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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普通护照于
!"#!

年
$

月
#$

日在全国启用!

近年来" 世界各国交往日益密切" 旅

客能够在国际间快捷# 便利地通行逐步成

为各国护照签发和口岸查验部门的努力方

向! 为加快口岸的通关速度" 减少旅客在

口岸接受检查等待的时间" 国际民航组织

于
#%&"

年编制了第一版有关护照制作及查

验的规范和指导文件 " 经多次修改完善 "

逐渐成为各国护照签发机关和口岸查验机

关普遍遵循的国际标准! 随着信息和微电

子技术的不断发展" 各国政府为应对日益

严峻的国际反恐形势" 不断提高安全意识"

陆续启用电子护照" 以加强出入境管理工

作! 截至目前" 已有
%"

余个国家和地区签

发了电子护照! 为顺应全球护照电子化发

展趋势" 进一步提升我国普通护照的安全

性和信誉度"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法% 的相关规定" 参照国际民航组织的技

术标准" 公安部决定签发启用电子普通护

照!

电子护照是在传统本式护照中嵌入电

子芯片" 并在芯片中存储持照人个人基本

资料的新型本式证件 ! 与以往护照相比 "

电子普通护照具有三大优势& 第一" 提高

了我国普通护照的防伪能力! 电子普通护

照采用符合国际民航组织有关标准的高安

全性智能卡芯片" 并采用具有较高安全强

度的非对称密码技术对芯片数据进行保护"

确保了电子普通护照的数字防伪性能! 在

物理防伪方面" 电子普通护照采用了异型

隔色# 光彩油墨# 激光穿孔# 高分辨全息

等多项防伪技术" 增强了电子普通护照的

物理防伪水平! 通过以上措施" 能够有效

防范伪造变造护照行为的发生" 保护持照

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 提升了我国普通护

照的信誉度! 随着电子普通护照防伪能力

的大幅提高" 各国对我国电子普通护照的

信任程度增加" 在口岸检查中" 将对持用

电子普通护照的人员给予较多的便利" 我

公民持用电子普通护照出入境将更加便捷!

第三" 改善了持照人的通关环境! 出入境

旅客自助查验方式已在我国实现了规模化

应用"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电子普通护照

启用后" 将为持照人获得自助通关等更加

便利的出入境服务提供技术条件!

此外" 电子普通护照采用了以 '辉煌

中国 ( 为主题的图案元素 " 并采用常光 #

荧光及水印三种图案形式共同表现主题 !

其中常光# 荧光图案分别选择了
'(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及香港# 澳门# 台湾具有

地域性代表的元素进行设计" 并通过 '天

安门(# '长城(# '天坛( 等
'

个代表国家

形象的元素进行联接) 水印图案选择的是

我国
$)

个民族的人物形象" 从人文的角度

将地域性的元素连成一体!

电子普通护照的启用是我国护照签发

管理工作的一次重大变革" 标志着我国的

国际旅行证件将迈入全数字化的时代" 对

维护国家安全# 便利公民出行# 促进人员

国际交流# 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启用电子普通护照" 将进一步提

升我国护照的信誉度" 使公民的国际旅行

更加便捷) 将进一步提升我国护照的安全

性 " 有效防范伪造变造护照行为的发生 )

将进一步提升护照的便利性" 为持照人获

得自助通关等更加便捷的出入境服务提供

技术条件!

!!!!!!

电子普通护照是在传统本式普通护照中嵌

入电子芯片" 并在芯片中存储持照人个人基

本资料以及面部肖像# 指纹信息的新型本式

证件! 电子普通护照继续保留了现有护照的

各项功能" 同时采用更为可靠的数字加密技

术# 更加先进的印刷防伪技术以及更加美观

的主题图案" 既确保了电子普通护照的高安

全性" 又展示了国家形象!

#4$ 256789:;<

电子普通护照的规格为
(!$**+&&**

"

共
,&

页! 封皮为枣红色! 封面印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徽#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中英文字

样以及电子护照标识等烫金内容!

护照第
!

页为资料页" 设有持照人标准

照# 姓名# 性别# 国籍# 出生日期# 出生地

点# 签发日期# 签发地点# 有效期# 签发机

关# 持照人签名等栏目! 资料页下方为机读

区" 上面打印有标准机读码! 第
'

页为声明辞

页! 第
,

页至第
-

页为备注页! 第
&

页至第

,)

页为签证页! 第
,-

页为应急资料页" 申请

人可在此项填写两位亲友的联系方式! 第
,&

页为注意事项页 ! 护照封三页内嵌有芯片 "

内存有持照人的基本资料! 护照号码由大写

英文字母
.

加
&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

#=$ 25>9:?@A

电子普通护照采用了以 '辉煌中国( 为

主题的图案元素" 并采用常光# 荧光及水印

三种图案形式共同表现主题! 其中常光# 荧

光图案分别选择了
'(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及香港# 澳门# 台湾具有地域性代表的元素

进行设计 " 并通过 '天安门 ( # '长城 ( #

'天坛( 等
'

个代表国家形象的元素进行联接)

水印图案选择的是我国
$)

个民族的人物形象"

从人文的角度将地域性的元素连成一体!

主题图案印刷在电子护照的第
&

页至第

,)

页! 其中国家形象代表元素每图占二个页

面" 采用双页联幅设计) 地域代表元素每图占

一个页面" 按照行政区划顺序排列!

少数民族人物形象的水印图案位于第
,

页

至第
,)

页的纸张内" 每页包含
!

至
'

个不同

民族的人物形象!

整个图案设计恢宏大气# 蕴意深刻" 既展

示了我国的自然风貌" 又展现了我国源远流长

的历史文化和中华民族和谐统一的精神理念!

#B$ C5>9:DEA

电子普通护照采用符合国际民航组织有关

标准的高安全性智能卡芯片" 并采用具有较高

安全强度的非对称密码技术对芯片数据进行保

护" 确保了电子普通护照的数字防伪性能! 在

物理防伪方面" 电子普通护照采用了异型隔

色# 光彩油墨# 激光穿孔# 高分辨全息等多项

防伪技术" 增强了电子普通护照的物理防伪水

平! 通过以上措施" 能够有效防范伪造变造护

照行为的发生" 保护持照人的合法权益!

#&$ 25>9FG:HI

电子普通护照的启用是我国护照签发管理

工作的一次重大变革" 对维护国家安全# 便利

公民出行# 促进人员国际交流# 服务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启用电子普通护照"

将进一步提升我国护照的信誉度" 使公民的国

际旅行更加便捷) 将进一步提高我国护照的安

全性" 有效防范伪造变造护照行为的发生" 保

护持照人的权益) 将进一步提升持照人口岸通

关的便利性" 并为持照人获得自助通关等更加

便利的出入境服务提供技术条件) 将进一步提

升国家形象" 向世界展示中国民族融合# 和谐

共存的精神理念!

C5>9JK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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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的公民申请电子普通护照" 应当由

本人向户籍所在地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

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提

出申请" 提交居民身份

证# 户口簿# 近期免冠

照片以及申请事由的相

关材料" 接受公安机关

出入境管理机构的询

问! 申请人在办理电子

普通护照时" 应当接受

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

门现场采集指纹及签名

信息!

'S $ PQJTC

567>9UVWXY

Z[\]^&

!"

近期免冠照片一

张以及填写完整的 $中国公民因私出国

*境+ 申请表%)

#"

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及复印件) 在居

民身份证领取# 换领# 补领期间" 可以提交

临时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及复印件)

$"

未满十六周岁的公民" 应当由其监护

人陪同" 并提交其监护人出具的同意出境的

意见# 监护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户口簿# 护

照及复印件)

%"

国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 提

交本人所属工作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按照

人事管理权限审批后出具的同意出境的证

明)

&"

省级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

理机构报经公安部出入境管理机构批准" 要

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现役军人申请电子普通护照" 按照管理

权限履行报批手续后" 由本人向所属部队驻

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

理机构提出!

'B$ PQJTC567>9_`abR

cd&

申请办理电子普通护照的条件# 时限和收

费标准均与以往相同" 只是在办理程序方面"

增加了采集申请人指纹及签名信息的内容!

'&$ PQJTC567>9efghi

Ljk&

十六周岁以上的公民申请电子普通护照"

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均应当现场采集申请

人的指纹信息! 不满十六周岁的公民申请电子

普通护照" 监护人同意提供申请人指纹信息

的" 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可以现场采集!

申请人因指纹缺失# 损坏无法按捺指纹

的" 可以不采集指纹信息! 其中" 申请人因手

指伤病无法捺印指纹且受理机关无法判断的"

需提交二级以上医院出具的证明" 并在手指伤

病痊愈后到受理机构换发护照# 补采指纹!

'l$ mDnopqrsTnt1Rhi

PuvLj,

采集指纹按照先右手# 后左手的顺序轮流

进行" 每只手各采集
!

枚指纹! 手指优先顺序

为& 拇指# 食指# 中指# 环指和小指! 如无特

殊情况" 应当采集申请人双手拇指指纹! 拇指

无法采集到有效指纹信息时" 则按指位顺序依

次采集该手的其他手指" 直至采集到有效的指

纹信息! 当一只手无法采集到有效的指纹信息

时" 可采集留存另一只手有效的
#

枚指纹信

息! 当有效的指纹信息不足
#

枚时" 应当按指

位优先高低提取不足数量的指纹图像!

'w$ PQvxyLz{|}~���h

iLj��:% ��PQJTC5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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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因手指条件等原因无法采集指纹信

息的" 不影响电子普通护照的申办和出入境边

防检查!

'�$ ���C567>9: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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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在签发电子普通

护照的过程中采取了加密等保护措施" 确保电

子芯片存储的指纹信息仅限于电子普通护照签

发机关和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在出入境管理时

读取# 核验和使用! 电子普通护照签发机关#

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在出入境

管理工作中知悉的公民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

密!

'�$ PQJTC567>9efg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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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申请电子普通护照" 应当当场在 $中

国公民普通护照申请表% 上签名" 以便公安机

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将申请人签名信息扫描至电

子普通护照资料页!

学龄前儿童等不具有签名能力的申请人可

以不签名!

'�$ PQv�JTC567>9�% 1

RWX�v����&

申请人应当在民警受理电子护照申请时当

面签署本人姓名" 原则上以规范汉字填写! 少

数民族可以使用本民族文字填写" 但应当与其

居民身份证上的民族文字姓名一致!

签名应当横向书写" 且须在 $中国公民普

通护照申请表% 指定的矩形框内" 不得压线或

倾斜" 各字之间距离不超过半个字!

'�$ YZv�c���C567>9&

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护照签发机关

不予签发普通护照&

!"

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

#"

无法证明身份的)

$"

在申请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

被判处刑罚正在服刑的)

&"

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结的民事案件不能

出境的)

'"

属于刑事案件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

的)

("

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认为出境后将对国

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的!

公民因妨害国 *边+ 境管理受到刑事处罚

或者因非法出境# 非法居留# 非法就业被遣返

回国的" 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自其刑罚执

行完毕或者被遣返回国之日起六个月至三年以

内不予签发普通护照!

'�4$ C567>9b�� ¡&

电子普通护照的有效期为& 护照持有人未

满
()

周岁的
$

年"

()

周岁以上的
(/

年!

'�S $ JTC567>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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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价格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的规

定" 办理电子普通护照的费用与以往相同" 即

首次办理电子普通护照费用为
!""

元
0

本) 换

发普通护照费用为
!!1

元
0

本 *含换发加注

费 +) 原普通护照失效需重新申请的费用为

!!1

元
0

本 *含曾持照加注费+) 因原普通护照

被盗# 损毁需补发的费用为
!!1

元
0

本 *含补

发加注费+) 因原普通护照丢失补发的费用为

,!1

元
0

本 *含补发加注费+) 加注的费用为
!1

元
0

本!

'�B$ C567>9UV1R¤s&

电子普通护照中内置敏感的电子元器件!

为保持其最佳性能" 请不要将电子普通护照弯

折# 打孔或者暴露在极端温度# 湿度环境中!

'�&$ 1¥N:C567>9¦ '§ $

¨% UV1R©T&

电子普通护照损毁# 遗失或者被盗的" 应

当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或者我驻外使馆# 领馆

或者外交部委托的其他驻外机构报告! 在国

内" 可以向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补发护照) 在国

外" 可以向我驻外使馆# 领馆或者外交部委托

的其他驻外机构申请!

'�l$ C5ª7>9FG«%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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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普通护照启用后" 原有的有效普通护

照应当继续使用!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

申请换发电子普通护照&

(2

普通护照的签证页即将使用完毕的)

!2

普通护照的有效期不足六个月的" 或者

有效期在六个月以上但有材料证明该有效期不

符合前往国要求的)

'2

公安部出入境管理机构认可的其他情

形!

!"#$%&'(

电子普通护照于5月15日在全国启用

电子护照可刷卡显示个人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