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东欧成员国对华签证及入境规定 
（更新于：2020 年 3月 12日） 

 

国家 对中国公民签证及入境措施 

阿尔巴尼亚 

（1）由于目前与冠状病毒爆发有关的情况以及中国当局采取的预防措施，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在此期间的领

事服务受到限制。在线申请可以选择阿尔巴尼亚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和阿尔巴尼亚驻阿布扎比大使馆，为那些在

中国的非居民提供签证和其他领事服务。 

（2）1月 24日,阿尔巴尼亚卫生和社会保障部公告称，阿相关主管部门将采取预防措施，防止病毒向阿传播。

地拉那国际机场等口岸已加强边境检查力度，开始对来自中国等国的乘客进行无差别体温筛查，一旦发现疑似病

症将立即采取措施隔离就医。要求所有从出现病例国家来阿的公民居家观察 14天。 

（3）自 3月 9日起至 4月 3日，中止与意大利北部航空、海运往来，要求所有来自意大利“红色隔离区”的人

员强制自我隔离 

（4）入境阿尔巴尼亚时，积极配合阿方相关防疫措施。如遇询问，请如实告知本人健康状况及旅行、居住史等

情况。返阿的中国公民如曾到过湖北等地区或曾与前往湖北等地区人员有过接触，建议居家观察，避免前往人员

密集场所。 

（5）切实提高疫情防范意识，通过官方、正规渠道密切关注疫情有关情况，根据国家卫生医疗部门建议采取有

效防范措施。如出现疑似病情或相关感染症状，请务必及时就医、告知实情并联系使馆。阿尔巴尼亚综合急救电

话 112，医疗急救电话 127。 

信息来源： 

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http://www.ambasadat.gov.al/china/en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http://al.chineseembassy.org/chn/ 

国家移民局：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波黑 
（1）升级边境检疫措施，边防警察将登记从中国入境波黑的在波逗留地点 

住址、联系方式等信息，并向波黑民政部、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卫生部门进行通报 

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2）请在 2019年 12月 12日之后抵波黑的湖北籍人员尽快联系中国驻波黑使馆报备个人信息。信息应包括：姓

名、出生日期、籍贯、护照号码、入境波黑和出境波黑时间、行程安排、回国日期和航班、联系电话、回国意愿、

是否有新型肺炎疑似症状等。如系团组旅行，请由团组负责人统一报备。请在波湖北籍中国公民尽快将上述信息，

如实准确发至以下电子邮箱：cnembbh2@gmail.com。如不便使用电子邮箱，也可发送短信至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

电话：00387-62-442353。相关中国公民可通过上述任一方式备案，无需重复报备。 

（3）请近期从可能接触病毒感染者地区来波的中国同胞自觉居家观察 14天，并每日自测体温。 

（4）请在波生产经营的中资企业和华商积极采取预防措施，加强营业场所消毒、通风，控制人员密度。 

（5）如出现疑似感染症状，请不要擅自外出，拨打波黑急救电话 124或当地卫生部门电话，积极配合检测、治

疗。如确诊或被隔离观察，请尽快联系中国驻波黑使馆。 

信息来源： 

中国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大使馆：http://ba.chineseembassy.org 

国家移民局：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保加利亚 

（1）在各主要机场对抵保中国公民以及去过中国和其他确诊新型病毒感染地区的外国人进行全面检疫检查，如

发现高烧或其他症状，相关人员将被立即送往索非亚军事医学科学院或瓦尔纳市和布尔加斯市的相应医疗机构。

其他来自受影响国家但没有疾病迹象的人员将进行居家隔离，由全科医生进行为期 14 天的跟踪检查。索非亚军

事医学科学院传染病科（ВОЕННОМЕДИЦИНСКА АКАДЕМИЯ），地址：Sofia，ul. "Sveti 

Georgi Sofiyski" 3, 电话：02-9226000，网址：www.vma.bg。 

（2）提醒旅保中国公民： 

 密切关注疫情动态，提高防范意识，科学冷静应对，不信谣，不传谣。结合中保两国卫生部门建议

和自身情况做好相应防护，保持个人卫生，尽量避免前往人群密集场所，减少不必要外出和长途旅

行。 

 加强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意识。中资企业和华商根据当地政府和管理部门要求，积极采取预防措施，

加强办公营业场所消毒和通风，控制人员密度，维护公共卫生。 

 入境保加利亚时应如实报告身体状况、旅行历史和其它相关个人信息，配合防疫检查，从国内或其

他疫情严重国家和地区来保的同胞自觉居家（住所）隔离 14天，配合社区医生或本地卫生部门监管。 

 保加利亚境内紧急救助电话：112，中国驻保加利亚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359-882055378。 

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3）为及时提供领事保护和协助，从发布之日起至 3月 25日晚 12时（保加利亚时间），旅保中国公民可通过以

下链接或扫描微信二维码填写问卷，向使馆登记个人信息。 链接地址：https://wj.qq.com/s2/5586588/aeb4/ 

信息来源： 

中国驻保加利亚共和国大使馆：http://www.chinaembassy.bg/chn/default.htm 

国家移民局：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克罗地亚 

（1）在各入境口岸加强对入境人员的医疗检查和询问，包括对过去 14天内增到访中国大陆的旅客进行体温测量、

填报健康状况申报表等，如发现发烧、呼吸困难等疑似症状者，将在接受专业检查后决定是否采取隔离措施。 

（2）过去 14 天内曾到访中国大陆、韩国，以及上周曾到访意大利伦巴第、威尼托地区且 2 月 23 日后入境克罗

地亚的人员，居家隔离 14天并每日向所在辖区流行病学假报告健康状况。 

（3）要求来自中国大陆（不含湖北省）及香港，意大利威尼托、皮埃蒙特、艾米利亚-罗马涅、特伦蒂诺-上阿

迪杰、马尔凯地区，韩国（不含大丘市、清道郡），日本和新加坡的入境人员居家隔离 14天，并每日向所在辖区

流行病学专家报告健康状况。 

（4）要求来自中国湖北省，意大利伦巴第、摩德纳、帕尔马、皮亚琴察、雷焦艾米利亚、佩萨罗、里米尼、乌

尔比诺、亚历山德里亚、阿斯蒂、诺瓦腊、韦巴诺-库西奥-奥索拉、韦尔切利、帕多瓦、特雷维索、威尼斯、博

尔扎诺地区，韩国大丘市及清道郡，德国北威州海因斯贝格市，伊朗的入境人员强制隔离 14天。 

（5）提醒 14日内从国内返克人员，积极遵守克方疫情防控要求和规定，同时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呼吁在克华侨

华人、中资机构人员在疫情期间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聚会与旅行，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地区，减少乘坐飞机等

密闭式交通工具，防范发生交叉感染。先期已订好回国机票且必须回国的同胞，请务必提前向国内户籍地、常住

地政府报备，同时亦向使馆备案，入境后请配合遵守我国内各项防控措施。对于已出现发热、咳嗽、气促等疑似

症状的同胞，建议留在当地积极治疗。使馆登记备案办法：请在克侨胞向白鹏（联系电话：00385-1-4693014）

登记备案，中资机构人员向张宇（联系电话：00385-1-4693008）登记备案。登记备案内容为：姓名、出生日期、

籍贯、护照号码、回国行程、联系电话等信息。 

信息来源： 

中国驻克罗地亚共和国大使馆：http://hr.chineseembassy.org/chn 

http://www.chinaembassy.bg/chn/default.htm
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国家移民局：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捷克 

（1）自 1月 30日起，暂不受理中国公民签证申请。所有捷克签证申请中心也将关闭，开启时间视情况而定另行

通知。 

（2）捷克共和国卫生部指示捷克共和国驻北京大使馆，捷克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捷克共和国驻成都总领事

馆和捷克共和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不接受签证和居留许可的申请，并且包括签证签发在内不进行处理亦不对其做

出决定。 

（3）捷克内政部暂停对上述外交使团提交的申请进行决策。该保护措施在另行通知前保持有效。 

（4）在捷中国公民如出现可疑症状（如发热、咳嗽、胸闷、呼吸困难、恶心呕吐、腹泻、头痛、四肢酸痛等），

请及时就医并积极配合院方相关调查，亦可致电+420 155 寻求紧急救护。如系确诊或疑似新冠肺炎病例，请及

时通知中国驻捷克使馆（中国驻捷克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420 728939951）。 

信息来源： 

中国驻捷克共和国大使馆：http://cz.chineseembassy.org/chn/ 

捷克共和国驻华大使馆：www.mfa.cz/beijing 

国家移民局：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爱沙尼亚 

（1）已采取了在机场、港口等口岸对入境人员测量体温等措施，加强疫情监测。 
（2）近期自国内或其他疫情严重国家和地区来爱的同胞请遵守爱卫生局要求，居家隔离观察14天。如出现发热、
干咳、乏力、呼吸困难等疑似症状或与确诊、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建议不要擅自外出或自行就医，应及时拨打
家庭医生专线1220寻求指导帮助，积极配合检测治疗。如被确诊或列为密切接触者，请及时向使馆通报。爱急救、
报警电话：112，驻爱沙尼亚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372-5114016。 
信息来源： 
中国驻爱沙尼亚共和国大使馆：http://www.chinaembassy.ee/chn/ 

希腊 

（1）在机场设置体温检测器，加强对来自中国旅客的检疫力度。 

（2）在希中国公民如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并通过电话通知中国驻希腊使馆，无需到馆登

记。希腊卫生部联系电话：+30 2105212195、+30 6936938116，希腊境内医疗急救电话 166，驻希腊使馆领事保

护电话 0030-6973730680。 

（3）近期从国内返希的侨胞，建议自觉居家隔离 14天，待观察期结束且无疑似症状再来办理业务。可通过领事

部咨询电话（0030-2106747606，接听时间：9:00-12:00）提前进行相关领事业务咨询。如有紧急办理事项，可

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http://cz.chineseembassy.org/chn/
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先通过领事部咨询电话联系，使馆将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妥善安排。 

（4）在办理业务过程中，如领事部工作人员发现个别申请人有感冒、咳嗽、发烧等疑似症状，将对该申请人进

行体温检测，请自觉配合。 

（5）对近期自国内返希或临时来希出差、旅游的申请人，领事部工作人员将询问了解近期国内旅行史。如在 15

天内有湖北省旅行史，或者与确诊或疑似新冠肺炎人员有接触情况，请主动告知工作人员。 

信息来源： 
中国驻希腊共和国大使馆：http://gr.china-embassy.org/chn/ 

国家移民局：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匈牙利 

（1）在布达佩斯李斯特国际机场以及各边境口岸架设体温监测设备并设立隔离区，对14天内有中国旅行史的入
境旅客进行体温监测，发现疑似病例立即隔离送医。 
（2）3月12日匈牙利政府发布消息，除本国国籍居民外，禁止来自中国、意大利、韩国及伊朗人员入境。 
（3）提醒旅匈中国公民： 

 请在匈生产经营的中国企业和华商积极采取预防措施，加强营业场所的消毒和通风，控制人员密度。 
 请近期自国内或其他疫情严重国家和地区来匈的同胞自觉居家隔离14天。 
 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呼吸困难等疑似症状，请不要擅自外出，应及时联系家庭医生或拨打匈卫

生中心绿色热线，积极配合检测治疗，科学冷静应对，避免恐慌。如被确诊或被隔离观察，请第一时
间联系中国驻匈牙利使馆。匈国家卫生中心绿色热线：+36-80-277455/277456，匈急救电话：104，
布达佩斯传染病医院及地址：Szent László Kórház，1097 BP. Albert Flórián út 5-7.电
话：+36-10-4558100，中国驻匈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36-30-6925414。 

信息来源：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http://www.chinaembassy.hu/chn/ 

国家移民局：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拉脱维亚 

（1）入境拉脱维亚时应积极配合机场和口岸可能采取的检查检疫措施；如近期（14天内）进出过疫区，出现疑

似感染症状（发烧、喉咙痛、咳嗽或呼吸困难等）可立即拨打急救电话（113），赴拉脱维亚指定医院里加东方医

院（地址： Hipokrāta iela 2, Rīga, LV-1038；电话: 67000610）就诊，儿童可赴指定的里加儿童医院（地

址：Vienības gatve 45, Rīga, LV-1004, Latvija；电话：80708866 ）就诊。同时致电中国驻拉使馆领事保

护与协助电话 26189539 

信息来源： 

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http://www.chinaembassy.hu/chn/
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中国驻拉脱维亚共和国大使馆：http://lv.chineseembassy.org/chn/ 

立陶宛 

（1）在机场等口岸采取体温筛查等防控措施，严防携带病毒者入境。 

（2）自 1月 31日起，拉脱维亚驻华使馆领事处关闭，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3）在立期间，如有发热等不适症状及时就医并向使馆通报情况，以便提供必要保护和协助。 

（4）以下三类人员返立需向驻立使馆即时登记备案：1、2019 年 12 月底以来曾前往或经停湖北的人员；2、近

期在国内与湖北等疫区人员有过密切接触人员；3、抵立两周内出现发热、咳嗽、无力等症状人员。华侨华人、

赴立游客联系人：孙燕菁，联系电话：00370-61630800，中资企业人员联系人：岳峰，联系电话：00370-65438950。 

登记备案内容为：姓名、性别、年龄、国籍、证件号码、出发地、中转地、目的地、交通工具及班次/车次、身

体状况、联系电话、可能病因及在医院接受治疗等情况。立紧急救援电话 112；中国驻立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

话 00370-68607740； 

信息来源： 
中国驻立陶宛共和国大使馆：http://lt.china-embassy.org/chn/default.htm 
立陶宛共和国驻华大使馆：http://www.cn.mfa.lt/cn/en/ 
国家移民局：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黑山 

（1）自 3月 10日起，禁止来自意大利、西班牙、韩国、伊朗、中国湖北省的外国公民、居民入境。重点对以下

几类旅客进行健康问询：从出现疫情国家或地区抵达的、过去 14天与出现疫情地区人员接触的、与感染者及疑

似病例接触的、在医疗机构接受感染治疗的、去过活禽市场的旅客，对疑似症状的旅客将送医隔离。卫生检疫人

员对包括上述几类旅客在内的入境者进行健康检查，并发放《健康监测通知》。 

（2）卫生检疫人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入境口岸进行检疫：陆路：Ilino Brdo（波黑方向）、Dobrakovo（塞尔

维亚方向）、Debeli Brijeg（克罗地亚方向），航空：波德戈里察机场。如从其他口岸入境，有可能会面临更长

的等待时间。 

（3）黑山已将新型冠状病毒在黑传入风险等级上调为“高级”，并将在入境口岸施行更严格的检疫措施。中国

驻黑山使馆提醒近期来黑中国游客和在黑中国公民，注意根据自身健康状况合理安排行程，预留充足通关、检疫

时间；入境黑山时，如遇询问，请如实告知本人健康状况及旅行、居住史等情况；如在黑旅行期间有发热、咳嗽、

气促等症状，请及时就医，遇紧急情况可拨打黑急救电话 124，并遵医嘱采取下步计划。中国驻黑山使馆领事保

护与协助电话：0038269183007。如有相关需要，请与使馆联系，我馆将提供必要咨询和帮助。 

http://lt.china-embassy.org/chn/default.htm
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信息来源： 

中国驻黑山大使馆：http://me.chineseembassy.org/chn/ 

国家移民局：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北马其顿 

（1）在斯科普里机场对所有经伊斯坦布尔和迪拜中转来的中国方向乘客检测体温 

（2）如出现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疑似症状，请及时联系北马医疗卫生部门，听从专业医护人员建议，科学

理性应对，积极配合诊断治疗。在北马中国公民如被确诊或被隔离观察，请第一时间联系我馆，以便我馆提供必

要协助。北马其顿紧急救护电话：194，斯科普里传染病医疗中心：00389-78387194，驻北马其顿使馆 24小时领

事保护与协助电话：00389-70688761 

信息来源： 

中国驻北马其顿共和国大使馆：http://mk.china-embassy.org/chn/ 

国家移民局：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波兰 

（1）所有乘坐直航航班自中国抵达华沙肖邦国际机场的旅客在入境前须填写信息卡，提供详细准确的姓名、住

址、联系电话等信息。若果发现旅客有疑似症状或在其他必要情况下，机场要求旅客进行体检。 

（2）密切关注波卫生部（网址: https://www.gov.pl/web/zdrowie/ ）等官方机构最新信息，遵从波有关卫生

防疫建议和举措。如出现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疑似症状，立即自我隔离并寻求医疗救助。波兰国家卫生基金

（如怀疑冠状病毒）电话：0048-800190590。如有紧急情况，请联系中国驻波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热线电话：

0048-506957563或驻革但斯克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热线电话：0048-515290066。 

信息来源： 

中国驻波兰共和国大使馆：http://www.chinaembassy.org.pl/chn/ 

国家移民局：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罗马尼亚 

（1）所有人员入境时如实填写个人信息问卷调查表。 

（2）来自中国湖北省、浙江省（仅限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台州市）和意大利伦巴第大区、威尼托大区 11

个市镇的人员，入境罗马尼亚后将被带往指定地点隔离 14天。 

（3） 来自中国其他省市和意大利伦巴第大区、威尼托大区其他市镇的人员，入境后应自我居家隔离 14天。 

（4）自 3月 9日 12时起，航空公司有义务不允许从意大利、中国、伊朗、韩国（包括在上述四国转机）来罗的

外国乘客登机。 

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5）乘坐任何交通工具从意大利、中国、伊朗、韩国来罗的外国公民将个案处理，只有在满足进行医学隔离或

居家隔离的条件下方可被允许入境。 

（6）对持赴罗签证即将到期、却因航班取消暂时无法回国的中国公民：相关人员可尽快到其所在城市的移民分

局说明情况，罗方在核实情况后可视情为其延长签证停留期。 

（7）对罗居留卡即将到期、却因疫情原因暂时无法来罗的中国公民：根据罗《外国人法》，申请罗居留卡延期，

申请人必须本人亲自向罗移民部门提交材料。如罗居留卡过期，中国公民可通过申请罗长期签证来罗后，再重新

申请罗居留卡。 

信息来源：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http://kh.china-embassy.org/chn/lsfws/lingshifuwu/t1735654.htm 

国家移民局：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塞尔维亚 

（1）加强边境检查力度，在贝尔格莱德、尼什等机场和陆路边境检查站安装了热成像摄像头，进行无差别人员

体温筛查，一旦发现疑似病例将立即采取措施隔离送医。 

（2）请在 2019年 12月 12日之后抵达塞尔维亚的湖北籍中国公民尽快如实、准确向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报备个

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户籍地，护照号码、签证种类，基本行程（包括抵塞时间、回国日期

和航班等）、健康状况（有无发热、咳嗽等症状）、回国意愿、国内外联系方式等。如系团组旅行，建议由团组负

责人统一报备。可选择如下任一方式报备（相关报备信息将由我馆指定人员阅处）：1、直接在我馆微信公众号内

留言；2、发送邮件至 consulate_yug@mfa.gov.cn。3、发送短信至 00381-63590818。 

信息来源： 

中国驻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使馆：http://rs.china-embassy.org/chn/ 

国家移民局：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斯洛伐克 

（1）日前，斯洛伐克政府宣布斯驻华使馆和驻上海总领馆暂停受理包括通过签证中心提交的中国公民赴斯洛伐

克及其他申根国家签证申请，紧急人道事由和外交、公务等重要活动例外。重新对外开放签证业务时间有待通知。 

（2）近期由国内返斯，入境时请充分配合机场口岸可能采取的检查检疫措施；入境后在家自我隔离观察 14天，

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或集会。如出现疑似感染症状，请及时前往医院就医并告知实情，避免延误治疗。 

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斯洛伐克使馆寻求协助，中国驻斯洛伐克使馆领保电话：

00421-949693619。斯洛伐克急救电话：155 

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信息来源： 

中国驻斯洛伐克共和国大使馆：http://sk.china-embassy.org/chn/ 

国家移民局：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斯洛文尼亚 

（1）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北京，上海，广州斯洛文尼亚签证中心于 2月 24日起对外开放，其余签证中心暂时关

闭。斯洛文尼亚驻华大使馆领事签证处对外开放时间为周二和周四 9:00-12:00。如需办理业务，请提前通过邮

件预约: consular-beijing.mzz(at)gov.si。 

（2）提醒旅斯中国公民： 

 密切关注斯卫生部及公共卫生研究所等官方机构最新信息，遵从斯有关卫生防疫建议和举措。 

 如出现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疑似症状，立即自我隔离并寻求医疗救助，如有私人医生请径联系

私人医生，其他中国公民出现上述症状可拨打斯医疗急救电话：112。 

 有其他紧急情况，请联系中国驻斯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热线电话：0038630640601 

信息来源： 

中国驻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大使馆：http://si.china-embassy.org/chn/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驻华大使馆：http://www.beijing.embassy.si/index.php?id=40&L=16 

 

备注： 

1、此表国家排序按照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官网顺序。 

2、此表信息来源：外交部官网、国家移民局官网及各国驻华使馆官网。 

3、受疫情变化影响，此表仅供参考，请以外交部官网、国家移民局官网及各国驻华使馆官网最新更新为准。 

https://www.nia.gov.cn/n741435/n907688/n1234186/n1248051/index.html
http://si.china-embassy.org/ch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