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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迎 辞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欢迎您来到美丽富
饶、风景秀丽的缅甸联邦共和国！
    缅甸与中国山水相连，有着2100多公
里的边界线，两国人民自古和睦相处，互
称“胞波”。建交以来，双方领导人保持
密切交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友
好合作全面推进，“胞波”传统友谊不断
发扬光大，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日益走
向深入。2018年中国访缅游客接近40万人
次，一跃成为缅甸最大游客来源国。
 为了继续推动到缅中国公民安全出
行，文明旅游，了解缅风情社情和法律
法规，尊重缅习俗文化，中国驻缅甸大使
馆编写了《旅居缅甸中国公民安全文明指
南》，供大家参考。
   祝各位同胞在缅甸平安健康、诸事顺
遂！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
                       二O一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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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出境

1    检查护照

	 护照剩余有效
期至少应在半年
以上，否则可能
影响到您在国外
期间的行程安排并可
能会被拒绝入境。如护照
有效期不足6个月，请尽快更换
新护照。

2    申请缅甸签证

	 缅甸签证分为礼遇、旅游、商务、社
交、宗教、过境、公务、工作、学习、记者、
乘务、学术等12类。
				中国公民申请缅甸签证有三种常见途径：

一是前往缅甸驻华使馆或驻昆明、南宁、香港
总领馆申办纸质签证。
	 基本材料包括护照（有效期6个月以上）、
签证申请表（需粘贴一张3.8cm*5.4cm白底
彩色证件照片）、机票预订单、身份证复印
件，附加材料详见缅驻华使馆网站(http://www.  
myanmarembassy.com/chinese/vis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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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停留期
 费用 

所需材料
   （美元）
旅游		 30天	 50	 往返机票

商务		 70天	 50	 商务邀请函及邀请方

	 	 	 	 营业执照复印件

会务		 28天	 40	 会务邀请函

过境		 24小时	 40	 前往第三国目的地的	

	 	 	 	 机票

乘务		 28天	 40	 航空公司证明

	 	 	 	 乘务员名单和航空公

	 	 	 	 司证明

	 	 	 	 船员多数以商务签证

	 	 	 	 入境，之后到海事局	

	 	 	 	 更换签证

二是通过互联网申请电子签证 (E-Visa) 。
	 	 	中国公民可通过缅甸劳工、移民与人口部
网站（https://evisa.moip.gov.mm/）申请
电子签证（E-Visa），目前仅限旅游、商务
2类，审批时间为3个工作日。电子签证有效
期为90天，其中旅游签停留期28天，费用50
美元；商务签停留期70天，费用70美元。申
请电子签证需提交有效期6个月以上的护照，
上传3个月内拍摄的4.8cm*3.8cm彩色证件照
片，使用支付宝或Visa、Master、American 
Express、JCB等信用卡网上付款。

三是在缅甸国际机场直接申请落地签证。
	 中国公民可在仰光、曼德勒、内比都国
际机场办理落地签证，但目前仅限旅游、商
务、会务、过境、乘务5类。申请落地签证需
提供有效期6个月以上的护照、6个月内拍摄的
4cm*6cm彩色证件照片2张，并如实、完整填写
申请表格。	
					落地签证类别、停留期、费用及所需材料
如下（详见缅甸移民部门网站：http://www.
mip.gov.mm/on-arrival-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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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禁止携带违禁品入境

	 注意缅甸海关在食品、动植物制品、外汇
等方面的入境限制。请勿携带毒品、国际禁运
物品；切勿为陌生人携带行李或物品；勿携带
大量现金和外汇，目前缅甸个人携带现金入境
数额限制在1万美元以内，超过2000美元就需
申报。
	 另，不要携带无人机，缅甸执法部门对无
人机入境和使用管控严格，请遵守缅方规定。

4    离境注意事项

	 入境后应注意查看护照中入境章所注明
的离境日期，避免逾期滞留。根据缅甸法律，
逾期滞留将被处以罚款甚至处以监禁。
	 出境时禁止携带古董、翡翠原石、木化石
等物品。购买翡翠、珠宝等物品，必须要求店
家开具合法发票，以便海关查验，否则将被以
非法物品处理。携带外汇出关也需附海关申报
单。
	 通常缅币不允许带出境，如被发现可能被
没收。若确需带一点缅币做纪念，建议放行李
箱托运。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机场办理落地签的
游客，不得从中缅边境陆路返回中国，必须从
国际机场（可非入境同一机场）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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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留
1    居住

	 外国人在缅甸一般不能居住于民宅，只能
入住酒店。未经批准入住民宅被举报，将会以
触犯移民法签证条款被起诉，轻则驱逐出境，
重则可能坐牢。	
	 在仰光、曼德勒、内比都等城市，蒲甘、
茵莱湖等热门旅游景点，饭店旅馆数量较为充
足，游客短期到访可通过旅行社或网络提前预
定住处。

2    签证延期

	 旅游签证不能延期，应在规定有效期内离
境。
	 受当地公司雇佣的项目人员，可通过当地
合作伙伴向项目主管部委提出书面申请，主管
部委批复后抄送移民局及当地合作伙伴，当地
合作伙伴反馈批文副本后，持护照原件、复印
件、证件照、批文副本到移民局办公室办理延
期手续。自雇人士自行申请难度较大，普遍需
通过当地旅行社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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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行
1    空中交通

	 国际航线：缅甸目前主要有仰光、曼德
勒、内比都三个国际机场，仰光同北京、昆
明、广州、成都、南宁、海口、上海、深圳、
杭州、西安、重庆、香港、台北等中国城市以
及曼谷、新加坡、吉隆坡、河内、东京、首
尔、迪拜、新德里等城市已开通定期国际航
线。曼德勒同昆明、上海、广州、深圳、西
安、芒市、香港、曼谷、清迈、新加坡有直飞
航班。内比都同昆明、曼谷有直飞航班。
				国内航线：缅甸全国有国内机场70余座，
仰光、曼德勒、内比都、蒲甘等主要城市及
旅游景点均已开通航班，航线主要由缅甸航
空、KBZ航空等公司运营，执飞机型中螺旋桨
飞机仍占较高比例。受天气、客源等因素影
响，国内航班不时出现航线调整甚至取消等状
况，建议搭乘前向航空公司查询确认。

2    陆路交通

	 缅甸主要城市间均有公路相连并有城际巴
士，公路总里程约35000公里，但路况总体不
佳，路灯、隔离带等配套设施不足，不适于长
途自驾。若有需要，建议雇当地司机。交通规
章制度与国内基本相同，机动车靠右侧通行。
在缅开车需持有当地驾照，根据缅甸交通管理
部门规定，外国公民可凭本国驾照换领缅甸驾
照，但需到缅交管部门参加驾驶资格考试，内
容包括书面测试、计算机测试和实际操作测
试，考试通过后需缴纳手续费、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费等费用。因大量车辆系早年由日本、泰
国进口的二手汽车，右舵车仍占较大比例。
	 缅甸铁路始建于1887年，总长约6000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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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由纵贯南北的仰光—曼德勒—密支那干线
及仰光至卑谬、曼德勒至腊戍等东西支线为骨
架构成。铁轨采用1米窄轨制，不同于国际通
用的1.47米，与周边邻国铁路网尚未联通，且
机车、铁轨大部分较为陈旧，车况不佳，速度
较慢。	

3    水路交通

	 缅甸水运交通较发达。内河航道约为
15000公里，主要依托伊洛瓦底江、萨尔温
江、加拉丹河、钦敦江等河流。其中伊洛瓦底
江利用率最高，航道总长约2170公里，流域面
积覆盖了缅甸60%国土。
	 主要港口有仰光港、勃生港和毛淡棉港，
其中仰光港规模最大，缅甸90%货物均由此进
出，目前货物年吞吐量集装箱约100万标箱。

4    市内交通

	 缅甸仰光市内交通主要依靠公交车、环
城铁路和出租车。公交车统一配有“YBS”
标识，近年来正逐步增加带有空调的新式客
车；环城铁路连接仰光市内及周边卫星城镇，
总长约46公里，设39座车站，绕行一圈约3
小时，速度较慢但价格便宜；出租车统一配
有“TAXI”标识顶灯和红底白字牌照，普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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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计价器，搭乘前需与司机商定价格，也可
通过Grab软件叫车。曼德勒市内公交车路线较
少，车型以改装的皮卡和轻型卡车为主；出租
车仅在机场、酒店等地停靠，需提前预约；外
国游客大多通过旅行社租用车辆。其它城市交
通同曼德勒情况类似。
	 缅甸城市公共交通的车辆路线、公交路
牌大多以缅甸数字标示，司机普遍无法使用英
文沟通，如需搭乘建议提前备好目的地缅文地
址。

四、安全概况
1    社会治安

	 缅甸民风较为淳朴，治安状况总体良
好，重大刑事犯罪案件较少发生。但近年来,
仰光、曼德勒等大城市盗窃、抢劫、人身伤
害案件数量有所上升，特别是在泼水节等重
要节日期间发案率较高，缅甸北部少数民族
地方武装控制地区战事时有发生。近年来,克
钦邦、掸邦、若开邦等部分地区不时发生武
装冲突，安全风险较高，建议中国公民尽量
避免前往此类地区。中缅国情不同，法律法
规差别较大，中国公民来缅甸之前应尽可能
了解当地法律法规，避免因触犯法律而被起
诉甚至判刑。

2    自然灾害

	 缅甸境内北、东、西部为山区，南部为平
原，国土呈向南开口的马蹄状。属热带季风
性气候，年平均气温30度左右。一年分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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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3-6月为热季，日照强烈，干燥高温，最
高温度40度以上；7-10月为雨季，雨量充沛，
空气潮湿；11月至次年2月为凉季，较为凉爽
舒适，适合旅游。
	 缅甸近年来自然灾害时有发生，造成
较大伤亡的有：2008年5月“纳尔吉斯”风
灾，造成约14万人死亡或失踪，200余万人受
灾；2011年3月24日掸邦大其力发生7.2级地
震，造成75人死亡，110多人受伤，200多间房
屋倒塌。

3    食品卫生

	 缅甸地处热带，雨季潮湿，旱季炎热，属
热带病多发地区。因饮食卫生条件较差，肝
炎、肠道病较为普遍，疟疾、霍乱、登革热等
传染病也较为常见。特别是每年雨、旱季交替
的10月前后，蚊虫滋生，成为流行病多发季。
	 建议中国公民赴缅前注射肝炎、黄热病疫
苗，携带防蚊虫、治疟疾、肠道病的药品。在
缅期间要特别注意饮食卫生，尽量选择卫生条
件较好的餐厅就餐。缅甸自来水过滤系统不完
善，饮用水最好购买瓶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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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全提醒

1    不要到访外国人禁止或限制进入区域

	 由于安全等原因，缅甸政府公布了部分地
区为外国人禁止或限制进入区域（详见第十
条），请遵守有关规定，不要进入上述区域，
否则可能会被抓捕或判刑。

2    禁止参赌

	 缅甸境内禁止赌博，为避免给自身带来不
必要的损失和严重后果，请勿在公共场所和自
己住宅内参与赌博。尤其不能轻信网上或“朋
友”介绍，前往中缅边境地区赌博，否则轻则
倾家荡产，重则危及本人及家属人身安全。

3   严防电信诈骗

	 近来陆续有中国公民反映，有不法分子假
冒中国驻外使领馆名义进行电信诈骗。不法分
子自称使领馆官员，谎称受害人护照或居留卡
到期、信用卡被盗刷或涉及国际刑事案件、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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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警组织调查等，要求受害人提供个人银行账
户信息或缴纳罚款。请不要轻信任何以中国驻
外使领馆名义索取信用卡等个人财务信息、要
求转账或汇款的电话及邮件。如接到类似涉嫌
诈骗的电话、邮件，请务必提高警惕，建议直
接报警。如有疑问，可通过中国驻当地使领馆
官方网站提供的联系方式进行核实。

4    勿轻信非法婚姻中介

	 	如欲与缅籍女孩结婚，应提前向当地有
关部门咨询，按当地风俗及正规途径办理结婚
登记手续，请勿轻信非法婚姻中介。另，近期
陆续有多名中国公民因通过中介支付巨额“彩	
礼”欲与缅甸女子结婚，被缅甸警方以拐卖人
口罪起诉，若罪名成立可能面临10年以上监

禁。据缅甸打拐局主管官员介绍，凡利用金钱
交易通过中介与缅甸女子结婚或携女子出境的
外国公民，都是该部门重点关注与打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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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签署正式劳务合同

	 为保证合法权益，来缅务工须与雇佣方签
署劳务合同。如发生纠纷应当依据合同及当地
有关法律法规与雇主协商解决。如协商未果，
可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您可同时请求使馆提
供当地律师，翻译名单。

6   纠纷举报

	 根据商务部、外交部、公安部、工商总局
发布的《涉外劳务纠纷投诉举报处置办法》有
关规定：境外发生的经济纠纷、合同纠纷、劳
动侵权纠纷及其他纠纷的当事人，可向涉诉方
国内注册或户籍所在地的商务、公安、工商行
政管理或有关对外劳务合作商会等部门进行投
诉或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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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风俗禁忌

1    宗教传统

	 缅甸87%以上的人口信奉上座部佛教。它
传入缅甸已有上千年历史，对缅社会具有重
要影响。进入寺庙或佛塔，一定要脱鞋、脱
袜，不能与僧侣“平起平坐”或是“共餐”；
如果向僧侣布施或递送物品，应双手递上以示
尊重；在寺庙里、佛塔旁严禁吸烟，不要大声	
喧哗。女士不能随便碰触袈裟以及僧侣肢体。

2    姓名称谓

	 缅甸人有名无姓，但习惯在名前加一冠
词，以示性别、长幼和尊卑之分。称呼成年或
有地位的男士，名前应冠以“吴”，对平辈男
士称“哥”，对晚辈男士则称“貌”；对成年
或有地位的女士称“杜”，对晚辈或平辈女士
称“玛”；军人名前均冠以“波”或军衔。

3    肢体忌讳
 
	 缅甸人忌讳抚摸小孩的头。不能用脚指东
西、踢东西或触碰人。小孩两手交叉胸前，是
表示对大人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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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疾病与预防
 

	缅甸在雨季降雨量十分充足，蚊虫易繁
殖，各地比较常见登革热等疾病，万一不幸感
染，应及时处置，只要措施得当，也可有效治
疗。
      

	 	 	仰光街头流浪狗较多，尤其夜间时应尽量
避免在街道上步行。不幸被狗咬伤之后，建
议第一时间用肥皂水清洗，然后尽快去当地
正规医院处理，注射狂犬疫苗。
				缅甸全国共有医院约900家，农村卫生站
约1500所，注册医生约3万人，医疗水平和设
施条件有限。医院分公立和私立两种：公立
医院有专职医生坐诊，实行医药分离，看病
免费，但需要自行在药店购买药物，环境较
差，常常人满为患；私立医院环境较好，但
门诊和药费普遍较高，且多数医生系公立医
院医生兼职。
	 仰光条件较好的医院有：仰光总医院
（Yangon	 General	 Hospital/公立）、亚洲
皇家医院（Asia	 Royal	 Hospital/私立）、
维多利亚医院（Victoria	Hospital/私立）、
邦莱医院（Pun	Hlaing	Hospital/私立）、韩
达医院（Grand	 Hanthar	 International	
Hospital/私立）。曼德勒条件较好的医院
有：人民医院（People’s	 Hospital/公立）、
儿童医院（Children	Hospital/公立）、城市
医院（City	Hospital/私立）等。

旅居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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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在缅不幸患病治疗期间想紧急回国，
须联系航空公司，确认病人可否登机。如专业
意见认为不应该乘坐交通工具长途旅行，建议
慎重考虑，不盲目坚持回国治疗。如紧急情况
也可联系医疗专用包机，相关费用自理。

01-252205

01-538055

01-9666141

01-684323

02-39007

02-24915/6

02-66852

01-523000

Bo Gyoke Road, Latha 
Township, Yangon

No.14, Baho Street,
Sanchaung Township, 
Yangon

No.68,Taw Win Street, 
9 Mile Mayangone
Township, Yangon

Pun Hlaing Golf Estate, 
Hlaing Thayar Township, 
Yangon

30 Street, Between 
76 Street & 77 Street, 
Mandalay

66 Street, Between 
27 Street & 28 Street, 
Mandalay

Theik Pan Street,
Between 65 Street & 66 
Street, Mandalay

No.3, Corner of Nar Nat Taw 
Road & Lower Kyee Myin 
Dine Road, Kamaryut 
Township, Yangon

仰光总医院
 Yangon General

Hospital

亚洲皇家医院
 Asia Royal  

Hospital

维多利亚医院
 Victoria 

Hospital

邦莱医院
 Pun Hlaing 

Hospital

人民医院
People’s 
Hospital

儿童医院
Children 
Hospital

城市医院
City Hospital

韩达医院
 Grand Hanthar 

International 
Hospital

 名称 地址 电话

仰光

曼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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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使馆、侨团联系方式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大使馆

 网址	 :	http://mm.china-
   embassy.org/chn/
 地址	 :	No.1,  Pyidaungsu
   Yeiktha Road, Dagon   
   Township, Yangon.
 电话	(总机)	 :	+95-1-221280, 221281
   +95-1-227019  (传真)
	使馆对外邮箱	 :	chinaemb_mm@mfa.gov.cn

领事业务联系方式  
	护照、签证等证件	 :	+95-1-221280, 221281
 咨询电话  转 677 或
   +95-9-894853188
                                        （接听时段：工作日
		 	 下午2:00-4:00）
   +95-1-228319 (传真)
	领事保护手机	 :	+95-9-43209657
		 																(中国国内拨打)
　　												 	 09-43209657
																				 		(缅甸座机及手机拨打)
	邮箱	 :	consulate_mmr@mfa.  
   gov.cn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

	网址	 :  http://mandalay.
   chineseconsulate.org/chn/
	领区	 : 曼德勒省、掸邦、克钦邦
	地址	 : 缅甸曼德勒市昌妙达	
		 	 西镇区73条与德新路	 	
		 	 交叉口	 	 	

旅居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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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Myathasi Township   
   Mandalay，Corner of 73rd
                  Street and Thazin Street) 

	领事保护手机	 : +95-9-259172726
   (中国国内拨打)
　　													 	 09-259172726
   (缅甸座机及手机拨打)
	电话	 : +95-2-2000250
   +95-2-2000251
   +95-2-2000249 (传真)

主要华人社团联系电话

1    仰光

	缅甸中华总商会	 : +95-1-246076
	福建同乡总会	 : +95-1-370161, 250646
	广东工商总会	 : +95-1-251580
	云南会馆	 : +95-1-653225, 653226

2    曼德勒

	云南同乡会								:    +95-2-68161 
                         +95-2-31014 (传真)
	福建同乡会								:    +95-2-39749 
                        +95-2-22459 (传真)
	广东同乡会								:    +95-2-65900
	多省籍同乡会						:    +95-9-91000368
	金多堰慈善总会				:    +95-9-960655948
                        +95-2-35121 (传真)
	华助中心										:    +95-9-960655948
                        +95-2-35121 (传真)
    
					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驻缅甸		
	使领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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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甸报警电话										: 199
	缅甸医疗急救电话						: 192
	驻缅甸使馆领事保护电			: +95-9-43209657
	话												
	驻曼德勒总领馆领事保	 : +95-9-259172726
	护电话										           			(领区范围:曼德勒		
			 	省、掸邦、克钦邦)
	外交部全球领保与服务	 : +86-10-12308 或
	应急呼叫中心电话   +86-10-59913991

    

九、典型领保案例通报

1     出入境受阻类

	 2019年1月，
桂某拨打12308热
线，称其丈夫范某
赴缅甸务工，准备
离开缅甸时被警方
扣 留 ， 请 使 馆 协
助。经了解，范某
未持有效证件，非
法入境缅甸务工，
被缅方以违反移民
法起诉，可能会判
处半年以上有期徒
刑。

旅居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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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治安类

	 （1）2018年10月，江某在仰光大金塔禁区
放飞无人机航拍。大金塔管理人员获悉后通知
警方将其拘留。
	 （2）2019年2月，江某来使馆称其弟弟因
涉嫌拐卖人口被缅甸警察抓捕，请求使馆提供
领事协助。经了解，当事人欲携缅甸女子前往
国内，在仰光机场遭缅甸打拐办盘查，因男方
不懂缅语女方不懂汉语，怀疑其涉嫌贩卖人口
而被警方扣押。后续调查中发现当事人未办理
结婚登记及在只准许缅甸公民住宿的旅馆同
居。缅甸警方先后以“拐卖人口罪”、违反移
民法第13条（1）款及违反签证法第4条（2）
款起诉当事人，若罪名成立可能被判处10年以
上有期徒刑。
	 （3）2019年3月，陈某致函使馆称，其表
弟强某在缅甸相亲时被警方以拐卖人口罪扣
押，请求使馆提供协助。陈某称，其表弟强某
入境缅甸后，经中介介绍与某缅甸女子认识，
双方在该女子家里按照当地习俗举行了结婚礼
仪并请了当地高僧主持结婚仪式。婚后次日，
该女子姐姐报警后警方将强某控制，随后以拐

卖人口罪起诉。
	 	 经与缅方核实：
强某通过缅甸中介引
诱该名女子，若与其
结婚将得到450万缅
币。该女子遂接受50
万缅币定金。双方举
办了传统的佛教结婚
仪式。	
	 	 缅甸警方称，强
某涉嫌以金钱诱惑与
女方结婚，未办理合
法的结婚手续。强某
与4名婚姻中介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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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方以拐卖人口罪起诉，若罪名成立可能被判
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4）2019年4月，缅甸外交部照会使馆
称，中国公民马某等7人在仰光家中聚众赌博
被警方拘捕。仰光地方法院以触犯《赌博法》
第13（A）与14（A）款判处马某等7人每人罚
款100万缅币取保候审。

3    人身意外及伤害类

	 （1）2018年10月，柯某致电使馆称不幸
染上登革热，因缅甸医疗条件差想尽快回国治
疗。在买机票期间得知，登革热具有传染性，
航空公司不让其买票，望使馆协调。经了解，
航空公司称，为避免影响其他乘客，婉拒该患
者登机。建议患者尽快积极接受治疗，病情康
复后再回国；若病情危急，也可联系国际SOS
等救援组织医疗包机。
	 （2）2018年11月，王某家人致电使馆，称
其家人在马圭遭遇矿难，与雇主商谈赔偿事宜
未能达成一致，请使馆出面协调。使馆建议，
如双方同意，使馆可协调双方直接谈判，依据
劳务合同及当地有关法律法规解决。如仍不能
达成一致，建议王某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如
有需要，使馆可提供律师名单。
	 （3）2019年4月，韩某致电使馆称其父在
缅旅游时溺水身亡，请求使馆提供协助。
	 经了解核实，当事人系随同旅游团赴缅
甸维桑海滩旅游时不幸溺水身亡。我馆立即
联系当地警方和旅游团负责人，请警方及旅行
社尽力为死者家属来缅善后提供协助，并提醒
旅游团负责人妥善保管当事人遗体、遗物，不
得在未经死者直系家属书面同意下擅自处理遗
体。随后，使馆再次向缅外交部与饭店旅游部
提起交涉，请缅方完善旅游景点安防设施，保
护中国游客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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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劳资纠纷类

	 （1）2018年11月，陆某反映其在仰光某
工业区投资开设服装厂，有300多名工人因要
求涨薪未得到满足而罢工，请求使馆协助。经
了解，罢工事件是双方对于薪资的意见不一致
造成。使馆建议陆某同缅甸工会及工业区管委
会等主管部门保持沟通协调，如中方人员人身
安全受到威胁，应及时报警求助，使馆将敦促
当地警方依法处理。
	 （2）2019年2月，洪某称被某公司拖欠工
程款90万元人民币，请使馆协助追讨。使馆建
议洪某首先与当事公司友好协商，按施工合同
约定，商讨解决方案。如协商无法达成一致，	
可聘请律师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使馆可协助提供律师及翻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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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外国人禁止或限制
进入地区名单表

（缅甸旅游部公布，更新至2019年5月）

掸邦
Shan
State

清水河 Chin 
shwe haw

荷榜
Hopang

昔胜
Hsi Hseng

贵概
Kutkai

垒林
Loilen
南坎
Namkhan

南迪
Namtit

莫泰
Mawhteik

孟别
Mine Hpayak

孟卡
Mine Khet

孟额
Mine ngoc

孟平
Mine Pyin

孟拉
Mine la

孟龙
Mine lon

曼干
Mankan

昔卜 Hsipaw 
Township

嘎里 

Kali Township

扩兰 Kholan 
Sub Township

滚弄 Konglong 
Township

昆与 Kunhing 
Township

皎脉 Kyaukme 
Township

腊戌 

Lashio Township

林奎
Lecha Township 

莱林
Loilen Township

南散 Nansang 
Township

南桑 Namhsan 
Township

马秋
Mabein Township

么曼 Matmann 
Township

贡江 Kone kyan 
Township

卡喜 Kyay thee 
Township

老街 Lauk kaing 
Township

那盘 Nar phan
(Special region 2)

曼栋
Manton Township

蒙卵 Mai maw
(Special region 2)

孟滚
Mai kai Township

孟板
Mai pan Township

孟须
Mai shu Township

麦拉 Mong la
(Special region 4)

茂克迈
Mauk mae Township

南渡
Namtu Township

瑙丘 Naung cho 
Township

赖卡
Linke Township

孟扬
Mine Yang

孟阳
Mine Yawng

木姐
Muse

班弯 Pan wine
(Special region 2)

班伞 Pan sann
(Special region 2)

孟萨 Minesat 
Township

孟统 Minetong 
Township

孟崖 Mineyal 
Township

邦龙
Panlon

须申请许可地区 镇区内允许、镇区
外需申请地区禁止进入地区

旅居缅甸  
安全文明  
指南



25

克饮邦
Kachin 
State

克伦邦
Kayin 
State

夺彭阳
Dotphonyan

高加力
Kawkareik

兰贝
Hlaing bwe

建因色枝
Kyain Seikgyi

趴葡
Papun

乡亚迪
Shanywathit

甘拜迪
Kanpitee

咖脉
Kamaing

英江扬 Injangyang 
Township

考兰蒲
Kawng-lan-hpu 
Township

襄抹 Naung-mon 
Township

孙布拉蚌
Sumprabum Town-
ship

达奈
Tanai Township

说璃 Tsawlaw 
Township

拉杂
Lweje

邦南丁
Panandin

邦瓦
Panwar

萨东
Sadone

兴勃阳
Shinbwayyang

其培
Chipwi Township

巴邦
Hpa-pun Township

嘎马芒
Kamamaung Town

建因色枝
Kyain seikgyi 
Township

家栋
Kyeikdon Town

浦亚栋素
Phayathonzu Town

帕敢
Hpakant Township

马千波 

Machanbaw 
Township

博嘎里市
Bawgali Town

旧多市
Kyone-doe Sub 
Town

雷多
Leiktho Town

百旧
Pai-kyone Sub-
Township

掸约
Shan-ywa-thit 
Sub-Township

曼斯
Mansi Township

莫茂
Momauk Township

葡萄
Putao Township

允莫
Waingmaw Town-
ship

孟
Mone Township

孟密
Momate Township

彬龙
Pinlon Town

当阳
Tangyan Township

登尼
Thein-ni Township

雅绍
Yatsawk Tow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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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邦
Mon
State

吉马鲁
Kyaikmaraw Town-
ship

耶
Ye Township

博彬 Bokpyin 
Township

嘎雅杜亿 Karathuri 
Town

君素 Kyunsu Town-
ship

比吉曼待 Pyigyi 
mandaing Sub- 
Township

高东（卡卵基 )
Kawthaung
(Khamaukgyi)德林达

依省
Tanin-
tharyi

Region

南荣
Nanyun Township

板卵
Banmauk
杰沙
Katha

实皆省
Sagaing
Region

瑞琴 Shwegyin 
Township（城区）

瑞琴 Shwegyin 
Township （城区外）

坦达宾
Htantabin
皎基
Kyaukkyi
皎基镇区（孟）
Kyaukkyi 
Township
(Mone)

勃固省
Bago 

Region

曼德勒省
Man-
dalay 

Region

抹谷
Mogok

德庇珍
Thabeikkyin

彬乌伦
(Pyinoolwin)
(Kyuntaing, 
Nyaungkone, 
Thabyae 
Chaung,
Moegyoepyit,
Pategone, 
Naungpaine, 
Maetaw)

克耶邦
Kayah
State

虾都
Shadaw Township

巴罗索
Hpruso Township

素卡里
Sukali

丹东基
Thantaunggyi

窝磊棉
Wawlaymyaing

丹东基
Thandaunggyi 
Tow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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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漂
Kyaukpyu

孟都
Maungdaw

弥篷
Myebon

布勒瓦
Paletwa

包渡
Pauktaw

兰里
Ramree

实兑
Sittwe

拉德堂
Yathedaung

若开邦
Rakhine 

State

布帝洞
Buthidaung

皎葡
Kyaukt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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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
护照/旅行证办理须知

1    在 线 预 约  
	 自2019年1月1日起、办理护照/旅行证业
务，请提前在“海外申请护照在线预约”系统
（https://ppt.mfa.gov.cn/appo/）填写基本
信息，预约办理日期，打印护照/旅行证申请
表，并在预约日期，由本人携材料到馆办理。
新生儿首次办照无需预约。使馆还为有紧急情
况的申请人提供绿色通道服务。

2   基 本 材 料   

1、 申请表  须准确、真实、完整填写

　　　　　
2、 照片  1、6个月内彩色照片、光面相纸、无边

  （一式2张）    框　　　　	 	
             2、正面、免冠、半身、着深色衣服、背景

     为白色　　
　　	 	3、照片规格为 48×33毫米，其中头部

     宽度为15-22毫米，长度28-33毫米。

                      具体请参看

      https://ppt.mfa.gov.cn/appo/page/

                                    instruction.html

3、 现有护照/　　	原件及复印件

      旅行证                 （资料页、签证页、入境章所在页、 有加

    注内容的备注页）

类  别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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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
换发护照

非正常
换发护照

补发护照

办理
旅行证

新生儿
及未成年人

（未满16岁）
申办护照
/旅行证

1、护照有效期即将
届满，如不12个月

1、护照过期

1 、 在 缅 甸 长 期 居
留，如连续停留达
180天　　
　　
2、遗失、被盗或损
毁（如被水浸泡、被
乱 写 乱 画 、 被 撕 掉
纸 页 ）

1、在缅甸短期停留

2、护照遗失、被盗或
损毁（如被水浸泡、
被乱写乱画、被撕掉
纸页）

在缅甸出生的新生儿
（符合《国籍法》
规定有中国籍）或

未成年人首次
办理护照/旅行证

2、容貌发生大变化

2、护照空白签证页
即将使用完毕，如少
于3页　

1、在缅有效居留证件

2、《国籍状况声明书》（使馆
提供、现场填写）

1、在缅有效居留证件　
　　
2、《国籍状况声明书》（使馆
提供、现场填写）　　
　　
3、《申请护照/旅行证补充说
明》（使馆提供、现场填写）

1、在缅有效居留证件，如永
久居留证、或FRC、或居留许
可、或其他能证明在当地长期
居留的材料

　　
2、《国籍状况声明书》（使馆
提供、现场填写）　　
　　
3、《申请护照/旅行证补充说
明》（使馆提供、现场填写）

1、护照资料页、签证页复印件
（如有）　　
　　
2、或能证明自己身份的其他有
效证件，如身份证复印件
　　
3、《申请护照/旅行证补充说
明》（使馆提供、现场填写）

1、《父母同意办理声明书》
（使馆提供、现场填写）；新
生儿或未成年人父母有一方到
场即可
    
2、未成年人出生证明原件及复
印件（如系缅甸医院出具，须提
供英文译文，并经缅甸公证机构
公证及缅甸外交部认证）；如出
生证上申请人父母信息不全，需
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能证明亲子
关系的文件

申请人类别 申办条件 内  容

3    补 充 材 料

中

国

公

民

申

办

护

照

/

旅

行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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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父母双方护照原件及资页复
印件（资料页、签证页、入境章
所在页、有加注内容的备注页）
   
4、父母双方在缅有效居留证件
或签证原件及复印件
    
5、父母结婚证（如有）原件
及复印件
    
6、《国籍状况声明书》（使馆
提供、现场填写）

 未成年人换发护照
/旅行证

1、《父母同意办理声明书》（使
馆提供、现场填写）；未成年
人父或母应至少一人到场
    
2、未成年人父母双方或一方护
照原件及复印件（资料页、签
证页、入境章所在页、有加注
内容的备注页）

3、未成年人父母双方或一方
与未成年人的相关亲属关系证
明，如出生证等
（如系在国外出生，需提供经
出生国外交部/相关认证机构或
我驻该国使（领）馆出具的出
生证认证文书）
    
4、《国籍状况声明书》（使馆
提供、现场填写）

 1、个人情况说明（包括本人
在国内及海外经历等）　

2、能证明未加入缅甸国籍的材
料（如未入籍证明等）

3、FRC原件及复印件　　

4、缅甸户口纸原件及复印件
（须提供英文译文、并经缅甸
公证机构公证及缅甸外交部认
证）　　

5、《国籍状况声明书》（使馆
提供、现场填写）

1、在缅有效居留证件　
　　
2、现持有旅行证原件及复印件
（如有）

　旅缅华侨　
申办护照

　香港、澳门、
台湾居民

申办旅行证

1、未获得缅甸国
籍　　
　　
2、持有FRC和缅
甸户口

未持有“回乡证”
或“台胞证”

旅居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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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发照机关同意换/补证件
书面通知
　　
2、在缅有效居留证件原件及
复印件
　　
3、《国籍状况声明书》（使馆
提供、现场填写）

因公出国人员
换/补护照

持有公务护照、
公务普通护照

护  照 25美元

25美元旅行证

10个工作日
（或根据电子邮件通知）

4个工作日

注：		
　
	 1、申请非正常换发及补发护照，临时来
缅游客遗失护照补办旅行证，需经原发照机关
核实，办理时间以通知为准。	
 
	 2、旅行证可申请加急服务，次日取件，
须另外缴纳加急费25美元。

 类别　　 　办理时间 费用标准

4    办理时间及费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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