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旅行与健康——2019年7月1日 

国家列表1 

向国际旅行者提出的疫苗接种要求和建议以及每个国家的疟疾情况 

引言 

本文件提供的各国信息包括各国就黄热病疫苗接种2对旅行者提出的要求和世卫组织的建议；以

及酌情对疟疾风险状况和预防工作的简要说明。此外，还包括每个国家针对其他有关疾病提出的要

求3,4。 

本文件系在征求缔约国意见后编制，其中包括世卫组织总部和各区域办事处技术单位的意见。

每年向各国征求意见，以确认或更新其对国际旅行者的要求。此外，面向国际旅行者的黄热病风险

分布图以及世卫组织建议已提交给“绘制黄热病风险地理分布图的科技咨询小组”5进行审查。 

各国的疫苗接种要求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旅行者必须向旅行目的地国的使领馆核实，以

确保了解接种要求。世卫组织从各国获得的最新信息可自世卫组织的国际旅行与健康网站查阅6。 

黄热病 

疫苗接种 

实施黄热病疫苗接种有以下两个不同的目的： 

1. 防止疾病的国际传播 

国家通过对旅行者规定黄热病疫苗接种的入境要求，保护本国免受黄热病病毒输入或进一步传

播的风险。要求旅行者提供疫苗接种证书的国家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黄热病发生，但存在黄热病蚊虫

病媒和潜在的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宿主。黄热病病毒通过受感染的旅行者输入此类国家后，可传播并

定殖，从而引发人群感染的永久风险。通常对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入境旅行者要求提供黄

热病疫苗接种证书，有时也会要求在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中转的旅行者提供该接种证书。应注意

有些国家要求所有旅行者均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2010年召开的黄热病专家会议提出，在有黄热病风险国家的机场转机停留时间不超过12小时的

旅行者传播黄热病的风险几乎不存在，因此，要求这些旅行者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可能并无必

要。该信息已向世卫组织各会员国提供，但旅行者应与拟访问国家的有关使领馆联系，查明各国的

具体要求。 

《国际卫生条例（2005）》是各国要求入境旅行者接种黄热病疫苗的依据。根据《国际卫生条

例（2005）》（《条例》）附件7的规定，黄热病目前是缔约国唯一可能会要求旅行者在入境时提供

                                                             
1 在本出版物中，“国家”一词指国家、领地和地区。 
2 世卫组织公布各国对旅行者的黄热病疫苗接种要求仅以提供信息为目的；本出版物并不因此认可或确认这些要求与《国际卫生

条例》的规定一致。 
3 一些国家要求满 6个月龄以上的婴儿也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这与世卫组织的建议（见第 6章）不一致，但应告知旅行者，

在进入这些国家时，要求有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4 如果有规定，最近一次更新或确认的日期以括号在国家列表中显示。 
5 进一步信息见世卫组织网站：http://www.who.int/ith/yellow-fever-risk-mapping/en/。 
6 世卫组织国际旅行与健康网站，见“旅行者须知”部分，http://www.who.int/i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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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证书的疾病。2014年5月，世界卫生大会在通过附件7的更新文本时做了一项重要修改，将

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的有效期从10年延长为对接种者终生有效7。这项修订于2016年7月11日生效。 

对黄热病疫苗接种没有提出要求的国家并不意味着该国不存在黄热病传播的风险。 

2. 保护可能暴露于黄热病感染的每一位旅行者 

一个国家的黄热病传播风险取决于病毒是否存在于人、蚊子或动物。对未接种黄热病疫苗者来

说，黄热病往往是致命的。因此，建议所有拟前往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地区的旅行者（少数例外，如

第6章所述）均应接种疫苗。《国际旅行与健康》的附件1提供了经世卫组织确定在全国或部分地区

存在黄热病传播风险的国家列表，以及入境时要求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的国家列表。 

世卫组织确定是否为“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地区的依据是：人和/或动物中黄热病病例的诊断、

黄热病血清学调查结果，以及有无蚊媒和动物宿主。2015年成立了绘制黄热病风险地理分布图的科

技咨询小组，以便使黄热病风险分布图能跟上最新情况并以有利于国际旅行的方式就旅行者的黄热

病疫苗接种问题提供指导8。 

在决定旅行者是否接种黄热病疫苗时，必须考虑若干因素，包括：与旅行相关的黄热病风险、

国家的接种要求、接种疫苗后可能发生的严重不良事件（见第6章）。可自世卫组织网站获取黄热病

图集9。下表总结了世卫组织修订的关于旅行者接种黄热病疫苗的建议。 

世卫组织关于旅行者接种黄热病疫苗的建议  

黄热病疫苗接种类别  建议的理由 

 

建议 有黄热病病毒持续或周期性传播证据的地区，建议满9个月龄以上的旅行

者接种黄热病疫苗。 

一般不建议 黄热病病毒暴露风险低的地区（未报告过人类黄热病病例，且证据提示

既往仅有低水平的黄热病病毒传播），一般不建议接种黄热病疫苗。不

过，对于少部分前往此类地区且暴露于蚊虫病媒的风险增高或无法避免

被蚊子叮咬的旅行者，可考虑接种黄热病疫苗。在考虑是否接种黄热病

疫苗时，必须充分考虑旅行者感染黄热病病毒的风险、入境国的要求以

及个体发生严重疫苗相关不良事件的个体风险因素（如：年龄、免疫状

况等）。 

脊灰 

2014年5月5日，世卫组织总干事宣布，根据《国际卫生条例》，野生脊灰病毒的国际传播已构

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并发布了临时建议以减少野生脊灰病毒的国际传播。

针对抵达的来自受影响国家的国际旅行者的建议如下： 

                                                             
7 世界卫生大会 WHA67.13 号决议以及《国际卫生条例（2005）》经更新的附件 7：http://www.who.int/ith/A67_2014_Annex-7-

en.pdf?ua=1。 
8 更多信息参见世卫组织网站：http://www.who.int/ith/yellow-fever-risk-mapping/en/。 
9 世 卫 组 织 绘 制 的 黄 热 病 图 集 见 http://www.who.int/emergencies/yellow-fever/maps/en/ 和 世 卫 组 织 黄 热 病 网 页

http://www.who.int/csr/disease/yellowf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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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针对传播可能会引起国际扩散的野生脊灰病毒（WPV1）或循环的疫苗衍生脊灰病毒（cVDPV1

或cVDPV3）的国家，建议： 

 各年龄组所有居民和长期（即逗留 4 周或更长时间）访问者应在国际旅行之前 4 周至 12 个月接

受一剂双价口服脊灰病毒疫苗（bOPV）或灭活脊灰病毒疫苗（IPV）。 

 未在过去 4 周至 12 个月接受一剂双价口服脊灰病毒疫苗或灭活脊灰病毒疫苗的紧急国际旅行者

（4 周内即将旅行者），应至少在离境前接种一剂脊灰疫苗。这仍有保护作用，尤其对经常旅

行者而言。 

 应向旅行者提供《条例》附件 6 所列的疫苗接种或预防措施国际证书，以记录其脊灰疫苗接种

状况并作为其疫苗接种证明。 

 应在离境点限制没有适当脊灰疫苗接种证明文件的任何居民进行国际旅行。这适用于所有离境

点的国际旅行者，而不论其旅行方式如何（如陆路、航空、海运）。 

2. 针对传播可能会引起国际扩散的循环的疫苗衍生脊灰病毒(cVDPV2)的国家，建议： 

 居民和长期访问者应在国际旅行之前 4 周至 12 个月接受一剂灭活脊灰病毒疫苗（IPV）；紧急

旅行者（4 周内即将旅行者）应至少在离境前接种一剂脊灰疫苗。 

 接种这类疫苗的旅行者应获得适当文件，以记录其脊灰疫苗接种情况。 

最近更新的流行国家和受影响国家（不论是否输出病毒）以及脆弱国家的列表可自全球消灭脊

灰行动网站10获取。 

有些无脊灰国家也要求旅行者在申请签证或入境时提供脊灰疫苗接种证书。旅行者应与拟访问

国家的有关使领馆联系，以查明该国的具体要求。 

疟疾 

关于疟疾的一般信息、地理分布和具体预防措施见第7章。第3章介绍了避免蚊子叮咬的防护措

施。本节提供了各国的特定信息，包括所有国家的疟疾传播地区的流行病学详细情况（地理和季节

分布、海拔高度、主要疟原虫种类以及耐药性报告），并说明了推荐的预防措施类别。就每一个国

家而言，关于预防措施类别的建议取决于以下因素：感染疟疾的风险、该地区流行的疟原虫种类、

该国报告的耐药性的程度和范围，以及使用各种预防性药物可能引发严重副作用的风险。在同时存

在恶性疟原虫和间日疟原虫的地区，应优先预防恶性疟原虫感染。除非疟疾风险确定为“全部”由

某种疟原虫（例如恶性疟原虫或间日疟原虫）所致，旅行者可能有感染任何一种疟原虫（包括混合

感染）的风险。目前氯喹和磺胺多辛（周效磺胺）——乙胺嘧啶的耐药现象在恶性疟原虫中十分普

遍，下面的国家列表中已不再专门提及。 这两种药物对预防或治疗旅行者恶性疟疾已无任何作用。

根据所访问国家/领地的特定地区的疟疾风险类型，建议采用的预防方法可以是仅预防蚊子叮咬，或

者预防蚊子叮咬与药物预防和/或紧急备用治疗（SBET）相结合。如下表所示，选择用于进行药物

预防的药物时应考虑到所报告的当地耐药模式。表中字母A、B和C系指预防类型。请注意，该表涵

                                                             
10  见 全 球 消 灭 脊 灰 行 动 “Where we work” 网 页 （ http://polioeradication.org/where-we-work/ ） 和 世 卫 组 织 脊 灰 网 页

（http://www.who.int/topics/poliomyeliti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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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用于预防所有导致人类疟疾的疟原虫种类的所有可能方案。例如，B类预防措施包括预防诺氏疟

原虫在内。可自世卫组织网站11获得更多关于疟疾的信息，包括国家概况12和威胁地图13。 

表. 疟疾风险和预防措施类别 

  
疟疾风险 
 

 
预防措施 

A 类 疟疾传播风险极其有限 仅需预防蚊子叮咬 
B 类 有非恶性疟风险 预防蚊子叮咬和氯喹或多西环素或阿托伐

醌-氯胍或甲氟喹药物预防（根据耐药模

式、报告的副作用和禁忌证选用）a 
C 类 有恶性疟风险 预防蚊子叮咬和阿托伐醌-氯胍或多西环

素或甲氟喹药物预防（根据耐药模式、报

告的副作用和禁忌证选用）a, b 
 

a
还可选择的措施：前往疟疾感染风险低的农村地区旅行时，采取预防蚊子叮咬和紧急备用治疗（SBET）

措施。 
b
在某些有耐多药疟疾的地区，不再建议采取甲氟喹药物预防。目前这些地区包括柬埔寨、缅甸东南部和

泰国。 

其他疾病 

关于威胁旅行者的主要传染病及其地理分布和相应的预防措施等信息以及有关疫苗可预防疾病

的信息，可参见世卫组织国际旅行与健康网站14,15。 

                                                             
11 世卫组织疟疾网页见：http://www.who.int/malaria/en/ 
12 各国疟疾概况见：http://www.who.int/malaria/publications/country-profiles/en/ 
13 疟疾威胁地图见：http://apps.who.int/malaria/maps/threats/ 
14 世卫组织国际旅行与健康网站，“可能对旅行者构成风险的传染病”网页，http://www.who.int/ith/other_health_risks/ 

infectious_diseases/en/。 
15 世卫组织国际旅行与健康网站，“疫苗可预防的疾病和疫苗文件”，http://www.who.int/ith/ITH_chapter_6.pdf?u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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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列表16 

向国际旅行者提出的疫苗接种要求和建议以及每个国家的疟疾情况 

阿富汗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疟疾风险为恶性疟和间日疟，海拔2000米以下地区5月至11月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国家其他要求（2019） 

来自脊灰流行国家的旅行者需提供脊灰疫苗接种证明。阿富汗居民或在阿富汗停留4周以上的旅

行者在离开阿富汗时可能需要提供脊灰疫苗接种证明。应在离境前4周至12个月接种脊灰疫苗。 

阿尔巴尼亚 

黄热病（2013年以前）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阿尔及利亚 

黄热病（2015）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于2019年被认证为无疟疾国17。 
 
美属萨摩亚，见美利坚合众国  

 
安道尔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安哥拉 

黄热病（2015） 
国家入境要求：所有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16 在本出版物中，“国家”一词指国家、领地和地区。 
17 经世卫组织认证已无疟疾的国家和领地名单， https://www.who.int/malaria/areas/elimination/malaria-free-countrie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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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圭拉，见联合王国 

 
安提瓜和巴布达 

黄热病（2017）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阿根廷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建议所有前往科连特斯省和米西奥内斯省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接种疫苗。 
一般不建议前往福尔摩沙省以及前往查科省、胡胡伊省和萨尔塔省某些指定地区的旅行者接种

该疫苗。 
不建议行程仅限于上文未提及地区的旅行者接种该疫苗。 

疟疾（2019） 
于2019年被认证为无疟疾国18。 

 
亚美尼亚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阿鲁巴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

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不能提供有效的疫苗接种证书的旅行者不得入
境。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阿森松岛，见联合王国 

 
澳大利亚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不包括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群岛）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
及在这些国家（同样不包括上述地区）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

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奥地利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18 经世卫组织认证已无疟疾的国家和领地名单，https://www.who.int/malaria/areas/elimination/malaria-free-countrie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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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塞拜疆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疟疾风险全部为间日疟风险，低地地区（主要为库拉河和阿拉斯河之间的地区）6月至10月有风

险。首都巴库市无疟疾传播。自2013年起未报告疟疾本地病例。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A类 
 
亚速尔群岛，见葡萄牙 

 
巴哈马群岛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巴林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
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孟加拉国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机场转机

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疟疾风险全年存在，但只在全国64个行政区中的13个行政区的农村和城市地区传播。高风险地

区：吉大港山地区（班达班、兰格马帝和库噶查）、吉大港区和考克斯巴扎区。低风险地区：霍比
甘杰、古里格拉姆、毛尔维巴扎尔、麦门辛、内德罗戈纳、谢尔布尔、苏纳姆甘杰和锡尔赫特。全

国大部分地区（包括达卡市）无疟疾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巴巴多斯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不包括圭亚那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城区发生疫情时
除外）的1岁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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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 

黄热病（2015）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比利时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伯利兹 

黄热病（2016）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机场转机
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间日疟，斯坦克里克区部分地区存在风险，其他地区可忽略不计。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A类 
国家其他要求（2016）  
来自脊灰流行国家的所有旅行者以及前往已确认存在脊灰病例国家的伯利兹国民或在伯利兹居留的

人员必须有脊灰疫苗接种证书。 
 
贝宁 

黄热病（2016）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机场转机

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百慕大群岛，见联合王国 

 
不丹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疟疾风险全年存在于该国南部地带的7个地区：楚卡县、达加纳宗、佩马加策尔宗、萨姆德鲁琼卡尔

县、萨姆奇县、沙奔市和谢姆冈宗。在以下4个地区无疟疾传播：布姆唐宗、加萨宗、帕罗宗和廷布
宗。在多雨的夏季，全国其他地区局部有疟疾季节性传播。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和季节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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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建议所有前往海拔2300米以下安第斯山脉东部地区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接种疫苗，包括贝尼、潘
多、圣克鲁斯等省，以及丘基萨卡、科恰班巴、拉巴斯和塔里哈等省的指定地区。 

不建议行程仅限于海拔2300米以上地区以及上面未列出的地区（包括拉巴斯市和苏克雷市）的旅行

者接种疫苗。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间日疟（占99.9%），全国海拔2500米以下的地区全年均存在风险。北部贝尼省和潘
多 省（ 特 别是在 里 韦拉 尔塔 、瓜 亚拉 梅林 和塞 纳的 一些 地 方）的 疟 疾风 险最 高。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 B类  
 
博内尔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

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黄热病（2017）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博兹瓦纳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或在这些国家中转的1岁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
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北部一些行政区/亚行政区11月至次年5月或6月存在风险：波比瓦、博特
蒂、乔贝、恩加米兰、奥卡万戈、图图梅。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 C类 
 
巴西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建议前往以下地区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接种疫苗：阿克里、阿马帕、亚马孙、联邦区（含首都巴

西利亚）、圣埃斯皮里图、戈亚斯、马拉尼昂、马托格罗索、南马托格罗索、米纳斯吉拉斯、帕
拉、巴拉那、皮奥伊、里约热内卢、南里奥格兰德、朗多尼亚、罗赖马、圣卡塔琳娜、圣保罗、托

坎廷斯等州，以及巴伊亚州的指定地区。也建议前往伊瓜苏瀑布的旅行者接种疫苗。 
不建议行程仅限于上面未列出的地区（包括福塔莱萨市和累西腓市）的旅行者接种疫苗。 
疟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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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风险为间日疟（占88.8%）、恶性疟（占10.6%）、混合感染（占0.5%），在亚马孙区域的9个
州（阿克里、阿马帕、亚马孙、马拉尼昂、马托格罗索[北部]、帕拉[除贝伦市]、朗多尼亚、罗赖马
和托坎廷斯[西部] ）海拔900米以下的多数森林地区存在风险。疟疾传播程度各地区不同，在丛林矿

区、农业定居点、原住民地区以及南克鲁塞罗、马瑙斯和波多韦柳等城市的边缘地区相对较高。在
博阿维斯塔、马卡帕、马拉巴、里约布兰科和圣塔伦等大城市的周边地区也存在疟疾风险。除亚马

孙行政区域外其他州的疟疾传播风险可忽略不计或不存在，但在圣保罗州、米纳斯吉拉斯州、里约
热内卢州和圣埃斯皮里图州的大西洋森林地区存在间日疟传播的残留风险。有关巴西疟疾流行病学

情况的详细信息，请访问www.saude.gov.br/malaria。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在间日疟风险区采取B类措施；在恶性疟风险区采取C类
措施 
 
英属维尔京群岛，见联合王国  

 
英属印度洋领地 

黄热病（2017）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文莱达鲁萨兰国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
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曾报告人类诺氏疟原虫感染病例。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 B类 
国家其他要求（2019） 
来自受脊灰影响国家（脊灰输出国）的旅行者需提供脊灰疫苗接种证书。 
 
保加利亚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布基纳法索 

黄热病（2015）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的旅行
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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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隆迪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的旅行
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疟疾（2019）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佛得角 

黄热病（2013）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8）  
疟疾风险有限，主要为恶性疟，圣地亚哥岛和博阿维斯塔岛8月至11月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A类 
 
柬埔寨  

黄热病（2017）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疟疾风险为恶性疟和间日疟，森林覆盖的农村地区全年存在风险。金边以及靠近洞里萨湖（暹粒
省）的地区无疟疾风险。旅游胜地吴哥窟周边地区的疟疾风险可忽略不计。西部地区有抗青蒿琥

酯、甲氟喹、苯芴醇和哌喹恶性疟报告，并已扩散至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有抗氯喹间日疟报告。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喀麦隆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所有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疟疾（2019）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加拿大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加那利群岛，见西班牙 

 
开曼群岛，见联合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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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共和国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所有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乍得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所有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建议所有前往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接种疫苗 

不建议行程仅限于撒哈拉沙漠地区内的旅行者接种疫苗。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 C类 
 
智利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中国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的旅行

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此项规定不适用于行程仅限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
旅行者。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中国在消除疟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自2017年以来，没有本土病例的报告。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A类 
 
圣诞岛 

（印度洋） 
黄热病（2019年以前） 
要求同澳大利亚大陆。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哥伦比亚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安哥拉、巴西、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

转机停留时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建议前往哥伦比亚（下述地区除外）的满9个月龄以上的所有旅行者接种疫苗。 
一般不建议前往巴兰基亚、卡利、卡塔赫纳和麦德林等市的旅行者接种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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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建议行程仅限于海拔 2300 米以上所有地区、圣安德烈斯——普罗维登西亚省以及首都波哥大市的

旅行者接种疫苗。  
疟疾（2018）  
以下地区面临较高疟疾风险：安蒂奥基亚省（El Bagre、Vigía del Fuerte、Segovia、Tarazá、Zaragoza、
Cáceres、Nechí、Murindó、Anorí、Remedios、Mutatá、Frontino、San Pedro de Urabá、Dabeiba、
Valdivia和Caucasia）；亚马孙省（Tarapacá、La Pedrera、Puerto Nariño、Leticia、Miriti-Paraná和La 
Chorrera）；博利瓦尔省（Montecristo、Norosi、Tiquisio和San Pablo）；考卡省（Timbiquí）；乔科

省（Bagadó、Nóvita、Lloró、Tadó、Río Quito、El Cantón del San Pablo、Río Iro、Atrato、Bojaya、
San José del Palmar、Quibdó、Bajo Baudó、Medio San Juan、Carmen de Darien、Nuquí、Medio Baudó、
Alto Baudó、Istmina、Bahía Solano、Medio Atrato、Juradó、Sipí、Unión Panamericana、Condoto和
Certegui）；科尔多瓦省（Puerto Libertador 和Tierralta）；瓜伊尼亚省（Inirida和La Guadalupe）；纳

里尼奥省（Roberto Payán、Olaya Herrera、El Charco、Mosquera、Barbacoas、Santa Barbarba、Magüi、
Francisco Pizarro和San Andrés de Tumaco）；里莎拉尔省（Pueblo Rico和La Virginia）、山谷省

（Cartago）；沃佩斯省（Taraira和Yavarate）；比查达省（Puerto Carreño和Cumaribo）。 
以下地区面临中度疟疾风险：安蒂奥基亚省（Urrao、Chigorodó、Apartadó、Necoclí和Yondo)；亚马

孙省（El Encanto和Puerto Santander）；博利瓦尔省（Santa Rosa del Sur和Río Viejo）；考卡省（
Guapi和López）；乔科省（El Litoral de San Juan、Riosucio、Acandí和Unguía）；科尔多瓦省（San 
José de Uré和La Apartada）；瓜维亚雷省（San José de Guaviare、Miraflores、Calamar和El Retorno）；
纳里尼奥省（La Tola）；沃佩斯省（Pacoa）。  
以下地区面临较低疟疾风险：亚马孙、卡克塔、瓜维亚雷、瓜伊尼亚、梅塔、普图马约、沃佩斯和
比查达等省的一些城市。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科摩罗 

黄热病（2015）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刚果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所有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库克群岛  

黄热病（2013年以前）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哥斯达黎加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增加了非洲区域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不包括美洲的

阿根廷和巴拿马）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对以下国家的具体规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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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比亚（适用于全国，但Barranquilla、Cali、Cartagena、Medellín和San Andrés Providencia y Bogotá
除外）；厄瓜多尔（仅适用于Morona-Santiago、Napo,、Orellana、Pastaza,、Sucumbíos y Zamora-
Chinchipe，对该国其他地区不适用）；巴拉圭（适用于全国，但首都亚松森市除外）；秘鲁（适用

于全国，但首都利马市以及Cuzco、el Machu Picchu、la Ruta de los Incas、Lambayeque、Tumbes、
Piura和Cajamarca除外）；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适用于全国，但西班牙港的城区除外，并且中转过境

的或行程仅限于多巴哥岛的旅行者除外）。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疟疾风险很低，历史上几乎均为间日疟。该国的疟疾传播风险几乎没有或可忽略不计。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A类 
 
科特迪瓦  

黄热病(2013) 
国家入境要求：所有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克罗地亚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古巴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
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库拉索岛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

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塞浦路斯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捷克共和国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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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黄热病（2013年以前）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3年以前）  
疟疾风险有限，全部为间日疟，南部一些地区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A类 
 
刚果民主共和国  

黄热病（2017） 
国家入境要求：所有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疟疾（2017）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丹麦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吉布提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多米尼克  

黄热病（2017）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多米尼加共和国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圣埃斯皮里图州、圣保罗州和里约热内卢州的1岁以上旅
行者以及在巴西这些州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疟疾风险全部为恶性疟，全年存在风险，特别是在达哈朋、艾利斯皮亚和圣胡安等西部省份。2015
年，国家区和圣多明各及拉阿尔塔格拉西亚省，特别是巴瓦罗区的传播有所增加。其他地区疟疾风

险低，可忽略不计。未发现恶性疟原虫对任何抗疟疾药物产生耐药的证据。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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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巴西、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
时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建议所有前往安第斯山脉东部、海拔2300米以下地区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接种疫苗，包括莫罗纳 
- 圣地亚哥、纳波、奥雷利亚纳、帕斯塔萨、苏古姆比奥斯和萨莫拉-钦奇佩等省。 
一般不建议行程仅限于安第斯山脉西部、海拔2300米以下地区的旅行者接种疫苗：包括瓜亚斯、洛

斯里奥斯、圣海伦娜、圣多明各-德洛斯查奇拉斯等省以及阿苏艾、玻利瓦尔、卡尼亚尔、卡尔奇、
钦博拉索、科托帕希、埃尔奥罗、因巴布拉、洛哈、皮钦查和通古拉瓦等省的指定地区。 
不建议行程仅限于海拔2300米以上地区、瓜亚基尔市和基多市以及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旅行者接种疫
苗。 
疟疾（2019）  
疟疾风险为间日疟（占67%）和恶性疟（占33%），海拔1500米以下的地区全年存在风险，沿海省

份的疟疾风险为中等。基多市以及位于安第斯山谷或谢拉区的省份风险低。该国一些省份存在间日
疟风险，主要在亚马孙地区，特别是莫罗纳-圣地亚哥省、帕斯塔萨省、奥雷亚纳省和苏昆比奥斯

省。该国一些省份存在恶性疟风险，以沿海地区为主（特别是埃斯梅拉达斯省）以及亚马孙地区
（尤其是帕斯塔萨省和莫罗纳-圣地亚哥省）。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埃及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增加了厄立特里亚、卢旺达、索马里、坦桑尼亚共和

国和赞比亚）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增加的国家同上）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12
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如果没有疫苗接种证书，将对旅行者进行隔离，期限从

其离开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地区起至多6天。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疟疾风险极其有限，为恶性疟和间日疟，法尤姆省6月至10月可能存在风险。1998年以来无本地病例

报告。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无 
国家其他要求（2019）  
无论年龄和疫苗接种状况如何，都需要接种脊灰疫苗。申请入境签证的来自阿富汗、尼日利亚、巴

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索马里的旅行者，须提供《国际卫生条例》附件6所规定的证明已接受过
一剂口服脊灰疫苗或灭活脊灰病毒疫苗的国际疫苗接种证书。此证书应是在过去12个月内或在出发

前至少4周签发的证书。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肯尼亚、尼日尔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所有旅行者
须提供口服脊灰疫苗或灭活脊灰病毒疫苗接种证书。 
 
萨尔瓦多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疟疾风险很有限，几乎全部为间日疟，主要在有中美洲国家移民的农村地区存在风险。在一些特定
地区有间日疟散发病例报告。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A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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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几内亚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疟疾（2019）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厄立特里亚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

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一般为否 
一般不建议前往以下省的旅行者接种疫苗：安塞巴省、南方省、加什-巴尔卡省、中央省和北红海
省。 
不建议前往上文未列出的其他地区（包括达赫拉克群岛）的旅行者接种疫苗。 
疟疾（2019）  
疟疾风险为恶性疟（65%）和间日疟（35%），全国低于2200米的地区全年均存在风险。阿斯马拉
市无疟疾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爱沙尼亚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斯威士兰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的旅行

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所有地势较低的草原地区（主要包括大本德、姆卢梅、锡穆涅和赞恩尼等

地）全年存在风险，11月至次年5月疟疾风险最高。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埃塞俄比亚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
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建议所有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接种疫苗（除下文所述）。 

一般不建议行程仅限于阿法尔省和索马里省的旅行者接种疫苗。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为恶性疟（约占60%）和间日疟（约占40%），全国海拔2000米以下的地区全年均存在风
险。有抗氯喹间日疟报告。亚的斯亚贝巴市无疟疾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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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见联合王国 

 
法罗群岛  

黄热病(2013)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斐济  

黄热病（2016）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芬兰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法国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法属圭亚那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1岁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为恶性疟（占45%）和间日疟（占55%），在与巴西（奥亚波克河谷）及苏里南（马尼罗
河谷）接壤的9个市全年风险高。其他13个市的疟疾传播风险低或可忽略不计。在受巴西移民影响的

一些地区有耐多药恶性疟报告。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法属波利尼西亚  

黄热病(2013)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加蓬  

黄热病（2016） 
国家入境要求：所有1岁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疟疾（2018）  



19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加拉帕戈斯群岛，见厄瓜多尔 

 
冈比亚  

黄热病(2013)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国家其他要求(2013)  
脑膜炎球菌疫苗接种证书 
 
格鲁吉亚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8）  
疟疾风险有限，全部为间日疟，在东部与阿塞拜疆交界的局部地区6月至10月可能存在风险。自2010
年以来无本地病例报告。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A类 
国家其他要求（2018）  
来自有脊灰传播风险国家和领地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在边境向未接种过疫苗或不
能提供疫苗接种证书的旅行者提供口服脊灰疫苗。 
 
德国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加纳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所有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疟疾（2019）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直布罗陀，见联合王国 

 
希腊  

黄热病（2017）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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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2017）  
疟疾风险极其有限，全部为间日疟，在某些高风险农业地区5月至10月可能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高风险农业地区预防措施：A类 
 
格陵兰  

黄热病(2013)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格拉纳达  

黄热病（2015）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瓜德罗普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关岛，见美利坚合众国 

 
危地马拉  

黄热病（2017）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7）  
疟疾风险几乎全部为间日疟（99.9%），海拔1500米以下的地区全年存在风险。 
疟疾风险最高的省份为埃斯昆特拉省（特别是Gomera市、Masagua市、Santa Lucia Cotzumalguapa市
和 Tiquisate市）和上韦拉帕斯省（Telemán市、Panzós市和La Tinta市）。 
中等程度风险的省份为苏奇特佩克斯省、雷塔卢莱乌省和伊萨瓦尔省。 
其余省份疟疾风险较低（奇基穆拉省、萨卡帕省、下韦拉帕斯省、圣马科斯省、佩滕省、胡蒂亚帕

省、哈拉帕省、普罗格雷索省、圣罗莎省、危地马拉省、奇马尔特南戈省、韦韦特南戈省、基切
省）。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B类 
 
几内亚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疟疾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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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内亚比绍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所有1岁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疟疾（2019）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圭亚那  

黄热病（2015）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机场转机

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为间日疟（占36%）、恶性疟（占53%）和混合感染（占11%），内地所有地区全年风险均

高。第1区和第7-9区风险最高，第3-6区风险极低。在人口密集的沿海地区有散发疟疾病例报告。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海地  

黄热病（2017）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8）  
疟疾风险全部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无抗氯喹恶性疟报告。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洪都拉斯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疟疾风险为间日疟（占79%）、恶性疟（占20%）和混合感染（约占0.8%）。科隆省和格拉西亚斯-
阿迪奥斯省间日疟传播风险高，阿特兰蒂达、埃尔帕拉伊索、奥兰乔和约罗等省风险中等。科隆省

和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省恶性疟传播风险高。无抗氯喹恶性疟报告。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在间日疟风险区采取B 类措施；在恶性疟风险区采取C类
措施。  
 
匈牙利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冰岛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22 

 
印度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任何乘飞机或船入境者（除9个月龄以下婴儿），如属下列情况之一而无黄热病疫苗

接种证书时，需留观隔离6天：（1）离开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地区不足6天；（2）曾在这些地区中转
（除非乘客和机组成员在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地区的机场中转时，整个停留期间始终在机场设施内，

且卫生官员同意给予豁免）；（3）所乘船只在离开或短暂停靠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地区的任一港口后
不足30天驶抵印度，除非该船只已按照世卫组织规定的程序进行了灭虫处理；（4）所乘飞机在有黄

热病传播风险地区经停且未按照《印度航空器公共卫生条例》（1954）或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进行
杀虫处理。 
以下为有黄热病传播风险的国家和地区：非洲：安哥拉、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中
非共和国、乍得、刚果、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亚、

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肯尼亚、利比里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
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南苏丹、苏丹、多哥和乌干达。美洲：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哥伦

比亚、厄瓜多尔、法属圭亚那、圭亚那、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仅
特立尼达）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注：对任何有黄热病病例报告的国家，印度政府均视

为有黄热病传播风险的国家，并将其加入上述名单中。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在全国海拔2000米以下地区全年都存在恶性疟和间日疟风险。印度大部分疟疾病例据报来自该国东
部和中部地区以及拥有大片森林、丘陵和部落地区的各邦，例如奥迪沙邦、恰蒂斯加尔邦、贾坎德

邦、中央邦、马哈拉施特拉邦以及东北部一些邦（如特里普拉邦、梅加拉亚邦和米佐拉姆邦）。喜
马偕尔邦、查谟-克什米尔邦和锡金邦部分地区无疟疾传播。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国家其他要求（2018）  
来自脊灰流行国（阿富汗、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以及脊灰病毒输入后循环流行的国家（刚果民主
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旅行者需提供至少在离开本国之

前4周接种口服脊灰疫苗的证明。 
 
印度尼西亚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8） 
疟疾风险在东部5省（东努沙登加拉、马鲁古、北马鲁古、巴布亚和西巴布亚）大部分地区全年存
在。一些区县（除雅加达市）、市和城市地区以及主要的旅游景点地区也存在疟疾风险。有抗氯喹

间日疟报告。加里曼丹省曾报告人类诺氏疟原虫感染病例。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国家其他要求（2019）: 
前往或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旅行者需提供脑膜炎球菌（A、C、Y和W-135群）脑膜炎疫苗接种证明。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
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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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木兹甘省和克尔曼省（热带）的农村地区以及锡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省的南部地区3月至11月存在

间日疟风险和极其有限的恶性疟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国家其他要求（2018）  
来自脊灰流行国（阿富汗、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的各年龄群所有旅行者需提供在抵达伊朗之前4周
至12个月内接种脊灰疫苗的证明。未能提供这一证明的旅行者将在入境时接种一剂脊灰疫苗。 
 
伊拉克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

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8）  
疟疾风险有限，全部为间日疟，北部海拔1500米以下的地区（杜胡克省、埃尔比勒省和苏莱曼尼亚

省）5月至11月可能存在风险。2009年以来无本地病例报告。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无 
国家其他要求（2018）  
来自脊灰流行地区的所有旅行者和从伊拉克前往脊灰流行国家的旅行者均需接种脊灰疫苗。  
 
爱尔兰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以色列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意大利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牙买加  

黄热病（2017）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日本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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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国家其他要求（2019） 
来自被世卫组织定为脊灰流行国的旅行者需要提供在过去12个月内或离开之前至少4周内接受过一剂
口服脊灰疫苗或灭活脊灰病毒疫苗的证明，以便申请入境签证。 
 
哈萨克斯坦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肯尼亚  

黄热病（2013年以前）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建议为所有满9个月龄的旅行者接种疫苗（除下文所述）。 

一般不建议行程仅限于以下地区的旅行者接种疫苗：东北省全境，海岸省的基利菲、夸莱、拉穆、
马林迪和塔纳河，以及内罗毕市和蒙巴萨市。 
疟疾（2018年以前）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一般地，内罗毕市和中部省、东部省、尼扬扎省、

裂谷省和西部省的高地（海拔2500米以上）几乎不存在疟疾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基里巴斯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韩国，见大韩民国 

 
朝鲜，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科威特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吉尔吉斯斯坦 

黄热病（2013年以前）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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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黄热病（2013年以前）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8年以前）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除万象）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拉脱维亚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黎巴嫩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国家其他要求（2019） 
根据世卫组织建议，要求来自或前往受影响国家的旅行者接种脊灰疫苗。前往麦加朝觐或前往一些
非洲国家的旅行者需提供脑膜炎球菌（A、C、Y 和 W-135 群）脑膜炎疫苗接种证明。 

莱索托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6个月龄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

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利比里亚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利比亚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国家其他要求（2019）  
需提供脑膜炎球菌（A、C、Y和W-135群）脑膜炎疫苗接种证明 
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旅行者需提供在入境前4周至12个月内接种脊灰疫苗的证明。 
 
列支敦士登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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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卢森堡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马达加斯加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

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沿海地区的疟疾风险最高。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马德拉群岛，见葡萄牙 

 
 
 
马拉维  

黄热病（2013）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马来西亚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疟疾风险仅存在于沙巴州和沙捞越州腹地以及马来西亚半岛中部数量有限的疫点。城市、近郊和沿
海地区无疟疾。曾报告人类诺氏疟原虫感染病例。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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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
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国家其他要求（2016）  
前往和来自输出脊灰病毒国家的旅行者以及朝觐和副朝朝圣者须提供脊灰疫苗接种证明。 
 
马里 

黄热病(2013) 
国家入境要求：所有1岁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建议所有赴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接种疫苗。 

不建议行程仅限于撒哈拉沙漠地区的旅行者接种疫苗。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马耳他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

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如根据流行病学情况有必要，来自有黄热病传
播风险地区的9个月龄以下婴儿可予以隔离或监测。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马绍尔群岛  

黄热病（2013年以前）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马提尼克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毛里塔尼亚  

黄热病(2013)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建议所有前往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接种疫苗。 

不建议行程仅限于撒哈拉沙漠地区的旅行者接种疫苗。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除北部地区（达赫莱特-努瓦迪布省和提里斯-宰穆尔省）外全年均存
在风险。阿德拉尔省和因奇利省在雨季（7月至10月）存在疟疾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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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马约特岛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随着该岛进入消除疟疾阶段，疟疾负担显著减轻。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年存在。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墨西哥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8）  
疟疾风险几乎全部为间日疟，在游客不常去的一些农村地区全年间歇存在。恰帕斯州（科斯塔地

区）一些地方疟疾风险低。奇瓦瓦、杜兰戈、纳亚里特、金塔纳罗奥和锡那罗亚等州疟疾风险极
低。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A类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黄热病（2013年以前）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摩纳哥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蒙古  

黄热病（2016）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黑山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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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塞拉特岛  

黄热病（2017）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机场转机
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摩洛哥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国家其他要求（2019）  
来自受脊灰影响国家的所有旅行者都需提供国际疫苗接种证书，证明在出发前4周至12个月内接受过
一剂脊灰疫苗。 
 
莫桑比克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
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缅甸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偏远的农村、丘陵和森林地区，以及若开邦的一些沿海地区全年存在风
险。在城市及都市区域无疟疾传播。中部平原和干燥地区通常无疟疾，但仍存在散发传播。克伦邦

以及掸邦东部有抗甲氟喹恶性疟报告。东南部地区疑似出现抗青蒿素现象。有抗氯喹间日疟报告。
曾报告人类诺氏疟原虫感染病例。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纳米比亚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

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为恶性疟，以下行政区11月至次年6月存在风险：奥汉圭纳、奥马赫克、奥沙纳、奥希科托

和奥乔宗蒂约巴。库内行政区内库内河流域、赞比西行政区内赞比西河流域以及卡万戈行政区内奥
卡万戈河流域（西部和东部）全年均存在疟疾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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瑙鲁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尼泊尔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在特莱南部地区，主要在特莱内地沿着森林、丘陵、森林边缘和上游丘陵河谷的平原地区，存在疟
疾感染。疟疾传播主要是季节性的（3月至10月）；雨季（5月至8月）是高峰期。疟疾风险主要为间

日疟， 7月至10月偶有恶性疟暴发。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国家其他要求（2019）  
来自阿富汗、肯尼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索马里的旅行者需要接种脊灰疫

苗。 
 
荷兰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新喀里多尼亚  

黄热病(2013)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注：如有黄热病流行病事件对该领地构成威胁，可能要求旅行者提供专门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新西兰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尼加拉瓜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8）  
在一些市镇（主要是北大西洋自治区）全年存在间日疟风险（79.2%）和恶性疟风险（20.8%），博
阿卡、奇南德加、希诺特加、莱昂和马塔加尔帕等省也有散发传播的报告。中部和西部省份的其他

一些城镇有疟疾病例报告，但据认为这些地区的疟疾风险极低或可忽略不计。主要在北大西洋自治
区，特别是在罗西塔、锡乌纳、博南扎、卡贝萨斯港和瓦斯潘等市存在较高的恶性疟风险。无抗氯

喹恶性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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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 在间日疟风险区采取B类措施；在恶性疟风险区采取C类
措施 
 
尼日尔  

黄热病（2013年以前） 
国家入境要求：所有1岁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并建议要离开尼日尔的旅行者也持

有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建议所有前往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接种疫苗 

不建议行程仅限于撒哈拉沙漠地区的旅行者接种疫苗。 
疟疾（2018年以前）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尼日利亚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所有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纽埃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诺福克岛，见澳大利亚 

 
北马里亚纳群岛，见美利坚合众国 

 
北马其顿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挪威  

黄热病（2016）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阿曼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

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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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国际输入疟原虫后可发生恶性疟和间日疟的散发传播。2010年，东北省曾报告恶性疟和间日疟局部

暴发。2011年和2012年也有本地病例报告。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无 
国家其他要求（2019）  
要求来自脊灰输出国家的旅行者接种脊灰疫苗。 
 
巴基斯坦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疟疾风险为间日疟和恶性疟，全国海拔2000米以下地区全年存在风险（尤其是7月至12月在农村地

区）。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国家其他要求（2019）  
为所有离境的国际旅行者以及入境的所有年龄长期（即四周以上）访问者强制施用口服脊灰疫苗，

并提供国际疫苗接种证书作为证明。 

帕劳  

黄热病（2013年以前）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巴拿马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和目前存在黄热病疫情的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
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建议所有前往巴拿马运河东部大陆地区（安贝拉自治区和库纳亚拉自治区、达连省、以及科隆省和

巴拿马省的运河东部地区）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接种疫苗。 
不建议行程仅限于运河西部地区、巴拿马城、运河地区和巴尔博亚岛（珍珠群岛）和圣布拉斯群岛

的旅行者接种疫苗。 
疟疾（2019）  
疟疾风险主要为间日疟（占97%），下述沿大西洋海岸的省份和原住民自治区以及与哥斯达黎加和
哥伦比亚接壤的边界地区全年存在风险：博卡斯德尔托罗、奇里基、科隆、达连、库纳亚拉、恩戈

贝布格勒、巴拿马和贝拉瓜斯。巴拿马城、运河区和其他省份无疟疾传播风险或可忽略不计。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 B类；与哥伦比亚交界的东部疟疾地方性流行区：C类 
 
巴布亚新几内亚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机场转机
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海拔1800米以下的地区全年均存在风险。有抗氯喹间日疟报告。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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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圭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建议所有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接种疫苗（除下文所述）。 
一般不建议行程仅限于亚松森市的旅行者接种疫苗。 
 
疟疾（2019）  
疟疾风险极低；最后一例本土病例发生在2011年。在上巴拉那省、卡宁德尤省和卡瓜苏省等传统流

行省份，仍存在对间日疟的一些易感性和脆弱性。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A类 
 
秘鲁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建议所有前往下述2300米以下地区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接种疫苗：亚马孙、洛雷托、马德雷德
迪奥斯、圣马丁、乌卡亚利、普诺、库斯科、胡宁、帕斯科和瓦努科等大区；以及下述大区的指定

地区：阿普里马克远北部、万卡韦利卡远北部、安卡什远东北部、拉利伯塔德东部、卡哈马卡北部
和东部、阿亚库乔北部和东北部以及皮乌拉东部。 

一般不建议行程仅限于下述地区的安第斯山脉西部旅行者接种疫苗：兰巴耶克和通贝斯大区，以及

皮乌拉西部和卡哈马卡南部、西部和中部的指定地区。 

不建议行程仅限于以下地区的旅行者接种疫苗：所有海拔2300米以上的地区、上文未列出的安第斯
山脉西部地区、库斯科市、首都利马、马丘比丘和印加古道。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为间日疟（占84%）和恶性疟（占16%），海拔2300米以下安第斯山谷的农村地区以及上

亚马孙和下亚马孙丛林区全年存在风险。病例数量最多的45个风险最高区县集中于亚马孙、胡宁、
圣马丁以及主要是洛雷托等大区。98%的恶性疟病例报告来自亚马孙河地区的洛雷托，包括了该国

疟疾风险最高的14个区县。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在间日疟风险区采取B类措施；在洛雷托采取C类措施。 
 
菲律宾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在9个仍流行的地区（巴拉望、苏丹库达拉、达沃德尔诺特、马京达瑙、苏禄、西民都洛、塔维塔
维、卡加延山谷和达沃市）全年存在疟疾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国家其他要求（2019）: 
来自或前往高风险国家的旅行者需要提供脊灰疫苗接种国际证书。朝觐者需要接种脑膜炎球菌疫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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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凯恩群岛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波兰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葡萄牙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波多黎各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卡塔尔  

黄热病（2017）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国家其他要求（2017）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附件6，来自脊灰输出国的所有旅行者都需要提供脊灰疫苗接种国际证书。 
 
大韩民国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疟疾风险有限，全部为间日疟，主要在江原道和京畿道两省北部地区以及仁川市（通往非军事区

（DMZ））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A类 
 
摩尔多瓦共和国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留尼旺岛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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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俄罗斯联邦  

黄热病（2016）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6）  
疟疾风险极其有限，全部为间日疟，受独立国家联合体南方国家密集移民影响的地区可能存在风
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无 
 
卢旺达  

黄热病（2016）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一般为否 
一般不建议前往卢旺达的旅行者接种疫苗。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萨巴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圣巴泰勒米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圣赫勒拿  

黄热病（2017）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圣基茨和尼维斯  

黄热病（2017）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国家其他要求（2016）  
来自世卫组织确认的脊灰流行国家的旅行者需要服用口服脊灰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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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卢西亚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圣马丁岛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黄热病（2013年以前）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萨摩亚  

黄热病(2013)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圣马力诺  

黄热病（2013年以前）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黄热病（2015）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机场转机
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一般为否 
一般不建议前往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旅行者接种疫苗。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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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国家正处于疟疾消除前阶段。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9月至次年1月在与也门接壤（不包括阿西尔
省的高海拔地区）的村庄尚有局部疟疾传播的报告。感染率已降至0.3/10万以下。麦加市和麦地那市

无疟疾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 C类  
国家其他要求（2019）  
球菌性脑膜炎 
前往朝觐和副朝地区以及将在朝觐地区从事季节性工作的成年人和2岁以上儿童需要提供在他们计划
抵达沙特阿拉伯至少10天前接种脑膜炎球菌四价（ACYW）疫苗的有效接种证书。必须接种以下一

种疫苗： 
• 过去3年内接种了四价(ACYW)多糖疫苗。 
• 过去5年内接种了四价(ACYW)结合疫苗。 

目前的科学证据表明，结合疫苗对55岁以上的人是安全有效的。朝圣者来源国卫生当局应确保在规

定的有效期内为朝圣者接种疫苗，并确保在疫苗接种证书上注明疫苗种类。 
如果未在证书中注明疫苗类型，证书有效期为3年。 
以下人员也需要接种四价(ACYW)结合疫苗： 

• 国内朝圣者。 
• 两个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居民。 
• 任何可能接触朝圣者的人，包括卫生保健机构和其他有关机构的人员。 

沙特阿拉伯王国卫生部如果认为有必要，可以选择在入境点对一些旅行者使用预防性抗生素。 
脊髓灰质炎 
来自脊灰病毒活跃传播地区（即有野生或疫苗衍生脊灰病毒活跃传播的地区）和来自有脊灰再度传
播风险的国家的旅行者需要提交有效的脊灰疫苗接种证书。 
来自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莫桑比克、缅甸、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
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索马里和也门的旅行者应提供至少接种以下一种疫苗的证明： 

• 在过去12个月内至少服用一剂二价口服脊灰疫苗(OPV)，在抵达前至少4周服用，或者 
• 在过去12个月内至少接种一剂脊灰灭活疫苗(IPV)，在抵达前至少4周接种。 

来自阿富汗、缅甸、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索马里和也门
的旅行者在抵达沙特阿拉伯时，须在边境接受一剂口服脊灰疫苗。 
 
塞内加尔  

黄热病（2016）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的旅行
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中西部地区1月至6月存在较低的疟疾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塞尔维亚  

黄热病（2013年以前）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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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舌尔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国家其他要求（2018）  
来自脊灰暴发国家的旅行者需提供脊灰疫苗接种证书。 
 
塞拉利昂 

黄热病（2013年以前） 
国家入境要求：所有旅行者均须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疟疾 （2018年以前）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新加坡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圣尤斯特歇斯岛圣尤斯特歇斯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6个月龄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圣马丁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斯洛伐克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斯洛文尼亚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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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群岛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除若干边远的东部和南部小岛）全年均存在风险。有抗氯喹间日疟

报告。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索马里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
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一般为否 
一般不建议前往以下地区的旅行者接种疫苗：巴科勒、贝纳迪尔、拜、盖多、加尔古杜德、希兰、

下朱巴、中朱巴、下谢贝利和中谢贝利等州。 
不建议前往上列各州以外其他地区的旅行者接种疫苗。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北部地区疟疾风险相对较低，呈季节性。中部和南

部地区疟疾风险较高。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南非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年存在于以下低海拔地区：姆普马兰加省（包括克鲁格国家公园）、林
波波省以及夸祖鲁-纳塔尔省的东北部，10月至次年5月风险最高。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南苏丹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所有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西班牙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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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
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苏丹 

黄热病（2015）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建议所有前往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接种疫苗。 

不建议行程仅限于撒哈拉沙漠地区以及喀土穆市的旅行者接种疫苗。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北部地区疟疾风险低，并呈季节性。中部和南部地
区疟疾风险较高。红海沿岸地区的疟疾风险极其有限。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 C类 
 
苏里南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疟疾（2019）  
疟疾风险为恶性疟（占40%）、间日疟（占58%）和混合感染（占2%）。近年来疟疾风险持续下

降。苏里南正开展消除疟疾工作。沿海热带草原外的内陆地区全年均有疟疾病例，东部边境地带和
金矿开采区等风险最高。自1968年以来，帕拉马里博市和其他七个沿海地区已无疟疾传播。有抗甲

氟喹恶性疟报告。另外，还有对奎宁敏感性有所下降的报告。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瑞典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瑞士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黄热病（2015）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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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风险极其有限，全部为间日疟。以下地区5月至10月可能存在风险：北部边境地区的疫点，特别

是哈塞克省的农村地区。2005年以来无本地病例报告，2010年后报告系统已遭破坏。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无 
国家其他要求（2015）  
来自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巴基斯坦的旅行者以及从叙利亚前往其他国家的旅行者需提供脊灰疫苗

接种证书。 
 
塔吉克斯坦  

黄热病（2017）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7）  
自2009年以来没有本地恶性疟病例报告，自2015年以来没有间日疟病例报告。疟疾风险以前主要为

间日疟。6月至10月存在风险，特别是在南部地区（哈特隆州）以及中部（杜尚别）、西部（戈尔诺
-巴达赫尚自治州）和北部（列宁纳巴德）的一些地区。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A类 
 
坦桑尼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泰国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机场转机
停留时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疟疾风险在农村地区（特别是森林覆盖地区和丘陵地区）全年存在，主要在通往国际边境的地区
（包括最南端的省份）。在城市（如曼谷、清迈、芭堤雅）、城市地区、苏梅岛以及普吉岛的主要

旅游景点均无疟疾风险。但在其他一些地区和岛屿存在疟疾风险。在靠近柬埔寨和缅甸的一些边境
地区，有抗甲氟喹和奎宁恶性疟报告。在与缅甸交界地区有青蒿素耐药的报告。有抗氯喹间日疟报

告。曾报告人类诺氏疟原虫感染病例。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A类；在靠近柬埔寨和缅甸的边境地区：C类 
 
东帝汶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多哥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所有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托克劳，见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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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加  

黄热病（2013年以前）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建议所有前往特立尼达岛森林密集地区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接种疫苗。 

 
不建议游轮旅客和航空中转旅客或行程仅限于多巴哥岛的旅行者接种疫苗。 
 
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见联合王国 

 
突尼斯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见联合王国 

 
土耳其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8）  
本地疟疾传播已被阻断。自2010年以来未报告本地获得性病例。该国没有疟疾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无 
 
土库曼斯坦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图瓦卢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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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所有1岁以上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乌克兰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国家其他要求（2019）  
前往存在野生脊灰病毒传播或循环的疫苗衍生脊灰病毒传播的国家的长时间旅行者，应出示在过去
12个月内至少服用一剂二价口服脊灰疫苗(bOPV)且在抵达前至少4周服用的、或者在过去12个月内至

少接种一剂脊灰灭活疫苗(IPV)且在抵达前至少4周接种疫苗的证明。必须进行紧急国际旅行者应在离
境前接种一剂脊灰疫苗。将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向旅行者提供疫苗接种或预防措施国际证书

(ICVP)，以记录其脊灰疫苗接种情况，并作为疫苗接种证明。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  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

时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联合王国（包括海峡群岛和马恩岛）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一般为否 
一般不建议前往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旅行者接种疫苗。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海拔1800米以下的地区全年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美利坚合众国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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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属维尔京群岛，见美利坚合众国  

 

乌拉圭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乌兹别克斯坦  

黄热病（2013年以前）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8） 
疟疾风险有限，全部为间日疟，与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接壤的南部和东部地区的一
些村庄6月至10月存在风险。自2011年以来未报告本地获得性病例。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A类 
 
瓦努阿图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疟疾风险主要为间日疟，风险程度为低度到中度，国家大部分地区全年存在风险。有抗氯喹间日疟
报告。此外，仍然存在恶性疟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巴西的1岁以上的旅行者以及在巴西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

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是 
建议为所有满9个月龄以上的旅行者接种疫苗（除下文所述）。 
一般不建议行程仅限于以下地区的旅行者接种疫苗：阿拉瓜、卡拉沃沃、米兰达、巴尔加斯、亚拉

奎等州以及联邦区。 
不建议行程仅限于以下地区的旅行者接种疫苗：梅里达、特鲁希略和塔奇拉等州海拔 2300 米以上的

所有地区、法尔孔州和拉腊州、玛格丽塔岛、首都加拉加斯市和巴伦西亚市。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为间日疟（占74.6%）和恶性疟（占25.4%）。亚马孙、玻利瓦尔和阿马库罗三角洲、苏克
雷等州的一些地区全年存在高风险。安索阿特吉、阿普雷、莫纳加斯和苏利亚等州疟疾风险低。苏

利亚州的风险为中度。恶性疟风险主要限于亚马孙州（Alto Orinoco、Atabapo、Atures、Autana和
Manapiare）、玻利瓦尔州（Angostura、Cedeño、El Callao、Gran Sabana、Heres、Piar、Rocio、
Sifontes）、阿马库罗三角洲以及苏克雷州（Benítez、Bermúdez、Cajigal和Arismendi）的市镇。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 在间日疟风险区采取B类措施；在恶性疟风险区采取C类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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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不包括城市中心、红河三角洲、湄公河三角洲、中部的沿海平原地

区）存在风险。北纬18度以南海拔1500米以下的高原地区为高风险地区，尤其是中部的4个高原省份
（多乐、多农、嘉莱和昆嵩）、平福省以及沿海庆和、宁顺、广南和广治等省的西部地区。有抗甲

氟喹报告。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威克岛 

黄热病（2013年以前）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也门  

黄热病（2013年以前） 
国家入境要求：无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 （2018年以前）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海拔2000米以下的地区全年（主要为9月至次年2月）均存在风险，萨
那市无疟疾风险。索科特拉岛疟疾风险极其有限。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索科特拉岛：A类 
 
赞比亚  

黄热病（2018）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1岁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间超过

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一般为否 
一般不建议前往所有西北部和西部各省的旅行者接种疫苗。 
不建议前往所有上文未列出地区的旅行者接种疫苗。 
疟疾（2018）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全国全年均存在风险。 
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措施：C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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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  

黄热病（2019） 
国家入境要求：来自有黄热病传播风险国家的满9个月龄以上旅行者以及在这些国家机场转机停留时
间超过12小时的旅行者需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世卫组织疫苗接种建议：否 
疟疾（2019）  
疟疾风险主要为恶性疟，海拔1200米以下的地区11月至次年6月存在风险，赞比西河谷地区全年存在
风险。疟疾风险在布拉瓦约市和首都哈拉雷可忽略不计。 
世卫组织推荐在危险地区采取的预防措施：C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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