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个人旅游签证所需材料（单次） 

（2017.5.8 修订—4.0 版） 

签证有效期：3 个月    停留时间：15 天    

以下满足任意一种条件即可办理 

条件一：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士（年收入 10 万以上） 

身份证明 

1. 填写个人资料表（我社提供） 

2. 尺寸为 4.5cm*4.5cm 近 3 个月的白底正面免冠彩色照片原件 2 张 

3. 有效期 6 个月以上的因私护照原件 

4. 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在一张 A4 纸上） 

5. 全家户口本所有页复印件 

6. 结婚证/离婚证复印件 

工作证明 
7. 在职证明原件。在职需要标明准确的入职时间、年收入、部门职务等，不要出现以上等字样 

8. 工作单位的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9. 本人名下 6 个月以上的与年收入相匹配的工资卡对账单（一定要银行窗口打印，带银行印章） 

财产证明 

10. 本人名下的房证/购房合同复印件 

11. 本人名下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 

12. 本人名下股票/基金/理财等财产证明材料（交割单，表明市值） 

13. 本人名下存款证明原件 

***以上财产证明部分不强迫，但提供越多对签证越有帮助*** 

预订单 
14. 往返机票行程单 

15. 全程酒店预订单 

 

条件二：无经济能力的人士（共同旅游可延伸至三等亲，不共同旅游仅限二等亲）（血亲及姻亲） 

申请人 

1. 填写个人资料表（我社提供） 

2. 尺寸为 4.5cm*4.5cm 近 3 个月的白底正面免冠彩色照片原件 2 张 

3. 有效期 6 个月以上的因私护照原件 

4. 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在一张 A4 纸上） 

5. 全家户口本所有页复印件 

6. 结婚证/离婚证复印件 

7. 学生提供学生证复印件，退休人员提供退休证复印件，在职提供在职证明原件及营业执照副本

复印件（加盖公章） 

8. 若户口本不能看出亲属关系的，需要提供亲属关系公证原件 

有经济能力

的家属 

1. 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在一张 A4 纸上） 

2. 全家户口本所有页复印件 

3. 结婚证/离婚证复印件 

4. 在职证明原件。在职需要标明准确的入职时间、年收入、部门、职务等，不要出现以上等字样 

5. 工作单位的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6. 本人名下 6 个月以上的与年收入相匹配的工资卡/银行卡对账单（一定要银行窗口打印，带银

行印章） 

7. 本人名下的房证/购房合同复印件 

8. 本人名下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 

9. 本人名下股票/基金/理财等财产证明材料（交割单，表明市值） 

10. 本人名下存款证明原件 

预订单 
1. 往返机票行程单 

2. 全程酒店预订单 

注：领区外上学的子女，放假及短期探亲回乡时可在本社申请签证，并可独自前往日本 



 

条件三：教育部直属高校在校生及三年以内的毕业生 

在校生 

1. 填写个人资料表（我社提供） 

2. 尺寸为 4.5cm*4.5cm 近 3 个月的白底正面、免冠、彩色照片原件 2 张 

3. 有效期 6 个月以上的隐私护照原件 

4. 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复印在一张 A4 纸上） 

5. 全家户口本所有页复印件 

6. 在校证明原件 

7. 学生证复印件 

8. 学信网的学籍认证报告 

毕业生 

1. 填写个人资料表（我社提供） 

2. 尺寸为 4.5cm*4.5cm 近 3 个月的白底正面、免冠、彩色照片原件 2 张 

3. 有效期 6 个月以上的隐私护照原件 

4. 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复印在一张 A4 纸上） 

5. 全家户口本所有页复印件 

6. 毕业证复印件 

7. 学信网的学历认证报告 

预订单 
1. 往返机票行程单 

2. 全程酒店预订单 

*注：教育部直属 75 所大学请网上查询或详询我社 

 

条件四：信用卡金卡持有者 

中国国内被广泛使用的信用卡金卡及以上（银联/visa/master）的持有者即可办理日本个人旅游签证，条件简化 

申请材料 

1. 填写个人资料表（我社提供） 

2. 尺寸为 4.5cm*4.5cm 近 3 个月的白底正面、免冠、彩色照片原件 2 张 

3. 有效期 6 个月以上的隐私护照原件 

4. 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复印在一张 A4 纸上） 

5. 全家户口本所有页复印件 

6. 信用卡金卡正反面彩色复印件 2 张（复印在一张 A4 纸上，背面需有持卡人签名） 

7. 信用卡金卡近 6 个月对账单原件 

预订单 
1. 往返机票行程单 

2. 全程酒店预订单 

*注：1. 此类型签证我社不保证在签证受理期间领馆不额外追加其他材料 

2. 资产证明部分建议提供，提供越多对签证送签越有帮助 

 

 

 

 

 

 



日本三年多次旅游签证所需材料 
（2017.5.8 修订） 

签证有效期：三年 停留时间：30 天，全年累计不超过 180 天  

情况一：拟在冲绳住宿的申请者（使馆推荐） 

申请条件 年收入需达到 20万以上（三年内曾办理过 2次以上日本单次个人旅游签证可放宽至年收入 10万元） 

行程要求 

1.以观光为目的，住宿中包括冲绳县。且在旅行中任意时段在冲绳地区住宿即可。不要求在冲绳地区

出入境。 

2.地点需在提交签证申请材料时定准，会被标注在签证上，故一旦决定不能更改。 

3.此类签证要求签证下发后 2个月之内必须完成第一次赴日旅行，所以申请时请务必规划好时间 

 

情况二：拟在东北六县住宿及访问的申请者（东北六县：福岛县、宫城县、岩手县、青森县、秋田

县、山形县）（使馆强烈推荐） 

申请条件 年收入只需达到 10万以上 

行程要求 

1.以观光为目的，住宿中包括东北六县。且在旅行中任意时段在东北六县中任意地区住宿即可。不要

求在该地区出入境。 

2.地点需在提交签证申请材料时定准，会被标注在签证上，故一旦决定不能更改。 

3.此类签证要求签证下发后 2个月之内必须完成第一次赴日旅行，所以申请时请务必规划好时间 

 

情况三：不愿住宿或访问冲绳及东北六县的有经济能力的人士 

申请条件 年收入需达到 20 万以上（无任何放宽）需提供个人所得税 

行程要求 
1.无任何地点要求 

2.此类签证要求签证下发后 2 个月之内必须完成第一次赴日旅行，所以申请时请务必规划好时间 

所需材料 

1.填写个人资料表（我社提供） 

2.近 3 个月内的白底正面、免冠、彩色照片原件。尺寸 4.5cm*4.5cm 

3.有效期 6 个月以上因私护照原件 

4.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孩子提供出生证明复印件 

5.全家户口本所有页复印件 

6.结婚证/离婚证复印件 

7.在职证明原件。在职需要标明准确的年收入、职务等，不要出现左右、以上等字样 

8.工作单位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9.本人名下的房证/购房合同复印件 

10.本人名下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  

11.本人名下股票/基金/理财等财产证明材料（交割单，表明市值） 

12.本人名下存款证明原件 

13.本人名下 6 个月以上的与年收入相匹配的工资卡对账单（一定要银行窗口打印，带银行公章） 

14.往返机票行程单 

15.全程酒店预订单（民宿除外） 

注：此类签证对财产要求过高，如想去得签证需尽可能多的提供证明资产的材料 

 



个签消签对照表格 

 

1 护  照 提供护照首页、签证页及出入境章所在页的复印件 

2 归国报告书 
1 原件走团前由旅行社提供给客人 

2 归国当天请在日本机场柜台处盖章并带回 

3 酒店发票 
请提供住宿酒店开具的住宿证明或酒店发票原件，要求有酒店盖章 

注：酒店需要和送进使馆的酒店一致。 

4 登机牌 请保存好去程及回程登机牌原件，带回 

 

 

 

 

 

 

 

 

 

 

 

 

 

 

 

 



日本自由行报名咨询表（个签） 

尊敬的客人： 

您好！感谢您选择我公司为您提供自由行服务。现请您将此次自由行的要求在表格中登记， 

以备我们更好的为您提供服务，感谢您的配合！ 

姓  名  人数  关系  

申请签证种类： 
□单次日本旅游签证 
□三年多次往返日本旅游签证 

赴日时间（要求确认准确往返日期）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委托旅行社预订赴日机票     

□不需要→ 必须提供机票预订单   □需要 → 赴日进出点城市：                       

赴日城市及停留天数（三年多次往返签证要求在冲绳/岩手/宫城/福岛停留一晚以上） 

城市：           停留日期：                       住几晚：                  

城市：           停留日期：                       住几晚：                      

城市：           停留日期：                       住几晚：                    

城市：           停留日期：                       住几晚：                  
 

委托旅行社预订酒店     

□不需要→ 必须提供酒店预订单   
□需  要→【具体酒店要求】  

星级标准： □境外 3 星  □境外 4 星  □境外 5 星   □国际 5 星   

            房    型： □单人间    □双标间    □大床房    
           其他要求（如地点、环境、设施等）： 
                                                   

【温馨提示】日本酒店入住时间通常在下午三点后，离开时间为上午十点前。 

因丌同酒店预留时限各有差异，提前取消损失费用以实际酒店规定为准。 

用车： □不需要   □需要 →天数：        日期：                       

       其他要求：        

导游： □不需要   □需要 →天数：        日期：                        

接待人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