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的颁布后，国务院在征求
社会各界对外交部、公安部共同起草的<<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征
求意见稿）>>的意见后，于2013年7月12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该条例旨在规范签证的签发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
停留居留的服务及管理，于2013年9月1日起施行。 
 
该条例以及近期来各个省市出入境管理处对有关外国人因在华就业所需
办理证件的流程及材料的一系列调整，将会为雇佣或接受外国人派遣的在
华企业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相关企业应尽快了解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条
例及各省市实施的最新动态，以便对公司内部的管理及流程做好相应的调
整。 

 
我所已在2013年第12期中国税务快讯中阐述了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较
之征求意见稿，新条例主要变化如下： 

签证类型变化 

不设依附签证，来华工作外籍人员家属应申请S字签证 
 

根据新条例规定，S字签证将签发给申请入境探亲的因工作、学习等事由
在中国境内居留的外国人的配偶、父母、未满18周岁的子女、配偶的父母。
S字签证细分为S1和S2签证。S1字签证将被签发给需要在中国居留超过180
天的外国人，而S2字将签发给在华停留最长不超过180天的外国人。 

 

R字签证和Z字签证不按停留期限细分 
 

征求意见稿按照停留期限将R字签证和Z字签证细分为R1、R2以及Z1、Z2
签证。新条例中，取消了这种细分，仅设单一的R字和Z字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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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

出境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37 号（简称“新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
理法-主席令第 57号（简称“新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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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就业的定义 

新条例删除了征求意见稿中非法就业的定义。新法中对非法就业已有明确
规定，新条例不再重复规定。 
 

 

申请就业及居留证件程序的变化 

随着新法自2013年7月1日起的实施，办理就业证件及居留证件的要求、程
序有了进一步的明确。主要如下： 

 

就业许可证申请要求  
 

从7月1日起，北京要求申请就业许可证时提交申请人的无犯罪纪录证明。
无犯罪纪录证明应由申请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或司法机关出具，或提供由
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各省市对该材料的要求不尽相同。 
 
另外，深圳在办理就业许可证时，增加了提交体检报告的要求。 
 
提供体检报告或无犯罪纪录证明均会增加申请人前期的材料准备时间。我
们在下表列示了国内各大城市在申请就业许可证时对该两个文件的要求。 

 

 

 

 
签
证

签证及居留证件处理时间延长 

 
根据新条例，申请签证延期、换发、补发和申请办理停留证件的处理时间
从5个工作日延长为7个工作日。申请居留证件或者申请居留证件的延期、
换发、补发处理时间从5个工作日延长为不超过15个工作日。在申请人所
持护照被收存期间，申请人可凭受理回执在中国境内合法居留。 

 
居留许可申请/延期时限变化 

 
根据原规定，外国人在签证或者居留证件有效期满后需继续在中国停留或
居留的，须于期满前申请延期。 
 
根据新法，需要延长签证停留期限的，应当在签证注明的停留期限届满7
日前提出申请。申请延长居留期限，应当在居留证件有效期届满的30日前
提出申请。 

 

新设停留证件  
 

对于因结束在境内企业任职受雇而注销就业证及工作类居留许可的外国
人需要短期在华停留将不再适用30天有效的L字签证，改用新设的停留证
件。该证件给予外国人员在结束其境内任职受雇后至离境前短暂停留的权
利，便于其安排行程。获得停留证件的外国人应在签证到期前离境，如需
再次入境，则需在境外重新申请相应的签证。目前尚不清楚该停留证件的
可停留期限，但预计会短于30天。 
 

 

 

 

 上海 北京 广州 深圳 杭州 成都 
体检报告 × √ √ √ √ √ 
无犯罪记
录证明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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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观察 
 

新法和新条例的逐步推行将更加完善中国政府对来华外籍人士的管理体
系，使之更有利于遏止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等现象。 
 
对来华就业的外籍人士的签证要求，新条列最终并未按就业期限长短分别
采用Z1和Z2字签，维持了现在单一的Z类签证。由于工作类居留许可的有
效期最短为90日，对于来华工作短于90日的外籍人士，目前尚不清楚有关
部门会如何监管。 
 
此外，企业人力资源专员应审阅和调整目前的内部签证申请流程以应对延
长的签证申请时间。尽可能避免因办理签证问题对外籍人士的出行和工作
计划造成影响。 
 
近日，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外交部、公安部和国家外专局
五部门办公厅（室）发出《关于为外籍高层次人才办理签证及居留手续有
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各部门、地方和单位对开展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
计划进行整理和备案，并明确了外籍高层次人才签证及居留手续办理流程。
对纳入人才引进计划的各类海外高层次人才可以提供签证及居留便利的
措施， 其中需要多次临时入、出境的，可办理5年多次有效、每次停留不
超过180天的长期多次签证。需在中国工作或长期居留的，可办理工作签
证或2至5年的外国人居留证件。通知要求各级相关部门于2013年9月10日
前将人才引进计划上报。随着这项工作的开展，我们相信申请人才签证的
条件将会进一步明朗。 
 
新条例已于9月1日起生效，企业应尽快熟悉新政策，做好准备以应对新的
要求。如企业尚无有关签证和居留证件申请的内部指引或不确定如何应对
拟发生的变化，建议联系毕马威，我们将提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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