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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类型: 短期申根签证（申根区域停留不超过 90 天） 

旅行目的:   探亲、访友或因为其他私人原因签证 

 

特别提示：  

1. 如旅行目的包含探亲/访友/其他私人原因以及旅游，请申请“探亲、访友或因为其他私人原因签证”类型。 

2. 根据申请者的具体情况，在审核签证申请的过程中， 法国驻华使领馆 有可能要求申请者提供清单以外的其他文件

或信息。提交以下材料清单的所有材料，不能作为获发签证的保证，敬请知悉 

更新 1-5 年多次往返签证的特别提示： 

您最近获得过由法国使领馆签发的一至五年多次往返签证，您在该签证到期前三个月内至到期后一年内需要重新申请

赴法申根签证，您无需提供以下第：3、5、7、8、10、11、12、17、23、24、25 项材料 

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描述 

I. 基本材料 

1 一张白底彩色近照（近 6 个月内拍摄） 

尺寸为 3.5 厘米 x 4.5 厘米，正面免冠，嘴巴合拢。详细照片标准，请参阅中心网站“常见问题”栏。 

签证受理中心提供自助照相服务，请参阅中心网站”增值服务栏。 

2 短期申根签证申请表，原件 

注意事项： 

1. 表格模版：可在中心官网“下载表格“处下载。 

 法国本土：下载短期申根签证申请表  

 法国海外省海外领地：下载法国海外省或海外领地(DROM-CTOM)签证申请表。  

2. 语言：须用英文或法文填写。 

3. 签名： 

3.1 申请表须由满 18 周岁的申请者本人签名，须与申请者有效护照上的签名一致，即同为字母、拼音或汉字。代

理人签名无效。 

3.2 2 处签名：表格尾页最后一栏处，均需注明时间、地点并签名。 

3.3 未成年申请者（递交申请日未满 18 周岁）： 

申请表必须由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签名。建议父母双方同时签名。注意：请不要代签未成年人的姓名。 

请在签名旁边加注“父亲”/“母亲”/“监护人”。用英文或法文标注。 

3 从中国出发、往返法国的交通订单，复印件 

1. 如果订单语言为中文，须用英文或法文翻译关键信息，包括申请人姓名（字母或拼音）、始发地、目的

地、出发及到达日期等。 

2. 除法国外，如果还将访问其他国家，请提供能充分证明法国为主要目的国的材料。 

相应的交通工具订单及行程相关证明文件：中国与另一访问国的往返交通订单、另一国与法国之间的机票、火

车、轮船等交通工具订单，申根区全程酒店订单（如果法国不是第一入境申根国，法国停留夜晚数须多于其他

申根国）、非申根国的签证、邀请、行程、住宿等材料。 

4 医疗保险，原件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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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承保地区: 

1.1 保单应明确标明适用或覆盖申根国家地区的字样。只适用法国的保单不合格。 

1.2 如果保单中没有显示申根区，承保范围仅在条款中体现，须同时提供证明覆盖申根区字样的条款。中文条款

需附英文或法文翻译。 

2. 保险期限： 

2.1 短期申根签证：须覆盖预计在申根区的首次停留时间。应至少覆盖机票订单往返中国的日期，即从第一次进

入申根区（到达第一入境的申根国家）之日起，到离开最后一个申根国家之日为止。 

2.2 法国海外省、海外领地和海外领土集团短期签证：请购买适用相应的出访地区并覆盖全程时间的医疗保险。 

3. 保险额度： 

须涵盖医疗保险和送返费用，医疗保险保额不低于 3 万欧元（约 30 万人民币）。 

为方便申请人更便捷地选择符合申根签证相关要求的申根保险，签证受理中心推出由第三方公司提供的多种申根

保险自助选购平台，供申请人自助选择符合自己出行需要的保险产品。请参阅中心网站“常见问题”栏。 

5 接待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请您提供符合以下要求的住宿证明： 

1. 探亲，访友：法国市政厅出具的接待证明原件 Attestation d’accueil （可在中心官网 “下载申请表—常见材

料模板 “处查看）。如由法国接待人提供住宿，接待人须向其所在地的法国市政府申请开具此证明原件。如

果法国的邀请人不居住在法国，请提供由该邀请人手写的接待信及其住房证明（租房合同或房产证）代替接待

证明。 

2. 因私访问：申请人的法国房产证或租房合同复印件，或其他体现申请人姓名的住宿证明材料。 

6 邀请信，原件 

法方业务伙伴或接待人的邀请信，其中需说明：计划在法国逗留的时间、赴法目的和日程、经济担保以及行程

安排。邀请函必须由邀请方亲笔签名。 

7 与邀请人的亲属关系公证书认证书，原件 （短期签证适用） 

1.短期申请 ：如申请短期探亲签证必须提供。内含英文或法文翻译。 

2. 流程简介： 持中国证明文书原件在居住地或户籍所在地的涉外公证处办理公证书，之后前往中国外交部、

中国驻外使馆或省外办认证此公证书。如需了解辖区范围、流程及所需材料等详细内容, 请咨询居住地或户籍

所在地的相关机构。 

请注意：作为申请材料递交的所有公证认证书原件均不退还。 

8 证明居住法国的合法身份的证件，复印件 

护照复印件及居留证（或法国身份证） 

9 担保人财务担保，复印件 

如果担保人在申根国居住应提交: 

该担保人过去 3 个月的固定收入证明或担保人出具的在申根国具有法律效力的担保声明 

如果担保人在中国居住并邀请签证申请人一同到申根国旅行,则应提交以下材料: 

已签字的担保书; 中国居住证(身份证)复印件; 由雇主开具的收入证明; 在目的地国家的居住证明或者申根国接

待家庭提供的邀请信 

*如费用由申请者本人承担，该项材料为可选材料 

10 申请人最近三个月的银行活期账户对账单（信用卡和定期存款账户除外），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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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未成年或无业申请人：可提供一方父母或配偶的银行对账单。 

11 其他固定收入证明，复印件 (可选) 

12 户口本，复印件 

仅适用中国籍申请人。本人所在户口本上 全体成员户口页 的复印件。 

13 护照，原件 

因私护照或其他有效旅行证件。如需了解有效护照标准，请查阅中心官网“常见问题”板块。 

在提交申请之前，请务必检查以下项目。 

1. 护照有效期： 

- 护照发放期不能超过 10 年。 

- 办理短期签证：护照有效期需超过预计离开申根区日期的 3 个月以上。 

- 办理更新 1 至 5 年多次入境签证：有效期需超过申请签证日期的 15 个月以上。 

- 办理 3 个月以上长期签证：有效期需超过预计离开中国日期的 15 个月以上。 

2. 护照上至少有两页空白签证页。 

3. 护照是否有刮痕，划痕或修改的痕迹。 

如果护照有效期不符合要求、无 2 页空白签证页或护照破损等，应申请延长或更换护照。 

4. 如旧版护照，请确保护照最后一页已签名。 

护照，复印件 

1. 护照前五页（有内容的备注页）以及所有带签证或盖章的签证页 。 

2. 如您持有旧护照或公务护照，建议您提供这些文件，或至少提供护照信息页以及所有带签证或盖章的签证页。 

代交必要材料（如适用）  

如申请者曾在 59 个月内录取过指纹并获得 VIS 标注的签证，可委托他人代交材料。详细说明请参阅中心官网。 

14 签证申请 /护照领取委托书，原件 

如果您选择由他人代交您的签证申请，必须提供。请在中心官网下载标准委托书模版。 

1. 委托书上的签名必须与申请者护照、签证申请表上签名一致, 且委托书必须填写完整，不得有任何涂改。 

2. 委托书须单独开具，不可共用。 

3. 未满 18 岁的未成年申请者：委托书必须由父母任何一方或法定监护人签名。注意：父母或法定监护人请不

要代签未成年人的姓名。年龄以递交申请日是否达到 18 周岁为准。可委托任意一名成年人陪同未成年人到场

提交材料和采集指纹（委托书需同时附上父母身份证件的复印件）。 

请注意： 

(1) 监护人请勿代签未成年人的姓名；委托书署名须为监护人姓名，被委托人不能代签。 

(2) 未满 12 岁未成年人无须录指纹，申请人本人可不到场。 

如父母为未成年申请者代交，则不需要提供委托书，但须提供户口等证明关系的材料。 

15 代理人身份证或护照，原件及复印件 

如果您选择由代理人提交您的申请, 必须提供。身份证须复印正反面。 

II ．支持性材料  

请根据申请人国籍、年龄、职业及家庭状况，酌情选择适用的材料。 

在职的申请者：须提供以下第 16、17 项材料 

16 工作单位证明，原件及翻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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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申请人的工作单位/自有企业开具的证明信，需使用任职单位正式信头纸，加盖公章，由负责人签名，并标

明出具日期。若原件为中文，须提供英文或法文翻译件。证明须包含以下信息: 

- 任职公司的现址、电话、传真号、电子邮箱和联系人; 

- 签字人员的姓名和职务; 

- 申请人姓名、职务、收入、工作年限及工作地点（目前服务单位所在城市）; 

- 访问目的和时间； 

- 单位派遣或准假确认，证明申请人回国后将继续任职。 

- 费用承担方。 

17 营业执照 /机构代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相似功能材料)，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 

自由职业者无需提供。 

学生：须提供以下第 18、19 项材料 

18 学校准假证明，原件 

须使用就读学校正式的信头纸，注明以下信息，由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学校公章： 

- 申请人的姓名及就读年级/班级； 

- 学校的详细地址、联系方式； 

- 准许休假的说明及时间区间； 

- 开具此证明的负责人的职务、姓名并由其签字。 

19 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或学校在读证明，原件 

学校在读证明与准假证明可作为同一项材料说明。 

退休人员：须提供以下第 20 项材料 

20 退休证或退休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学生或无业申请者：须提供以下第 21-25 项材料（如适用） 

21 同意承担申请者旅行费用的担保函，原件及翻译件  

由父母或经济担保人亲笔签名。 

22 与承担此次旅行费用的经济担保人的关系证明，原件 

1. 对于单身已成年申请人: 提供与承担此次旅行费用的经济担保人的（亲属）关系证明公证书，内含英文或法

文翻译。 

2. 对于未成年申请人: 如父母承担本次旅行费用，且申请材料中已提供出生公证认证书，可不提供此公证书。 

3. 如配偶承担此次旅行费用：请提供经过中国外交部、中国驻外使馆或省级外事办公室认证的婚姻关系公证

书，内含英文或法文翻译。 

4.如双方无法定亲属关系：须提供解释信原件，说明与承担此次旅行费用的经济担保人关系。 

23 配偶的工作单位证明，原件及翻译件 【已婚无业提供】 

要求：由申请者配偶的工作单位/自有企业开具的证明信，需使用单位正式信头纸，加盖公章，由负责人签

名，并标明出具日期。若原件为中文，须提供英文或法文翻译件。证明须包含以下信息: 

-任职公司的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 

-任职公司签字人员的姓名和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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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者配偶的姓名、职务、收入以及工作年限。 

若原件为中文，则须提供法文或英文翻译件。 

24 父亲或经济担保人的工作证明，原件及翻译件 

由其工作单位/自有企业开具的证明信，需使用单位正式信头纸，加盖公章，由负责人签名，并标明出具日

期。若原件为中文，须提供英文或法文翻译件。证明须包含以下信息: 

- 任职公司的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 

- 任职公司签字人员的姓名和职务; 

- 父亲或担保人的姓名、职务、收入、工作年限及工作地点（目前服务单位所在城市）。 

若原件为中文，则须提供法文或英文翻译件。 

25 母亲或经济担保人的工作证明，原件及翻译件 

由其工作单位/自有企业开具的证明信，需使用单位正式信头纸，加盖公章，由负责人签名，并标明出具日

期。若原件为中文，须提供英文或法文翻译件。证明须包含以下信息: 

- 任职单位的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 

- 任职单位签字人员的姓名和职务; 

- 母亲或担保人的姓名、职务、收入、工作年限及工作地点（目前服务单位所在城市）。 

若原件为中文，则须提供法文或英文翻译件。 

18 周岁以下的中国籍未成年申请者：须提供以下第 26、27 项材料 

26 经过中国外交部或中国驻外使馆认证的出生公证或与监护人关系公证原件 （内含英文或法文翻译） （短期签

证适用）  

1. 递交申请之日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申请人必须提供。内含英文或法文翻译。 

2. 流程简介：持中国证明文书原件在居住地或户籍所在地的涉外公证处办理公证书，之后前往中国外交部、

中国驻外使馆或省外办认证此公证书。如需了解辖区范围、流程及所需材料等详细内容, 请咨询居住地或户籍

所在地的相关机构。 

3. 请注意：作为申请材料递交的所有公证认证书原件均不退还 

27 由父母双方或法定监护人出具的未成年人出行许可的公证认证书，原件（内含英文或法文翻译） 

1. 如果未成年人（在签证中心递交申请之日未满 18 周岁）单独出行或仅由父母一方陪同出行，必须提供此项

材料。 

2. 流程简介：持中国证明文书原件在居住地或户籍所在地的涉外公证处办理公证书，之后前往中国外交部、

中国驻外使馆或省外办认证此公证书。 

如需了解辖区范围、流程及所需材料等详细内容,请咨询居住地或户籍所在地的相关机构。 

3. 如果该文件在境外出具，请提供由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居住国的相关政府部门认证过的出行许可证明。 

4. 如父母一方无法出具亲属许可（如离异、失踪等），请提供相关官方证明的公证认证书原件或解释信，内

含英文/法文翻译件。 

5. 请注意：作为签证申请材料递交的公证认证书原件将由使领馆存档，均不退还。 

在中国长期居留的外籍申请者：须提供 以下 第 28-30 项材料 

28 外国人在中国的有效居留许可，原件及复印件 

非中国国籍的申请者须 持有有效期不少于 6 个月的中国居留许可 ，此居留许可应在申请者返回中国后仍有

效。如仅持有中国单次或多次签证，申请者不得申请除“空港过境签证”以外的其他类型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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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经过所属国家驻华使领馆认证的出生公证或监护人关系公证，原件及复印件  

(内含英文或法文翻译）【未成年外籍申请者须提供】 

30 由父母双方或法定监护人出具的未成年人出行许可证书，原件（内含英文或法文翻译） 【 未成年外籍申请者

须提供】  

如果未成年人（在签证中心递交申请之日未满 18 周岁）单独出行或仅由父母一方陪同出行，必须提供此项材

料。 

内容：须由未成年人的父母双方或法定监护人签字，许可需明确未成年人在申根国区域逗留期间负责人的身

份。 

所有国籍的未成年申请者：根据具体情况，须提供 以下 第 31-32 项材料 

31 同行人的护照，复印件 

1. 如父母双方（法定监护人）均不与其未成年子女同行：需要提供在申根区域逗留期间的同行人的护照首页

个人信息页复印件。 

2.如父母双方（法定监护人）与其未成年子女同行并且已有在申根区域逗留期间的有效证件，需要提供父母双

方的护照首页个人信息页复印件。 

32 同行人此次陪同未成年人逗留申根区域的有效证件及机票，复印件 

1. 如父母（法定监护人）与其未成年子女同行且已有在申根区域逗留期间的有效证件，需要提供父母双方的

有效证件/签证信息页复印件及机票复印件。 

2. 以下情况可以不提供同行人逗留申根区域的有效证件： 

1) 同行人与未成年人同行且同组递交签证申请。申请必须注册在同一组里并同时递交。 

2) 同行人持有的护照在申根区域免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