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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领事致辞  
 

近年来，驻洛杉矶总领事馆领区各州与我

国在经贸、文化、教育、旅游等各个领域的交流

活跃。双边人员流动更加频繁，2017 年，超过 110

万中国公民到访洛杉矶，凸显了两国地方合作的

强劲势头和巨大潜力。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曾指出，外交工作承

担着为怀揣梦想走出国门的每位同胞遮风挡雨

的责任。驻洛杉矶总领馆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切实践行“外交为

民”理念，致力于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不断提升领事服务水平。

在过去一年多时间，总领馆妥善处理了近 200 起领事保护与协助案

件，涉及中国公民 500 余人次。 

在妥善处置领事保护案件的同时，总领馆及时跟进领区内安全

风险动态，下大力气对常见安全风险进行研究，发布了 30 余篇提示

预警信息，起到了较好的警示提醒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整理编印

这本《旅居美西南—风险防范与应对》手册，以便公众更好地传播、

阅览。 

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是驻外使领馆等政府机关的职责，确保安

全也是每一个走出国门的中国公民自己的责任。痛定思痛，预防才是

最好的保护。强烈建议到访总领馆领区的中国公民或您的家人认真阅

知本手册，也欢迎大家相互转发，使更多来美中国公民从中受益。 

愿各位同胞在旅居美西南期间平安、顺利、愉快!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事 

2018 年 9 月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lgxx/bglq/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fwzc/txyj/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fwzc/txyj/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lgxx/bglq/


 
 

II 

编者按  

 

一、本手册旨在帮助中国公民了解总领馆领区内主要安全风险，

以采取适当应对措施。强烈建议访问中国领事服务网、驻美国大使馆

和驻洛杉矶总领馆网站，以获取最新预警信息。  

二、驻洛杉矶总领馆领区位于美国西南部，包括南加州十郡、亚

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夏威夷州和太平洋岛屿。本手册信息可能适

用于美国其他地区，但主要针对本馆领区。 

三、既已发生的领事保护案件大多或涉及到高风险人群（Who），

或发生在高风险时段（When），或发生在高风险地点（Where），或

本身就是高风险事件（What），有的兼具以上几个要素，本手册依此

分章成册。 

四、本手册信息仅供参考。对安全形势的判断，以及具体采取何

种防范、应对措施，应由当事人根据当地法规和现场情况自行决定并

承担全部风险和责任。 

五、本手册的信息主要来源美有关政府部门网站、驻洛杉矶总领

馆网站。洛杉矶地区友好华人律师、专家对本书的部分文章亦有贡献，

谨此致谢。 

欢迎向您的亲友推荐、转发。对本手册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

您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联系我们。 

 

 

驻洛杉矶总领事馆 

2018 年 9 月 

 

http://cs.mfa.gov.cn/
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
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lgxx/bglq/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lgxx/bglq/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
mailto:consulatelosangele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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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留美学生防范安全风险  

 

在美留学生的安危是远在国内家人的最大牵挂，也是

驻洛杉矶总领馆的主要关切之一。我馆十分重视留学生预

防性领事保护工作，多年来坚持开展“领保进校园”活动。针

对近年来各种涉留学生领保案件多发的情况以及留学人员可能遇到

的各种风险，提醒留学生本人及家人注意以下事项，提高风险防范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 注意身心健康。勿自恃健康。要坚持锻炼，养成良好的学习、

生活习惯；办妥合适的医疗保险，遇有身体不适及时就医；保持乐观

向上的心态，遇心理问题及时寻求专业医疗服务。 

● 注意交通安全。熟练掌握驾车技术，新手驾车

尤要谨慎。遵守交通法规，严禁酒驾、毒驾、超速、无

证驾驶；避免长途疲劳驾车，驾车时勿使用手机，确保系好安全带；

遇交通事故冷静处置；步行、骑车亦应严格遵守交规。 

● 防范盗抢欺诈。切勿张扬炫富，妥善保管贵重财物；注意保

护隐私，避免身份被盗用；当心电信、网络诈骗，通过合法、正规渠

道办理汇款、换汇、网购以及签证、移民等事务。个人交易要首先排

除诈骗风险。 

● 注意居家安全。留意居住地治安环境，采取适当防盗防抢措施；

签署并遵守租住合同，加强与房主、邻里的沟通，

妥善处理分歧，避免纠纷。 

● 当心户外风险。尽量避免在夜间单独步行

外出，女生尤应当心；远足旅行前做好行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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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足准备，避免单独出游；不建议从事登山、攀岩、水上运动等高风

险活动。 

● 保持通讯畅通。与亲友建立多种联系方式并保持联系；在外

出，特别是前往无手机信号地区之前主动知会亲友、同学并及时报告

行踪；切勿与亲友斗气而故意“失联”。 

● 当心社交风险。谨慎交友，慎与陌生人单

独约会，勿引陌生人入室；不搭乘陌生人车辆，亦

不让陌生人搭车；

勿在社交媒体上发

布、传播违法信息；不与黑帮团伙接触

交往，避免被人利用。 

● 妥善保管证件。护照是重要的

国际旅行证件，应妥善保存，不得抵押，

避免护照遗失或损毁；留意护照、签证

有效期，及时申请换发护照或延期签

证，避免非法居留；办证以官方信息为

准，切勿轻信他人传言。 

● 努力完成学业。遵守校规校纪，

努力完成学业；切勿作弊代考；尊重他

人版权；遵守学生签证的限制性规定，

避免非法就业。 

● 遵守当地法规。树立遵纪守法意识，避免有意或无意触碰法

律红线；尊重他人，依法维护自身权益，避免以暴力言行威胁他人；

远离黄、赌、毒，避免卷入涉儿童色情、虐待动物或家庭暴力等案件。 

如遇安全事故，应善用当地资源，向校方、警方、当地各类求助

热线以及所在学校中国留学生组织等寻求帮助，或拨打驻洛杉矶总领

馆领事保护热线，或联系总领馆教育组。 

 2016 年 1 月，一名中国留学

生在亚利桑那州坦佩市驾车

等红灯时被后车追尾。追尾车

辆驾驶人下车后向留学生驾

驶室内连开数枪，致其死亡。 

 2017 年 2 月，加州大学圣芭

芭拉分校（UCSB）学校警方确

认一名 20 岁的中国留学生在

宿舍内死亡，警方认定为自

杀，不堪压力导致抑郁可能是

其自杀的原因。 

 2018 年 5 月，洛杉矶奥蒂斯

艺术设计学院一名中国留学

生父母连续 3 天与其失去联

系。其家人通过校方、警方、

校友等多方寻人，后学生通过

电子邮件联系到了父母，失联

原因系手机遗失，未能及时告

知。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fw/yjdh/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fw/yjdh/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lgxx/lxfs/t14025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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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来美研学旅行安全注意事项  

     

暑假是我中小学生来美参加夏令营等短期研学旅行

（俗称“游学”）活动的高峰期。参团学生不少是首次出国，

不熟悉环境，远离父母且受语言限制，安全防范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欠缺，风险相对较高。总领馆提醒来美研学旅行的中小学

生、家长、组织方和接待方：做足准备，加强防范，确保平安。 

 

● 正规参团。注意参加有资格的单位、机构

组织的团组。中小学生出国参加夏（冬）令营的

主办单位应是中小学校等机构或组织，承接活动

的旅行社应具备经营出境旅游业务资质。具体请

参见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发布的《加强对中小学生出国参加夏 （冬）令

营等有关活动管理的通知》，以及《中小学学生赴境外研学旅行活动

指南（试行）》。 

● 签署协议。家长应详细了解研学旅行活动具体安排，与组织

机构签订相关协议，明确有关各方的权利责任，细化安全保障条款，

厘清医疗、旅行保险等事宜。组织方和当地接待方应根据学生人数、

具体活动安排，配备足够的随行老师、导游或陪护人员，确保参团学

生吃、住、行、游的全程安全。 

● 预防在前。家长、组织方、随行老师及当地接待方有责任对

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建议学校或主办方将安全教育作为行前教育的重

点内容，引导学生及家长了解境外安全风险及注意事项，树立安全防

范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了解美国信息，请点击这里。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s7068/201204/t20120424_135341.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s7068/201204/t20120424_135341.html
http://www.jsj.edu.cn/n4/12090/457.html
http://www.jsj.edu.cn/n4/12090/457.html
http://cs.mfa.gov.cn/zggmcg/ljmdd/bmz_655327/mg_656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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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预案。根据日程安排，对旅行沿途可能出现的自然灾害、

交通事故、迷路走失、意外伤害、犯罪侵害、偷盗遗失等风险要有充

分估计，对长时间停留的旅馆、学校、景点等的安全环境要有足够的

研判，制定切实可行的组织方案和风险应对预案，全力避免风险事故。 

● 全程监护。家长、组织方、带队老师及接待

方应加强信息沟通，全程履行监护责任，确保学生安

全。在国外期间，带队老师应加强和学生沟通，全面

掌握学生动态，积极引导，妥善应对安全隐患或事故，

及时向家长、组织单位报告团组动态。 

● 住地安全。如借住寄宿家庭，应事先多方面了解其背景情况，

慎重选择。如住宿酒店，应选择治安环境较好区域，应尽量安排学生

集中在同一楼层或区域住宿。参加营地活动，应集中学习生活，切勿

擅离营地。注意叮嘱学生要关好房间门

窗；不要给陌生人开门；不要单独外出，

尤其不要在天黑后离开住地。 

● 外出安全。加强全团管理，采

取措施监督学生不得独自离团活动。外

出期间，要提醒并监督学生避免出现危

险行为，特别是不要吃陌生人给予的食

品、饮料；不搭乘陌生人车辆；不要从事高风险运动；妥善保管贵重

物品及护照等重要财物，不显财炫富。 

● 妥善处置。如发生意外事故，要按预案冷静应对，首先确保

人员生命安全，同时主动寻求各种资源的帮助，及时报告组织单位，

通报家长。美报警电话：911。联系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请点击

这里。请点击了解《中国公民寻求领事保护与协助须知》。了解总领

馆发布的更多提醒预警信息，请点击这里。 

 

 2016 年 9 月，国内某学校组

织的游学团 20 人在加州 41 号

高速公路上遭遇车祸，致 1 死

11 伤。警方判断，事故系车辆

超速行驶冲出马路。 

 2018 年 2 月，加州西科汶纳

市一歹徒骗开酒店房门，涉嫌

侵犯冬令营游学团学生。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fw/yjdh/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fw/yjdh/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fw/txyj/t1536553.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fw/tx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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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防和寻找失联人员  

 

美联邦调查局下属全国犯罪信息中心—National 

Crime Information Center 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

底，全美约 8.8 万起在查失踪案件，其中 18 岁以下未成

年人占 38.3%， 21 周岁以下人员占 48.6%。2016 年，新增报告失踪案

64.73 万件，其中 64.43 万件因当事人自行返家、被找到，或为无效报

案等在当年即被注销。研究表明，年轻人、精神疾病患者、老年人（特

别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等 3 类人员易发生失联。失联给当事人家庭

带来巨大打击，寻找失联人员消耗大量公共资源。 

总领馆领区中国公民人数众多，总领馆每年均会处理数十起中

国公民失联求助案件，尤以留学生、游客为主。主要原因有：前往无

通讯信号的边远地区、未在约定时间与家人联系、老年人外出走失、

因心理健康问题拒绝与外界交流、突发精神疾病而被强制送医治疗等。 

 

（一）如何预防失联 

1、在美中国公民 

● 请注意，安全首先是你自己的责任，与家人

持续保持联系是你应尽的义务。 

● 与家人约定几种联系方式，并保持至少一种

方式畅通。抵达目的地后，应尽快将当地电话、地址、行程等信息，

以及身边友人、同学、同事等的联系方式告知家人，以备急需时使用。 

● 如前往无通讯信号的偏远地区，或因故减少与外界联系频率，

应事先告知家人或身边友人，并注意在恢复通讯信号的第一时间主动

联系，告知健康、安全状况。 

https://www.fbi.gov/file-repository/2016-ncic-missing-person-and-unidentified-person-statistics.pdf/view
https://www.fbi.gov/file-repository/2016-ncic-missing-person-and-unidentified-person-statistics.pdf/view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lgxx/bg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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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约定，按时、持续与家人保持联系，注意检查与家人的通

讯信息记录并及时回复询问与关切。 

● 如与家人发生分歧与矛盾，沟通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切勿意气

用事，以“失联”惩罚家人无助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加深误会。 

● 注意身心健康。如遇心理问题，应及时联

系心理医生咨询、就诊，或拨打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公布的

干预热线 1-800-273-8255、Live Online Chat 或滥用药物及心理健康热

线 1-877-726-4727 等，寻求当地资源帮助。 

2、在美中国公民亲属 

● 与在美亲友经常保持联系，关心他们的行踪、生活和身心健康，

如发现需要帮助，应及时提供而不是置之不理。 

● 留学生父母，除掌握学生的联系方式外，还应知晓所在学校国

际生服务机构、院系指导老师、宿舍同学、校外公

寓房东、邻居等相关人员的联系电话，以备不时之

需。 

● 老人外出应携带写有姓名、家庭住址、联系人信息的卡片，以

备急需。 

（二）寻找失联人员 

失联并不等于失踪。当事人未与家人联系并不意味着已经失踪，

也不当然表示已面临险境。根据警方资料，约 80%的报告失踪人口在

48 至 72 小时内都能被找到或自行恢复联系，最后证明都是安全的，

与绑架、谋杀等刑事犯罪无关，因此如遇在美亲友失联，请保持冷静，

切勿恐慌。 

1、自行寻找 

通过以下方式自行尝试寻找： 

● 通过电话、短信、电邮等方式联系当事人或同行人员。 

https://www.mentalhealth.gov/get-help/immediate-help/index.html
https://www.mentalhealth.gov/get-help/immediate-help/index.html
https://suicidepreventionlifeline.org/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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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联系当事人的朋友、雇主、同事、

同学等了解其行踪。 

● 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寻找可能的信息。 

● 如可能，通过当事人银行信用卡、借记卡等消费信息，了解其

最新消费记录。 

● 如可能，联系有关旅行社、航空公司，

了解当事人的行程安排。 

● 如可能，联系当事人手机服务商，了解其最近通话情况。 

● 可访问全国失踪人口数据库—NamUs 登记失踪人员情况并查

询相关数据。洛杉矶地区失踪人员信息，可登录洛杉矶警察局网站“失

踪人员名单”查寻。 

● 你也可以自行通过以下渠道寻人：当地医院、无家可归者避难

所、当地或国家犯人数据库查询网站、验尸官（Coroner）、停尸房

（Morgue），或致信社会安全局联系当事人，或通过当地 Salvation 

Army 等寻人。 

2、报警求助 

如已尝试多种途径未果，且确实担心当事人安危，可选择报警。 

● 人员失联不是犯罪案件，每个人都有独处的权利，警方只会投

入十分有限的资源进行调查。但对确有涉嫌犯罪嫌疑的，如威胁到当

事人生命健康的，警方也可像其他犯罪案件一样进行调查。 

● 你可以亲自到当事人居住地的警察局或拨打当地警察局非紧

急电话报案。报案前，准备好失踪人员的以下信息：姓名、生日或年

龄、体征描述、健康状况等。警方需要知道当事人最后出现现场的有

关情况等。提供的信息越详细越有助于寻人。 

请点击了解：如何界定人员失踪；如何报告人员失踪；未成年人

失踪的信息及资源。 

https://www.namus.gov/Dashboard#?language=en&legacyRedirect=true
http://www.lapdonline.org/missing_persons_listing
http://www.lapdonline.org/missing_persons_listing
http://www.homelesssheltersusa.org/
http://www.homelesssheltersusa.org/
https://www.bop.gov/inmateloc/
https://www.salvationarmyusa.org/usn/
https://www.salvationarmyusa.org/usn/
http://www.lapdonline.org/lapd_adult_missing_persons_unit/content_basic_view/1882
http://www.lapdonline.org/lapd_adult_missing_persons_unit/content_basic_view/1883
http://www.lapdonline.org/lapd_adult_missing_persons_unit/content_basic_view/45279
http://www.lapdonline.org/lapd_adult_missing_persons_unit/content_basic_view/45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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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当事人已成年，出于对隐私权的保护，警方在成功寻人后仅

会通知报案人查找结果，但未经当事人同意，不会透露其所在地等具

体信息。 

● 一旦失踪报告被受理，当事人信息将进入全美失踪人员数据库，

以便其他地区执法部门协助寻找，因此与失踪人员取得联系后应及时

报告警方。 

3.寻求总领馆帮助 

通过以上方式寻人未果，且当事人所在地属总领馆

领区，可联系总领馆提供协助。 

● 外国人管理是各国当局事务。驻外使领馆不具备

走门串户寻人的条件，将根据个案利用现有网站、社交媒体，或通过

部分地区华人社团、留学生团体等机构、当地警方等帮助寻人。 

● 总领馆原则上只受理当事人为中国国籍，且由其直系亲属提出

的寻人请求。若寻找非直系亲属，请通过被寻找人的直系亲属联系总

领馆。 

● 请点击下载《寻人申请表》，逐项准确填写后提交总领馆。请

确保内容真实无误。 

● 总领馆如找到当事人，将告知其相关情况，由其决定是否直接

或通过总领馆联系寻人者。如当事人不同意，总领馆将向寻人者告知

平安，反馈当事人意见。 

● 根据《中美领事条约》，中国公民在总领馆领区被逮捕或受到

任何形式的羁押时，美方有责任及时通知总领馆。接到此类通报后，

总领馆将根据当事人意愿通知其家属，并提供必要领事协助。 

● 寻人者在求助过程中，如与被寻找人取得联系，应及时告知总

领馆。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lgxx/bglq/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fw/fgzl/P020171024093457303026.pdf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fw/fgzl/t1503210.htm


 
 

10 

四、与执法人员打交道注意事项  

 

在美国生活、学习或是短期来访，都有可能与各种执

法人员打交道。中美两国国情和司法制度不同，执法理念

差异较大。美国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防范和自我保护意

识强烈。总领馆提醒中国公民：注意了解并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学会

与有关执法人员打交道，在保持冷静，对执法人员保持尊重和礼貌，

配合执法的同时，记住无论你是否有过错，也无论你是证人还是嫌疑

人，都有保持沉默和聘请律师的权利，要有理、有据、依法、合法地

维护自身权益。 

  

（一）美国执法人员类别 

美国执法人员的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保障公共安全。美

国执法人员种类多，分工不同，主要有 3 类： 

第一类是联邦执法机构，主要负责跨州执

法或跨国执法合作，包括：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CBP、运输安全管理局—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TSA 、 联 邦 缉 毒 署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 等。这些联邦执法人员通常自称为 Agent（探员）。 

第二类执法人员是各州的警察，主要负责州政府部门的安全以

及州内高速公路的安全。在加州，州警被称为加州高速公路巡警—

California Highway Patrol, CHP。州警通常自称为 Officer（警员）。 

https://www.fbi.gov/
https://www.cbp.gov/
https://www.tsa.gov/
https://www.de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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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执法人员是在日常生活中时常遇到的地方警察。人口较

多的大城市一般设有警察局（City Police Department)，如洛杉矶市、

蒙特利公园市等，警员头衔称为 Officer 或 Corporal。不少小城市没有

专设警察局, 由所属郡的警察局(County Sheriff) 负责治安，警员头衔称

为 Deputy。以洛杉矶县为例，全县有 88 个城市，47 个有市警察局，

而其余的城市的治安均由县警察局维护。除维护治安外，县警察局还

负责凶杀案调查、紧急救助、监狱、法庭安全等。 

经第二类或第三类警察初步调查，如认为涉及刑事，案件通常

会转交另一组执法人员（Detective—探员）进一步调查。他们一般从

巡逻警察中提升，但不着警服。 

（二）入境受阻 

在入出境口岸，边检人员会检查入境者所持的身份证件及美国

签证，扫描入境者的指纹，拍照并审查赴美理由，以决定是否准许入

境及在美停留期。如边检人员怀疑入境目的、证件等，可能被带到再

次检查区域接受进一步面谈。边检人员有时可能查验留学生的学生证、

成绩单等材料。 

● 在排队等候办理入境手续时，注意保持安

静，尽量避免使用手机、东张西望或多次变换队列

等易给执法人员造成疑虑的行为。 

● 注意按照边检人员要求，配合检查，出示相关资料，如实回答

问询。如不会英文，可事先准备好简单的英文字条：“I speak Chinese 

only. Please help me with an interpreter—我只讲中文，请提供翻译帮

助”）。 

● 在被留置接受问询调查时，如使用翻译服务，注意确认翻译能

如实、完整地转达双方的意思。如有疑问，可当场提出异议，要求更

换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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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询问后，如被要求签署问询笔录等文件，务必仔细阅读，在确

认内容无误并认可后签字。如有疑问，要当场提出。 

● 美国签证仅表明允许持有人进入美口岸并提出入境申请，不

能保证进入美国。持美国签证者也可能因怀疑资料不实、可能非法滞

留或非法就业等而被拒绝入境。在被允许入境前，仍未进入美国领土，

因此入境受阻通常无权联系会见律师，或驻美国使领馆。 

● 法律规定，边境执法人员无需事先申请搜查令而有权检查所

有入境者的国籍身份、入境目的和携带物品（包括箱包、电子设备及

其存储文件内容）。 

（三）行车被拦 

交通违规被拦截是最常见的与执法人员打

交道情况。当驾车人看到跟随警车闪红灯或听到

警车鸣笛时，必须尽快靠向道路右侧，并在安全地

带停车待查。 

● 不要自行下车，应该摇下玻璃窗，双手放在方向盘上，等候警

察上前问询。在未征得警察的同意情况下，双手不要离开方向盘，以

免被误以为伸手取枪。 

● 按照警察指令，出示驾照、车辆注册证、保险单等文件。 

● 如实回答警察提问。 

● 如果警察当场开具 Notice to Appear（出庭通知），建议签字。

签字表示同意出庭处理罚款，而并不表示当场认罚。拒绝签字可能以

妨碍司法罪而被拘捕。 

● 不管此后是否收到法院的通知，对出庭通知都不能置之不理，

应由本人或委托人提前到法院查询并及时出庭，否则可能会以藐视法

庭罪而被通缉。建议自行聘请律师处理。如无力聘请律师，也可向法

院申请指派律师。请注意，不少法院并不会再次发信通知开庭，也可

能出现警察未按时将资料送到法院的情况，须主动到法院网站或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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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查询。 

● 如对警察开具的罚单内容持异议，应保留相关证据，以便日后

出庭时向法官申辩，而要避免与警察当场争辩、吵闹，甚至与警察发

生肢体冲突，否则可能被控袭警罪。 

● 不要试图与警察套近乎，更不要向警察行贿以求通融。 

（四）警方问话 

法律保障民众不提供于己不利证词的权

利。面对执法人员问话，你都有保持沉默和聘

请律师的权利，但是不能向执法人员说慌，提

供不实的证据或证词。欺骗执法人员是可被判

刑的重罪。 

● 首先要弄清警方问话的目的，以确认自己是调查对象还是在

在协助办案。如果本人是被怀疑的调查对象，最好选择不回答。如果

是证人，可选择回答，也可选择不回答。 

● 在接受警方问话时，你有权利要求自己的律师在场。在没有律

师在场的情况下，可以行使美国法律赋予的保持沉默权利。 

● 请记住，你的言谈可能被用作呈堂证供。警方在盘问后通常不

会向你提供记录，也不会让你在记录上签字确认。在接受警察问话前，

建议先咨询律师，或由律师出面与警察沟通。 

（五）警方搜查 

法律保障民众住宅免受非法搜查。警方搜查通常有两种情况：

一是在征求当事人同意后进入搜查，但当事人也可以拒绝警方要求；

二是警方在向法官申请到搜查令后进行时搜查，此时当事人无权拒绝，

须予配合。此外，如有充分线索或证据怀疑你涉及重罪且证据可能会

被销毁，如携带违禁品、危险品或车辆正被用于违法活动等，警方可

依据法律直接进行搜索而无需事先申请搜索令，亦应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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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入户搜查时，通常会向当事人提供法庭搜查令。搜查令列

有搜查的对象、时间、地点、范围等信息。有的搜查证只允许搜查当

事人个人房间。 

● 在搜查过程中，当事人既不能阻碍搜查，

也不要随意走动，而应在安全位置等候。 

● 搜查结束后，如带走物品证物，警方通常

会向当事人提供物品的清单，请妥善保存。如未提供，当事人有权主

动索要。 

● 警方持证搜查即表示所涉刑事案件已经立案，有可能在整理

所搜到的新证词或证据后向法院申请逮捕令。当事人应尽快聘请律师

了解、跟进案情，同时跟踪取证物品下落。 

（六）警方拘捕 

法律对执法人员的安全保护格外

严格，允许警方在执法时合理使用武

力，并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使用致命武

器。 

● 保持冷静，不要有任何过激言语与举动。将手放在警察能够看

得见的地方。即使你无意伤害警察，也不要与警察有任何肢体上的接

触或冲突，或有任何可能让警察误判你有攻击

性或危险性的举动。 

● 你有权利询问拘捕理由。 

● 记住警察胸前标牌上的姓名及编号。 

● 如果在被拘捕过程中受伤，应主动寻求或要求警方提供治疗，

并请医生对自己的伤势作详细记录。 

●  在被拘押期间，你有权要求会见律师以寻求法律支持。 

●  《中美领事条约》规定，遇有派遣国国民被逮捕或受到任何

形式的拘禁，接受国主管当局应立即通知，最迟于该国民被逮捕或受

 2017 年 1 月，加州皮科里

韦拉市一名华裔男子手持剪

刀走向警察且无视警告，而被

警方枪击身亡。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fw/fgzl/t1503210.htm


 
 

15 

拘禁之日起的四天内通知派遣国领事馆。如果由于通讯设备方面的困

难在四天内无法通知派遣国领事馆，也应设法尽快通知。应领事官员

要求，应告知该国民被逮捕或受到何种形式拘禁的理由。 

（七）出席庭审 

加州刑法规定以下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属

蔑视法庭：不听劝阻、肆意喧哗；强行录像录音；

冲击法庭、破坏法庭设施、故意不遵循法庭命令；

不符合法定例外条件而拒绝宣誓作证或拒绝回答

实质性问题；对法庭诉讼发表错误或不准确的陈述等。 

● 进入法庭应该着装整齐，不能戴帽子，也不能使用手机。未经

法官同意不能在法庭内拍照。 

● 出席庭审者应主动遵守法庭秩序并听从法官及法警指令。 

●  刑事案件当事人如无能力聘请律师，法院会指派公辩律师。 

●  法庭会应刑事案件当事人请求而指派中文翻译，但没有义务

为民事案件当事人提供翻译，当事人应自行解决。 

（八）报警求助 

●  在遇火灾、严重意外、急病等危及生

命、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时，或在遇枪击、抢

劫等危险犯罪行为时，应立即拨打 911 或当地

警局电话求助。 

●  如英语不佳，可重复“Chinese”一词，提示接线员寻找懂中文

的人员接听电话。 

●  求助时应尽可能准确地提供事发地点、现场情况、危急程度

等，以便警方尽快、准确做出判断。 

●  在遇到财物遗失、车辆被盗等非紧急情况时，勿拨打 911，而

应按情况按当地警方提供的其他联系方式报警。 

（九）投诉起诉   



 
 

16 

如果你认为警方执法不公、滥用权力、不当使用武力、涉嫌歧

视等，可向执法部门投诉，或通过法律程序起诉警方，以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  注意向投诉部门提供有关执法人

员的姓名、警号等身份信息以及事件详情。 

●  如有目击证人，应向其获取证词

或请其前往作证。 

●  可直接赴有关执法机构当面投诉，也可通过该机构公布的热

线电话、邮箱等进行投诉。 

●  请点击了解领区内部分执法机构的投诉方式： 

洛杉矶警察局（LAPD） 

洛杉矶郡警察局（LASD） 

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警察局（AZPD）  

夏威夷州警察局 

新墨西哥州警察局（NMSP） 

关岛警察局 

塞班公共安全部 

如欲了解更多，请点击观看如何与美国警察打交道（视频）。 

  

http://www.lapdonline.org/use_of_force
http://shq.lasdnews.net/Contact.Info-ALL.html
https://www.phoenix.gov/police/neighborhood-resources/commendations-complaints
http://www.hawaiipolice.com/contact-us/police-department-contacts
http://www.hawaiipolice.com/contact-us/police-department-contacts
https://www.dps.nm.gov/index.php/public-information/compliments-complaints
http://gpd.guam.gov/contact-us/
http://www.dps.gov.mp/contactu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aQR1-_PPW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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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慎与无家可归者打交道  

 

据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 2016 年报告（PDF），2016

年，全美某一夜无家可归者就达到 55 万人，其中，儿童占

2 成、18 岁到 24 岁者约占 1 成、超过 24 岁者近 7 成，男

女比例为 6：4。调查显示，有近 3 成无家可归者患有精神疾病，约有

2 成有残障疾患，近 2 成为家暴受害者，4%为 HIV 携带者。 

据洛杉矶无家可归者服务局—LAHSA 最新统计报告（PDF），大

洛杉矶地区无家可归人员超过 5.7 万人，比 2016 年增长 23%。目前，

洛杉矶各级政府部门正设法改善无家可归者现状。总领馆提醒领区内

中国公民如下安全事项。 

 

● 外出时要留意周围环境，保管好随身财物，勿露财炫富。避免

在夜间、单独、步行外出。尽量避免前往无家可归者聚居区。洛杉矶

地区较为集中的地区有中心区、南区、西区、圣费

尔南多谷地、南湾以及洛杉矶郡东部地区等，请点

击这里了解详情。 

● 尊重他人生活方式。注意与言行举止怪异人员保持安全距离。

不要因为好奇而试图主动与其攀谈，或打探其帐篷，也勿对其本人、

居住帐篷、物品等进行拍摄，以免产生误会，引发纠纷，招致不测。 

● 不建议主动向其提供食物、住宿、救治等帮助。如发现确需帮

助者，可报警或与洛杉矶无家可归者服务局（LAHSA）联系。如遇他

人主动乞讨、擦车挣钱等，在安全的情况下，可酌情给予小额零钞，

以使其尽快离开。 

https://www.hudexchange.info/resources/documents/2016-AHAR-Part-1.pdf
http://federalsafetynet.com/the-homeless.html
https://www.lahsa.org/
https://www.lahsa.org/documents?id=1385-2017-homeless-count-results-los-angeles-county-presentation.pdf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lgxx/bglq/
https://www.lahsa.org/dashboards?id=9-2017-greater-los-angeles-homeless-count-by-service-planning-area-spa
https://www.lahsa.org/dashboards?id=9-2017-greater-los-angeles-homeless-count-by-service-planning-area-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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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遇言语挑衅，避免与其发生争执或肢体接触，应尽快离开。

如受到骚扰、抢劫或人身攻击，在首先确保生命安全的前提下，第一

时间拨打 911 报警求助。 

● 在住宅、店铺周围安装防盗安

保系统并定期检查，防止外人非法闯

入。如有人进入私人物业，应立即报

警处理。 

  

 2017 年 7 月，一名中国游客

因好奇进入洛杉矶市区无家可

归者聚集街巷，并持手机拍照，

遭到对方攻击致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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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高风险时段  

 

 

 

 

 

 

 

  



 
 

20 

一、长假安全注意事项  

 

在圣诞节、元旦、春节、学校放假等长假期间，总

领馆领区内中国游客增长，人员流动更加频繁，也是各类

安全事故易发、高发时期。总领馆提醒领区内中国公民，

特别是短期来美人员和在美留学生，在各类长假期间要特别注意安全，

提高防范意识，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 

 

● 注意遵纪守法。建议行前访问中国领事

服务网美国国别信息，了解美国基本情况。遵守

当地法律法规，在与执法人员打交道时保持冷

静、尊重和礼貌，配合执法。请点击了解《在美国与执法人员打交道

注意事项》。 

● 避开高危地点。了解并密切跟进目的地（包括国家公园）治

安、天气、自然灾害等情况，提前做好计划安排和充足准备。尽量避

开以下高风险地区：治安情况不靖区域；气象条件多变或自然条件恶

劣地区；人员密集杂乱地区。如确需前往，则应留意周边环境并注意

安全。慎与无家可归者、陌生人等打交道。 

● 避免高危活动。出国前应进行体检，确认

健康情况允许出国旅行。美医疗费用昂贵，建议

办理旅行保险，清楚了解权责，勿存侥幸心理。谨

慎从事浮潜、高山滑雪、攀岩、跳伞等安全风险较高的活动。避免在

恶劣天气外出，或在夜间单独外出。 

● 当心各类诈骗。切勿幻想“一夜之间发财”，勿涉黄、赌、毒活

动。当心电信诈骗，在任何情况下均不要因陌生人的一个电话而向他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lgxx/bglq/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lgxx/bglq/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fw/txyj/t1518022.htm
http://cs.mfa.gov.cn/zggmcg/ljmdd/bmz_655327/mg_656793/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fw/txyj/t1548382.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fw/txyj/t1548382.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fw/txyj/t1507161.htm
https://www.crimereports.com/home/#!/dashboard?lat=38.35888785866677&lng=-79.189453125&zoom=6&incident_types=Assault%252CAssault%2520with%2520Deadly%2520Weapon%252CBreaking%2520%2526%2520Entering%252CDisorder%252CDrugs%252CHomicide%252CKidnapping%252CLiquor%252COther%2520Sexual%2520Offense
https://www.weather.gov/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fw/txyj/t1509674.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fw/txyj/fdxz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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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汇出钱款。通过正规渠道换汇，当心微信等其他方式的换汇诈骗。

注意网购安全，尽量在大的网站购物消费并保护个人隐私。 

● 当心涉枪犯罪。美国涉枪犯罪频繁发生，注意工作、学习、

居住场所、出行沿途及景点等目的地的安全，妥善应对可能出现的枪

击等事件。请点击了解《提醒领区内中国公民防范涉枪犯罪》。 

● 注意自驾安全。自驾出行应事先检查车况。

途中注意遵守交通规则，谨慎驾车，切勿超速、酒

驾或疲劳驾驶。全程系安全带，避让行人、车辆，

避免频繁变道、超车。遇恶劣天气、崎岖山道更应

减速，小心驾驶。请点击了解《在美驾车注意避免危险行为》。 

● 注意财物安全。人多密集地区易发偷盗案件。选择银行卡支

付而少带现金，切勿炫富露财。妥存现金等贵重物品，切勿留置在车

内，尤其是醒目位置。外出前要确认关闭水电气，锁好门窗，开启报

警装置。财物遗失案件通常难以破案。 

● 持续保持联系。注意持续与亲友保持联系，切勿斗气“失联”。

在长途旅行特别是在前往可能无手机信号地区前，将行程告知亲友。

注意及时检查和家人的通讯信息并回复问询或关切。请点击了解《预

防和寻找失联人员须知》。 

● 妥善保管护照。护照、签证是重要的

身份证件，应妥善保管并注意检查护照和签

证有效期。遗失或损毁证件补发需要较长时

间，将给生活和旅行带来极大不便。建议携带护照复印件和护照照片

备用。 

● 善用求助资源。出国安全首先是公民自己的责任。在遇到事

故时，首先确保生命安全。冷静应对处置事故，主动寻求各种资源的

帮助。有理、有据、依法、合法地维护自身权益。在寻求领事保护与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fw/txyj/t1500365.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fw/txyj/t1539738.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fwzc/txyj/t1503575.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fwzc/txyj/t1503575.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jfw/hzlxz/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jfw/hzlxz/t15262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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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时应如实、准确地提供信息。请点击了解《中国公民寻求领事保

护与协助须知》。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fw/txyj/t1536553.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fw/txyj/t15365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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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暑期来美旅行注意防范风险  

     

驻洛杉矶总领馆领区是中国公民来美旅游的主要目

的地。暑假期间，中国游客数量将急剧增多。总领馆提醒

领区内中国公民，特别是短期来美人员和在美留学生，在

暑假期间要提高防范意识，牢记安全第一。  

 

（一）注意遵纪守法。建议行前了解美国基本情况。遵守当地

法律法规，了解与美国执法人员打交道注意事项，尊重执法人员，冷

静、礼貌配合执法。   

（二）避开高危地点。密切关注目的地（包括国家公园）治安、

天气、自然灾害等情况，尽量避开治安情况不靖、气象条件多变或自

然条件恶劣、人员密集杂乱等高风险地区。提高涉枪犯罪防范意识，

避免与他人发生争执甚至冲突。 

（三）避免高危活动。行前应体检确认健康状况允许出国旅行。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谨慎从事涉水、野外、空中等高风险旅游项目。

避免在恶劣天气外出，或夜间单独外出。美医疗费用昂贵，建议办理

旅行保险，清楚了解权责，勿存侥幸心理。 

（四）当心诈骗陷阱。切勿幻想“一夜之间

发财”，勿涉黄、赌、毒活动。当心电信诈骗，在

任何情况下不向陌生人汇出钱款。通过正规渠道

换汇，当心微信、支付宝、PayPal 等各种方式的换汇诈骗。当心非法

劳务中介诈骗。 

（五）保护人财安全。遵守当地交规，避免危险驾驶行为，特

别注意不要左转抢行，遇“STOP”标志必停，全程系安全带，礼让行人、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lgxx/bglq/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fw/txyj/t1518022.htm
http://cs.mfa.gov.cn/zggmcg/ljmdd/bmz_655327/mg_656793/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fw/txyj/t1548382.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fw/txyj/t1507161.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fwzc/txyj/t1576358.htm#!/dashboard?incident_types=Assault%252CAssault%2520with%2520Deadly%2520Weapon%252CBreaking%2520%2526%2520Entering%252CDisorder%252CDrugs%252CHomicide%252CKidnapping%252CLiquor%252COther%2520Sexual%2520Offense%252CProperty
https://www.weather.gov/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fw/txyj/t1500365.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fw/txyj/fdxzp/
http://www.fmprc.gov.cn/ce/cgla/chn/gdxw/t1460213.htm
http://www.fmprc.gov.cn/ce/cgla/chn/gdxw/t1460213.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fw/txyj/t1539738.htm


 
 

24 

车辆，文明驾驶。外出少带现金，切勿将钱包、证件等物品留置车内，

尤其是醒目位置，牢记锁好门窗，切勿显财露富。 

（六）持续保持联系。行前特别是在前往手机

可能无信号地区前，将出行信息和联系方式告知亲

友，保持定期联系，切勿斗气“失联”。如跟团出游，

留存领队、导游、司机、酒店电话及住址等信息。点击了解《预防

和寻找失联人员须知》。 

（七）妥善保管护照。出行证件被盗或遗失时有发生，应妥善

保管并检查护照和签证有效期。建议携带护照和签证复印件备用。如

护照丢失，请立即报警并尽快补办。 

出国安全首先是公民自己的责任，

预防是最好的保护。如遇突发情况，要

冷静应对处置，主动寻求各种资源的帮

助，可拨打美国报警电话：911（有中文

服务）。如需领事协助，请点击查询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应急电话，

并了解《中国公民寻求领事保护与协助须知》。 

  

 2016 年 10 月，一名中国游客

在加州一号公路沿线海岸，无视

警示牌贴近海边拍照，不幸被巨

浪卷入海中，幸得他人营救。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fwzc/txyj/t1503575.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fwzc/txyj/t1503575.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jfw/hzlxz/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jfw/hzlxz/t1526296.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fw/yjdh/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fw/txyj/t15365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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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高风险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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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游览美国国家公园安全  

 

美国拥有众多国家公园、历史遗址、纪念地等国家级

景区与保护区。此类公园大多地处偏僻，地貌复杂，天气多

变，地广人稀，通讯不畅，救助困难。总领馆提醒中国公民

在游览国家公园时注意安全，避免乐极生悲。 

 

● 做 好 出 行 计 划 安 排 。 美 国 国 家 公 园 管 理 局 —

National Park Service 网站发布各国家公园的基本情况、风险提示、及

时信息等，建议提前查询，了解目的地公园情况，按照公园提示，合

理规划行车、游览路线，避免进入危险或禁入区域。 

● 提前做好充足准备。公园内物资等条件受限，建议准备好导

航仪、防晒遮阳物品、防寒、防雨衣帽、照明设备、急救药箱、火柴

或打火机、维修工具、足量食物、饮用水或净水设备等必要物资，注

意保养车辆并随时检查车况。 

● 当心道路交通安全。山间公路蜿蜒盘

旋，部分地段异常陡峭、狭窄或路面状况不佳，

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园内道路可能不定期进行翻修、维护，也可能因

季节、地质灾害等原因关闭。长途旅行应避免疲劳驾车、酒后驾车、

违章驾车。在公园内行车、徒步、宿营应遵照公园提示要求。 

● 当心气候条件多变。各景区气候条件迥异，气温或大起大落，

干旱、雨雪、雷电、山火等气象条件多变。如死亡谷国家公园地处沙

漠地带，夏季酷热干旱，而临近的国王谷国家公园因地势较高，冬季

常常大雪封山。建议密切关注目的地公园天气变化。 

https://www.nps.gov/index.htm
https://www.nps.gov/index.htm
https://www.nps.gov/deva/index.htm
https://www.nps.gov/seki/planyourvisit/conditio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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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心地理环境安全。部分国家公园地貌奇特，地势、地质情

况复杂。山体滑坡、山石滚落、突发洪水、迷路失联等险情易发。地

理环境还可能制约救助能力。未经专业培训，不建议从事登山、滑雪、

攀岩等高风险活动。 

● 当心动物植物威胁。国家公园内时有熊、狼、蛇

等野生动物出没，甚至突然穿行道路。注意与野生动物

保持安全距离，勿喂食、追逐动物。野外植物种类复杂，

有毒植物混于其间。对于不熟悉的植物，勿轻易碰触，亦勿随意采食，

以防过敏或中毒。 

● 注意持续保持联系。提前将行

程留一份或告知亲友，在可能的情况下

及时与他们保持联系，报告行踪和安全

情况，在需要时寻求他们的帮助。 

更多到国家公园旅行的安全信息，请点击浏览“旅行规划指南—

NPS Trip Planning Guide”。 

 

 

  

 2017 年 8 月，一对中国留学

生夫妇前往优胜美地和红杉树

国家公园旅游未归。警方一周

后在一处悬崖下方的河流中发

现 2 人驾驶的车辆，后确认 2 人

在车内死亡。 

https://www.nps.gov/subjects/healthandsafety/trip-planning-guide.htm
https://www.nps.gov/subjects/healthandsafety/trip-planning-guid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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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心丛林火灾  

 

洛杉矶及周边地区位于地中海型气候带，终年干燥少

雨。夏季高温炎热、连续干旱、大风等天气状况易造成丛

林失火。丛林火灾可致人畜伤亡、毁损基础设施，导致社区交通、燃

气、电源、通信中断。林木燃烧产生的大量烟雾也会造成严重的空气

污染，过火地区此后数年都易发生洪水、泥石流等灾害。总领馆提醒

领区内中国公民当心丛林火灾。 

 

● 关注火灾预警 

美国国家气象局—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负

责发布火灾气象预警信息。国家火灾危险评估系统

—NFDRS 根据数据等信息发布火灾险情等级，并决

定是否采取关闭公共区域，是否采取灭火措施等。火灾危险等级分为

低（绿色）、中（蓝色）、高（黄色）、很高（橙色）和极高（红色）

5 级。危险为极高级别时，禁止任何户外用火。 

如本人所在地附近出现火情，建议访问国家跨

部门火灾中心—National Interagency Fire Center、当

地消防部门网站或媒体报道，查询跟进最新火灾情

况。例如：有关加州各地的火险火情，可登陆加州消防局—Cal Fire 网

站查询。 

● 积极预防火灾 

购房选择无火灾隐患的区域。外墙及房顶避免采用易燃材料。

与林区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对照 “避免野火危害检查清单—

Avoid Wildfire Damage:A Checklist for Homeowners”（PDF）检查房屋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C3%A5%C2%9C%C2%B0%C3%A4%C2%B8%C2%AD%C3%A6%C2%B5%C2%B7%C3%A5%C2%9E%C2%8B%C3%A6%C2%B0%C2%A3%C3%A5%C2%80%C2%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C3%A5%C2%A4%C2%A7%C3%A9%C2%A3%C2%8E
http://www.weather.gov/
http://www.srh.noaa.gov/ridge2/fire/http:/www.srh.noaa.gov/ridge2/fire/
https://www.nps.gov/fire/wildland-fire/learning-center/fire-in-depth/understanding-fire-danger.cfm
https://www.nifc.gov/fireInfo/nfn.htm
https://www.nifc.gov/fireInfo/nfn.htm
http://calfire.ca.gov/
http://calfire.ca.gov/
https://www.fema.gov/pdf/hazard/wildfire/wdfrdam.pdfhttps:/www.fema.gov/pdf/hazard/wildfire/wdfrdam.pdf
https://www.fema.gov/pdf/hazard/wildfire/wdfrdam.pdfhttps:/www.fema.gov/pdf/hazard/wildfire/wdfrda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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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措施。办理房屋火灾保险，降低灾害损失。做好发生丛林火灾时

的逃生计划。 

严格遵守当地野外用火法律法规，请遵循户外用火指导,确保用

火安全。前往国家公园旅行，建议访问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 Service

网站发布的火灾风险提示，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因个人疏失引发山火

可能面临刑事追责。 

● 妥善应对火灾 

遇到丛林火灾应及时报警。注意根

据当地政府消防部门指引，及时撤离。请

点击这里，了解有关撤离注意事项，点击

这里浏览火灾撤离宣传册（PDF）。遇火

灾时，切勿贪恋财物，要首先确保生命安

全。 

更多关于丛林火灾的有关资源，

请点击这里。 

 2017 年 9 月，受高温热浪影

响，南加州多地发生严重丛林

山火。洛杉矶市北部地区过火

面积超过 7,000 英亩，创史上

波及面积之最。Burbank 等地

区 700 多户居民撤离，部分高

速公路封路关闭。加州政府一

度宣布洛杉矶县进入紧急状

态。 

http://www.readyforwildfire.org/Wildfire-Action-Plan/
https://www.nps.gov/articles/campfires.htm
https://www.nps.gov/fire/wildland-fire/
https://www.nps.gov/fire/wildland-fire/
http://www.readyforwildfire.org/Go-Evacuation-Guide/
http://www.readyforwildfire.org/docs/files/File/calfire_go_brochure_LINOweb.pdf
http://www.firewise.org/wildfire-preparedness/firewise-toolki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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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震防灾应对指南  

     

根据加州资源保护局网站信息，加州已知地质断层达

数百条，超过 70%的人口居住在可能发生强震的断层周边

30 英里内。南加州地区分布着 200 多条大大小小的断层，

可引发 5.0 至 7.8 级不等的地震。地震可能造成交通、电力、供水、

供气等服务系统中断，影响公众日常生活，还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和人

员伤亡。地震致伤亡的原因主要有：在建筑物内奔跑时跌倒；被滑动

的家具或坠落物体击中；被倒塌建筑物砸伤或掩埋；火灾、海啸、地

面液化等次生灾害。虽不能准确预测地震，但了解防灾应对知识有助

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总领馆因此发布《地震防灾应对常识》，供

公众了解掌握。 

 

（一）震前准备 

1、常备安全头盔、应急包等灾害应急

用品，并存放在方便拿取之处。应急包内应

包括饮水、食品、手电、口哨、急救药品、收

音机、螺丝刀、小型扳手等。建议在家中存储至少 3 天的基本生活用

品，以备急用。 

2、对冰箱、电视、书架、热水器、镜子、灯具等大件家具及易

坠落物品采取固定措施，把较大、较重及易碎物品放置低处，以防止

在地震中倾翻、坠落。了解房屋的电闸、水管和煤气总开关位置，在

房屋遭地震损坏而出现漏水、漏气和漏电时紧急关掉总开关。 

3、请专业机构对房屋抗震性能进行检查，及时维修加固。请点

击查看《抗震设计与施工指南》。 

http://www.conservation.ca.gov/index/Earthquakes/Pages/earthquakes.aspx
https://www.ready.gov/zh-hans/build-a-kit
https://www.fema.gov/media-library/assets/documents/6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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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加当地举办的地震防灾救灾演练，可参考地震时自我保护

相关视频。点击这里，了解社区应急演练信息。 

5、妥善保管自用药品、证件等重要物品。 

6、临时访客应向入住的酒店了解防震措施、应急物品配置等情

况。 

（二）震时应对 

1、如在室内： 

● 蹲下（DROP）。突发地震时，应主动蹲下，

双手和双膝着地。 

● 护住（COVER）。用手护住头部和颈部，以

免被掉落物品击伤。 

如果身处危险位置，应尽可能爬到桌下或房

屋的角落处、内墙边等更为安全的地方。如在床上，

则留在床上并用枕头护住头部。 

注意与窗户、外门、玻璃和任何可能掉落的物

品保持距离。如有可能，带上安全头盔。 

● 抓住（HOLD ON）。抓住身边牢固的物体，

直到震动停止。 

大部分地震伤害发生在跑动中，不要在脚下

还晃动时试图从建筑物往外跑。切勿使用电梯。 

2、如在室外： 

原地蹲下，并在安全情况下移到空旷地带。护住头颈，抓牢物

体。 

室外最大的危险是建筑物，特别是出入口或外墙。远离建筑物、

立交桥、广告牌、大树、街灯和电线。 

3、如在驾车： 

https://www.shakeout.org/dropcoverholdon/
https://www.shakeout.org/dropcoverholdon/
https://community.fem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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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把车停在路边安全处，打开应急提示灯，留在车内，直至

地震停止。 

避免停在建筑物、树木、立交桥和电线附近。地震停止后应谨

慎前行。 

4、如若被困： 

用手机呼救，敲击管道、墙壁，或用口哨引起救援人员注意，

帮助定位。 

用手帕或衣物捂住口鼻。除非不得已，不要大声呼救，以免易

吸入粉尘。切勿用火。 

（三）震后处置 

● 撤离。地震停止后，对周边环境进行判断，在确认安全后再离

开建筑物，注意避开危险。 

● 余震。余震的震波通常比主震威力小，也可能造成伤害，且持

续时间可能较长。 

● 火灾。火灾是地震后最常见的次生灾害。如可能，要注意排查

燃气是否泄漏并扑灭零星火源。 

● 海啸。如居住在濒海地区，要留意海啸预

警，遵从指引，往高处转移，并对可能的回潮保持

警惕。 

● 救助。在安全的情况下帮助受伤和被困人员。除在可能面临更

大伤害等紧急情况外，不要挪动重伤人员。 

● 安置。如住地受破坏而不再安全，可到公共安置点。可发短信

SHELTER+你的邮编（如 SHELTER12345）至 43362，查询就近的安置点。 

● 信息。注意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方式主动获取地震信息。

美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署—NOAA、国家气象局—National Weather 

Service、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 均发布灾情播报和提醒。公众可下载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 手机客户端，以及时接收紧急通知。 

http://www.noaa.gov/
https://www.weather.gov/
https://www.weather.gov/
https://www.usgs.gov/science/mission-areas/natural-hazards/earthquake-hazards?qt-programs_l2_landing_page=0#qt-programs_l2_landing_page
https://www.fema.gov/mobile-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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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只在当局宣布安全后才返家。灾后恢复重建亦需采取相

应的安全防护措施，特别要当心燃气、水、电可能因地震破坏而出现

的安全隐患。了解灾后食品卫生安全，请点击这里。 

欲了解更多防震减灾知识，请点

击这里访问中文网页，或访问南加州地

震中心—SCEC 网页，或点击下载《如何

为应对地震做好准备》（PDF 中文版）。点击这里，观看地震安全系

列视频。点击这里，了解各地紧急服务机构联系方式。在线查询最新

地震信息，请点击这里。 

 

  

 2018 年 8 月，洛杉矶以东

拉弗尼地区发生 4.4 级地震，

洛杉矶有明显震感。 

https://www.foodsafety.gov/keep/emergency/index.html
https://www.ready.gov/zh-hans/earthquakes
https://www.ready.gov/zh-hans/earthquakes
https://www.scec.org/learn
https://www.scec.org/learn
https://www.fema.gov/media-library-data/1412783718117-726809eff913d1957bcfb3de33d7649b/AP_Earthquake_HTG_ch_508.pdf
https://www.fema.gov/media-library-data/1412783718117-726809eff913d1957bcfb3de33d7649b/AP_Earthquake_HTG_ch_508.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SDmqLQmMN0&list=PLs1gMujRSBY2t7JB4VS-AymFwN-6Lvg20
https://www.ready.gov/zh-hans/today
https://earthquake.usgs.gov/earthquakes/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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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火山灾害应对指南  

     

美国的活火山主要分布在夏威夷、阿拉斯加和太平洋

西北部。火山周围危险区域覆盖半径一般约 20 英里，但有

时可能顺风影响数百英里。为提高我公民和企业对火山及

其次生灾害的应对能力，总领馆现摘译发布美国官方公布的应对火山

灾害实用信息，并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跟进目的地火山情况，避免进入

高危险区域；遵从当地政府部门撤离等指引；主动联系亲友，报告行

程及平安。 

 

（一）火山及危害性 

火山是通往地表下熔岩库的山体。与大部分地表隆起的高山不

同，火山是熔岩喷出地表的出口。当熔岩压

力过大时，火山就会喷发。 

火山喷发既可能较为温和，也可能十

分猛烈。火山喷发可能产生熔岩流、火山灰，

砂石飞溅。熔岩温度极高，可导致火灾，将所到之处夷为平地，而大

部分熔岩流动较为缓慢，人们一般有足够时间逃生。火山灰由岩石粉

末构成，可能质地粗糙，具有酸性，或坚硬或呈气态状，带刺激性气

味。火山灰对绝大多数成年人来说不会即刻造成伤害，但会给婴幼儿、

老年人和严重呼吸类疾病患者造成肺部损害。火山灰还可能造成屋顶

坍塌，损坏发动机和电器等机械设备。火山爆发产生的石块可能飞到

数英里之外，撞击、掩埋或烫伤而致人死亡。火山还引发地震、泥石

流、洪水、岩崩、山体滑坡、 酸雨、 火灾，甚至海啸等其他自然灾害。 

（二）喷发前准备 

https://www.ready.gov/volcanoes
https://www.ready.gov/volcan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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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以下两点，以备在火山喷发时最大程度地保护你自己、家

人和财产。 

● 准备好应急包。应急包里面存放不易变质的食品、水、电池或

手摇式供电收音机、手电筒和备用电池。最好在车上再准备一个便携

式应急包以备不时之需。应急包内还应包括供全体家庭成员使用的护

目镜和呼吸面罩。 

● 制定应急方案。在灾难来袭时，你和家人可能不在一起，因此

需事先做好应急计划，约定彼此如何联系、如何重聚，以及在发生紧

急情况时怎么做。 

（三）喷发时应对 

● 遵从当地政府发布的疏散命令并立即

撤离受影响区域。注意躲避飞沙走石、高温气

体、侧向爆炸及熔岩流。 

● 当心泥石流。在河道地区以及持续大雨

将增加泥石流风险。泥石流的流速可能快于步行或跑步速度。过桥前

应先观察河的上游，如泥石流逼近切忌过桥。 

● 避开河谷和低洼地势。 

● 帮助婴儿、老年人和残疾人等可能需要特殊关照的人。 

（四）火山灰防护 

● 如无法撤离，应待在门窗及通风口紧闭的室内，直到尘埃落定，

以免受火山落灰伤害。 

● 如患有呼吸道疾病，应待在室内避免接触火山灰尘，直至卫生

部门通知可以安全外出。 

● 通过电池供电的收音机、电视等了解最新应急信息。 

● 穿长衣长裤。 

● 戴护目镜和带框眼镜（而不是隐形眼镜）。 

● 使用防尘面具或把湿布盖在脸上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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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火山下风口地区以避开火山灰。 

● 除非屋顶有坍塌危险，否则应待在室内至尘埃落定。 

● 关闭房屋门窗和所有的通风口，如烟囱、壁炉、空调、风扇

等。 

● 清理屋顶以及雨水槽檐上积有

的厚重火山灰。 

● 避免发动车辆，以免搅起火山

灰，堵塞发动机，损坏零部件，或导致

车辆熄火。 

● 除非确有必要，应避免在火山灰上驾车。如果不得不开车，速

度应保持在 35 英里/小时以下。 

（五）喷发后处置 

● 如果被通知需要撤离，或你认为待在家

里不安全，请前往指定安置点。查询最近的安置

点，可发送短信 “SHELTER+邮政编码”到 43362，

例如：SHELTER 12345。 

● 当地政府可能无法在灾害发生后立即通报灾情信息和自救措

施，但你应主动、随时关注电视、广播或网络上的官方指示信息。 

更多关于应对和防备火山喷发的信息，请访问以下网站： 

美国地质调查局火山危害项目； 

准备应对火山宣传页； 

美国红十字会（准备应对火山灾害）。 

  

 2018 年 5 月，夏威夷基拉韦

厄火山突然大规模喷发，并引

发多次地震。喷发持续三个多

月后减弱，近 2000 人撤离并造

成 1 人重伤。 

http://volcanoes.usgs.gov/
https://www.fema.gov/media-library-data/1522342356553-54bd8d92d0d0d07bca4c1250ebde2b21/Volcano_508.pdf
http://www.redcross.org/get-help/how-to-prepare-for-emergencies/types-of-emergencies/volc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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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飓风灾害应对指南  

     

飓风在美国多发生于 6 月初至 11 月底，而 9 月份最

为活跃。飓风在美国大西洋、太平洋沿岸或岛屿上都可能

发生，其对内陆的影响范围超过上百英里。驻洛杉矶总领

馆现摘译发布美方公布的应对飓风灾害实用信息，提醒在飓风易发地

区的中国公民在飓风季节期间，实时关注当地气象情况，采取必要的

防范和应对措施。 

 

（一）飓风危害 

飓风是指形成于大西洋及北太平洋东部

的热带或亚热带水域、地面最大持续风速超过

每小时 74 英里（约 119 公里）的热带气旋风

暴。飓风期间可能引发强风（龙卷风）、强降

雨、风暴潮、洪水、离岸流，以及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易造成财产

损失和人员伤亡。 

（二）前期准备 

● 了解所在地区的飓风风险情况。在社区警报系统—

Community's Warning System 上注册，通过国家海洋大气管理局、电

视、广播了解最新气象和防灾警报信息。 

● 配置应急工具箱并与亲友制定紧急联络方案。注意网络、电

话在灾害期间可能发生拥挤或中断。 

● 根据所在地点和社区安全计划，做好自己的防灾计划，熟悉

你撤离区域的情况，特别是撤离线路和安全地点位置。 

● 演练在强风下如何躲避到安全处。 

● 准备至少够 3 天使用的物资，包括药品等个人特殊需求，确

https://www.ready.gov/hurricanes
https://oceanservice.noaa.gov/facts/hurricane.html
https://www.ready.gov/zh-hans/tornadoes
https://oceantoday.noaa.gov/hurricanestormsurge/
https://www.ready.gov/zh-hans/floods
https://www.weather.gov/mhx/RipCurrentsInfo
https://www.ready.gov/zh-hans/landslides-debris-flow
http://www.ready.gov/alerts
http://www.ready.gov/alerts
https://www.ready.gov/zh-hans/build-a-kit
https://www.ready.gov/make-a-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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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车辆状况良好并加满油。 

● 保护好财产和贵重物品，将重要文件存放在安全地点或做好

电子备份。 

● 清理室内安全隐患，特别是松动在强风中易掉落物品，以及

其他易伤人物品，疏通排水管道，加固门窗屋顶。 

● 检查保险有效期和保单条款，考虑是否购买洪水险等飓风灾

害保险。 

（三）灾时应对 

● 密切关注飓风情况、紧急状态信息及通

知。 

● 如在非撤离区域，建议留在室内，并将

地点告知亲友。注意远离门窗，特别是玻璃门窗。 

● 如在撤离区域，应遵照政府部门指引及时撤离至 FEMA 安全

室或风暴庇护所，或坚固建筑物中的低层、狭小、无窗户、无洪水隐

患的房间。 

● 如被洪水困在建筑物内，应前往最高处。 

● 使用发电机或其他燃油机器，应在室外且远离窗户。 

● 避免在水中徒步、游泳或驾车，远离洪水暴涨的桥梁。 

（四）灾后处置 

● 密切关注飓风情况、紧急状态信息及通知。 

● 清理物品时要注意防护，最好与他人一道清理。 

● 不要接触水中电器，也不要接触打湿的电器，除非事先切断

电源。 

● 避免蹚水，以免受伤或触电。 

https://www.floodsmart.gov/
https://www.ready.gov/zh-hans/evacuating-yourself-and-your-family
https://www.fema.gov/safe-rooms
https://www.fema.gov/safe-rooms
http://media.iccsafe.org/Annual/2016/The-Latest-in-ICC500-Storm-Shelter-and-FEMA-Safe-Room-Requiremen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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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电话打不通，可尝试通过短

信或社交媒体等其他方式联系亲友。 

● 对财产损失情况拍照取证，联

系保险公司寻求帮助。 

更多关于应对和防备飓风的信息，

请访问以下网站： 

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 飓风中心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 

Ready—为灾难提前做准备（中文网页） 

美国红十字会 

 

  

 2018 年 8 月 21 日，美国家海

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发布

警告，称飓风 Lane 于 23 日至

25 日袭击夏威夷群岛。 

https://www.nhc.noaa.gov/
https://www.fema.gov/disaster/4068/updates/hurricane-safety-tips-learn-what-do-during-and-after-hurricane
https://www.ready.gov/zh-hans/hurricanes
https://www.redcross.org/get-help/how-to-prepare-for-emergencies/types-of-emergencies/hurricane.html
http://www.noaa.gov/
http://www.noaa.gov/
http://www.prh.noaa.gov/cp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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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驾车避免危险行为  

     

美国有“车轮上的国家”之称，而交通事故是中国公民

在美最易发生的安全事故之一。虽同为靠右行驶，但美国道

路状况、交通法规、驾车习惯与我国差异较大。美国没有全

国性交通法规，州与州之间的交通法规也有不同。主动适应当地行车

文化，遵守当地行车规则，避免危险驾驶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交

通事故。综合我馆领区内近年来发生的涉我人员重大交通事故，驻洛

杉矶总领馆提醒中国公民在美驾车时要特别注意避免以下危险行为。 

 

● 无有效驾照。在加州驾驶车辆须随身携带有效驾照。年满 18

周岁的中国公民短期到访加州，如持有有效中国驾照，原则上可不必

申请加州驾照，但建议将中国驾照做好英文翻译公证备查。对持有工

作、留学等长期签证者，则应于抵达后 10 日内申请当地驾照。将车

辆借给无驾照人员驾驶亦属违法。 

● 无视交通标志。行驶中如遇“STOP”标志（如图示）

须完全停车，在确认其他各向的交通条件允许后再前行。

遇倒三角形红色“YIELD”标志则必须减速并随时做好停

车让行准备。左转时应为直行车辆让行，见黄灯即左转易发生车祸。 

● 超速驾驶。高速公路最高限速

大多为 65 英里（104 公里）/小时。校

园周边道路的限速可能低至 25 英里

（40 公里）/小时。请勿超速并注意根

据限速、路况、车辆状况等及时调整车

速。加州法律规定，驾驶速度要确保能

 2016 年 7 月，亚利桑那州 93

号高速公路上一辆客车与道奇

休旅车相撞，致道奇车上 4 名

拟前往大峡谷的中国公民重伤

而当场死亡。车祸的原因是道

奇车驾驶者未按交规在“Stop”

标识前未停车避让直行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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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安全行车，例如：在浓雾状况下，即使在限速 55 英里的路段内以

45 英里的时速行驶，仍有可能被判定违法。 

● 频繁变道或跟车太近。频繁变道将大大增加事故机率，建议

谨慎变道。为避免车辆追尾，加州要求驾驶员与前车保持合理车距。 

● 不及时打开车灯。请注意根据能见度、气象条件变化等，及

时打开车灯。在变道、转弯、调头时务必要提前打转向灯，并在确认

周边行车安全的情况下转向。在对向车道有车辆时应关闭远光灯。在

路边紧急停车时应打开双闪灯提示。 

● 酒驾、药驾、毒驾或疲劳驾驶。饮酒、吸毒或

服用某些药物（如感冒药、抗过敏药物等）会影响判

断处置能力。驾车人血液中酒精浓度超过 0.08%（未

满 21 周岁为 0.01%）时即属违法。长途驾车应注意停

车休息，避免疲劳驾驶。 

● 不系安全带。乘坐私家车、校车及配有安全带的大客车时均

须系上安全带。不满 8 岁或身高不到 4 英尺 9 英寸（144 厘米）的儿

童乘车须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 不为特种车让行。法律规定，道路行驶车辆在遇到警车、消

防车、救护车鸣笛或校车闪烁红灯等情形时，应尽快避让并停车，等

待此类车辆先行。 

● 忽视行人优先。遇到行人穿越马路，不论路口是否有交通信

号灯，不论道路是否标识人行横道线或过街行人是否违章，行进车辆

均须提前在安全距离停车让行。加州允许自行车上公路，行进车辆须

与其至少保持 3 英尺（约 1 米）距离。尽管法律规定车辆必须为行人

让行，但仍存在违章过街未被驾驶员及时发现而被撞击的风险。行人

要随时留意周围安全，尤其要避免边走边低头看手机等分散注意力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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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买保险。驾车人员必须购买汽车责任险，以在事故发生后

赔偿对方的损失。加州最低责任险(单人事故最多赔偿 1.5 万美元，最

高保额 3 万美元）往往不够偿付损失，建议购买赔付 5 万或 10 万美

元的责任险。还可购买赔偿本人车损的综合保险和未投保驾驶人险

（Uninsured Motorist，可在对方无保险或保险不足时赔偿本人的损

失）。 

● 无视警方出庭通知。警察开出的单据是出庭通知（Notice to 

Appear），签署并不表示认罚。如果驾车人拒绝签字或争辩，可能会

以妨碍司法罪名而被逮捕。不管是否收到法院的通知，你本人或委托

人应提前到法院查询并及时出庭，否则可能会以藐视法庭罪而被通缉。 

● 车祸逃逸。如果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无论责任在谁，驾车者

均须与对方交换驾驶人员信息（驾照）、车辆信息、保险等相关资料，

并记下目击证人姓名及联系方式等，也可用手机等摄录事发现场。在

与路边停放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又无法找到车主时，须在被撞的汽车上

留下自己的联络方式等资料。如事故中发生人员伤亡，应立即拨打 911

报警，等候救护人员到场。 

● 使用手机。禁止在驾车时手持或使用手机等通讯设备。如需

使用要通过免提或车载蓝牙等设备，但两耳不得同时佩戴耳机。 

● 车内存放贵重物品。在车内，特别是显眼处摆放行李箱、手

提包等物品易招致不法分子破窗偷盗，且此类财物被盗案件破案率极

低，通常难以挽回损失。 

驻洛杉矶总领馆在此提醒领区内中国公民，遵守交规、谨慎驾

车是法律规定的义务，直接关系到他人和您本人的安全。强烈建议中

国公民来美驾车前，事先阅读并掌握目的地各州的驾车规定： 

加州驾驶手册（中文版）； 

亚利桑那州驾驶手册（英文版）； 

新墨西哥州驾驶手册（英文版）； 

https://www.dmv.ca.gov/portal/wcm/connect/228841fc-37f3-43e1-8ac5-07af94393138/dl600C.pdf?MOD=AJPERES
http://www.azdot.gov/docs/default-source/mvd-forms-pubs/99-0117.pdf?sfvrsn=37
http://realfile.tax.newmexico.gov/English%20Driver's%20Manualver1.24.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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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州驾驶手册（英文版）。 

 

 

 

小 提 示 

 

1、遇到警察拦车应怎么办？ 

（一）首先打开右转向灯，表明已经注意到警

车，尽快将车驶离车道并安全停靠在路右侧。 

（二）双手放在方向盘上，以让警察知道自己

并没有伸手去拿武器，没有安全威胁。 

（三）摇下车窗并应询回答警察问话，听从警察指挥。除非警

察要求，否则不要自行开门下车。 

（四）警察有权要求驾驶员出示驾照、车辆注册登记单以及车

辆保险等相关资料，只有在警察明示后才可伸手去拿驾照或开箱翻找

资料。 

 

2、车被拖走怎么办？ 

以下停车属违章，如：无残疾人停车牌而停在残疾人车位；在

红色路沿停车；付费停车处停车超时；停车占据消防通道等。违章停

车可能被罚款，或致车被拖走。 

在停车处找不到车辆，应尽快联系辖区警方确认车辆被拖走（或

被盗）。洛杉矶被拖车辆信息可在暂扣机动车信息中心数据库在线查

询。如车确系被拖走，则应前往指定地点赎车。赎车须缴纳拖车费、

车辆保管费、车辆赎回费等，请点击这里，了解洛杉矶拖车费用表。 

  

https://hidot.hawaii.gov/highways/files/2017/10/mvso-Hawaii-Drivers-Manual_July-2017_HC.pdf
http://www.opglaviic.com/
http://www.opgla.com/Rat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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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谨防诈骗陷阱   

 

据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报告，

2017 年，全美 110 万人报告被骗，涉及金额超过 9 亿美元。

美国常见的诈骗类型主要有电话骗局、银行业骗局、冒充

国税局、统计局等政府部门骗局、慈善类骗局、票务类骗局、中奖类

骗局、金字塔传销骗局和投资骗局等。驻洛杉矶总领馆提醒在美中国

公民：重视保护个人及银行账户信息；在就业、移民、投资、消费时

遵守当地法规，切勿“相信天上会掉馅饼”；了解各类骗局特点并妥善

应对，特别要注意以下常见易发骗局： 

 

（一）电话骗局 

电话骗局的特点是犯罪分子通过真人拨打、语音拨打电话或短

信等方式，试图骗取受害人的钱财或获得其个人信息。对方可能通常

会编造故事，如提供产品试用、投资机会，甚至送钱或彩票给受害人，

有的可能以不付款会引发诉讼、入狱等相要挟。近一年来，国际诈骗

集团冒用我驻外使领馆或国内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高频率、广撒网

式拨打公众电话，谎称当事人有紧急包裹待取，或信用卡被扣，将被

起诉或被拒绝入境等，有的还盗用留学生微信号，谎称其被绑架而向

家属索要钱款。总领馆曾就此多次发布提示，美国有关方面也就此发

布了专门提示。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防范并报告电话诈骗：在 DONOTCALL 网站

在线注册电话号码；不要相信获奖或获得免费旅游机会等来电；挂断

可疑来电；通过第三方渠道验证来电信息；当心骗子可能随意更换来

电号码；不要因为某种压力而匆忙做出决定；不要向来电者提供银行

卡、银行账户信息；不要应来电者要求汇款或用现金卡付款。 

如遇电话骗局，应向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ttps://www.ftccomplaintassistant.gov/
https://www.ftc.gov/policy/reports/policy-reports/commission-staff-reports/consumer-sentinel-network-data-book-2017/visual-snapshot
https://www.usa.gov/common-scams-frauds
https://www.consumer.ftc.gov/articles/0076-phone-scams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fw/txyj/fdxzp/
https://www.consumer.ftc.gov/blog/2018/04/scammers-impersonate-chinese-consulate
https://www.donotcall.gov/
https://www.donotcall.gov/
https://www.ftccomplaintassistant.gov/#crnt&panel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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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7-382-4357）等相关机构报告。了解更多电话骗局信息及防范

措施，请点击这里和这里。 

（二）银行骗局 

银行骗局通常是犯罪分子试图进入受害人银行账户，盗取钱款，

通常有：用虚假支票诱导汇款骗局、用虚假支票引诱汇兑骗局、自动

还款骗局、电邮诱骗银行账户或银行卡信息等。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防范银行骗局：当心收到支票后将其中部分

钱款打给别人的要求；当心在买彩票等时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信息；在

兑换支票前应要求银行检查支票真伪；通过银行网站了解支票和签发

者信息；不要只凭支票外观判断真假；不要汇兑没有往来者开出的支

票，也不要向不认识者汇出钱款；不要将银行账户信息提供给来电者，

即便对方声称目的是进行核实；不要点击要核实你银行账户的电邮链

接；不要接受超出实际金额的支票。 

如遇银行诈骗，应向联邦贸易委员会（1-877-382-435）等相关

机构报告虚假支票；尽快报告银行并通知止付。 

（三）外汇骗局 

外汇市场易变且存在高风险，不宜将超出承受能力的资金（如

退休金）放入外汇市场。犯罪分子通常会通过亲友或社交圈传播信息，

设法使你相信可以无风险获利，并索要你的个人信息。 

换汇网站和微信群等社交媒体人员构成复杂，或无实名认证等

而缺乏有效监管机制，常常成为不法分子诈骗钱财的平台，存在极高

的外汇安全风险，私下换汇还无法保证资金来源的合法性，易使换汇

沦为洗钱链条的一环，面临极大的法律风险。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防范外汇流通骗局：联系商品期货交易委员

会—U.S.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核实其是否注册及其

商业背景；了解具体详情并明确自己的权责；代表其他客户询问公司

和个人的业绩记录；了解他人不愿意参加的原因；应用书面方式咨询，

不要相信口头承诺；认真阅读对方提供的信息，确信公司言而有信；

索要书面风险说明；征求你信任的独立和有执照的财务顾问的意见；

切勿因逃避外汇监管、省钱省时、贪图小利而通过非正规渠道换汇。 

https://www.usa.gov/common-scams-frauds#item-37207
https://www.usa.gov/common-scams-frauds#item-37207
https://www.consumer.ftc.gov/articles/0076-phone-scams
https://www.usa.gov/common-scams-frauds#item-36617
https://www.ftccomplaintassistant.gov/
https://www.usa.gov/common-scams-frauds#item-36617
https://www.usa.gov/common-scams-frauds#item-36617
https://www.cftc.gov/ConsumerProtection/FraudAwarenessPrevention/CFTCFraudAdvisories/fraudadv_forex.html
https://nwcua.org/2013/07/16/what-are-red-flags-for-currency-exchanges-and-other-currency-transactions/
https://www.cftc.gov/Contact/index.htm
https://www.cftc.gov/Contact/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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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这里，了解外汇流通的有关信息。点击这里或这里，了解

更多外汇骗局信息。 

（四）投资骗局 

投资骗局主要是用“高收益、低风险”等诱骗受害人投资。投资骗

局有预付款骗局、高收益投资骗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骗局等多种形

式。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防范投资骗局：认真研究投资机会，寻找有

资质的投资顾问（点击访问国家证券监管机构—State Securities 

Regulator 或金融业监管局—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 网

站查询资质）；了解投资地以及投资顾问是否在当地注册；获得关于

投资的书面介绍并自行独立研究投资方案详细情况；详细了解投资金

额、时限、风险等问题；不要因“别人都已投资”等某种压力影响而匆

忙决定投资；不要被“保证盈利”、“零风险”超乎寻常的利好承诺所迷

惑；不要因感觉投资顾问个人 “亲切”、“可信”等等而投资；不要因接

受了投资顾问送礼、吃请，或降低代理费承诺等而影响投资决定。 

如遇投资骗局，应报告安全交易委员会—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等相关机构。 

（五）投资移民骗局 

EB-5 签证是美政府为吸引外资、创造就业机会、刺激经济增长

而制定的投资移民签证项目，大多以建设区域中心（Regional Center）

为投资形式。近年来，美移民部门发现某些区域中心的投资项目是骗

局或沦为骗取移民身份的工具，因而对项目资质审查更为谨慎严格。

由于区域中心投资项目建设周期长，移民身份的审查排期长达十年以

上，当投资人最终发现投资项目失败时，常常“钱（绿）卡两空”。芝

加哥会议中心和旧金山区域中心项目就曾因涉嫌移民欺诈而遭到起

诉。美国移民局一再表示， 批准区域中心并不表示美国政府为区域

中心的合法经营以及获取到合法身份作了保证，但不法中介常常以快

速获得美国“绿卡”为噱头，利用投资人信息缺乏、沟通不畅、盲目轻

信等弱点，误导投资，非法牟利。 

https://www.sec.gov/answers/forcurr.htm
https://www.cftc.gov/ConsumerProtection/FraudAwarenessPrevention/ForeignCurrencyTrading/cftcnasaaforexalert.html
https://www.cftc.gov/ConsumerProtection/FraudAwarenessPrevention/ForeignCurrencyTrading/cftcnasaaforexalert.html
https://www.investor.gov/protect-your-investments/fraud/types-fraud#.VA32ZsVSHPR
https://www.investor.gov/investing-basics/avoiding-fraud/types-fraud/advance-fee-fraud
https://www.investor.gov/protect-your-investments/fraud/types-fraud/high-yield-investment-programs
https://www.investor.gov/protect-your-investments/fraud/types-fraud/internet-social-media-fraud
https://www.investor.gov/protect-your-investments/fraud/types-fraud#.VA32ZsVSHPR
https://www.investor.gov/protect-your-investments/fraud/types-fraud#.VA32ZsVSHPR
https://www.usa.gov/common-scams-frauds#item-213708
https://www.usa.gov/common-scams-frauds#item-213708
http://www.nasaa.org/about-us/contact-us/contact-your-regulator
http://www.nasaa.org/about-us/contact-us/contact-your-regulator
https://brokercheck.finra.org/
https://www.sec.gov/oiea/Complaint.html
https://www.sec.gov/oiea/Complaint.html
https://www.usa.gov/common-scams-frauds#item-213708
https://www.sec.gov/investor/alerts/ia_immigrantch.pdf
https://www.uscis.gov/working-united-states/permanent-workers/employment-based-immigration-fifth-preference-eb-5/about-eb-5-visa-classification
https://www.uscis.gov/working-united-states/permanent-workers/employment-based-immigration-fifth-preference-eb-5/immigrant-investor-regional-centers
https://www.uscis.gov/working-united-states/permanent-workers/employment-based-immigration-fifth-preference-eb-5/immigrant-investor-regional-centers
https://www.sec.gov/litigation/litreleases/2013/lr22615.htm
https://www.sec.gov/litigation/litreleases/2013/lr22615.htm
https://www.sec.gov/litigation/litreleases/2017/lr23721.htm
https://www.uscis.gov/working-united-states/permanent-workers/employment-based-immigration-fifth-preference-eb-5/immigrant-investor-regional-ce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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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这里，浏览 EB-5 签证的中文介绍（PDF）；点击这里，浏

览移民局发布的投资移民警告（PDF，中文）。报告移民诈骗，请点

击这里。 

（六）婚姻移民骗局 

为取得居留身份而与美国公民假结婚属违法犯罪行为。美国公

民收受钱款后应要求与外国人结婚，以及外国人骗婚等都是美国移民

主管部门明令禁止的婚姻移民诈骗行为。一旦被判定假结婚，即会注

销外国人居留身份，同时可能以婚姻欺诈罪而对婚姻双方进行刑事起

诉。如被判有罪，则最高可被判 5 年监禁，25 万美元罚款，还可能被

以签证造假等名义追加刑期或罚款处罚。 

了解更多婚姻移民骗局的信息，请点击这里。报告移民诈骗，

请点击这里。 

（七）互联网骗局 

每年有数百万起骗子利用互联网诱骗受害者向其汇款或提供个

人信息的案件。常见的互联网骗局有：个人信息数据泄露、恶意软件

入侵、网络钓鱼盗取信息、网络拍卖骗局、网络盗刷信用卡等。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防范互联网骗局：学会识破互联网骗局；设

法搜索了解对方信息；及时更新防病毒软件；当心互联网广告传播病

毒，慎重安装不明软件；不向不信任的人提供个人信息，对通过电子

邮件、弹出广告等方式要求提供个人信息的，不予置理；不要一直开

着电脑，否则容易被人安装恶意软件。 

如遇互联网骗局，请向互联网犯罪举报中心— Internet Crime 

Complaint Center (IC3)报告，或在线报告 FBI。有关报告信息将被分发

给联邦、州等相关部门处理；尽快联系报告信用卡公司。 

（八）盗用身份诈骗 

犯罪分子盗取受害人的个人身份信息（如姓名、社会安全号码

等），以用于骗办信用卡、申请退税、获取医疗服务等诈骗活动。身

份盗用可能影响你的信用记录。通常，在收到不明账单、被拒绝贷款

等之前受害人毫不知情。常见身份盗用包括盗用儿童和老人身份、报

税号、健保身份、社安卡身份盗用等。有犯罪分子利用游客或留学生

https://www.uscis.gov/sites/default/files/USCIS/Working%20in%20the%20US/abouteb5chinese.pdf
https://www.sec.gov/investor/alerts/ia_immigrantch.pdf
https://www.uscis.gov/avoid-scams/report-scams
https://www.uscis.gov/avoid-scams/report-scams
https://www.ice.gov/identity-benefit-fraud
https://www.ice.gov/identity-benefit-fraud
https://www.uscis.gov/avoid-scams/report-scams
https://www.usa.gov/online-safety
https://www.fbi.gov/scams-and-safety/common-fraud-schemes/internet-fraud
https://www.ic3.gov/complaint/default.aspx
https://www.ic3.gov/complaint/default.aspx
https://tips.fbi.gov/
https://www.usa.gov/identity-th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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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律知之甚少等弱点，以回报为诱饵，利用其身份信息骗领信用卡

购物消费，或将一些假支票存入银行后马上提取现金，在自己获取到

这些货品或现金后消失无踪，而留给受害者的则是不良信用记录，甚

至成为警方调查的疑犯。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防范身份被盗用：妥善保管社会安全号码，

只在确认必须后提供社安卡号，不要随身携带社安卡或在支票后写上

卡号；不要向任何不请自来者提供你的个人身份信息，包括姓名、生

日、社安卡号、银行账户信息等；发现身份被盗后立即联系信用报告

单位，采取冻结措施；及时检查邮件账单；留意账单周期，账单迟到

应及时联系对方；在线使用银行信息，特别是保存个人信息时应采取

适当的安全措施；慎用公共无线热点；及时比对信用卡和银行消费记

录；注意消费收据、消费记录、过期信用卡；妥善保管个人信息；在

电脑上安装防火墙和病毒检测软件，使用复杂密码并注意变更；检查

信用卡账单确保其不含不明账户。 

如发现身份被盗，应在线向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1-877-438-4338）等相关机构报告。请点击这里，

了解如何恢复个人失窃身份。 

（九）务工就业骗局 

务工就业骗局通常以国外工作好找、工资收入高等为诱饵，骗

取当事人到国外后或无工可务，或工作环境恶劣而收入极低，或因无

合法有效签证而处于非法居留、工作状态。劳务骗局骗取当事人中介

费、保证金，或为获得低报酬劳务人员，或诱骗务工人员参股投资等。

还有中介公司在暑期期间，高收费招揽国内高中生或大学生申请 J-1

签证来美实习，声称保证学生来美做暑期工时可以赚回成本，而事实

上到美国后只能从事底层工作，无法赚回成本，也学不到任何专业知

识。 

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对外国人就业通常有十分严格的限制，如

限制签证种类、限制就业岗位、限制从业者资格等等。建议出国务工

者核实劳务公司《对外经济合作经营资格证书》或《境外就业中介证

书》资质，认真研究并签署合同，切勿轻信上当。 

https://www.identitytheft.gov/
tel:18774384338
https://www.usa.gov/identity-theft
https://www.usa.gov/replace-vital-documents
https://www.consumer.ftc.gov/articles/0243-job-sc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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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骗局信息，请点击这里。 

https://www.consumer.ftc.gov/features/scam-al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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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谨防电信诈骗  

      

近年以来，海外中国公民屡屡接到诈骗电话，个别

人上当受骗而蒙受重大经济损失。对此，外交部领事司已

多次发布提醒，我馆亦连续三次发布相关提醒（提醒 1，

提醒 2，提醒 3）。但从侨胞近期反映情况看，此类诈骗活动在我馆

领区内仍时有发生。 

 

（一）此类诈骗案件的基本特点 

通过网络虚假、伪装电话号码联系；虚构事

实给当事人造成压力或恐慌，以催促受害者短时

间做出决定；以胁迫引诱受害者向不明账户转账

汇出巨额钱款为最终目的。具体有： 

1、虚构卷入绑架。犯罪嫌疑人通常假冒我驻外使领馆、国际刑

警组织等官方机构致电留学生等当事人，以涉案为由要求其同外界切

断联系，后再冒充绑匪致电受害人父母，威胁引诱将赎金汇入其指定

银行账户。 

2、虚构涉嫌犯罪。犯罪嫌疑人通常假冒公检法、国际刑警组织

等官方机构致电当事人，谎称其涉嫌犯罪需澄清资金来源，引诱其将

资金转移至其“安全账户”。 

3、虚构其他信息。犯罪嫌疑人冒充我驻外使领馆或银行、公司

等工作人员，谎称受害人有紧急包裹须在驻外使领馆提取、或信用卡

被冒用、银行账户因涉案而被冻结、证件过期失效或被吊销等，要求

提供账户信息、转移银行存款或缴纳费用。 

（二）提醒公众谨防电信诈骗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lgxx/lgdt/t1479401.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lgxx/lgdt/t1481050.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lgxx/lgdt/t1484253.htm


 
 

52 

1、各驻外使领馆不会直接参与处理公民个人财物，包括处理

资金账户、信用卡、邮寄包裹等事宜，更不会因此主动致电当事人

要求转账汇款。 

2、各驻外使领馆不会主动打电话通知当事人护照证件过期需

要延期或补办等，更不会因此主动索要银行账户等信息，或通知转

账交费。 

3、各驻外使领馆如遇中国公民领事保护等紧急情况联系当事

人家属时，不会主动索要银行账户等信息，更不会要求转账汇款。 

4、国内公检法等机关按程序办案，不会以电话方式通知当事

人涉案，更不会因此致电要求转账汇款。 

5、遇来电人要求“不要与家人朋友联系，

以保证他们安全”，通知“交通事故”、“孩子被绑

架”、“亲人意外身亡”等信息时，切勿慌张，应通过其他渠道与家人

联系核实。 

6、注意保护个人身份、家庭住

址、银行账户等隐私。在遇任何要求

提供相关信息、要求转账汇款时，勿

匆忙做出决定，切记要首先排除诈骗

的可能。 

7、如发现被骗，应尽快向国外当地警方报案；委托国内亲友

就近向国内公安机关报案，并向报案地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请求帮

助（拨打 110 即可）；联系报告本人账户开户行，要求采取止付、

冻结等相应措施。 

  

 2018 年 2 月，一名侨胞接到

自称总领馆的电话，称其涉嫌

跨国洗钱案，需汇款至指定账

户进行担保，当事人先后五次

向对方账户汇款 130 多万美元

后才察觉自己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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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范涉枪犯罪  

     

近年来，美国屡屡发生涉枪犯罪，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据美国公共卫生协会报告称，美国每年约有 3.3 万人死于枪

支暴力犯罪，8.5 万人因枪击受伤。自 2011 年以来，一次死

亡人数超过 4 人的大规模枪击事件翻了 3 倍。仅在 2015 年，全美发

生大规模枪击事件 330 起，死亡 367 人，伤 1,317 人，全年因枪击事

件造成的损失高达 2,290 亿美元。为提高领区内中国公民和企业对枪

击事件的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总领馆摘译了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的

《Active Shooter-How to Respond》（PDF）一文，提醒本馆领区内中

国公民注意工作、学习场所安全，尽量避免在高风险时段（如节假日、

庆典、夜晚）前往高风险地区（如人多密集地区、治安条件不佳地区），

确保人身安全。 

 

（一）现场应对 

当你所在地附近发生枪击事件时，应快速决定最

有利于你保护生命的办法，并采取以下措施应对： 

1、撤离 

如附近有逃生通道，设法尽速撤离。但要注意： 

● 对逃生路线和方案心中有数。 

● 不管别人是否愿意跟随。 

● 不要携带物品。 

●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帮助他人。 

● 阻止其他不知情者进入枪击现场。 

● 保持双手可见。 

https://www.cdc.gov/nchs/pressroom/sosmap/firearm_mortality/firearm.htm
https://www.apha.org/~/media/files/pdf/factsheets/160317_gunviolencefs.ashx
https://www.dhs.gov/xlibrary/assets/active_shooter_booklet.pdf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lgxx/bg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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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从现场警察指挥。 

● 不要试图移动伤者。 

● 确认自身安全后，拨打 911 报警。 

2、躲藏 

● 如无法及时撤离，找一隐蔽之处躲藏起来。躲藏地点应当： 

» 枪手看不见的地方。 

» 在枪手朝你的方向开枪时，可以提供掩护（如锁好门的办公

室）。 

» 不会妨碍或限制你移动。 

● 锁好门并用粗重家具堵住，以

防枪手闯入。如果枪手就在附近，应： 

» 锁好门。 

» 将手机、收音机、电视机等所有可能发声的设备调为静音。 

» 躲藏在大件物品（如橱柜、桌子）后面。 

» 切勿出声。 

● 如果无法撤离也无法躲藏： 

» 保持镇静。 

» 如可能，拨打 911，告知枪手的位置。 

» 如不能讲话，保持手机开机接通状态，以便接线员听到现场

情况。 

3、对抗 

在你的生命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时，作为最后手段，可尝试采

取措施干扰、制伏枪手： 

● 对枪手尽可能表现出攻击性。 

● 将手边的物品作为武器砸向枪手。 

● 大声喊叫。 

● 放手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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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合执法 

1、执法人员的目的是尽快阻止枪手，将直接抵达最后枪声所在

地： 

● 警方通常 4 人为一组。 

● 警员可能着普通巡逻制服、防弹背心、头盔，及其他战术装备。 

● 警员可能配备来福枪、散弹枪或手枪。 

● 警员为控制局势，可能会使用辣椒水、催泪瓦斯。 

● 警员可能大声命令，将人推倒在地以保护他们的安全。 

2、执法人员抵达后，应： 

● 保持镇静，听从指挥。 

● 放下手中任何物品（如包、衣物等）。 

● 立即举起双手，张开五指。 

● 任何时候保持双手能被看见。 

● 避免朝警员快速移动，包括围着他们以求安全。 

● 避免用手指点警员、朝他们大喊大叫。 

● 撤离时，不要停下来向警员寻求帮助或指示，只需从他们进入

建筑物的方向撤离。 

3、向执法人员或 911 接线员提供信息时，

请注意提供： 

● 枪手的位置。 

● 枪手的人数。 

● 对枪手的体征描述。 

● 枪手携带的武器种类和数量。 

● 现场可能的伤亡人数。 

4、最先抵达现场的执法人员不会停下来帮助受伤者。随后赶到

的其他执法、医疗急救人员会参与救治、搬运伤者，还可能招呼周边

身体条件允许的人员予以协助。 



 
 

56 

抵达安全地点或集合地后，你可能会被要求留在那里，直至警

方完全控制局势，并对所有证人进行了甄别与问话。在警方允许前，

不要擅自离开。 

（三）企业应对 

1、应急方案 

制定应急行动方案并进行演练，以帮助员工妥善应对枪击事件，

最大程度减少生命损失。制订应急方案应得到各相关方的参与协助，

包括人力资源部门、培训部门、物业业主、物业管理方、当地执法部

门及应急响应部门等。 

有效的应急方案应包括：最佳报警方案；撤离规定和程序；紧

急逃生程序和路线安排（如楼层平面图、安全区等）；联系人名单、

联系方式及工作职责；当地医院联系方式（名称、电话、与工作场所

的距离等）；紧急通知系统（包括通知工作场所位置偏远的员工、地

方执法部门、地方医院）等。 

2、应急培训 

提高员工应对枪击能力的最有效方法是进行模拟训练。地方执

法部门是可资利用的培训资源。培训包括：辨认枪声；听到枪声或目

击枪击后快速反应（撤离、躲藏、对抗）；拨打 911；执法人员抵达

后配合行动；危急情况下求生心理训练等。 

3、其他措施 

防范及预防枪击事件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防范 

● 确保工作场所有至少 2 条撤离通道。 

● 在明显位置张贴撤离路线图。 

● 将地方执法人员和应急响应人员纳入培训演练。 

● 鼓励执法部门、紧急响应部门，及其他防爆防恐力量在你的工

作场所进行枪击模拟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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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防 

● 营造互相尊重的工作环境。 

● 留意工作场所暴力迹象并采取

相应补救措施。 

更多关于企业应急方案信息，可

联系美国劳工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局

—U.S. Department of Labor。 

浏览其他重要中文资源，请点击这里。观看电视宣传片，请点

击这里。请点击这里（PDF，2.04MB），浏览美跨部门安全委员会颁

布的政策指导与行动指引。 

 

  

 2015 年 12 月，加州圣贝纳

迪诺市某社会服务机构发生枪

击事件，造成 14 人死亡、21 人

受伤。 

 2017 年 10 月，内华达州拉

斯维加斯市露天音乐节发生大

规模枪击事件，致 59 人死亡，

527 人受伤。 

http://www.osha.gov/
http://www.osha.gov/
https://www.dhs.gov/publication/active-shooter-resources-chinese
https://www.fbi.gov/about/partnerships/office-of-partner-engagement/active-shooter-resources
https://www.fbi.gov/about/partnerships/office-of-partner-engagement/active-shooter-resources
https://www.dhs.gov/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isc-planning-response-active-shooter-guide-non-fouo-nov-2015-5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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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远离家庭暴力  

     

中美两国都有反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以下简

称“家暴”）的立法，但两国文化习俗、法律法规等都存在较

大差异。在美中国公民因不了解两国差异而发生的家暴案

件和家暴诉讼时有发生。总领馆提醒在美中国公民，留意两国差异，

远离家庭暴力。 

 

（一）家暴不仅指对女性亲属的人身伤害 

● 除国家层面的立法外，美国各州都对家

暴有相关的州立法。美各州对于家暴定义的范

围和处置的方式有共性也有差异。 

● 通常，家暴双方不仅限于在法律上属于

亲属关系者，如已婚或离异双方、男女朋友、异性或同性伴侣，而且

包括在同一空间生活的二者之间，如室友等。 

● 家暴包括但不仅限于身体伤害、强迫性关系、精神伤害（如孤

立、恐吓、跟踪、辱骂、骚扰，妨碍自由等）、经济上的（如控制金

钱、阻止工作）或者和移民有关的恐吓（如要挟不帮助办“绿卡”等）、

虐待儿童等。 

● 虽然大多数有记录的家暴案件是男性虐待女性或儿童，但男

性也可能是家暴的受害者。据统计，全美有 29%的女性和 10%的男性

承认曾遭受家暴。 

（二）法律对家庭暴力的判定和处罚严厉 

● 执法机构十分重视家暴案件处置，警方通常会按照刑事案件

程序处理家暴案件。例如，依照加州刑法，检察官会视情决定以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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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demeanor）或重罪（Felony）起诉家暴案件中的施暴者。如果受

害人没有受伤，施暴者可被起诉轻罪，最高面临 1 年有期徒刑。如果

施暴者有家暴前科、使用武器、威胁阻挠报警，或出现受害人流血受

伤等情形，检方可以重罪起诉，最高可被判处 5 年有期徒刑。如果受

害者受伤严重，或被卡颈致难以呼吸等，施暴者还可能被指控谋杀。 

● 需要注意的是，警方介入后，即便受害者后悔而要求撤案，警

方也无权撤销，而会依法继续将案件移交检方。在受害人不愿起诉或

者不愿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法官也可依据警方报告进行审判。 

（三）法律保护受害者不继续受到伤害 

● 法律保证家暴受害者（无论其移民身份）的以下权利：获得保

护本人和子女的保护令；无需配偶同意而正式分居或离婚；分享某些

婚姻财产；得到子女的抚养权和经济资助。 

● 家暴受害者可以向法庭申请保护令，禁止施暴者联系、接近或

伤害本人及子女、家人。如施暴者违反保护令，可报警对其实施逮捕，

或禁止其获得保释。此外，为确保受害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不受压力，

警方在逮捕施暴者时可向受害者提供5至10天

的紧急保护令（Emergency Protective Order）。

刑事法官也可能颁发禁制令。 

● 如果家暴者反控受害者犯罪，受害者有以下权利：与律师交谈；

律师不在场不回答问题；自我辩护。更多信息，请点击这里。 

● 家暴对象如是儿童，或若有儿童在针对成人的家暴现场，警方

可通知儿童福利部门（如洛杉矶郡儿童和家庭服务局—L.A. County 

Department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介入调查。如证实家暴对

象是儿童，家长经常在儿童面前争吵，或在家暴中无意伤及儿童，儿

童福利部门可将儿童送至寄养家庭或机构，直到家长接受完亲子教育

及心理辅导课程。 

（四）如何避免家暴并在家暴中自我保护 

https://travel.state.gov/content/dam/visas/IMBRA/IMBRA_Chinese.pdf
http://dcfs.co.la.ca.us/
http://dcfs.co.la.ca.us/


 
 

60 

● 家人、朋友之间要加强沟通，避免任何可能被视为家暴的言行。

请点击这里，了解哪些言行可能被视为家暴。 

● 受害者在了解清楚各方权益责任后，应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应

视情告知信任的人，如亲友、同事、医生等，或寻求家暴热线、庇护

所、律师等的帮助。 

法律允许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受害配偶和子女自行或单独申

请永久居民身份，因而不必担心施暴者以申请身份为由进行要挟。 

● 家暴受害者可向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寻求到以下帮助：咨询、翻

译、紧急住房、医疗保健、法律建议等免费服务，甚至资金帮助。以

下 24 小时家暴热线的接线员接受过专业训练，有翻译服务： 

全国反家暴热线：1-800-799-7233（SAFE）；

1-800-787-3224 (聋哑人电话)。点击这里，可查询各

州反家暴救助热线。 

强奸、虐待和乱伦全国网络—RAINN：全国性侵害热线 1-800-

656-4673（HOPE）。 

全国失踪和被迫害儿童中心：1-800--843-5678（THE-LOST）。 

全国犯罪受害人中心：1-800-394-2255（FYI-CALL），1-800-211-

7996 (聋哑人电话) 。 

● 如家人面临家暴紧急情况，可拨打 911 报警。如果警察确信

其行为涉嫌犯罪，可以进行逮捕。受害者应如实报告所发生虐待，包

括过去发生的虐待的情况，或展示伤痕。 

（五）忽视两国文化法律差异易因家暴被控罪 

● 中美两国法律和法律体系不同。我公民在美因忽视两国法律

差异被控家暴案而被捕、起诉的案件近年来时有发生。 

● 除受害者主动举报外，任何人都可以举报家暴案件。根据法律，

所有学校教职人员和医院医护人员等一旦发现家暴或虐童行为，都必

http://www.thehotline.org/is-this-abuse/abuse-defined/
http://www.ndvh.org/
http://www.thehotline.org/resources/victims-and-survivors/
http://www.rainn.org/
http://192.168.3.20/wcm/v5.3/editor/editorForV5/www.missingkids.com
http://www.ncv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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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主动报警。一些家暴案件系邻居报警，一些是当事人本想请警察劝

导却最终被指控家暴犯罪，还有一些是

伤后送医急救而惊动警方。 

● 请注意，家人之间争吵、扭打而

未造成恶果，在国内被视为普通家庭纠

纷的事情，在美国则可能被告发、拘捕，

甚至构成刑事犯罪而被判刑。 

  

 2018 年 8 月，一名中国游客

在圣芭芭拉街头因琐事与妻子

产生争吵，路人以家暴为由报

警。当事人被警方拘留数日，后

交保一万美元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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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防范并妥善应对性侵害  

     

美国国家伤害防控中心报告显示，全美三分之一的女

性和六分之一的男性在一生中有遭受性暴力的经历。性侵

害会给受害者带来极大身心创伤。总领馆提醒在美中国公

民避免卷入性侵害，当心并妥善应对性侵害。 

 

（一）性侵害定义 

● 根据美司法部定义，性侵害（Sexual 

Assault）是指联邦或州法律禁止的任何未经同

意的与性相关行为，受害者丧失许可或拒绝能

力的也包括在内。性侵害包括性骚扰、性侵犯强

奸等。 

● 侵害者多为受害者认识的人，可能是熟人、朋友、同事、亲

人或伴侣等，有时也可能是陌生人。 

● 性侵害可能以暴力或胁迫方式，也可能为口头、肢体暗示等

非接触方式。 

● 虽然大多数有记录的性侵案是男性侵害女性或儿童，但男性

也可能是性侵害受害者。 

（二）性侵害行为 

下列言行涉嫌性侵害： 

● 与未成年人（加州为 18 周岁）的任何形式的性接触。即使有

对方同意，同样涉嫌性侵害 （Statutory Rape） 

● 与没有判断能力者的任何形式的性接触，包括因饮酒、服药

等而失去智力能力者、因入睡等而无法反应者。 

● 未经同意与他人的任何形式的性接触。 

● 企图强奸或实施强奸。 

https://www.cdc.gov/violenceprevention/pdf/SV-Factsheet.pdf
https://www.justice.gov/ovw/sexual-assault#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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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胁迫。 

● 与儿童性接触。 

● 不必要的身体接触等。 

性侵害还包括任何强迫他人非自愿参与性活动的行为或意愿，

包括言语或视觉上的侵害，也可能是非接触式的侵害，如：性偷窥、

性裸露癖、性骚扰或性威胁、强迫公开裸照或给他人发骚扰性短信、

图片等。 

（三）如何防范 

● 保持警惕。了解并关注周围安全状况，避免前往黑暗偏僻的

地方。 

● 外出前应与亲友提前沟通并告知出行安排，及时报告平安。 

● 相信直觉。设法尽快离开有性侵害倾向的人。 

● 尽量不在夜晚外出，特别是单独外出。如需也宜与朋友结伴

而行。 

● 谨慎交友，尽量避免和陌生人单独约会。如需也宜选择在公

共场合见面。 

●不要喝陌生人给予的饮料，当心饮用

Rohypnol, GHB 等无味无色的麻醉药。 

● 不要吸毒，尽量不要饮酒，或量力而行少

喝酒。在不省人事的情况下容易发生性侵害。  

● 上车前注意观察周围及车内是否有人，确认安全，夜晚尤需

注意。把汽车设定为单开驾驶门（其它门手动打开）。 

● 在室内时，尽量关闭窗户并注意视线遮挡，避免他人看到室

内情况。 

● 到访应事先预约，警察登门也需要有搜捕令。在有人敲门时，

要先确认对方身份。独处时尤要当心。 

（四）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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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侵害受害者有以下权利： 

● 受到有尊严的对待。 

● 隐私权得以保护，包括有权拒绝回答性侵害相关的问题。 

● 寻求帮助时的对话得到保密。 

● 有权决定是否报警。 

● 不因种族、年龄、阶层、性别或性取向而

受到歧视。 

● 请求性侵害咨询人员陪伴前往医疗、执法机构等。 

● 要求信任的人陪伴检查就医。 

● 询问了解化验、检查、治疗、警方报告等情况并得到答复。 

● 无论对方和你是什么关系，均应被视为性侵害受害者。 

2、应对办法 

● 坚定拒绝性暗示或骚扰举动，拒绝时不要羞涩、含蓄，而要

明确、坚定。 

● 如处境危险或受到性侵害，应尽量设法离开并前往感到安全

的地方。 

● 设法寻求帮助，给信任的朋友、家人打电话，或向学校、工

作单位等相关部门报告。 

● 尽快前往医院或诊所寻求救治，避免疾病传播或怀孕，并搜

集证据。 

● 有权选择是否报警。如选择报警，可拨打 911，或向当地警察

局报案。 

● 请记住，受到侵害不是受害者本人的过错。受害人可寻求当

地政府或社会资源的帮助。 

以下 24 小时性侵害热线的接线员接受过专业训练，有翻译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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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虐待和乱伦全国网络—RAINN 全国性侵害免费热线：1-

800-656-4673（HOPE），或 24 小时在

线咨询。 

全国犯罪受害人中心：1-800-394-

2255（FYI-CALL），1-800-

211-7996 (聋哑人电话) 。 

妇女健康办公室：1-800-994-9662。 

● 如有需要，请咨询心理医生，或聘请律师维护自身权益。 

请点击了解各州反性侵害机构及联系方式。点击这里，更多帮

助资源，请点击这里。 

点击访问卫生部和司法部网站，了解校园性侵害的有关信息。

点击这里，了解预防儿童性侵害的相关信息。 

（五）法律处罚 

性侵害犯罪是十分严重的犯罪，处罚严厉。 

美国美联邦法律对性侵害犯罪的有专门的立法。联邦法律规定

最多可判处犯罪分子 20 年监禁的处罚、罚款、赔偿受害人医疗等费

用等处罚。各州对性侵害犯罪也有自己的立法，且各有差异。了解各

州法律，请点击这里。 

根据联邦性犯罪者登记和通知法案—SORNA 和加州梅根法案，

性犯罪分子释放后须严格按要求在其居住、就业、上学等各司法管辖

区进行登记或更新个人信息及犯罪历史，供公众上网查询。未登记或

更新其信息的性犯罪者可被判处最高 10 年监禁及罚款。请点击登陆

联邦或各州犯罪分子登记网站，查询犯罪分子信息。 

  

 2018 年 5 月，南加州大学校

医被曝在过去 30 年里对大量女

学生性侵，超过 300 名学生检举

校医。 

https://www.rainn.org/
https://hotline.rainn.org/online/
https://hotline.rainn.org/online/
http://victimsofcrime.org/
https://www.womenshealth.gov/relationships-and-safety/sexual-assault-and-rape
https://www.womenshealth.gov/relationships-and-safety/get-help/state-resources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fw/yjdh/
https://www.rainn.org/national-resources-sexual-assault-survivors-and-their-loved-ones
https://www.womenshealth.gov/relationships-and-safety/sexual-assault-and-rape/college-sexual-assault
https://www.justice.gov/ovw/protecting-students-sexual-assault
https://www.rainn.org/articles/child-sexual-abuse
https://www.ussc.gov/sites/default/files/pdf/training/primers/2015_Primer_Sex_Offense_Abuse.pdf
https://statelaws.findlaw.com/criminal-laws/sexual-assault.html
https://www.justice.gov/criminal-ceos/sex-offender-registration-and-notification-act-sorna
https://www.meganslaw.ca.gov/About.aspx
https://www.nsopw.gov/?AspxAutoDetectCookieSupport=1
https://www.nsopw.gov/en-US/Reg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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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死亡善后程序  

     

身在国外，安全第一。虽然我们不愿意看到死亡事故

发生，但令人痛心和遗憾的是，中国公民在国外因疾病、突

发事故意外死亡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我们完全理解亲属在短时间内难

以抚平失去亲人的伤痛。事故发生后，当务之急是尽快妥善处理逝者

后事。鉴于在国外处理此类事件情况较为复杂，现将有关程序摘要说

明如下： 

 

（一）尸检丧葬 

● 尸检。对突发死亡、暴力致死、非正常死亡等死亡案件进行尸

检是法医的职责（了解加州尸检详细规定，请点击这里）。因宗教信

仰等原因拒绝解剖的，应尽早提出。如法医认定无须尸检而亲属要求

的，可自行申请因私尸检。了解洛杉矶县医学检验部的详细信息，请

点击这里。 

● 丧葬。在接到死亡通报后，亲属应尽快联系法医指定的丧葬公

司或自行联系其他丧葬公司接收遗体，并尽早决定遗体处理方式。检

验完成后遗体将被运往丧葬公司。 

● 处理。可选择的遗体处理方式包括：土葬、火葬、海葬、树葬

等。费用因地区、公司、处理方式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通常而言，

在当地火化是最经济便捷的处理方式。建议径询丧葬公司并自行做出

决定。了解洛杉矶县的丧葬费用情况，请点击这里。 

（二）骨灰运送 

亲属可选择自行携带骨灰或通过航空公司、快递公司运送骨灰。

具体事宜，请径与有关公司联系洽询。 

http://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codes_displaySection.xhtml?lawCode=GOV&sectionNum=27491.
http://mec.lacounty.gov/wps/portal/mec
http://www.fcasocal.org/los-angeles-coun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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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境。如自行携带回国，安检人员只能通过 X 光机安检确认。

因此，骨灰盒材质须使用可穿透 X 光的无铅材质。根据中国检验检疫

相关规定，建议将骨灰存放于塑料、大理石等材质的骨灰盒或特制的

袋子中，不要使用木质或金属类骨灰盒，以免影响入境检查。 

● 入境。亲属或受托承运人携带骨灰入境时，需向海关申报并

提供当地卫生检疫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书、火化证明书。 

（三）遗体运送 

跨国运送遗体费用高昂、手续繁琐。遗体运送通常由亲属或其

委托的丧葬公司自行联系航空公司了解相关服务及具体要求并做出

决定。 

● 出境。跨国运送遗体需符合两国有关法规，通常需提交死亡证

明、按要求包装棺木并提前运送到机场，办理离境清关手续。了解美

联航的跨国遗体运送信息，请点击这里。 

● 入境。跨国运送遗体进入中国内地需遵守《关于尸体运输管理

的规定》。遗体需作防腐处理并放在有锌皮的密封棺木内。自境外运

入遗体及殡仪事宜，统一由中国殡葬协会国际运尸网络服务中心负责。

死者亲属或承运人需径与该机构联系办理（点击了解联系方式）。 

如欲将遗体运送回香港，请点击香港特区政府一站通网页或特

区政府食物环境署网页，了解详细要求。 

（四）死亡证明 

● 处理死者在中国境内相关事务，如办理保险理赔、银行销户、

遗产继承等，通常需要提交死亡证明书。可根据需要，申请办理多份

死亡证明书。 

● 死亡证明书系美国政府机构出具的文件，送往中国内地使用

前，亲属或受托丧葬公司应在美国务院或相应州务卿办公室办理文书

认证之后按领区划分送至相应使领馆办理领事认证。 

https://www.unitedcargo.com/shipping/productsAndShipping.jsp?name=TrustUA&type=product
http://www.chinabz.org/gjyszx/gystysgldgd.html
http://www.chinabz.org/gjyszx/gystysgldgd.html
http://www.chinabz.org/gjyszx/
http://www.chinabz.org/gjyszx/cyr.html
https://www.gov.hk/tc/residents/immigration/bdmreg/death/serviceforbereaved.htm
http://www.fehd.gov.hk/tc_chi/cc/info_body.html
http://www.fehd.gov.hk/tc_chi/cc/info_body.html
http://www.publichealth.lacounty.gov/dca/dcadeath.htm
http://www.china-embassy.org/eng/ywzn/lsyw/gzrz/aoc/
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zmzlglj/t84176.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jfw/news/chinaauthen/t14472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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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往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使用的文书，无需办理领事认

证。有关文书经美国当地机构公证，并经美国务院或相应州务卿办公

室办理附加证明书（Apostille）后，即可直接使用。 

（五）其他事项 

● 根据规定，死者配偶、子女、父母等直系亲属有权依法定继承

顺序处理善后。应亲属请求，总领馆可协助催办签证。是否颁发签证

由美国驻华使领馆决定。 

● 如亲属不能来美处理后事，可书面委托当地亲友或丧葬公司

代为办理遗体火化、骨灰或遗体运送等事宜。如受托人或丧葬公司需

要，授权委托书可能需经国内公证机关公证并经外交部或其授权的地

方外办以及美驻华使领馆双重认证。 

● 领事官员将按规定为当事人提供必要领事协助。如对死因有

疑问，可当面、书面或在必要时聘请律师向当地司法部门提出，领事

官员可协助转交书面意见，但不能对死因进行调查。 

● 如死亡涉及刑事犯罪并已在当地提起诉讼，应聘请律师，密切

跟进庭审。如对庭审情况或判决结果不满，可请律师代为上诉。领事

官员在当地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可应亲属请求旁听庭审，转达亲属意

见，但不能代替亲属出庭。 

● 关于死者后事处理的相关决定均应由亲属做出并自行承担责

任。死者亲属如来美处理后事，应承担所有相关费用，通常包括但不

仅限于以下：亲属来美签证、国际旅费、食宿、交通费、翻译费（如

选择）、律师费（如选择）；死者丧葬费、骨灰或遗体运送费、死亡

证明等办证费用等。 

● 由于国外法律规定不同，长期不处理遗体无助于解决问题，当

地有关部门还可能根据当地法律规定，在一定期限内自行处理遗体

（如埋葬或火化）。 

了解更多关于在美丧葬的信息，请点击这里。 

http://www.china-embassy.org/eng/ywzn/lsyw/gzrz/aoc/
http://www.china-embassy.org/eng/ywzn/lsyw/gzrz/aoc/
http://cs.mfa.gov.cn/zggmcg/lsrz/
http://cs.mfa.gov.cn/zggmcg/lsrz/
http://www.us-funera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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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寻求领事保护与协助须知  
 

出国安全首先是公民自己的责任，预防是最好的保护。总领馆

呼吁每一位到访我馆领区的中国公民注意人身、财物安全，防范事故

的发生，鼓励中国公民在遇到事故时，冷静应对，主动寻求各种资源

的帮助，妥善处置 

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是总领馆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求助者

在向驻外使领馆寻求领事保护与协助时，亦应如实、准确地提供信息，

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负责。特别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在遇危急时拨打应急电话。总领馆领事

保护与协助应急值班电话仅处理涉及中国公民的

危急事件，如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等。求助者可以是

但不仅限于中国公民。遗失护照等非危急事件，请

通过电子邮件等其他方式联系我馆相关部门。 

（二）如实呈报当事人身份信息。领事保护与协助对象（下称

“当事人”）或求助者应如实提供当事人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户籍

所在省（区、市），以及护照号码等尽可能详细的身份信息。 

（三）准确告知当事人安危情况。事件发生后，最重要也是我

们最关心的是当事人的安危。请准确提供当事人当前健康、安危状况，

以及所在具体地点，以便领事官员了解并正确判断。 

（四）尽可能详细介绍事件情况。请准确告知事件发生的时间、

具体地点、简要案情经过；警方（如已报警）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您

或他人已经或正在为当事人提供帮助的情况；事件的最新进展等。 

（五）告知当事人或您本人诉求。请注意明确告知当事人或求

助者本人的具体请求事项。建议点击了解领事官员可以为您做什么，

以及领事官员不可以为您做什么。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lgxx/bglq/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fw/yjdh/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lgxx/lxfs/
http://cs.mfa.gov.cn/lsbhzn/t873386.shtml#dsanbf
http://cs.mfa.gov.cn/lsbhzn/t873386.shtml#dsi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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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告知当事人出国相关情况。如可能，请告知当事人出国

事由，如公派或自费出国，参团或自由行等；拟回国日期及出境机场；

国内工作单位名称、美国接待方及其联系方式等。 

（七）告知当事人近亲属情况。如可能，请告知当事人法定近

亲属或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姓名、联系方式；其近亲属或监护人是否已

知悉事件及当事人情况；在美国亲友（如有）的姓名、联系方式等。 

（八）注意准确提供联系方式。请准确提供当事人或求助者的

手机号等最方便的联系方式；求助者还应告知与当事人的关系。请确

保所提供的联系方式畅通。如案件有新的进展，应主动、及时向总领

馆通报。 

（九）当事人和求助者隐私受保护。领事官员在履行领事职责

时，将严格依法、依规保护当事人、求助者的个人隐私。请注意，任

何不实呈报、瞒报可能误导领事官员或相关方

面，影响领事保护或协助效率。 

（十）当事人或监护人应承担责任。驻外使领馆根据《中国领

事保护和协助指南》（PDF）为境外中国公民提供必要的领事保护与

协助。当事人或其近亲属（监护人）应自行决定是否采纳总领馆的意

见或建议，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包括但不仅限于费用开支等。 

（十一）善用当地社会或政府资源。中国公民在国外受当地法

律法规管辖，应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在国外遇到困难时，亦应主动向

亲友、接待单位或个人、学校、社区、援助机构等社会资源和警方等

官方资源寻求帮助，依法、合法、理性地维护自身权益。 

  

http://cs.mfa.gov.cn/zggmzhw/lsbh/lbsc_660514/P020180821390129019630.pdf
http://cs.mfa.gov.cn/zggmzhw/lsbh/lbsc_660514/P02018082139012901963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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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领区政府社会资源  

 

（一）政府 

州/地区 县/岛（点击浏览地图） 政府网站 警方 

Southern 
California 

（加利福

尼亚州南

部 10

县） 

Los Angeles 洛杉矶县 点击这里 点击这里 

Orange 橙县 点击这里 点击这里 

San Diego 圣地亚哥县 点击这里 点击这里 

Riverside 里弗赛德县 点击这里 点击这里 

San Bernardino 圣贝纳迪诺县 点击这里 点击这里 

Ventura 文图拉县 点击这里 点击这里 

Santa Barbara 圣巴巴拉县 点击这里 点击这里 

San Luis Obispo 圣路易斯·奥比

斯堡县 
点击这里 点击这里 

Kern 克恩县 点击这里 点击这里 

Imperial 因皮里尔县 点击这里 点击这里 

New Mexico（新墨西哥州） 点击这里 点击这里 

Arizona（亚利桑那州） 点击这里 点击这里 

Hawaii（夏威夷州） 点击这里 点击这里 

太平洋岛

屿 

Guam（关岛） 点击这里 点击这里 

CNMI（北马里亚纳群岛） 点击这里 点击这里 

American Samoa（美属萨摩亚） 点击这里 点击这里 

  

 

http://www.ca.gov/
http://www.ca.gov/
https://goo.gl/maps/5k8H8Wsa4b82
https://www.lacounty.gov/
http://www.lasd.org/
https://goo.gl/maps/FZ5wYXqRJB42
https://www.ocgov.com/
https://www.ocsd.org/
https://goo.gl/maps/r34uTN3UJFN2
http://www.sandiegocounty.gov/
https://www.sdsheriff.net/
https://goo.gl/maps/JJS65K1Jik42
http://www.countyofriverside.us/
http://www.riversidesheriff.org/
https://goo.gl/maps/83Tr3tgewgB2
https://www.sbcounty.gov/
http://wp.sbcounty.gov/sheriff/
https://goo.gl/maps/yemBpmo9FJp
http://www.ventura.org/
http://www.vcsd.org/
https://goo.gl/maps/bxR4hFoNizj
https://www.countyofsb.org/
https://www.sbsheriff.org/
https://goo.gl/maps/zLCW74kCme32
http://www.slocounty.ca.gov/
http://www.slosheriff.org/
https://goo.gl/maps/ZJSbXTqQG3A2
https://www.kerncounty.com/
http://www.kernsheriff.org/
https://goo.gl/maps/mweQCU7NE2n
http://www.co.imperial.ca.us/
http://www.icso.org/
https://goo.gl/maps/zTLuwHJtivK2
http://www.newmexico.gov/
https://www.sp.nm.gov/
https://goo.gl/maps/fPpZrM2MyCU2
https://az.gov/
https://www.azdps.gov/
https://goo.gl/maps/P19U7bJDHZ22
https://portal.ehawaii.gov/
http://dps.hawaii.gov/
https://goo.gl/maps/CShFZ6B4nKm
http://www.guam.gov/
http://gpd.guam.gov/contact-us/
https://goo.gl/maps/wBu8721RkHJ2
http://gov.mp/
http://www.dps.gov.mp/bmv/recid
https://goo.gl/maps/4bvezV5ghzs
https://www.americansamoa.gov/
https://www.americansamoa.gov/department-of-public-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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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用公共服务电话 

火、警、急救，遇险紧急求助：911 

投诉、纠纷等非紧急求助：311 

查号台：411 

了解出行信息：511 

（三）全国求助热线 

联邦贸易委员会消费者投诉：877-382-4357 

全国犯罪受害人中心：800-394-2255；800-211-7996 (聋哑人) 

全国反家暴热线：800-799-7233；800-787-3224 (聋哑人) 

全国性侵害热线：800-656-4673 

全国失踪和被迫害儿童中心：800--843-5678 

各州消费者保护机构 

各州法律援助机构 

  

https://www.911.gov/
https://go511.com/
https://www.ftccomplaintassistant.gov/Information#crnt&panel1-1
http://victimsofcrime.org/
https://www.thehotline.org/contact/
https://www.rainn.org/
http://192.168.3.20/wcm/v5.3/editor/editorForV5/www.missingkids.com
https://www.usa.gov/state-consumer
https://www.lawhelp.org/find-help/


 
 

74 

三、驻美国大使馆、总领馆  

 

请点击这里，浏览“中国领事服务网”美国国别信息。 

目前，中国在美国设有大使馆和 5 个总领事馆，负责各自辖区

内的领事业务。 

驻美国使馆 

驻纽约总领馆 

驻芝加哥总领馆 

驻旧金山总领馆 

驻洛杉矶总领馆 

驻休斯顿总领馆 

了解驻美使领馆领区详细划分，请点击这里。 

 

     

外交部领事司公众微信号    驻美国大使馆公众微信订阅号 

 

http://cs.mfa.gov.cn/zggmcg/ljmdd/bmz_655327/mg_656793/
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
http://newyork.china-consulate.org/chn/
http://www.chinaconsulatechicago.org/chn/
http://www.chinaconsulatesf.org/chn/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
http://houston.china-consulate.org/chn/
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zmzglj/t841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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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驻洛杉矶总领馆  

 

（一）总领事馆 

办公地址：443 Shatto Place, Los Angeles, CA 

90020。  

办公时间：上午 9:00—12:00，下午 2:00—5:00。  

联系总领馆具体部门，请点击这里。 

 

（二）领事保护 

在我馆领区内的中国公民在遇紧急情况时，如需联系驻洛杉矶

总领事馆，请拨打领事保护应急电话：+1（213）807-8052。 

本号码仅限在我馆领区内的中国公民在遇紧急情况时使用。涉

中国公民非紧急事务联系侨二组（领事保护），请电邮：

consulatelosangeles@gmail.co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
https://goo.gl/maps/y76gRjuAu5z
https://goo.gl/maps/y76gRjuAu5z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lgxx/lxfs/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fw/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lgxx/bglq/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fw/yjdh/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lgxx/bglq/
mailto:consulatelosangeles@gmail.com


 
 

76 

（二）领事证件 

办公地址： 3rd Floor, 500 Shatto Place, Los 

Angeles, CA 90020。  

  对外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上

午 9:00—下午 2:00。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jfw/
https://goo.gl/maps/Q6bPHqXGS342
https://goo.gl/maps/Q6bPHqXGS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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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们深感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责任重大，

也希望公众在阅读本书过程中进一步了解、理解、支持和配合领事保

护与协助工作，特别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中美在法律体系等方面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通常中国法律

禁止的行为通常也为美法律所不允许，但两国法规又有所不同，且各

州之间存在差异，建议来美前了解美国法律法规，在美期间注意遵法

守法，尊重并配合美执法人员。 

二、安全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安全。在国内或其他国家存在

的安全风险，在美国也可能同样存在，而且具有美国自身的特点。建

议访问中国领事服务网和驻美使领馆网站，主动获取相关信息并做好

相应准备。 

三、安全和危险仅一步之遥。安全事故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

因素，不少领事保护案件事实上至少具备高风险人群、时间、地点和

事件（Who、When、Where、What）中的一个或多个因素。建议在美

期间注意规避高风险因素。 

四、涉及中国公民的领事保护与协助案件有大有小，但给当事

人本人造成的损失通常无可挽回。事实表明，盲目、粗心、侥幸和自

负是安全事故的常见原因。建议增强主动防范意识，及时避开风险因

素，确保人身、财产安全。 

五、驻外使领馆在职责范围内开展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不少

涉案问题需要通过当地执法部门或律师协助解决。谨言慎行、确保平

安、妥善应对首先是公民自己的责任。 

编者 

2018 年 9 月 10 日 

http://cs.mfa.gov.cn/
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zmzglj/t84176.htm
http://cs.mfa.gov.cn/zggmzhw/lsbh/lbsc_66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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