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签证申请材料 

一． 基本材料 

 

1 护照原件。（包括有没过期的中国 10 年或多年签证的护照）（申请签证的护照剩余有效期须为

6个月以上、且须有空白签证页）。 

1.1 如同时有双重国籍或多个国籍，必须用美国护照作申请。 

2、证件照片两张。 

3、护照个人信息页复印件。 

4、《中国签证申请表》。请登录 https://cova.mfa.gov.cn 在线填写 COVA 签证申请表。（请务

必参阅下文附件一《COVA 签证在线填表注意事项》）打印表格和签名。COVA 在线填表完成后，必

须打印出全套申请表格，包括《中国签证在线填表确认页》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证申请表》全

套表格须逐页打印完整并提交使馆，确认页（即二维码页）和第 8页 9.1A处签名和日期必须为本

人手写。18 岁以下签证申请人 9.1A 处由监护人代签，并同时在 9.2E 处“代填人签名”处添加手

写签名。（签名均不接受电子签名和打印件） 

5、申请人最近一次获发的中国签证或中国居留许可的复印件（如有）。 

6、居住地址证明（其中一种即可）:美国驾照或身份证复印件（首选）/最近一个月的水费或电费

单复印件。（电话费单、银行单不作为地址证明） 

7、如申请人系在美第三国公民，请提供在美合法停留、居留的证件的复印件（如绿卡、签证、I2

0、I94表等）。 

8、如申请人曾有中国国籍，此次申请为加入美国籍后的第一次申请中国签证，请提供入籍纸复印

件和中国护照原件和复印件。 

9、如申请人姓名有更改，且系改名后第一次申请赴华签证，须提交更名纸复印件。 

10、如申请人系在美国出生的中国血统儿童，请提供出生纸、出生时父母双方的护照个人信息页

复印件、在美合法居留证件（如绿卡）复印件，如已加入美籍请提供入籍纸复印件。 

11、申请人在美声明表 Where You Stay Form（请见链接，打印后手写签名） 

http://sanfrancisco.china-consulate.gov.cn/zytz/202301/P020230117451853594659.pdf 

 

12. 如果有有效签证在旧的护照上，请同时提供旧护照。 

请写声明书（链接在下方）抄写并回答以下问题，只能回答是或否。1是否持有该本护照（有未

过期的中国签证的）原件？ 2是否要求申请新的 10年签证？如是，原 10年签将被注销，是否同

意？ 

http://sanfrancisco.china-consulate.gov.cn/lsbgxz/200903/P020220928259513627604.pdf 

 

 

二． 签证类型和所需材料 

https://cova.mfa.gov.cn/
http://sanfrancisco.china-consulate.gov.cn/zytz/202301/P020230117451853594659.pdf
http://sanfrancisco.china-consulate.gov.cn/lsbgxz/200903/P020220928259513627604.pdf


签证种类 适用人员 申请材料 

主要申请材料 通用申请材料 

M字签证 赴华从事商业贸易

活动的人员 

中国境内贸易合作方出具的

邀请函 

1、护照原件。（护照剩余

有效期须为 6 个月以上、

且须有空白签证页） 

2、护照个人信息页复印件 

3、《中国签证申请表》请

登 录

https://cova.mfa.gov.cn

在线填写 

4、申请人最近一次获发的

中国签证或中国居留许可

的复印件 

5、申请人在美国居住地址

证明复印件（如驾照、水

电气账单、银行账单等） 

6、申请人在美声明表

Where You Stay Form 

http://sanfrancisco.chi

na-consulate.gov.cn/zyt

z/202301/P0202301174518

53594659.pdf 

 

7、如申请人系在美第三国

公民，请提供在美合法停

留、居留的证明复印件

（如绿卡、签证、I20、

I94 表等） 

8、如申请人曾有中国国

籍，此次申请为加入外国

籍后的第一次中国签证申

请，请提供原中国护照的

原件和个人信息页复印件 

9、如申请人姓名有更改，

且系改名后第一次申请赴

F字签证 赴华从事交流、访

问、考察等非商业

活动的人员 

中国境内单位或个人出具的

邀请函 

Z字签证 赴华工作人员 有效的《外国人工作许可通

知》（或《外国人工作许可

证》原件及复印件等） 

X1字签证 赴华长期学习（超

过 180日）的人员 

《外国留学人员来华签证申

请表》（ JW201 或 JW202

表）原件及复印件和学校的

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 

X2字签证 赴华短期学习（不

超过 180 日）的人

员 

中国境内招收单位出具的录

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 

S1字签证 

（长期随

居） 

  

因工作、学习等事

由在中国境内居留

的外国人的配偶、

父母、未满 18 周岁

的子女、配偶的父

母，以及因其他私

人事务需要长期在

中国境内居留（超

过 180日）的人员 

1.邀请函 

2.邀请人有效护照个人信息

页及居留证件复印件（或邀

请人申请 Z 字/X1 字申请材

料复印件） 

3.申请人与邀请人之间的亲

属关系证明（如结婚证、出

生证、亲属关系公证书等)

原件及复印件 

*如系私人事务，须根据要

求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S2字签证 

（短期探

亲） 

因工作、学习等事

由在中国境内停留

居留的外国人的家

庭成员，以及其他

私人事务需要在中

国 境 内 短 期 停 留

（不超过 180 日）

的人员 

“ 家 庭 成 员 ” 包

括：配偶、父母、

配 偶 的 父 母 、 子

1.邀请函 

2.邀请人有效护照个人信息

页及停留居留证件或签证复

印件 

3.申请人与邀请人之间的亲

属关系证明（如结婚证、出

生证、亲属关系公证书或公

安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

明等) 

http://sanfrancisco.china-consulate.gov.cn/zytz/202301/P020230117451853594659.pdf
http://sanfrancisco.china-consulate.gov.cn/zytz/202301/P020230117451853594659.pdf
http://sanfrancisco.china-consulate.gov.cn/zytz/202301/P020230117451853594659.pdf
http://sanfrancisco.china-consulate.gov.cn/zytz/202301/P020230117451853594659.pdf


女、子女的配偶、

兄 弟 姐 妹 、 祖 父

母、外祖父母、孙

子女、外孙子女 

*如系私人事务，须根据要

求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华签证，须提交更名文件

复印件 

10、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

国公民，本人在美国出生

的未成年人首次申请签

证，须提供本人出生证、

父母护照信息页复印件、

本人出生时父母在中国以

外的国家取得永居权的证

明材料 

Q1字签证 

（长期团

聚） 

因家庭团聚赴华居

留（超过 180 日）

的中国公民的外籍

家庭成员和在华具

有永久居留资格的

外国人的外籍家庭

成员以及因寄养等

原因赴华居留（超

过 180日）的人员 

“ 家 庭 成 员 ” 包

括：配偶、父母、

配 偶 的 父 母 、 子

女、子女的配偶、

兄 弟 姐 妹 、 祖 父

母、外祖父母、孙

子女、外孙子女 

1.邀请函 

2.邀请人的中国身份证复印

件、或外国人护照个人信息

页及中国永久居留证复印件 

3.申请人与邀请人之间的亲

属关系证明（如结婚证、出

生证、亲属关系公证书或公

安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

明等)原件及复印件 

*如系寄养事由，须根据要

求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Q2字签证 

（短期探

亲） 

赴华短期探望（不

超过 180 日）居住

在中国境内的中国

公民和具有中国永

久居留资格的外国

人的亲属 

1.邀请函（内容须包括邀请

人与申请人之间的关系） 

2.邀请人的中国身份证复印

件、或外国人护照个人信息

页及中国永久居留证复印件 

R字签证 

  

高端人才 《高端人才确认函》 

*申请人的配偶或未满 18 周

岁的子女可凭亲属关系证明

（如结婚证、出生证等）申

办 S2签证。 

C字签证 机组人员 外国运输公司（如航空公

司）担保函、工作证（CREW 

ID）复印件（如有） 

D字签证 赴华永久居留人员 《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身

份确认表》原件及复印件 

G字签证 经中国过境人员 前往国家（地区）的已确定

日期的联程机（车、船）票 

 



 

S1、S2、Q1、Q2 字签证邀请函内容  

邀请人姓名 XX，性别 X，出生日期：X年 X月 X日，中国身份证号 XXX（或外国护照号 XX，

中国永久居留证号 XX），现在中国居住地址为 XX，联系电话 XX，电邮 XX。 

本人现邀请以下亲属赴华短期探亲/长期居住，拟于 X年 X月 X日赴华，停留期 XX天。 

被邀请人信息：姓名 XX，性别 X，出生日期 XX，国籍 XX，护照号 XX，与邀请人的亲属关系

为 XX。 

邀请人签名：         日期： 

  

M、F 字签证邀请函内容  

（一）被邀请人个人信息：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护照号码等 

（二）被邀请人来华信息：来华事由、抵离日期、访问地点、与邀请单位或邀请人关系、

费用来源等 

（三）邀请单位信息：邀请单位名称、地址、联系电话、单位印章、法定代表或单位邀请

人签字、日期等（相关信息须包含在邀请函正文） 

 

附件一：COVA 签证在线填表注意事项 

（一）请认真阅读系统提示要求，逐项完成签证申请 COVA 在线填表的内容，务必确保信息

属实、准确、完整。请注意：申请表一旦提交后，表格无法进行任何修改。 

（二）递交签证申请的地点须按照领区划分正确选择相应的使领馆。 

（三）个人基本信息。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国籍、护照号码等必须与护照信息页内容

完全一致，否则您的签证申请将被退回。 

（四）如您在中国（含港澳台地区）出生, 请注意： 

1、申请表 1.1E本族裔语言姓名必须用汉字输入法输入中文姓名，请勿填写“中文”、“汉

语”等。 

2、申请表 1.6G是否"曾经拥有其它国籍或居民身份"选择“是”，然后在选择曾有国籍信

息。 

3、如申请人系首次申请中国签证，申请表 1.6H项为必填项。该项内容会在填表过程中自动

生成 

(五)完整填写工作经历和教育背景 

1、请填写从学校毕业后的完整工作经历。 

2、申请表 3.3D与 3.3E职位与职责项须填写完整。 

3、4.2 处请填写高中之后的完整的学习经历，4.2C 与 4.2D 项学位与专业须填写完整。 

（六）完整填写各项地址 

申请表 5.5A 配偶地址，5.5B、5.5C 父母地址均需填写本人目前所在地地址，并非出生地地

址。 地址须完整填写，包括街道，城市，省份，国家。 

（七）表格每项如选 “不适用”， 需写明不适用的原因。 

（八）打印表格和签名。COVA在线填表完成后，必须打印出全套申请表格，包括《中国签证

在线填表确认页》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证申请表》（依个人填写情况，会生成共 9至 10页表

格）。全套表格须逐页打印完整并提交使馆，确认页（即二维码页）和第 8页 9.1A 处签名和日

期必须为本人手写（不接受电子签名和打印件）。18 岁以下签证申请人 9.1A 处由监护人代签，

并同时在 9.2E处“代填人签名”处添加手写签名。（不接受电子签名和打印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