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征求意见稿制定了更为复杂的签证制度，明确了非法就业的定义及申请
居留证件的程序变化。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应该审阅目前的内部政策和操
作流程，以确保其准备好应对可能于 2013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新条例。 
 
中国政府针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由于工作、商务考察或其他目的
来华的趋势，认准时机，拟定了相关的条例从而加强和规范外国人出入境
的管理。 2013 年 5 月 3 日，中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的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征
求意见稿”），同时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截至 2013 年 6 月 3 日）。 
 
此征求意见稿，一经国务院批准，将有助于 2013 年 7 月 1 日将生效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以下简称“新法”）的实施。征求意见稿
旨在规范外国人的普通签证和停留居留证件，以遏制外国人非法入境及在
中国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接受外国人派遣或雇用外国人的公司应关注在
签证类型和要求上将发生的变化，以确保公司关于签证申请和后续管理的
内部指引及时更新，确保在过渡期内及以后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签证类型变化 

征求意见稿介绍了将于新法下签发给外国人的普通签证类型，主要变化归
纳如下。 

 
F字签证转换为F字和M字两种签证 

 
目前，F 字签证是签发给应邀赴华访问、考察、讲学、经商、进行科技文
化、教育、体育领域交流，或参加各种展销会、展览会，或短期进修、实
习等停留期不超过６个月的外国人。在征求意见稿中一种新的M 字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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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引入，以满足外国人入境进行商务或贸易活动的需要，而新的 F 字签
证只发给入境从事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 等非商业性交流和访
问活动的人员。 

  
人才签证 -  R字签证 

 
为了实施新法下的人才签证，一种新的 R 字签证将被引入，签发给外国高
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门人才。R 字签证将根据拟在华停留时间长短有所
区别。 R1 字签证将被签发给需要在中国居留超过 180 天的外国人，而 R2
字将签发给在华停留最长不超过 180 天的外国人。R2 签证持有人可在停
留期限届满 7 日以前申请签证延期。 
 
申请 R 字签证，需提供省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高层次人才和急
需紧缺专门人才资格认可。 

 
按就业时间长短签发Z字签证 

 
Z 字签证，俗称工作签证，目前签发给将在中国就业的外国人。新的 Z 字
签证将被细分为 Z1 和 Z2 两种签证，Z1 字签证发给申请在中国境内工作
超过 90 天的人员。在中国境内工作不超过 90 天的人员，应申请 Z2 字签
证。 持 Z2 字签证入境的外国人，除非出于人道或不可抗力原因，不可申
请延期。 

 
针对探亲访问的新签证类型 

 
一种新的 Q字签证将被推出， 签发给因家庭团聚申请入境居留的中国公
民及具有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的家庭成员。现有的 L 字签证将只适用于
外籍游客。类似于其他新推出的签证，Q 字签证也将被细分为 Q1 字签证
适用于长期居留（超过 180 天）和 Q2 字签证适用于短期停留（不超过 180
天）。 
 

 
非法就业的定义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在新法下构成在华非法就业的情况，包括： 
 
• 未持有效的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在中国境内工作的，但按照

规定免办的除外（在判断外国人是否非法就业时，应不论外籍个人
是否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正式的劳动合同，或是外籍个人是否实际
取得劳动报酬）； 

 
• 超出工作许可证件限定的地域工作的； 

 
• 不在工作许可证件限定的单位工作的； 

 
• 外国留学生超出勤工助学规定的岗位范围或者时限在中国境内工作

的； 
 

• Z2 字签证持有人，超出主管部门批准的范围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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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居留证件程序的变化 

征求意见稿还引入了关于居留证件申请/延期的一些变化， 这将对为外籍
个人及其随行家属申办居留证件的中国公司带来一定的影响： 
 

居留证件申请/延期的处理时间 
 

目前，按要求 Z 字签证持有人必须在入境后 30 天以内将其签证转换为在
中国的工作证和居留证件。现有的法规要求政府机构在受理居留证件申请
/延期后，必须在 5 个工作日以内处理完毕。一旦新法生效，该处理时间
将被延长至 15 个日历日。 
 

身体健康证明 
 

目前，在中国申请居留证件的 18 周岁至 70 周岁的外国人，需接受体检。
一旦新法生效，首次申请有效期一年以上居留证件的年满 16 周岁的外国
人，应当提供身体健康证明。而原先的体检年龄上限在征求意见稿中已被
删除。 
 

 

毕马威观察 

根据现有法规，外国人被派遣到中国工作在一个日历年度中超过三个月
的，需申请 Z 字签证，并在抵达中国后将其转换为工作证和居留证件。
Z2 字签证的引入向政府当局提供了法规依据以监管持工作类签证的临时
来华工作的外国人。 中国政府是否会将签证类型和外国人在中国税务合
规性联系在一起，从而加强对外国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也值得我们拭目
以待。 
 
征求意见稿未说明获取新 R 字签证的条件。预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将在适当的时候发布指引以协助当局确定和批准此类签证的合格申请人。 
 
征求意见稿可能将在 2013 年 7 月 1 日前定稿并发布以推动新法的实施。
显然，由征求意见稿引入的变化将旨在打击外国人非法入境，及在中国境
内的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鉴于新条例将对公司现有的关于外籍员工办理
工作签证、居留证件申请/延期的流程和内部指引有显著影响，企业人力
资源部门人员必须熟悉新的签证类型和相关的要求。对于尚无有关签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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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请联系
毕马威。我们将提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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