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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F-1 学生签证面试预约信息

按照 2006 年最新情况，美国驻华领事馆对留学签证规定开学前 120 天之内可以预约赴美签证；30 之内可以飞往美
国境内,如果是需要提前更长时间入境美国（比开学日期提前 30 天以上）的学生必须获得美国的短期访问签证。
官方的签证付费，
官方的签证付费，预约电话 4008－872－333
话务中心的工作时间是：
周一至周五：早 7：00--晚 7：00 周六：早 8：00--晚 5：00
拨通后，先是中英文轮流播放“欢迎拨打美国驻华大使馆及总领馆签证信息服务中心”，中英文各播一遍以后，中英
文提示你“下面选择语言种类。”然后用相对应的各种语言播报：1 为英语，2 为普通话，3 为广东话，4 为福州话。
一般按 2，然后“美国公民服务请按 1,进行下一步选择请稍等”
不按键，等 5 秒钟。接下来“查询有关美国移民的信息请按 1,查询有关赴美旅行的信息请按 2”
按 2 接下来“这项服务是用户付款服务，费用是 12 分钟收取人民币 54 元”
“如果您已通过汇票或邮政汇票方式支付了费用，现在希望服务生效请按 1”
“如果您购买了中信实业银行的密码卡，请按 2”
“如果您已经使用过此项服务，现在想用完剩余分钟，请按 4”
“欲知付款方法，请按 3”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按键。
如果你希望用借记卡或者信用卡付款，那么按 3 系统会让你输入卡号
如果你是用中信的密码卡，那么按 2
注意：不用输入序列号，直接输你刮开的密码就可以了
信用卡，除了卡号以外还要求有效日期
然后系统会告诉你一个 14 位的密码，说的比较快，大家可以多听几次。
这个密码一定要记好，12 分钟是可以多次使用完的。
接下来就是进入排队系统了
“想听录音资料请按 1,将资料传真给您请按 2,联络客服代表请按 0”
如果你想直接预约签证，就按 0 接通客服代表。
你按了 0 以后，就会进入排队系统，等候空闲的客服代表。（会用中英文念提示，然后就是放音乐）这个时候系统
会告诉你，平均的等待时间是 4－5 分钟，计费是从接通客服代表开始的。经过多次验证，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耐
心将电话挂掉，你的时间是会扣掉一分钟的。
接通后服务小姐的态度非常的好，你需要事先准备好的个人信息
1.中文姓名
2.姓名拼音
3.护照号码
4.生日
5.身份证号码
6.联系电话
7.E-mail
如果你希望省时间的话，不用等她问，自己就一项一项报给她听。
她会问你的问题有：
你要申请什么类型的签证？回答为 F-1 学生签证。
想要约哪一天？（具体哪些日子可以约，你可以问她。定好了以后，她一般会自动给你 8：30，你也可约 10 点的）
是否被据签过？（这个问题一定要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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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预约付费方式将有变动
从 2005 年 1 月 1 日起, 签证信息话务中心将取消银行汇票或邮政汇款付费方式。已经通过银行汇票或邮政汇款方式
购买到密码的顾客，其密码从购买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美驻华大使馆及领事馆开设签证信息服务中心
签证信息话务中心为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驻成都、广州、上海及沈阳总领事馆向申请人提供与非移民及移民签证有
关的信息并预约非移民签证面谈时间。签证信息话务中心已于 2004 年 6 月 3 日恢复营业。
联系方式
您可以通过拨打以下电话号码与我们的签证信息话务中心联系：中国国内的致电者请拨打 4008-872-333；中国国内
及国外的致电者均可拨打 86-21-3881-4611（上海本地电话）。
提供的服务
• 致电者可从中心获取所有有关非移民和移民签证类别及相关申请程序的信息
• 所有中国大陆的非移民签证面谈时间都将通过签证信息话务中心预约
• 该中心提供普通话、粤语、英语、福州话以及台汕话服务
办公时间
签证信息话务中心的录音信息每周七天 24 小时对外播放。人工接听电话的话务员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五早 7 点至
晚 7 点，周六早 8 点至下午 5 点。
付款方式
该中心提供的服务需要“用户预先付费”，费用为每通话 12 分钟收费 54 元人民币或每通话 8 分钟收费 36 元人民
币。任何剩余分钟均可留待日后再次使用或转给他人使用。付款方式有以下三种：
中信实业银行销售的预先付费的加密电话卡
所有能交纳赴美签证申请费的中信实业银行均出售预先付款的加密电话卡。每张售价 54 元人民币的电话卡将允许
持卡人通话 12 分钟，每张售价 36 元人民币的电话卡将允许持卡人通话 8 分钟。
使用信用卡/借记卡的用户可登陆签证信息中心的网站付款
使用信用卡/借记卡的用户可登陆签证信息中心的网站 https://www.usavisainformation.com.cn/schi/welcome.aspx 付
款，付款后将获得一个密码。支付 54 人民币后用该密码可通话 12 分钟，支付 36 元人民币可用该密码通话 8 分钟。
美国驻华大使馆及总领事馆签证信息服务中心退款管理办法

适用范围：
：
适用范围
通过邮局汇款、银行汇票和网上付款方式购买的“赴美签证预约与信息咨询”的电话服务费：54 元/12 分钟 或 36 元
/8 分钟 ，以及通过中信实业银行各营业网点购买“赴美签证预约与信息咨询”密码预付卡：54 元/12 分钟(张) 或 36
元/8 分钟(张)的所有客户。
适用条款：
适用条款：
同时符合以下二种条件的客户可以退款：
1. 客户购买电话信息服务费 12 个月内，未曾使用过其购买的电话信息服务费的，以美国驻华大使馆及总领事馆签
证信息服务中心电脑系统核实该客户帐户信息，确定其话费未曾动用。
2. 客户以邮局挂号信函或快递信函的方式，通知上海维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要求退款的。
上海维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书信联系方式为：
联系地址：上海邮政信箱 122-063
要求退款的信件，请详细注明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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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姓名；
客户身份证（复印件）；
客户的中国境内联系电话及详细地址；
付款方式；
要求退款的中国境内银行及帐户、开户银行分行记帐户名；
通过邮局汇款或银行汇票购买电话服务费的，请提供邮局汇款单（复印件）或银行汇票（复印件），及客
户身份证（复印件）；
• 通过网上支付方式购买电话服务费的，请提供网上支付交易号及 密码、电子邮件地址；
• 通过购买密码预付卡的，请回寄所购密码预付卡复印件。
对于以上要求退款内容的信函，建议客户以邮局挂号或快递的方式寄出，以减少信函邮递过程的遗失。因
客户邮寄或快递原因导致上海维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没有收到信函的，上海维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对此概
不负责。
如有以下任-情况者，
情况者，不予退款：
不予退款：
• 客户已使用过其购买的电话信息服务费的，以美国驻华大使馆及总领事馆签证信息服务中心电脑系统核实该客
户帐户信息，确定其话费已经使用或部分使用；
• 如客户发现在中信实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所购密码预付卡已经损坏,应当场在购卡银行要求退换; 如客户事后要求
更换已购的密码预付卡（不管是否损坏），将不予换卡;
• 中国各级外办部门所支付的咨询/预约服务费均按先服务-后收费的形式交纳,相应结算帐单一旦核实无误,费用
收取之后,皆不予退款；
• 非中国各级外办部门的其他企业或团体机构所支付的咨询/预约服务费皆不予退款。
退款处理时间：
退款处理时间：
对于符合以上退款条件的客户的退款要求，我们会在接到客户信函后的一个月内，给予退款处理。对于不符合以上
退款条件的客户退款要求，我们会在接到客户信函后的一个月内，给予不退款理由说明。
美国驻华大使馆及总领事馆签证信息服务中心
2005 年 8 月 4 日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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