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中国领事”APP 护照、旅行证
在线办理功能的使用说明》

一、APP 下载注册

“中国领事”APP 可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也可在

华为应用商店、腾讯应用宝商店、小米应用商店、苹果应用

商店中搜索下载。下载后请使用电子邮箱或中国手机号进行

注册(暂不支持缅甸或其他国家手机号注册)。请根据提示填

写中国普通护照或身份证号码完成实名认证，之后即可正常

登录使用。如未成年人暂无上述证件，可使用他人已认证账

户办理。

二、在线提交申请

（一）信息填报

1、登录 APP，点击“护照/旅行证”业务模块，选择拟

办证馆（驻缅甸使馆）。如系持旅游、商务等短期签证来缅

人员，遇护照丢失、被盗或损毁等急需回国情形，请点击“紧

急旅行证”业务模块。



2、请根据 APP 提示要求，如实、完整、准确填写包括

选填项在内的个人基本信息、家庭成员信息以及工作单位、

国外地址、国内联系人等重要核实信息。关于父母、配偶等

家庭成员，父母姓名为必填项，如已去世，请在地址栏注明

“已故”；如无配偶，请在姓名栏中填写“无”。

3、在线签字确认《国籍状况声明书》。请务必由申请

人本人签署。申请人如未满 10 周岁，由其父母一方或法定

监护人代为签名。此电子签名将打印在新护照上，请以居中

横向方式，在电子签名框中以规范汉字书写全名。

4、按要求格式（JPG 或 PNG，5MB 以下）上传数码证件

照片：6 个月内彩色免冠正面证件照，白色背景且无边框线、

光线充足自然、深色衣服、不戴帽饰、五官清晰、双眼正视

前方、镜框不遮挡眼睛、头发不遮眉耳、双耳大小一致、双

唇闭合、新生儿照片应双目睁开。此照片将印制在新护照上，

须与递交给我馆的照片一致。建议上传专业机构拍摄的电子

版证件照，不要上传低质量、低清晰度的照片，不要翻拍纸

质照片上传。

5、上传附加办证材料：

①现持护照/旅行证带照片的资料页（遗失除外），曾

办理过的加注页（如有）。

②在缅甸有效签证或居留许可的照片。

③提前下载《申请人声明》（见附件 1）（适用于 16 周

岁以上人员），填写并签署后上传。

④如系护照/旅行证补发：请提前下载《护照/旅行证遗

失/损毁情况说明》（见附件 3），填写并签署后上传。



⑤申请人如未满 16 周岁，应由其父母一方或法定监护

人协助操作。须上传：其父母一方或法定监护人护照资料页

照片、在缅甸有效签证或居留许可、法定监护关系证明材料

（如出生证明、户口簿、离婚判决书）等，以及提前下载并

签署的《新生儿/未成年人父母声明书》（在缅甸新出生儿

童首次办证适用，见附件 4）或者《申请人声明》（16 周岁

以下未成年人非首次办证适用，见附件 2）。

⑥如需办理护照姓名加注：请上传与加注内容相关的官

方证明，如户口本、法院更名证书等。

注意事项：通过 APP 提交的办证材料电子图片须与正本

一致。申请人应确保电子图片及其所有内容真实有效并承担

一切相应责任。办证材料电子图片应为 JPG 或 PNG 格式，每

图不大于 5MB。建议采用扫描件，如使用拍照方式，应确保

端正、清晰。

（二）身份验证

为确保相关申请系本人操作，APP 将对申请人进行人脸

识别，请务必由申请人本人根据提示操作完成。建议在纯色

背景（如白色墙壁）前进行人脸识别，注意保持面部光线充

足，无遮挡无阴影。如多次尝试人脸识别失败，也可点击“跳

过”进入下一步，但办理周期会相应延长。

（三）选择递交材料和领取新证件的方式

受缅甸邮寄及在线支付条件限制，在“递交材料”步骤

请选择“到馆递交”，领取新证件的方式请选择“到馆取证”。

（四）支付缴费

请选择“线下支付”（此环节无须缴费，请不要选择在

线支付）。



（五）提交订单

完成信息填写并确认无误后，请按系统提示提交订单。

订单提交后无法修改，如需修改，只能点击“取消订单”，

更正后重新提交排队。如系统检测到您 30 天内累计取消订

单达 3 次，自此 30 天内不可再次提交新订单。紧急旅行证

申请一经提交无法撤回，原护照即被作废不可再使用。

三、等待审核

（一）原则上我馆将按生成订单的时间顺序逐一审核。

申请人可在“我的订单”或“消息中心”跟踪办证进度，我

馆将及时通过 APP 反馈审核进展。

（二）面谈面审

如遇申请人为未成年人、身份验证(人脸识别)未通过以

及护照遗失等情形，我馆将通过 APP 与申请人进行视频面谈

(未成年人需由父母一方或监护人陪同)。申请人应关注订单

状态，如出现需进行面谈面审的提示，请及时选择预约时间。

工作人员将按预约时间主动发起视频面谈。请提前备好有关

办证材料原件，视频面谈过程中，请配合工作人员进行截图

操作并回答相关提问。如特殊情况需到馆面谈，将个案通知。

（三）如经审核后需补充上传材料、修改信息等，我馆

将通过“消息中心”推送相关信息，请留意“消息中心”状

态是否更新并按信息提示跟进办理。

（四）如经审核符合条件可予办理，系统将主动推送“待

制证”通知。待 APP 中办证进度变为“新证件已制作完毕”

时，方可携护照/旅行证原件（遗失除外）、彩色白底正面



免冠纸质证件照片两张(申办旅行证交三张，须用光面相纸

印制并与上传至 APP 的证件照保持一致）到馆领取新证件。

四、缴纳费用

(一) 缴费标准

办理护照/旅行证：18 美金/本；办理护照加注：免费（无

需缴费）。

(二) 缴费方式

我馆暂不接受线上支付以及手机银行 APP 支付，申请人

需到我馆领事大厅 KBZ 柜台缴纳。

注意事项：1、订单提交成功并不代表上述申请已受理，

使馆将按提交顺序逐一审核订单。请申请人耐心等待，直至

收到 APP“新证件已制作完毕”信息后再到馆递交护照/旅行

证原证件、缴费及取证。除上述材料外，如非特殊情况且应

我馆联系要求，无需邮寄其他办证材料。2、如有紧急办证

需 求 ， 请 在 APP 提 交 订 单 后 发 送 邮 件 至

consulate_mmr@mfa.gov.cn 说明订单号码、紧急情况（附证

明材料）、联系方式等。如审核属实，我馆将视情尽快处理。

请勿重复发送邮件或反复催询。

五、其他重要注意事项

（一）以下业务暂不通过 APP 办理证件

1、港澳台居民办理旅行证、因公护照换发因私护照，

以及其他特殊情形的办证，请于工作日（节假日除外）下午



1:00-5:00 通过领事证件咨询电话（0095-1-8221280，

8221281 转 677 或 0095-9894853188）预约办理。

2、因公护照换补发，请于我馆对外办公时间直接到馆

递交申请，无需预约。

（二）未按要求准备材料的，有关申请可被驳回。

（三）所有业务申办费用均已公示，使馆不会通过电话

或视频要求申请人支付费用。请谨防假借使馆名义的各类电

信诈骗。

（四）通过“中国领事”APP 申办的护照不包含申请人

指纹信息。无指纹不影响护照正常使用，仅在入境中国时无

法自助通关，须走人工通道。

（五）APP 各类功能目前仍在完善中，申请人在使用过

程中如遇问题或有相关建议，请发送邮件至使馆证件咨询邮

箱 consulate_mmr@mfa.gov.cn 并在邮件中提供联系人手机

号码,我馆将及时予以协助。

使馆证件咨询电话：0095-1-8221280，8221281 转 677

或 0095-9894853188。

咨询时间：工作日下午 1:00-5:00，节假日除外。

六、相关附件

附件 1：申请人声明（16 周岁以上）

附件 2：申请人声明（16 周岁以下）

附件 3：护照旅行证遗失损毁情况说明

附件 4：新生儿/未成年人父母声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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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6 周岁以上）

申请人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

1、本人知道，申请换发护照/旅行证时，原件将被注销。

2、本人知道，申请补发护照/旅行证时，原件将被宣布

作废。

3、本人知道，本人须在护照/旅行证签发后一年内领

取，如超过一年未领取，所制证件将被注销。

申请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附件 2：

（16 周岁以下）

申请人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
4、本人知道，申请换发护照/旅行证时，原件将被注销。
5、本人知道，申请补发护照/旅行证时，原件将被宣布

作废。
6、本人知道，本人须在护照/旅行证签发后一年内领

取，如超过一年未领取，所制证件将被注销。

申请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注意：此处须由申请人具有监护权的监护人代签。

监护人意见

如申请人在递交本表之日时未满 16 周岁，对申请人具
有监护权的所有监护人均应当签署同意申请人办理护照/旅
行证的意见。

父亲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母亲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申请人监护人不是申请人的父母时，其他监护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附件 3：

护照/旅行证遗失/损毁情况说明

姓 名

护照/旅行证号

中国身份证号

来缅甸日期、身份

国内籍贯

遗失/损毁情况说明

我郑重声明：我知道，申请补发护照/旅行证时，原护照/

旅行证将被宣布作废。即使找回原护照/旅行证也不能继续使用，

否则将面临入出境受阻风险。如有违反，我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

切法律责任。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4：

新生儿/未成年人父母声明书

声明人

（父）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国籍 护照号码

如非缅甸公民，是否持有 FRC 是 否

声明人

（母）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国籍 护照号码

如非缅甸公民，是否持有 FRC 是 否

儿童资料

中文姓名 性别

汉语拼音

英文姓名

出生日期

出生地点

出生证编号

我们是上述儿童的法定监护人（已经/尚未 登记结婚），同意

为其申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旅行证。

我们保证以上内容全部属实，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

任。

声明人（父）签名： 声明人（母）签名：

声明日期： 年 月 日 声明日期： 年 月 日

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