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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2 月 23 日网聊记录
Beijing NIV Unit: 本期网聊将于 2 月 23 日(周二)进行。届时我们将于 2 月 23 日早
9：00 开始接受您的提问。提问递交截止时间为下午 15：00。这段时间内请大家踊
跃提问，我们将于下午 15：30 开始在网聊网站上贴出问题的答案。
millie: 签证官您好！我是 F1 签证的申请人，预计于 2010 年秋季赴美读硕士，关于
签证申请有以下问题希望得到您的耐心解答。1. 我在仔细看了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网
站上关于签证所需材料的介绍后发现，美国大使馆对于材料具体形式的规定并不十
分详细，比如没有规定各种证明是需要原件、复印件还是公证件，比如没有说明提
供的材料是中文、英文还是必须要中英文对照，再比如没有明确对资金存期的要求
和存款证明开立时间的要求等，甚至有时并不具体说明需要什么材料，只说明要提
供能够使得签证官相信申请人符合某种条件的证明（e.g. Proof of Ties, Proof of
Finances, etc.）。这些规定的不具体性是否说明了美国签证官对于材料的形式甚至
提供何种材料没有任何固定的要求？如果在实际操作中，或者说按照多年签证的传
统习惯，其实是遵循了一定的格式的。
Beijing NIV Unit: 是的， 所有材料您需要提供原件，不需要公证。材料是英文还是
中文，这方面我们没有具体要求。
Li Qingmin: 尊敬的签证官，您好！J1 身份赴美，适用 2 年归国服务的限制。回国
后又申请 B1/B2 签证去美国开会，或 F2 探亲，回国服务 2 年的时间起始点是否将
从持 B1/B2 签证或 F2 签证回国后的日期开始重新计算 2 年的时间。换句话说
B1/B2 签证或 F2 签证短期赴美的时间是否计算在 2 年归国服务期当中。谢谢！
Beijing NIV Unit: 是的。B1/B2 签证或 F2 签证短期赴美的时间是计算在 2 年归国服
务期当中。
millie: (接上)有利于申请签证的，那么大使馆是否可以将更为具体的要求或格式建
议明确下来并公布在大使馆网站上供申请人参考？美国大使馆对于签证申请材料相
关规定的不具体性使得我不确定到底应该提交哪些材料以及材料的格式。相比之
下，加拿大的签证申请材料就有详细的规定，见文件第 3、4 页的文件核对表（文
件链接：http://www.canadainternational.gc.ca/chinachine/assets/pdfs/immigration/beijing/documents/STU_Kit_Guide_2009_12_CH.pdf）
Beijing NIV Unit: 每个国家对于申请材料的要求不同。美国使馆不提供申请材料明
细单。各类签证应提供的必要材料，我们都已经放在使馆网站上了。请大家参考使
馆网站上的信息: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niv_info2.html。
millie: 2.电话预约面签时间时，申请人是否有选择具体日期的灵活性？还是完全由
大使馆决定，申请人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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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NIV Unit: 您可以建议哪天对你来说比较合适，如果不能约到合适的时间，
您可以先跟预约中心约一个时间然后您再发英文传真至 8531 3333，传真中请提供
目前约到的时间，编号，要提前面谈的具体原因即您的联系电话。此项服务免费。
NC Charlotte 田媛: 尊敬的签证官:您好 ! 我是美国公民,我父亲持有美国绿卡在回国
期间,因心脏突发问题必须手术造成滞留国内超过一年.因未提前预料到所以未在回
中国前申请回美证.现他希望在离开 15 个月后返回美国.请问他的绿卡还有效吗?我
现在还可以帮他申请回美证吗? 回美证需要的手指膜在那里打呢? 他可不可以先入
境再补打手指膜呢? 如果这些都不可以,他要怎样才能再近入美国国境呢?
Beijing NIV Unit: 就此问题请您联系传真 8531 3100（北京）或邮箱 dhsbeijingcis@dhs.gov。
millie: 3.美国大使馆网站上关于签证时间的两处说明有矛盾之处，希望得到您的澄
清和最终确认：（1）
The U.S. Embassy in Beijing is urging all students and
exchange visitors planning to study or do research in the U.S. to appear for their visa
interviews three months before their programs start. （出自：http://beijing.usembassychina.org.cn/niv_student.html）（2）
The U.S. Embassy in Beijing is urging all
students and exchange visitors planning to study or do research in the U.S. to appear for
their visa interviews two months before their programs start. （出自：
http://beijing.usembassy-china.org.cn/studentinterview.html）请问到底是“三个月”
还是“两个月”呢？比如是两个月，并假设入学时间为 2010 年 8 月 1 日，请问以
上要求是说，要在 2010 年 6 月 1 日以后还是以前办理签证呢？
Beijing NIV Unit: 应该是两个月。对不起，可能是在更新网站过程中没有更改其中
一页。感谢您及时为我们指出这个问题。
millie: 4.请问，DS-160 表格的打印确认页面是否可以在关闭以后再次访问？即，我
是否可以在未连接打印机的电脑上填写表格，然后到连接了打印机的其他电脑上打
印确认页面？
Beijing NIV Unit: 可以。您可以将表格确认页保存起来，然后在连接了打印机的电
脑上登录 DS-160 填表系统，浏览打印该确认页。
millie: 5.美国大使馆网页（http://beijing.usembassy-china.org.cn/niv_student.html）中
所列的 Suggested Surporting Documents 是要在面签当天由申请人带往签证处吗？是
要在到达签证处后马上交给签证官吗？在正式的一对一面签开始时，签证官是否已
经看过这些 Surporting Documents 了呢？如果没有看过，申请人是否可以认为签证
官对于自己的情况一无所知呢？并且，在短短几分钟的面签过程中，是否有可能大
部分 surporting documents 根本就没有被签证官看到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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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NIV Unit: 您需要携带相关申请材料前来面谈。在面谈过程中，签证官有可
能需要看这些文件。签证官会自己决定应该看哪些材料问哪些问题。谢谢。
beijingmimi: 今年 1 月份拿到了签证,是春季入学的，但是有些事情耽搁了,需要推迟
到夏季入学,所以应该会有新的 I20,不知道还要不要再次申请签证呢?
Beijing NIV Unit: 您需要申请一个新的 I20。您不需要重新申请签证。但是您入境
时需要携带学校录取信，新的 I20。
millie: 6.请问与签证官网聊是每个月只安排一天吗？在其他时间如果有问题可以通
过哪些途径咨询呢？咨询是否是免费的？可以到大使馆与签证官面对面进行咨询
吗？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祝您工作愉快！
Beijing NIV Unit: 目前我们每个月只安排一天网聊。您也可以登陆使馆在新浪网上
的博客进行提问 http://blog.sina.com.cn/usembassyvisa 目前我们不安排申请人来使馆
面对面咨询问题。
adrianna 2: 您好，我是一个大学四年级学生，学校的四年级教学安排是外出实习和
完成毕业论文，我已经被一个美国的与我专业相关的技术短期培训录取。在我准备
申请时遇到了以下问题：1、这个培训为期四天，我母亲的妹妹一家希望我在培训
后去她家住几天，而签证理由只能用一个，我应当以培训为出国理由还是以去她家
做客为由更合适？2、签证时是否需要提供全部机票、住宿以及培训费的收据？3、
学校的录取信件是电邮过来的 pdf 格式，是否我将打印件出示给签证官即可？4、
是否还需要出具阿姨的护照复印件、工作和收入状况证明？5、是否需要我和我母
亲两个人的资产证明？除了银行存折外，房产证明是否也需要？证明需要原件还是
复印件？是否需要公正？6、我的国外保险需要买什么类型？保期多长时间？投保
数额有限制么？
Beijing NIV Unit: 您可以申请 B1/B2 签证。B1 签证颁发给赴美从事短期商务活动的
申请人, 活动包括协商签订合同、参加展览或会议、短期培训或与供应商或客户洽
谈业务等。B2 签证颁发给赴美旅游的申请人，包括观光、探亲访友及医疗治病
等。因此您可以同时以探亲，培训两个理由申请签证。任何您认为有助于您签证申
请的材料，您都可以在面谈时一起带来。对于学校录取信， 我们建议您带原件，
如果实在没有，您只能带复印件并在面谈时跟签证官解释一下。更多有关 B1/B2
签证的信息，请您浏览使馆网站。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niv_business.html
Libin: Where should I stick the application fee receipt to? The conformation page of the
DS-160?
Beijing Vice Consul 2: Yes, stick it to the front bottom half of the confirmation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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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 hangzhou: 您好，我想于 10 年 5 月不通过旅行社自己去美国旅游。请问自己
申请签证可行吗？因为我在银行工作，公司规定护照必须上交，在需要办理签证时
才能申请取出护照办理手续，非常麻烦，因此我非常担心被拒签，希望自己能够一
次通过。请问哪些文件或材料能足以证明我没有移民倾向？除了贵处在网站上公布
的户口本、身份证、存折等文件，是否还有别的能够加强签证官这方面印象的材
料？是否必须邀请信、存款证明？是否需要在美国有合法身份的亲友的担保？请指
点，谢谢！
Beijing NIV Unit: 本人可以来申请．请提供真实有效的材料来证明你和国内之间有
密不可分的关系，并证明你在旅行后可以如期返回国内．请参考：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niv_business.html
Beijing Shawn: 尊敬的领事，您好！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与您交流。我有两个问题
想咨询您：1、我于 1 月份拿到了 J1 签证，但由于时间问题，我申请了延期并于近
期拿到了新的 DS-2019 表，请问我还需要重新办理签证吗？新的 DS-2019 表需要
签证官重新签字么？如果需要重新签字，我该如何办理？是否需要预约？2、我于
1 月 4 日在网上用信用卡进行了 SEVIS 缴费，选择了平邮方式邮寄收据，但到现在
为止还未收到收据。没有原始收据只凭打印的电子收据会影响我进入美国吗？有没
有办法查询收据的邮寄信息呢？
Beijing NIV Unit: １）如果交流项目，内容没有发生变化，您不需要重新申请签
证。建议您在使馆工作日时间来使馆让签证官签字。（不用预约）２）电子收据不
会影响您入境美国。
Hazel: 签证官您好，我今年暑假要去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可我是大二学生，之前从
没有出过经历，个人也没有任何收入。想请问您我需要中国护照吗？还是只需要美
国护照和签证？另外，向我这种无收入情况下需要出具资金证明吗？具体是什么？
还需要其他那些证明？成绩单？谢谢。
Beijing NIV Unit: 您需要面谈，取得赴美签证才可入境美国。请参考：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niv_visatypes.html
snow: Dear Visa Officer, I have a H1B status and have worked in a company in the U.S.
with the H1B status. I am visiting my family in Beijing, so I have to fill out the DS-160
form to apply for the H1B visa to re-enter the U.S. to continue the temporary
employment with the company there. There is a question in the DS-160, which asks me
what my current carrer is. Can I use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company in the U.S.? I
have worked in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Beijing Vice Consul 2: Yes, please list your current employment in the US.
haha: 3，您好，我去年春季在北京大使馆面签申请 F1 签证。但是到现在为止仍然
没有消息，已经近 270 天过去了，不仅使我错过了去年秋季的开学，不知道是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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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今年的开学注册。1.请问像我这样如此长时间审查的情况属于怎么回事?难道
就一直等下去吗， 总该给与我们申请者一个解释与答复吧。2.针对这样的情况如何
要求答复，之前给大使馆的传真都没有回信, 谢谢！
Beijing NIV Unit: 每个申请案件均有不同，行政审核时间也不会一样．请谅解．请
把你的个人信息及联系电话一并发传真至 8531-333。我们会尽快与您联系。
wutongyu: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 DS-160 在线申请表确认页的问题。我把确认页发
到了邮箱里面，但是那张确认页跟你们的范例不一样，照片和基本信息都有，条码
也很清晰，就是页面上部的说明没有，我发了两次都是这样，打印出来也是那个样
子，请问这样的确认页能使用吗？是不是只要有条形码就可以啊？如果不能使用应
该怎么办？需要重新申请一遍吗？谢谢！
Beijing NIV Unit: 没有上部的说明，没有关系。
Libin: Does the J2 applicant have to fill a DS-7002 form? Seems this form is for an intern
or trainee. But the confirmation page says I, a J2 applicant, must bring SEVIS, DS2019
and DS7002. I am confused. Thanks very much!
Beijing Vice Consul 2: Only fill out the DS7002 if you are an intern or trainee.
wen: Good morning. I have some friends in America, but I don't intend to visit them
during my stay in America, in such case, would it be necessary to tell the visa officer that
I have friends in America when been asked? Thank you!
Beijing Vice Consul 2: No, only if you are planning on visiting them or if you have
family members there.
ding : 您好！请问商务考察 B1 签证是多长时间有效的? 如果我六月去 8 月再去还用
再申请签证吗?
Beijing NIV Unit: 通常情况下 B1 为一年多次往返签证。如果按您的时间, 不需要再
次申请。
123 3: When I go for the interview, shall I bring the original documents or photocopies
are good enough to show and submit?
Beijing Vice Consul 2: Please bring all originals; only bring photocopies if you do not
have the originals.
ding : 请问参加乐器比赛和参加音乐节都属于 B1 签证吗?
Beijing NIV Unit: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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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3: If the relative in the States is my NIV application sponsor, what sort of financial
supporting documents do they need to prepare for me?
Beijing Vice Consul 2: There are no required documents from your NIV sponsor;
however they can write you an invitation letter if they want.
rq: 我是一名 F2 签证申请者，但是我在去年申请 F1 签证时遭到拒签。请问这种拒
签史对于我申请 F2 签证有否影响?如果申请的学校和项目仍与第一次相同，请问我
可以提供有别于第一次的什么材料可以有利于我的申请？谢谢！
Beijing NIV Unit: 在没有改变自身情况下，不建议在第一次拒签后立即申请下一次
的签证面谈。您需要根据个人申请的签证种类提供真实的申请材料。
123 3: How can the two family members have the interview on the same day, Request
directly when making the interview appointment phone call or other ways?
Beijing Vice Consul 2: Request two interviews when you call you make the appointment.
esltchr: I have an on-going contract here and each year I will go back to my home
country and spend time with my family especially with my father who is already in his
advance age. Now, may I know the possibilities of granting a visa in a case like mine?
Can you suggest what strong evidence can I possibly show to the consul during the
interview? Thanks and hope to have answers for my queries.
Beijing NIV Unit: You should be prepared to show what economic, family, and social
ties you have to your home country. These often include proof of stable employment, real
estate, family pictures, and previous overseas travel (including previous passports). Hope
that helps.
haha: 您好，我去年在北京大使馆面签 F1 签证，至今已过去 270 多天仍杳无音信。
本人非常着急。请问一般而言，我的签证被行政审理的期限有没有上限? 一年? 两
年? 另外，对于我这种情况，根据以往的情况来看，签证通过的几率有多大？谢谢!
Beijing NIV Unit: 每个申请案件均有不同，行政审核时间也不会一样。请谅解。可
以发传真至 8531-3333。
PAN FAQIN: 您好！3 月 1 日前可用新的 D-160 表格吗？可用的话，旧的表格是否
不用填了？
Beijing NIV Unit: 现在可以使用新的 D-160 表格。旧的表格不再使用。
123 3: I went to the States before but my passport was given back to the Gov after I came
back to China. Now I’m planning to apply for American visa again, what if the visa
officer asks me for the old passport and America 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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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Vice Consul 2: No problem, just tell the visa officer and he or she can look up
your previous visa in our system.
Zxy: 你好。我的孩子将在假期回国申请美国旅行签证。我希望在暑假时让他去美
国访问我的老朋友。问题是：申请这样的签证需要多久能拿回护照（他只有 3 周在
国内）？ 申请签证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比如对方的同意信函）？谢谢。
Beijing Visa Assistant: 通常情况下如果签证批准，可以在 3-5 天之内取回护照；签
证没有被批准在面谈结束时就可当场取回护照。由于学习专业以及工作性质的一些
特殊情况，签证可能会需要 2-4 周的办理时间，所以建议提早申请。
PAN FAQIN: 我昨天第一次提交 D-160 表格，打印出来发现一处错误。后来又提交
了一份。可是确认码也变了。我面谈时可以使用第二次提交的确认信吗？
Beijing NIV Unit: 请提交最新的确认页。
hxw: 请问对于 F1 学生签证申请者，如果是因为专业敏感被拒的话进行第二次签证
通过的可能性多大?在该种情况下，你们如何界定前后两次 F1 签证申请者背景的改
变? 前后两次签证的话需要间隔多长时间?谢谢！
Beijing NIV Unit: 在没有改变自身情况下，不建议在第一次拒签后立即申请下一次
的签证面谈。
Hazel: 您好，我还想请问，提前预约最就可以约多少天之后的面谈？是自己可以大
概确定吗？因为我是学生，不想耽误上课。谢谢。
Beijing NIV Unit: 建议您在签证前，提前安排您的行程计划，以便申请到适合您自
己的面谈时间。
esltchr: When a US citizen wants to invite a foreign national to visit to the US, does
he/she need to go to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or embassy to apply for his/her
invitation?
Beijing Vice Consul 2: No, simply write a letter of invitation and bring the letter with you
to your interview. However, it is only part of the officer's decision and does not guarantee
you will receive a visa.
PAN FAQIN: If my interview time is in February, Can I use new DS-160 form and I di
not need to fill the old form like D-157,etc?
Beijing NIV Unit: Yes, you should use the new form DS-160 now. There is no need to
fill out the old forms including the DS-157. The new DS-160 replaces all old application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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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 FAQIN: Yesterday I submitted D-160 for two times, and get two confirmations,
Can I use the second one when interview?
Beijing NIV Unit: You have to use the second one you printed out.
Ding Ding: 1 请问 DS160 表格上的信息如果填错了的话可以在到达使馆后更改吗？
2 DS160 表格的确认页需要彩打的么？还是黑白的也可以？ 3 签证费需要贴在
DS160 表格上么？ 4 DS160 表确认页上需要手写中文信息或签名么？ 谢谢！
Beijing Vice Consul: DS160 填错的话，您需要再次填表格（如果已经存好，可以上
传以前的表格）然后把新的确认页打印出来。黑白的就可以。申请费的收据贴在
DS160 上面。确认页上需要手写中文名字电码。
huoyurong: 您好：我的儿子是北京人，目前在英国读大学二年级，他作为交换生今
年九月要去美国加洲大学读一年，明年再回到英国读大学四年级。请问我儿子应该
在北京签证还是在英国签证？
Beijing NIV Unit: 可以到北京的大使馆来面签。
joyee: 您好，我 6 月份需要续签 但是我有几个问题 我应该是 full time 但是由于学
分没有修够 就变成了 part time student，学校已经把我的的 i20 换成了 part time 的
我续签的时候会有问题吗？会被拒签吗？
Beijing NIV Unit: 签证官员需要看您的综合情况，方可判断您是否可以得到签证。
wei zhou: 新的在线申请系统 DS-160 是否适用于中信银行代签业务？新的在线申请
系统 DS-160 对于中信银行代签业务有什么影响？代签所需材料或流程是否会有改
动？谢谢。Is the new DS-160 online application system also applicable to the agent visa
application service through China Citic Bank? How will the new DS-160 online
application system affects the agent visa application service through China Citic Bank?
Will the requirements on this agent service change accordingly, e.g., document, evidence,
application procedure and ect? Thanks！
Beijing NIV Unit: 如果符合条件，可以通过中信银行代签业务。新的 DS160 对中信
银行代签业务没有太大的影响。The process for applying through CITIC bank will be
the same, please see our website for more details: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ds160onlineapplication.html
luxx1234 2: 尊敬的签证官，您好！我父母于 1 月 15 号在北京 B2 面签并通过。我
随后给他们买了 3 月 1 号的往返机票 （回程 6 月 25 号）。但 1 月 19 号我们被告知
我父亲上一次来美的签证上面生日年份有误，需要我们传真他的身份证以及户口本
以证明他的确切生日。我们于 19 日当天传真了所需材料。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收到任何消息。如果他们不能在 3 月 1 号之前收到护照，将会给我们的旅行计划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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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诸多不便和相当的经济损失。我想知道类似案例通常需要多久会处理完毕以决定
到底把机票改到哪个日期（每改一次 3000 元手续费+机票差价）。我父母现在非
常焦虑，盼回复。
Beijing NIV Unit: 每个申请案件均有不同，行政审核时间也不会一样。请谅解。同
时，也可发传真到：８５３１－３３３３查询。
xingyan: 签证官您好：请问需要行政审核的签证说的是 2-3 个工作日通知，可现在
还没有通知，我的出行日期就要到了，请问怎么才能知道通过否。谢谢！
Beijing Visa Assistant: 行政审核是在签证颁发之前的 2-3 个工作日，以邮件形式通
知，并不是在面谈之后的 2-3 个工作日。通常行政审核需要 2-4 周的时间。
老李: 请问 160 表格中“护照本编号”（passport book number）该如何填写呢？
Beijing NIV Unit: 请填写 N/A。
老李: dear officer, the version number on my conformation page is 01.00.03, but my
friend's is 01.00.04, and there're some questions in my ds-160, which are not in his. It
may be because I submitted the form several days earlier. 1) Can I use the old version? or
do I have to prepare the form again? 2) Will it affect my friend's application with the ds160 form where some questions are missing? Thanks for your answers！
Beijing Vice Consul 2: The Ds 160 is a smart form, meaning that the questions are
tailored to each specific applicant. Therefore it is natural to have different questions on
your forms because your situations are different.
老李: 请问 160 表格中提交的照片必须和签证面谈时携带的照片一样吗？
Beijing NIV Unit: 是的。
joyee: 我续签的时候需要面签，这次面签还需要存款证明吗？如果需要，要准备多
少？谢谢！
Beijing NIV Unit: 一定要真实，没有金额规定．请参考：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niv_visatypes.html
ding : 您好！请问如果孩子户口迁到北京上学，和母亲不在一个户口本上，如果母
女申请 B1 签证时需要做母女公证吗？有孩子出生证还有独生子女证。谢谢！
Beijing NIV Unit: 不需要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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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 尊敬的签证官，您好！我是一名军队医院的医生，想在暑假期间去美国探望
妻子，请问签证时还需出示单位的证明吗？军人的签证是否很难通过？6 岁的孩子
还需面签吗？
Beijing NIV Unit: 请参考：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niv_business.html 您
来面谈时将孩子的申请材料一起带来替孩子申请， 6 岁的孩子不用来使馆面谈。
dongs: 请问 DS-2019 表是否需要签证官签字？本月初我们团签签过了，但我那份没
见有签字，vo 填写那一栏仍是留空。需要补签吗？补签的话，能让中介帮助代办
吗？若必须个人办理，还用预约吗？还是拿本人的护照于使馆工作时间前来补签
字？
Beijing NIV Unit: 需要签字。按工作日时间来办理。
esltchr: Do I need a letter of invitation from a friend or relatives and a supporting
documents from them aside my own money showing that they can also support me
financially during my short stay in the USA?
Beijing Vice Consul 2: A letter of invitation can be helpful but is only one part of your
application. You can bring in their financial information if you want, but your
information is more important if you are paying for your own trip.
老李: 请问在赴美费用支付方名称栏中，名称打不下怎么办呢？
Beijing NIV Unit: 请尽可能地详细填写。不完整的申请表可能会影响您的签证面
谈。
yi: 您好，我想问一下我是一月底去北京的大使馆申请的 F-1 学生签证 但是因为当
时没有带学校成绩单就被行政审核了去完大使馆的当天我就把材料传过去了。我想
问一下我还要等多久啊？美国学校都开学俩月了，学校也催我好几次了，我都在北
京等了一个月还没信。现在护照还在大使馆，我们全家都挺着急的。我只是去读高
二，而且我 09 年下半年已经在美国待过半年了，这次回国只是办转学。刑侦审核
大约要多久才能给我回话呢？我都在家待了俩月了，三月份马上春假，这学期都快
过去了。
Beijing NIV Unit: 每个申请案件均有不同，行政审核时间也不会一样。请谅解。
zou xuhui: 我是湖南的，DS-160 表格要求填写的护照编号是在具体哪个位置?
Beijing Visa Assistant: 如果您所指的是 PASSPORT BOOK NUMBER，请填写
N/A。
菲儿: 请问我在填写 160 表格时，填到工作地点时只出现现任单位信息，不出现上
任单位信息，和学校信息，出境史信息也没有，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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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NIV Unit: 按表格系统填写。
肖国章: 您好！我们正在准备填写 160，请问电子照片必须是正方形的吗？我们采
用非正方形的照片也能上传，像素最大为 1200x1200，还是 2400x2400，上传出现
错误为像素不能超过 2400x2400？
Beijing NIV Unit: 请参考：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photo_requirements2.html
北京人: 签证官您好!我和我先生持 L1/L2 签证, 现住美国, 想于四月份初回北京续签
L1/L2, 我们已经打了好几次预约中心电话, 都被告知目前最晚只能约到 3 月 31 日,
请问一下贵使馆在北京的四月份的预约最早将于什么时间开始?
Beijing NIV Unit: 如果有必要调整面谈时间, 请发传真: ８５３１－３３３３。
esltchr: Good day! I'm one of the foreign nationals who is legally and currently teaching
English here in China and I'm holding a valid working visa/residence permit and a
foreign expert certificate. Since, I'll have a personal holiday as part of our benefits, so I'm
planning to use this time to travel to the US in September to visit my cousins ,relatives
and a family friend who will be having a major operation and to have sightseeing, too
then after that, I'll be back here to continue working because I'm still on contract until
Aug. 2011....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apply for a US visitor's visa and I'm planning to have
it done here in China without going back to my home country due to time constraint.. I've
read that, it is suggested to apply for a US visa on his/her own country, but still there's no
prohibition of doing such, in the place where he/she is working at....I have an on-going
contract here and each year I will go back to my home country and spend time with my
family especially with my father.
Beijing Vice Consul 2: You are correct; you can apply for a US visa in another country.
Make sure you bring in documentation explaining why you are living and working in
China.
zy: 网上只有 ds-160 表了,25 日我去签,也只能用新表了?
Beijing NIV Unit: 是的，您只能用新的 ds-160 表了。
business2b: Hello Sir，I am a third county national and holding all the working legal
documents and I'm planning to apply for a US visitor’s visa to check a place in Texas to
where I can possibly deal a business in fashion wear..I'm planning to open a business
there, related to fashion clothes and other accessories, but I'm not sure what and how to
do it. Can I possibly get a visa here to get there in the US without going back to my birth
country and what documentations do I need to present during the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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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Vice Consul 2: Yes, you can apply for a US visit in a country other than your
native country. Please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on our website as to which documents you
need to bring to the interview. Also please be prepared to explain and document why you
are living and working in China.
zou xuhui 3: DS-160 表格提交上去为什么保存显示格式不对？不是 DAT 的格式。
Beijing Visa Assistant: 保存时使用系统自动生成的保存格式，保存出来的文件无法
单独打开阅读，下次网上填写 DS-160 时使用 upload 该文件，所有信息会上传到
DS-160 系统中。
Libin: J2 don't have to pay the SEVIS fee, right? Thank you！
Beijing Vice Consul 2: Correct, J2s do not have to pay the Sevis fee.
zou xuhui 2: DS-160 表填写问题：中国护照可以不用填护照编号吗？
Beijing Visa Assistant: 只填写 PASSPORT NUMBER, PASSPORT BOOK NUMBER
填写 N/A。
nigel520: 您好：我是我妈妈申请我的，在 2010 年 2 月 2 日面签，签证官说我已经
通过了。资料收进去了，把护照还给了我。叫我回家等电话，我还要等多久才能拿
包裹呢？
Beijing NIV Unit: 您的问题中提及“包裹”，感觉您好像不是在申请非移民签证。
这个问题建议您与传真 8531 3100 联系。
Junchuan Zeng: Dear sir or madam, I am currently a PhD student in the US. I applied for
an F-1 visa for reentry in June 2009 via the Citic bank's delivery service. Beginning this
January, I am admitted to a MA program in another department in addition to the old
PhD program. My new I-20 was issued recently with both programs in it. Besides the
addition of a new program, there is no change on my I-20 (except for probably the
funding amount, yet I am still fully funded). I am planning to go back to China this
summer and need to reapply for an F-1 visa. Since there are changes on my I-20 since the
time my last visa was issued, I am not sure whether I could still use the Citic Bank's
service, or should I be interviewed at the embass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time!
Beijing Vice Consul 2: As long as the original institution on your I-20 is still the same,
you should be able to use Citic bank's service and not come in for an interview. However
please make sure to note on your application that you added an additional program to
your I-20.
Guest: 你好，我是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的学生，学校的放假时间是 6.1—
9.15，我参加今年的 Summer Work and Travel 项目，2 月 2 日面签，目前还没有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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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签证，使馆让我改我 DS2019 表的时间，我想知道，我的放假时间就是我
DS2019 表的时间，为什么不给我签证还一定要让我改时间？
Beijing Visa Assistant: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登在使馆网站上了，请您浏览网站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niv_info2.html （第二个链接---通知：夏季工作
/旅游项目法定日期。）法定的夏季工作/旅游项目时间段为6月21日至9月19日。申
请人在申请J1签证时须提供注明在这一起始日期之内的有效DS-2019表。DS-2019
表上的起始日期超出此时间段的申请人将不能获签。
qianming: 可以在一台电脑上填两张表吗？（是两个人的表但是分别属于不同的领
区）电子签名会不会是一样的？
Beijing Visa Assistant: 可以在一台电脑上为多人填写表格。选择正确的领区即可。
洁: 尊敬的签证官先生: 我目前在美国一所大学就读, 今年暑期准备回中国大陆休假.
因我返回美国时现有签证已经到期,因此需要续签。我的户口所在地是武汉, 原来是
在北京办理的签证手续。而这次我需要经上海中转往返美中, 故我想了解我是否可
以在上海下飞机后就在上海办理续签手续,以减少再去北京的麻烦。另外, 我不论在
上海或北京续签是否都需要预约? 谢谢您的回答!
Beijing NIV Unit: 建议您就能否在上海领事馆续签签证的问题咨询上海领馆，他们
的传真是 021 6217 2072。如果您符合使用中信银行免面谈代传递服务续签签证，
您也许不用亲自来使领馆面谈。有关中信银行免面谈代传递服务的具体要求请您浏
览使馆网站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niv_renewal.html
chunyan: 您好。我想请教一个有关中信银行免面谈代传递服务的问题。我父母符合
网站上所列的三个条件（上次签证过期 12 个月之内， 在常住地领区申请与上次相
同签证），他们在上次来美国时申请过延期并得到批准，在规定时间之内返回。请
问这种情况可不可以通过中信银行申请签证？
Beijing NIV Unit: 具体情况建议您咨询中信银行。
吴桐: 我在美国读大学。今年毕业。已经得到研究所（Graduat School）的录取了。
我今年想要回国，再签证过来读研究所。在此之前我都在读书没有回国，所以签证
已过期，但是护照和 I-20 都是有效的。请问我今年回国签证会因此受到影响吗？
Beijing Visa Assistant: 没有任何影响，按照正常的申请程序申请签证。详细申请程
序请参照美国使馆官方网站。
wangmengqi: 我在网上填写了 DS156 表格,等了很久也没有反应,我的女儿在美国病
了,要通过中信银行递交申请签证,请你帮助如何处理才能得到表格。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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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NIV Unit: 建议您使用新的 DS-160 申请表申请签证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niv_info2.html
肖国章 2: 如果我们一行几人去美国开会，“组团名“怎么填写？
Beijing NIV Unit: 如果您此行赴美的团组没有特殊的名字，写“Business''就可以。
quere: 您好！1999 年我只有 12 岁，我妈妈托人带我去过一次美国驻广州领事馆，
之后我的旧护照的最后一页下方有了一个章：application received, guangzhou
consulate 02/99。但是当时因申请材料不齐全没有继续，另外我本人也从没填写过
任何表格，也没有在任何地方签字，而且那一次之后我也再没去过广州领事馆，我
妈妈也再没和我提过这件事。请问这些能否表明当时已经申请过美国移民签证？谢
谢！
Beijing Visa Assistant: 请咨询美国移民局关于移民程序和步骤。
肖国章 2: 中国办理的护照有没有护照编号，需不需要填写？
Beijing NIV Unit: 填写''N/A''。
杨: 尊敬的签证官，请问申请 H4 签证，需要提供配偶的 I-797 原件吗？
Beijing NIV Unit: 需要提供 I-797 原件。
李水少: 去美国自费上私立高中的小留学生（F1 签证）具体应准备哪些材料？这类
的签证成功率大约多少？
Beijing Visa Assistant: 留学生前来申请留学签证请参照美国使馆网站与此相关详细
说明。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niv_student.html
李水少: F1 签证对小留学生有年龄限制吗？
Beijing Visa Assistant: 没有限制。
Jonathan : 请问新的法定夏季旅游工作项目计划日期适用于在上海领事馆申请签证
的申请人吗？请签证官明白，中国全国有很多高校的校历安排都会有不同，而不同
年级的校历安排也不同，有的大学生甚至在五月就放暑假了，所以各高校各大学生
都有自己不同的假期时间安排，而很多公司把夏季旅游工作项目时间安排在六月
初。如大使馆把此项目的时间定死在 6 月 21 至 9 月 19,并称超过此日期的申请签证
人无法获签，将使很多人合资格的人失去赴美的机会。请签证官充分体谅各大学生
的不同情况，此法定日期实在不是很合理。请给我们这些合资格的夏季工作旅游项
目签证申请人但却被法定日期所拒签，适当给与考虑豁免此规定吧。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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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Vice Consul: 对，新的法定夏季旅游工作项目计划日期是整个中国规定的日
期。 SWT 必须在这个时间内。SWT 必须在美国的夏季之间。我们理解你的疑问，
但是我们不能改变这个政策。
Hazel: 你好，我是大二学生，今年暑假要去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并进行演讲，想请
问，如果我提供和我一同前往开会的美国公民的相关资料，会有助于我申请签证
吗？
Beijing NIV Unit: 请您按照表格中所提问的问题提供相关回答，签证官会综合考虑
您的整体情况是否符合签发签证的要求。
JACK: 您好！ 我是访问学者 j1 签证，已经 check6 周了，由于申请的赴美资助是有
时间限制的，所以对于 check 没有确定的时间表感到很困惑，是不是应该设置一定
deadline 才有利于安排工作，这样真的耽误事情。
Beijing NIV Unit: 由于每个申请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因此行政审理的时间也会不一
样。一旦审理结束，我们一般会以邮件形式通知您。
liukun : Urgent:新年好！1.我的学生签证 8 月份过期，但我 summer quarter 想继续上
课（到 9 月份结束后再回国， 如果课程取消我想在美国境内旅游），请问我人在
美国的话，签证如何延期？签证过期不延期的话，会不会影响下一次入境？2 回国
后，中信递签需要什么材料？要美国的成绩单吗？谢谢！
Beijing Visa Assistant: 1。本人在美国无法进行签证延期， 必须在中国办理新的美
国签证。如果签证已过期，需在回到中国后重新返回美国之前办理美国签证。2。
中信递签除需要填写正确的申请表外，还需提供有效的 I-20,以及成绩单等相关材
料。
linpeng: 你好！新的 DS-160 表中，签证类别里没有 H4 选项，请问需要选哪个作为
替代？Thanks a lot!
Beijing Vice Consul: 谢谢您通知我们 DS-160 存在这个问题。你需要选 H1 然后选择
“配偶“（spouse）就可以。
Alex: 您好！我刚参加工作，学生期间作为第三作者由导师发表了一篇文章，被美
国一医学会议采纳后，需要代替导师以学生身份到华盛顿参加会议。请问，1、像
我这种情况申请商务及旅游签证需要行政审理吗？2、我现在工资很少，所谓的牢
固的经济约束力我尚未具备，是否必须有 10 万以上的存款，或者出具能支付在国
外期间费用的证明？3、我是独生子，是否需开具此方面社会约束力证明？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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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Visa Assistant: 1. 是否需要行政审理由面谈签证官根据申请人具体情况决
定。2，3。社会约束力由本人综合情况得出结论，我们不会推荐也不会就每一位申
请人的情况建议提供何种具体材料。
河南学生: 您好，我是 2009 年 12 月 15 日在北京办理的 F1 学生签证，至今已两个
多月了，我要去的学校早已开学，我的护照至今没有消息，往大使馆发传真和邮件
均无音讯，本人非常着急，我在中国将于今年 6 月份毕业，如果现在签证下不来，
还没有期限，我现在在家一直等签证结果，什么也干不成，为此将耽误我一生的好
时光，我很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请问签证官我现在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才好。谢
谢！
Beijing NIV Unit: 从您的问题中我们看不出您的申请目前是在什么状态。建议您发
传真至 8531 3333，传真中请您提供您的真实姓名，护照号还有电话号码。
Vivienne Zang: 签证官，你好！还有个问题，在没有确定申请什么类型的签证的情
况下，能先预约面谈时间吗？
Beijing Visa Assistant: 可以预先预约面谈时间，但是必须在前来面谈之前决定好需
要何种签证，并且准备好该种签证所需的材料。
Hanzhuo: 你好，我有两个问题：1.我四月底回中国 5 月 27 号返美继续学业，我的
F1 签证 6 月 3 号到期。我不打算重新签证，但导师说最好 renew 一下，怕万一签
证离到期时间太近进美国时候海关人员有顾虑。我想证实一下有没有被拒绝入境的
可能性，因为 visa 快过期的关系。2.如果要 renew，可以采用中信银行的代传递服
务吗？我十指指纹 09 年 6 月于北京使馆采集过，这次返美也是在相同的学校相同
的 program 继续学业。i20 是要新的？sevis 费还用再交吗？多谢了！
Beijing NIV Unit: 如果您的签证在入境美国时仍然有效，则不需要重新申请签证。
入境不是由使馆决定，而是由入境口岸的移民官员决定。
张路: 曾经获得过美国签证，有效期为 2007.10.25--2008.10.11 ，现在申请签证还需
要去使馆面谈吗？如果不用怎么操作？
Beijing Visa Assistant: 您已经不符合中信银行快速免面谈签证程序，需要前来使馆
面谈。具体程序请参照美国使馆官方网站。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niv_howtoapply.html
Libin: 填写 DS-160 时，J2 签证申请者（J1 家属现在在美国）是 Principal Applicant
吗？purpose of Trip to U.S. 应该选那一项呢，选 Student/Exchange Visa(F, J, M, Q)可
以吗？Thanks！
Beijing NIV Unit: 选择 student exchange (F, J,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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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飞翔: DS-160 上传的照片是否就是以前要求的 5X5 的签证照片？
Beijing NIV Unit: 是的。
我是不是看不见别人的问题和答案？
Beijing NIV Unit: 可以看到。

签证官，你好！不好意思，还有给问题，我孩子有英国签发的学生签证并有出入境
的记录，还有在英国警察局注册的文件，请问办签证时除了美国学校的录取信还需
要英国学校的在读证明和成绩册吗？
Beijing NIV Unit: 建议携带与赴美签证相关的材料。

很多人被拒签的有相似的经历：提供的材料很多，签证官并不会都看，有的是最有
说服力的根本没看，很晕。比如：存款证明、在职证明等根没用上。签证官心情不
好是不是有的也会被拒签？不是所谓“有护照就可以去美国旅行吗？”被拒签的同
志都很受伤害！
Beijing NIV Unit: 签证官员签发每一个签证都会认真的考虑申请人的综合情况。

签证官，你好！我的孩子现在在英国读高中，我们考虑将来让她到美国读大学，为
了解美国大学的情况，孩子申请了美国大学为中学生办的暑期课程，请问这个暑期
课程应该申请什么类型的签证？这个暑期课程是７月１８日开始，由于英国高中假
期有限，我的孩子只有３月２６日至４月１６日这段时间在北京，不知可否在这段
时间内申请签证？如果时间来不及，孩子能不能在英国申请相关的签证呢？
Beijing NIV Unit: 可以考虑申请 B1/B2 签证。具体请参考更多信息: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niv_visatypes.html
还有一个普遍的问题： 对提交资料和事实的解读似乎可以千差万别，完全去觉得
签证官对事物的认知， 签证官似乎具有神秘而无限的对签证的决定权。 如果一个
中国人，具有多次往返美国的签证，而且确实常常往返中美两国。 是否在提交不
同种类的签证申请时，还有可能被签证官认为有移民倾向而拒签呢？
Beijing NIV Unit: 签证官员签发每一个签证都会认真的考虑申请人的综合情况。

关于 B1 申请需提交的资料，我已经有一份美国政府部门发来的邀请函，里面详细
描述了赴美出差的日程， 请问这是否能满足 B1 资料要求中第 2&9 项关于
Invitation &Travel for Business＂的要求？ 还有一份我所在机构签发的工作关系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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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说明了我的工作岗位在中国，记载了工资额，说明了赴美出差费用由该单位提
供。这是否能满足 b1 资料第 6 项关于“Evidence of why you will return to China"和
第 8 项 "Proof of Finances" 的要求？此外，我刚从美国回国，但原来签证的种类不
是 B1. 这些是否都可以证明我不会滞留美国，而是会回到中国？
Beijing NIV Unit: 请根据你自己个人实际情况提供真实有效的材料。关于
“Evidence of why you will return to China"，签证官员会考虑你多个方面，例如，
工作单位，个人经济状况和家庭因素等等。
在是否曾被拒签的问题中，点击“yes”以后，会出现“explain”，在这里需要说
明的是拒签时间和地点、申请签证类型吗？还有其他内容需要说明吗？
Beijing NIV Unit: 请按照表格系统填写答案，尽可能的详细。
你好，请问 ds-160 表添了一次 ，也打印了确认表，但是又发现有的问题需要修
改，可以再申请另一个确认表吗？另外签证时需要的确认表 打印成黑白的可以
吗？确认表上的中文不能正常显示，怎么办？中信银行的收据有 2 张，应该粘贴哪
一张？
Beijing NIV Unit:
1) 请尽可能并认真的一次性完成表格填写, 如果一旦填写并递交完成, 请按第二
次递交确认页为准。
2) 可以是黑白的。
3) 在确认页上请手写相关信息即可. 请参考: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uploads/images/CuDYO4dbspAyV_jZDa6kWA/Attachment_11.pdf
4) 第一联原件

你好请问 F1 学生签证(去年 5 月份签的目前在美国)暑假回来探亲返美前要重新签
证吗?谢谢!
Beijing NIV Unit: 确保签证在有效期内。

我申请 B1 签证去美国。 查看了贵网站对提交资料的要求，发现没有表格要填写，
只有一个 DS-160 在线申请表，且是 3 月 1 日以后申请时才要求填写的。 请问，
1） 还有什么表格需要填写吗？ 2）在哪里能下载 DS-160 表格？
Beijing NIV Unit: 请参考：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niv_business.html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ds160onlineapplic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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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官，你好！如果现在申请Ｊ１签证，明年可以申请Ｆ１签证吗？谢谢！
Beijing NIV Unit: 可以。

尊敬的领事，您好！第一次使用这个交流平台，上午的提问没有看到回复，不知道
是否属于正常情况，故此再次发问，请见谅。我有两个问题想咨询您：1、我于 1
月份拿到了 J1 签证，但由于时间问题，我申请了延期并于近期拿到了新的 DS2019 表，请问我还需要重新办理签证么？新的 DS-2019 表需要签证官重新签字
么？如果需要重新签字，我该如何办理？是否需要预约？2、我于 1 月 4 日在网上
用信用卡进行了 SEVIS 缴费，选择了平邮方式邮寄收据，但到现在为止还未收到
收据。没有原始收据只凭打印的电子收据会影响我进入美国么？有没有办法查询收
据的邮寄信息呢？
Beijing NIV Unit: 请不用反复提问，我们需要时间回复你的问题。请谅解。

签证官，你好！如果中学生申请参加美国大学的专门为中学生办的３－６周的暑期
课程，获得批准后，应该申请什么类别的签证呢？谢谢！
Beijing NIV Unit: 可以考虑申请 B1/B2
签证. 但具体请参考更多信息: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niv_visatypes.html
签证官，你好！如果中学生申请参加美国大学的专门为中学生办的３－６周德暑期
课程，获得批准后，应该申请什么类别的签证呢？谢谢！
Beijing NIV Unit: 请不用反复提问，我们需要时间回复你的问题。请谅解。

您好!我是一名大学三年级学生,计划大学毕业后出国读研究生.请问签证材料所需的
资金证明怎样做才最有力,或者说如何存钱最好,包括以什么方式存多长时间,存到何
时最好

Beijing NIV Unit: 使馆对资金证明的金额及存期没有具体规定，您必须能够证明自
己有能力在美国做全日制学生并且有能力支付学费和上学期间所需的生活费用。更
多有关学生签证的信息请您浏览使馆网站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niv_student.html
我在 1.14 被拒签，孩子非常失望，我们是跟团去旅行，带孩子去迪斯尼，我的同
伴大部分得到了签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拒，我们是神舟国旅跟团旅行。迷
茫，孩子很失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吗？白本就一定会被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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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NIV Unit: 您可以再次申请。获得签证，您需要向签证官证明您在中国有牢
固的约束力会在美国短期停留后如期回国。
我来美国多年，前几年我父母虽十分想来美国探亲旅游，因照顾年高体弱的奶奶，
不能远行，去年奶奶去世，便想邀请父母来美国旅游闲心，遗憾的是二次都被拒
签！父母情况：70 多岁，退休多年，有很好的退休待遇，和我俩个姐妹住在同一
城市。我的情况：夫妻在美国有“绿卡”，收入稳定。拒签信上讲的：情况发生了
根本变化时，再重新考虑申请签证，这个根本变化指什么？像我们这种情况要什么
变化？我想让老人再去签证，除了新填 160，还是准备和前二次一样的证明材料
（父母在中国收入情况，房产财产证明，国内子女情况，家庭照片以及我在美国的
身份证明，收入证明，邀请信等）吗？
Beijing NIV Unit: 根本变化指在中国有牢固约束力这方面的变化。要获得签证，您
必须能够向签证官证明您在中国有牢固的约束力，您会在美国短期停留后如期回
国。有关签证申请的更多信息请您浏览使馆网站。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ds160onlineapplication.html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niv_business.html
想证明我没有移民倾向，工作单位开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吗？
Beijing NIV Unit: 任何您认为与签证申请有关的材料都可以在面谈时带来。
我的孩子 2010 年 8 月满 14 周岁，现在是 8 年级，想今年 9 月去美国读高中，已收
到 I－90 表。请问孩子可以单独去签证处申请学生签证吗？针对小留学生有什么特
殊规定？
Beijing NIV Unit: 您的问题可以通过浏览使馆网站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niv_appointmentday.html 第一段得到解答。
尊敬的签证官女士/先生，新年好！我的问题是：现在学生签证（F1 签证）是不是
延长到两年可以自由进出美国/中国海关？我听朋友说上月中旬在网上看到延长的
通知，不知是真是假。我小孩 2009 年 4 月底签的证，7 月 31 日入美国海关进入美
国读书，今年暑假想回国探亲，是否还要进行签证？迫切需要答复，请您们一定一
定在百忙中给予确切的信息，谢谢您们。
Beijing NIV Unit: 签证在有效期内且完好无损就不用再申请新的签证。
我已以因私护照号缴了签证费,但是现在又以因公护照签证,请问已缴的签证费能用
吗?因护照号不一样。
Beijing NIV Unit: 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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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NIV Unit: 感谢大家参与今天的网聊。请继续关注使馆网站获取下一次网聊
预告。我们会尽快将此期网聊记录放到使馆网站上，对于今天没来得及回答的问
题，我们会在近期回答。谢谢大家，祝大家晚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