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接待办公室简介
作为欧洲最好的大学之一，马德里自治大学不断拓展学校在国际范围内的教学和研
究活动，从全球性、灵活性和创新性前景考虑，推进知识成果转化。
由西班牙政府近期推动的、2015 大学战略框架下的国际化倡议，也成为马德里自治
大学与科学研究高等委员会联合推出的国际杰出校园计划项目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此背景下，国际事务接待办公室应运而生。该办公室负责全面接待外国留学生、
研究人员和教师，为他们在学术和行政方面提供信息与指导。
地址与联系方式:
外国研究人员和留学生事务接待办公室
电话：+34 91497 6906 / 6907 /7412
传真：+34 91497 3698
大学生服务楼（B 楼）
坎托布兰科大学城
马德里 29049
（校园地图 和 公交信息）
邮箱：oficina.acogida@uam.es
你可以通过脸谱网联系我们：
http://www.facebook.com/oficina.acogida.uam

1.1. 目标
 总体目标
-

帮助外国留学生、研究人员和教师在我国开展学术与教学方面的活动。

 具体目标
-

为来办公室办理事务的人员提供个性化和全面的接待服务。

帮助到其他大学就读或以学生身份继续在马德里自治大学就读的外国学生、研究
人员和教师与相关大学之间加强联系。
-

促进外国学生适应和融入大学社区，这将促进校园跨文化化氛围。

1.2. 办公室的服务内容
 为外国留学生或访客抵达学校、在校期间以及离开学校等方面提供帮助。
-

受理到外国人事务办公室办理学生居留证（外国人身份证）事宜。

- 受理学生、教师培训奖学金和研究人员培训奖学金生申请非全日制打工许可和延
期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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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打工许可及到马德里政府代表处办理居留手续等其他特殊情形。

负责与西班牙外交部、驻外使领馆的联系，以加快学生签证或打工许可特殊申请
的办理。
-

指导外国研究人员取得社会保障证号码。

-

指导外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家属居留权的初次申请和延期手续。

-

为那些在西班牙停留期间到国外旅行的人办理返回许可提供指导。

- 为欧盟成员国以外的学生办理外国人身份证证所需的医疗保险、回国保险和旅行
保险等提供相关信息。
-

就银行开户手续提供信息。

- 就马德里自治大学的运作和结构以及提供的服务提供相关信息：如大学生证、网
页、地址、在大学生宿舍和大学生公寓的住宿等。
-

就争取奖学金提供咨询。

 办理官方认证文件的手续
指导、帮助学生为使其在马德里自治大学取得的学位证具备国际效力而办理普通
认证和海牙认证相关手续。
-

在学生通过教育与科学部学历认证办公室办理国外学位学历认证手续以便在西班
牙有效使用等程序提供相关信息。
-

 接待工作和文化融合
国际接待与促进办公室主管的引导工作，力求组织一系列接待活动，旨在促进学
生、研究人员和访问教师之间的融合，同时通过国内外学生间的互动促进国内学生的国
际化和掌握多种语言的能力。
-

语言交流活动

-

国际志愿者组织

-

心理咨询计划

-

相关的文化信息

1.3.学生联络计划
在马德里自治大学，我们推出了一项名为国际学生联络计划，可以在你抵达前提供
帮助，并在你抵达后帮助你融入学校、尽快适应。
这项计划，在所有西班牙大学里都是很新颖的。它的目的就是帮助外国学生、研究
人员和教师---他们现在都是我们大学的一员，了解他们想象中在西班牙将要面临的生活
和学习的真实情况，包括日常生活习惯。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你需要更专业的信息，记住接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会随时为
你服务，他们会帮助你办理从大学录取到你回国的所有手续，并且是直接联系，成为你
和马德里自治大学其它机构和单位之间的联系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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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进入马德里自治大学
马德里自治大学的学生接待与指导办公室，负责向所有希望在马德里自治大学攻读
学士学位的国内外学生，就下列问题提供相关信息：
-

学士学位录取分数。

-

注册和入学日期及期限。

-

本国学生及外国留学生办理预注册和录取申请所需材料。

-

外国留学生入学实用信息

对于那些想攻读研究学位的本国学生和外国留学生，联系单位是研究生学位中心，
它负责提供与官方硕士、博士研究生和马德里自治大学的学位相关的一切信息。
对那些想进入马德里自治大学学习的所有外国留学生，建议通过发邮件至 atenció
n.estudiantes@uam.es 联 系 国 际 接 待 事 务 办 公 室 ， 或 通 过 发 邮 件 至
posgrado.oficial@uam.es 联系研究生办公室，具体了解针对外国留学生的特别法律手
续，比如事先对所持大学学位证进行学历认证等。
特别要建议的是，那些想在本国对他在马德里自治大学获得的学位做认证的外国留
学生，一定要在正式注册前，就有关学位的特殊情况咨询上面提到的研究生办公室。因
为，在本校开设的学位中有些只在我们的国家具有效力，若是此种情况，那些学位在国
外是不能获得同等学历认证的。

2.1.先决条件
2.1.1 通过交流项目入学
交流生指的是根据与马德里自治大学签署的专项交流生项目协议，本国大学事先挑
选后，送到马德里自治大学进行一定时期的学习（一般是 1 至 2 学期）的学生。其中一
些交流项目有：埃拉斯穆斯欧洲项目、马德里自治大学与欧盟以外大学之间的专项交流
协议以及马德里自治大学与桑坦德拉美研究中心奖学金项目。这类学生的招生由马德里
自治大学国际关系与交流项目办公室统一管理。

2.1.2 交流项目以外的学生
访问学生
所有来自国内外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如希望在马德里自治大学学习一段时
间，以提高自己在官方学位课程下的知识水平，尽管不属于任何一项交流计划或协议，
但都可以申请以外国访问学生身份进入马德里自治大学学习。这类学生在学位课程结束
后不能获得官方学位，而只能申请获得一份所学课程的结业证明。这类学生的招生工作
由国际关系和交流项目办公室负责。
正常入学的（官方计划的）学士、硕士或博士研究生
正常入学的学生通过官方的学位计划入学，目标是要完成某一学位计划课程，课程
结束后将获得马德里自治大学颁发的官方学士、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学位。
如需更多相关信息，请联系学生指导与接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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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如何确定我在本国所学课程是否具有在马德里自治大学学习的
效力？
已在其他国家完成了大学预科课程，并希望注册学士学位的学生。
欧盟成员国教育体制下的学生以及冰岛、挪威、列支敦士登和中国的学生，还有已
经学完欧洲大学预科或国际大学预科课程的学生，都可以直接进入西班牙大学学习。只
要获得国家远程教育大学颁发的入学资格证书，就无需申请所持学位的学历认证。
国家远程教育大学颁发的入学资格证书是具有官方性质的文件，有效期为一年，承
认学生本国的大学预科课程和入学考试。要办理该证书，学生必须证明自己已经完成了
本国大学的学业要求。这些要求包括就读某些专科大学或大学所要求的专业考试。
如果你是来自欧盟成员国或冰岛、挪威、列支敦士登或中国的学生，你对自己学位
的效力有疑问的话，可以下载官方学位名单进行核对。
入学资格证书仅在西班牙大学入学考试（西语缩写为 PAU）统考阶段有效。如果考
生想提高自己的成绩，可以通过参加国家远程教育大学组织的大学入学考试专业阶段考
试。如需更多相关信息，请下载文件《欧盟和其他国家学生入学须知》，或拨打电话 91
398 8499 联系国家远程教育大学或访问它的网页。
所有不属于上述几类国家的学生，都必须通过国家远程教育大学参加大学入学考
试。
在其他国家已经学习了大学课程，还想在马德里自治大学继续学士学位学习的学
生。
有意在自治大学继续攻读学士学位的学生，必须直接与将要注册的学位所在系的秘
书处联系，申请办理所学课程部分学历认证。

已经在其他国家修完大学课程，希望攻读马德里自治大学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学位的
学生。
所有希望开始研究生学位学习的学生都必须提交由本国学术主管机构颁发的事先经
过官方认证的学位证书。
认证程序受西班牙和学生本国之间签署的合作协议约束，因此，在开始办理任何手
续前，有必要咨询一下两国之间签署的相关双边协议相关规定。
如需了解适用于自己国家的认证程序，请前往研究生办公室下的文件认证与翻译组
和高等教育学位学历认证组咨询。

2.2.注册和登记期限
注册期限对国内学生和外国留学生都是唯一的、相同的，除非是要攻读学士学位一
年级课程的新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由于西班牙国家远程教育大学（西语缩写为
UNED）入学资格证书颁发手续导致入学延迟，这些学生可以享受一周时间的注册延期待
遇，预注册时间为 6 月 14 日至 7 月 12 日（仅限当年有效）
入学登记程序对本国学生和外国留学生都是一样的，就是研究生学位也同样，因为
它们不受大学之间任何合作协议的保护。
因此，我们建议你们前往学士学位和研究生学位入学招生处分别咨询，你可以联系
学生指导与接待办公室，或就其它信息咨询国际接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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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公立收费标准
已修完高中课程，并希望攻读学士学位的学生。
在西班牙，不同学位的收费价格取决于获得学位所需学分的数量。
因此，要想算出需要交纳的学费，只要通过进入学习菜单查询你要选择的学位项
目，就可以查询每个学分的价格。
已经在本国开始大学课程，但希望在马德里自治大学以正常学生身份继续攻读学士
学位的学生。
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做的是与你将要学习的学位所在系的秘书处联系，申请对所学
课程办理部分学历认证。
学历认证程序完成之后，你就会知道要获得马德里自治大学官方学位还需要修哪些
科目，查询学习计划和每学分的价格，就可以算出需要交纳的学费。
已经在本国开始大学课程，但希望在马德里自治大学以访问学生身份继续攻读学士
学位的学生。
通过这种途径入学的学生不会获得任何官方学位，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选择要学习的
科目，并查找相应的收费价格。

2.4.奖学金
为西班牙大学国际交流项目设立的大学基金会提供各种机构设立的奖学金项目申报
信息，你可以按照国籍通过过滤器查询有关奖学金信息。
其中一些机构或组织公布的面向外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奖学金项目定期申报信息
可能会对你有用，这些机构有西班牙外交与合作部、西班牙国际合作署、证罗琳娜基金
会、亚洲之家和美洲之家。
此外，如果你已经就读于马德里自治大学，你可以通过就业信息与指导中心获取有
关培训项目奖学金申报信息。

2.4.1.研究人员培训奖学金项目
研究人员培训奖学金分项目为那些希望完成涉及任一领域的博士论文以提高自己的
学术水平的西班牙本国的或外国的大学生提供资助。该项目可以在“国家科学研究+技术
开发+创新规划”及其它项目资助下的具体研究计划中提供培训机会。
该资助项目包括在完成一篇博士论文的学生所在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中心开设的为
期 48 个月的研究人员培训课程，当然要求他的论文要与国家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创新规
划资助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具体项目相关。此外，还资助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课程的学费
以及他们在其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中心的进修。该分项目设定的资助专门用于奖学金项
目阶段，支付奖学金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中的主要部分；在签定劳工合同阶段，用于资
助合同费用，可以理解为该笔费用相当于劳动者工资毛收入与企业支付的社会保险部分
的总和。
这些奖学金可以在你自己的国家申请，也可以在你抵达西班牙之后申请，但是申请
手续却并不简单。需要好几道行政程序和在领事馆办理的好几项手续。因此，我们建议
你，只要你选定这些奖学金中的某一项，如果你在国外，你就立即通过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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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gida.internacional@uam.es 联系我们；或者你可以来我们办公室与我们面谈，具体
我们会在下面的步骤给你指导。

2.4.2.大学教师培训奖学金项目
该奖学金项目主要内容就是为大学教师培训计划（西语缩写为 FPU）提供资助，有
助于推动研究人员条例框架下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的培训工作。
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申请的大学生，只要达到教育部为宣传奖学金信息而设立的大学
教师培训奖学金管理处所规定的条件，都可以成为该奖学金的受益者。
在它的网页上，你可以找到奖学金项目的持续时间、最低要求、提交申请期限、资
金捐助来源、人选选拔程序的特点以及其他重要信息。
这些奖学金可以在你自己国家申请，也可以在你抵达西班牙之后申请，但是申请手
续却并不简单。需要好几道行政程序和在领事馆办理的好几项手续。因此，我们建议
你，只要已经选好了这些奖学金中的某一项，如果你在国外，你就通过邮箱
acogida.internacional@uam.es 联系我们；或者你可以来我们办公室与我们面谈，具体
我们会在下面的步骤给你指导。

3.生活在西班牙
在几个不同专栏里，你可以找到与办理必要手续有关的相关信息，根据你们访问的
目标、留学持续时间及本国的情况，使自己在西班牙的生活正常化。
然而，由于形势不断变化可能导致规定发生变化，以及外国人事务处新法令的实
施 ， 我 们 建 议 你 在 开 始 办 理 任 何 手 续 前 ， 一 定 要 通 过 发 邮 件 至
acogida.internacional@uam.es 与我们联系，便于我们给你提供咨询意见，并跟踪你们
还未办理的手续。
可以肯定，只要我们彼此通过适当途径保持良好沟通，尽量缩短办理必要文件所必
须的时间，你在西班牙的生活将会是轻松而愉快的。
因此，我们请你一定要和别的同学共享你认为会对别人有用的所有信息，并通过前
面提到的邮箱给我们发来你的意见和建议。

3.1.签证、停留许可和居留许可
随着针对外国人到达我国、停留和离开等程序的各种法律法规不断变化，为了更好
地办理我们接待办公室受理的各种官方文件手续，本专栏所列信息每月都会更新。
然而，我们建议相关的学生在启动外国人事务处的有关手续前，一般情况下都先查
阅一下外国人事务处、教育部、劳动部和外交部开通的网页。作为补充，接待办公室也
会向所有有需要的学生提供个性化协助。

备注：这几页内容仅作为信息参考，不会产生任何权利及期望的权利（参见马德里
大区 2002 年 2 月 5 日官方简报发布的 1 月 24 日 21/2002 号法令第 14 条）
欧盟成员国的学生
尽管对于欧盟成员国的学生，并不要求办理赴西班牙签证，但是必须在西班牙境内
前往外国人事务中心登记处申请一份注册证明，让申请人当着内政部官员的面，留下已
在我国境内的证据。
要申请外国人身份证号，首先你必须预约一次会见。为此，你可以去接待办公室，
或通过拨打电话 902 56 57 01，留下自己的个人资料，护照号码和西班牙境内的一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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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号码。因为外国人身份证号码的确定会拖延很久，所以建议你在抵达西班牙的第一周
就开始办理这些手续。
当你获得申请外国人身份证的约见后，可以在网页 www.justificantecita.es 输入
你在申请约见时留下的护照号码和电话号码，经确认后打印一份约见的确认函。确认函
上会有你应该前往提交申请的外国人事务办公室，以及会见的日期和时间。
约见当日你必须备齐以下材料：
- 相关申请表格原件和复印件
- 护照原件和复印件
- 3 张白底彩色证件照
- 大学录取通知原件和复印件
当身份证做好后，相应的收费通知会通过信件寄到申请人的家里。
欧盟以外国家的学生
到西班牙之前
非欧盟成员国的学生，必须至少在学位项目开始两个月前就开始办理签证，以保证
按时入学。这样，学校就会有充足的余地，以应对在发放签证过程中，有关使领馆可能
会坚持要求提供某些附加的特殊证明和文件的情况。
签证申请和领取一般都在学生本国的西班牙使领馆办理。
根据停留期划分的签证种类有：
- 90 天（用于在有效期内办理居留证）
- 150 天或 180 天：不允许办理居留证（即外国人身份证）仅允许在西班牙停留至
签证有效期满。在签证过期之前，必须返回自己的国家。

注意事项：如果是来学习或工作，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持旅游签证。旅游签证是不允
许在西班牙学习或工作的。也不能允许在抵达西班牙后，申请居留证（外国人身份证）
或办理签证种类变更。同时，必须注意签证一般都是用于在西班牙参加某项具体的活动
（如培训班、硕士、博士研究生、特定的奖学金项目或工作），这项具体的活动是不能
更改的。

在你到达西班牙后的最初几个星期
如果持停留期为 90 天的签证
如果你在西班牙的学习会超过 6 个月，就必须在进入西班牙后最迟一个月内申请相
应的学生证（外国人身份证）。因为居留证的发放通常会拖延很久，所以建议你在抵达
后的第一个星期就开始办理这些手续。
要申请外国人身份证，你必须先预约一次会见。为此，你可以去接待办公室或亲自
拨打电话 902 56 57 01 申请，只要留下自己的个人资料，护照号码和在西班牙的一个联
系电话。
获得办理外国人身份证的约见后，你只要在网页 www.justificantecita.es 上输入
自己预约时留下的护照号码和电话号码，获得确认后打印一份确认函。确认函上会有约
见的日期和时间，以及你需要前往的外国人事务办公室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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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见当日需要提交的材料有：
 相关申请表格原件和复印件
 有入境章和签证的有效护照原件和复印件。
 三张近期白底彩色证件照片（32x26 毫米）
 大学录取通知书或与之相关的文件原件和复印件
 约见之后，你在家中会受到一封信，告诉你何时领取居留证，随函会附上一份关
于相关费用的 790 表格。

如果持停留期为 180 天的签证：
这种签证持有人是不可能申请居留证的，只能停留至签证有效期满，也就是说，在
签证过期之前必须返回自己的国家。
如果你在西班牙已经居住一年
这种情况下，必须申请延期外国人身份证。延期申请期限为有效期满前 60 天（建议
你最好在该期限内尽早办理）。
要申请外国人身份证延期手续，必须先预约一次会见。为此，你可以去接待办公
室，也可以亲自拨打电话 902 56 57 01 预约，只要留下你的个人资料，护照号码和在西
班牙的联系电话。
约见当日，你必须携带下列材料：.
- 相关表格原件和复印件。
- 护照原件和复印件。
- 过期的外国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 三张近期白底彩色证件照片（32x26 毫米）
- 证明你与大学关系的文件原件和复印件（如学籍表、博士研究生续读证明等）及
上一课程专业成绩证明（如成绩单或导师推荐信）
- 上年度银行账户交易证明原件和复印件，且账户余额不低于 1800 欧元，或奖学
金生资格证明，明确每月你有权收到的奖学金金额。
- 户口登记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看本页左边菜单中“常见问
题”项）
- 涵盖回国费用的健康保险。
- 费用标准（缴纳金额：16.32 欧元），可以在任意一家银行缴纳。
不要忘了，要打印约见确认函，你只需要登录网页 www.justificantecita.es ，输
入你的外国人身份证号和你在办理延期时提供的手机号码。

如果在马德里自治大学学习期间你希望旅行
你必须确认你的签证是多次入境的。在这种情况下：
- 如果你的外国人身份证至少到你返回西班牙后仍有效，你就可以到国外旅行且最
多 9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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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外国人身份证已经过期或者在你未来的旅行期间会过期，你就必须预约
一次会见，办理延期，并申请返回许可，所有这些手续都必须在你启程旅行前办理。
在会见当日你必须携带下列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 完整的护照。
- 过期的外国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 居留证延期申请。
- 相关申请表格。
- 相关费用。

3.2

寻找住房

马德里自治大学通过校园内的路易斯·比维斯大学生宿舍和艾拉斯莫大学生公寓向
学生提供住宿。
此外，接待办公室也在脸谱网上通过自己所在的组推动合租套房房主有关信息的交
流。你可以通过这里访问该组，当然必须在脸谱网上注册。
同时，团结行动与合作办公室推出一项名为“居住与共住”的国际共住计划。
同时还有一系列属于马德里自治大学，但并不由大学管理的大学生宿舍。
证斯蒂利亚大学生宿舍（男生）
桑蒂利亚纳大学生宿舍（男生）
索莫谢拉大学生宿舍（女生）

另外，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在私人合租套房寻找住房。查找或发布这类广告信息的最
有名的几个网页是：
www.idealista.com
www.fotocasa.es
www.segundamano.es
重要的是可以输入学生的意见，提供下载调查表的机会和与你自己的联系学生取得
联系。

3.3

医疗保险

第一次申请居留证及以后办理延期手续时，你都必须提交一份购买了医疗保险、意
外保险和回国保险的证明。
有很多家保险公司可以出具满足这些条件、有不同价格、涵盖不同医疗项目的保险
单。如果你需要这方面的指导和信息，尽管向我们咨询。

3.4

户口登记

市户口登记簿是证明你在西班牙境内居住时间的证件。
所有住在西班牙的人都必须在常住地的市级户口登记处注册登记，证明你是该市的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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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城市的居留者都必须提前预约申请会见后，再到各自市政府登记户口。
在首都马德里，所有信息，包括预约会见的链接都可以在市政府网页上获得，当然
接待办公室也会协助你办理你认为必须的所有手续。
在办理包括下面手续的多项事宜时，都严格要求出具户口登记证明：
 申请居留许可和工作许可延期手续。
 办理卫生保健证的发放。
 与西班牙之间有协议的出生地国颁发的驾驶许可的效力认证。
 办理儿童在学校的入学手续。
 办理居留证的延期手续。

综上所述，我们建议你只要找好住房就去办理户口登记。
下面我们向你列出需要提交的证件：
户口登记表，要求填写完整，并由住房内包括房主在内的所有成年人签字。，
证明身份的证件：身份证（必须年满 14 周岁），或有效护照，或有效的居留许可
（有临时的、永久的和欧盟的），或者同时出具外国人身份证和护照，或有效身份证
（限于欧盟成员国、爱尔兰、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公民）。如果是 14 岁以下，则出
示家庭户口本。
证明住房使用情况的证件：
- 有效的租房合同。
- 最新一期由相关公司出具的固话费、水费、电费、煤气费等缴费发票或从上个年
度到申请日期之间正式提供服务的合同。
- 当你申请的住房中有其他已经登记的住户，必须得到这些已登记住户中的成年人
同意，才能登记你为新住户，并要他们在户口登记表相应的表格中签名，同时要附上签
署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3.5

银行账户开户手续

无论你是什么国籍，你都必须证明自己的居留或非居留情况，才可以在西班牙的银
行开户。
如果你已经正式确定你的居留情况，并且你有证明自己居留情况的身份证（如外国
人身份证），你在银行开户时只要出具该证即可。
如果你还没有居留证，但你是欧盟成员国的居民，你有两种选择：
(a)第一种选择是带上你的护照（原件和复印件）去警察总署，申请一份“非居留证
明”。十天后（大约）你需要回去领取该证明。
持你的护照和这份证明，你可以去任何一家银行开户，从开户时开始账户就可
以交易了，账户上存的钱当时就可以使用。
(b)第二种选择是你带上护照直接去银行申请开户。在同一家银行你签署授权书后也
可以申请办理非居留证明。账户开好后，不能立即交易，直到银行收到上述证明，且在
这期间账户上存的钱会被冻结。
如果你没有居留证，并且你是欧盟成员国以外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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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你出示护照才能在银行办理开户。
然而，如果两个月内你还没有获得居留证，银行有可能会冻结你账户上的资金。因
此，在申请到外国人身份证后再去办理银行开户是很重要的。
在银行开立欧元账户没有最低余额要求，其他外汇的开户最低存款额则根据不同货
币有不同要求。
我们建议你在选择其他银行前，最好先去大学校园内的银行。在某些情况下，这些
银行会接受开户申请而不要求提供任何证明，只要你出示大学生身份证即可。
最后，我们要提醒你银行经常会对某些业务收取手续费，如开户和维持账户的手续
费用等。因此，在选择开户银行前，最好对不同银行的条件进行比较。

3.6

如何带你的家人来西班牙

3.6.1 邀请函
为你的家人申请一份邀请函是一项十分缓慢和难办的手续。根据申请人不同的国
家，可能会拖延 2 到 4 个月的时间。
邀请函可以通过在申请人本国的西班牙领事馆或你的户口登记所在区内的警察局办
理。
有必要强调的是，与所有的行政手续一样，请求被拒绝，邀请函申请被拒文件的翻
译，都意味着要重新开始整个申请过程，包括重新提交所有必需的材料。
接待办公室邀请你在开始办理这项申请前一定来我们这里咨询一下。
1. 邀请人提交的材料
 外国人身份证、家庭住址和完整的居住地信息。
 明确表明邀请和招待被邀人的意愿。可以在你的主要居住地，这在上面已经提
到；也可以在你的第二住房，在这种情况下，要明确具体地点。警察局会在审核被邀请
人的材料后发出上述邀请函。当所有的文件被审核通过后，要缴纳 103.20 欧元的费用。
警察局会发出一份正式邀请函。必须通过邮寄的方式把邀请函送达被邀请人，因为当他
到西班牙时必须随身带着邀请函。
如果被邀请人住在你自己的住房，要提交
 房产公证书。
 最近一次贷款证明
 房产登记证明
 为共住一套房子的人发放的市级证明（共住证书）。该文件是由市政会议（就在
登记户口等同一地点）颁发。
 大区主席签发的证明，明确该住房内共住的总人数。
如果被邀请人住在一套租来的房子里，要提交
 房屋出租合同。
 最近一期通过银行缴纳的租金收据。
 房主的身份证。
 为共住一套房子的人发放的市级证明（共住证书）。该文件是由市政会议（就在
登记户口等同一地点）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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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区主席签发的证明，明确该住房内共住的总人数
 如果被邀请人入住的房子不属于发出邀请函的人，房子的责任人（无论是房主还
是租房者），都必须提交一份证明，接受邀请函中的条件，并附上自己身份证的复印
件。

如果被邀请人住在酒店

如果是这种情形，则不需要办理邀请函。但是必须提前支付酒店住宿的全部费用，
并出示银行出具的付款证明。

2. Invitado:
被邀请人

a. 经过邀请人本国公证处、外交部和西班牙领事馆（或任何一个具有认证资格的机
构）认证的护照复印件和译文。
b. 经过邀请人本国公证处、外交部和西班牙领事馆（或任何一个具有认证
资格的机构）认证的亲属关系证明和译文。
c. 经过邀请人本国公证处、外交部和西班牙领事馆（或任何一个具有认证资格的机
构）认证的家庭住所证明和译文。
d. Cer 经过邀请人本国公证处、外交部和西班牙领事馆（或任何一个具有认证资格
的机构）认证的犯罪记录证明和译文。
e. 证明亲属关系的照片。
f. 生活来源证明。邀请人在抵达巴拉哈斯机场时需出示证明他每天至少有 60 欧元
给被邀请人在西班牙期间花费。保证资金总额根据被邀请人在我国停留的总天数来计
算。证明材料可以是银行的保单，或者达到该消费额的信用卡，或者现金。

3.6.2 家庭团聚
实际上家庭团聚比较复杂。最大的困难在于备齐所要求的所有材料，无论是在自己
本国关于邀请人的，还是在目的地国关于被邀请人的。
因此，我们建议你在开始这些手续前来找我们，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咨询意见。
我有居留权，我想带我的家人来西班牙
为了通过家庭团聚程序带你的家人来西班牙，你必须在西班牙居住满一年，且已经
申请并获得新的一年居留许可，也就是说，你已经办理了旧的居留许可延期手续。你还
必须证明你拥有合适的住房和足够的经济来源，以支付你和你家人的费用。
我可以和哪些人团聚？
你可以和你的配偶团聚，只要你没有离婚。还可以和你的子女及你配偶的子女（包
括收养子女）团聚，他们都必须未满 18 岁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且两种情况下都没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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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也可以和邀请人的长辈或配偶的长辈团聚，只要他们还在你们的照顾之下。18 岁以
下和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子女来西班牙，要求国外的邀请人必须是他的法定监护人。
我必须到哪里提交团聚的申请？
你必须去离你住所最近的政府代表处或二级代表处的外国人事务办公室去办理。
我该提交什么材料？
接下来你要办理的手续是为你要请到西班牙来的每一个家人申请家庭团聚居留许
可。当申请被批准后，你的家人必须在本国的西班牙领事馆申请签证。
要提交家庭团聚的居留申请，你必须亲自去外国人事务办公室。
1. 与官方申请一道，你还要提交证明你与前来团聚的每个家人的关系证明、年龄、
法律和经济依附关系证明等：如户口本，婚姻证明，每个子女的出生证明。
2. 你本人的有效护照原件和复印件。
3. 你的第一份居留许可复印件和你第二份延期后的居留证，或者正在办理过程中的
相关证明。
4. 你必须证明你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比如一份可以负担你家庭支出的工作。
5. 拥有一套合适的住房，可以提交租房合同或者房产证明。
6. 如果和你团聚的是你的配偶，你必须提交一份签字的声明，表示你没有同另一个
配偶生活在一起。
重要提示：如果你满足了所有条件并收到家庭团聚许可，即可静待家人获得签证和
进入西班牙领土。要申请签证，你的家人必须提交一份证明报告，表明你具备申请家庭
团聚所要求的条件，以及你是延期后的居留许可的持有人。
家人的居留许可的有效期是多久？
你的家人的居留许可有效期取决于你在西班牙的法律身份，与你在西班牙的居留许
可有效期是一样的。
在哪里以及哪些人必须申请签证？
签证只能在西班牙以外的地方，如在你家人所居住的国家的西班牙领事办公室或外
交机构。一旦通知你颁发了团聚许可，要来团聚的家人将有两个月的期限申请签证。
重要提示：如果你的家人已经以非正常方式呆在西班牙，他将不被批准团聚，因为
这将成为拒绝团聚申请的充足理由。他必须返回自己的国家重新申请签证。
我如何帮我家人取得签证？
1. 你必须前往你本国的西班牙领事馆提交填写完整、并已签名的正式申请表，来团
聚的亲属的有效护照原件和复印件，护照有效期不得少于 4 个月。
2. 由前来团聚的亲属在本国或最近 5 年他所居住过的一个或多个国家相关机构颁发
的最近 6 个月的犯罪记录证明，且其间不应有审判记录。。
3. 西班牙居留者的居住许可复印件。
4. 证明亲属关系、年龄、法律和经济依附关系证明文件的原件。
5. 证明家人没有患国际卫生条例所规定的任何需要隔离的易感疾病的医疗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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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签证需要多长时间？
领事馆将有最长两个月期限来核实签证的颁发手续，来团聚的家人必须亲自去取办
好的签证，幼儿除外，可由他的代理人或监护人去取。
来团聚的家人必须在签证有效期内进入西班牙，签证有效期从来不会超过 3 个月，
而且最多有一个月时间申请外国人身份证。
要为来团聚的家人申请居留许可的延期，必须在许可有效期满前 60 天提出申请。与
第一次一样，你必须提交一份证明自己作为有合法居留权，拥有一份可以负担他的花费
的工作或足够的经济来源。
如果你的配偶获得一份工作许可，通过一份共住证明表明已和你一起居住了 2 年，
他就可以申请独立于你的居留权的居留许可。你的子女们可以在他们成年之后，并获得
工作许可时，申请一份独立的居留许可。

3.7

证件丢失或被盗

如果身份证、外国人身份证或护照丢失或被盗，必须在丢失或被盗的当日以报案的
方式向国家警察报失。很重要的是要记住，在西班牙，无论是本国公民还是外国公民，
任何时间都要随身携带个人身份证件。
这种报案手续可以亲自去警察局或通过网络办理，后者相对更方便些。
为此，你只要登录国家警察虚拟办公室网页上的报案专栏，选择你要办理的报案种
类。
最后，值得提醒的是，你必须在报案第二日的 10 点以后去你通过在线方式办理报案
手续的办公室，签署报案单。在此之前，这项报案并未正式立案。
拿着报失单和有效护照复印件，你必须前往位于罗斯·波布拉多斯大道的警察局申
请补发外国人身份证。办完这个手续，警察局会颁发一份表明你法律身份的证明。
如果丢失护照，正式报案之后，你还得去本国在西班牙的领事馆办理护照补发手
续。

3.8

幼儿的入学手续

马德里大区每年都会发布办事指南，其中会规定人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期限内去索
取并提交入学申请，以参加公共资金支持的学校（公立的和捐建的）招生的正常程序。
申请表可以在任意一所学校（公立的或捐建的）和入学委员会（请查阅马德里大区
入学委员会名单）的办公地领取，或者通过马德里教育网网页获取，然后将申请表交到
所申请的学校。
正常招生结束后，对由于移民、搬家和其他方面原因，不得不在学期中间办理入学
的学生，会启动特殊的入学手续。
这些学生的录取申请表可以在各学校或入学委员会的各个办事机构领取。
入学申请表必须交到居住地的入学委员会，同时要提交孩子的出生证明和相应的户
口登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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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结束在西班牙的生活时
4.1 撤销银行账户
当我们结束在西班牙的生活时，必须办理银行账户销户手续。如果我们没有及时撤
销与银行的合同，而只是简单选择清空账户，维持账户的费用会在很短时间内使我们的
账户余额成为负数。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直接销户的，除非在支付了负债和银行认
为应该缴纳的罚金，账户余额成为正数后，才可以办理。
如果我们要撤销的账户属于不同的人，就必须提交一份由账户所有人同时签署的销
户申请书。
销户手续要求银行必须返还户主账户所有余额，同时也要求账户户主返还与该账户
相关联的支付方式，如银行卡、存折和支票等。
重新激活一个已撤销的银行账户被认为是糟糕的银行行为。如果通过与该账户相关
联的付款方式已支付了销户后产生的费用，银行一定会要求支付由此可能产生的债务费
用，但一定不会同意激活一个已撤销的账户而产生更多负债。

4.2 学位证的认证和学历认证
在离开西班牙之前就开始办理学位证的认证和学历认证是十分重要的。记住，是由
西班牙相关机构对学生获得的学位进行学历认证，如果你坚持要去你本国办理都将会更
加繁琐、费用更高。
由于学位证的认证和学历认证程序取决于所获得学位的种类：如学士学位、学校自
己的学位或官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以及西班牙与学生本国有效双边协议下的文凭等，
我们建议你在本系秘书处进行咨询，同时核对教育部提供的到国外使用的专业文凭原件
认证和大学自己的文凭认证等相关问题的信息，也可咨询研究生学位中心。

4.3 由第三者代办学位证申请和领取手续
由第三者代办学位证申请和领取手续

授权第三者代办马德里自治大学官方学位证申请所需材料（该程序不适用于学校自
己的学位）
- 经过认证的护照副本。该文件必须字迹清晰，包括申请人的所有个人资料。
- 在银行存入相应学位证所需费用：学士学位：144.09 欧元；技术工程师文凭：
70.38 欧元；硕士研究生：164.58 欧元；博士研究生：214.62 欧元；大学毕业证：
144.09 欧元。各个款项要存入马德里自治大学总账户。
- 办理一份简单的授权书（无需认证），指名授权第三者领取该证书的办理表格。

授权第三者代领马德里自治大学官方学位证所需的材料和手续（该程序不适用于大
学自己的学位）

该项手续会耽搁 15 天至 1 个月时间，手续总费用包括授权公证书、国内邮费（包括
在签字认证过程中必须的来回邮寄费用）以及相关的国际邮费。

Página 15 de 16

1. 通过在申请人本国的西班牙领事馆
a. 向所修专业所在的系秘书处提交一份申请，并注明离申请人家庭住所最近的领事
办公室地址。
b. 领取官方学位证后，学位获得者必须办理签字认证手续。

该项手续可能会耽搁 2 至 4 个月时间。所有手续（包括将学位证寄往距离学生住址
最近的领事办公室）都是免费的。
根据规定可以推断，只有具有官方性质的大学文凭才可以在教育部办理签字认证手
续，其它类型的学术文凭通过公证渠道办理认证。
签字认证手续就是声明官方文书上的签字属实。需要继续办理的步骤是将官方学位
证送交教育部，之后，对于海牙国际公约签署国的学生，要将学位证送交司法部办理，
其它国家的学生则将学位证送交外交部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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