建科建築工程司法

鑒定所 
青島市市北區濟陽路二號 （532）8285 1393 

青島市精神衛生中心司

法鑒定所 
青島市市北區東安路九號 （532）8666 9122 

煙台 
煙台富運司法鑒定中心 煙台市南大街 117 號（文

化宮大廈 15 樓） 
（535）6215 800 
（535）6215 108 

山東衡信司法鑒定中心 煙台市芝罘區華茂街 49
號 

（535）6222 178 

威海 
山東永鼎司法鑒定中心 威海市漁港路 12 號 （631）5308 148 
威海恒源司法鑒定所 威海市統一路 405 號五樓 （631）5219 148 

 

八、涉案 

香港居民在內地觸犯或涉嫌觸犯刑事法律而被司法機關拘留、逮捕或執行

其他強制措施、審批及有關處罰時，其法律地位、適用的審判程式、享有的法

律及訴訟權利和待遇等都與內地居民完全相同。 

1.對違反內地法律法規行為的界定 

根據內地法律規定，若擾亂公共秩序、妨礙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權利、財

產權利、妨害社會管理、具有社會危害性的，會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的規定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倘不夠刑事處罰的，由公安機關依照本法給予治安

管理處罰。 
治安管理處罰（如打鬥、嫖娼等，尚未構成刑事犯罪的）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治安管理處罰的種類分為： 
◇ 警告； 
◇ 罰款； 
◇ 行政拘留； 
◇ 吊銷公安機關發放的許可證；以及 
◇ 對違反治安管理的外國人，可以附加適用限期出境或者驅逐出境。  
更多相關內容可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網頁：http://www.g

ov.cn/flfg/2005-08/29/content_27130.htm。 
行政處罰（對於涉及違反工商、稅務等行政機關的管理法規，如無執照經營、

逃稅等，尚未嚴重至構成犯罪的）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行政處罰的種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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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 罰款； 
◇ 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 
◇ 責令停產停業； 
◇ 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暫扣或者吊銷執照； 
◇ 行政拘留；以及 
◇ 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行政處罰。  
詳情可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網頁：http://www.gov.cn/banshi/20

05-08/21/content_25101.htm。 
刑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如殺人、強姦、綁架等構成犯罪的，依

照法律應當受刑罰處罰的；刑罰分為主刑和附加刑） 
(1)主刑 

◇ 管制； 
◇ 拘役； 
◇ 有期徒刑； 
◇ 無期徒刑；以及 
◇ 死刑。 

 
(2)附加刑（可以獨立適用） 

◇ 罰金； 
◇ 剝奪政治權利； 
◇ 沒收財產；以及 
◇ 對於犯罪的外國人，可以獨立適用或者附加適用驅逐出境。 
詳情可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網頁：http://www.npc.gov.cn/wxzl/wxzl/2

000-12/17/content_4680.htm 。 
 

2.被拘留或逮捕 

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 
香港居民在中國內地觸犯法律而被拘留或逮捕，當事人依法可要求公安機

關通知其家屬。當事人亦有權聘請律師為他提供法律服務，律師享有與當事人

會見或通信、查閱、摘抄、複印與案件有關材料、收集證據、參與法庭調查及

為當事人辯護、要求對超期羈押的當事人解除或變更強制措施等權利。根據內

地有關法律規定，香港執業律師不得以律師身份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 
如有需要，當事人或其家屬可透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向有關機關反映其

訴求及對案件的意見。 
特區政府為此特別印製了《與被拘留、逮捕者有關的內地刑事法律、法規

實用資料》，說明可協助的範圍，相關網址如下：http://www.bjo.gov.hk/fileman
ager/content/pdf/mainland_criminal_laws_regulations.pdf。 
 
(1)接受訊問時 

◇ 對於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詢問和審判的時候，應當通知未成年犯罪嫌 



香港人内地生活小百科—山東篇 

50 

疑人和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如無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場或 
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 
成年親屬，所在學校、單位、居住地基層組織或者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的 
代表到場。 

◇ 如有言語不通的，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及人民法院需要為當事人提供翻 
譯人員。 

 
(2)探視 

◇ 當事人被刑事拘留、逮捕後將會被羈押在看守所。 
◇ 當事人在羈押期間，可以與律師見面。 
◇ 經辦案機關同意和公安機關批准後才可與近親屬通信、會面。 

 
(3)醫療/藥物 

◇ 看守所會為患病的當事人提供藥物並給予治療。 
◇ 家屬如需要和當事人提供慣常服用的藥物或其他物品，需要得到看守所 
的同意及進行檢查。 

◇ 當事人如因健康理由需要到醫院治療的，由當地醫院負責治療；倘若當 
事人病情嚴重的可以依法取保候審。 

 
(4)投訴 

◇ 如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執行機關等人員在刑事訴訟中對有 
關問題的處理不當時，當事人可以向作出決定的機關提出；對處理不服 
的，可以向同級人民檢察院申訴；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 
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 

◇ 如認為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執行機關等人員在刑事訴訟中 
有違法行為（如進行人身侮辱、超期關押、刑訊逼供等）時，當事人可 
以向實施該違法行為的機關或人員直接提出，或者向其上級機關或領導 
提出；也可以向實施該違法行為的機關或人員所在地的人民檢察院提

出。 
 
(5)了解案件調查進度 

◇ 當事人可通過律師了解案件偵查進展，這是受委託律師的權利之一。 
 
(6)生活 

◇ 當事人在羈押期間的伙食由看守所按規定標準供應，並按當地的生活水

準收取費用。 
◇ 當事人應自備衣物、被褥；確實不能自備的，由看守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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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以提供的協助 
香港居民在內地因涉及刑事案件而被拘留或逮捕而需要尋求協助時，可聯

絡特區政府駐京辦、駐滬辦、駐成都辦、駐粵辦所設的入境事務組或入境事務

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尋求協助。按照一國兩制原則，特區政府在不干涉內

地的司法制度及行政運作的前提下，可以提供以下協助： 
◇ 收到內地執法機關有關當事人被拘留或逮捕的通知後，把情況轉告其在

港的親屬； 
◇ 應當事人親友的要求，就當事人被拘留或逮捕的個案，向內地執法機關

了解情況； 
◇ 應當事人或其親友的要求，提供有關內地律師的資料；以及 
◇ 提供其他有關的諮詢服務。 
香港入境事務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24 小時求助熱線為：+852 1868。 

 

九、生活資訊 

1.電訊服務 

中國內地的移動通訊運營商有：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中國內

地的手機卡採用實名制方式登記，香港居民可持有效的身份證明文件（一般為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到各移動通訊運營商的營業廳購買。目前在內

地購買的手機卡致電香港都需要開通國際漫遊業務。主要營運商的客戶服務熱

線及網址如下： 
運營商 網址 電話（＋86） 
中國移動 http://www.10086.cn 10086 
中國聯通 http://www.10010.com 10010 
中國電信 http://www.189.cn 10000 

 

2.文化設施 

圖書館 
山東各市基本都有圖書館可供讀者選擇，香港居民可以憑藉個人身份證明

（如：《香港身份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或者護照等）和繳交押

金辦理讀者證申請。部份圖書館的相關訊息如下： 
圖書館 地址 網址 電話（＋86） 

山東省圖書館 
濟南市歷城區二環東

路 2912 號 
http://www.sdlib.co
m/ （531）8559 0781 

青島市圖書館 青島市市南區延吉路

109 號 http://www.qdlib.net/ （532）8501 2822 

煙台市圖書館 煙台市環山路二號 http://www.ytlib.sd.c
n/ （535）6885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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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地址 網址 電話（＋86） 

威海市圖書館 威海市青島中路九號

文化藝術中心樓 
http://www.whlib.co
m/index.html （631）5819 392 

 
博物館 

山東有不少博物館，部份博物館的相關訊息如下: 
博物館 地址 網址 電話（＋86） 

山東博物館 濟南市經十路 11899
號 

http://www.sdmuseu
m.com/ （531）8505 8201 

山東石刻藝術

博物館 
濟南市歷下區青年

東路六號 
無 （531）8295 3873 

濟南市博物館 濟南市歷下區經十

一路六號 
http://www.jnmuseu
m.com/ （531）8295 9204 

青島市博物館 青島市梅嶺東路 51
號 

http://www.qingdao
museum.com/ （532）8889 6286 

煙台市博物館 煙台市芝罘區南大

街 61 號 
http://www.ytmuseu
m.com/ （535）6232 976 

中國甲午戰爭

博物館 
威海市劉公島 http://www.jiawuzha

nzheng.org/ （631）5324 184 

 
體育館 

山東有各類體育場所可供香港居民運動和健身使用，部份體育館的相關訊

息如下： 
體育館 地址 網址 電話（＋86） 
山東省體育中

心 
濟南市經十路 20188
號 http://www.sdssc.cn/ （531）8207 2126 

濟南奧林匹克

體育中心 
濟南市歷下區經十東

路 
http://www.jinanaoti.
cn/ （531）6138 7630 

青島天泰體育

場 
青島市文登路九號 無 （532）8286 9483 

青島國信體育

館 
青島市銀川東路三號 

http://www.qdcsd.co
m/gaikuang.aspx?cls
id=top16 

（532）8861 1667 

煙台體育公園 煙台市港城東大街 無 （535）6708 620 

威海市體育中

心 
威海市文化中路 92
號 

無 （631）5802 720 

 
  

http://www.sdssc.cn/
http://www.jinanaoti.cn/
http://www.jinanaoti.cn/
http://www.qdcsd.com/gaikuang.aspx?clsid=top16
http://www.qdcsd.com/gaikuang.aspx?clsid=top16
http://www.qdcsd.com/gaikuang.aspx?clsid=to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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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赴港及隨遷篇 

一、直系親屬赴港定居 

申請條件 
根據《內地居民前往香港或澳門定居申請須知》，內地居民符合以下情形

者，可以申請前往香港定居： 
◇ 夫妻一方定居香港；可同時申請偕行未滿 18 周歲的子女； 
◇ 18 周歲以上、未滿 60 周歲，其在香港定居的父母均 60 周歲以上且在香

港無子女，需要其前往照顧的； 
◇ 60 周歲以上且在內地無子女，需要投靠在香港定居的 18 周歲以上子女

的； 
◇ 未滿 18 周歲，需要投靠在香港定居的父母的；以及 
◇ 香港永久性居民子女。 
上述第二項中“在香港無子女”，是指並無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或者經

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批准前往香港定居的子女。 
詳情請參考《內地居民前往香港或澳門定居申請須知》網頁：http://www.g

ov.cn/fwxx/sh/2010-06/28/content_1639800.html。 
 

二、香港居民在內地超齡子女前往香港定居申請 

香港居民在內地超齡子女是指在其親生父親或者母親於 2001 年 11 月 1 日

以前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證》時未滿 14 周歲的在內地子女。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起，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開始按申請人在香港的親生父親或者母親取得

《香港居民身份證》的時間先後，順序分階段受理審批香港居民在內地超齡子

女前往香港定居與父母團聚的申請；申請並無截止期限。 
詳情請諮詢各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門。 
 

三、內地居民一般赴港手續辦理 

內地居民如欲赴港定居，須向其內地戶口所在地的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

門申領《前往港澳通行證》（俗稱“單程證”)。單程證的受理、審批及簽發事

宜，由內地公安機關按內地法律、政策及行政法規辦理。 
詳情請參考山東公安出入境政務服務網：http://www.sdcrj.com/wwwroot/sds

gatcrjzwfww/index.shtml。 
各地出入境管理局聯繫方式及受理地址： 

單位 地址 電話（＋86） 
濟南市公安局

出入境管理局 
濟南市高新區舜華西路 777 號 （531）8508 1088 

青島市公安局 青島市寧夏路 272 號甲 （532）6657 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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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地址 電話（＋86） 
出入境管理局 
煙台市公安局

出入境管理分

局 
煙台市萊山區長安路七號 （535）6297 046 

威海市公安局

出入境管理支

隊接待大廳 
威海市文化中路 89 號 （631）5192 258 

更多相關的香港入境事務資料，可瀏覽香港入境事務處網頁：http://www.i
mmd.gov.hk，或以下列方式查詢： 
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入境事務組 

電話：+86 21-6351 2233  
傳真：+86 21-6351 9368/+86 21-6351 9938  
電郵：enquiry@sheto.gov.hk 

香港入境事務處 
熱線：+852-2824 6111 
傳真：+852-2877 7711 
電郵：enquiry@immd.gov.hk 

  

http://www.immd.gov.hk/
http://www.immd.gov.hk/
mailto:enquiry@shet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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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Ⅰ 

常用流行語 
流行語 解釋 

吃土 
窮的只能吃土。源於雙十一購物狂歡節，網友們在購物的過程

中，因開銷超過預算而自嘲下個月“吃土”，意思是形容對網路

購物的瘋狂程度。 
有才 
（油菜花） 

有才能，有本領，才華出眾。 

你懂的 

“你懂的”主要用於兩種場合。一是由於許多人都知道，說話人

不必多說或無需說明。二是由於涉及敏感話題，說話人不願說、

不能說或者不便說。當下，“你懂的”成為一個有幾分“神秘”

而又十分管用的社交應對語。 

囧 

一個早已廢棄不用的古字，讀音為“jiong”，義為“光”、“明

亮”。因它的字形很有特點，有點像人的臉部，呆滯的四方臉，

配著一個張著的大嘴巴，兩眉向下耷拉著，一副苦惱的樣子，故

用來表示鬱悶、尷尬、無奈。 

坑爹 “坑爹”一般用於諷刺、嘲笑或吐槽不滿。意指與本人意願有很

大出入，有欺騙的意思，又包含了幾絲“不給力”的意思成份。 

剁手黨 

“剁手黨”，指沉溺於網路購物的人群，他們穿梭於各大購物網

站間，搜尋、比價、秒拍、下單，樂此不疲。往往看似精打細

算，實則買回了大量沒用的東西，造成時間、精力、金錢的浪

費，冷靜之後，常常追悔莫及。 

奇葩 

漢語中本有其詞，指珍奇而美麗的花朵，常用來比喻不同尋常的

優秀文藝作品，是褒義詞。但如今廣為流行於網路的“奇葩”，

是用來比喻某人某事或某物十分離奇古怪，世上少有，常人不可

理解，含有諷刺或調侃的意味。 

糾結 可以作名詞，表示解不開的心結；可以作動詞，表示陷入複雜而

尷尬的境地；可以作形容詞，表示思緒的極度困惑和混亂。 

拼爹 
“拼爹”的“拼”是比拼。“拼爹”則拼的是家庭背景的地位和

實力。 

秒殺 

譯自英語的“seckill”，起先是網路遊戲的專用詞，指玩家在遊戲

中瞬間被“擊敗”出局或者瞬間將對手擊倒。曾有某購物網站在

周年慶推出了“秒殺”活動，讓在網路拍賣開始後第一個確認的

網路買家，可以按照遠遠低於成本價的秒殺價買到指定商品，於

是“秒殺客”、“秒殺族”應運而生，並且越來越多。此後，

“秒殺”又用於其他領域，比如股市中某股票價格在短時間內大

幅下跌，也叫“秒殺”。 

氣場 
“氣場”本指環繞在人體周圍的能量場，能顯示出一個人的整體

狀態，包括健康、心理及修為等等。後來引申成由氣質、學識、

修養等等的綜合表現而形成的個人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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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語 解釋 
神馬 “甚麼”的諧音。 

高大上 
“高端大氣上檔次”的縮略。人、事、物都可以用“高大上”來

形容。 

接地氣 就是“貼近老百姓真實生活的實際”、“反映百姓真實生活情

感”。 

開具 寫出（內容分項的單據、信件等），一般用於“開具發票”、

“開具清單”等，易與開據混淆。 

悲催 
起源於先秦喪服文化。從字面上來看意思是“悲慘得催人淚

下”，一般表示不稱意、不順心、失敗、傷心和悔恨等意思，帶

有較強的戲謔意味。至於表達了什麼意思和感情，主要靠意會。 

給力 

意指“很帶勁”、“酷”、“牛”，如“這個動畫太給力了！” 
原為中國北方一些地區的方言詞，一般表示有幫助、有作用和給

面子的含義。因日本搞笑動畫《西遊記：旅程的終點》漢語配音

版中悟空的一句配音台詞“這就是天竺嗎，不給力啊老濕。”而

流行。在 2010 年世界盃期間，“給力”開始成為網路熱門詞彙，

亦被收錄於《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中。 
萌 “萌”指可愛，人、物、事都可以使用。如“萌萌噠”。 

腦洞大開 
想像天馬行空，聯想極其豐富、奇特，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

步。“腦洞”則是大腦中需要用想像力去填充的“洞穴”，即進

行“腦補”的場所。 

雷 現在大為流行的“雷”可作動詞和形容詞運用，表示受到驚嚇或

十分震驚。如“被你雷得外焦裡嫩”、“一個最雷的詞語”。 

躺槍 
“躺著也中槍”的縮略。一般而言，槍戰中如果躺在地上，中槍

的概率是最低的。“躺著也中槍”於是用來形容無緣無故地受到

牽連，或被捲進是非。 

醉了 它是一種對無奈、鬱悶和無語情緒的輕微表達方式。 

靠譜 
表示可靠，值得相信和託付。如果說某人“不靠譜”，是指某人

辦事不可靠，不值得相信；如果說某件事“不靠譜”，是指辦起

來有難度，可行性不高。 

親 
“親”是“親愛的”的簡稱，在網購交易平台的影響下，“親”

開始風靡流行。“親”變成拉近對方感情距離的稱呼，男女老幼

皆可使用。 

壓力山大 
意思是“壓力像山一樣大”。這個詞是由內地男女老少最為熟悉

的外國人名“亞歷山大”，通過諧音、暗喻演變過來的。前半部

份諧音，後半部份暗喻。後來又出現變體“鴨梨山大”。 
蠻拼的 “很努力”、“很賣力”的意思。 

鬱悶 特別憋屈的感覺，特別鬧心，但又感到無可奈何不知如何是好，

還沒辦法發洩的內心感受，特別茫然糾結的一種狀態。 

嚇死寶寶了 一種網路流行語，指嚇死我了，嚇死人，把我變成寶寶，嚇死自

己的意思，就是指你自己受到了驚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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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Ⅱ 

 
山東酒桌文化 

山東人性格豪爽、熱情大方，素善飲。作為“齊魯之邦，禮儀之鄉”，山

東人酒桌上的風俗和禮節是非常豐富有趣的。以下列舉一二說明： 
 
山東酒桌文化一：入座 

宴席位置有一定的講究，分主陪、副主陪、主賓、副主賓、三賓、四賓，

依次類推。 
“主陪”即請客方，位置在正沖門口的正面，把握本次宴請的時間，喝酒

程度等； 
“副陪”位置在主陪的對面，任務是帶動客人喝酒。 
“主賓”是最主要的客人，位置在“主陪”的右手邊； 
“副主賓”是比較重要的客人，位置在“主陪”的左手邊。 
“三賓”在“副陪”的右手邊； 
“四賓”是“副陪”的左手邊，依次類推。 

 
山東酒桌文化二：倒酒、帶酒及敬酒 

在山東“喝酒”，起始位置都是從主賓開始。 
賓主落座，開始倒酒。酒一般是白酒，酒精度數一般是 38 度左右；當然也

可以喝啤酒。喝酒必須是主人提議。山東全省比較正規的白酒喝法是要求第一

杯六口喝掉，以後隨意。六口的順序是，主陪帶酒三口，副陪帶酒三口。在這

之前，客人是不能主動敬酒的。一般情況下，主陪和副陪會敬每一位客人一次，

熱情的主人會敬每位客人兩次，這就是所謂“敬酒成雙”。客人通常回敬每位

主人一次。宴請結束前，主陪會招呼大家喝完最後一杯酒，俗稱“門清”。山

東各地可能會稍有差異，但是酒桌禮節是山東風俗和文化中重要的一個組成部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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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這本小冊子所載資料主要選自某市場調查公司的資料搜集庫及各有關機構

的公開網頁，僅供讀者參考。 
駐山東聯絡處在編輯小冊子過程中雖然已力求資料準確，但對有關資料的

準確性、完整性、內容和時效性不能作任何明示的或暗示的保證、陳述或擔保，

亦不會承擔任何因使用此小冊子的資訊而造成直接的、間接的、特殊的、偶然

的、必然的或警示性的損失。 
讀者有義務自行核實所有資訊的準確性、完整性、內容和時效性。小冊子

所提供的資訊及分析可能不適用於個別讀者的個案或事實情況。因此，駐山東

聯絡處建議讀者在做出決策之前，尋求專業的諮詢服務和意見。 
小冊子所提供的資訊無意構成廣告或業務招攬。駐山東聯絡處不爲任何産

品、服務或引用的文字資料內容作宣傳。 
 

版權告示 
載於此小冊子受版權保護的資料不得作商業用途；複製有關資料必須準確

及不會構成負面影響，並須註明有關資料的來源。如涉及第三者的版權，有關

人士必須獲得適當的版權擁有人准許方可進行複製。 
 

意見 
如對小冊子有任何意見或建議，歡迎與我們聯絡（郵箱：sdlu@sheto.gov.h

k）。 
 

鳴謝 
為製作本小冊子，駐山東聯絡處曾就相關條例及實務運作等，諮詢山東省

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另外，我們亦就內容取材、表達模式等訪問了一些

在濟南市及青島市生活、工作、經商及就學的香港人，以及濟南港澳投資企業

商會和中國香港（地區）商會-青島部份會員。能夠順利完成編寫本小冊子，實

在有賴相關受訪者、團體及政府部門的協助和寶貴意見，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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