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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工作经历限制，允许外籍高校毕业生在华就业 

背景 

2017年 1月 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外交部、教育部联合发布通

知（人社部发[2017]3 号），允许部分无工作经历的优秀外籍高校毕业

生在华就业。 

主要内容 

适用对象 

 在中国境内高校毕业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且毕业一年以内的外国留

学生 

 在境外知名高校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且毕业一年以内的外籍毕业生 

审批条件 

 年满 18 周岁，身体健康 

 无犯罪记录 

 学习成绩优秀，平均成绩不低于 80 分或 B+/B 以上，在校期间无不

良行为 

 取得相应的学历与学位 

 有确定的聘用岗位，从事工作岗位与所学专业对口。薪酬原则上不

低于当地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 

                                                             
1 2015 年上海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 5,939 元。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外交部、教育部关于允许

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在华

就业有关事项的通知（人

社部发[2017]3号），自

2017 年 1 月 6日起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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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效护照或能代替护照的其他国际旅行证件 

其他注意事项 

外国人就业证有效期首次为 1 年，期满用人单位拟继续聘用的，可以按

规定履行延期手续后继续聘用，期限不超过 5 年。 

外籍高校毕业生在华就业实行配额管理，由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提出并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 

毕马威观察 

根据外国人就业的相关规定，申请在华就业的外籍人员必须有至少两年

的相关工作经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具有创新创业潜力的外国人才

来华发展。2016年9月，外国专家局发布《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试

点实施方案》，在试点地区有条件的放宽了对工作经历的要求。3 号通

知的发布可以视为对这一试点方案在申请条件和审批程序方面的进一步

细化，并将适用范围推广到全国，体现了中国政府吸引优秀人才的用意。 

目前，关于具体的配额还有待进一步明确落实。拟聘用外籍毕业生的企

业建议密切关注当地有关规定，合理安排前期材料收集时间，做好申请

准备。毕马威团队也将竭力协助您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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