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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简介 

 

1月 30日，世卫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消息是在中国境外

首例人际传播病例得到确诊后发布的。该决定呼吁各国协调努力控制疫情，通报风险，实施预防措施，确定

治疗方法，并尽量减少对社会和经济影响。 

截止至 1月 31日，确诊病例数增加至 9776例，其中中国大陆和香港 9670例，国际病例 106例，目前

死亡人数已超过 200人。 
 

对旅行的影响 

 

本次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是巨大的，多国政府敦促本国公民不要前往中国旅游。美国国务院将赴华旅行

警告提升至最高级别，即“请勿旅行”，敦促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中国旅行。新加坡自 2月 2日起禁止所有过去

14天曾到中国大陆的中外旅客入境新加坡，并宣布暂停签发各种准证给中国访客，之前签发的短期签证和多

次入境签证也会被撤销。蒙古国表示将禁止来自中国的游客，并关闭边境。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也在宣布关

闭边境、停止与中国的所有铁路和巴士服务的国家之列。 

由于目前病例数已超过 1万人，死亡人数超过 200人，因担心病毒传播并减少到中国旅游的需求，世界

各地的航空公司都取消或减少了飞往中国的航班服务。一些航空公司在 3月底或 4月底之前暂停了往返中国

的航班。除了取消航班外，大多数航空公司也暂停了预订，尽管飞往香港的航班也出现了削减，北京和上海

迄今为止受影响最严重的城市，取消飞往中国航班的航空公司包括：  
 

 

• 阿斯塔纳航空（哈萨克斯坦） 

• 加拿大航空（加拿大） 

• 法国航空（法国） 

• 印度航空（印度） 

• 嘎莫萨航空（缅甸） 

• 首尔航空（韩国） 

• 坦桑尼亚航空（坦桑尼亚） 

• 美国航空（美国） 

• 韩亚航空（韩国） 

• 奥地利航空（奥地利） 

• 英国航空（英国） 

• 国泰航空（香港） 

• 中华航空（台湾） 

• 达美航空（美国） 

• 以色列航空（以色列） 

• 长荣航空（台湾） 

• 芬兰航空（芬兰）  

• 香港航空（香港） 

• 伊比利亚航空（西班牙） 

• 靛蓝航空（印度） 

• 捷星亚洲航空（中国国内） 

• 荷兰皇家航空（荷兰） 

• 狮航（印度尼西亚） 

• 汉莎航空（德国） 

• 缅甸国际航空（缅甸） 

• 缅甸国家航空（缅甸） 

• 斯堪的纳维亚航空（丹麦） 

• 斯卡特航空（哈萨克斯坦） 

• SkyUp航空（乌克兰） 

• 土耳其航空（土耳其） 

• 瑞士国际航空（瑞士） 

• 乌克兰国际航空（乌克兰） 

• 美国联合航空（美国） 

• 乌拉尔航空（俄罗斯） 



 
 

区域铁路服务也受到影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的高铁线路将于 1月 30日开

始暂停运营。从 1月 31日起，疫情的中心湖北省仍处于封锁状态，来往武汉的列车停运，直至疫情得到控

制。 

    尽管这一切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就像流感一样，大多数感染疫情的人将会完全康复。据中国媒体报

道，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称最危险的是老年人或之前健康出了状况的人。 
 

 

 

 

 

 

 

 

 

 

 

 

 

 

 

   

AA华助旅行建议 

 

• 所有非必要的中国之行应推迟或取消。请与您的航空公司联系，因为大多数航空公司都可以免费更改

或取消往返中国的航班预订。 

• 如果出现流感症状，请勿出行。 

• 如果您目前在中国，请留在家中或酒店。避开公共场所和人群。戴上口罩并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感染

疫情。 

• 需要帮助的 AA华助会员，如需在其所在地附近寻找医疗设施或获取处方药，应联系我们 7*24小时的

运营中心。 

 

此外，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为更好防控疫情蔓延，多国对华公民采取入境管制措施，具体情况如

下：  

 

 



境外有关肺炎疫情防控的入境管制措施汇总表(1月 31日更新) 

表一:对中国公民采取签证收紧措施的国家(按国名拼音排序)  

序号 国家 措施 

1 俄罗斯  

俄各机场和口岸对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体温检测，一旦发现疑似病例将立即采取

隔离措施，并送往传染 病医疗机构进行进一步检查。自 1月 31日起，俄方暂时

关闭所有中俄边境口岸;临时停止办理中国公民赴 俄旅游电子签证。  

2 哈萨克斯坦  
自 1月 27日起，暂停给予中国公民的 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自 2月 3日起暂停

对中国公民颁发签证。  

3 捷克  暂停向中国公民颁发签证。  

4 蒙古  

自 1月 28日起，禁止持“J”类旅游签证的中国及第三国公民从成吉思汗机场和铁

路口岸扎门乌德以外的 其他口岸入境，持“J”类旅游签证以外签证的仍可从蒙中

边境口岸正常通关。  

5 斯里兰卡  

暂停中国游客“落地签”政策，要求入境人员填写健康声明卡，在机场接受体温检

测。要求所有入境航 班在机场落地前进行机上广播，任何出现或疑似出现发烧、

咳嗽、喉咙痛、流鼻涕或呼吸短促的乘客应 主动告知乘务员，由乘务员报告机场

检疫部门。机场检疫部门将在进行初步检查后，将旅客转移至专门 医院隔离治

疗。自 1月 28日起，要求来斯访问的中国游客提前在网站申请电子旅行许可

(ETA)，斯里兰 卡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落地签柜台不再受理中国游客落地签申

请。所有航空公司应在确认中国游客持有 电子旅行许可后再为其发放登机牌。  

6 越南  暂停向中国公民颁发签证。  

 

 

表二:对中国公民采取入境限制措施的国家(按国名拼音排序)  

序号 国家 措施 

1 朝鲜  

限制中国游客、公务出差人员包括政府代表团等入境;对从中国入境、经由中国

后通过俄罗斯入境的包 括外交和国际机构人员在内的所有外国人采取 1个月的

指定隔离和医学观察措施;暂停朝中两国间的国际 列车和国际航班，时间截至 2

月底。  

2 马绍尔群岛  

自 1月 24日起，任何来自中国或从中国过境的旅客必须在不受新型冠状病毒影

响的国家(目前马认定的受 影响国为中国)停留至少 14天，不足 14天抵马者，

将被拒绝入境。  



3 萨摩亚  

所有访萨人员入境时填写特别健康声明表，并出示出发前三天内医院开具的无

传染病且适宜旅行的证明 。要求来自受新型冠状病毒影响国家的人员，在抵萨

前须在未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国家停留 14天，并开 具有关体检证明，否则可

能面临遣返。  

4 
特立尼达和 多巴

哥  

所有来自或途经中国的旅客，无论国籍，须在离开中国 14天后方可入境特多。 

对在西班牙港登机的旅客和从北美、英国、巴拿马等地来特多的旅客进行体温

检测，体温如超过 37.2度，需接受旅行史问询，如有必要，需接受进一步医学

检查包括隔离。  

 

表三:重点对护照签发地为“湖北”及有“湖北”旅行经历等人员进行入境管控的国家(按国名拼音排序)  

序号 国家 措施 

1 巴布亚新几内亚  

自 1月 24日起，在首都莫尔斯比港国际机场和全国国际海运港口加强检疫，要

求咳嗽、发热、呼吸困难和 14天内去过武汉的乘客进行健康状况申报并接受

监测。自 1月 29日起，禁止来自武汉的各国旅客入境。过 去 14天去过中国的

各国旅客，在香港、新加坡、马尼拉、悉尼、布里斯班、凯恩斯等地机场登机

时，必 须持有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证明。巴新首都莫

尔斯比港杰克逊国际机场将设立 检查站，对不符合健康要求的乘客予以遣返。  

2 菲律宾  
自 1月 28日起，暂时收紧向来自湖北的旅客颁发签证，暂停向中国公民颁发落

地签证。  

3 马来西亚  

暂停中国湖北省公民的各项签证和入境便利措施，内容包括:1、禁止中国湖北省

公民入境。马所有口岸 将筛查旅客护照签发地及机票信息，如护照签发地为湖

北省，近一个月内有到访湖北省记录，机票始发 城市为湖北省境内等情形属被

拒绝入境范围;2、所有中国旅客及其他国家旅客须在国际入境口处接受体 温检

测。所有被拒绝入境的旅客将由所搭乘的航空公司安排后续回程事宜;3、如不属

于前述限制入境范 围，但出生地为湖北，马移民局官员有权进一步询问并查验

机票，确认无问题后放行，旅客需准备近 2-3 个月的行程信息及往返机票行程

单备查。  

4 文莱  

自 1月 21日起，对所有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的航班乘客进行体温检

测;自 1月 23日起，要求所 有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的航班乘客在机

上填报健康申报表。自 1月 30日起，暂时禁止所有护照 签发地为湖北和从湖

北出发抵文的中国公民入境;禁止所有 14天内曾到访湖北的任何国家公民入境;

所 有 14天内曾到访中国(除湖北外)的任何国家公民可以入境，但要求必须自我

隔离 14天。  

5 新加坡  
自 1月 28日下午起，新方对持有中国湖北省签发护照的旅客暂停签发各种形式

的签证，之前签发的短期签 证和多次往返签证暂停使用，暂停免签过境相关安



排;自 1月 29日起，持湖北省签发护照的旅客，以及在 过去 14天内去过湖北

省的旅客将不得入境新加坡或在新加坡转机;自 1月 28日起，对过去 14天从湖

北省抵 新、目前还在新的旅客和新国民，必须接受隔离和传染风险评估;对过去

14天曾去过湖北省或持有中国 湖北省签发护照的返新永久居民(包括新国民)、

长期准证持有者。  

表四:采取体温检测、健康状况申报等措施的国家(按国名拼音排序)  

序号 国家 措施 

1 阿尔巴尼亚  
地拉那国际机场对所有乘客进行体温筛查，一旦发现疑似病例将立即采取隔离

措施。  

2 阿富汗  
对抵阿国际航班上所有乘客进行体温检测，一旦发现发烧和咳嗽症状将立即采

取隔离措施。  

3 埃及  

来自中国及其他发生疫情国家的旅客在入境时须填写健康检测卡，埃检疫部门

将对这些人员进行为期 14 天的跟踪监测，如发现疑似病例，将进行隔离治

疗。  

4 埃塞俄比亚  

在亚的斯亚贝巴宝利机场入境处设置体温监测仪，要求入境人员进行体温检测

和信息填报，重点检查中 国旅客;如发现有发烧、打喷嚏等疑似症状者，立即送

到临时隔离中心诊断。开通“8335”疾控热线， 遇疑似病例可及时联系。在首都

郊区设置临时隔离中心。对武汉直飞埃塞的航班旅游加强监测，发放防 控新型

冠状病毒宣传卡片，对自述有身体不适的旅游进行询问，敦促有疑似症状的旅

客及时报告病情。  

5 巴巴多斯  

对中国旅客进行口头询问，如旅客过去 14至 21天有去湖北省旅行经历或有发

烧、咳嗽等症状，将要求旅 客在 14天内与巴卫生防疫部门每日沟通，确认健

康状况。  

6 巴基斯坦  
在各主要国际机场进行旅客体温检测。 

 

7 巴林  
巴林国际机场对全部入境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筛查。 

 

8 巴西  

旅客若在飞行中或起飞时出现发烧、咳嗽或呼吸困难，应立即从机场寻求医疗

帮助，并告知旅行起点。 

 

9 保加利亚  

在索菲亚机场架设体温监控系统，要求自发生疫情国家返保人员如出现感冒症

状应立即报告。 

 

10 冰岛  
抵冰旅客需报告是否有呼吸道感染迹象，过去 14天是否曾到访中国武汉市或曾

与确诊或疑似冠状病毒患 者有过接触，如有，将在机场对其进行医学评估。  



11 德国  
法兰克福机场对来自发生疫情国家的旅客进行体温检测。 

 

12 多米尼加  

自 1月 26日起，有针对性地实施特殊监控，凡自中国等亚洲国家入境旅客，如

出现咳嗽、发烧、咽喉肿痛 等感冒症状，将接受多个防疫部门的特殊检查，包

括问诊和化验。  

13 法国  
机场一旦发现发烧不适的乘客，将进行隔离。 

 

14 斐济  
在机场针对亚洲方向的旅客进行体温测试，对疑似人员进行隔离。 

 

15 格鲁吉亚  

在第比利斯、库塔伊西和巴统机场对来自中国的所有国籍乘客和搭乘有中国乘

客的所有航班人员体温检 测，对土耳其陆路入境的中国公民体温检测，如发现

疑似病例，将被要求在格隔离观察至少 14天。  

16 韩国  
自 1月 20日起，机场加强检疫措施，要求从武汉入境韩国的旅客填写健康状态

问卷并接受体温检查。  

17 黑山  

重点对以下四类旅客进行健康问询:从中国出境的旅客、过去 14天与出现疫情

地区人员接触的旅客、过 去 14天在医疗机构接受感染治疗的旅客及过去 14天

去过活禽市场的旅客。卫生检疫人员对包括上述四类 旅客在内的入境者进行健

康检查，并发放《健康监测通知》，要求被检者在入境后均有义务按《通知》 

所示联系方式，每 24小时定期报告个人健康情况，如有疑似症状应立即报告。

疑似病人将在医生初步诊 断后，视情被送至黑山国家医院。卫生检疫人员现场

执行上述规定基础上，有权加强检查力度，并根据 实际需要采取更严格措施。  

18 吉布提  
在全部机场、港口、火车站、边境口岸，对所有入境人员进行检疫(主要检测体

温)。如发现疑似病 例，将送往首都郊外的一所定点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19 吉尔吉斯斯坦  
在吉边境口岸和比什凯克、奥什机场对所有来吉旅客进行体温检测。 

 

20 加纳  
加强对中国旅客的检疫力度。 

 

21 加拿大  

在蒙特利尔、多伦多、温哥华机场采取预防措施，要求任何出现类似流感症

状、到过武汉的旅客必须主 动通知边境服务人员，相关机场还将推出相应健康

检查服务。  

22 加蓬  

在各口岸强化对出入境旅客健康状况监控，一旦发现疑似病例，将转移至专门

医院隔离治疗。 

 

23 津巴布韦  
在机场等入境口岸进行体温检测。 

 

24 喀麦隆  

雅温得、杜阿拉等国际机场对入境旅客，特别是乘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土耳

其航空公司航班入境旅客 进行体温检测，同时要求所有入境旅客填写健康申明

书。  



25 科摩罗  
首都莫罗尼机场对所有入境人员进行体温测试。 

 

26 科威特  
在机场等口岸强化检验检疫措施，对所有旅客进行体温检测。 

 

27 马达加斯加  

在机场、港口等对入境旅客加强卫生检疫，包括测量体温和进行旅行史问卷调

查。 

 

28 马尔代夫  
在机场、港口对入境旅客进行体温检测。 

 

29 毛里塔尼亚  
自 1月 26日起，在首都努瓦克肖特机场、努瓦迪布机场和罗索陆路口岸，对所

有入境旅客检测体温，同时 开设备用隔离室。  

30 美国  

自 1月 17日起，在旧金山国际机场、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洛杉矶国际机场对

武汉赴美(包括直航、非直 航)旅客升级检疫措施。芝加哥奥海尔国际机场、洛

杉矶国际机场对来自武汉或经由武汉入境的乘客实 施体温筛查、问询等措施。  

31 缅甸  
加强对来自中国旅客的检疫力度。 

 

32 摩尔多瓦  自 1月 28日起，基希讷乌国际机场对全部抵摩乘客进行无差别体温检测。  

33 墨西哥  
加强对多地国际机场来自中国等亚洲国家航班乘客的监控，重点检查有发烧、

呼吸困难等疑似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症状人员。  

34 南非  
在入境口岸对国际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对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旅客加强体温

检查，一旦发现疑似病 例，将立即转移至指定医院进行隔离检查。  

35 日本  
加强对来自中国旅客的检疫力度。 

 

36 塞尔维亚  

在机场和陆路通关口岸设立无差别人员体温检测设施，如遇体温过高者将在第

一时间进行隔离。 

 

37 泰国  

在清迈、普吉、廊曼、素万那等机场加装体温检测仪，加强对来自中国游客特

别是从武汉直飞泰国旅客 的检疫力度，并对出现发热或其他疑似不明原因病毒

性肺炎症状的旅客进行隔离治疗。  

38 塔吉克斯坦  
对所有自中国抵塔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和登记，如遇发热情况，立即送至机场内

特定场所进行隔离，并转 至传染病医院治疗。  

39 乌克兰  

自 1月 23日起，对三亚至基辅直航包机采取初步防疫措施，由其卫生检疫部门

派专人对乘该机入境的全体 机组人员和乘客依次进行询问，并视情进行检查和

隔离。  

40 乌兹别克斯坦  

机场和边境火车站队所有入境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如发现疑似感染病例，立即

进行隔离。 

 



41 希腊  
在机场设置体温检测器，加强对来自中国旅客的检疫力度。 

 

42 新西兰  
加强边境监测，在入境口岸增设卫生安全中文提示。 

 

43 伊拉克  

对所有来自发生疫情国家的航班及其他交通工具采取医学措施，对所有乘客进

行检疫排查。 

 

44 印度尼西亚  

全境 135个出入境口岸加强了对乘坐从中国内地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直飞航班旅

客，以及从中国出发经泰国 及新加坡等国转机入境旅客的检疫措施。各地口岸

加装了体温探测设备，相关旅客入境时将被要求填写 申报卡并随身携带 1-2

周，如发现疑似病症需向当地卫生部门出示。  

45 英国  
对来自武汉的直达航班加强卫生检疫。 

 

46 乍得  

恩贾梅纳国际机场对所有抵乍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双手消毒，对出现可疑症状

的旅客进行隔离，对所有 来自中国疫情爆发区(武汉)的旅客进行 14天的医学观

察。  

47 智利  
对来自中国的航班进行防疫检查。 

 

 

 

 

 

 

 

 

 

 

 

 

  



     
 

如需了解更多新型冠状病毒防疫及旅行建议信息可前往世界卫生组织官网 https://www.who.int/ith/2019-

nCoV_advice_for_international_traffic/zh/ 查询；或您可通过会员卡上的电话号码联系我们，也可向

aachina@vipchinaassist.com发送电子邮件。 

如您想了解更多关于 AA华助及服务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chinaassist.com。有兴趣让您的公

司成为 AA华助服务成员吗？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sales@vipchinaassist.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108号横琴人寿大厦 1202室 

Hengqin Life Tower, Suite 1202, 

No.108 Jianguo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P.R.China 

电话： +86-10-51298292  | 传真：+86-10-6566 9586 

ops@vipchinaassist.com | www.chinaassi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