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照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出入本国国境和到国外旅行或居留时，由本国发给的一种证明该公民国籍和身

份的合法证件。 各国颁发护照种类不尽相同。我国的护照分为外交护照、公务护照和普通护照；普通护照

又分因公普通护照和因私普通护照。 护照的内容主要包括姓名、出生地、性别、发照日期、签发地及有效

期等，护照均应贴有持照人的照片。 

 

首次申请护照办理流程 
 

首次申请护照必须本人到户籍所在地的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办理，军人在部队或工作单

位驻地的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办理。关于在外地上学、工作是否可就近在学校、工作单位所

在地办理，可向当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咨询办理方法，咨询电话详见第九项。 

 

一. 准备材料 

1. 2 寸近期正面免冠彩色照片 2 张，国家公职人员不着制式服装，儿童不系红领巾，背景

色以各地出入境管理处规定为准，各地办理须知可咨询当地出入境管理处。 

2. 已满 16周岁的居民携带本人户口簿（集体户口提交《常住人口登记表》）、居民身份证

（或者临时身份证） 

3. 未满 16周岁的居民携带本人户口簿（集体户口提交《常住人口登记表》）、其监护人居

民身份证原件以及能证明监护关系材料的原件（如户口簿、出生证等），并由其监护人陪同

前往办理部队院校在读无军籍学员还须提交所在院校出具的无军籍证明 

注：申请出入境证件时，如居民身份证在领取、换领、补领期间应提交临时居民身份证。 

 

二. 携带上述材料去户籍所在地的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填写《中国公民因私出国申请审批

表》、复印相关证明材料、拍照照相（须穿深色衣服） 

注：《中国公民因私出国申请审批表》也可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网站下载、打印、填写，网址参见第九

项，请正反打印 。 

 

三. 递交申请 

将填写好的贴好照片的申请表格和所需材料递交到受理窗口，待工作人员审核完毕后，领取

《因私出国（境）证件申请回执》单，核对回执单内容确认无误后签名。 

 

四. 缴费 

申请人在递交完申请后须立即持《因私出国（境）证件申请回执》到收费处交费(申请人须

在受理当日交费。未按时限交费，领取证件日期将另行通知。若申请后一个月内未交费，视

为自动放弃申请，申请材料不再退还本人) 

收费标准：200元/本 

 

五. 办理时限 



 
 

北京：市局出入境管理处、东城分局、西城分局、崇文分局、宣武分局、朝阳分局、海淀分

局、丰台分局、石景山分局、通州分局、顺义分局、昌平分局、大兴分局、门头沟分局、房

山分局、平谷分局为 7 个工作日；怀柔分局、密云县局和延庆县局为 10个工作日；取证日

期自递交申请后第二个工作日开始计算。 

上海：10个工作日 

南京：自受理之日起 15日内办结 

天津：受理交费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杭州：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15日 

苏州：15个工作日 

深圳：15日 

成都：15个工作日 

武汉：自受理之日起 15日内 

重庆：受理申请后 5个工作日内办结（需要核查或调查的时间不计算在内） 

 

六. 领取护照 

本人领取：申请人本人须按照《因私出国（境）证件申请回执》上注明的取证日期或出入境

管理部门通知的取证日期按时领取证件。取证当日，申请人本人凭《因私出国（境）证件申

请回执》及缴费收据，并携带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到受理申请的出入境接待大厅领取证件。

领取证件后，请仔细核对证件内容，发现差错，及时改正。 

他人代领：代领人携带《因私出国（境）证件申请回执》、本人身份证、护照申请人身份证

复印件到出入境管理处领取护照。 

快递上门：若想选择快递上门，须在办理护照当天凭《因私出国（境）证件申请回执》到出

入境管理处内的邮政速递柜台办理手续并缴纳快递费。快递范围以当地出入境管理处的规定

为准。 

 

七. 办理签证前请在护照最后一页的持证人签名栏用黑色签字笔签署本人姓名 

 

八. 护照有效期 

未满 16周岁人员签发 5年期护照 

16周岁（含）以上人员签发 10年期护照 

 

九. 申请流程 

准备如下物品或资料： 

黑色签字笔，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原件，护照照片 1张（最好在公安局照，因为有条形

码，在信息录入的过程中更加方便，而且制作出的护照相片很清晰。） 



 
 

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一：领取申请表    

  1.携带身份证或户口簿到户口所在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领取《中国公民因私出国（境）

申请审批表》。到市公安局办证大厅后上一楼，进门向右拐，分别是领表、复印和照相处。 

  2.领表时请说明前往的国家（地区）和事由，并提交身份证和户口簿以复印在《申请表》

的背面，工作人员会帮你复印。费用：一元   

步骤二：填写申请表，并准备相应的证明材料 

填写《申请表》时应注意：    

  1.《申请表》须用黑色或蓝黑墨水填写，字迹清楚、整洁、不准涂改。    

  2.填写申请人姓名须使用国家标准简化汉字，与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一致。    

  3.“拼音姓名”须按普通话拼写，而且还是全部大写；“出生日期”须与户口簿、身份

证一致；“出生地”填写省、直辖市即可；“婚姻状况”按实际情况填写。   

  4.“户口所在地”是指申请人户口所在地的详细地址，须与户口簿一致。    

  5.“政治面貌”可填“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或“民主党派的名称”或“群众”。 

  6.“文化程度”按国家主管教育部门承认的最高学历填写。“职业、职务、职称”按申

请人现状况和国家承认的“职称”填写。    

  7.“工作单位”须填写全称。申请人人事档案与工作单位不一致的，填写现工作单位，

在备注栏内注明档案存放地。退休人员人事档案存放在原单位的，填写原单位。    

  8.“属第几次申请因私出境”是指在公安机关申请出境的次数。未被批准的也合并计算，

并在备注栏内说明未被批准情况。    

  9.“本人简历”应从初中填起，起止日期要准确、衔接。    

  10.“国内外家庭主要成员”按实际情况填写。 

11.前往国家按出境后第一个国家填写（不含过境国家），事由只能选择一项。 

你可以前往进门的左手处坐下来慢慢填写，有填写表样供你填写时做参考。 

关于相应证明材料的说明 

  1、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集体户口的要有户口卡片，这个东西在领取申请表的时候会

用得到。       

2、取近期直边正面免冠彩色单人半身证件照 1 张（带条型码），贴在申请表的相应位

置。照片标准：光面相纸，背景颜色为白色，尺寸为半身证件照尺寸，即 48毫米 x33毫米；

头部宽度：21－24毫米；头部长度：28－33毫米。 

如果之前没有拍护照专用照片，你可以在取表后直接在照相处拍照。在交费处交费三十

元，凭交费的票据排队照相。如果你是女士，事先一定要准备好粉饼、梳子，整理好自己的

衣冠，对镜检查一下自己是否露出了眉毛、耳朵，是否摘除了耳环，准备好后就可以排队照



 
 

相了，拍照、出照片很快，只需要二三分钟，工作人员会让你看现场拍出的效果，经你同意

后打印照片。注意，照片共六张，取出带条形码的一张备用。 

费用：三十元。 

 

首次申请英国签证办理流程 
 

很多欧盟国家的个人旅游签证，都需要本人亲自前往使馆面签，而英国签证不是去英国

驻华大使馆办理。英国签证局（UKvisas）和英国驻华大使馆把签证业务外包给签证服务公

司，所以，在中国递交英国签证申请，千万不要跑到英国驻华大使馆去，而是要去英国签证

中心。 

    申请英国签证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和困难，只要大家认真翻阅英国签证官网上

的要求并认真填写，成功获得签证的机会是很大的。大家可以参考官方网站

https://www.gov.uk/check-uk-visa，阅读关于申请签证的全部信息。由于准备申请材料一般需

要 2 周左右，再加上办理申请需要 2-4 周，所以我们建议学生能够提早办理申请。这样同学

也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购买价格优惠的机票。 

    而英国签证是指非英国国籍的人进出英国需要的证件，一般有旅游签证、留学签证、访

问签证、工作签证。 

    英国虽然目前尚未完全开放个人旅游签证，但个人游客可以提出独立申请。英国签证处

接受个人旅游签证申请（即 ADS 签证） 

    有效期：半年多次 

    最多停留：30-90 

    使馆预计工作日：15 天 

 

一. 办理签证提供材料 

 

英国个人旅游签证所需资料: 

 

    1、 因私护照（尚有六个月有效期，在同一页面的正反两页，如为换发护照，请您一并

提供旧护照，如旧护照丢失，请提供丢失说明。） 

    2、 2 张 2 寸白底彩色照片。 

    3、 申请人所在单位出具的在职证明，用单位的抬头纸打印。（至少要中英文对照） 证

明信内容：个人相关信息（姓名、护照号、出生日期、职位、工资），出行目的，出行日期，

以及出行归来后申请人所在公司是否保留申请人职位、旅游费用由谁承担，旅游证明信需加

盖单位公章,单位领导签名并注明职务。工作单位的地址、电话和传真。） 

    4、 申请人所在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的复印件，复印件上需加盖公章。 

    5、 资产证明：5 万以上的存款证明（不是必须提供的，如果不提供，对账单余额必须

大于 5 万），近期 6 个月的银行卡对账单建议余额 10 万以上的（必须提供），房产证原件

和复印件，股票交易单、汽车行驶证复印件等，租房合同或是购房合同除外。 

    6、 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的。 

    7、 本人所在户口本原件及所有页的复印件。 

    8、 个人资料表。 



 
 

    9、 详细境外行程和各地酒店订单、机票预订单。 

    10、银行卡正反面复印件。 

 

如果您属于以下情况，请提供相关资料 

 

    1、 如果申请人已经退休，请提供退休证的原件以及复印件。 

    2、 如果申请人属于未成年人，与父母共同申请英国签证或共同前往英国的,如果户口

本在一起的话，按照使馆要求可以不用提供亲属关系公证，但为了签证率，我们建议提供亲

属关系公证书 

    3、 如果申请人属于未成年人，与父亲或母亲一方共同申请英国签证的，按照使馆要求

必须提供不同行父母的授权委托，并且亲自签字，为了签证率我们建议提供亲属关系公证书

原件及同意配偶携带子女出境旅游的委托声明的公证书原件 

    4、 如果申请人为在校学生，请出具盖有所在学校公章的在学证明一份 

    5、 如果申请人夫妻同时申请英国签证，请提供夫妻二人结婚证原件。 

 

    注意事项 

 

    1、所有原件必须附复印件，且必须复印在 A4 纸上，整洁干净。 

    2、所有中文资料必须翻译成英文。(如需旅行社翻译，翻译费具体咨询旅行社) 

    3、申请人所提供的资料不得有伪造、私自涂改现象，如有发现我公司将停止为申请人

申请签证。 

    4、申请人在三年内曾经有过多次发达国家出境纪录的（出境纪录应体现在申请人现用

护照上，如有过期护照能体现出境纪录的，请一并提供）只需提供以上资料 

    5、申请人无出境纪录或无发达国家出境纪录的，请您提供尽量多的资产证明 

 

    是否能够得到英国签证，将完全取决于您的资料是否符合英国使馆签发签证的标准收客

范围:英国使馆在上海（管辖：上海、浙江、安徽、江苏）广州（管辖：广东、广西、福建、

海南,湖南）和重庆（管辖：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分别设有领事馆，除上述省市外的

居民，均可在北京使馆申请签证备注。英签规定：申请人先准备资料然后由我社进行网上预

约，定好时间后通知客人按时按指纹。 

 

2012 年 5 月 1 日以后曾经 5 年之内因私申请并且去过英国或 5 年之内因私有过美国、

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ADS 除外），新西兰，申根国家签证的并且前往过的，按照签证中

心规定，可以通过加急签证通道申请，但是需要申请人本人在签证中心缴纳加急费 1050 元

（旅行社只负担短期 6 个月的签证申请费用），大约加急申请时间为 5 个工作日之内（英签

中心规定）。  

 

    申请人请注意：从 2013 年 12 月 16 号开始所有的英国申请将施行网上缴费，一旦申请

被受理，如果因个人原因不能继续申请（撤销申请），签证费一旦产生将不再退还。 

 

二.  签证自行办理流程 

 

    申请人须就近向英国驻华使领馆外包的签证申请中心递交签证申请，采集指纹等生物信

息。特殊豁免除外。 



 
 

陪同人员不能陪同申请人进入签证中心。18 岁以下的申请人及 65 岁以上老人，或者身

体不便的申请人，可以由一名陪同人员陪同。 

 

Step 1. 在线填写申请表 

    每位旅行者要在预约之前，都必须按照网站英国签证&移民上的相关说明在线注册并填

写预约表。请打印填写完成的申请表并本人签名，然后在线支付签证费，支付后会获得一个

跟踪 ID 号，并打印付款凭证。 

 

Step 2. 预约到访签证申请中心 

    填完申请表后，会进入到在线预约系统。预约可在 24 小时内进行，一般会提供 5 个工

作日内的预约日期，并选择要去递交申请的签证中心，同时选择预约日期和到访时间。 

 

Step 3. 准备材料 

    除常规材料外所需特别审理材料如下（所有材料请参照赴英国个人旅游签证指南）： 

 

1. 一份行程单列出你在旅行期间要住的酒店。如果你是通过旅行中介安排行程，将行程印

在带有该中介抬头的稿纸上。如果不适用中介，则要提供入住的酒店并附上酒店预订确认信。 

 

Tips: 特别说明 

    如果你在英国期间是要住在朋友或亲人家里，需要提交朋友或亲人提供的邀请信，信中

应包括你的朋友或亲人的地址以及在该处停留的日期。同时还要提交可以证明该朋友或亲人

英国移民状态的文件（如果是英国公民，可以提交护照个人信息页复印件，如果是短期居民，

可提供英国签证或生物信息卡的复印件）。 

 

2. 工作情况证明（需要提供英文版）： 

    a.如果受雇，需要提供雇主用公司抬头纸出具的证明信原件，应包括申请人职位，薪资，

任职时间，公司详细联系方式以及公司注册号。 

    b.如果为个体经营者，需提供商业登记文件复印件。 

    c.如果是学生，需提供就读学校用学校抬头纸出具的证明信原件，证明就读情况和请假

相关详细信息。 

    d.如果未工作，需提供旅行资助人出具的文件或解释旅行资金来源的说明信。 

 

3. 财力证明： 

    可以显示过去 4 个月收入和存款信息的银行对账单或者其他独立可验证的能证明财务

状况的文件（如：存折，存款证明，个体经营者可提供业务对账单）。申请人不用提交存单。 

 

Step 4. 到访签证中心 

    1. 携带包括打印好的申请表、护照和护照照在内的所有材料，没有选择网上支付的申

请者带上用于支付签证费用的现金到访预约的签证申请中心。 

    2. 采集生物信息，即拍摄照片和数字指纹扫描。 

 

Tips: 特别说明 

16 岁以下的申请人在登记生物识别信息时，必须有一位成年人陪同。这不包括申请中心的

工作人员。 



 
 

Step 5. 等待审理结果 

使用支付完成后所获得的跟踪 ID 号码可以在 VFS.GLOBAL 输入该号码查看签证申请进度。 

 

一般在 15 个工作日审理完成。 

 

Step 6. 领取结果 

可以选择亲自去签证审理中心领取护照，或支付额外费用以快递方式取回护照。 

 

Tips：英国--爱尔兰互免签证体系 

 

    1. 所有爱尔兰签证申请者将可在英国签证申请中心申请爱尔兰签证。但爱尔兰签证的

申请仍将由爱尔兰当局做出决定，而英国签证的申请也仍将由英国当局做出决定。 

    2. 持有其他类别爱尔兰签证（例如工作或学习签证）的中国公民从爱尔兰前往英国，

将仍需单独申请英国访问类签证。 

3. 签证持有者必须首先抵达签发签证的国家。 

 

三. 签证小问答 

 

1. 持有欧洲申根签证可以去英国旅游吗？ 

不可以，申根签证只对前往申根地区的国家有效，而英国不在申根国家之列。 

 

2. 没有签证是否可以国境英国？ 

不可以，中国公民国境英国需持有过境签证。 

 

3. 可以通过邮寄方式递交申请吗？ 

    不可以。需要亲自前往签证申请中心递交签证申请表格、申请材料以及采集生物识别数

据（数字指纹扫描和照片）。也可以通过在线签证申请系统递交在线申请，但申请人仍需要

亲自签证申请中心采集生物识别数据，因为在未递交生物识别数据前，英国边防局不能审理

签证申请。 

 

4. 需要递交显示以往旅行记录的旧护照吗？ 

    是的，需要递交新旧两本护照，以便签证中心能充分了解你的旅行记录。 

 

5. 在旅行日期前可以提前多长时间递交申请？ 

    最多只能在旅行日期前提前 3 个月递交申请。在夏天的几个月中，英国签证的申请量会

增加三倍，因此审理过程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我们建议您在此期限内尽早递交签证申请。 

    如果有签证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通过电话联系英国签证中心（VAC），对相关问题进行

咨询。 

 

 

四. 全国各地英国签证中心的具体地址信息 

 

1. 北京英国签证申请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水井胡同 5 号，北京 Inn，2 号楼 A 座，9 层 A 区，A901 至 919



 
 

室 邮编：100010 

 

2. 武汉英国签证申请中心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71 号，汉街总部国际 c 栋 302。邮编：430071 

 

3. 沈阳英国签证申请中心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团结路 9 号(华府天地 5 号楼)10 层 2 室&3 室 邮编：110013 

 

4. 济南英国签证申请中心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街 22 号中银大厦 18 层 邮编：250012 

 

5. 重庆英国签证申请中心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 235 号海航保利大厦 33-B 邮编：400010 

 

6. 成都英国签证申请中心 

  地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3 号来福士广场塔 1 四层 01 单元 邮编：610042 

 

7. 上海英国签证申请中心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路 555 号广东发展银行大厦 3 楼 邮编：200023 

 

8. 杭州英国签证申请中心 

  地址：中国杭州市下城区朝晖路 203 号深蓝广场 1501-D 室 邮编：310014 

 

9. 南京英国签证申请中心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106 号万达广场 B 座 2304 室 邮编：210017 

 

10. 广州英国签证申请中心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189 号城建广场 215 室 邮编：510620 

 

11. 深圳英国签证申请中心 

  地址：中国深圳福田区福华一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北门西区 25F-11 室邮编：518048 

 

12. 福州英国签证申请中心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五一中路 18 号正大广场御景台 20 层 邮编：350001 

 

 

申请者在办理好护照后尽快准备好以上签证材料，办理好签证后轻快按照流程进行。 

 

签证事宜由学员自行办理，瀚思国际将提供必要协助，包括提供英国签证办理所需要的

部分材料：包括邀请函、行程表、住宿预订信息，其余材料需要学员自行准备。由于学员自

身因素被拒签的，瀚思国际不承担任何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