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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出台将影响外国人短期来华工作的手续办理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外国人入境完成短期工作任
务的相关办理程序（试行）》
（人
社部发[2014]78 号），由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外交部、公安部、
文化部于 2014 年 11 月 6 日联合
发布（78 号文）

背景
为了进一步规范外国人在中国就业行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外交部、
公安部、文化部联合制定了《外国人入境完成短期工作任务的相关办理程
序（试行）》（以下简称《办理程序》）。
《办理程序》明确了短期工作的范围、所需就业审批手续及签证要求，并
将于2015年1月1日起执行。接受外国人短期工作的公司应关注就业证件申
请及签证要求的变化，准备好应对新的政策，确保合法用工、符合相关法
律规定。
主要内容
《办理程序》规定，外国人入境完成短期工作任务，且在境内停留时间不
超过90日的，应持有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或文化主管部门出具的批准文
书）以及在中国短期工作证明，并申请Z字签证入境。入境以后根据停留
时间长短，在Z字签证有效期内停留或办理工作类居留证件。具体适用情
形包括：
-

到境内合作方完成某项技术、科研、管理、指导等工作

-

到境内体育机构进行试训（包括教练员、运动员）

-

拍摄影片（包括广告片、纪录片）

-

时装表演（包括车模、拍摄平面广告等）

-

从事涉外经营性演出

短期工作人员申请入境应依照以下程序办理：
1.

申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工作许可证书及工作证明或申请文化主
管部门批准证书及工作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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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到相关外事部门申请办理邀请函或邀请确认函

3.

在中国驻外使馆、领馆或其他驻外签证机关申请Z字签证

对于工作期限不超过30日的，驻外签证机关均将签发停留期为30日的签证。
持有该签证的短期工作人员应按工作证明上注明的工作期限工作，并在Z
字签证中注明的停留期停留。工作时间超过30日的短期工作人员，应在抵
达后30日内办理停留期为90日的工作类居留证件。
同时，与中国有互免签证协议国家人员，入境完成短期工作任务的，也需
按《办理程序》申请Z字签证入境。
未办理相关手续入境及不按工作证明所列事项（登记项目包括持有人国籍
和姓名、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期限等）从事短期工作的外国人，公
安机关将按非法就业查处。
《办理程序》同时也明确了外国人因下列事由入境，且停留时间不超过90
日的，将不被视为短期工作任务的情形，应办理相应的签证入境。
M字签证：
-

购买机器设备配套维修、安装、调试、拆卸、指导和培训

-

对在境内中标项目进行指导、监督、检查

-

派往境内分公司、子公司、代表处完成短期工作

-

参加体育赛事

F字签证：
-

入境从事无报酬工作或由境外机构提供报酬的义工和志愿者等

-

文化主管部门在批准文书上未注明“涉外营业性演出”

毕马威观察
现有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只提及与中国境内的用人单位直接
签订劳动合同的外国人；以及由境外公司派遣并承担劳动报酬，且在中国
境内工作三个月以上的外国人在华就业的相关签证及证件的办理。《办理
程序》的出台，对外国人入境完成某些短期工作任务，且在境内停留不超
过90天的外国人所需办理的入境手续，及入境后所需办理的居留手续，做
了进一步规范。对于频繁往来的商务旅行者或短期派遣员工，企业应正确
地区分其派遣对象、来华事由，每次停留期限，从而办理相应的签证及就
业证件，及居留证件。
值得注意的是，短期工作证明到期后不得延期，这对于被派往境内合作方
工作，每次停留不超过90日，但累计将超过90日的外国人，将意味着可能
需要多次申请工作证明及签证。企业应在申请工作证明时仔细审阅并预计
工作时间，避免因签证问题影响项目进程以及重复申请的额外成本。《办
理程序》对多次办理，如两次办理工作证明之间是否有间隔时间要求等并
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有待执行后与当地主管部门进一步明确。
《办理程序》的出台是否会对频繁往来的商务旅行者或短期派遣员工在华
税务及社会保险合规性产生影响也值得考虑。在判断临时来华的外国人的
中国个人所得税义务时，判断境内企业是否为其雇主1是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在为外国人申请M字签证或短期Z字签证时，企业也应同时准确地判

1

从税务的角度，雇主可以理解为对雇员的工作结果拥有权利并承担相关责任和风险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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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该个人的雇主以及在华的纳税义务。目前外国人在华社会保险义务以是
否持有就业证为标准。持有短期工作证明的外国人是否需要纳入社会保险
范畴有待明确。因而对于预计在华停留超过90天但少于183天的个人，建
议企业结合经营业务需求、员工个人情况，税务及社会保险等综合因素后，
申办相应的签证及就业证件类型。
在已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
曾经推出过针对工作期限在90天以下的Z字签证，然而由于配套政策的不
完善，在终稿中并未保留。在多部门协调相应政策后，此次推出了《办理
程序》，旨在监管临时/短期来华工作的外国人，也表明了政府当局进一
步规范外国人入境及在境内合法就业及居留的意图。
鉴于即将生效的《办理程序》将对接受短期来华完成工作任务外籍个人的
企业有显著影响，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应该及时了解有关办事程序及要求，
针对企业外派员工类型梳理及更新内部指引，确保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同
时，企业也应预估额外的合规成本，包括相关证件办理及延期、可能的税
务及社会保险成本。毕马威也将乐意提供有关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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