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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ADS 旅游签证须知 

 

英国使馆地址： 英国驻华使馆主楼(政务处、经济处、新闻处、贸易与投资处、科学与技

术处)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光华路 11 号 英国驻华使馆 

            邮编：100600 

            电话：(+86) (0)10 5192 4000 

            传真：(+86) (0)10 6532 1937 

大使馆办公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30 至下午 5:00 

 

英国大使馆签证及领事处 

            地址：北京市光华路 1 号嘉里中心北楼 21 层 英国驻华使馆签证及领事处 

            邮编：100020 

            电话：(+86) (0)10 8529 6600  传真: (+86) (0)10 8529 6080 (签证) (+86) 

(0)10 8529 6081 (领事) 

咨询查询：010-85296600（周一—周五 13：00——16：30） 

预约签证：010-85296011（周一—周五  08：00——15：30） 

传真：010-85296080 

E-MAIL：visamail@peking.mail.fco.gov.uk 

网址：www.britishembassy.org.cn 

 

英国签证中心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48 号东方银座 23 层 G-L 室 100027 

infopek.ukcn@vfshelpline.com  7:30 至 14:30 

 

mailto:visamail@peking.mail.fco.gov.uk
http://www.britishembassy.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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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沪总领事馆和商务处 地址： 上海市南京西路 1376 号 301 室,邮编:200040  

电话： 0086 21 6279 7650  

传真： 0086 21 6279 7651  

电子邮件： visa.shanghai@fco.gov.uk  

网站： www.uk.cn  

 

 签证领区划分： 

以下介绍的是如何在北京申请签证，在上海和广州的申请程序会有所不同 

A：上海领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B：广州领区：广东，广西，海南，福建 

C:：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的居民需在重庆和成都的英国签证中心递交申请。 

 

（英国使馆将在 4 月 5 日前在广州、上海、沈阳、深圳、武汉、杭州、济南、南京和福州

开办类似机构） 

 

 

 受理时间 

英国使馆受理时间为 7－10 个工作日 

 

 注意事项： 

申请材料：1.所有中文文件必须提供英文翻译件 

          2.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均必须递交（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退休证，房产

证，机动车驾驶证，车本， 存折，营业执照等均需在面试录指纹时提供原件）。 

销签： 目前本家社不需要销签 

      

http://www.uk.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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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因英国采用生物辨识数据需要录指纹，不管是团签，个签，还是商务签证等均 

需客人来京面试 

 

 拒签原因： 

1. 申请人工作不属实 

2. 虚假材料  

3. 访问目的与所申请的不相符 

4. 所提供的收入或存款不能负担旅行费用 

5. 隐瞒过去的拒签史 

6. 隐瞒在英亲属 

 

 贴示 

1、如果有旧护照必须提供；如旧护照丢失，需要当地派出所挂失的报案手续单或 

本人写的详细的丢失说明 

2、在职证明：需要体现申请人的工作年限，月薪，具体的旅游起止时间，公司领导人的

名字，具体职务，回团继续担任本公司职务。 

3. 在英国有亲属的，请在申请表中完整的填写有关亲属的信息，包括姓名，住址，联系

电话，工作单位名称、职务和单位电话，或学校的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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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ADS 签证所需资料――学生 

材料名称 具体说明 

护照 

1. 有效期在 6 个月以上的因私护照（自回国之日开始算，为 6 个月以上，护照

首页请用 A4 纸复印 2 份） 

NOTE: 英国大使馆、领事馆要求护照至少有一页正反面均为空白页，两面不能

有任何使用记录 

2. 请在护照最后一页签名，中文姓名 

3. 持换发护照者，需同时提供所有旧护照原件 

照片 

1. 照片尺寸为 3.5cmx4.5cm，并且为白色背景以及清晰的容貌，照片必须是最

近 6 个月拍摄的 

2. 请在照片背面用铅笔写上自己的姓名 

身份证 

1. 如是旧身份证请用 A4 纸复印 2 份 

2. 如是新换发的身份证请用 A4 纸复印正反两面各 2 份 

户口本 

1. 全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请用 A4 纸复印） 

2. 请清晰的复印包含户口本首页、户主页、本人页、配偶页、子女页 

3. 如在校学生为集体户口，请提供集体本人页原件及复印件 

资金证明 

以下存款证明、存折或存单、车产、房产，以及其他资金证明可以用父母的，

但如果户口本不能体现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请提供亲属关系公证书（不需认证） 

1. 存款证明需为银行标准格式（金额不少于 5 万人民币/人），有正确的英文译

文，不可手写（历史记录至少在 6 个月以上的） 

2. 存款证明的有效期需冻结到团队回国之后 2 个月 

3. 存款证明原件需递交使馆，使馆会予退还，到期自动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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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需提供申请人半年前开户的存折（有存取证明的）或存单原件，账户号最好

与存款证明一致；如果提供的是配偶的，则需要提供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5. 充裕的资金证明将有助于签证的申请 

如果收入或存款仅仅能够负担旅行费用，则国债、股票和有价证券均可用于辅

助资金证明；房产、车证也可起到上述目的 

6.  如 18 岁以下可直接提供父母财产或本人名下财产，户口本如不能体现 

父母的亲属关系，需要提供未成年人亲属关系公证或出生证明公证（不需要认

证） 

.  如 18 岁以上无个人财产的在校生，可提供父母财产，户口本如不能体现

父母的亲属关系，需要提供成年人出生证明公证或亲属关系公证 

7. 若申请人是毕业生，暂无工作请提供学校的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并提供父亲

母亲单位的担保原件和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 

 

个人资料表 后附，请完整并准确填写 

学校准假信 

1. 使用学校正规抬头纸打印，内容全部为英文 

2. 准假信内容需包括：学校名称、学生所在系或班级、具体的旅游起止时间、

系领导或校长的签字以及电话，传真等 

3. 后附样本供参考，见附件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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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及认证 

18 岁 以 下

的学生 

1. 与父母双方同行，需提供： 

A. 提供未成年人出生证明公证书或亲属关系公证书，注明父亲

/母亲姓名（中英文对照） 

2. 与父或母一方同行，需提供： 

A. 提供未成年人出生证明公证书或亲属关系公证书；  

   B. 不能同行的父亲或母亲开具委托公证书。公证书要以孩子为

主申 

请人。（中英文对照） 

3. 对于单独成行者，使馆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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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准假信参考样本 

 

Certification 

 

XXX is a student in class XX grade XX in XXXXXX (学校名称). He/She will travel to EUROPE for vacation 

from XX.XX.2008 to XX. XX. 2008. (出国具体日期某年某月某日). According to the schedule, he/ she will 

stay there for xx days. All the expenses including transportation, accommodation, meals and health 

insurance will be paid by his / her parents.  

 

Best Regards, 

 

领导人签名 

领导人职位 

学校盖章 

 

 

Tel: xxx-xxxxxx 

Add: xxxxxxxxxx 

School Name: xxxxxxxxxx 

 

注： 

1.  准假信需打印成英文 

2.  凡样本中 XX 的地方，均需相应填写您的相关信息，不要保留 XX 在完成后的准假信中  

3.  （）括号中为我们为您更加清晰准假信的内容而标注的解释，不要保留在完成后的准假信中 

4．请不要将“附件 5：准假信参考样本”字样保留在完成的在准假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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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准假信样本译文： 

 

 

证明 

 

 

XXX 是 XXX(学校名称)X 年级 X 班的学生。他/她将于 2008 年 X 月 X 日到 2008 年 X 月 X 日(出国具体

日期某年某月某日)赴欧洲旅游.根据行程，他/她将会在国外停留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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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领导人签名 

学校领导人职位 

公司盖章 

 

 

学校电话：XXXXXXXX 

学校地址：XXXXXXXX 

学校名称：XXXXXXXX 

 

 

 

注：附件 6 的内容是为了方便大家了解英文准假信的内容，不会作为申请资料送进使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