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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选择

关于深圳 | 关于前海



深圳市常住人口平均年龄32.02岁，

全国人口 最年轻 城市

年轻 · 活力

关于深圳



      

      

科技 · 创新

截至2020年，深圳专利申请量与

授权量连续16年居全国城市首位

关于深圳



   

   新时代的起点：

   “特区中的特区”
u 推进前海开发开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

动的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重大举措。

u 习总书记指出，前海开发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起点，要实行

比特区还要特的先行先试政策。

u 2018年10月24日，习总书记再次视察前海。他深有感触地说，发

展这么快，说明前海的模式是可行的，要研究出一批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向全国推广。

u 2018年12月31日，习总书记发表二〇一九年新年贺词，谈到深
圳前海生机勃勃。

u 2020年10月14日，习总书记再次莅临前海，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要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改革开放。

关于前海

前海·2020.10.14



前海蛇口自贸片区规划面积28.2平

方公里，分为：

u 前海区块15平方公里（即前海深

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范围）

u 蛇口区块13.2平方公里

关于前海



关于前海

u2010年

u2020年



战略使命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前海综合保税区

现代服务业示范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示范区

全国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

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

“一带一路”战略支点

世界服务贸易重要基地

国际性枢纽港

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试验区

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中国邮轮经济试验区

深港人才特区 国际化城市新中心

关于前海



主导产业

u 金融业

u 现代物流业

u 信息服务业

u 科技服务和其他专业服务

关于前海



PART 
璀璨的明珠

制度创新 | 深港合作 |金融创新| 法治建设 | 体制机制

产业集聚 |“一带一路”建设 | 自贸新城建设



u名企汇聚

累计注册港资背景企业1.25万家，
港企增加值、税收收入分别占片区整体

的22.9%和22.8%左右，
港企作为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经济支柱的
作用日益显现

u空间载体 明确前海 1/3空间面向港企出让；
成立深港青年梦工场、粤港澳青年创业区
二城六区一园一场六镇双港

u创业孵化
累计孵化创业团队482个，

其中港澳台及国际团队258个

深港合作



u 累计注册企业15.2万家，世界500强投
资企业达324家，内地上市公司投资企业
达932家； 

u 片区已基本形成产业结构优化、高端要素
集聚、经济活跃度高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产业集聚



u 着力打造国际化城市新中心，持续开展自贸新城
建设“大会战”和“十大战役”;

u 全面推进105个在建项目;

u 累计实现187栋建筑主体结构封顶;

u 建成并交付使用147栋;

u 建筑面积196万平方米。

自贸新城建设



2012年-2020年

注册企业：5215家→15.2万家，
年均增长率高达62.7%

2019年实现税收收入525.11亿元

2019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500亿元
实际利用外资41.62亿美元，占全市
53.3%，占全省19.2% ，占全国3.0%

2019年实际利用港资36.47亿
美元，占比87.6%

   四大产业迅猛发展

发展瞩目



PART 
梦想的新起点

人才政策 | 公共福利 | 文化活动   



人才政策

“三区一基地”
打造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深港人才特区、
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全国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

境外人才个税补贴
对在深圳工作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按内地
与香港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给予补贴，该补贴免征
个人所得税。
明年起，可按照香港税法累进税率计算纳税额和补
贴额。

关于支持港澳青年在前海发展的若
干措施
就业资助：大专（含副学士）1万元、本科生2万
元、硕士3万元、博士5万元一次性资助
租房资助：大专（含副学士）1万元、本科生1.5
万元、硕士2.5万元、博士3万元租房资助
交通资助：按每月300元标准一次性给予每年
3600元交通资助。

即将针对港澳青年推出力度更大的就业资助、交通
补贴、实习补贴、执业奖励、创业补贴、用人补贴
等。



为辖区人才提供优质近6000套的住房资源，其中通过“前海港澳青年
招聘计划“入职的港澳台青年，人才住房优先配租、应保尽保。

便捷的地铁等公共交通设施，深圳地铁1、5、9、11号线
已在区内建成。

便捷交通

人才住房

公共福利

市政公园
拥有前海石公园、紫荆花公园、前
海运动公园等众多市政公园。



拥有国际化的工作生活环境；

率先享受深港融合最新改革创新政策；

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魅力。

在前海，你可以：



实习项目概况

▼实习计划官网一览前海港澳青年招聘/实习计划

由前海管理局自2020年12月发起，旨在推动港澳青年在前海实

习实践、交往交流、成长成才，促进港澳青年更好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该计划分为招聘、实习两个部分。

实习计划类型

（A计划）寒暑期实习：4周或8周实习，6月至9月、12月至2月

（B计划）长期实习：不少于8周，全年

（C计划）交流营：为期7天的参访、交流及体验，6月至11月

面向人群：侨校港澳台大一至研究生学生

香港、澳门及台湾永久性居民，或赴港澳定居的内地居民（已注销内地户籍）



报名流程

Step 1
扫描下方二维码，选择至多三个意向岗位

▼岗位一览表（含岗位职责、要求）

Step 2
将简历命名为“学校+专业+姓名”上传，并在邮件内按个

人意向列出第一、第二、第三志愿实习岗位，发送至邮箱

lzb@qh.sz.gov.cn。

举例

收件邮箱：lzb@qh.sz.gov.cn

文件标题：实习“华侨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张三”

文件附件：“华侨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张三”

文件内容：第一志愿：XXX公司+XX岗位（后二、三同）



前海港澳台青年实习计划  项目亮点

▼有薪优质企业实习经历 ▼免费实习住房

▼实习情况跟进



前海港澳台青年实习计划  项目亮点

▼简历内推、简历修改
及面试指导

▼丰富的企业参访、交流
及团建活动



A计划（寒暑期实习）
时长：4周或8周；时间段：6-9月、12-2月；投递截止:6月15日

前海企业实习

周末参观交流活动

艺术文化体验企业参访 职场小课堂

B计划（长期实习）
时长：不少于8周；时间段：全年；投递截止：无截止时间



A/B计划：寒暑期实习/长期实习 报名流程

Step 1
扫描下方二维码，选择至多三个意向岗位

▼岗位一览表（含岗位职责、要求）

Step 2
将简历命名为“学校+专业+姓名”上传，并在邮件内按个人意

向列出第一、第二、第三志愿实习岗位，标注清楚可实习时间及

计划类型。

Step 3
A计划：发送至邮箱lzb@qh.sz.gov.cn（联系人：刘老师，

13650288065）

B计划：发送至邮箱lixm@qh.sz.gov.cn（联系人：黎老师，

13570811819）

举例

文件标题：A计划“深圳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张三”

文件附件：“深圳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张三”

文件内容：第一志愿：XXX公司+XX岗位（后二、三同）；C计划

可实习时间：2021年7月-9月



C计划：7天交流营 内容设置

走进深圳、走进前海

深圳改革开放40周年展 深圳博物馆 前海展示厅 大鹏所城

腾讯科技 东江集团 迈瑞医疗 华大基因

企业参访、沙龙交流

文化艺术课堂、特色体验

Vlog摄影培训 油画体验 艺术展参观 志愿服务体验



C计划：7天交流营 报名流程

截止日期：每期交流营前1个月

Step 1
选择参与交流营时间

▼第一期：7月15日-22日

▼第二期：8月1日-10日

▼第三期：8月15日-22日

▼第四期：9月15日-22日

第五期：

满35人，该期交流营报名截止

Step 2
由学校统一组织，每期可接纳35名学生。

将简历命名为C计划“学校+专业+姓名”，发送至邮箱

list@qh.sz.gov.cn

联系电话：李老师，13828736666

Step 3

工作人员会在7个工作日内联系您，确认是否报名成功并

拉入群，如该群满30人，即可成团



单位名称 岗位名称 数量

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广告运营、营销运营、设计等 17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商务拓展、产品策划、软件开发等 40

深圳市前海手绘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行政、插画师、人事、法务 20

玉山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对公客户经理助理、产品企划助理 2

中证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助理、Python工程师 2

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部、风险管理部、产品开发部 7

中建五局华南建设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实习生 1

深圳华文捷通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交易见习员 3

卫盈联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项目管理实习生 5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务、会计 2

华润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 商标岗、维权岗、专利岗、综合岗 5

深圳市前海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产业服务运营、解决方案、数据助理
等 8

深圳前海泰康国际医院 行政管理、医疗后勤管理、医学工程 3

深圳前海数字贸易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销售、法务 5

中国旅游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会计、综合管理岗、消费行业研究 3

深圳市前海创新研究院 研究实习生 5

单位名称 岗位名称 数量

亚洲保理（深圳）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 2

录晟网络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实习生 3

深圳市倚锋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实习生 2

博志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市场部实习生 1

云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跨境电商平台运营、新闻媒体、市场
营销等 22

深圳市中瑞恒管理策划有限公司 助理安全工程师、市场专员、培训助
理 12

音科（深圳）技术有限公司 C语言软件工程师 4

深圳市微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实习生 2

创博汇（深圳）孵化有限公司 活动策划、事务专员、运营专员 15

昇腾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Python开发工程师、测试工程师等 6

深圳前海万邦集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商运营、国际采购、美工设计 6

睿思芯科（深圳）技术有限公司 网页设计师、广告宣传、网页编辑 4

极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人资实习生 3

贝利威尔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师、视觉设计师 10

深圳市百迈技术有限公司 市场助理、商务助理 4

深圳河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文案策划 1

前海港澳台青年实习计划  企业及岗位一览



单位名称 岗位名称 数量

深圳市前海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品牌宣传、人事助理、档案管理兼办
文员、投资经理助理、策划实习、运

营服务、空间开发、产业服务等
50

深圳市前海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战略策划、文字材料岗、品宣与活动
策划岗、前期规划部部门助理岗、市

场研究实习助理岗、物业助理岗
13

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实习生（按照工作需要及专业特点安
排） 20

深圳市前海深港基金小镇发展有限公司 出纳 1

前海港澳台青年实习计划  企业及岗位一览



▼公众号

前海港澳台青年实习计划 咨询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