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正式系统）”中

几种特殊情况的申请及办理方式 

 

一、 境内转聘 

1．专家证→工作许可证（正式） 

 

办理方式：上家单位注销老证后，使用“正式系统”的“境内申请外国人

来华工作许可证”功能，选择第二项“在华工作的外国人变换用人单位，

但工作岗位（职业）未变动，且工作类居留许可在有效期内的”提交新办

申请。 

 

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明细 备注 

1 申请表 提交原件 

2 最高学位证书或相关职业资格证明 提交复印件 

3 聘用合同 查验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4 护照信息页及有效居留许可页 查验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5 老证注销证明 查验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6 资历证明（专家证信息页复印件或上一家单

位推荐信或工作资历证明） 

查验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7 六个月内证件照 电子版 

 

 

 

 

 2. 工作许可证（试点）→工作许可证（正式） 

 

办理方式：上家单位注销老证后，使用“正式系统”的“境内申请外国人来华工

作许可证”功能，选择第二项“在华工作的外国人变换用人单位，但工作岗位（职

业）未变动，且工作类居留许可在有效期内的”提交新办申请。 

 

 

 



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明细 备注 

1 申请表 提交原件 

2 聘用合同 查验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3 护照信息页及有效居留许可页 查验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4 老证注销证明 查验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5 上一家单位出具的推荐信或工作资历证明 查验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6 六个月内证件照 电子版 

 

3．就业证→工作许可证（正式） 

 

办理方式：上家单位注销老证后，使用“正式系统”的“境内申请外国人

来华工作许可证”功能，选择第二项“在华工作的外国人变换用人单位，

但工作岗位（职业）未变动，且工作类居留许可在有效期内的”提交新办

申请。 

 

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明细 备注 

1 申请表 提交原件 

2 最高学位证书或相关职业资格证明 1.查验原件并提及复印件 

2.学历等证书需经领事或

我国学历认证机构认证 

3 聘用合同 查验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4 护照信息页及有效居留许可页 查验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5 老证注销证明 查验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6 工作资历证明 查验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7 体检证明（中国检验检疫局授权境内医疗机

构出具证明，有效期六个月） 

查验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8 六个月内证件照 电子版 

 

 

 



二.延期 

1．专家证、许可证（试点）需延期的情况 

使用正式系统延期功能找到申请人信息直接延期 

 

2. 就业证、部分专家证、部分许可证（试点）需延期，正式系统延期功能

不能搜索到申请人信息的情况 

办理方式：使用“正式系统”的“境内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功能，

选择第十项“其他审批机构认定符合条件的”提交新办申请。 

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明细 备注 

1 申请表 提交原件 

2 最高学位证书或相关职业资格证明 提交复印件 

3 聘用合同 查验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4 护照信息页及有效居留许可页 查验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5 老证原件 提交原件及信息页复印件 

6 情况说明（正式系统无法正常延期而需申办

新证） 

提交原件 

7 六个月内证件照 电子版 

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明细 备注 

1 申请表 提交原件 

2 老证原件 提交原件 

3 聘用合同 查验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4 护照信息页及有效居留许可页 查验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5 六个月内证件照 电子版 



三.变更（专家证/就业证/试点版工作许可证变更） 

1．专家证、许可证（试点）需变更的情况 

使用正式系统变更功能找到申请人信息直接变更 

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明细 备注 

1 申请表 提交原件 

2 需变更事项证明文件 查验原件并提

交复印件 

3 老证原件 提交原件 

4 六个月内证件照 电子版 

2. 就业证、部分专家证、部分许可证（试点）需变更，正式系统变更功能不

能搜索到申请人信息的情况 

办理方式：使用“正式系统”的“境内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功能，选

择第十项“其他审批机构认定符合条件的”提交新办申请。 

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明细 备注 

1 申请表 提交原件 

2 最高学位证书或相关职业资格证明 提交复印件 

3 聘用合同 查验原件并提

交复印件 

4 护照信息页及有效居留许可页 查验原件并提

交复印件 

5 老证原件 提交原件 

6 情况说明（根据成都市外专局相关规定，无法在所持证

件对应系统申请变更而需在正式系统申办新证） 

提交原件 

7 相关部门提供的变更信息证明材料： 

①护照变更：新、旧护照原件及复印件； 

②住宿地址变更：《外国人住宿登记表》原件及复印件； 

③聘请职务/职位变更：聘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查验原件并提

交复印件 



④单位名称变更：工商部门单位名称变更批复。 

8 六个月内证件照 电子版 

 

四、注销（专家证/就业证/试点版工作许可证注销） 

1. 使用正式系统能搜索到申请人信息 

办理方式：使用正式系统注销功能搜索申请人信息直接申请注销，网申通过

后按照对应指南提交资料至外专局 

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明细 备注 

1 申请表 提交原件 

2 解除劳动关系证明 查验原件并提交复印件（双

方签字盖章） 

3 需注销证件的原件 提交原件 

 

 

2. 使用正式系统无法搜索到申请人信息 

直接提交纸质材料至外专局注销 

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明细 备注 

1 注销申请函（下方附件模板） 

使用聘请单位抬头纸，标题中明确申请种类：

“***证注销申请函”，内容中载明申请人姓名、

国籍、护照号码、现任职务、申请注销原因，

加盖聘请单位公章;一个申请一张函。 

提交原件 

2 解除劳动关系证明 查验原件并提交复印件（双

方签字盖章） 

3 需注销证件的原件 提交原件 

 

 



五、补遗（专家证/就业证/试点版工作许可证补遗） 

1．专家证、许可证（试点）需补遗的情况 

办理方式：使用正式系统补遗功能搜索申请人信息直接申请补遗，网申通过 

后按对应的办事指南准备材料提交申请至窗口 

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明细 备注 

1 申请表 提交原件 

2 证件遗失或者损坏情况说明 提交原件（外国人来华工作

管理服务系统上登载说明

截屏并盖单位公章） 

3 六个月内证件照 电子版 

 

2. 就业证、部分专家证、部分许可证（试点）需补遗，正式系统补遗功能不

能搜索到申请人信息的情况 

办理方式：使用“正式系统”的“境内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功能，选

择第十项“其他审批机构认定符合条件的”提交新办申请。 

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明细 备注 

1 申请表 提交原件 

2 老证信息页及有效期页 提交复印件 

3 证件遗失或者损坏情况说明 提交原件（外国人来华工作

管理服务系统上登载说明

截屏并盖单位公章） 

4 护照信息页及有效居留许可页 查验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5 聘用合同 查验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6 情况说明（正式系统无法正常补办而需申办

新证） 

提交原件 

7 6个月内证件照 电子版 

 



六.工作签证入境需申请许可证 

 

1.老（专家证、就业证）系统已办工作（就业）许可的 

 

办理方式：2016年 11月 1日前在老系统已办工作（就业）许可的，2017年

5 月 1 日后应在正式系统申请工作许可证，使用“正式系统”的“境内申请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功能，选择第十项“其他审批机构认定符合条件的”

提交新办申请。 

 

 

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明细 备注 

1 申请表 提交原件 

2 老系统办理的许可原件或存根 提交原件 

3 聘用合同 查验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4 体检证明（中国检验检疫局授权境内医疗机

构出具） 

查验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5 护照信息页 查验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6 有效 Z签证页及入境章页 查验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7 最高学位证书或相关职业资格证明 查验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8 六个月内证件照 电子版 

9 工作资历证明 查验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2.试点系统已办许可通知，入境需换领许可证的（正式系统已办许可通知的，

请使用“已获得工作许可通知的”功能） 

 

办理方式：使用“正式系统”的“境内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功能，

选择第十项“其他审批机构认定符合条件的”提交新办申请。 

 

 

 

 

 

 

 

 

 

 

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明细 备注 

1 申请表 提交原件 

2 试点系统中的许可通知 收复印件 

3 聘用合同 查验原件提交复印件 

4 体检证明（中国检验检疫局授权境内医疗

机构出具） 

查验原件提交复印件 

5 护照信息页 查验原件提交复印件 

6 有效 Z签证页及入境章页 查验原件提交复印件 

7 最高学位证书或相关职业资格证明及其认

证材料 

查验原件提交复印件 

8 无犯罪证明 查验原件提交复印件 

9 六个月内证件照 电子版 

10 工作资历证明 查验原件提交复印件 



七. （5 月 1 日前）自愿注销老证在新系统换发新证的（5.1-10.1

前不接受非因提前结束劳动关系的注销） 

 

办理方式：按现所持工作类证件对应的办事指南注销老证后，使用“正式系

统” 的“境内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功能，选择第十项“其他审批机

构认定符合条件的”提交新办申请。 

 

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明细 备注 

1 申请表 提交原件 

2 最高学位证书或相关职业资格证明 提交复印件 

3 聘用合同 查验原件提交复印件 

4 护照信息页及有效居留许可页 查验原件提交复印件 

5 老证注销证明 查验原件提交复印件 

6 专家证信息页复印件 收复印件且为此前持专

家证申请人需提交 

7 情况说明（5月 1日前自愿注销老证转在外国

人来华工作服务系统申请工作许可证） 

提交原件 

8 六个月内证件照 电子版 

 

 

 

 

 

 

 

 

 

 



***证注销申请函 

 

成都市外国专家局： 

下列外籍聘用人员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经公司审批同

意,我单位解除与该人员的劳动用工关系，特申请为其办理

***证注销。 

网上申请号： 

姓名（同护照）: 

性别： 

国籍： 

护照号： 

职务： 

解除劳动合同日期:  __年__月__日 

 

 

 

 

单位名称（单位盖章） 

  _____年____月____日 

 

 

 

 

 

 



 

网址及注意事项 

一、对应系统网址 

1. 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简称“正式系统”）： 

http://fwp.safea.gov.cn 

2. 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试用版（简称“试点系统”）： 

http://202.96.25.25 

3. 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证件管理系统（简称“专家证系统”）： 

http://202.96.25.31/login.php 

4. 外国人和台港澳人员就业网上申报系统（简称“就业证系统”） 

http://fem.mohrss.gov.cn 

 

二、工作许可证仅指“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试点及正式系统）”中办

理的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