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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tuation 
形势 

再次提醒季风季节在泰切勿冒险参与涉水项目 

提醒中国游客近期暂勿前往阿富汗部分省份 

提醒中国游客近期暂勿前往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谨慎前往约旦河西岸地区 

提醒中国游客近期谨慎前往叙利亚大马士革、暂勿前往叙利亚其他地区 

Comments 
内容 

再次提醒季风季节在泰切勿冒险参与涉水项目 

7月 5日，两艘载有中国游客船只在泰国普吉岛附近突遇特大暴风雨发生倾覆事故，迄造

成 40余名中国游客不幸遇难或失联。目前，泰国普吉、攀牙、甲米等安达曼海域（即中

南半岛西海岸）进入雨季，天气多变，海风强劲，海浪汹涌，海况复杂，海难事故频发，

造成重大人身财产损失。 

  根据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消息，由于西南季风盛行，7月 10日至 15日，安达曼海和

泰国湾海面将有 2至 4米巨浪，并可能引发洪灾。目前仍有大批中国游客赴上述地区乘

船出海或参与浮潜等高危项目。 

  中国驻宋卡总领馆提醒中国游客务必提高安全意识，事先了解当地天气海况，近期

谨慎前往普吉、甲米、攀牙等安达曼海域海岛游，在每年 5月至 10月初季风季节，切勿

冒险参与下海游泳浮潜或乘船出海等涉水项目。请广大游客珍爱生命，敬畏自然，确保

旅行安全。 

  泰国报警电话：191 

  旅游警察电话：1155 

  急救电话：1669 

  普吉游客协助中心： 0066-76-327-100 

  攀牙游客协助中心：0066-62-341-9699 

  甲米游客协助中心： 0066-75-701-493 

  苏梅岛游客协助中心：0066-77-953-105 

  丽贝岛旅游志愿者中心：0066-87-9043556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 （24小时）：0086-10-12308、

0086-10-59913991 



  驻宋卡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0066-81-766-5560 

  驻普吉领事办公室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0066-94- 595-6158 

 

 

提醒中国游客近期暂勿前往阿富汗部分省份 

    2018年 1月 18日，中国外交部和驻阿富汗使馆根据阿富汗安全局势状况发布了近期

暂勿前往阿富汗部分省份的安全提醒，有效期至 2018 年 6月 30日。根据当地安全形势，

现发布新的提醒，有效期至 2018 年 12月 31日，具体如下： 

  据联合国援阿团（UNAMA）统计，2018年第一季度阿国内冲突和各类恐怖袭击已造成

763名阿平民死亡，1495人受伤。近期阿多个省份武装冲突、恐怖袭击和绑架事件频发，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安全风险持续累积。 

  AA华助提醒中国游客近期暂勿前往阿富汗巴达赫尚、塔哈尔、昆都士、朱兹詹、法

利亚布、巴德吉斯、萨尔普勒、法拉、赫尔曼德、坎大哈、乌鲁兹甘、扎布尔、加兹尼、

帕克提卡、霍斯特、帕克提亚、卢格尔、楠格哈尔、库纳尔、努里斯坦、巴格兰等 21个

省份,请在上述地区的中国游客和机构尽快撤离，并谨慎前往包括首都喀布尔在内的阿其

它地区。在阿中国游客和机构应高度注意安全，加强防范和应急准备，外出时采取严密

安保措施，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阿富汗使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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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面临极高的安全风险，并严重影响其获得协助的实效，因协助而产生的费用由个人承

担。 

  阿富汗报警电话：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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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阿富汗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93-791513339 

 

 

提醒中国游客近期暂勿前往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谨慎前往约旦河西岸地区 

    2018 年 6月 4日，外交部和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根据巴安全局势状况，发布了暂

勿前往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谨慎前往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安全提醒，有效期至 2018年 6月

30日。根据当地安全形势，现将该安全提醒有效期延至 2018年 9月 30日。具体如下： 

  近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安全局势持续紧张。AA华助提醒中国游客近期暂勿前往巴

勒斯坦加沙地带，谨慎前往约旦河西岸地区。提醒在巴中国游客注意安全，提高警惕，

加强防范，避免在人员密集地区逗留。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巴勒斯坦

办事处联系。 

  鉴于上述地区特殊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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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严重影响其获得协助的实效,因协助而产生的费用由个人承



担。 

  巴勒斯坦报警电话: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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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巴勒斯坦办事处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970-595776516 

 

 

提醒中国游客近期谨慎前往叙利亚大马士革、暂勿前往叙利亚其他地区 

    2017年 11月 21日，外交部和中国驻叙利亚使馆根据叙安全局势状况，发布了暂勿

前往叙利亚的安全提醒，有效期至 2018年 6月 30日。根据当地安全局势，现发布新的

安全提醒，有效期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具体如下： 

  目前，叙利亚战争仍在进行。叙政府军与恐怖组织及武装反对派的军事冲突依然继

续，战区集中在包括哈塞克、伊德利卜、拉卡、哈马、代尔祖尔、德拉和库内特拉省等

叙东部、北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此外，叙政府控制区内也时常发生针对叙军警及平民的

恐袭事件，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 

  AA华助提醒中国游客近期谨慎前往叙首都大马士革，暂勿前往叙其他地区。提醒在

叙中国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如遇紧急状况，请及时报警并与

中国驻叙利亚使馆联系。 

  鉴于上述地区的特殊情况，如中国游客在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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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协助而产生的费用由个人

承担。 

  当地报警电话：112（犯罪报警）、110（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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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驻叙利亚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963-94426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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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aachina@vipchinaassist.com
mailto:aachina@vipchinaassist.com
http://www.chinaassi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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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讲述我们的安全提醒，并向其演示如何进行网上订阅！有兴趣让您的公司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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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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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正在安全提醒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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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