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签证 DS160 表申请信息 

途牛将依据此表为您准备赴美签证资料，所列每项项目，必须填写，缺一不可! 如空格内无任何内容，则视

为“无”或“否”。 

需勾选的信息处请打勾“√”或用颜色来注明，如手写，请用正楷填写，务必字迹清晰工整；内容一定要真

实和完整，这是能否给予签证的最重要的依据。 

我司有义务按照此表格准确帮助您完成英文 DS160 美国非移民签证申请表格，但由于您自身的错填、漏填

或故意隐瞒、欺骗等原因造成的不良后果，将由您自行承担。 

一．如果您需要自行去中信银行领取护照，请

打开链接，选择银行地址。如不填写，即默认

为我司代取护照的常用中信银行地址在邮寄

http://bank.ecitic.com/personal/cgjr/ch

uguo_1_7.shtml 

自取 

 

护照领取城市：                        

中信银行地址：                        

如您在面试后成功获签，领馆将按此地址将护照邮寄至该中信银行并由您亲

自前往该中信银行领取 

 

二．您希望预约的美国签证面试时间：2016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7 年 01 月 15 日之间 

如无需求中的时间是否同意系统内可约的最早面试时间：   √是     否 

三．个人信息/地址/电话/护照信息 

 

1.姓名（姓与名之间用顿号隔开） 张、三 

2.曾用名（姓与名之间用顿号隔开，多音字请

注明拼音） 

张、三 

3.性别 
√男      女  

4.婚姻状况 

备注： 若离异或分居或过世也需填写此项，配

偶姓名、出生日期、出生城市、国籍等。如果

离异且已再婚，以下信息填现配偶的；如果离

异且没有再婚，则以下信息填原配偶的，并在

横线上写明结婚日期，离婚日期和离婚原因、

离婚地点，务必填写(如经历 2 次或以上，需分

别填写每次婚姻的配偶信息)。 

未婚    已婚    √离异    再婚    丧偶 

配偶姓名： 李、三 （姓与名之间用顿号隔开，多音字请注明拼音） 

配偶出生日期：  1986   年   12   月   01  日      

配偶出生城市：     北京       市    

配偶国籍：   结婚日期： 2011   年  10  月   01 日         

离婚日期： 2012   年  12  月  25  日         

离婚原因：    性格不合    （请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原因）           

离婚地点（国家和城市）： 上海 

 

5.出生地（市或县）     江苏       省      南京        市 

http://bank.ecitic.com/personal/cgjr/chuguo_1_7.shtml
http://bank.ecitic.com/personal/cgjr/chuguo_1_7.shtml


 

 

 

6.出生日期   1984  年  03  月  20  日 

7.国籍 中国 

8.身份证号码 310000000000000000 

9.是否拥有或曾拥有其他国籍？ 

如有，具体是什么国家？ 

是否持有其他国家国籍的护照？ 

护照号码是？ 

1. 是  √否 

2. 国家名： 

3. 是   √否         

4. 如是，请填写护照号码： 

10. 您是否有美国社会安全号？ 

如有您的安全号是多少？ 

1.是  √否 

2.安全号： 

11.您是否有美国纳税人身份证号码？ 

如有您的身份号码是？ 

1.是  √否 

2.身份号码： 

12.现在实际家庭详细地址 

 

上 海 市 *** 区 *** 街 道 *** 号 *** 室                                                              

（具体到门牌号码） 

13.邮编 210000 

14.手机号码 13900000000 

15.家庭号码 021 - 12345678 

16.工作号码 021 - 87654321 

17.Email 邮箱 123@QQ.COM 

18.护照号码 

 

G88888888/E88888888 

19.护照本编码(护照首页右侧竖着的 8-10 位

数字) 

1960358746 

20.护照签发城市 中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 

21.您曾经是否有护照遗失或被偷？  

（如果有注明护照号码与签发国家） 

1.是  √否     

2.护照号码：                    签发国家：       

四．旅行信息 

1.这次去美国的真实目的 
□B1.商务   □√B2.个人旅游    □探亲    □访友   □B1/B2.商务及旅游 

2.是否有行程安排？ 
√ 是     否    （如没有具体行程，选择否） 

3.预计到达美国时间 （重要） ___2017____年__5____月___01___日              航班号（如有）  965874                   

4.到达美国城市（首入城市） 纽约 

5.离开美国时间    （重要） __2017_____年__5____月__20____日              航班号（如有） 965873                    

6.在美国的末站城市(最终离开时的城市) 纽约 

7.您经过美国的城市 纽约,洛杉矶 

8.您在美国首晚入住酒店名称（首入城市）、地

址、电话 

酒店名称：HILTON HOTEL 

酒店地址：West 44th Street，New York City , 

酒店电话： 1-212-8034500                  （可写预计入住酒店） 

9.此行费用由谁承担？ 

 
√自费 

 公司承担，提供公司全称                     与你的关系            



 

 

 

地址：                                     电话                  

 他人承担，提供承担人的姓名              与您的关系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E-mail(如有)                   

10.是否有同行人？ 

如是,请提供同行人的姓名及与您的关系： 

 

1. √是   否 

2. 同行人姓名：赵六 

   与您的关系：朋友 

11.是否参团？ 

如是，请提供旅行团名称 
1. 是   √否 

2. 旅行团名称： 

12.是否有人给你申请或者正在申请美国移民

签证。回答是，提供其姓名，与您关系或是机

构名称 

 

是   √否 

13.您是否去过美国？  

如去过，出发时间分别是？（以往美国的出境

记录） 

 

 

 

 

1.是   √否 

2.出发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停留天数：（   ）天 

3.出发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停留天数：（   ）天 

4.出发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停留天数：（   ）天 

5.出发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停留天数：（   ）天 

14.您是否持有或曾经持有美国驾照?是或否，

如是请提供驾照号码？ 

 

1.是   √否 

2.驾照号码： 

3.驾照所属的洲: 

15.您是否曾获得过美国签证? 

如果回答是,请提供上次获得美国签证的日期

和签证号码。 

1.是   √否 

2.日期：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 

签证号码：                     （提示:签证页右下角红体字） 

16.您本次申请的签证类型是否与上次（最近一

次）申请的签证类型相同? 
√是   否   

17.本次申请与上次申请是不是在同一国家申

请，并且这个国家是否是你的主要居住国？ 
√是   否  

18.您是否在美国使馆留取过十指指纹? √是    否 

19.您的美国签证是否曾经遗失或者被盗? 

如果回答是, 请输入遗失或者被盗的年份 

1.是   √否 

2.遗失   被盗 

3.年份：_____年____月____日 

20 您的美国签证是否曾经被取消或者吊销过? 

如果回答是, 请解释原因: 

1.是   √否 

2.原因： 

21. 您是否曾经被拒签,被拒绝入境美国,或者

在入境时被撤回您的入境申请?  

如果回答是, 请写明详细城市和日期 

1.是   √否 

 

2.回答“是”解释原因： 

五．除旅游，如目的是商务/访友/探亲，请详细填写，在美联系人信息 



 

 

 

1.在美国联系人姓名 

 

姓：          

名：                                      （商务访友探亲必填） 

2.在美国公司名称                   （商务必填） 

3.与您的关系  亲属 详细说明具体关系                配偶  朋友 商业伙伴 

雇主 学校官员    其他    （商务访友探亲必填） 

 

4.在美国联系地址       （商务访友探亲必填） 

5.电话       （商务访友探亲必填） 

6.邮箱  

  

六．家庭信息 

1.父亲的全名（姓与名之间用顿号隔开，多音

字请注明拼音） 

 张、一                  （如已故也必须填写） 

2.父亲出生日期（日月年） ___1957_____年  5   月  27   日 

3.您的父亲是否在美国？ 是   √否 

如是，请选择以哪种合法身份停留在美国。 

美国公民美国合法永久居留者非移民其他 

4.母亲的全名（姓与名之间用顿号隔开，多音

字请注明拼音） 

李、四                     （如已故也必须填写） 

5.母亲出生日期（日月年） __1958______年  2   月  23   日 

6.您的母亲是否在美国？ 
是   √否 

如是，请选择以哪种合法身份停留在美国。 

美国公民美国合法永久居留者非移民其他 

7.您是否有其他直系亲属在美国？ 

如回答“是”，请提供其姓名，与您的关系及

在美国的身份 

1.是   √否 

2.姓名： 

3.与您的关系：配偶  未婚夫/妻     子女   亲兄/弟/姐/妹 

4.亲属在美身份( 必选）：美国公民     美国合法永久居留者          

非移民       其他 

8.您是否有其他亲戚在美国？ 
是   √否 

七．工作，学习信息 

1.您的主要职业（在您的现行

职业栏里打勾） 
农业法律行业艺术/表演家√商业通信计算机科学家庭主妇社会科学 

政府工程教育烹饪/食品服务医疗/健康军事自然科学物理学 

研究人员宗教职业退休待业其他 

如您选择待业，请解释原因： 

如您选择其他，请详述： 



 

 

 

2.您当前工作单位（中英文） 

（如学生未工作，不必填写此

项信息） 

 

 

公司名称：上海海浪进出口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如有，一定要填写）：Shanghai Wave import and export CO.,LTD. 

公司地址：上海市 ***区 ****街道 ***号 

公司邮编：210000 

工作职务（中英文）：总经理 

简述您的工作职责：负责全公司的业务，如*** 

 

月收入：    2000 美元            以当地货币计算的税前金额 

本单位电话号码：    021 - 32564864            （重要） 

3.您过去五年中是否有其他工

作单位？ 

 

 

 

 

是   √否 

如果回答是，请提供工作单位名称必填（中英文）： 

公司地址： 

工作电话： 

工作职务（中英文）： 

上司名字： 

起止日期：（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务必填写详细） 

 

4.学习信息 

列出所有曾经和目前就读的

学校必填(从最高学历开始依

次倒序写，大专以上需填"学

习专业”) 

 

学校名称（中英文）：上海大学（Shanghai University） 

学校地址：上海市 ****** 

所学课程/专业（中英文）：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 

就读起止日期（ 2003   年  09  月  01  日  —  2007   年  07 月  31   日） 

学校电话：      021- 62785001               邮编：210000 

 学校名称（中英文）：第二高级中学（The second high school） 

学校地址：上海市 ***** 

所学课程/专业（中英文）：语文、数学、外语(Chinese, Math, English) 

就读起止日期（ 2000  年  09  月  01 日  —  2003  年  07  月  31  日） 

学校电话：       021- 55555555              邮编：210000 

5.是否会英语？ 

 

 

是    √否 （如填写【是】在面试当天面试官将有可能用英文与申请人进行对答，如只

会一般简单英语请勿填） 

6.您在过去五年内是否去过别

的国家？ 

如有，请列出国家 

 

√ 是     否 

国家名称如下：         新加坡                                               

  

   

7.您是否隶属/捐助/有为其工

作过的职业协会、社会团体和

慈善机构？ 

 

是     √否 

如果回答是，请提供名称： 

8.你是否具有特殊技能或受过

培训，例如枪械、爆炸、核装

置、生物或化学方面的经验？ 

 

是    √否 

如果回答是，请解释： 



 

 

 

9.您是否曾经参军？（如是，

请提供：服役国家，军种，级

别/职位，军事特长，服役的

起止时间） 

是    √否 

服役军种： 

军衔/职务： 

军事特长： 

起止日期（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10.您是否曾经服役，为其成员

或被牵涉到准军事单位、义务

治安单位、反政府团体、游击

团体、叛乱组织？ 

 

 

 

是    √否 

 

如果回答是, 请解释:  

11.您是否属于哪种宗族或教

派？ 
是     √否 

如果回答是，请提供党派或者宗族的名称： 

 

八．社会安全及背景 

注：提供以下安全和背景资料。对所有需要解释的问题提供完整，准确的信息。法律规定的不准进入美国的人群将 

有可能被拒签（提前获得豁免的除外）。以下的任何一条适用于您吗？肯定的回答并不一定意味着拒签，但如果您的答案是肯

定的，您可能需要亲自向领事官员解释。 

1.在美国期间您会从事间谍活动，蓄意破坏，违反出口管制规定或其他任何非法活动么？            □是□√否 

2.在美国期间您会从事恐怖活动或者您曾经从事过恐怖活动么？                                  □是□√否 

3.您是否曾经或意愿为恐怖分子或恐怖组织提供经济方面的帮助或支持？                          □是□√否 

4.您是否是恐怖组织的成员或代表                                                            □是□√否 

5.您是否曾命令，煽动，实施，协助或以其他方式参与种族灭绝？                                □是□√否 

6.您是否曾经命令，煽动，协助或参与过实施酷刑？                                            □是□√否 

7.您是否曾经实施，命令，煽动，帮助，或以其他方式参与法外处决，政治谋杀或其他暴力行为？    □是□√否 

8.您是否曾经作为政府官员时，负责或直接实施过严重的侵犯宗教自由行动？                      □是□√否 

9.您是否曾经因为任何犯罪被逮捕，即使后来被赦免？                                          □是□√否 

10.您是否曾经违反或阴谋违反有关管制物品的法律？                                           □是□√否 

 

11.您是否来美国从事卖淫或不道德的商业行为？您在过去 10年是否从事过卖淫或诱惑妇女卖淫活动？□是□√否 



 

 

 

 

12.您是否曾经参与过或准备从事洗钱行为？                                                   □是□√否 

13.安全和背景：违反移民法的信息:您是否曾经试图获取或协助他人获得签证，进入美国，或通过任何其他欺诈手 

段或故意虚报或其他非法手段从美国移民中受益？                                              □是□√否 

 

九．签字 

 

 

 

申请人签名       张三                  日期       2016.1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