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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在印尼巴厘岛和龙目岛等地注意安全
近期印尼巴厘岛和龙目岛等地地壳活动活跃，自然灾害频发。AA 华助提醒拟前往和
已在当地的中国游客合理规划行程，注意出行安全。
一、地震
7 月 29 日，龙目岛北部发生里氏 6.4 级地震，引发该岛林贾尼火山滑坡，数百名游
客被困山上。8 月 5 日，龙目岛北部再发生 7 级强震，引发海啸预警（后已解除），造成
数千名游客滞留在龙目岛西北部的吉利岛上。两次地震发生时，龙目岛和巴厘岛等地震
感强烈，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房屋损坏。未来该地区仍有地震可能。
AA 华助提醒中国游客密切关注印尼官方发布的地震提示和海啸预警，近期切勿攀爬
林贾尼火山或乘船出海游玩，同时了解和掌握相关紧急自救知识。
二、巨浪
自今年 7 月起，印尼南部海域风大浪高，多次造成船只倾覆和人员伤亡。目前印尼
气象部门再发海浪预警，近期，印尼多处海域将出现大风天气，巴厘岛、龙目岛、松巴
哇岛等岛屿的南部海域、巴厘海峡、龙目海峡和阿拉斯海峡等海域可能出现 2.5 米至 4
米高海浪。
AA 华助中国游客密切关注印尼官方发布的海浪预警，合理调整行程，远离近海海岸，
勿在海浪预警期间出海活动。
三、火山喷发
巴厘岛阿贡火山去年 11 月底和今年 6 月底曾两度喷发并造成机场关闭，大量旅客滞

留。阿贡火山最近一次喷发系 7 月 27 日，目前仍处于第三级警戒级别（第四级为最高级），
未来仍有可能再度喷发。印尼官方已将火山口半径 4 公里范围内划为危险区域，禁止一
切活动。根据以往经验，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可能影响巴厘岛和龙目岛的机场运行，
造成航班取消或延误。
AA 华助提醒中国游客暂勿前往火山周围区域活动，合理规划出行，注意防范火山喷
发可能导致的滞留风险。
印尼报警电话：+62-110
医疗急救电话：+62-118
巴厘岛旅游报警及求助电话：+62-361-759687
巴厘省警署服务中心电话（24 小时）：+62-361-222200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热线+86-10-12308，+86-10-59913991
驻登巴萨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62-361-239902

提醒在尼日利亚中北部地区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近期，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以及赞法拉、索克托以及高原州等中北部地区治安形势
较为严峻，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部落冲突、武装冲突以及绑架案件时有发生。
AA 华助提醒在尼中北部地区中国游客和机构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加强自身防范。
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 AA 华助联系寻求协助。
阿布贾警察局紧急求助电话：+234-8032003913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24 小时）：+86-10-12308 或
+86-10-59913991
驻尼日利亚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234-8065842688

提醒近期在尼日利亚注意防范疟疾等传染病
尼日利亚现已进入雨季，湿热环境导致各种虫菌病毒极易滋生，已有多位中国游客
罹患疟疾、伤寒等各类传染性疾病。
AA 华助提醒在尼中国游客高度重视食品饮水卫生，采取必要消毒措施，清除住地积
水，加强体育锻炼，配备各种常用药物，严防疟疾、伤寒等传染病暴发流行。一旦身体
出现不良症状，应立即前往正规医院全面检查、治疗，避免病情延误。同时提醒即将赴
尼中国游客携带驱蚊灭蚊药品，抵尼后注意防范上述疾病。

尼日利亚紧急救助电话：+234-911
尼日利亚疾控中心电话：+234-800-970000-10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24 小时）：+86-10-12308 或
+86-10-59913991
驻尼日利亚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234-8065842688
驻拉各斯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234-8056666116

近期暂勿前往巴基斯坦俾路支省
2018 年 2 月 4 日，外交部和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根据当地安全形势，发布了近期暂
勿前往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首府奎塔市的安全提醒，有效期至 2018 年 7 月 9 日。根据当地
安全形势，现发布新的安全提醒，有效期至 2019 年 1 月 16 日，具体如下：
近期，巴国内恐怖袭击频发，俾路支省安全形势十分严峻。7 月 13 日，在俾路支省
默斯东地区发生自杀式炸弹恐怖袭击事件，造成 149 人死亡，200 余人受伤。
AA 华助提醒中国游客近期暂勿前往俾路支省，在信德、俾路支两省中国游客和机构
提高警惕，密切关注当地政府和中国驻巴使领馆发布的安全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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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使领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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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协助而产生的费用
由个人承担。
当地报警电话：+92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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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92-3112311297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92-3156060000

再次提醒：在突尼斯加强安全防范
自 2015 年 3 月起，外交部根据当地安全形势已连续多次发布在突中国游客注意安全
的安全提醒，最近一次提醒有效期至 2018 年 10 月 11 日。根据当前安全形势，现对该安
全提醒有关内容进行补充，有效期不变，具体如下：
2018 年 7 月，突尼斯国民卫队在让杜巴省突阿（尔及利亚）边境地带遭遇恐怖分子
伏击，导致多名安全人员死伤。
AA 华助提醒在突中国游客和机构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避

免前往人员聚集场所或夜间单独外出，注意人身财产安全，前往西部、南部边境和沙漠
地区需特别注意安全。如遇紧急状况，请及时报警并与 AA 华助联系。
突尼斯应急电话：匪警，197；医疗急救，190；火警，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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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突尼斯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216-71780064，+216-98463848

提醒在印度东部地区防范登革热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西孟加拉邦进入季风雨季以来，气候较以往潮湿，造成携带
病毒的蚊子大量滋生，导致登革热在较大范围传播，仅加尔各答市近一个月已有 115 起
确诊病例。
AA 华助提醒在印度东部地区中国游客密切关注登革热等传染病的传播情况，注意工
作和生活环境卫生，采取必要措施防范感染风险，避免前往人群拥挤、空气污浊的场所。
如有发热、出疹、身体疼痛、头痛、发冷等疑似症状，请立即前往当地正规医院诊疗，
避免延误病情。
西孟加拉邦医疗卫生应急电话：+91-33-22544123/22544034
印度救护车服务电话：+9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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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加尔各答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91-9163390711

提醒在孟加拉国注意安全
7 月 29 日，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一起交通事故导致 2 名学生身亡。事发以来，大批学
生上街示威抗议，并发生大面积封路、打砸烧毁公交车等事件。目前，学生抗议活动仍
在持续。
AA 华助提醒在孟中国游客和机构密切关注局势发展，提高警惕，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合理规划行程，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避免前往热点区域。切勿在冲突现场逗留、拍照，
以免危及自身安全。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孟使馆联系。
孟加拉国紧急求助电话：匪警 999，火警 199，Gulshan 警局 02-9880256,9889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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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驻孟加拉国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88-01713090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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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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