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文件

科协发外字 匚2011〕 3号

关于办理邀请外国人来华手续的暂行规定

各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各直属单位: Ⅱ

经外交部授权,中 国科协国际部及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负责

审批和办理中国科协系统邀请外国人来华 《邀请函》事宜。根据外

交部有关文件及会议精神,结合中国科协系统办理邀请外国人来华

工作的实际情况,为 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中国科协邀请外国人来华

的管理工作,使其既能促进国际民间科技交流,为 经济社会科学发

展服务,又严把国门,保证国家安全和防止外国人来华非法入境、

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问题发生,现制定有关办理邀请外国人来华

手续的管理办法如下:

一、原则

中国科协国际部及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在审批外国人来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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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函》事宜时将遵循以下原则:

1.“谁邀请、谁负责
”、“

宽严相济、区别对待
”
和

“
分级管理

”。

2.邀请的外国人要与本单位、本系统业务相关并来华从事已被

批准项目的相关活动。

3.邀请外国政府副部级及以上人员、前政要、新闻、宗教人士

来华,以及邀请外国人前往西藏等地区,按现行相关规定和程序履

行报批手续。

4.原则上不为首次来华的外国人签发多次入境 《邀请函》;不

为下列人员签发 《邀请函》

(1)涉及严重刑事犯罪;

(2)来华事由不充分或不能证明来华目的;

(3)不能支付往返及在华费用 (邀请单位承担的除外 );

(4)入境后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破坏公共秩序;

(5)提交伪造、假冒申请材料;

(6)其他法定不准入境的人员。

5.持 《邀请函》获取签证来华后的外国人,如无法支付生活费

用及遣返费用,由 中国科协国际部或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会同公

安等相关部门责成实际邀请该外国人的单位承担遣返费用。

二、要求

各单位在向中国科协国际部或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申请外国

人来华 《邀请函》时,应提供以下材料:

1.邀请外国人来华的情况说明 (如执行某来华项目、参加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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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会议的名称,批准该项目的文件编号,被邀请人以往来华经历等 );

2。 被邀请人护照复印件 ;

3。 被邀请人访华日程;

4。 保证书 (内容包括被邀请人在华期间产生的所有费用能够得

到有效保证,邀请单位将敦促、监督被邀请人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并

按时离境,需 由单位领导签名并加盖公章、

5。 中国科协国际部或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要求提供的其他材

料。

三、《邀请函》的发送办法

1.中 国科协国际部或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签批《邀请函》后 ,

将用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有关驻外使领馆发送。

2.驻外使领馆要求外国人申请签证时必须提供 《邀请函》原件

的,中 国科协国际部或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在向驻外使领馆发送

电子文件的同时,《邀请函》原件交申请单位,由 申请单位寄送拟来

华的外国人。

本规定自2011年 1月  日起施行。中国科协 《关于改进签证通知

办法、简化签证手续的通知》(科协办发 匚1999〕 36号 )同 时废止。

联系人:中 国科协国际部    高淑玲 电话:68571898

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 岳海澜 电话:6⒛ 57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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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被授权单位邀请函》及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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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搬攫冁鼙辘邀媾翻
Invitation Letter of Duly Authorized Unit

编号/No.∶

此函仅限申请人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

大使馆 (总领馆/领事馆/处 )

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申请签证时使用。

PIeasc apply forthwith for visa荻 the Embassy(Consulate General/Consulate/oFlcc)ofthC P R China

ln orthe CoΠ 1missioner’ s omce ofthe Foreign Minisoy ofthe R R china

sAR with this lette⒈

注 :本函限五人使用 。不足五人的空 白部分 ,请对角划一斜线 。超过五人另行出函。

lq。 tes∶ This le仗 cr is for5people at most,PIeasc cross a diagonal in thc blank space if thcre are

less than5people.For rnore than5people,pleasc issue another onc.

被授权单位名称

Name of Duly Authorized U耐 t

被邀请人情况

Information ofthe Invited

外文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国籍   护照号码
FuⅡ Name       sex   Date ofBirth   Nationality   Passpo⒒ No。

1
2
3
4
5

申请签证有效期
Validity of Visa Intended to Apply

拟入境次数
Number of Entries

最长停留天数
LOngest stay

拟入境 日期
Date of Fist Entrv

访问地点
Places to Visit

事由
Purpose ofVisit

联系人

Contact Person
被授权单位盖章及负责人签署

seal and signamre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电话
Te1,

传真
Fax

由阝绸穹
E-m西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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碓铋崾毒擞辗檠增t官Ll龛彗鲞莺弄莒量酾 (礴
9橄
驽嘬蓄辐黎)

1nvitation Lcttcr of Duly Authorizcd Unit

衤编号/No.;1401-1011-0068

此函仅限申请人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加拿大    大使馆 (总领馆/领事馆/处丿

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 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申请签证时使用。

Plcase apply forthwith for visa at thc Embassy(Consulatc Gcnera〃 ConsulatyofflcΘ ofthC P R China

in     CANADA        °rthC Commissioner’ s oFlcc ofthe Forcign Ⅸ压inistry ofthe P R China

sAR with tllis lc⒒ cr

注:本函限五人使用。不足五人的空白部分,请对角划一斜线。超过五人另行出函。

Notes: This letter is for5people at rnost Please cross a diagonal in the blank space ifthere arc less

than5people For rnore than5people, please issue another one

艹
编号前四位为被授权单位编号 ,5-8位 为年月,末四位为被授权单位该年邀请函编号

被授权单位名称

Name of Duly Authorizcd Unit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被邀请人情况

Infomation ofthc hvited

外文姓名
Full Namc

1

2

3

4

5

Michael Howard

Bi11 Carter

Jenny Ju1y

性另刂
scx

男

男

女

出生日期
Date of BLm

1968.9.2

1977.11.16

1985.5.23

国 籍    护 照 号 码

Nationali″    Passpolt No

加拿大     A100001

德国      AlO0002

英国      Al O0003

申请签证有效期  3个月
VaⅡ ditv of`丙 sa Intended to Apply

拟入境次数  1
Number ofEn订 ies

最长停留天数 30

Lon旦 est stay

拟入境日期 2010.12.15
Dratc ofF⒈st Entγ

访问地点 北京
PIaces to Visit

事曲 商务洽谈
PurDOse of``isit

联系人 李响
Contact Person

被授权单位盖章及负责入签署

seal and signature

张  雯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印 )

zO10年 11月 6日

Year Month Day

爿岜i话蛋  010- 56447677
Te1.

f专 :蓐惑  010- 67776885
Fax

邮箱 Ⅱ疝ang@hotm删·com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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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外事 管理 邀请 外国人 规定

抄送:外交部领事司。

中国科协办公厅 2011年 1月 21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