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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研究之粤港澳大湾区系列 
聚焦澳门的科技创新（二）： 
让科创奔腾的创投环境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中国广东省的 9 个城市 （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中山、东莞、肇庆、江门、惠州）以及香港和澳门 2 个特别行政区。截
至 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在面积、人口、发明专利公开量等指标上已经
位列全球湾区前茅，未来大湾区可能继续在政策利好的推动作用下，逐
渐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城市群和大都市圈 1。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中，澳门除继续积极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外，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亦是重要
一环，当中支持创业创新及吸引创投基金落户澳门是未来发展之重点；
特别在 2021 年度的澳门特区政府施政报告中，政府把对接天使基金作为
经济财政范畴施政重点提出，显示了政府发展这领域的决心。 
 
有见及此，德勤华南区税务与法律副领导人邓伟文、税务合伙人杨力及
税务总监黄宝琪日前接受澳门青年创业孵化中心 2（“创孵中心”）旗下
月刊《创孵世代》专访，探讨基金发展与创业创新的连带关系，并从税
务考虑角度以及现时粤港澳大湾区创投环境下，如何激励澳门科技创新
事业的发展及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天使投资落户澳门，从而有效发挥澳门
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核心城市的地位。 
 
继上期以税务优惠为题，本期专访，德勤税务合伙人杨力（Leo Yang）以
及德勤华南区税务与法律副领导人邓伟文（Raymond Tang）将探讨现时



大湾区其他核心城市在提升创投环境中所推动的创投模式及其他财税政
策。原文 3 如下。 
 

 

 

问： 
Leo 您好！作为德勤中国主要负责粤港澳大湾区税制研究的税务合伙人，
对内地的投资架构和投资税务筹划拥有丰富经验，可以请您介绍内地发
展创投的模式和关键策略吗？ 
 
答： 
好的。从政府支持方面，我们以最具代表性的深圳为例，当地市政府设
立了深圳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天使母基金”），是深圳市人民政府
投资发起设立的战略性、政策性基金，并委托深圳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按市场化方式运营。是深圳市对标国际一流，补齐创业投
资短板，助力种子期、初创期企业的重大政策举措。天使母基金主要通
过各类天使投资，发挥市场资源分配作用和财政资金引导放大作用，引
导市场资本投向处于种子期、初创期的新兴产业。 
 
在税务优惠方面，深圳市适用一系列鼓励创业投资企业投资抵扣的税收
优惠政策。符合条件的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
或天使投资个人，如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科技
型企业（初创科技型企业）满 2 年的，在所得税方面，可按照投资额的
70%按规定抵扣有关的应纳税所得额，且允许向后结转抵扣。另一方面，
对于符合条件的公司制或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
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2 年以上的，在满足特定条件下，可
按照投资额的 70%在股权持有满 2 年时抵扣有关的应纳税所得额，亦允
许向后结转抵扣。 
 
对于创业的企业，也有中小企业企业所得税优惠等具体举措。对小型微
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12.5%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 2.5%；对年应纳税所
得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 10%。相对一般企业所得
税税率 25%而言，鼓励的力度算是大的。 
 
另外，深圳市也积极推出不同措施大举吸引包括科创的高层次人才落户
落地，当中包括直接奖励、个人所得税补贴、住房津贴以至子女教育等
一篮子优惠政策计划，当中影响最大的 “孔雀计划”。 
 
问： 
政府引导基金，对比其他私营天使投资，主要差别在哪里？ 
 
答： 
政府引导基金其实也是以市场化为导向，只是由政府作为牵头投资人，
其投资行为对市场而言本质上并没有不同。当然，基金设立的初衷，是
政府牵头带动不论是国营的或民营的投资基金对具潜在投资价值的创新
科技项目的关注，带动市场上天使投资人对创投环境的信心，期望达到
“以一个亿带动几十个亿”的驱动投资作用。与一般创投讲究获利退场
的目标不同，政府引导基金不单一以获利作为关键绩效指标，它更多是
出于资金引导发大作用、创造创投氛围的战略性及针对性的支持行为。 
 
问： 



依您所见，政府引导基金的模式，以及税务政策出台，对发展深圳科创
产业的成效怎样？ 
 
答： 
成效是颇大的。在我们观察之下，现在包括不少在国外上市的中资企
业，或是科企独角兽企业，在十年前大部份是不存在的，透过直接或者
间接的政策激励之下形成富有竞争力、创新的商业模式或者核心竞争力
发展起来。此外，现时不少深圳大型企业的创始人和高级管理层，不少
都是透过人才政策迁居落户当地。 
 
问： 
我们再来问问 Raymond，您作为德勤中国的全国资本市场组、及华南地
区上市业务组合伙人，在处理 IPO 的税务事务方面拥有丰富经验。您认
为澳门要发展创投，需要怎样的环境？ 
 
答： 
税务是关键一环，刚才 Leo 也介绍了很多，或者我再补充一点，一般创
投，尤其是天使投资，都是以获利退场为目标。而在投资退场时发生的
股权转让、资本增值，又或者企业上市等，都会衍生不同税负，如果能
在这方面给予补贴优惠，也能起到鼓励作用。 
 
问： 
一般天使投资的回收期平均是多少年？ 
 
答： 
由于天使投资进入的时机，一般是在新创企业早期，其时这些企业有的
可能只是概念性的东西，到真正发展出可行的商业模式，再最后能投入
市场并得到市场的接纳﹔这过程中还可能经多轮融资。因此，天使投资
一般都是作中长线投资，起码要 3 到 5 年，甚至 10 年，才能分次完成退
场。 
 
问： 
除了税务以外，在提升创投环境上，还有其他您认为重要的层面吗？ 
 
答： 
金融的生态体制，也起着重要作用。举例香港，在上年通过了业界争取
多时的《有限合伙基金条例》。有限合伙基金制度能为基金投资者提供
一个更灵活具弹性、更友善的投资框架，从而加强当地对投资基金的吸
引力，澳门可将此作为将来为投资基金制度制定新法规时的参考。虽
然，澳门暂未有证券交易所，但我们陆续有听到消息，澳门的债劵市场
蓄势待发，甚至已有国家机构来澳门发债。由此看来，澳门的现代金融
业具有巨大发展潜力，不只能拉动创投资金推动科创发展，它本身也是
一个高增值行业，能充分提升澳门整体的人才储备和产业纬度，促进经
济适度多元发展。 
 
环顾香港、广州、深圳等邻近湾区核心城市，在发展科创产业的前期，
政府皆大力扶持新创企业，提供资源资金，并透过税法优惠政策，着力
打造更健全金融体制、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更友善的税务环境，招
徕天使投资人为新创引入资本。澳门虽然是后起步，但有众多的宝贵经
验在前，能加以参考，从善如流，相信澳门能由顶层更好规划发展，这
也会是澳门的一个优势。 
 
德勤中国充分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区域规划以及相关支持政策的出
台，将保持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政府、商会以及各类企业密切沟通，也欢



迎相关政府部门和投资者以及企业与我们进行富有针对性的沟通和讨
论；德勤中国会积极提供与粤港澳大湾区相关的一揽子的全方面专业服
务和工具支持，助力各地政府改善营商环境和各行业投资者实现更多的
粤港澳大湾区的投资、合作机会及创新的商业模式。 
 
德勤中国也将积极针对粤港澳大湾区举办相关市场活动和发布专业看
法，敬请关注德勤中国的微信、Facebook 以及官网的最新信息。 
 
注释： 
 
1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网站数据。 
 
2 创孵中心是由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委托澳中致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营运，旨在粤
港澳大湾区战略背景下，为澳门创新创业人士提供多元化支持，并促进粤澳两地青年创新创
业，助力澳门产业适度多元发展。《创孵世代》覆盖在国家科技部、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
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澳门特区政府各大部门以及各大院校及商业机构等。 
 

3 原文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发表于创孵中心旗下月刊《创孵世代》第 25 期。 
 
请点击以下链接获取早前系列文章： 
 
税务研究之粤港澳大湾区系列 
 
第一期– 2018 年 6 月 1 日 
从税务和商务角度聚焦在粤港澳大湾区投资和营商所面对的挑战和机会 
 
第二期– 2018 年 8 月 2 日 
香港科技人才入境计划在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流 动的协同效应 
 
第三期– 2018 年 12 月 13 日 
从海关角度解读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的机遇与挑战 
 
第四期– 2019 年 7 月 16 日 
聚焦深圳前海：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深港合作发展核心引擎和制度创新高
地 
 
第五期– 2019 年 10 月 8 日 
聚焦珠海横琴休闲旅游产业最新优惠政策 
 
第六期– 2019 年 10 月 23 日 
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从香港视角的观察和初步探索 
 
第七期– 2019 年 10 月 25 日 
聚焦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及研发活动的机会和挑战（上） 
 
第八期– 2019 年 12 月 4 日 
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有关房地产投资的税务资讯 - 第一期：购置阶段 
 
第九期– 2020 年 7 月 14 日 
聚焦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及研发活动的机会和挑战（下）- 不同商业
模式下的税务分析与建议 
 
第十期– 2020 年 10 月 27 日 
新常态下数字化工具和系统的运用及跨境涉税事项初探 (上) 
 
第十一期– 2020 年 10 月 28 日 
新常态下数字化工具和系统的运用及跨境涉税事项初探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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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期– 2021 年 2 月 2 日 
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有关房地产的税务资讯 - 第二期：持有阶段 
 
第十三期– 2021 年 4 月 20 日 
聚焦粤港澳大湾区事先裁定：助力大湾区企业增强税收确定性 
 
第十四期– 2021 年 7 月 9 日 
聚焦澳门的科技创新（一）：助科创起飞的税务策略 
 
本文由德勤中国为本行中国大陆及香港之客户及员工编制，内容只供一般参考之用。我们建议
读者就有关资料作出行动前咨询税务顾问的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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