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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欧洲旅游个人资料表》                                                 
*旅游线路： *出发日期：____年__月__日 团号： 

*姓名 *拼音 *出生日期：____年__月__日 

*性别 *国籍 *出生地 

*婚姻状况      [  ]独身  [  ]已婚  [  ]离婚  [  ]丧偶  [  ]分居 

*老客户过往参团号： 

*户籍住址 *现住地址 

*手机 *家庭电话 邮编 

*护照号码 *身份证号码 EMAIL 

*本人工作情况  [  ]在职  [  ]退休  [  ]全职太太/先生 *参加现今工作的时间：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中文全称 

*工作单位英文全称 

*职务 职务英文名称 *月薪 年薪（税前） 

*单位地址 单位电话 

单位邮编 *配偶姓名 *拼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配偶出生地            配偶身份证号码 

配偶职业 *旅游期间国内紧急联络人 
                                        

*国内紧急联络人联系电话 
                                    

境外旅游期间，*要求与哪位同住（请写明）：             

申请人子女父母信息(重要)： 

*申请人子女姓名 1： *拼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子女姓名 2： *拼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父亲姓名： *拼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母亲姓名： *拼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是否在欧洲有亲戚、朋友或联系人：否［　］；是［　］（填＂是＂请填写以下各项，并请提供其护照和签证复印件） 

姓    名 与申请人关系 联　　系　　地　　址 联　系　电　话 

    

*申请人是否被哪些国家拒签过？否［　］；是［　］（请如实提供，隐瞒资料会导致取消签证资格甚至拒签） 
国 家 名 称 申 请 日 期 申 请 地 点 拒签理由（请附申请人本人亲笔签名的详细拒签理由情况说明） 

    

    
『以下项目为申请减免出境保证金的游客必填，最终保证金金额由我社另行通知』 
户籍：①上海户籍、本人或夫妻名下上海市房产 60 平米及以上  □ 

②非上海户籍，本人或夫妻名下上海房产 60 平米以上或非上海房产 80 平米以上 □   
凡满足上述①或②条件的游客，并符合以下 8 条中的任一条件，填写《保证金减免单》并提供相关材料的原件，可申请

免除保证金（单人出游及无业、自由职业者出游者，不属于本申请范围之内）： 
（1）近五年内有，含欧洲申根、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日本（两次）等出境记录一次以上；非上海户

籍需有欧洲申根、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日本两次以上，无非法滞留信息； 
（2）月收入税后达人民币 8000 元以上者，请提供从报名月往前推算一年的税单原件证明或银行出具的近 6 个月的工

资明细单并加盖银行业务章；或本人名下存款、银行理财产品资金累计 30 万以上； 
（3）持上海市退休证，女性年龄 50 周岁（含 50 周岁）以上者、男性年龄 60 周岁（含 60 周岁）以上者（本人名下上

海房产面积可降低至 30 平米以上）；持外地退休证且五年内有发达国家一次出境记录； 
（4）年龄 12 周岁（含 12 周岁）以下者(不考虑房产)； 
（5）12 周岁以上 18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读初高中学生），与父或母同行(不考虑房产)； 
（6）上海地区正式在编的国家公务员和在编的事业单位员工（以在职证明和组织机构代码证为准）； 
（7）银行、证券公司正式在编人员；  
（8）上海户籍家庭出游者（限父母、配偶、子女），其家庭成员中，有一人符合月收入税后 10000 元以上，可免收保

证金。 
特别提示： 
◆根据欧洲法律规定，在申请签证的过程中，申请者必须本人亲自在各项申请表格上签名，如实提供签证申请所需之相

关资料及必备文件，参加旅行社组织的团队在欧洲停留的目的仅为“旅游”。若有为获取欧洲签证许可而提供任何虚假、不

实资料和信息等情况发生，将导致拒签；若申请者已取得签证，亦将被注销签证，并负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人声明：签证申请表格上的签名确为本人所签，以上《个人资料表》所填之信息均正确无误，且签名

表示已获知申请签证的过程中提供虚假及不实资料和信息所将导致的结果。 
 

                  旅游者签字确认：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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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欧洲旅游参团须知（旅行社留存联） 
 

尊敬的游客: 
 

首先欢迎您参加由上海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自组发团或联合组团的各条欧洲旅游线路，本参团须
知分旅行社留存联及旅游者留存联。旅行社留存联由旅游者签名确认后交旅行社留档，旅游者留存联
交旅游者保留。 

 
报名者姓名： 联系方式： 总计报名人数：__男__女 是否得到同行者授权： □是 □否 
同行者名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行旅游者 
身体状况声
明 

 

   

                                                    日期： 

（需注明身体状况是否适宜出游、有无突发病史、有无药物过敏史；是否身体残疾，是

否为妊娠中妇女，是否为精神疾病等健康受损情形，出境社在接受旅游者报名后在合理

范围内给予特别关照，所需费用有双方协商确定。） 
为了保证您的旅程顺利完成,敬请留意以下内容： 
1.报名欧洲线路需支付全款，旅游者违约时按旅游合同相关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2.请真实、准确、完整地填写《赴欧洲旅游个人资料表》，提供签证所需资料。 
3.我社将按照欧洲国家使领馆的要求对游客提供的签证资料进行审核，如发现旅游者提
供虚假资料、资料不齐全或意图滞留不归、延期回国或境外脱团的，我社将根据欧洲国
家使领馆的规定不予送签，旅游合同解除， 并按照合同相关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签证
审查中提出的增补个人资料和增加保证金及采取连环担保等的要求请予以充分理解和配
合! 
4.无论签证是否签发，旅游者所提供的全部签证材料复印件及存款证明书、健康证明、
公证书等原件必须留存在使领馆，不予退还。 
5.旅游者获得签证后应交纳归国保证金。欧洲线路保证金金额为每人人民币 5 万元起。 
  ①请通过我社指定合作银行办理《存款证明＋保证金》业务（详情咨询门店）。 
②保证金违约担保函(详情咨询门店) 

6.如旅游者在境外擅自脱团、延迟回国或滞留不归的, 保证金则全额作为违约金不予退
还。 
7.请将您的护照、登机牌交予领队，由领队统一回收销签。根据领馆的要求，部分客人
可能会被通知前往领馆进行面试销签，谢谢您的配合！护照领取：归国 14 个自然日
后，销签结束后由销售统一通知您到原递交材料处领取护照。 
*特别提醒：新版电子护照客人回国入关不可走自助便捷通道，必须要在海关入境处排
队敲海关章，否则领馆将要求面试销签。请您务必排队敲章，并仔细检查每次出入境的
章迹。如因海关人员疏忽漏敲章，及时提醒其补盖。谢谢您的配合！ 若未能按照领馆
要求前往使领馆面试销签,将会对您今后再次获得欧洲申根签证产生影响，请特别注意。 
8. 若参加行程涉及到起始或结束地点在上海以外地区的，则需客人自理国内段交通。请携带好本人
身份证原件，建议国内段航班预留至少 5 个小时的与国际段航班衔接时间。如果选择低成本航空公
司，请注意相关行李限重条款。 
9.旅游目的地当地移民局或海关有权自主判断决定是否允许旅游者出入境，而无需向旅行社或游客做
出任何说明解释。 
10.港澳台籍和非中国大陆籍旅游者，出入境签证手续敬请自理。 

11.本参团须知作为旅游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旅游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2.旅游者已阅知并充分理解本参团须知, 同意遵照执行。 
13.本参团须知一式两份，旅行社与旅游者各留存一份。 

 
 
 
 

旅游者签字确认:                                                 上海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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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欧洲旅游参团须知（游客留存联） 

尊敬的游客: 
 

首先欢迎您参加由上海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自组发团或联合组团的各条欧洲旅游线路，本参团须
知分旅行社留存联及旅游者留存联。旅行社留存联由旅游者签名确认后交旅行社留档，旅游者留存联
交旅游者保留。 

 
报名者姓名： 联系方式： 总计报名人数：__男__女 是否得到同行者授权： □是 □否 
同行者名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行旅游者 
身体状况声
明 

 

 

                                                     日期： 

（需注明身体状况是否适宜出游、有无突发病史、有无药物过敏史；是否身体残疾，是

否为妊娠中妇女，是否为精神疾病等健康受损情形，出境社在接受旅游者报名后在合理

范围内给予特别关照，所需费用有双方协商确定。） 
为了保证您的旅程顺利完成,敬请留意以下内容： 
1.报名欧洲线路需支付全款，旅游者违约时按旅游合同相关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2.请真实、准确、完整地填写《赴欧洲旅游个人资料表》，提供签证所需资料。 
3.我社将按照欧洲国家使领馆的要求对游客提供的签证资料进行审核，如发现旅游者提
供虚假资料、资料不齐全或意图滞留不归、延期回国或境外脱团的，我社将根据欧洲国
家使领馆的规定不予送签，旅游合同解除， 并按照合同相关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签证
审查中提出的增补个人资料和增加保证金及采取连环担保等的要求请予以充分理解和配
合! 
4.无论签证是否签发，旅游者所提供的全部签证材料复印件及存款证明书、健康证明、
公证书等原件必须留存在使领馆，不予退还。 
5.旅游者获得签证后应交纳归国保证金。欧洲线路保证金金额为每人人民币 5 万元起。 
  ①请通过我社指定合作银行办理《存款证明＋保证金》业务（详情咨询门店）。 
②保证金违约担保函(详情咨询门店) 

6.如旅游者在境外擅自脱团、延迟回国或滞留不归的, 保证金则全额作为违约金不予退
还。 
7.请将您的护照、登机牌交予领队，由领队统一回收销签。根据领馆的要求，部分客人
可能会被通知前往领馆进行面试销签，谢谢您的配合！护照领取：归国 14 个自然日
后，销签结束后由销售统一通知您到原递交材料处领取护照。 
*特别提醒：新版电子护照客人回国入关不可走自助便捷通道，必须要在海关入境处排
队敲海关章，否则领馆将要求面试销签。请您务必排队敲章，并仔细检查每次出入境的
章迹。如因海关人员疏忽漏敲章，及时提醒其补盖。谢谢您的配合！ 若未能按照领馆
要求前往使领馆面试销签,将会对您今后再次获得欧洲申根签证产生影响，请特别注意。 
8. 若参加行程涉及到起始或结束地点在上海以外地区的，则需客人自理国内段交通。请携带好本人
身份证原件，建议国内段航班预留至少 5 个小时的与国际段航班衔接时间。如果选择低成本航空公
司，请注意相关行李限重条款。 
9.旅游目的地当地移民局或海关有权自主判断决定是否允许旅游者出入境，而无需向旅行社或游客做
出任何说明解释。 
10.港澳台籍和非中国大陆籍旅游者，出入境签证手续敬请自理。 

11.本参团须知作为旅游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旅游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2.旅游者已阅知并充分理解本参团须知, 同意遵照执行。 
13.本参团须知一式两份，旅行社与旅游者各留存一份。 

 
 
 
 

旅游者签字确认:                                                 上海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