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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颁布电子设备上机禁令 涉中东北非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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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中国游客近期暂勿前往阿富汗部分省份
提醒前往英国的游客密切关注英国安全形势
提醒中国游客警惕"迷魂党"抢劫
提醒在刚果（布）中国游客关注猴痘疫情
Comments

美英颁布电子设备上机禁令 涉中东北非十国

内容
3 月 21 日，美国和英国相继颁布禁令，针对来自中东和北非地区共 10 个国家的直飞入
境航班，禁止乘客携带笔记本电脑等大型电子设备登机。
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的声明，从美国东部时间 21 日起，在位于约旦、土耳其、沙特
阿拉伯、科威特、埃及、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摩洛哥的 10 个机场乘坐直飞美国航
班的旅客，禁止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相机、便携 DVD 播放器等大于手机尺寸的
个人电子设备登机，这些设备可以托运。手机不受该禁令的限制。
目前受此禁令影响的机场有约旦的阿莉娅皇后国际机场，埃及的开罗国际机场，土耳其
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与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
科威特的科威特国际机场，摩洛哥的穆罕默德五世机场，卡塔尔的哈马德国际机场，以及阿
联酋的迪拜国际机场和阿布扎比国际机场
AA 华助提醒欲搭乘航班从中东和北非地区出发/转机前往美国和英国的差旅人员做好准
备，遵守新的电子产品禁令。

提醒中国游客近期暂勿前往阿富汗部分省份
2016 年 10 月 21 日，中国外交部和驻阿富汗使领馆根据阿富汗安全局势状况发布了谨慎
前往阿富汗的安全提醒，有效期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根据当前安全形势，现将该安全提醒
调整为暂勿前往级别提醒，有效期至 2017 年 9 月 15 日，具体如下：
近期，阿富汗部分省份安全形势持续恶化，相继发生多起恐怖袭击和绑架事件，造成大
量人员伤亡。部分中国游客因进入阿富汗下述省份而遭遇抢劫或受到人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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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斯坦、巴格兰等 21 个省份，并
谨慎前往阿富汗其它地区。在阿富汗的中国游客应高度注意安全，加强防范和应急准备，外
出时一定要采取严密安保措施，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阿富汗使馆联系。
阿富汗报警电话：119
中国驻阿富汗使馆领保协助电话：+93-79151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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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前往英国的游客密切关注英国安全形势
中新社伦敦 3 月 22 日电 英国议会大厦附近 22 日发生一起袭击事件，已造成 4 人死亡，
20 余人受伤。
AA 华助提醒广大前往英国旅游的游客密切关注英国安全形势，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尽量
避免前往人群集中地区。如遇异常情况，请保持冷静，在确保自身安全前提下及时报警求助。
英国报警电话：999。
外交部全球领保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86-10-12308 或+86-10-59913991。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44-20-76311430，+44-20-74368294，+44-20-76369756(传真)。

提醒中国游客警惕"迷魂党"抢劫
近日，发生了多起在菲律宾的中国游客遭陌生人搭讪迷昏被抢劫财物的案件。根据相关
受害人的介绍，作案人通常是当地女子团伙，以单身人员为目标，经常以结伴而行或请吃当
地美食为由开始搭讪，并通过直接身体接触(如握手等)或请吃含有迷药的食品、饮料等方式
迷昏受害人，随后在偏僻处、车辆上或旅社实施抢劫。在作案结束后，作案人立即将受害人
遗弃并逃离。严重时受害人需 1 至 2 天才会清醒。由此，受害人不光蒙受财产损失，也对身
体造成较大伤害。此类案件较多发生在大马尼拉地区的景点、购物中心、酒吧、车站等公共
场所。
AA 华助特别提醒赴菲律宾及在菲律宾中国游客，在任何场合都应警惕陌生人靠近或搭
讪，不食用陌生人提供的食品或饮料，拒绝与其进行直接的身体接触；外出尽量结伴而行，
避免独处。如遭遇上述突发事件，应尽量保持冷静，前往人群密集处，伺机求救；如不幸被
迷昏抢劫，应切记以人身安全为第一，待清醒后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并寻求中国驻菲律宾
使领馆协助。
外交部全球领保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0086-10-12308 或 0086-10-59913991；
驻菲律宾使馆领保协助电话：0063-9178972695；
驻宿务总领馆领保协助电话：0063-9175495614；
驻拉瓦格领馆领保协助电话：0063-9178051226。

提醒在刚果（布）中国游客关注猴痘疫情
3 月 13 日，刚果（布）卫生部宣布，刚北部利库阿拉省发生猴痘疫情，现已确诊 20 例
感染者，其中 3 例死亡。猴痘病毒由猴类及其他动物携带，人类在接触患病动物后感染，并
具有传染性。该病易感人群在 4 岁到 40 岁之间，猴痘发病时，患者全身长出痘状疱疹，内
有积液，死亡率小于 10%。现尚无疫苗可防治。
AA 华助提醒在刚果（布）中国游客提高防范意识，尽量减少或避免前往利库阿拉省及邻
近地区，并加强个人卫生，尽量避免与动物特别是野生猴类接触。如有疑问或需要帮助，请
及时联系中国驻刚果（布）大使馆。

中国驻刚果（布）使馆领保值班电话：＋242 05 566 97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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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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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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