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国开始实施海滩禁烟令】 根据泰国自然资源和环境部发
布的海滩禁烟令，从2月1日起，泰国禁止在15个府的24个海滩吸烟。根
据规定，民众及游客不得在包括著名海滩度假胜地华欣、芭堤雅、苏梅
岛、攀牙、普吉、甲米地区在内的24个海滩吸烟，违者将面临10万泰铢
（约合2万元人民币）的罚款或不超过一年的监禁，或两者并罚。

【跳色情舞 柬逮捕10名外国人】 柬埔寨警方以涉嫌跳色情
舞、拍色情照片为由，逮捕10名外国人。暹粒省检察官桑里·索昆说，10
名嫌疑人1月28日出庭。“逮捕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的言行举止与我们的
文化相悖”，如果定罪，他们面临的最重处罚是一年监禁。

【巴西提醒游客避开黄热病疫区】 巴西里约热内卢定于2月
迎来狂欢节，政府卫生部门敦促游客避免出城前往瀑布、森林等已成为
黄热病疫区的景点。

2017年， 各类旅游活
动安全事故导致182名中
国公民意外身亡， 是中国
公民海外出行最大杀手。
事发地集中在中国游客较
多的东南亚国家。

据国家旅游局统计，
2017年出境游达 1.27亿
人次。 但出境游毕竟是
新生事物， 中国公民与
西方国家相比仍是“新
手”，国际旅行常识储备
不足， 自身安全防范意
识不足， 缺乏自我保护

能力， 是我人员安全事件
多发的主观原因。

例如， 有的游客未经必
要培训就参加浮潜、 水上摩
托、热气球、丛林飞跃等危险
项目， 越南芽庄的海上滑翔
伞项目就曾发生过游客摔死
的情况。 有的游客不遵守当
地安全规定， 不听从专业人
员指导， 在海边或酒店泳池
等自以为出不了事的区域单
独游泳， 或者盲目前往危险
区域潜水、爬山，导致伤亡事
件时有发生。

2017年，中国公民在日本遇害、在美国失联并疑似被害等恶性刑案引发社会关注。近年来，
越来越多中国公民到国外旅游、留学、务工，但安全事故也频发。从案件类型看，除疾病、工伤事
故外，旅游活动、交通安全、社会治安是造成中国公民海外意外身亡的三大“杀手”。

安全事件的频发也引起了各领事馆的重视。从记者梳理近一周的资料来看，中国驻菲律宾、
日本、马来西亚、泰国等大使馆都发布公告，对春节期间出国游的中国游客发出提醒。

2017年， 海外交通
事故造成 165名中国公
民身亡。 事发地仍然集
中在中国游客较多的东
南亚国家。

这些年， 海外自驾游
受到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
青睐。 但由于各国基础设
施状况和交通规则不同，
中国游客往往因不熟悉当
地路况、 交规及疲劳驾驶

而遭遇事故。
一些右舵行驶或多山路

的国家交通安全事件较为多
发。 摩托车交通事故甚至成
为中国驻泰国使领馆领保接
案最多的案件类别。 除自驾
外， 一些海外车辆租赁公司
经营不规范、 司机无证上岗
等现象普遍存在，也导致交通
意外频发。境外复杂路况也是
发生交通意外的重要原因。

事发地集中于东南亚国家

【驻马大使馆】 1月25
日发布公告， 提醒春节期
间赴马来西亚旅游的中国
游客增强防范意识， 采取
必要预防措施， 确保人身
和财产安全。公告提醒，考
虑到沙巴及纳闽的部分景
点、 尤其是海岛手机信号
较差， 建议游客购买人身
意外保险， 行前通知亲友
详细行程。公告说，春节前
后沙巴及纳闽地区正值雨
季，附近海域风多浪大，天
气不佳切不可强行出海，
务必听从旅行社安排。深
潜、浮潜等水上运动存在较
高风险，领区每年都会发生
多起溺亡案件，建议结伴出
游，互相照应，务必根据自

身身体状况量力而行， 同时
严格遵守相关规则， 切不可
到偏远海区下海游玩。

【驻泰大使馆】 1月24日，
在其官网提醒即将在春节期
间赴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在
出行、住宿、玩水等方面注意
自身安全，遵守泰国入境携带
物品规定。 在玩水安全方面，
使馆强调“风大浪急勿下水，
深海浮潜听指挥”。 海滩竖起
红旗表示海况危险不宜下海；
如遇风大浪急，空腹、饱餐、醉
酒、极度疲劳等情况，切勿下
海。参加浮潜项目时，应听从
专业人士指导，严格按有关安
全要求做好防护措施，全程穿
戴救生衣，并确保能熟练使用
面罩后再下水。

右舵行驶或多山路国家事故多发

针对中国游客盗抢事件较多

【驻泰大使馆】 1月24
日提醒中国公民在泰国谨
慎租驾摩托车， 选择更加
安全的交通工具。 如确需
租驾， 确认持有泰国驾照
或国际驾照， 否则发生事
故负全责。 同时不要将护
照等重要证件抵押给商
家，以免影响后续行程。使
馆提示， 泰国车辆右舵左
行，与国内驾驶习惯相反，
过马路时务必小心。“摩

的”和“嘟嘟车”虽快捷方便，
但缺乏必要安全保护， 应谨
慎乘坐。

【驻日大使馆】 1月26日
凌晨，175名中国游客在日本
东京成田机场经历约24小时
的滞留后平安返回上海。中国
驻日本大使馆提醒出游公民，
在选择廉价航空出行时，应仔
细阅读购票协议，理性看待突
发情况，避免过度维权或卷入
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2017年， 海外中国公民在
社会治安案件中身亡数字达
126人。无论是在中国游客较多
的周边国家， 还是经济发达的
美国、欧洲，或经济欠发达的拉
丁美洲、非洲等地区，社会治安
问题无疑都是当地中国公民面
临的最大安全风险。

中国游客主要目的地中，
不少国家经常发生针对中国游
客的盗抢事件， 给当事人带来
较大损失。 一些中国游客缺乏
海外安全防范意识， 习惯携带
大量现金，露富、炫富的情况普
遍存在， 容易成为歹徒作案的
目标。

2017年， 我国劳务人员在
海外因工伤身亡达102人。事发
地集中在周边的新加坡、 印尼
以及中资企业承建项目较多的
中亚、西亚、北非等地，如阿尔及
利亚、以色列等。随着我国对外开
放不断深化， 我国在境外设立企
业已经超过3万家， 务工人员约
100万人。 在出国前一定要充分
了解拟前往国家的安全形势、工

作条件，特别是医疗条件，有备无
患。务必选择正规中介，务必签订
合同并详细阅读合同条款， 特别
是关于薪资待遇、 医疗救治的内
容。 出国前认真接受相关技能和
安全培训，熟悉掌握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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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人员在海外
因工伤身亡事故多发

世界看好中国游客

【摩洛哥望到2020年每年吸引50万名中国游客】 摩洛哥
旅游、航空运输、手工业与社会经济大臣穆罕默德·萨吉德2月1日表示，
摩洛哥正着手改善酒店、交通设施，提高游客承接能力，到2020年吸引
50万名中国游客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连续两年成为印尼最大国际游客来源地】 2017年赴印尼
旅游的中国内地游客人数为205.9万人次， 已连续两年成为印尼第一大
国际游客来源地。

【成菲第二大游客来源地】 2017年中国跃升为菲律宾第二大
游客来源地，全年共有约96.8万人次中国游客赴菲旅游。

【驻菲大使馆】 2月1日发
布公告， 近来在菲律宾涉及赌
博的劳务纠纷和绑架案件层出
不穷， 提醒来菲旅游的中国公
民要远离赌场，洁身自好。

针对近期发生多起中国公
民在海外遭遇电信诈骗案件的
情况， 使馆提醒中国公民不要
轻信任何以中国驻外使领馆或
国内政府机关名义索取银行卡
等个人财务信息、 要求转账或
汇款的电话、邮件等；不要轻信
任何以使领馆名义要求更新护
照的电话； 不要在电话里向陌
生人透露自己的姓名、住址、家
庭情况、银行账户等个人信息，
谨防电信诈骗。

【驻泰大使馆】 1月24日提
醒游客证件财物保管好， 深夜
外出防抢包， 并建议预订靠近
繁华地段的酒店， 深夜减少外
出。如确需外出，应尽量结伴而
行， 不去偏僻或情况复杂的街
区；背包靠里侧斜挎，防止飞车
抢包。

■综合新华社、 央视、
法制晚报

去年各类旅游活动安全事故致182名中国公民意外身亡

春节出境游，提防“三大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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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大浪急勿下水，深海浮潜听指挥”

在泰谨慎租驾摩托车

订靠近繁华地段的酒店
深夜减少外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