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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推出 16 项出入境便利政策措施 

背景 

广东省，继 2015 年 7 月上海市出入境管理局率先按照公安部颁布的一

系列出入境便利政策措施出台了实施细则后，经公安部正式批复同意，
为支持广东自贸区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自 2016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 16

项出入境便利政策措施（以下简称“16 项便利政策”），且于 2016 年

8 月 10 日公布了新政策下办理出入境证件的细则。这些便利政策措施的

推出与实施为外籍高层次人才和创新企业人才在广东省就业提供了出入
境和停留便利，使得就业单位能够更高效地吸引及聚集人才。 

主要内容 

在 16 项便利政策中，有 6 项政策适用于广东自贸区，其余 10 项政策适

用于广东全省（包括自贸区）。这些政策进一步优化了外国人签证申请

的流程和手续，有如下方面值得关注： 

增设口岸签证，扩大过境免签口岸范围及停留时限 

- 明确了口岸签证机关可受理 Z 字（工作）签证及 X1 字（学生）签

证申请，简化外籍人员来华就业及求学签证申请手续。 

- 拟增设广州白云机场空港以外其他过境免签口岸，停留期限从 72

小时增至 14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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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长期签证、居留许可签发范围 

- 在广东省工作已连续两次办理工作累居留许可、且无违法违规的外

籍人士，第三次可直接申请 5 年期工作类居留许可。 

- 在广东省出生或原户籍为广东的外籍华人，在广东工作、学习及探

亲等需要长期居留的，可申请 5 年期居留许可。 

- 处理其他事务的可凭相应的证明或担保可以签发 5 年多次出入境有

效签证。 

加大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人才的支持力度 

- 增设了办理 R 字（人才）签证及工作累居留许可的人才推荐渠道：

除广东省人才主管部门认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以外，广东省科创部

门、自贸办、高等院校、科研院等认定或者聘雇的外籍高层次人才，

均可以在口岸申请 R 字(人才)签证或以其他签证入境申请变更为 R

字（人才）签证。 

- 对上述认定的高层次外籍人才及在广东自贸区创业的外籍华人，取

消原 60 岁工作年龄限制，放宽居留许可有效期限至 5 年。 

- 对符合条件的外籍或港澳台高层次人才，允许为其聘雇外籍家政服

务人员，提供生活便利配套措施。 

增加自贸区优惠政策，增添外籍人士绿卡申请渠道 

- 经广东省出入境管理机构备案的广东自贸区企业，可以邀请境外高

校生外国学生入境进行实习活动。  

- 以下在广东省就业、创业、投资的外籍人员可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

许可: 

• 符合条件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经广东

省自贸办推荐； 

• 根据自贸区人才积分评估达到评分标准的自贸区创新创业团队

的外籍成员及自贸区企业选聘的外籍技术人才； 

• 外国人以自然人身份或通过本人以自然人身份作为控股股东的

公司企业在广东自贸区内直接投资、投资数额合计 100 万美元

且纳税记录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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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籍华人在广东自贸区企业连续工作满 4 年且每年在中国境内

实际居住累计不少于 6 个月的； 

• 收入及纳税达到标准的外籍人员在广东省连续工作满 4 年且每

年在中国境内实际居住累计不少于 6 个月的，经单位推荐。 

毕马威观察 

需要关注的是，随着上海市和广东省相继推出出入境便利优惠政策，我

们预计我国对外籍人士在华的创业、就业、停留、居留会更进一步加强

管理，以真正达到吸引外籍人才，招商引资的目的。 

我们建议广东省企业结合自身发展战略，充分利用此次 16 项政策下一

系列吸引外籍人才的优惠措施，针对聘用外籍人才或安排外籍人士派遣

来华做好相应的计划，并做好聘任、派遣相关的时间安排及成本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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