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士瑞士—旅游签证旅游签证—签证须知签证须知

所属洲： 欧洲 国家： 瑞士 签证类型： 旅游签证

有效期： 使馆批 停留期： 按申请 入境次数： 单次

工作日： 5-7 是否面试： 本人递交，提前预约

收客范围：
适用于工作生活地为广东、广西、福建、海南、湖南、江西为广州领馆受理；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为上海领馆受理；其他地区为北京领馆受理的申请人。

注意事项：

受理范围：受理范围：

1、按照长期工作/生活地划分领区

广州领区：广东、广西、福建、海南、江西、湖南

上海领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北京领区：上海、广州除外的其他省份申请人

2、针对下列任一情况的外领区申请人：

(1)非长期居住中国的申请者

(2)近半年内居住在国外的申请者

(3)外国有效居留持有者

(4)外国有效长期签证持有者

如需在中国递交签证申请，申请者须提前联系瑞士驻广州总领事馆，并提供证明材料解释说明无法在

原长期居住的国家递交签证申请的紧急突发事由。在广州、深圳、福州签证受理中心递交签证申请时

，必须出示领馆书面确认邮件，否则相关外领申请将不被受理。

办理须知：办理须知：

1、从2015年10月12日开始，所有申请者均须亲自前往目的地国家的使领馆或当地签证中心录入

指纹，12周岁以下儿童可免于录取指纹；成功录取十指指纹后，五年内不用重新录取。

2、签证申请递交之后，领馆可能会打电话给申请人公司或本人进行调查，请申请人做好相关准备并熟

悉申请资料；

3、领馆受理时间一般为5-10个工作日，旺季时则需要15个工作日以上，请留意出发时间及早递交申请

；

4、签证申请递交后，领馆有可能要求申请人补充其他资料或者亲自前往领馆面试；

5、所提供的机票及酒店预订单请确保是真实的并在出签前能查询到相关预定信息；

6、所有必须本人签名的资料，包括委托书、申请表等，请保持文件上的签名与护照签名一致；

7、签证的停留期、有效期、入境次数由领馆根据申请人递交的资料来决定，包括申请表格、行程、

机票、酒店

 

在职人员所需资料在职人员所需资料

个人基本资料个人基本资料

原件 个人资料表
请如实、完整填写，字体清晰，个人资料表的真实性及完整性，会直接影响签

证结果。（请下载网站模板填写）

原件 护照
护照至少有2页空白页，有效期需超过预计离开申根区日期的3个月以上。本人

需在签名处亲笔签名，如有旧护照请一起提供。

原件 相片 3张近6个月内拍摄的白底彩照，规格：35mm*45mm。

复印件 身份证 请提供清晰的第二代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需复印在同一页。

复印件 户口本
请提供本人所在户口本上全体成员每一页的复印件；如果是集体户口，提供首

页及本人页即可。

复印件 婚姻证明资料 如已婚，请提供结婚证；如离异请提供离婚证复印件。

原件 签名表格
如果客人不用前往签中心录取指纹，请提供申请人签名的空白申请表和新版委

托书.（申请表有3出要签名）

中方单位资料中方单位资料

原件 在职证明

请用单位抬头纸打印，需包含以下信息：（请参考网站模板） 

1、单位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 

2、申请人姓名、职务、收入和工作年限； 

3、行程目的、确切的准假时间、出行费用由谁负责、单位为申请人保留

职位； 

4、公司负责人亲笔签字并盖公章，并打印签名人的名字和职务，签名人不可



以是同行人或者申请人本人。

原件 单位资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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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您受雇于大学或政府机构，则不需要提供此项材料。

个人资产证明个人资产证明

原件 活期资金证明

1、本人名下的活期流水账单原件（最好是工资账号），需有最近3个月记录，

建议余额5万元或以上（行程时间越长，余额越多），但近期不能有突然大笔

金额存入，银行流水账单需有本人姓名以及加盖银行业务章； 

2、如本人活期余额较少，可以提供父母或配偶名下的活期流水账单，并提供

他们之间的关系证明文件复印件（比如：户口本、出生公证、结婚证等）

复印件 辅助资产
建议提供本人或者配偶名下的房产证复印件、汽车行驶证复印件（车辆信息页

和照片页）、股票证券等资产材料，资产提供的越充足将提高签证的成功率。

旅行计划资料旅行计划资料

复印件 行程安排
提供在申根地区的行程安排，明确标注停留的日期、国家、城市、参观景点等

具体内容（可附加提供交通方式的预订单）。

复印件 机票预订单

请提供从中国出发和返回的飞机票订单复印件（需有英文翻译） 

*注：已经购买机票不是获得签证或催促领馆加快签证审批的理由，建议客人有

出行计划的，请尽早办理。在得知签证结果前，不要支付任何旅行费用。

复印件 住宿安排
请提供覆盖整个申根区的英文酒店确认单，必须是真实预订，并显示每一位入

住人的姓名（与护照拼音一致）。

国际医疗保险国际医疗保险

复印件 国际医疗保险

符合领馆要求的国际医疗保险： 

1、保险时间在覆盖整个申根区行程时间上往后加一天； 

2、承保地区需同时注明签证申请国和申根区域； 

3、 须涵盖医疗补偿和送返费用，其中医疗补偿保额不低于3万欧元（约30万

人民币）。

无业人员所需资料无业人员所需资料

个人基本资料个人基本资料

原件 个人资料表
请如实、完整填写，字体清晰，个人资料表的真实性及完整性，会直接影响签

证结果。（请下载网站模板填写）

原件 护照
护照至少有2页空白页，有效期需超过预计离开申根区日期的3个月以上。本人

需在签名处亲笔签名，如有旧护照请一起提供。

原件 相片 3张近6个月内拍摄的白底彩照，规格：35mm*45mm。

复印件 身份证 请提供清晰的第二代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需复印在同一页。

复印件 户口本
请提供本人所在户口本上全体成员每一页的复印件；如果是集体户口，提供首

页及本人页即可。

复印件 婚姻证明资料 如已婚，请提供结婚证；如离异请提供离婚证复印件。

原件 无业人群公证资料

1、如已婚，请提供经过中国外交部认证的婚姻关系公证书原件，认证一般可

在各省或者各主要城市的外事办办理； 

2、如未婚，请提供与出资人的亲属关系证明，例如：户口簿，结婚证或出生

证明。

原件 签名表格
如果客人不用前往签中心录取指纹，请提供申请人签名的空白申请表和新版委

托书.（申请表有3出要签名）

个人资产证明个人资产证明

原件 无业人群资金证明

1、本人名下的活期流水账单原件，需有最近3个月记录，建议余额5万元或以

上（行程时间越长，余额越多），但近期不能有突然大笔金额存入，银行流水

账单需有本人姓名以及加盖银行业务章；

2、 如已婚，则必须提供配偶名下的活期流水账单原件（最好是工资账号）。

3、如未婚，可提供父母或经济担保人名下的活期流水账单。

复印件 辅助资产
建议提供本人或者配偶名下的房产证复印件、汽车行驶证复印件（车辆信息页

和照片页）、股票证券等资产材料，资产提供的越充足将提高签证的成功率。

中方单位资料中方单位资料

已婚人士必须提供配偶所在单位开具的在职证明。须使用公司正式的信头纸并

加盖公章， 由公司负责人签名，并标明日期及以下信息：



原件 无业人群亲属资料

加盖公章， 由公司负责人签名，并标明日期及以下信息：

1、公司的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

2、签字人员的姓名和职务；

3、申请人配偶的姓名、职务、收入以及工作年限。

*已婚人士，如配偶已退休，请提供其退休证原件或退休证明原件；

*未婚人士，建议提供经济担保人（即出资方）的在职证明，以提供签证通过率

。

旅行计划资料旅行计划资料

复印件 行程安排
提供在申根地区的行程安排，明确标注停留的日期、国家、城市、参观景点等

具体内容（可附加提供交通方式的预订单）。

复印件 机票预订单

请提供从中国出发和返回的飞机票订单复印件（需有英文翻译）。

*注：已经购买机票不是获得签证或催促领馆加快签证审批的理由，建议客人有

出行计划的，请尽早办理。在得知签证结果前，不要支付任何旅行费用。

复印件 住宿安排
请提供覆盖整个申根区的英文酒店确认单，必须是真实预订，并显示每一位入

住人的姓名（与护照拼音一致）。

国际医疗保险国际医疗保险

复印件 国际医疗保险

符合领馆要求的国际医疗保险： 

1、保险时间在覆盖整个申根区行程时间上往后加一天； 

2、承保地区需同时注明签证申请国和申根区域； 

3、 须涵盖医疗补偿和送返费用，其中医疗补偿保额不低于3万欧元（约30万

人民币）。

退休人员所需资料退休人员所需资料

个人基本资料个人基本资料

原件 个人资料表
请如实、完整填写，字体清晰，个人资料表的真实性及完整性，会直接影响签

证结果。（请下载网站模板填写）

原件 护照
护照至少有2页空白页，有效期需超过预计离开申根区日期的3个月以上。本人

需在签名处亲笔签名，如有旧护照请一起提供。

原件 相片 3张近6个月内拍摄的白底彩照，规格：35mm*45mm。

复印件 身份证 请提供清晰的第二代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需复印在同一页。

复印件 户口本
请提供本人所在户口本上全体成员每一页的复印件；如果是集体户口，提供首

页及本人页即可

复印件 婚姻证明资料 如已婚，请提供结婚证；如离异请提供离婚证复印件

原件 退休证 请提供退休证原件。

原件 退休证明 如果没有退休证需提供单位的退休证明原件。

原件 签名表格
如果客人不用前往签中心录取指纹，请提供申请人签名的空白申请表和新版委

托书.（申请表有3出要签名）

个人资产证明个人资产证明

原件 退休人员资金证明

本人名下的退休金流水账单原件，需有最近3个月记录，建议余额5万元或以

上（行程时间越长，余额越多），但近期不能有突然大笔金额存入，银行流水

账单需有本人姓名以及加盖银行业务章；

2、如退休金账户余额较少，可以提供其他活期账户的流水账单。 

3、如本人活期余额较少，可以提供配偶（或经济担保人）名下的活期流水

账单，并提供他们之间的关系证明文件复印件（比如：户口本、出生公证、结

婚证等）。

复印件 辅助资产
建议提供本人或者配偶名下的房产证复印件、汽车行驶证复印件（车辆信息页

和照片页）、股票证券等资产材料，资产提供的越充足将提高签证的成功率。

旅行计划资料旅行计划资料

复印件 行程安排
提供在申根地区的行程安排，明确标注停留的日期、国家、城市、参观景点等

具体内容（可附加提供交通方式的预订单）。

复印件 机票预订单

请提供从中国出发和返回的飞机票订单复印件（需有英文翻译）。

*注：已经购买机票不是获得签证或催促领馆加快签证审批的理由，建议客人有

出行计划的，请尽早办理。在得知签证结果前，不要支付任何旅行费用。

复印件 住宿安排
请提供覆盖整个申根区的英文酒店确认单，必须是真实预订，并显示每一位入

住人的姓名（与护照拼音一致）。



复印件 住宿安排
住人的姓名（与护照拼音一致）。

国际医疗保险国际医疗保险

复印件 国际医疗保险

符合领馆要求的国际医疗保险： 

1、保险时间在覆盖整个申根区行程时间上往后加一天； 

2、承保地区需同时注明签证申请国和申根区域； 

3、 须涵盖医疗补偿和送返费用，其中医疗补偿保额不低于3万欧元（约30万

人民币）。

学生所需资料学生所需资料

个人基本资料个人基本资料

原件 个人资料表
请如实、完整填写，字体清晰，个人资料表的真实性及完整性，会直接影响签

证结果。（请下载网站模板填写）

原件 护照
护照至少有2页空白页，有效期需超过预计离开申根区日期的3个月以上。本人

需在签名处亲笔签名，如有旧护照请一起提供。

原件 相片 3张近6个月内拍摄的白底彩照，规格：35mm*45mm。

复印件 身份证 请提供清晰的第二代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需复印在同一页。

复印件 户口本
请提供本人所在户口本上全体成员每一页的复印件；如果是集体户口，提供首

页及本人页即可。

原件 学校证明

由学校出具的写明当事人姓名、就读年级和允许其请假赴瑞士的证明原件，该

证明材料上须标明学校的地址、联系方式，加盖学校公章，还须写上开具该证

明的负责人的职务、姓名并由其签字。（可参照网站下载的模板）

如已毕业，请提供最近获得的毕业证复印件。

原件 学生公证资料

如未成年学生请提供：

1、亲属关系公证或监护人关系公证；

2、如父母一方或双方不同行请提供亲属许可公证书原件；

3、如经济依附人非父母，还需提供与经济依附人亲属关系公证书原件。

如已成年学生请提供：

1、与经济依附人的亲属关系公证书原件。 

*上述公证书都需要经过中国外交部、驻外使领馆或各省外事办公室认证。

原件 签名表格
如果客人不用前往签中心录取指纹，请提供申请人签名的空白申请表和新版委

托书。（申请表有3处要签名，如申请人未成年需父母双方共同签名）

中方单位资料中方单位资料

原件 父母在职证明

父母或经济依附人所在单位开具的在职证明，需说明其职务、入职时间和月

收入，用单位抬头纸打印，并加盖公章。

*有独立经济能力的学生可以不提供此资料，但需书面说明收入来源并提供相关

证明。

个人资产证明个人资产证明

原件 学生资金证明

请提供父母或经济依附人名下活期的流水账单原件，需有最近3个月记录，余

额5万元或以上，行程时间越长，建议相对提高余额，近期不能有突然大笔金

额存入，银行流水账单需有本人姓名以及加盖银行业务章； 

*有独立经济能力的学生可以提供自己名下的活期流水账单原件。

旅行计划资料旅行计划资料

复印件 行程安排
提供在申根地区的行程安排，明确标注停留的日期、国家、城市、参观景点等

具体内容（可附加提供交通方式的预订单）。

复印件 机票预订单

请提供从中国出发和返回的飞机票订单复印件（需有英文翻译）。

*注：已经购买机票不是获得签证或催促领馆加快签证审批的理由，建议客人有

出行计划的，请尽早办理。在得知签证结果前，不要支付任何旅行费用。

复印件 住宿安排
请提供覆盖整个申根区的英文酒店确认单，必须是真实预订，并显示每一位入

住人的姓名（与护照拼音一致）。

国际医疗保险国际医疗保险

复印件 国际医疗保险

符合领馆要求的国际医疗保险： 

1、保险时间在覆盖整个申根区行程时间上往后加一天； 

2、承保地区需同时注明签证申请国和申根区域； 

3、 须涵盖医疗补偿和送返费用，其中医疗补偿保额不低于3万欧元（约30万

人民币）。



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