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2:签证所需资料 

申根国旅游签证所需资料 

（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挪威、捷克、匈牙利、奥地利、波兰等申根国

通用) 

 

身份证明 

护照 
因私护照原件，有效期距离回程日期 6个月以上，切记不要露出牙齿。末页本

人签字。如有旧护照请一并提供 

照片 
2寸白色背景照片 2张，需在 1个月内拍摄的近照，不得与其他签证照片相同，不能

露牙 

身份证、户口本 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全家户口本整本复印件 

婚姻 结、离婚证 

1.如已婚，提供结婚证复印件 

2.如离婚，提供离婚证复印件或判决书的复印件 

3.如遗失，到民政局或派出所等相关机关开具婚姻关系证明原件 

退休证明 退休证 

1.退休证的整本复印件 

2.内退或退休证丢失，提供原单位开具的退休证明原件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加盖公司红章，退休证明除签名外其他内容手写无效 

资产证明 财产 

1.本人名下最近 6个月的有交易记录的工资卡或借记卡的对账单，加盖银行公

章的原件 

2.余额在 1-2万以上；信用卡不行；申请人未满 18岁或无业需提供父母或配

偶的活期账单。 

3.其它固定资产证明：如房产、车产、存款证明 

工作证明 营业执照 

1.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的清晰复印件，有最新年检记录，加盖公司红章 

2.事业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证的清晰复印件，有最新年检记录，加盖单位红章 



在职证明 

1.使用公司正规抬头纸打印，内容全部为英文，并加盖公司红章，带有领导签

字 

2.内容须包括：申请人姓名、出生日期、护照号、职位、收入，入职时间，费

用谁付和旅游时间并需注明担保申请人按期回国；公司名称、地址、固定电话；

注明费用承担情况；保留职位声明；以及负责人姓名和职务并请负责人签字 

（1）同行人不可以签名 

（2）除签名外其他内容手写无效                            后附样本供

参考 

在校证明

和出资证

明 

学生证、在校证

明 

1. 学生证或学籍卡复印件 

2. 准假证明：内容须包括：申请人姓名、出生日期、护照号、旅游时间；学

校名称、地址、联系电话；以及老师姓名和职务并请负责人签字（除签名外其

他内容手写无效）                                               后附

样本供参考 

出资证明 

1.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的清晰复印件，有最新年检记录，加盖公司红章 

2.事业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证的清晰复印件，有最新年检记录，加盖单位红章 

3.使用公司正规抬头纸打印，内容全部为英文，并加盖公司红章 

4.内容须包括：出资人姓名、出生日期、职位、收入，入职时间，和申请人的

关系，写清楚付费情况和旅游时间并需注明担保申请人按期回国；公司名称、

地址、联系电话；以及负责人姓名和职务并请负责人签字。           后附

样本供参考 

机票和酒店订单 

定单或电子客票行程单（可代做）、全程酒店订单（可代做） 

备注：酒店会用真实信用卡预订，但不排除会被取消的风险，如有酒店取消被

导致拒签的，与我社无关，这是不可抗力因素。 

保险 出国医疗及救援保险 

公证书 

18 岁以上的学生：提供外交部认证的亲属关系公证书 

18 岁以下的学生： 

1. 与父母双方同行， 

2. 需提供：出生公证及认证，公证要以孩子为主申请人，需要父母亲的身份证号 



2. 与父或母一方同行，需提供： 

A. 出生公证及认证，公证要以孩子为主申请人 

B. 不去的一方要出具《同意未成年人出国声明》的公证及认证--只针对意大利适用 

C. 不去的一方要出具（委托书）的公正及认证--除意大利以外通用 

3. 与父母以外的非直系亲属同行，需提供： 

A.出生公证及认证，公证要以孩子为主申请人，需要父母亲的身份证号 

B. 父母双方出具的《同意未成年人出国声明》的公证及认证 

4. 如果父母离婚，还需提供父母离婚证的复印件以及法院明确关于孩子归属权的判决书的复印

件 

 

1、探亲签证需要在以上资料得基础上增加 

1）邀请函原件或者复印件，内容需要有：去与回的时间、邀请人的邮箱、地址、电话，

和谁来出此次探亲的费用 

2）邀请人的护照首页、签证页，如果邀请人在读，提供学生证正反面，如果是工作需

要单位提供在职证明 

如果邀请人承担费用需要提供一份半年的银行流水 

 

1、 商务签证所需材料：在个签基础上增加商务邀请函原件。 

 

3、多年多次政策：全年一共可停留 180天，每半年可累计停留 90天。 

 

 

 

 

 

 



备注：奥地利有奥地利驻华大使馆（北京），奥地利驻上海总领事馆，奥地利驻广州总

领事馆，奥地利驻香港总领事馆。 

可以按指纹的地方（签证中心）有： 

1. 北京奥地利签证中心 

地址: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 26 号高和萃大厦 3 层 307-311， 

2. 上海奥地利签证申请中心 

地址:中国上海市四川中路 213 号 久事商务大厦 3 楼， 

3. 联合签证申请中心-广州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中 988 号圣丰广场 2 楼 06B 室， 

4. 联合签证申请中心 – 西安 

地址: 陕西省西安高新区沣惠南路与科技六路交汇处摩尔中心 A 座 1103， 

5. 联合签证申请中心 – 重庆 

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 235 号海航保利国际中心 33-F, 邮政编码 

6. 联合签证申请中心 - 杭州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钱江路 1366 号华润大厦 A 座 702 室， 

7. 联合签证申请中心  沈阳 

地址：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 61 号沈阳财富中心 A 座 4 层 3 号， 

8. 联合签证申请中心 - 武汉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71 号，汉街总部国际 C 座 1707-1710 室 

9. 联合签证申请中心 – 长沙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 258 号鑫远白天鹅酒店二层 5、6 号会议室 

10. 联合签证申请中心 –成都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御街 19 号成都茂业天地 A 座 32 层 3202/3203 室 

11. 联合签证申请中心 – 济南 

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街 150 号中信广场 5 层 

12. 联合签证申请中心 – 深圳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北门西区 1708/1709 室， 

13. 联合签证申请中心 – 南京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 188 号新地中心 5 层， 

14. 联合签证申请中心 – 昆明  

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1079 号欣都龙城 5 栋 1502A,  

 

 

签证资料由我们统一整理，约时间。然后由客人带到相对应签证中心按指纹。请尽量选

择使馆/领事馆所在地按指纹，以便于及时出签。 

 12周岁以下儿童不需要录指纹。 



签证申请资料表 

全部信息必须填写完整，不得有空项 

请工整填写此表，字迹清晰。必须全部填写，缺一不可。使馆可能电话查询 

姓名  性别  国籍  

出生地  出生日期  

婚姻状况  户口所在地  

护照号  护照签发地点  

是否第一本护照  职务  

护照有效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收入       

签证类型：1、商务 2、探亲或访友 3、旅游 4、其他请注明：        

出国费用承担者：1、申请人 2、申请人所在单位 3、邀请人 4、邀请人所在单位 5、其他请注

明： 

申请哪个国家签证：                      到达目的地城市： 

入境时间：  年   月   日    离境时间：  年   月   日  停留的天数：       天 

是否会讲外

语 
 

是的话会讲哪国语

言 
 

入现在单位的时间           年    月    日 

现居住地址  

是否是房主  在此居住时间  

是否是承租

人 
 在此居住时间  

住宅电话  个人手机  

单位名称 
中文  

英文  

单位电话  
单位传

真 
 邮编  

单位地址 中文  职务  

您曾经去过的国家及时间： 



以前被拒签的国家及时间（若有申根拒签请务必注明）： 

家   庭   成   员 

称谓 姓名 出 生 地 出 生  日 期 

父亲   年   月   日 

母亲   年   月   日 

妻子/丈夫   年   月   日 

子/女   年   月   日 

子/女   年   月   日 

本人签名： 

邀请方名称： 

邀请方地址： 

邀请方电话： 

 

 

 

 

 

 

 

 

 

 

 

 

 

 

 

 



公司抬头纸 

 

在职证明 

 

 

兹证明***先生（女士），自**年起在********************

（公司）担任****（职务）。其个人经济条件良好，工作认真负责。

他将于*年*月*日到*年*月*日赴奥地利及其它申根国旅游。旅行期

间的所有费所有费用包括：机票费，运输费，住宿费和医疗保险等

均由他本人承担。我单位保证其能按时回国，并在期间保留其原有

职位。 

 

 

 

姓名 出生日期 护照号码 职位 月薪 

     

 

特此证明。  

 

领导人签字： 

领导人职位： 

公司名称： 

公司电话： 

公司地址： 



 

公司抬头纸 

Certification 
 

The Embassy of Austria,                                 

 

We hereby certify that Mr./Ms.******** is the ******（职务） of  

**************.（公司）since ***. He（She） has good living condition in 

China. She/He will visit Austria and other schengen countries for tourism 

from ** to **.We guarantee that he（she）will observe the local laws during 

the overseas travel. The expenses include transportation, accommodation 

will be covered by himself (herself) .He（She） will come back to China on 

schedule after the travel, and his（her）position in the enterprise will be kept 

during the session. 

 

Name Date of Birth Passport No. Position Monthly Salary 

     

 

 

Your kind approval of this application will be highly appreciated. 

 

Best Regards, 

 

Leader Name: 

Leader Position: 

Company Name: 

Company Address: 

Company Tel: 



在校证明 

 

XXX 是 XXX(学校名称)X年级 X班的学生。他/她将于 XXXX 年 X

月 X日至 XXXX年 X月 X日(出国具体日期某年某月某日)和他/她父母

去奥地利以及其他申根国家旅游。根据行程，他/她会在国外停留 XX

天。所有费用包括：机票费用，运输费，住宿费和医疗保险等均由他

/她父母承担。 

学校领导人姓名 

学校领导人职位 

学校电话：XXX-XXXXXX 学校传真：XXX-XXXXXX 

学校地址：XXXXXX 

学校名称：XXXXXX 

 



出资证明 

致：奥地利签证官 

 

XXX 先生/女士(出资人的姓名)自 XXXX年 X 月 X日（现公司入职

时间某年某月某日）在我公司工作。他/她的父亲/母亲/丈夫/妻子/

儿子/女儿 XXX(申请人的姓名，护照号) 将于 XXXX年 X月 X日至 XXXX

年 X月 X日(出国具体日期某年某月某日)赴贵国以及其他申根国家旅

游。所有费用包括：机票费，运输费，住宿费和医疗保险等均由 XXX(出

资人的姓名)承担。他/她的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子/女儿将会根

据行程按时回国。 

 

姓名 出生日期 职位 身份证号 年薪 

    RMB: 

 

特此证明。  

 

领导人签字： 

 

领导人职位： 

 

公司名称： 

公司电话： 

公司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