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才⼊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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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才（有⼯作經驗）所需： 過去⼀年年薪達港幣250萬元或等值的外币或以上(A类申请)，

或 

申请⼈获全球百强⼤学*颁授学⼠学位，并在紧接申请前五年内累积⾄少三年⼯作经验 (B类申

请)；或

此兩類⼈⼠可可獲發為期兩年的通⾏證來港發展，不設⼈數限額。

申请⼈在紧接申请前五年内，获全球百强⼤学*颁授学⼠学位，但⼯作经验少于三年(C类申请)(沒

有⼯作經驗)，这类申请受年度配额限制，且以先到先得的⽅式分配, ⾏證，每年上限10,000⼈ (C

类申请并不适⽤于在⾹港特区修读全⽇制经本地评审课程⽽获得学⼠学位的⾮本地学⽣), 申请前

五年内会按申请⼈的「毕业年份」计算。例如2018年毕业于「全球百强⼤学」并获得学⼠学位的

⼈⼠，需于2023年12⽉31⽇或以前提交C类申请。

逗留期限：根据⾼端⼈才通⾏证计划获准来港⼈⼠，⼀般⾸次⼊境可获准在港逗留两年⽽不受其

他逗留条件限制。申请延⻓逗留期限时，申请⼈须已获得聘⽤，或已在⾹港开办或参与任何业

务；获批准的申请⼈，通常会以3+3年的模式获准延⻓逗留，⽽不受其他逗留条件限制。符合顶

尖⼈才类别资格⼈⼠延⻓逗留期限进⼀步放宽⾄6年

全球百强⼤学列表包括在最近五年曾于四个指定全球⼤学排⾏榜任何⼀个中位列百强的⼤学。四

个指定全球⼤学排⾏榜分别为泰晤⼠⾼等教育世界⼤学排名、Quacquarelli Symonds (QS) 世界

⼤学排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全球最佳⼤学排名及上海交通⼤学世界⼤学学术排名列表包

括在最近五年曾于四个指定全球⼤学排⾏榜任何⼀个中位列百强的⼤学。四个指定全球⼤学排⾏

榜分别为泰晤⼠⾼等教育世界⼤学排名、Quacquarelli Symonds (QS) 世界⼤学排名、《美国新

闻与世界报导》全球最佳⼤学排名及上海交通⼤学世界⼤学学术排名

 本计划不适⽤于阿富汗、古巴、⽼挝、朝鲜、尼泊尔及越南的国⺠

(1) ⾼端⼈才通⾏证计划

有意来港⼯作及定居，⽽未在港获聘的⼈才，可根据⾹港政府⾼端⼈才通⾏证计划提出申请。申请

⼈可选择以下申请类别：

1.

2.

3.

4.

5.

6.

7.

截⾄ 2023 年 1 ⽉，⾼端⼈才通⾏证计划計劃⾄今共收到約2,600份申請，當中1,400份已獲批准，反

應「相當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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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通⾏證的⼈⼠獲批准后可⾃⾏決定何時來港

(A, B类申请)⾼端⼈才通⾏证计划⼈數不限

⾄於未符合⼯作經驗要求但最近五年內畢業的百強⼤學畢業⽣也可獲發通⾏證，每年上限10,000

⼈。當局會於計劃推出⼀年後作檢討

申请签证时，申请⼈不需要有⼯作确认或者已经有就业机会, 或已经收到录取通知书

每名随同⾼端⼈才通⾏证计划申请⼈来港的受养⼈, 也可以在同⼀个申请中⼀并递交申请, 以受养

⼈⾝份来港居留，可以在⾹港就业或就读⽽不会受到限制

所需⽂件: (1) 申请⼈的近照 (2)有效旅⾏证件 (3)正式学业成绩单、毕业证书或由颁授学位的院校发

出的证明信件 (4)⼯作经验的证明⽂件 (5)在紧接申请前⼀年的全年收⼊达港币250万元或以上(或

等值外币)的证明⽂件(6)由申请⼈现时⼯作单位或内地有关机关签发的赴港⼯作同意书(只适⽤于

内地居⺠)

⼊境处在收到全部所需⽂件后，⼀般需时四星期处理。假如未能收到全部所需⽂件及资料，⼊境

处将⽆法开始处理申请

所有申请均由⼊境处负责处理及审批。申请审批完全由⼊境事务处处⻓根据当时⾹港特区政府的

政策酌情处理。即使申请已符合所有申请资格，⼊境事务处处⻓仍保留拒绝个别申请的绝对决定

权

获准来港的⼈⼠，在获准逗留的期间可⾃由从事及转换⼯作，⽽⽆须事先取得⼊境事务处的批准

全球百强⼤学列表:  https://webapp.es2.immd.gov.hk/applies2-

client/static/app/assets/pdf/World_top_100_uni_list.pdf

(1) ⾼端⼈才通⾏证计划特点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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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合计分制 - 适⽤于⾼技术⼈才或优才

评核范畴包括：年龄、学历/专业资格、⼯作经验、语⽂能⼒、家庭背景; 或

(2) 成就计分制 - 适⽤于拥有杰出成就的优秀⼈才(例如奥运奖牌、诺⻉尔奖、国家/国际奖项得主)

提⽰：申請⼈必須符合下列所有基本資格：

年齡：申請⼈根據本計劃提交申請時，年齡必須在18歲或以上

財政要求：申請⼈必須證明能獨⼒負擔其本⼈及受養⼈（如果有）居港期間的⽣活和住宿，不需依

賴公共援助

良好品格：申請⼈不得有在⾹港或其他地⽅有刑事罪⾏記錄或不良⼊境記錄。

語⽂能⼒：申請⼈須具備良好中⽂或英⽂的書寫及⼝語能⼒（中⽂⼝語指普通話或粵語）

基本學歷：申請⼈必須具備良好學歷，⼀般要求為具備由認可⼤學或⾼等教育院校頒授的⼤學學

位。在特殊情況下，能附以證明⽂件的良好技術資歷、可證明的專業能⼒及/或經驗及成就亦可獲

考慮

逗留期限：以「综合计分制」获本计划核准来港⼈⼠，⼀般⾸次⼊境可获准在港逗留36个⽉⽽不受

其他逗留条件限制。申请进⼀步延期逗留时，计划核准⼈⼠须提供证明⽂件以证明已于⾹港定居及

对⾹港有所贡献。获批准延期逗留的申请⼈通常会以3+2年的模式获准在港逗留，⽽不受其他逗留条

件限制。符合顶尖⼈才类别资格⼈⼠⼀般会获准延⻓逗留5年，⽽不受其他逗留条件限制

每名随同优秀⼈才⼊境计划申请⼈来港的受养⼈, 也可以在同⼀个申请中申请

以「成就计分制」获本计划核准来港⼈⼠，⼀般⾸次⼊境可获准在港逗留⼋年⽽不受其他逗留条件

限制

⾃2023年1⽉1⽇起取消年度配额，为期两年，同时优化审批程序，以吸引更多世界级优才来港, 放

宽⾸次⼊境的逗留期限，透过综合计分制来港⼈⼠，其⾸次以居留⾝分⼊境可由2年放宽⾄3年

本计划不适⽤于阿富汗、古巴、⽼挝、朝鲜、尼泊尔及越南的国⺠

(2) 优秀⼈才⼊境计划

有意来港⼯作及定居，⽽未在港获聘⽤的⾼技术⼈才或优才，可根据优秀⼈才⼊境计划提出申请。优秀

⼈才⼊境计划不限⾏业，并设有以下两套计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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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优秀⼈才⼊境计划 - 甄選機制
第⼀階段：基本資格

根據本計劃提出申請的⼈⼠，必須⾸先符合⼀套「基本資格」的要求，然後才能根據計劃所設的兩套計

分制度的其中⼀套獲取分數。

第⼆階段：計分制度

符合「基本資格」所有要求的申請⼈，可選擇以「綜合計分制」或「成就計分制」的⽅式接受評核。

「綜合計分制」下設六個得分範疇，⽽「成就計分制」則設有⼀個得分範疇。

「綜合計分制」設有最低及格分數:

https://www.immd.gov.hk/hkt/services/visas/points-based-tests.html#general

選擇以「綜合計分制」獲取分數的申請⼈應先評估其個⼈資歷是否已達到最低及格分數，才提交申請。

第三階段：甄選程序

甄選程序會定期進⾏，為申請⼈分配名額。在每次甄選程序中，同時符合「基本資格」並在「綜合計分

制」下累計得分達到最低及格分數的申請，及符合「基本資格」並在「成就計分制」下獲得分數的申

請，依總得分排列名次後，得分較⾼的申請將獲提選作進⼀步評核。

⼊境事務處處⻑可就如何根據本計劃評核、評分及分配名額徴詢「輸⼊優秀⼈才及專才諮詢委員會」

（下簡稱「諮詢委員會」）的意⾒。該諮詢委員會由⾹港特區政府⾏政⻑官委任的官⽅及⾮官⽅成員組

成。諮詢委員會將考慮⾹港的社會經濟需要、各申請⼈所屬界別及其他相關因素，向⼊境處處⻑建議如

何分配每次甄選程序中的名額。達到最低及格分數或得分較⾼的申請⼈不⼀定獲分配名額。由於甄選程

序需時，除⾮⼊境處向有關申請⼈發出申請被拒絶的通知，否則申請⼈可視其申請為正在辦理中。

第四階段：獲發簽證∕進⼊許可

在獲批准後，申請⼈將會根據本計劃獲發逗留⾹港的簽證 / 進⼊許可（以「電⼦簽證」形式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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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才计划资讯对⽐及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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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年獲批额度及配额

2.是否有投资⾦额最低要求？

3.受让⼈申请安排

4.申请获批难度

 

         ⾼端⼈才通⾏证计划                            优秀⼈才⼊境计划

 
(A, B类申请)⾼端⼈才通⾏证计划⼈

數不限, ⾄於未符合⼯作經驗要求C

类申请) 但最近五年內畢業的百強⼤

學畢業⽣也可獲發通⾏證，每年上

限10,000⼈。當局會於計劃推出⼀

年後作檢討

 

没有

 

每名随同⾼端⼈才通⾏证计划申请

⼈来港的受养⼈, 也可以在同⼀个申

请中⼀并递交申请, 以受养⼈⾝份来

港居留，可以在⾹港就业或就读⽽

不会受到限制

 

优才计划相对难度较⾼优才计划, 因

为⾼端通⾏證证计划主要视乎申请

⼈边⼀间学校毕业或者年度收⼊或

其⼯作經驗,  ⽽优才计划则涉及评

分及评审甄选程序，另外「成就计

划计」的⾨檻本⾝亦其实⾮常之⾼, 

⾄于获批难度， 其实兩者分別不⼤

分，主要视乎申请⽂件⻬備与否，

资料是否充⾜及同是否有效解答⼊

境处詢問，但根據现时情況⽽⾔，

⾼端⼈才通⾏证申请获批較快及程

序較有效率， 及其⻔槛較优才计划

為低

 

 

⾃2023年1⽉1⽇起取消年度配额，

为期两年

没有

每名随同⾼端⼈才通⾏证计划申请

⼈来港的受养⼈, 也可以在同⼀个申

请中⼀并递交申请, 以受养⼈⾝份来

港居留，可以在⾹港就业或就读⽽

不会受到限制

 

优才计划相对难度较⾼优才计划, 因

为⾼端通⾏證证计划主要视乎申请

⼈边⼀间学校毕业或者年度收⼊或

其⼯作經驗,  ⽽优才计划则涉及评

分及评审甄选程序，另外「成就计

划计」的⾨檻本⾝亦其实⾮常之⾼,  

⾄于获批难度， 其实兩者分別不⼤

分，主要视乎申请⽂件⻬備与否，

资料是否充⾜及同是否有效解答⼊

境处詢問，但根據现时情況⽽⾔，

⾼端⼈才通⾏证申请获批較快及程

序較有效率， 及其⻔槛較优才计划

為低

 



⾹港⼈才计划资讯对⽐及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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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请处理所需时间

6.审批的要求及评核考量

7.⾸次获批逗留期限

8.后續延期逗留申请的要求

 

 

 

          ⾼端⼈才通⾏证计划                           优秀⼈才⼊境计划

 

4周左右

年度收⼊, 哪⼀所⼤学毕业, ⼯作

經驗

 

⼀般⾸次⼊境可获准在港逗留两

年

 

申请延⻓逗留期限时，申请⼈须

已获得聘⽤，或已在⾹港开办或

参与任何业务

2019年的优才申请时间⼤概是9-12

个⽉，这是⼀个平均周期

评核范畴包括：年龄、学历/专业资

格、⼯作经验、语⽂能⼒、家庭背

景; 成就计分制 - 适⽤于拥有杰出成

就的优秀⼈才(例如奥运奖牌、诺⻉

尔奖、国家/国际奖项得主)

以「综合计分制」获本计划核准来港

⼈⼠，⼀般⾸次⼊境可获准在港逗留

36个⽉⽽不受其他逗留条件限制。以

「成就计分制」获本计划核准来港⼈

⼠，⼀般⾸次⼊境可获准在港逗留⼋

年⽽不受其他逗留条件限制

申请延⻓逗留期限时, 须提供证明⽂

件以证明已于⾹港定居及对⾹港有所

贡献



⾹港⼈才计划资讯对⽐及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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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留港时间及最低要求居住

⽇数

10.适合那⾥申请⼈申请？

11.相关申请⼈数

12.到底与⽇后申请相关⾦

融牌照是否有关连？

13. 申请⽅法

 

 

 

          ⾼端⼈才通⾏证计划                           优秀⼈才⼊境计划

 
没有指明

年轻⼀代即使只有⼏年⼯作经验

或没有⼯作经验

截⾄ 2023 年 1 ⽉，⾼端⼈才通

⾏证计划計劃⾄今共收到約

2,600份申請，當中1,400份已獲

批准

⽆相关

仍视乎申请⼈能否符合证监会发

牌规定

⽹上申请 /或联系我们以协助处

理申请

https://www.gov.hk/sc/nonr

esidents/visarequire/visasent

rypermits/applyttps.htm

没有指明

⾼级管理⼈员、⾼级⾏政⼈员和董

事会董事以及业内经验丰富的专业

⼈⼠，以及在⾏业内具有资历和成

就的⾼级⼈员

2021 年之内，2004⼈已獲批准

⽆相关

仍视乎申请⼈能否符合证监会发牌

规定

⽹上申请 /或联系我们以协助处理

申请

https://www.gov.hk/sc/nonre

sidents/visarequire/visasentry

permits/applyqmas.htm

https://www.gov.hk/sc/nonresidents/visarequire/visasentrypermits/applyttps.htm
https://www.gov.hk/sc/nonresidents/visarequire/visasentrypermits/applyqmas.htm


就哪种⼈才计划⽅案适合申请⼈申请签证提供建议

处理申請表格及⽂件

审阅申请⼈是否符合要求及申请资格

预備及檢查申请⽂件及相关资料

处理⼊境处就申请提出的问询及回复

为申请⼈⽇后办理相关⾹港证監会(SFC)牌照或其他⾦融相关牌照

提供就业咨询服务

充分利⽤我们的⾦融/基⾦管理⾏业⽹络为申请⼈寻找潜在的⾦融和基⾦管理⼯作机会, 或为⾦

融/基⾦管理公司的⼈才需求进⾏配对

天智合規顧問为⾹港其中⼀间领先⾦融合规顾问公司, 过去10多年已经为过百间中资, 外国企业, 内地

企业在港设⽴⾦融商业, 为机构申请相关⾦融牌照, 例如证监会牌照, 放债⼈牌照, ⾦融服务者提供牌

照, 同时为⾏业内经相关⾼端⾦融投资⼈才, 对冲基⾦经理、基⾦经理、交易员、投资研究分析师、

合规⼈才、⾼级管理⼈员等等及他们的家属申请⼯作签证在⾹港⼯作及⽣活。欢迎联系我们了解更

多!

我们如何在申请过程中帮助您？

天智合規顧問有限公司專⾨為亞洲區內持牌公司、持牌⼈員、基⾦管理公司、對沖基⾦經理及各類

型的⾦融機構提供合規咨詢服務，並提供積極⽽實⽤的商業建議和解決⽅案，協助公司履⾏其合規

義務，確保他們符合本地的監管法規。我們的客戶遍佈⾦融⾏業不同領域，其中包括初創的⼩型對

沖基⾦，⼤型對沖基⾦，共同基⾦管理公司，私募股權投資公司，⾵險投資公司，券商，內地基⾦

管理公司，保險公司，獨⽴財務顧問，主權基⾦，⾦融科技公司, ⾏業組織等。

我們的團隊經驗豐富，其中不乏曾在⾦融⾏業從事不同領域和部⾨的成員，當中更有曾於亞太地區

主要⾦融機構擔任資深合規職位的專業⼈⼠，為客戶提供最全⾯的合規服務，同時為企業增值，增

強企業在⾏業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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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婉怡⼥⼠為天智合規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領導⼀個擁有超過20名顧問和分析員的諮詢團隊。她還

領導公司其中⼀個關於共同基⾦和對沖基⾦法規的研究⼩組，並帶領⼩組研究對沖基⾦經理⾯對最

新的合規問題及研究有關另類投資管理協會(AIMA)的最佳⾏業操守。

在此之前，鍾⼥⼠為保誠資產管理（⾹港）的法律及合規部主管，並負責英國保誠集團的投資管理

業務的合規監督和法律問題。鍾⼥⼠在資產管理⾏業以及亞洲共同基⾦的法律及監管事宜上擁有超

過20年的經驗，對基⾦管理⾏業在亞洲各地區的發牌要求，營運、設⽴基⾦以⾄基⾦設⽴後內部的

合規控制有著深刻的理解。

加⼊保誠之前，鍾⼥⼠為花旗集團資產管理公司的法律顧問及副總裁，負責在⾹港，台灣和韓國的

基⾦業務，零售基⾦註冊和整個區域的分銷問題。在此之前，她為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的亞洲法律

團隊成員。

鍾⼥⼠畢業於⾹港⼤學，獲頒法學⼠學位，並獲得專業法律證書。其後，她在北京中國⼈⺠⼤學修

習並獲頒法學碩⼠學位。她能說流利的粵語，英語和普通話。

電郵地址：jchung@complianceplus.hk

直線電話：+852-34876333

微信: jyychung

公司微信: ComplaincePlus2020

查询電郵地址: info@complianceplu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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