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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提醒在瑞典中国游客注意安全

近期，中国游客在瑞典的安全事件呈多发态势。4月以来，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几乎每

天都收到中国游客财物被盗、被抢、证件遗失等报告，但瑞典警方至今未通报侦破任何

案件，游客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AA 华助再次提醒中国游客务必提高安全意识，

慎重选择旅游地点和居住地区，加强安全防范。如遇紧急情况，请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

提下，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瑞典使领馆联系寻求帮助。

瑞典紧急求助电话 112（中国手机可直接拨打），非紧急报案电话 11414（中国手机

拨打+46-771141400）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热线电话：

+86-10-12308/+86-10-59913991

驻瑞典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46-763383654（手机）

驻哥德堡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46-709395290（手机）

提醒在老挝 13 号公路北段行车注意安全

今年 5月进入雨季以来，老挝北部连降大雨导致部分地区山体滑坡和河水暴涨，使

有些地段出现道路损毁和桥梁塌陷情况，特别是 13 公路琅勃拉邦市至中国方向 18 公里

处文沙万村南森河大桥发生桥梁损毁。老挝公共工程与运输部办公厅公告：9月 11 日至

11 月 11 日，南森河大桥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在此期间，通过该路段的车辆可采取

下方式通行：

一、摆渡。由摆渡船来回摆渡通过南森河，限 10 轮以下货车（可满载）和 45 座以

下客车，轿车上船较为困难，而且等待摆渡排队时间较长。

二、绕道。由中国到琅勃拉邦省可从乌多姆赛省勐赛县取道北本县沿 2W 号公路经北

本大桥至沙耶武里省勐恩县、宏沙县，再沿 4A 号公路上 4号公路进入琅勃拉邦省香恩县



转入 13 号公路左转至琅勃拉邦市方向。

此外，乌多姆赛省勐赛县至琅勃拉邦省南巴县巴蒙地区路段、琅勃拉邦市至普昆县

路段和琅勃拉邦省勐南县至万象省卡西县路段近来因下雨经常出现塌方，导致行车受阻。

AA 华助特此提醒驾车经过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特别是中秋和国庆

节期间拟自驾车赴老挝旅游的中国游客需合理安排旅游计划，以免给自己出行带来不必

要的麻烦。如遇重大险情和重大突发事件，请及时报警并拨打下列电话寻求帮助：

琅勃拉邦省报警电话:00856-30-5742552

乌多姆赛省报警电话：00856-20-22379579

南塔省报警电话: 00856-20-23231333

波乔省报警电话：00856-20-55089999

丰沙里省报警电话：00856-20-55688180

华潘省报警电话：00856-20-22348789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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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0-59913991

中国驻老挝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856-20-55561683

中国驻琅勃拉邦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856-20-55571303

再次提醒：近期暂勿前往也门

2015 年以来，外交部和中国驻也门使馆留守组已根据也门安全形势连续 6次发布暂

勿前往也门的安全提醒，最近一次提醒有效期至 2018 年 9 月 13 日。根据也门当前安全

形势，现将该提醒有效期延至 2019 年 3 月 13 日，具体如下：

目前也门战事持续，安全形势严峻，中国驻也门使领馆已暂时关闭。

AA 华助提醒中国游客近期暂勿前往也门，请在当地的中国游客和机构尽快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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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严重影响其获得协助的实效，因协助产生的费用由个

人承担。

也门报警电话：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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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近期在津巴布韦注意防范霍乱疫情

近日，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郊区由于破裂的下水道和未经处理的垃圾污染饮用水而

引发的霍乱疫情正呈蔓延趋势。据津卫生与儿童福利部消息，截至 9月 11 日，已有 20

人死亡，超过 2000 人感染，且疫情可能正蔓延至首都以外的其它地区。2008 年，津曾爆

发霍乱疫情，约 4000 人死亡，感染人数超 4万人。目前，津首都已宣布处于霍乱紧急状

态。

AA 华助提醒在津中国游客加强防范措施，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勤消毒。注意饮

食、饮水安全，特别注意对饮用水进行过滤，避免食用生冷或未熟透食物。未接种疫苗

者应及时接种疫苗，如发现疑似症状应及时就医。

哈拉雷救护车：04 771221/753164/332364（5）

哈拉雷医护中心：0773 333691（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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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津巴布韦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263-772128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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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