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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提醒中国游客近期暂勿前往巴厘岛旅行 

 

    2017 年 11 月 27 日，中国外交部和驻登巴萨总领馆根据巴厘岛阿贡火山喷发情况发布

了暂勿前往巴厘岛旅行的安全提醒，有效期至 2017 年 12 月 4 日。根据当前情况，现将该安

全提醒有效期延至 2018 年 1 月 4 日，具体如下： 

    巴厘岛阿贡火山自 11 月 21 日以来持续喷发，目前仍处最高警戒级别（第四级）。火山

泥流、岩浆、碎石、火山灰、烟雾等对火山周边农田、河流、房屋建筑、人身健康等造成不

同程度的破坏和损伤，9-10 万受灾民众需被安置。印尼政府发布通告，火山口周围半径 8

公里内区域，火山口北-东北、西南-南-东南方向半径 10 公里内区域禁止一切活动。 

  受火山灰影响，巴厘岛伍拉莱国际机场于 11 月 27日 07:15 至 11 月 29 日 14:28（当地

时间）临时关闭。截至目前，仍有东部和东南方向空域航线无法正常启运。龙目国际机场自

25 日以来已先后三次宣布关停。监测人员预计，阿贡火山大喷发之前，小规模岩浆喷发或

将持续月余之久，以上机场随时可能受火山灰影响而关闭。 

  AA 华助再次提醒中国游客近期暂勿前往巴厘岛；在巴厘岛的中国游客保持高度警惕，

注意自身安全，切勿前往火山周围区域活动，并与所订机票的航空公司或旅行社及时联系，

尽早安排回国行程。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第一时间与总领馆联系。 

  鉴于上述地区的特殊情况，如中国游客在暂勿前往提醒发布后仍坚持前往，有可能导致

当事人面临极高安全风险，并将严重影响其获得协助的实效，且因获得协助而产生的费用需

完全自理。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86-10-12308， +86-10-59913991 

  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62-361239902 

  印尼报警电话：+62-110 

  医疗救助电话：+62-118 

 

再次提醒中国游客暂勿前往利比亚等海外安全高风险国家和地区 

 

    今年以来，中国外交部和有关驻外使领馆、留守组多次提醒中国游客暂勿前往利比亚、

也门等高风险国家和地区。但是，仍有个别人员和企业抱有侥幸心理，罔顾有关安全提醒，

在利比亚、也门等海外高风险国家和地区滞留经商和务工。据中国驻利比亚使馆留守组反映，

中国游客强某、魏某等人不顾政府多次劝告，执意在利比亚投资经营钢厂，并从国内招募湖

北、四川、湖南等地工人十数名。目前已产生劳务纠纷，相关劳务人员向我驻利比亚使馆留



守组求助。 

  目前，有关国家和地区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恐怖袭击、爆炸、绑架等事件频发，中

国驻有关国家使馆已暂时关闭。AA 华助再次提醒中国游客密切关注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安全

风险和隐患，暂勿前往已发相应提醒的国家和地区，并请在当地的中国游客和机构尽快撤离。

如中国游客在暂勿前往提醒发布后仍坚持前往或滞留相关国家和地区，有可能导致当事人面

临极高安全风险，并将严重影响其获得协助的实效，且因获得协助而产生的费用需由个人承

担。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86-10-12308 或+86-10-59913991。 

  

提醒中国游客近期谨慎前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鉴于近期局势发展，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安全形势趋于复杂严峻。 

  AA 华助提醒中国游客密切关注局势发展，近期谨慎前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争议地区，

包括耶路撒冷老城及周边地区，约旦河西岸地区，加沙地区，以及以色列和黎巴嫩、以色列

和叙利亚边境地区，戈兰高地。在以中国游客和机构保持高度警惕，加强自身防范。切勿前

往人群密集场所，远离示威人群，尤其避免夜间出行，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如遇紧急情况，

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以使馆、驻巴办事处联系。 

  鉴于上述地区的特殊情况，如中国游客在谨慎前往提醒发布后仍坚持前往上述所提醒的

高风险地区，有可能导致当事人面临较高安全风险，并可能影响其获得协助的实效，因协助

而产生的费用由个人承担。 

  报警电话：100，医疗急救电话：101 

  驻以色列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00972-52-8391282 

  驻巴勒斯坦办事处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00970-595776516 

外交部全球领保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0086-10-12308 或 0086-10-59913991 

 

提醒中国游客近期暂勿前往伊拉克 

 

    2017 年 5 月 1 日，中国外交部和驻伊拉克使馆根据伊拉克安全局势状况发布了暂勿前

往伊拉克的安全提醒，有效期至 2017 年 11 月 1 日。根据当前安全形势，现发布新的安全提

醒，有效期至 2018 年 5 月 5 日，具体如下： 

  近期，伊拉克安全形势依旧严峻，反恐战争虽取得重大进展，但恐怖袭击事件频发。 

  AA 华助提醒中国游客近期暂勿前往伊拉克，在伊中国游客和机构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

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伊拉克使领馆联系。 

  鉴于上述地区特殊情况，中国游客在本提醒发布后仍坚持前往，有可能导致当事人面临

极高安全风险，并严重影响其获得协助的实效，且其获得协助而产生的费用需完全自理。 

  当地报警电话：130，急救电话：105； 

  中国驻伊拉克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964-7901912315 ； 

  中国驻埃尔比勒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964-7515477820 ；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86-10-12308 或+86-10-59913991。 

 

 



驻乌干达使馆提醒旅乌中国游客圣诞节前后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 

 

    近日，在旅乌华侨社区发生仓库货品失火、住所被盗等治安事件。考虑到圣诞节前后是

治安案件高发期，AA 华助提醒在乌中国游客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不在单位和住所存放大

额现金，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特别是夜间的外出，如需要外出请两人以上同行，避免进入

偏僻路段或人员密集区域。加强住所和工作单位的防盗防火等安全自查与防护，有条件的单

位和企业可开展防火演习。  

  乌干达紧急求助电话：999 

  驻乌干达使馆领事保护协助电话：+256-703-886-882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电话：+86-10-12308 或 +86-10-59913991  

 

Assist Alert For more information, contact China Assist at the number on your membership card, or via 

e-mail at aachina@vipchinaassist.com. 

如需更多信息，请通过会员卡上的电话号码联系 Assist America 华助，也可通过电子邮件

aachina@vipchinaassist.com。 

 

For pre-trip information: China Assist members can view pre-trip information on the China Assist website, 
www.chinaassist.com. Log in using your China Assist reference number. 

旅行前信息：Assist America 华助会员可以登录 Assist America 华助服务网站 www.chinaassist.com，查询旅

行前信息。请使用 Assist America 华助客户号码登录。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China Assist? Please visit us at www.chinaassist.com. Tell a fellow 
traveler about the newsletter and show them how to subscribe online! Interested in having your organization 
becoming a member of China Assist? Please e-mail us at sales@vipchinaassist.com. 

有兴趣了解有关 Assist America 华助服务的更多信息吗？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chinaassist.com。请向同行

游客讲述我们的时事通信，并向其演示如何进行网上订阅！有兴趣让您的组织成为 Assist America 华助服务成

员吗？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sales@vipchinaassist.com。

The content of this edition of Assist Alert is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and is not intended to replace 
further investigation or personal observations. If you are planning travel, or are traveling in or proximate to the 
locations identified in this newsletter, you are encouraged to contact China Assist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lert 版本的内容仅供参考，并不能取代进一步的调查或个人意见。如果您正计划去旅行，或正在新闻通讯所确

认的位置旅游或在其附近旅游，希望您能与 Assist America 华助联系，以获取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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