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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企业目前的外派人员安置策略足以应对疫情吗？ 

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毫无预警的突然爆发，无疑给我们的生活

和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全球化企业和跨境工作人员需要逐步意识

到灵活工作安排中的相关风险，这对企业如何尽量减少对日常运营的干

扰，合理管理风险和成本， 至关重要。  

随着中国政府延长春节假期的安排，部分国家已针对疫情实施相应的入

境管制措施， 众多跨国企业目前正考虑是否有必要将外派在中国的员

工撤回本国或暂停员工的差旅安排作为应对此次疫情的预防措施。 在

考量以上安排的可行性时，企业还应当考虑到紧急撤离人员或采取远程

工作安排所涉及的出入境和税务合规的要求。 

虽然现实中，许多税务问题都是事后完善事后补救，但企业可能会为这

样的操作承担昂贵的代价。 然而有些关键事宜却需要事先做好统筹安

排，制定解决方案和应急计划，从而更好更快地应对企业运作和员工的

不时之需。 

其中最急迫的需求就是明确出入境的相关政策，以确保员工提前了解清

楚目的地国家或地区对人员入境及工作的规定和操作。如果是返回原驻

国或地区，应该相对简单； 但如果是被派驻去其他国家或地区， 情况

可能会比较复杂。 在此类情形中，事先安排的不足可能会导致入境人

员无法及时开展工作，造成不必要的时间或经济损失。 

本快讯旨在提供企业在衡量外派人员安置计划或远程工作安排以应对疫

情时，所需考量的出入境和税务合规方面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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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快讯讨论的问题： 

• 以人员流动安排视角

看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所需考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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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的有关问题 

在安排出行之前，为了确保员工获取相对应的签证并满足后续合规要求， 

企业需要结合员工的以下情况了解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的出入境政策：  

• 个人状况， 如国籍、已申请的有效签证 

• 在目的地国家或地区需要从事的活动实质 

• 预计停留期间 

• 家人是否随行 

鉴于已有超过90个国家对来自中国的商旅人士采取不同程度的入境管制， 

企业应当仔细审阅这些入境新规定， 以保证明确出行的员工能够顺利的

进入目的地国家。 

税务考量 

企业在衡量安置在华员工长期的异地/国工作或短期远程办公时，需要考

虑各种安排下所涉及的个人税和企业税的影响， 在落地实施前量化个人和

企业所承担的成本。 

个人所得税的影响 

员工有可能在其工作的国家或地区产生纳税义务， 即使该国家或地区并不

是他的主要居住地或主要工作地。 考虑到该国家或地区国内税法的优惠政

策，或申请税收协定的适用待遇， 该员工可能享受一定的税收豁免，当然

大多数此类豁免取决于个人在该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时间， 费用成本承担等

因素。 

一旦纳税义务产生， 员工和雇主有可能在当地有税务申报和扣缴的义务。

所以雇主需要考虑企业或员工是否因此安排而承担额外的税务成本，具体

工作地点的选择也是考量的范围， 是完全出于工作需求，  还是存在个人

的喜好。 

另外，如果人员的跨境安置是暂时的，其个人在国内可能仍然存在纳税义

务， 雇主也需要继续履行扣缴职责。 一旦出现跨境停留时间延长， 雇佣

安排未及时更新等情况， 双重征税可能就无法避免。   

安排派遣人员回国，从出入境角度考虑， 可能是最容易的安排， 但同时也

可能对该个人的税收居民状态产生影响。 举例来说， 如果某员工近期才离

开原驻国， 税务申报记录可能显示他的税收居民状态未改变，从而导致其

最初离境时的安排存在着潜在的税务风险。 

 



 
© 2020 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外商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在中国印刷。 
毕马威的名称和标识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员工跨境从事活动，根据其停留的期间，从事具体活动的性质，可能会给

他的雇主带来相应的商业登记、企业税和其他税种， 如增值税/商品与服

务税的影响。 如果适用税收协定待遇，或可享受一定的税收减免。  

下一步安排 

我们希望企业在拟定其持续营运计划安排时能考虑以上因素，同时毕马威

作为专业的服务团队，也诚意向您提供以下服务： 

− 准备预先评估清单 

− 评估人员安置计划， 制定最具成本效益的安置策略 

− 预测待定人员安置计划的成本 

− 出入境咨询和后续的申请安排 

− 员工沟通和相关安排的讲解答疑 

− 目的地税务和出入境的合规服务(包括初始入境和后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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