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fos zum Visum nach UK:

Short-term visit (up to 6 months, single or multiple entry) £80

If you are applying for a visa from the following countries, you should apply using our online
application system, Visa4UK: Germany, China, and France....Weitere Infos:
You can apply for a visitor visa at our visa application centers in any country. You must
apply for any other type of entry clearance in the country or territory where you live. Our visa
application forms are available only in English, and must be completed in English.

You will also need to attend one of our visa application centers in person.

Most applicants must enroll their fingerprints and facial image (known as 'biometric
information') at the visa application centre. This is a quick and clean process. In some
countries, you must also show us that you have been screened for tuberculosis. See below for
more information.

Service standards

We have service standards for processing UK visa applications. Our standards say that we
will process:

 90 per cent of non-settlement applications within 3 weeks, 98 per cent within 6 weeks
and 100 per cent within 12 weeks of the application date;

http://www.ukba.homeoffice.gov.uk/sitecontent/applicationforms/visas/vaf1a.pdf
http://www.ukba.homeoffice.gov.uk/sitecontent/documents/out-of-country/visitors.pdf

Online Portal:
https://apply.ukba.homeoffice.gov.uk/iapply.portal
http://www.visa4uk.fco.gov.uk/ApplyNow.aspx

申请短期 (最长 6个月单程或者多次往返)英国签证需要的材料:
1.签证费用 80 Euro

2.必须用英语在线表格填写 Visa 4UK。 可以在德国，中国，法国等任何国家申请，但是必

须在所在国填写入境表格。

3.亲自去往签证中心填写。

4.大多数申请人必须在签证申请中心登记的指纹和面部图像（称为“生物信息”）。这是一个
快速和清洁的过程。在一些国家，你也必须告诉我们，你已经筛查结核病。

关于在线申请表的链接

http://www.visa4uk.fco.gov.uk/ApplyNow.aspx
https://apply.ukba.homeoffice.gov.uk/iapply.portal

http://www.ukba.homeoffice.gov.uk/sitecontent/applicationforms/visas/vaf1a.pdf
http://www.ukba.homeoffice.gov.uk/sitecontent/documents/out-of-country/visitors.pdf
https://apply.ukba.homeoffice.gov.uk/iapply.portal
http://www.visa4uk.fco.gov.uk/ApplyNow.aspx
http://www.visa4uk.fco.gov.uk/ApplyNow.aspx
https://apply.ukba.homeoffice.gov.uk/iapply.portal


英国签证

一、递交材料

1.填写完整并在签证申请表上签字
2.费用正确
3.合格照片
4.资金证明；至少 6个月以上的资金来源证明；银行存款原件及其证明
5.申请人的在职和请假证明（在职人员）
6.户口本复印件
7.旅行日程/预定

二、递交签证材料前准备

1.申请人需同时用中文和汉语拼音书写，拼音名字下或旁边需书写 CCC号码，姓氏下需有下
划线。

2.住址是否书写了拼音和中文；
3.照片规格为 3.5cm×4.5cm，深色衣服，白色背景；
4.确认是否复印了护照首页和末页的持有人签字页；
5.需递交的原始文件都有复印件和英文翻译件；
6.签证申请费用只收现金；
7.护照必须有正反联系两页空白页

三、其他注意事项：

1.英国签证申请中心只接受申请人亲自或委托代理人递交申请，但提供寄送申请结果和材料的
快递服务，需支付一定费用。

2.在签证有效期内可多次出入英国境内。
3.应在启程前至少 8周提前申请签证，在签证发出后再购买机票。

四、出入境须知

1.携带不超过 200支香烟/100支小雪茄/50支雪茄或 500克烟草、1瓶高酒精含量的酒或 2瓶
酒精含量低于 22%的葡萄酒、50毫升香水或 250毫升花露水和其他最多价值 32英镑的物品
可由英国海关绿色免税通道入境，携带超出规定数量的物品须由英国海关红色通道入境并申报

关税，注意 17岁以上方可携带烟酒。
2．各种违禁物、管制药品、动植物、鲜肉、疏菜等物禁止携带入境。
3．中国公民入境时一般应由其他国家公民通道（other passports）



英国 England 个人旅游签证所需准备材料(需要面签)

1.护照
A. 1.有效期在 6个月以上的因私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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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上海领区：护照签发地在上海、安徽、浙江、江苏四省

C．广州领区：护照签发地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四省
D.重庆领区:护照签发地在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四省
E．北京领区：护照签发地在除上述领区之外的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
F．如果本人护照签发地和工作地在不同领区，须提供工作所在地的有效暂住证原件，并提供
复印件一份（半年前开始生效的，不足半年者还需提供旧暂住证），到工作地所属领区就近

办理

2.照片
A.两寸白底彩色近照
B.照片尺寸要求 35×45mm.
C.请在照片背面用铅笔写上自己的姓名.
3.个人资料明细
A.身份证复印件，必须用身份证原件复印，清晰。新身份证要求复印正反两面。
B.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全体家庭成员的户口本每一页复印件（包括户口首页，复印件内容必
须清晰）。

C.结婚证复印件（如果已婚）。若结婚证丢失，请提供民政局开具的丢失证明
D.个人资料表(如在本公司领取的表格不会被递交进使馆，只用于代办机构收集客户信息使用。
请申请人详细填写此表格，所有的信息将填入正式递交的申根签证申请表中.)
4.个人资产证明
A存款证明（至少 5万）
1.存款证明需为银行标准格式，有正确的英文译文，不可手写.
2.存款证明的到期日需冻结到回国之后 30天.
3.存款证明原件需递交使馆，使馆不予退还，到期自动解冻.
B定期存单
半年前开户的至少有 5笔记录的活期存折原件或半年前存入的定期存单原件(必须半年前存入,
至少 5万以上,越多越好)
C其它财产证明，如车、房等
5.中方英文放假信原件一份
A.放假信原件，必须有单位名称抬头、公章、负责人签名；须有可供领馆查询的地址、电话。
内容包括：申请人（名字、护照号）在公司的职务、入职年限、月收入、假期多长、逗留天

数和说明谁承担费用、保证遵守当地法律按时返回中国。

B.名片：所提供的地址.电话.姓名必须正确真实，可以联系到本人。
旅行计划一份:旅游的日程安排，大概计划。
6.中方营业执照：



A、中方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1份
B、营业执照复印件要求有年检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