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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签申请表（B1/B2） 

 

个人信息 

姓                                          名                                     （要与护照一致）      

曾用名（如果曾改名一定要填写）：姓                                   名                                     ，；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母语                                        

出生地点： 城市                                     省/州                                            国家                                       

国籍                                       是否拥有/曾拥有其它国籍？              否               是                                       

在加拿大的身份：      永久居民               持有工作签证              持有学生签证               其它                         

美国社会安全号（如有）                                            美国纳税人身份号码（如有）                                     .                               

 

联系方式 

居住地址                                                                                                                  邮编                            . 

邮寄地址（如果与居住地址不同）                                                        邮编                             

住宅电话                                               手机                                              工作电话                                       

电子邮件                                         （请勿使用 QQ 邮箱）        身份证号码                                                

 

护照信息 

护照号码                                     签发国家                                        签发城市                                                      

护照类别：        普通           官员    外交   其它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护照到期日           年      月      日  

护照是否曾经遗失？         否            是： 遗失护照号码                                 签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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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离婚            同居            丧偶            分居 

配偶/同居伴侣的信息（已离婚或分居也要填写）：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国籍                                      

出生地点： 城市                                     省/州                                            国家                                       

住址：        与你的住址相同           与你的邮寄地址相同            与你的美国联系人地址相同            不知道  

                   其它，请提供地址                                                                                                                     

如果你已离婚或分居请提供：  

结婚日期           年      月      日      离婚/分居日期           年      月      日     离婚地点（国家）                               

离婚/分居原因                                                                                                                                                   

    

父母及亲属信息 

父亲姓名（如果已故也必须填写）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你父亲在美国吗？           否            是：他在美国的身份                                    

         永久居民            公民          非移民 (如正在美国访问、留学、工作等)      其它/不知道  

母亲姓名（如果已故也必须填写）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你母亲在美国吗？           否            是：她在美国的身份                                    

         永久居民            公民          非移民 (如正在美国访问、留学、工作等)      其它/不知道  

 你在美国是否还有其他亲属?              否            是：亲属的全名                                    与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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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旅游信息 

这次访美目的                                                                                                                                                  

计划到达美国的日期           年      月      日                      计划在美国停留时间           天  

在美期间的住址                                                                                                              邮编                         

是否有人与你同行：       没有         有：请提供他们的姓名及与你的关系：  

                                                     同行人 1                                    与你的关系                         . 

                                                     同行人 2                                    与你的关系                              

                                                     同行人 3                                              与你的关系                             

此行是否作为一个组织/旅行团的成员?         不是         是 ，请提供组织/旅行团的名称： 

                                                                                                                                                                     

在美国的联系人或公司/组织/酒店的姓名/名称                                                                                                    

                         与你的关系：      亲属         配偶         朋友         商业伙伴         雇主         学校官员         其它  

                         地址                                                                                                         邮编                                               

                         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                                      

 

支付你的行程的人或组织  

           自己       

           其他人： 姓名                                    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                                      

                         与你的关系:        子女         父母         配偶         其他亲戚         朋友         其它   

                         地址是否与你的相同?        是 否，请提供地址和邮编：   

                                                                                                                                                                       

          公司或组织名称                                                                                     电话号码                                    



 
Add: 234-7181 Woodbine Ave., Markham, ON, Canada L3R 1A3   Tel: (905)604-4033, (416)838-1603   Web: www.awcanada.com 

 

 

                            

             地址和邮编                                                                                                                            

 

申请美国签证及访问美国的记录  

是否去过美国?         否 是：请提供最近五次到访美国的具体时间和停留天数：  

出发日期            年      月      日                      停留天数         天  

出发日期            年      月      日                      停留天数         天  

出发日期            年      月      日                      停留天数         天  

出发日期            年      月      日                      停留天数         天  

出发日期            年      月      日                      停留天数         天  

 

你是否持有或曾经持有美国驾照?        否         是：请提供驾照号码                            所属的州                            

 

你是否曾获得过美国签证?       否         是：请提供以下资料：  

     上一次获得美国签证的日期           年      月      日        签证号码                             

     此次是否申请同类的签证?        否          是  

     此次是否在相同国家再次申请?        否         是  

     这个国家是否你的主要居住国家?        否         是  

     是否曾留取过指纹?        否         是  

     美国签证是否曾经遗失或者被盗?       否         是：请在哪一年遗失               

     美国签证是否曾经被取消或者吊销?  否         是：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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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曾经被拒签,被拒绝入境美国,或者在入境时被撤回你的入境申请?        否         是：请说明：      

                                                                                                                                                                                                                     

国土安全部是否拒绝过你通过电子旅游系统申请旅行的要求?        否         是：请说明：      

                                                                                                                                                                          

曾有人在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为你申请过移民吗?        否         是 

你在过去 5 年曾经到访过的国家                                                                                                                          

  

工作及教育信息 

你的职业                              （可填“学生”）    所从事的行业                                月收入             （加元） 

工作单位或学校名称                                                             电话                                

地址                                                                                                                                 邮编                          

工作职责                                                                                                                                                           

你之前的工作单位或学校名称                                                             电话                                

地址                                                                                                                                 邮编                          

工作职责                                                                                                                                                           

主管姓名                                                         起止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初中及以上全部学历  

1. 学校名称                                                            

课程类型或所修专业                                                             

           地址                                                                                                                      邮编                        

           电话                                       起止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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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校名称                                                            

课程类型或所修专业                                                             

           地址                                                                                                                      邮编                          

           电话                                             起止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3. 学校名称                                                            

课程类型或所修专业                                                             

           地址                                                                                                                      邮编                          

           电话                                             起止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4. 学校名称                                                            

课程类型或所修专业                                                             

           地址                                                                                                                      邮编                          

           电话                                             起止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社交媒体账号 

微信                                             QQ                                          Facebook                                                

其它                                                                                                                                                        . 

 

选择美签面试地点 

         多伦多 (Toronto)         温哥华 (Vancouver)         蒙特利尔 (Montreal)         卡尔加里 (Calgary) 

         渥太华(Ottawa)            魁北克城(Quebec City)   哈利法克斯(Halif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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