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班牙 签证资料清单 

必备资料 

个

人

资

料 

审核清单表     审核清单表：空白打印出来即可。（见附件 1） 

签证申请表 
    申根签证申请表：英文填写，须申请者本人签名。（见文件模板附件 2） 

（注：表格中第 37 项以及最后一项须本人亲笔签名，签署中文名字） 

照片     相片：2 张近 6 个月白底彩照，两寸（注:请在相片背面写上姓名） 

护照 

1） 有效期：护照有效期需超过预计从申根区出境日期 3 个月以上；      

2） 签名：护照上须有申请人签名；旧版护照，须在护照最后一页签名处签中文姓名； 

3） 签证页：护照空白签证页在 2 页以上； 

4） 复  印：护照个人信息页和签名页复印件 2 份以及所有国家的签证页复印件。 

身份相关 

1） 社保卡及社保清单： 

① 社保卡原件及复印件，且办理日期距今必须在六个月以上； 

② 社保需为参展企业为申请者购买的， 

③ 若是个人或其他公司购买的社保，需提供英文解释说明信。 

④ 社保清单打印网址： 

2） 户口本、居住证二选一： 

① 户口本或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且居住证办理日期距今必须在六个月以上； 

② 如果是集体户口，请提供户主页和个人页（必须包含首页户主信息） 

③ 如跟家人户口在一起，需提供全家人整本复印件； 

3） 区域要求：社保卡、户口本、居住证三者之一是广州管辖区范围的，可以在广州、长沙、

深圳、福州和昆明西班牙签证中心递交材料。 

委托书     一份递交/领取委托书：需要申请人签名（见文件模板附件 3、4） 

问卷     西班牙问卷及知悉声明（见文件附件 5、6） 

公

司

资

料 

工作证明 

1） 工作证明：原件及西班牙语翻译件，加盖公章，需总经理签字（模板见附件 7） 

2） 需用公司抬头纸打印，体现公司地址、电话、传真、邮箱和联系人，内容包括： 

① 申请人的姓名、职务、工资和社会保险情况； 

② 出访目的和停留时间，证明申请人回国后将继续任职； 

③ 负责出行和在西班牙停留的费用的单位名称及相关预定信息； 

④ 由公司负责人亲笔签名，注明其姓名和职务并加盖公司公章。 

营业执照 
1） 中文版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加盖公章； 

2） 翻译成西班牙语或英语的营业执照一份，加盖公章（模板见附件 8） 

公司 

银行对账单 

1） 公司账户近期 3 个月公司对账单； 

2） 对账单上需要有公司名称和帐户号并且加盖银行章，必须是原件； 

3 ) 同一公司多人参展，需要准备一份原件，其余每人递交一份复印件即可。 

保险单 

   一份个人或集体的旅行保险： 

①  此份保险必须能够在其停留在申根国家期间支付如下费用：由于身体原因造成的突

发事件的回国的费用：紧急的医疗护理费用或在住院的费用。 

②  此份保险最少赔付叁万欧元，或等值人民币。 

③  此旅行保险的满期日须至少为计划离开申根地区后的十五天。 

官   
方
资
料 

邀请函     MWC 大会邀请函 

  

https://e.szsi.gov.cn/siservice/  



辅助资料 

1 付款水单     公司支付展位费的付款水单 

 
2 

展位证明  

款付主办方  

1） 展位确认书：主办方发过来的展位确认书一份（sales order form ），需签字盖公章； 

2） Invoice：主办方发送的 Invoice 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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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证明  

款付展览公司 

1） 展位合同：参展企业与与展览公司签订的展位合同 

2） 展位费水单：展览公司提供给主办方付款的支付凭证  

4 展位图     展览公司提供的标有贵司展位信息、盖展览公司公章的展位图一份； 

 
5 机票预订单 

1） 若申请多次入境旅游签证，首次旅行的机票预定单。 

2） 注意：需为确认的往返程机票。机票应在签证签发之后出票付款！必须为英语或西班牙

语。 

6 住宿证明    涵盖全部旅程的住宿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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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偿付 

能力证明 
    申请人偿付能力证明：申请人最近６个月的银行对账单，无需存款证明 

 

 

 

 

 

 

西班牙签证须知 
 

一.西班牙签证中心的最新通知： 

自 2015 年 10 月 12 日起，所有签证申请人在申请申根签证时需录十指指纹。 

二、申根国（26 个）： 

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

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列支敦士登，马耳他，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

洛文尼亚，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 

三、有签证的客户： 

1.通过我司定展客户，我司会协助展商申请 MWC 邀请函； 

2.有效的申根国家签证的展商请把签证页扫描回传给我司。 

3.录过指纹的客户，五年之内无需再录指纹。 

四.办理签证的客户： 

1.通过我司定展客户，我司会协助展商申请 MWC 邀请函； 

2.展商需按照上述资料清单准备签证资料 

3.个人办理西班牙签证可直接去签证中心递交资料，当天可以交资料、缴费、录指纹。 

 

五. 领区划分和办理流程： 



 

办理费用 

西班牙签证费用由3 部分组成：签证费、签证中心服务费和境外医疗保险费。 

注 1： 

1.所有费用一经交纳将不予退还。所有费用须以人民币现金支付。信用卡及其他支付方式将不予接

受。 

注 2： 

在上海/杭州/南京中心申请商务签证，且为第一次申请申根签证的，还需要提供以下补充材料： 

a. 最近六个月由中方公司为签证申请人所缴付的个人所得税税单以及能反映出申请人缴费情况的

明细单. 

b. 中方公司为签证申请人支付的个人社会保险费用缴费单据 

 

审理时间 

在北京、西安、重庆、沈阳、武汉、成都和济南递交的申请将由西班牙驻北京总领事馆受理，在上

海、杭州和南京递交的申请将由西班牙驻上海总领事馆受理，在广州、长沙、深圳、福州和昆明递

交的申请将由西班牙驻广州总领事馆受理。 

请注意：审理时间从申请到达使领馆当天开始算，不包括从各地签证申请中心寄往使领馆所需的时

间。 

 

北京总领事馆受理的申请——签证申请受理时间通常为 5~15 个工作日； 

上海总领事馆受理的申请----签证受理时间通常为 7~15 个工作日； 

广州总领事馆受理的申请----签证受理时间通常为 5~15 个自然日。 

如遇某些申请，尤其是需进一步审阅资料时，受理时间会延长最多至 30 天。 

特别是， 某些特殊申请如需提供额外资料或面试，受理时间会延长最多至 60 天。 

签证中心网址 

https://china.blsspainvisa.com/chinese/index.php  

 

西班牙签证中心各地联系方式如下： 

领事馆 管辖地区 
办理流程 

5 年内录过 10 指指纹 未录过指纹 

广州总领事馆 

(长沙、深圳、福州和昆明签证中心) 

广东、福建、贵州、海南、

湖南、云南、广西 

可亲自或委托第三人前

往签证申请中心提交申

请资料。 

申请人亲自去签证中心

提交资料并录指纹 

北京总领事馆 

(西安、重庆、沈阳、武汉、成都 

和济南签证中心) 

除上海和广州领区以

外的地方 

10 人（含）以下的申请

人可亲自或委托第三人

前往签证申请中心提交

申请资料。 

申请人亲自去签证中心

提交资料并录指纹 

上海总领事馆 

(杭州和南京签证中心) 

江苏、上海、浙江、 

安徽、江西 

申请人亲自去签证中心提交资料并录指纹 

https://china.blsspainvisa.com/chinese/index.php


北京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里 16 号琨莎中心 1 号楼 1006 室 

电话：+010-84682599 

Email: info.bjs@blshelpline.com 

 

上海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855 号世界广场 24 楼 H 室电话：

+021-68823238 

Email: info.sha@blshelpline.com 

 

广州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强路 3 号富力盈力大厦北塔 1001 室 

电话：+86 020 37209467 

Email: info.can@blshelpline.com 

 

深圳 

地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新闻路 59 号深茂商业中心 816 

电话：+86 0755-88607533 

Email：info.szx@blshelpline.com / feedback.szx@blshelpline.com 

 

成都 

地址：成都市武侯区领事馆路 7 号保利中心南塔 704 

电话：028- 86203113 

Email: info.chd@blshelpline.com 

 

杭州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 118 号嘉德广场 2005 室 

电话：+86 571 58121210 

Email：info.hgh@blshelpline.com / feedback.hgh@blshelpline.com 

 

武汉 

地址：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 688 号武汉广场写字楼 2502 室 

电话：+86 027 87257879 

Email：info.wuh@blshelpline.com / feedback.wuh@blshelpline.com 

 

 

昆明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南亚第一城国际 B 座 14 楼 1503a 室 

电话：+86 871 64315838 

Email：info.kmg@blshelpline.com / feedback.kmg@blshelpline.com 

 

福州 

mailto:info.bjs@blshelpline.com
mailto:info.sha@blshelpline.com
mailto:info.can@blshelpline.com
mailto:feedback.szx@blshelp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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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feedback.kmg@blshelpline.com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光南路 1 号升龙汇金中心 14 层 09 室 

电话：+86 591 83670600 

Email：info.foc@blshelpline.com / feedback.foc@blshelpline.com 

 

沈阳 

地址：沈阳市浑南新区新隆街 1-26 号金廊万科中心 1102 室 

电话：+86 024 3169 4102 

Email：info.she@blshelpline.com / feedback.she@blshelpline.com 

 

西安 

地址：西安浐灞生态区浐灞大道领事馆区 4 号馆 710024 

电话：+86 02983500789 

Email：info.xiy@blshelpline.com / feedback.xiy@blshelpline.com 

 

重庆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权路 27 号新华国际 2104 室 

电话：+ 86 023-62755555 

Email：info.ckg@blshelpline.com / feedback.ckg@blshelpline.com 

 

长沙 

地址：长沙市开福区中山路万达广场写字楼 A 座 35 楼 35004 邮编 410000 

电话：+86 073184779270 

Email：info.csx@blshelpline.com / feedback.csx@blshelpline.com 

 

济南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无影山中路 48-15 号四建美林大厦 2-107 

电话：+86-0531-85701212 

Email：info.tna@blshelpline.com / feedback.tna@blshelpline.com 

 

南京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15 号中泰国际广场 6 栋 816 

电话：+86-025-58491839 

Email：info.nkg@blshelpline.com / feedback.nkg@blshelp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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