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访问我们的办公室 VisaHQ

Cyprus 旅游申请表
输入您的联络方式
名称:
电子邮件:
电话:

移动:

您最晚需要您的护照返回给您日期以便可以及时旅行:

填写并签署Cyprus旅游申请表。 该表格附后。
护照.
申请人所持护照的有效期须超过所申请签证的有效期至少三个月；同时提供包括护照首页、尾页、所有使用过的签证页和盖章页的复印件；
如签证申请人持有旧护照，须同时提供旧护照原件和包括护照首页、尾页、所有使用过的签证页和盖章页的复印件。原件和复印件.
照片。 一(1). 在申请表左上方贴一张申请人近期的护照尺寸照片（3×4厘米，直视前方，照 片背景须为白色）。原件
付款. 信用卡授权表，Certified Check, or Money Order应付 VisaHQ.cn.
退还邮件. 预付自取回款标签或付款FedEx。

身份证. 身份证复印件及英文翻译件。复印件
户口本原件、复印件以及英文翻译件（所有信息页均需提供，仅限中国公 民）.
如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不一致，需提供居住证明的原件、复印件和英 文翻译件；居住在中国的外国公民所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留许可”的有
效日期须超过所申请签证的有效期至少六个月。原件和复印件

旅行计划. 能明确证明旅行计划的交通预定单、日程安排等相关资料。 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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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信. 由雇主出具的证明信(英文) ，需使用公司正式的信头纸并加盖公章，公司负责人亲笔签字，并明确日期及如下信息：
• 任职公司的地址。
• 电话和传真号码。
• 任职公司签字人员的姓名和职务。
• 申请人姓名、职务。
• 收入和工作年限。
• 行程目的。
• 公司为申请人保留职位。
• 费用承担方以及准假证明。
• 工作单位证明 （原件+复印件）。
如果申请人是个体经营者，请提供一份申请人的营业执照副本和税单。对于学生申请者，请提供一份在读证明并说明申请人已经注册了下一
个学期的学习。如果申请人已经退休，请提供一份退休金的证明。

酒店预订. 由下榻酒店出具的预定确认函或其它住宿证明。原件或复印件
银行对帐单.
申请人本人银行帐户最近三个月的流水对账单（存款证明以及信用卡对账单不被视为有效的资金证明）。若该商务访问的旅行和生活费用由所在
公司支付，请提供公司账户水单以及个人名下的银行账户流水单；若该商务访问的旅行和生活费用由申请人本人支付，请提供申请人本人的银行
账户流水单。如申请人以投资目的前往塞浦路斯，需提供具有充分经济实力的证明。原件

机票预订单及/或行程安排. 标明出入境确切日期的往返机票订单,
往返中国及塞浦路斯的机票。申请多次入境签证只需提供首次行程的机票预订单即可。在未取得签证之前请勿付款购买机票。原件或复印件

营业执照. 由申请人所在公司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英文翻译件，同时还需提交加盖公章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复印件和英文翻译件。如该公司已更换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则只需提供加盖公章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复印件和英文翻译件。复印件

委托书. 请完整填写并签名Letter of Authorization.

如果您希望预付送货运费，请将运费添加到总计，并提供退货地址：
SF express - From ¥25

名称:

预付费自助邮件 - ¥0

公司:

当地取件in Beijing - ¥0

地址:

城市:
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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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业人员：
已婚者： 其配偶所在单位出具的在职证明和收入证明原件（中英文），以及 经由中国外交部和塞浦路斯使馆进行双认证的结婚证公证书。原件
单身/离异/丧偶者： 任何固定收入证明。 原件
学生（含未成年学生）:
所在学校直接向使馆出具的在读证明（英文，或中文附英文翻译）.
需包括学校的地址和电话，申请人的出勤率、学制等信息，学校是否准假以及准假人的姓名和职位等内容。原件
学生证复印件和英文翻译件。复印件 未成年人（18岁以下）：
未成年人需提供的以下三个材料（出生医学证明、双方亲属关系及亲属许可公证书）
需附英文翻译，并经中国外交部以及塞浦路斯驻华使馆进行双认证。（如未成年人的父母不在中国，上述许可书须经其父母所在国家的相关机构
进行公证认证）如申请人独自旅行或与父母单方一起旅行：
•
双方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出具的亲属许可公证书（未成年人独自旅行）；或不同时出行的单方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出具的亲属许可公证书（和父
母单方旅行），需明确说明同意出行的国家、出行目的以及出行时间。原件家庭关系证明，或法定监护权归属证明（双方亲属关系）。 原件
未成年人的出生证明。 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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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prus 旅游申请表
签证类型

合法性

受理时间

使馆费

服务费

VAT

总数

Single entry

达到90天

7个工作日

¥329.00

¥500.00

¥0.00

¥829.00

Multiple entry

达到90天

7个工作日

¥629.00

¥500.00

¥0.00

¥1129.00

本订单须遵守VisaHQ网站上的服务条款。
所有费用和要求可能会改变，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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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授权表
签署本表格后，我接受“VisaHQ.cn服务条款”，并授权向我的信用卡收取¥的金额

信用卡上的名字:
信用卡号码:
过期日期:

-

-

/

信用卡账单地址:

签名:

建议:

谢谢！
我们接受所有主要的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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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CYPRUS
Stamp Embassy or
Consulate

Photo

Application for Visa
This application form is free

1. Surname(s) (family name(s)

FOR EMBASSY/
CONSULATE USE ONLY

2. Father’s name

Date application:

3. First names (given names)
4. Date of birth

5. Place and country of birth

File handled by:

6. Current nationality

7. Original nationality (nationality at birth)

□ Valid passport
□ Financial means

8. Number of passport

9. Issued by

Valid until

11. Curent occupation

12. Employer’s address and telephone number

13. Sex

14. Marital status

□ Male

10. Date of issue

□ Invitation
□ Single □ Married □ Separated □ Divorced □ Widow(er) □ Means of transport
□ Other
□ Health insurance
□ Other :

□ Female

15. Spouse’s name and surname

16. Spouse’s date / place of birth

18. Children
Surname
1.

17. Spouse` s nationality

Name

Date of birth

2.
3.
4.
19. Type of visa
□
Individual

□

Collective

20. Type of Visa :
□
Airport transit
□
Transit
□
Short stay
□
Long stay

22. Other visas for Cyprus / Schengen States

23. Purpose of travel

24. Date of arrival

25. Date of departure

26. Persons for recommendation during the stay / Address and telephone

27. Means of support during your stay

□ Cash □ Travellers' cheques □ Credit cards □ Hosted guest
□ Prepaid tourist package □ Other (specify)
28. Present address and telephone number

29. Place and date

30. Signature

21. Number of entries requested □ LTV
□
Single entry
□A
□
Two entries
□B
□
Multiple entries
□C
□D
□D+C
□ 1 □ 2 □ Multip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