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人需要遵守 EVUS 要求?
从 2016 年 11 月 29 日开始, 所有持中华人民共
和国护照并同时持有十年有效期 B1/B2、B1 或
B2 签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前往美国时必须遵
守 EVUS 的要求。
什么是 B1、B2 或 B1/B2 签证？如何确认我所
持有签证的类型?
B 类签证为前往美国的普通商务和旅行签证。您的
签证类别显示在签证右上角。
这是否对目前的签证持有人、新申请人或两者都有
影响?
两者都会受到本项新规定的影响。持有 2016 年
11 月 29 日之前签发的十年有效期 B1/B2、B1
或 B2 签证的申请者，必须在该规定生效后做
EVUS 登记，方可使用签证。自2016 年 11 月29
日起获得十年有效期 B1/B2、B1 或 B2 签证的
申请者，必须在首次前往美国旅行前登记。所有申
请者的登记维持两年有效，若旅客的签证或护照两
者中有任何一者过期，EVUS登记的信息便失效。
那么签证持有人必须在前往美国前再次登陆 EVUS
更新个人信息。
EVUS登记的费用是多少？
什么是签证更新电子系统 (EVUS)?
签证更新电子系统是指持有十年有效 B1/B2, B1
或B2（访问者）签证的中国公民所使用的个人基
本信息在线定期更新系统，以协助其赴美旅行。
除了有效签证以外，上述旅客必须完成 EVUS 登
记，以便获得许可进入美国。
进入美国是否需要登记 EVUS?
是的。自 2016 年 11 月29 日起即需要登记。
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就签发十年期旅游签证做出
了双边互惠安排。该协议规定旅客须定期完成在
线表格填写以更新个人信息。此表格的填写将有
助于加快中国旅客入境美国。

在网站开放接受及早登记时，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
局不会收取 EVUS 登记费用。美国海关和边境保
护局预期 EVUS 登记收费最终会实施，但目前尚
未落实执行时间。在收费实施前，旅客可以免费完
成 EVUS 登记。
我在几个月前刚刚收到十年有效期的 B1/B2 签
证。我是否需要在 EVUS 登记后申请新签证?
不需要，您的签证仍然有效。但是，如果您在
2016 年 11 月 29 日以后前往美国，必须先在
EVUS 登记。EVUS 登记和申请签证是不同的程
序。
EVUS 登记提交后多久可以获得批准？
大多数 EVUS 登记提交后会在数分钟内处理完毕，
但是，最长会达到72个小时。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
局建议您在出行前尽早完成 EVUS 登记。

这项规定会对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旅客有所影
响吗?

我能否加急 EVUS 登记？是否能在美国大使馆或
领事馆预约加急？

任何从这些地区出发的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并同
时持有十 年有效期 B1/B2、B1 或 B2 签证的旅
客，都必须在 EVUS 登记。使用其他旅行文件
（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护
照）的旅客，可继续按照目前的方式前往美国
旅行。

加急登记是不可能的。美国使领馆无法加快 EVUS
登记进程、提供关于 EVUS 登记的细节，或解决
登记失败的问题。

这项规定对居住在加拿大多年且符合加拿大落地移
民 10 年期签证的中国公民将产生何种影响?
任何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并同时持有十 年有效期
B1/B2、B1 或 B2 签证的旅客无论其当前居住地
为何处，都必须在 EVUS 登记个人信息。
旅客需要多久更新一次 EVUS 的信息?
每次信息更新视为一次 EVUS 登记。一次登记一般
保持两年有效，若旅客的签证或护照两者中有任何
一者过期，EVUS 登记的信息便失效。持有 十年
有效期 B1/B2、B1 或 B2 签证的中国公民在前往
美国旅行（如果两年期登记已过期）或获取新护照
时，需要更新信息。
如果到达了机场才发现自己忘记在 EVUS 上登
记，该怎么办？会错过航班吗？
旅客可以在任何时候在 EVUS 上提交登记，包括
在机场的时候。提交登记后，旅客一般会在数分钟
内收到系统的回复，但个别情况可能最长需要72
个小时。如果您在到达机场或入境口岸之前忘记了
登记，这可能会延迟您的出行计划。别推迟了，今
天就登记吧！
在进行 EVUS 登记过程中需要帮助，应该怎么
做？
答：朋友、亲戚、旅游行业专业人士或其他第三
方可代表旅客向 EVUS 提交所需的信息。更多信
息，请参见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 EVUS 信息
网站 www.cbp.gov/evus。

该网站是否安全或保护隐私?
是的。该网站由美国政府运作，并使用相关技术防
止在未经许可情况下的信息查阅。旅客通过 EVUS
登记的所有信息都会受到美国法律的严格管控，就
如同美国法律对其他类似审查系统的管理一样。
当前签证是否依然有效？
有效。 当前的 B1/B2、B1 或 B2 签证对前往
美国的旅行仍然有效。在2016 年11 月 29 日以
前， 旅客无需填写网上的 EVUS 表格。 EVUS 登
记和申请签证是不同的程序。
EVUS 登记是否存在基于年龄大小的免登记规定？
没有。所有的旅客，无论年龄大小，只要持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护照和 10 年期的B1/B2、B1 或 B2
签证，就必须有有效的 EVUS 登记才能赴美旅行。
用平板电脑或手机可以完成 EVUS 登记吗？
可以。EVUS 平台可以通过移动设备操作。
如果我 在EVUS 登记过程中填错了怎么办？可以
修改吗？
旅客对 EVUS 登记的任何更新，包括修正一处错
误，都是一次新的登记。
航空公司如何知道我是否已在 EVUS 登记？如果
我没有获得 EVUS 的批准，他们可以给我登机牌
吗？
航空公司通过内部联网获得 EVUS 的登记信息。
从2016年11月29日开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签
发的护照并同时持有最长有效期（10年期）B1/
B2、B1或B2签证的旅客，如果在航空公司系统
中没有有效的 EVUS 登记记录，航空公司不会为
其提供登机牌。

我持有一个有效期为 1 年的美国签证，我需要在
EVUS 上登记并付费吗？EVUS 仅适用于持有 10
年有效期美国签证的旅客吗？
EVUS 仅适用于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并同时持
有 10 年有效期 B1/B2、B1 或 B2签证的旅客。
如果您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但所持有的签证
有效期是 1 年，您无需在 EVUS 上登记。
在 EVUS 上登记之后，我有可能被拒绝入境美
国吗？
所有访美旅客，无论他们是否持有签证，是否在
EVUS 上登记，或获得其它旅行授权，在抵达入
境口岸时都必须由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审
核是否获准进入美国。无论是持有签证还是已经在
EVUS 上完成登记，都无法保证您一定能入境美
国。这些规定并没有改变。
如果我的公务护照和因私护照中都有 10 年有效期
B1/B2、B1 或 B2 签证， 我需要在 EVUS 上登
记两次吗？
是的。每一次 EVUS 登记对应一个单独的签证。
这意味着您必须在 EVUS 上分别为每一本中华人
民共和国护照上的每一个 10 年有效期签证进行
登记。
我有问题可是在这里找不到答案，我可以联络谁
呢？
如需协助，请拨打 1-202-325-0180 联系 EVUS
客服中心。除美国联邦假日外，客服中心提供 7 天
24 小时服务，并配备普通话专员。您也可以通过
发送电子邮件至evus@cbp.dhs.gov 联系客服中
心。客服中心可以回答旅客关于 EVUS 的问题，
但所有 EVUS 登记必须由旅客本人或第三方在线
提交。美国使领馆无法提供关于 EVUS 登记的详
细信息或为申请人解决登记失败的问题。

您需要下列各项以作登记：

		
2 旅行文件信息

		
4 旅行信息

		
6 检查登记

•

有效的中国护照

•

由美国国务部签发的最长有效期 		
10 年 B1、B2 或B1/B2签证

输入显示在您中国护照上的旅行文件信息，然后选
择“下一个”继续。

输入旅行信息，然后选择“下一个”继续。必须填
写紧急情况联系人及其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

•

您的联系信息，包括在美国的目的
地地址

点击并检查每个章节的标题来查看该部分的内容。
使用“编辑”来改动或更正所有不正确的信息。一
旦提交，您的EVUS登记将被视为最终版本，不得
再做修改。在检查完各章节之后，如各项信息正
确，选择“确认并继续”并选择认证和第三方选项
（如适用）
。

•

紧急情况联系人

		
1 选择登记

要开始或更新您的EVUS登记，请
登陆 www.evus.gov。EVUS网
站有英文版和中文版。
有关EVUS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登陆 www.evus.gov 并选择“新登记”开始。选
择“个人登记”为一位旅客登记， 或选择“团体
登记”为多位旅客登记。阅读安全通知并选择“
确认并继续”，以便继续进行EVUS登记。选择“
是”表示您已经阅读并知悉 EVUS 登记的免责声
明和条款。
没有完成付费步骤的游客没有资格乘坐前往美国的
飞机或轮船。

		
5 资格问题
		
3 登记者信息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是”或“不是”来回答资格
问题。
美国家园安全部建议您打印一份确认页，该页包含
您的EVUS登记号码。

输入登记者、工作及其他信息。参照您的护照并以
同样的格式输入所有信息。选择“下一个”继续。
红色星号标记处为必填项。

www.cbp.gov/evus
或联系EVUS客服中心电话
1-202-325-0180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evus@cbp.dhs.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