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2012年6月3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七号），自2013年7月1

日起施行。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一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将同时废止。 

 

三十一号令和三十二号令及相应的实施细则制定于八十年代中期，新法整

合了两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在九十年代中期制定的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

为了促进对外交流与开放，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秩序，公安部于2003

年底提出了制定《出境入境管理法》的建议。  

 

随着每年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华工作，新法旨在进一步改进外国出境入境

服务和加强管理。 

改进服务 

 人才签证 

首次引入了人才签证制度，为中国吸引合格外国专业人才，实施人才

签证提供了依据。人才签证的具体规定将由国务院适时出台。  

中国快讯 
 

第二十期  二零一二年八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

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五十七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

出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三十一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

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三十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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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期停留 

 

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才、投资者或者出于人道等原因确需由停留（不超

过180天）变更为居留（工作类居留证件的有效期最短为90日，非工作

类居留证件的有效期最短为180日）的外国人，可以向出入境管理机构

申请。此规定将为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在不用离境的前提下，由停留变

更为居留提供了法律授权。 

 

 中国“绿卡” 

 

新法规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或者符合其他在中国境

内永久居留条件的外国人，可申请中国绿卡。该规定为逐步放宽绿卡

申请条件留下空间，更有助于引智引资。 

加强管理 

 规范邀请函件的签发 

 

新法规定出具邀请函件的单位或者个人应承担对邀请真实性负责的义

务和法律责任。对违反规定方，，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责令其承担所邀请外国人的出境费用。  

 

 完善了外国人停留居留管理制度 

 

新法区分了停留和居留的界定，并规定如外国人所持签证的最长停留

期限不超过一百八十天的，则无需在入境后办理居留证件。 延长签证

停留期限，累计不得超过签证原注明的停留期限。 

 

外国人所持签证注明入境后需要办理居留证件的，应当自入境之日起

三十日内申请办理。外国人工作类居留证件和非工作类居留证件的有

效期最短分别为九十日和一百八十日，最长为五年。 

 

外国人非法居留的，将被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每非法居留一日五百

元，总额不超过一万元的罚款，或者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未满十六

周岁的外国人非法居留的，对其监护人或者其他负有监护责任的人给予警

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加大了防范和打击非法就业外国人的力度 

 

新法规定，外国人未按照规定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在中国

境内工作的；超出工作许可限定范围在境内工作的；外国留学生违反

勤工助学管理规定，超出规定的岗位或者时限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属

于非法就业。 

 

为防止外国人非法就业，新法规定聘用外国人工作或者招收外国留学

生的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告。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发现外国人有非法就业情形的，应当及时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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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非法就业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非法聘

用外国人的，处每非法聘用一人一万元，总额不得超过十万元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外国人违反新法或者有其他违反中国

法律规定，可被遣送出境。被遣送出境的外国人，自被遣送出境之日

起一至五年内不准入境。 

 

                                                                毕马威观察 

 

新的出境入境管理法重点关注了外籍个人，在为促进吸引外国人才和投资

者提供法律依据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外国人在华就业的管理。 

 

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预计各相关部门将根据新法起草或者修改现行

法规，签证及相关许可证件的办理程序也会因此有所改变。毕马威建议聘

用外籍个人的公司应该检查所聘外国人的签证以确保合规。同时也可借此

机会审阅公司现有的派遣政策，确保其来华工作的外国人取得相应的签证

及许可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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