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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个人在华雇佣税务风险控制及最
新外籍个人出入境管理的重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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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快讯

本期税务快讯中，我们将介绍实务操作
过程中，中国雇主雇佣外籍个人在华工
作过程中常见的税务风险，以及最新外
籍个人出入境管理的重大改革。

中国雇主雇佣外籍个人在华工作过程中
常见的税务风险

• 境内外双重任职外籍个人需备案以
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境内外双重任职外籍个人可仅就其实际
在中国境内工作期间的工资薪金总额纳
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及相关文件的规定，在中国境内无住所
的外籍个人在中国境内、境外企业及机
构同时兼任职务，不论其工资、薪金是
否按职务分别确定，均应就其取得的工
资薪金总额，按其实际在中国境内的工
作期间确定纳税。

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在适用以上方法
计算及申报个人所得税的同时，需向主
管税务机关分别提供其境内及境外的雇
佣合同或任职证明，获得主管税务机关
审核及批准后，方能仅就其中国境内工
作期间取得的工资薪金计算并申报缴纳
个人所得税。

我们建议
我们观察到外籍个人税务登记以及离境
前税务清算已被列为需要着重关注的要
点。为了避免在年度的税务审计或税务
稽查中，被主管税务机关质疑导致勒令
补缴其中国境外工作期间取得的工资薪
金的个人所得税税款，我们建议纳税人
及时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 外籍个人取得有关补贴免征个人所
得税

根据财税字[1994]第20号和国税发
[1997]54号，对外籍个人以非现金形式
或实报实销形式取得的合理的住房补
贴、伙食补贴、洗衣费、搬迁收入、境
内外出差补贴、探亲费、语言培训费及
子女教育费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在享受以上税收
优惠的同时，也需向主管税务机关咨询
是否需要提供相关的文件以作备案，如
递交相应的公司福利政策和相应的有效
凭证及雇佣合同的复印件。同时，该外
籍个人的雇佣合同或者派遣合同中，须
具体体现相应的补贴名目及发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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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持有外国永久居留权的中国护照
持有者并不属于外籍个人的范畴，故他
们无法享受关于补贴免征的政策。

我们建议
为了避免后期补缴相应的税款并被追增
滞纳金及罚金，我们建议相应的扣缴义
务人及纳税人提前做好备案工作。企业
应当建立针对该免税补贴的管理政策，
定期收集并妥善保存相应发票及凭证。

• 外籍个人参加中国社保
2011年7月1日起开始生效执行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特别规定在
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同样要参加社
保。2011年10月15日社保部颁布相应的
暂行办法并开始施行。

根据以上法规，参保的外籍个人将享受
同等于中国雇员一样的社会保障待遇。
中国雇主或接受单位应当自申请办理
就业证件之日起30日内为其办理社保登
记。

我们建议
各地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执行情
况不一，我们建议企业与个人应当密切
留意所在区域相关部门对于外籍人参加
中国社保的相关规定，及时落实地方的
相应规定。

• 完税凭证
纳税人按月在中国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后，主管税务机关会在次年的3月底以
前，安排邮寄上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的完
税凭证。

根据中国与相关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
外籍个人在中国已扣缴的税款可抵免其
在原住国的税赋。

我们建议
我们建议外籍个人在年度终了或结束中
国任职离境前，及时收集完税凭证，并
妥善保管相应的申报表，缴款凭证等纳
税材料的原件以维护个人相应抵免税赋
的权利。

• 新个人所得税申报表的发布
为了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加强税收征
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
法》及其实施条例和有关规定，国家税
务总局发布新个人所得税申报表，并自
2013年8月1日起执行。

需要注意的是，新增了《个人所得税基
础信息表（A表）》和《个人所得税基
础信息表（B表）》，分别针对适用于
代扣代缴征收方式与自行纳税申报方式
的纳税人。纳税人在初次纳税申报或者
基础信息发生变化时，需要递交相应的
信息表。

我们建议
我们观察到，新个人所得税申报表的具
体实施细则并未出台，部分主管税务机
关仍沿用现有的个人所得税申报表。
我们建议纳税人在纳税申报个人所得税
时提前与主管税务机关确认是否已启用
新个人所得税申报表。

最新外籍个人出入境管理改革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
法》（以下简称“出入境管理法”）于
2013年7月1日正式实施，与此同时《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
例》 （以下简称“管理条例”）已经
2013年7月3日国务院第15次常务会议通
过，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

两文引入了更为严格的外籍个人签证规
定及停留居留申请要求。

• 普通签证种类变更
新规定将原有的8类签证增加至12类，
重点变更及新增包括：

 － F签证（变更）：
签发给入境从事交流、访问、考察
等活动的人员——因讲学、商业及
短期实习活动等原因来华的人员原
本可以申请F签证，但在新的政策，
F签证不再适用于该类人员，故适用
范围缩小。

 － M签证（新增）：
新管理条例规定下， M签证签发
给入境进行商业贸易活动的外籍个
人——应当按照要求提交中国境内
商业贸易合作方出具的邀请函件。

 － R签证（新增）：
新管理条例规定下， R签证签发给
国家需要的外国高层次人才和急需
紧缺专门人才——应当符合中国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确定的外国高层次
人才和急需紧缺专门人才的引进条
件和要求，并按规定提交相应证明
材料。

我们建议
企业与个人应根据具体情况判别入境外
籍所需申请签证的种类，按照相应规定
办理签证。

• 就业证、居留许可审批时间延长
外国个人在中国境内工作，应当按照规
定取得就业许可、就业证以及工作类居
留证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聘用未取
得就业证和工作类居留证件的外国人。
企业与个人均需注意，防止非法就业。

在原有规定下，外籍个人入境工作所
需相关证件的办理流程总需约26个工作
日，根据新的规定，时间延长至约40个
工作日。

外籍个人从入境前到入境后需要完成六
个步骤，新规定下的时间具体为：

 － 外国人就业许可证—15工作日
 － 邀请函—3工作日
 － 工作类签证—5工作日
 － 健康证明—5工作日
 － 就业证—5工作日
 － 居留许可—7工作日

时间的延长意味着审核的要求更加严
格，同时可能影响外籍员工的境外出差
计划，企业及个人应多加注意，合理安
排时间，做好应对措施。



3中国税务快讯

联系方式

上海
周自吉 张斌
合伙人 合伙人
电话 +86 21 322 0298 电话 +86 21 2322 0240
手机 +86 136 1186 2116 手机 +86 138 1650 3240
邮件 rose.zhou@cn.gt.com  邮件 roy.zhang@cn.gt.com

北京
焦根永
合伙人
电话 +86 10 8566 5828
手机 +86 139 0118 6670
邮件 wilfred.chiu@cn.gt.com

张莉
合伙人
电话 +86 10 8566 5777
手机 +86 135 0138 6998
邮件 julie.zhang@cn.gt.com

• 就业证、居留许可的延期、年检、
变更与注销

外籍个人应在工作证、居留证件有效期
限届满三十日前申请延期，以免造成逾
期留境。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相关工作类证件还在
有效期内，该类证件需要每年进行年
检。

当居留证件的登记项目发生变更时，应
当在登记项目发生变更之日起十日内申
请办理变更。

最后，外籍个人在结束中国任职时，离
境前需及时办理相应证件的注销。

个人所得税
我们专业的个人所得税服务团队可以在
外籍人士来华工作过程中提供全方位的
服务，涵盖个人所得税方案优化、签证
服务、纳税申报、税务机关协商及备案
等。

我们也从企业层面提供个人所得税的风
险检查、薪酬结构优化，从而使您能够
将中国本地员工的聘用制度和国际外派
员工的计划有效地融入到企业的组织发
展战略之中。

关于中国税务快讯
中国税务快讯所载资料以概要方式呈列，
旨在为Grant Thornton客户及员工提供
中国大陆地区最新税务信息，仅供参考
使用，并不能替代详尽专业建议。Grant
Thornton对于并未与我们进行进一步咨
询而单纯基于此快讯所提供信息行事而造
成的任何各方的损失均不承担责任。

个税筹划

• 建构薪酬结构，提供节税并有竞争
力的薪酬方案，外派政策及登记管
理手续等

• 提供税收平衡政策或者税收保护政
策下的方案选择

• 安排被派遣人员来华后的首次税务
面谈，以期确认信息及简介税制，
并达到节税的目的

• 提供合适公司管理人员的个人财务
策划及咨询，并负责与主管税务机
关的沟通

• 执行经确认的筹划方案
• 相应的后续服务

www.grantthornt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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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申报

我们可协助客户，有效可靠地完成个人
所得税的纳税申报义务。
• 外籍个人的个税登记和首次申报服

务
• 外籍个人零散税源申报
• 外籍个人和中国本地员工的个税月

底申报
• 外籍个人和中国本地员工的个税年

度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