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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BEALL GSA Business Consulting Services Ltd 
An authorized GSA Budget Rent a Car  

Rm 1703, Richen International Center,  
No. 13 Nong Zhan Guan Nan Lu,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125,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ww.budget-china.com 

 

BUDGET DRIVER’S LICENSE TRANSLATION 
中国驾照英文翻译件 

SAMPLE 参考样例 
 

This document is a translation of a cop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driver’s license set forth below. It is not valid as 
an original license. You must carry your original Chinese mainland driver’s license, which has been held for at least 
one year, with this form. 
 
This document may be of assistance in translating your license for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as well as for rental 
of a vehicle from BUDGET. However, this is not a legal document or a legal form of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This 
form shall not be used for any other purpos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renting a BUDGET vehicle, please contact 
BUDGET China at (+86) 400-650-6696 and ask for assistance. The call will be assisted by a Chinese- and English-
speaking representative. 
 
本文件为文中所附的中国大陆驾驶员执照翻译件，不能作为驾驶证原件使用，您必须将本翻译件与您的

合法有效中国大陆驾驶执照原件一同使用。需要租车人驾龄至少一年。本文件可被用于您在租赁 BUDGET

站点的车辆时协助站点人员及相关执法机构了解您的驾照信息，不能用于任何其他用途。请注意本文件

不是法定文件或者个人身份证明的法定文本。如果在租赁 BUDGET 车辆时有任何问题请拨打 

86-400-650-6696 请求帮助，我们的预订人员将为您提供热心周到的服务。 
 
Copy of Chinese Mainland Driver’s License  
驾照扫描 - 正证 （带照片页）和副证 （带有效期页）（扫描为黑白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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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 Information  
个人信息 

请按照您驾照内容填写以下对应信息(须使用英文字母) 
 

Name  
姓名 

LU Xxx 请填写姓氏和名字 

Gender  
性别 

Female 请填写性别   

男：Male   女：Female 
Nationality  
国籍 

China 请填写国籍 –  

只能写 China 
Date of Birth (YYYY/MM/DD) 
出生日期 1981/0x/0x 请填写出生日期   

（年/月/日） 

Mailing Address  
常用地址 

No.7 xxxxx Street, Luwan District, Shanghai, P.R. 
China 英文地址 

Legal Class to drive  
驾照类型 

C1 请填写驾照类型 

Driver’s License Expiry Date 
(YYYY/MM/DD) 驾照生效至 2019/02/05 请填写驾照过期日 

（年/月/日） 

Driver’s License Number 
驾照号码 

31xxxxxxxxxxxxxxx 请填写驾照编号 

（和身份证相同） 

Mobile/Telephone Number 
联系电话 

0086 139 xxxxxxxx 请填写国内联系电话 

（电话前加 0086） 

Email Address 
电子邮箱 

xxxxxxx@xxx.com 请填写邮箱地址 

Date of Translation Issue 
(YYYY/MM/DD) 翻译日期 2018/08/05 请填写翻译当天日期  

（年/月/日） 

* This form shall be valid for up to 1 year from the Date of Translation Issue as long as the Chinese Mainland 
Driver’s License has not expired. 
在您的驾照未过期的前提下，本翻译在 1年内有效。 

 
租车提示 

1. 可以直接上 Budget 中文网站 www.budget-china.com 预订，从下拉时的菜单里输入取还车的具

体站点，以及取还车的具体时间和时刻。如有折扣代码，请在 BCD 一栏里输入折扣代码，如

H033900。 

2. 注意：谁作为主驾驶员，就只能用谁的名字做预订并且只能用主驾驶员的国际信用卡做担保

或者结算。 

3. 下飞机后，跟着 RENT CAR 或者 CAR RENTAL 的标志，找到 Budget 机场柜台，也可能会做 fly 
bus 到柜台。 

4. 取车时需要护照原件，订单确认函，驾照原件，翻译件模板,公证或者认证的翻译件（如有需

要）。 

5. 取完车后也要随身带着当地柜台给的所有单据和资料，因为上面有当地柜台的电话以及紧急

救援电话。特别提醒客人，如有事故要第一时间给当地柜台或者急救中心打电话，他们会第

一时间帮他们处理。国内由于时差以及流程问题，反而处理起来没那么快。 

6. 租车过程中，请驾驶员和乘客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如有遗失或者被盗，均与本公司无关。 

7. 由于驾驶行为属于个人的操作行为，如果由于个人驾驶原因造成的事故，均由驾驶者本人承

担一切后果，与本公司无关。 

 

一旦租车行为发生，即代表租车者本人已经阅读并且全部接受以上条款。 

mailto:xxxxxxx@xxx.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