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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政策放宽，吸引海外人才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上海市出入境管理局关于公
安部出台的出入境政策措施
的实施细则






公安部关于实施支持上海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有关出入境
政策
公安部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
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决定
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国公民往
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的决定
（国务院令第 661 号）

背景
自6月以来，公安部及国务院出台了涉及外籍人士和港澳台居民人士来华
就业，创业，及居留的一系列便利政策。
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为相关人士提供了便捷的出入境环境及优良的居留
待遇， 使得就业单位能更高效的吸引及聚集人才。
上海推出便捷出入境及申请永居的相关政策
为支持上海建设成为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上海市出入境
管理局已于7月1日起， 按照公安部出台的出入境政策措施率先实施
了相关的细则。 这次共四个方面12项具体措施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
和完善后，将创造条件在全国范围不同地区逐步推广实施。
其中值得关注的措施概括如下：
简化外籍人员来沪就业的手续
外籍人员持有下列证明或认定可直接向上海口岸签证机关申请签证
入境：



人才主管部门认定或科创“职业清单”所属企业担保证明的
（应申请R字（人才）签证）



工作许可证明 （应申请Z字（工作）签证）

扩大长期居留许可申请范围及取消年龄限制
在上海工作的外籍人士连续两次办理工作类居留许可，且遵守中国法
律法规的，第三次可直接申请5年有效期的工作类居留许可。
对经认证的外籍人才 、港澳特殊人才及行业高级专业人才将不再设
60周岁年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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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居留申请门槛透明化
外籍人员符合下列条件可申请在华永久居留：



工资性年收入和年缴纳个税达到标准1，已连续在沪工作满4
年，每年在境内实际居住累计不少于6个月



经人才主管部门认定的外籍人士或经科创“职业清单”所属
企业聘雇并担保的行业高级专业人才、持有5年有效期的加注
“人才”的工作类居留许可、并工作满三年 （此类永居申请
审批的时限缩短至90日）

加大对创业人员及高层或特殊人才的支持
外籍留学生凭国内高等院校毕业证明书和创新创业计划书或创办企
业证明，可申请有效期为2年的加注“创业”的私人事务类居留许可。
期间，被有关单位聘雇的, 可按规定办理工作类居留许可 。
外籍个人计划来沪投资或创新创业，如未能及时办理工作许可证，
可凭相关材料向上海口岸签证机关申请私人事务签证，入境后再申
请加注“创业”的私人事务类居留许可。已获得在华永久居留或工
作类居留许可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和创新人才，可为其随行的外籍私
人服务人员提供个人担保和雇佣合同，申请相应期限的私人事务类
居留许可。
另外，上海也将研究推出港澳居民特殊人才及家属来沪定居政策，并
申请实施部分国家人员过境免签停留期限从72小时延长至144小时。
扩大可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籍人工作单位范围
自6月8日起，公安部新增了七类工作单位范围包括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
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外商投资研发中心。
在上述7类企事业单位任职，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等副高级职称以上以
及享受同等待遇，已连续任职满4年，4年内在中国累计居留不少于3年且
纳税记录良好的外国人，可申请在华永久居留。
取消台胞签注政策
根据国务院令第661号的有关规定，7月1日起，台湾居民可持有效的台胞
证即可来往大陆并在大陆停留居留，无需办理签注。
台胞持有效的五年期台胞证，可在具备自助查检条件的口岸边检机关备案
后，自助通关。 未持有效出入境证件直抵入境口岸的，可向口岸公安机
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一次出入境有效台胞证。
台胞来大陆就业的，仍须办理就业证件。
毕马威观察
值得一提的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于2013年9
月1日施行以来，有关部门陆续公开颁布了申请人才签证的有关条件 , 可
见政府部门已将吸引合格外国专业人士来华投入开创科技创新中心提上
了议程。

1

2015 年标准定为工资性年收入达到 60 万元人民币以上，且年缴纳个人所得税达到 12 万元人民币以上。今后的标准将 参照上一年度上海市人均工
资水平的倍数和纳税标准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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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及个人在关注近期新出台的出入境等便利政策，从而及时调整申请流
程和协调时间安排的同时，也应考虑新政策可能引发的个人所得税义务。
从税务角度而言,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外籍个人的纳税义务局限于来源
于中国境内的所得。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
规定，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是指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
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个人。获取中国永久居留权是否意味着该外籍个人
的家庭、经济利益关系会有所改变，从而将扩大该外籍个人在华的纳税范
围还有待相关部门给予进一步的解释。
毕马威建议企业应结合近期的新政，及时地对内部的流程做出相应的调整
从而有效地管理外籍人员的聘雇、留任及其相关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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