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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人士个人所得税常见问题解答 
 

资料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 

 

问 1：什么是税收居民和非居民，按税收居民和非居民

的身份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两者有什么区别？ 

答：按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

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一百八十三

天的个人，为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

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不满一百八

十三天的个人，为非居民个人。 

 

按税收居民和非居民身份申报，一是纳税义务有区别，

居民个人就其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全球所得缴纳个人

所得税，非居民个人仅就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缴纳个人所

得税。二是综合所得有区别，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

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统称为“综

合所得”）按纳税年度合并计算个人所得税，一般由扣缴义

务人按月或者按次预扣代缴税款，并按需要在次年办理汇算

清缴；非居民个人取得上述所得主要由扣缴义务人按月或者

按次代扣代缴税款，不办理汇算清缴。 

 

问 2：在中国境内有住所个人的“住所”是如何判定的？

境外人士（含港澳台居民，下同）在中国境内购买了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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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就被视为“有住所个人”？ 

答：个人所得税法所称“住所”是一个特定概念，不等

同于实物意义上的住房。在境内有住所的个人，是指因户籍、

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境内习惯性居住的个人。习惯性居

住是判定纳税人是居民个人还是非居民个人的一个法律意

义上的标准，并不是指实际的居住地或者在某一个特定时期

内的居住地。因学习、工作、探亲、旅游等原因而在境外居

住，在这些原因消除后仍然回到中国境内居住的个人，则中

国为该纳税人的习惯性居住地，即该个人属于在中国境内有

住所。 

 

反之,对仅因学习、工作、探亲、旅游等原因而在中国

境内居住，待上述原因消除后仍然回到境外居住的外籍个人

（含港澳台居民），其习惯性居住地不在中国境内，即使在

中国境内购买住房，也不会被认定为有住所的个人。 

 

问 3：境外人士在境内居住天数如何计算？ 

  答：境外人士（含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境内停留的当天

满 24 小时的，计入境内居住天数；不足 24 小时的，不计入

境内居住天数。 

 

如，香港居民张先生在广州工作，每周一早上来广州上

班，周五晚上回香港。周一和周五当天停留都不足 24 小时，

因此不计入境内居住天数，再加上周六、周日 2 天也不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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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每周可计入的天数仅为 3 天，按全年 52 周计算，张

先生全年在境内居住天数为 156 天，未超过 183 天，不构成

居民个人，张先生取得的全部境外所得，可免缴个人所得税。 

 

问 4：境外人士在境内居住累计满 183 天的年度连续不

满六年，能享受什么优惠，“满六年”如何计算？ 

答：按现行政策规定，无住所个人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

满 183 天的年度连续不满六年的，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其来源于中国境外且由境外单位或者个人支付的所得，免予

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港澳居民只要在内地连续居住不满

六年，则可以享受境外支付境外所得的免税优惠。 

 

在境内居住累计满 183 天的年度连续“满六年”的起点，

是自 2019 年（含）以后年度开始计算，2018 年（含）之前

已经居住的年度一律“清零”，不计算在内。即 2024 年（含）

之前，所有无住所个人在境内居住年限都不满六年，其取得

境外支付的境外所得都能享受个税免税优惠。此外，自 2019

年起任一年度如果有单次离境超过 30 天的情形，此前连续

年限“清零”，重新计算。 

 

如，香港居民张先生 2013 年 1 月 1 日来广州工作，在

此期间，除 2025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15 日临时回香港处理公

务外，其余时间一直停留在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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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在境内居住累计满 183 天的年度，如果从 2013

年开始计算，实际上已经满六年，但是由于 2018 年之前的

年限一律“清零”，自 2019 年开始计算，因此，2019 年至

2024 年期间，张先生在境内居住累计满 183 天的年度连续不

满六年，其取得的境外支付的境外所得，可免缴个人所得税。 

 

2025 年，张先生在境内居住满 183 天，且从 2019 年开

始计算，他在境内居住累计满 183 天的年度已经连续满六年

（2019 年至 2024 年），且没有单次离境超过 30 天的情形，

2025 年，张先生应就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全球所得缴纳个人

所得税。 

 

2026 年，由于张先生 2025 年有单次离境超过 30 天的情

形（2025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15 日），其在内地居住累计满

183 天的连续年限清零，六年期限重新起算，即使 2026 年

至 2031 年张先生每年境内居住时间均超过 183 天，在此期

间，张先生取得的境外支付的境外所得，可免缴个人所得税。 

 

问 5: 2020 年受疫情影响，香港居民滞留在内地居住满

183 天，是否需要就全球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答：香港居民受疫情影响在内地滞留，导致 2020 年在

内地居住满 183 天，但累计满 183 天的年度连续不满六年，

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其来源于境外且由境外支付的所

得，可免予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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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6：境外人士（不包括高管人员）取得工资薪金所得，

如何划分境内所得和境外所得？ 境内工作天数如何计算？ 

答：个人因任职、受雇、履约等在境内提供劳务取得的

所得属于来源于境内的所得。  

 

境外人士流动性强，可能在境内、境外同时担任职务，

分别取得收入。按现行政策规定，个人取得归属于境内工作

期间的工资薪金所得为来源于境内的工资薪金所得，其中，

境内工作期间按照个人在境内工作天数计算，境外工作天数

按照当期公历天数减去当期境内工作天数计算。无住所个人

在境内、境外单位同时担任职务或者仅在境外单位任职,且

当期同时在境内、境外工作的，按照工资薪金所属境内、境

外工作天数占当期公历天数的比例，计算确定来源于境内、

境外工资薪金所得的收入额。 

 

要注意的是，境内工作天数与境内居住天数并不是同一

个概念（境内居住天数计算参考问 3）。境内工作天数包括个

人在境内的实际工作日以及境内工作期间在境内、境外享受

的公休假、个人休假、接受培训的天数。在境内、境外单位

同时担任职务或者仅在境外单位任职的个人，在境内停留的

当天不足 24 小时的，按照半天计算境内工作天数。 

 

如，香港居民张先生 2020 年 11 月 5 日被香港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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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至广州公司工作，张先生 11 月 5 日入境到广州公司工

作至 12 月 31 日。其中，11 月 15 日至 11 月 20 日期间在法

国度假，其余时间在广州。 

 

2020 年 11 月，张先生内地工作天数计算如下： 

 

张先生同时在内地和香港工作，其中，11 月 5 日至 11

月 30 日在内地工作，期间在法国度假 6 天，但这 6 天属于

内地工作期间在境外享受的公休假期，不得剔除。11 月 5 日

在内地停留的当天不足 24 小时，按照半天计算内地工作天

数。张先生 11 月在内地工作天数为 30-4.5=25.5 天。 

 

问 7:香港居民全职受雇于广州公司，但因疫情原因滞留

香港无法返回广州公司工作，在香港远程工作期间，是否依

然需要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答：香港居民在境内无住所，且仅在境内任职受雇的，

无论其是否在境外停留，都不计算境外工作天数，即其从广

州公司取得的工资薪金为境内所得，而不是境外所得。因此，

香港居民在境外远程办公期间，广州公司应为其全额申报和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问 8：境外人士能享受哪些免税补贴？ 

答：目前，外籍个人（含港澳台居民）免征个人所得税

的补贴包括：1. 外籍个人以非现金形式或实报实销形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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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住房补贴、伙食补贴、搬迁费、洗衣费；2. 外籍个人

按合理标准取得的境内、外出差补贴；3. 外籍个人取得的

探亲费、语言训练费、子女教育费等合理部分, 享受免征个

人所得税优惠待遇的探亲费，仅限于外籍个人在我国的受雇

地与其家庭所在地（包括配偶或父母居住地）之间搭乘交通

工具且每年不超过 2 次的费用。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外籍个人

符合居民个人条件的，可以选择享受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

除，也可以享受住房补贴、语言训练费、子女教育费等津补

贴免税优惠政策，但不得同时享受。外籍个人一经选择，在

一个纳税年度内不得变更。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外籍个

人不再享受住房补贴、语言训练费、子女教育费津补贴免税

优惠政策，应按规定享受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另外，单位高管在每人每月 500 元的标准额度内，其他

人员在每人每月 300 元的标准额度内，凭发票在单位报销通

讯费用的部分，准予在计征个人所得税前扣除。超过上述规

定标准为职工报销的通讯费用以及发给职工的现金通讯补

贴，应并入个人当月“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

税。 

 

问 9：如果年初预计居住不足 183 天，先按非居民个人

预缴了个人所得税，但后来居住时间延长满足了居民个人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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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需要办理个税年度汇算吗？ 

答：一般情况下需要。非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等四项

所得时，按月或按次计征个人所得税，适用的税率和扣除项

目与居民个人的预扣率和扣除项目不同，两者计算的税款不

尽相同。因此，因居住时间延长，满足了居民个人条件的境

外人士，一个纳税年度内税款扣缴方法保持不变，年度终了

后按照居民个人有关规定，在次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

间办理年度汇算，如果当年离境且预计年度内不再入境，也

可以选择在离境之前办理年度汇算。 

 

问 10：境外人士存在多个纳税档案，怎么办？ 

答：1.产生多个纳税档案的常见原因 

（1）更换了任职受雇单位，不同单位在扣缴申报时报

送的身份信息不一致。 

 

（2）境外人士因更新护照，任职受雇单位直接按新护

照信息重新报送人员信息，产生新的纳税档案。 

 

2.纳税档案合并的必要性 

如一个纳税年度内，纳税人分别使用不同的纳税档案进

行扣缴申报，如果不对纳税档案进行合并，纳税人在年度汇

算时可能会无法准确填报全年实际取得的综合所得收入、扣

除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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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纳税档案的操作方法 

纳税人本人携带身份证件原件到办税服务厅办理自然

人并档业务。因疫情原因，无法入境办理的，可以由现任职

受雇的扣缴单位代为办理，并提供以下资料： 

 

（1）办理自然人并档授权委托书； 

（2）纳税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3）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4）自然人并档确认表。 

 

需要注意的是，在办税服务厅办理完自然人关键信息变

更或并档业务后，扣缴单位需要在扣缴端【人员信息采集】，

更新人员身份状态后，才不影响后续扣缴申报。 

 

注：以上问答仅供参考，具体执行以税收法律法规的规

定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