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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电话

比利时紧急电话

查号台：1414（英文）、1313（法文）

火警、救护电话：100

匪警电话：101

紧急呼叫电话（欧盟范围内）：112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24小时领事保护电话

电话：0032-27632006

中国外交部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

电话：+86-10-12308或+86-10-59913991

比利时
Belgium

http://ocnr.mfa.gov.cn/expa/
进行公民登记，以便出现紧急情况时，使馆

能及时与您取得联系。

“驻比利时使馆领保姐姐”微信 “领事直通车”微信

建议您通过中国领事服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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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前准备

中国公民赴比前，应提前做好旅行证件、旅

行安排、行李等各项准备：

（一）可通过设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的15个比利时签证申请中心提交签证申请，所

持护照有效期需超出预计离开申根区时间至少3
个月。所需具体材料请参照比利时签证中心网

站http://www.vfsglobal.cn/belgium/china/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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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html。
（二）将个人护照资料页、签证、邀请函

（如持探亲、访友类签证）、驾照、往返机

票、行程单、酒店订单、租车订单、保险单、

经济担保函（如有）等提前复印（或留存电子

版）并随身携带，以备不时之需。

（三）确认护照

有效期超过在比停

留 期 6 个 月 以

上 ， 并 确 认

签 证 信 息 与

护 照 信 息 一

致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护

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国境和在国外证

明国籍和身份的证件，请务必妥善保管。

（四）未成年人（18周岁以下）未与父母

同行，建议随行监护人提前办妥未成年人父母

双方签字并经公证、双认证的授权委托书备

查。授权书最好为中英文版本，内容包括：未

成年人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父母双方姓

名、父母未随行原因和父母联系方式等信息。

（五）在订购机票前看清签证自哪天起生

效，至哪天失效，获准停留几天，确保抵离比

利时时签证有效；确认订妥机票相关信息以及

中转地停留是否需办理签证等。

（三）确认护照（三）确认护照

有效期超过在比停有效期超过在比停

个 月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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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及时登录比利时海关网站，仔细阅

读或查询海关禁止带入物品类别并确认未携带

违禁物品入境，了解清楚哪些东西禁止托运，

哪些东西禁止随身携带；尤其注意不要帮人捎

带违禁或限制入境物品，避免给自己带来麻

烦。比利时海关网址：http://diplomatie.belgium.
be/fr/Services/voyager_a_letranger/informations_
supplementaires/douane。

（七）及时登录订票航空公司网站了解对托

运及手提行李件数和重量的要求。

（八）确认订妥酒店的地址、联系电话、入

住和退房时间要求、联系人电话等信息。

（九）确认所用手机制式与入境国通讯网络

兼容，并开通国际通话和漫游功能，以便抵达

后能及时与家人取得联系。

（十）确认办妥个人旅行和居留所需的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和医疗保险；如果在比利时租车

自驾，请向租车公司了解清楚中国驾照在当地

的使用要求，并在租赁时办妥相关车辆保险。

认真阅读车辆租赁合同，了解合同中规定的使

用车辆的权利，比如包含在租金中的每日可以

行驶的公里数，特别是要了解当发生交通意外

时承租方的权利、责任及可以获得的保障。在

提取车辆时仔细检查车辆的状态，做好记录，

避免在送还车辆时可能出现的纠纷。

（十一）及时在所在城市的国际旅行体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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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进行体检，预种必需的疫苗，并携带免疫和

接种证书。

（十二）及时登录关注中国领事服务网、官

方微信“领事直通车”以及中国驻比利时使馆

官网及官方微信“驻比使馆领保姐姐”，全面

了解有关信息和安全提醒，加强安全评估。建

议中国公民登录中国领事服务网进行“出国及

海外中国公民自愿登记”，以便在紧急情况下

与我驻外使领馆及时取得联系，必要时获得领

事保护与协助。

提供咨询
和必要协助

应请求
进行探视

与国内亲属联
系、解决所需费用

依法办理公
证、认证补、换、发旅

行证件、回国证明

如 遇 特 殊
情况协助向国内
亲属通报情况

推荐律师、
翻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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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入境须知

所有从比利时机场口岸或海港口岸入境的访

客都要接受比利时海关和边境管理局的检查。海

关检查主要包括行李查验、卫生防疫和动植物检

疫。通过边境检查时，非欧盟公民应出示有效的

旅行文件和签证或居留证（如适用），以及证明

访问目的和有能力负担停留期间所需费用的其他

文件。如边检人员对入境者的入境目的或所持证

件有所怀疑，入境者需要到二次检查区做进一步

的检查和面谈。需要注意的是，持有效申根签证

并不能保证你有权进入比利时，比利时入境口岸

的边检官员拥有是否允许你入境的最终决定权。

入境时，提醒注意以下事项：
（一）随身携带申请签证时提供的资料复印

件。海关和边境管理局可能要求你在入境时提供

上述资料。

（二）排队办理入境手续。排队等候时，尽

量不要东张西望，左顾右盼，更不要多次变更队

列，以免给边检官员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三）熟记申请签证时提供的邀请函、行程

单中的信息，以便回复边检官员的提问。如果在

比利时有亲属或朋友，可以保存亲属、朋友的电

话号码，如在回复边检官员的提问时出现沟通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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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在得到允许后可以电话向亲属、朋友求助，

请他们帮助你回答边检官员的问题，避免进入二

次检查区进行进一步的审查。

（四）认真、如实填写海关申报单等单据，

不得疏漏或存侥幸心理。如填写有困难，可请人

协助填写。如果不确定某件物品是否需要申报，

建议申报为宜。海关官员不经申请搜查令即可对

你和你的个人物品进行检查，请根据海关官员要

求，配合检查并出示必要资料。如有语言问题，

可事先准备好简单的英文字条：“I only speak 
Chinese.Please help me with an interpreter.”（我

只讲中文，请协助提供翻译服务），有些机场会

提供普通话翻译服务。如比海关要求你留下接受

询问时，如需翻译，请尽量确认翻译能如实、完

整地转达双方的意思。如有疑问，可直接向海关

官员提出质疑，要求更换翻译。询问后，如要

求你签署笔录等文件，请务必确认文件内容再签

字，有错误之处一定要求立即更正。如与中国驻

比利时使馆联系的要求被拒绝，或遇歧视性做

法，请记下对方工作人员的姓名或工作编号。最

好能够找到证人，以备事后投诉。驻比使馆将根

据你的情况和要求，尽力维护你的合法权益，并

保留进一步了解情况和提出交涉的权利，但无法

保证你一定能进入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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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关申报

比利时海关针对入境者的身份、出境国家和

地区、境外停留时间、出境频率、礼品或购买商

品的内容、该商品的生产国、购买该商品支付

的价格等因素，设置不同的入境免税额度。可免

税携带物品（仅限于个人使用，不可作为商品交

易）入境比利时的数量如下：

（ 一 ）

旅客从其他

欧 盟 国 家

（部分欧盟

国家和地区

可能执行不

同的政策）

抵比，可携

带卷烟800根、小雪茄400根、雪茄200根、烟草

1公斤；啤酒110公升，其他酒类90公升（其中

气泡酒最多60公升，开胃酒20公升、烈性酒10
公升）。

（二）旅客从非欧盟国家抵比，可携带卷烟

200根、小雪茄100根、雪茄50根、烟草250克；

啤酒16公升、其他酒类4公升、烈性酒1公升、22
度以下的酒精饮料2公升、气泡酒2公升）及自用

的医疗用品。仅17岁以上（含）的旅客可携带烟

草和酒精类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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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动植物及制成品、火药、武器、

奢侈品仿制品禁止入境。受限制的动植物清单详

见网站www.votresouvenir.be。
（四）部分古董、艺术品、宗教用品无专门

许可不能携带入境。

（五）从非欧盟国家入境或出境前往非欧盟

国家的旅客，如携带超过10000欧元的现钞或等

值有价证券，需要向比海关申报。

（六）入境时比海关对行李进行抽检。如无

申报项目,可在取得行李后,顺着免申报标示牌方

向的通道直达入境大厅。由于海关政策可能会随

时发生变化，具体信息请参阅比利时海关网站

http://diplomatie.belgium.be/fr/Services/voyager_a_

letranger/informations_supplementaires/douane。
中国公民尤其需要注意不要携带含肉、蛋的

月饼、粽子及腊肉、熏肉、腌肉、香肠、肉松、

肉干、火腿、烤鸭等肉制品以及野生动植物及制

品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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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篇

一、安全形势

比利时政治局势稳定，社会治安总体良好。

但比利时作为欧盟总部所在地，来往人员较多，

成分复杂，近年来的治安情况有所下降，尤其是

2016年3月22日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比利时

政府一度将恐袭警戒级别调升至最高级四级，后

长期维持在三级，直到2018年1月22日才决定将

全国的警戒级别由三级降为二级，机场等重点区

域仍维持三级。

二、防抢防盗

（一）比利

时盗抢高发地段

及常见情境
1  盗抢高发

地段

比利时盗抢

案高发地点主要

有 机 场 、 火 车

站、地铁和旅游景点，还有酒店门口、银行门

口、购物街、停车场等。

2  十大常见盗抢情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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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一  用中文打招呼示好，以转移注

意力，趁机行窃

情境二  假称借火或问路，以转移注意

力，趁机行窃

情境三  朝游客身上泼水、洒烟灰，以

转移注意力，趁机行窃

情境四  往地上撒钱，以吸引注意力，

趁机行窃

情境五  砸旅游大巴车窗、撬车门，盗

窃车内行李物品

情境六  守候在旅游景点，趁游客参

观、拍照时行窃

情境七  蹲守在酒店大堂，趁游客办理

入住手续时行窃

情境八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趁乘客不

备盗窃财物

情境九  潜入酒店溜门撬锁，盗窃房间

内财物

情境十  假扮警察搜查证件、毒品，

趁检查钱包、搜身时行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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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比利时生活或旅游，提醒你时刻

注意以下事项：
1  关注当地治安情况，随时留意媒体对

外出旅行的提示，避免前往治安状况较差的地

区，随身携带身份证件及紧急情况联系人的电

话号码；

2  尽量不要佩戴昂贵饰品、随身携带贵重

物品或大量现金；

3  照看好自己的东西，不要交给不相识的

人看管，也不要随便答应替不相识的人捎带东西

或托运行李；

4  旅行团团员最好不要单独外出，外出时

应随身携带陪团导游、司机、家人或住宿酒店的

联系方式；

5  离开酒店时须检查有无遗留物品或财

物，在酒店内餐厅用餐时须注意防盗；

6  夜间避免单独外出，有些劫匪会在深夜

冒充警察拦车或拦人进行抢劫。避免开车到车辆

稀少或无照明的路段，万一迷路，不可随意在路

边停车，应先到达有人可以问询的地方； 
7  在公共场所遭遇偷盗、抢劫、行凶、人

身侵害等袭击，要大声呼救，喝阻坏人，为己壮

胆，伺机摆脱。在偏僻地方遭遇袭击，切记保命

为重，避免为保全身外之物而遭受人身伤害。确

保自己安全后，立即拨打101电话报警或向就近

警察局报警；

8  不要在黑暗处招呼出租车，不要随意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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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陌生人便车或让陌生人搭便车；

9  在商场或小店购物，应将挑选好的物品

放在专用筐内，离开时要检查自己随身携带的物

品，不要将没有付款的物品带出商场。使用信用

卡付款时，注意密码保密，以防盗刷。同时付款

后一定要妥善保管好收据，以备商场查验时提供

证明，避免发生误解；

10  在餐厅用餐时要特别注意围在餐桌前兜

售小商品的 “聋哑”人，防止其趁机偷走餐桌

上的手机、钱包等物品。

（三）报警方式
1  比利时紧急联系方式：

查号台：1414（英文）、1313（法文）

匪警电话：101
火警和救护车电话：100　
紧急呼叫电话（欧盟范围内）：112　
2  外交部全球领保与服务应急中心呼叫电话：

0086-10-12308或0086-10-59913991
3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联系方式：

领事保护紧急联系电话：0032-27632006
微信：领保姐姐（微信号：cnconsulate）

（四）补办旅行证件
在遭遇盗抢或其他意外后首先不要慌张，应

按照以下流程寻求帮助和保护：

1  确认财物损失情况，特别是证件等重要

物品是否遗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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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警。到最近的警局进行报警，并向警

察局索要报警记录。如遇到特别紧急的意外，请

拨打101进行报警；

3  拨打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领事保护电话

寻求帮助：0032-27632006；
4  如果护照等旅行证件丢失，则需要前往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领事部补办相应证件。补发旅

行证所需材料如下：

（1）比利时警局报警单（如有）；

（2）护照复印件或身份证复印件；

（3）小二寸免冠证件照片3张；

（4）旅行证申请表；

（5）护照遗失声明书。

5  驻比利时使馆领事部地址：

439 Avenue de Tervuren,1150 Woluwe-Saint-
Pierre

三、行车安全

（一）基本交通规则
比利时交通标识用法语和荷兰语双语书写，

基础交通规则与其他欧洲国家类似。比利时法定

最小驾驶年龄为18岁。实行右侧通行，左侧超

车。过马路的行人、靠站的有轨电车、右侧行驶

的车辆拥有行驶优先权，遇到过马路的行人、上

下客的有轨电车和右侧有车辆汇入需让行。机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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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需经车辆登记管理部门（Immatriculation des 
véhicules,DIV）登记，获得牌照后，方可上道路

行驶。购买二手车后，新车主需在车辆登记管理

部门重新登记，申请新牌照。比利时实行机动车

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在开车时接打移动电

话必须使用非手持方式。驾驶员有责任保证乘车

所有人员使用安全带，包括后座人员（如车辆后

座配置安全带），如乘车人员未使用安全带，驾

驶员将被处罚。即使白天，在隧道中行驶也必须

使用大灯。如

发 生 交 通 事

故，必须停车

帮 助 受 伤 人

员，与其他涉

事车辆合作避

免危险和其他

可能发生的后

续事故。

（二）儿童乘车规定
体重在13公斤以下的婴幼儿乘车须使用后向

式的儿童安全座椅；体重13公斤至18公斤的儿童

乘车须使用前向式的儿童安全座椅；体重18公斤

至36公斤的儿童及身高1.35米以下儿童乘车须使

用儿童增高座椅及正常安全带；身高在1.35米以

上，并且体重在36公斤以上的儿童乘车时可以使

用正常的安全带。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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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驾车所需物品
在比利时开车，需要携带本人驾照、车辆保

险单、汽车行驶证、身份证件、路税等税费缴纳

证明等材料。同时机动车上路时必须配备三角

警示牌（如遇事故或抛锚，正常道路上三角警示

牌需放置在车后30米处，高速公路需放置在车后

100米处，警示牌必须为50米内可见的类型）、

急救包、驾驶员可取范围内的灭火器和反光背心

等物品。

（四）驾驶提醒
开车上路前应根据自身驾驶经验、车况、路

程、天气等做好各项驾驶准备。如果驾驶经验不

足，建议不要在恶劣天气条件下单独驾车。上

路前应先查好地图，熟记行车路线，做到心中有

数。建议安装GPS导航或使用手机导航软件，提

前输入目的地，按导航指示路线行驶。    
比利时高速公路通常限速120km/h,并且有些

道路常年施工，所以一定要注意限速并安全驾

驶。不要酒后驾车，酒精会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

断和反应能力，容易造成事故。酒精度超过一

定标准属于严重违法，会被处以罚款，吊销驾

照，当场拘禁等处罚。比如当警察发现酒驾者的

每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0.5克，但在0.8克以下

时，将被处于25欧元至500欧元的罚款；当酒驾

者的每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0.8克，将被处于

200欧元至2000欧元的罚款。遇警车、救护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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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火车鸣笛须注意避让。路上开车时，只要鸣笛

的警车、救护车、救火车驶近，不管是对面还是

同向，在低速路上把车停靠在路边的安全区域让

行，在高速上换到最右边车道上（无需停下）让

行。负责道路维修的车辆（车顶配有黄色警灯）

可能随时会刹车停下, 需小心避让。市区驾车时

注意严格遵守道路限速规定，礼让其他车辆，除

非绝对必要，尽量避免鸣笛等容易激怒其他驾车

者的行为。停车后应收起GPS等贵重物品，尽量

清空手套箱和储物格。如果所住的酒店有停车

场，最好将车停在酒店停车场内，或者酒店附近

的大型室内停车场也是较好的选择。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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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中交通

欧洲民航非常发达，只要不是太偏僻的地

方，基本都可以坐飞机抵达，一些大中型城市间

飞机往返次数多，机票价格相对低廉，乘坐民航

已成为欧洲人除了汽车之外最重要的出行方式。

（一）订购机票
欧洲航空公司通常通过采取优惠措施，

鼓励民众提前预定机票 ,订票时间越早票价越

低。比利时各机场也有欧洲廉航飞机起降，

如瑞安（Ryanair）、易捷（Easyjet）及伏林

（Vueling）航空等，及早订票或能刷出低价机

票。但是客流集中的暑假、 圣诞节期间，机票

价格会比平时贵。此外，订票时需要看清楚退改

签规则，有些优惠票是完全不能退票和改签的，

所以最好待行程确定后订票。据统计，购买机票

的最佳时机是出发前6个星期，而清早或晚上起

飞的航班，往往折扣较高。此外,选择转机航班

通常比直航更为经济。

（二）乘坐飞机
乘机时需携带好护照、身份证、居留卡等有

效证件，提前赴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并进行安检。 
为节省排队时间，可以提前 24 小时在航空公司

网站上办理值机手续。旅客在登机时，一般可免

费携带一个随身包和一件手提箱登机，但大多数

廉价航空航班只能免费携带一件随身行李（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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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5公斤）登机，乘机前应提前在乘坐的航空公

司网站查询相关行李规定。

（三）航空安检
下列物品既不能随手提行李也不能托运带上

飞机：

1  武器弹药：手枪（P i s t o l s）、左轮

手枪（Revolvers）、步枪（Rifles）、猎枪

（Shotguns）、仿真枪（Toy guns  capable 
of being mistaken for real weapons）、气弹

枪（Compressed air and CO2 guns）、信号

枪（Signal flare pistols）、发令枪（Starter 
p is to ls）、武器零件（Component  par t s  of 
f i r ea rms）、弓箭（Bows ,Cross  bows  and 
arrows）、标枪（Harpoon guns）、捕鱼枪

（Spear  guns）、弹弓（Sl inshots）、石弩

（Catapults）；

2  电击或致人昏迷的装置：眩晕枪（Stun 
guns）、电击枪（Tasers）、眩晕棒（Stun 
batons）、动物麻醉枪（Animal stunners and 
animal killers）、各类致人无法反抗的化学气

体及喷雾，如梅斯毒气（Mace）、辣椒喷雾

（Pepper sprays）、催泪瓦斯（Tear gas）、

酸性喷雾（Acid sprays）、驱兽喷雾（Animal 
repellent sprays）等；

3  锐 器 ： 斧 头 或 短 柄 斧 ( A x e s  a n d 
Hatchets）、开盒刀 (Box cutters)、冰斧（Ice 
axes）、冰凿(Ice picks)、剃须刀片（Raz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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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des）、击剑、剪刀、剑、军刀及其他刀刃在6
厘米以上的刀具及剪刀。交通管理局要求，任何

托运行李中的锐器必须包扎安全，以免伤害行李

人员和安检人员；

4  工具类：铁撬棍（Crowbars）、钻子

和钻头（包括无绳便携式电钻，Drills and drill 
bits）、锯子（包括无绳电锯，Saws）、螺丝

刀（Screwdrivers）、凿子（Chisels）、喷火

灯（Blowtorches）、螺栓枪（Bolt guns）、射

钉枪（Nail guns）、其他刀刃长度超过6厘米的

工具；

5  钝器：棒球棒(Baseball bats)、垒球棒

（Softball bats）、高尔夫球杆(Golf clubs)、其他

武术类用具；

6  易燃易爆物品：子弹（Ammunition）、

起爆雷管（B l a s t i n g  c a p s）、雷管和引信

（D e t o n a t o r s  a n d  f u s e s）、仿真炸药装置

（Replica or imitation explosive devices）、烟

花爆竹（Fireworks and other pyrotechnics）、

发烟罐（Smoke-generating canisters）、发

烟弹（Smoke-generating cartridges）、炸药

（Dynamite）、火药（Gunpowder）、塑料炸弹

（Plastic explosives）、地雷（Mines）、手榴弹

（Grenades）及其他军事爆炸装置；

不易燃的液体、凝胶或气雾喷剂（单件容器

不超过100ml或3.4oz的液态、气态物品，应放置

于最大容积不超过1升(L)、可重复封口的透明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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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袋(Re-sealable Plastic Bag)中。塑料袋应完全封

好，每名旅客每次只允许携带一个透明塑料袋，

超出部分应办理托运，否则将面临没收、罚款甚

至司法处理。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需单独放入

安检托盘内。

（四）行李托运
办理行李托运时，机场服务人员会在行李上

贴有条码的行李识别标签，同时，每份托运行李

都会配上一个带编号的行李领取牌，作为托运行

李证明。在旅程结束并领回自己的托运行李前，

请务必保存好行李领取牌。如果行程在购买机票

后发生变化，应在托运行李前通知机场人员。目

前大多数航空公司对托运的旅行箱大小规定是三

边之和相加不超过62英寸/158厘米。对于大型或

形状不规则的手提物件， 如果无法安放在座椅

下或舱顶行李箱中，航空公司将视其为托运行

李，必须办理托运手续。 对于随身携带和托运

行李的尺寸、重量，各航空公司规定不尽相同，

具体情况请提前登录航空公司网站进行查询。海

关在对托运行李进行检查时，除通过扫描仪器检

查外，还会对行李开箱抽查。因此，贵重物品和

重要的文件最好不要托运，而应随身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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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陆路交通

（一）长途大巴
在目的地距离

较近或没有航班及

火车的情况下，可

以选择乘长途大巴

出 行 。 欧 洲 最 大

的 长 途 汽 车 联 盟

eurolines是由32家独立长途大巴公司联合组成，

提供超过500个目的地的巴士运输服务，并且

销售欧洲各国大巴通票（Interrail pass），登录

官网www.eurolines.eu即可购票。同时也可登录

www.infotec.be网站查询比利时各大城市间的公

共交通出行线路。

（二）火车出行
欧洲火车便捷

安全，除能准确到

达目的地之外，在

火车上能近距离的

感受和体验当地风

土人情，还能一路欣赏到当地美妙的风光。欧洲

火车普遍环境较好、上车基本不查票。但一定不

要抱着侥幸心理试图逃票，一旦被抓到将会被重

罚。乘坐火车需随身携带护照等身份证件，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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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查验。此外，在火车站或乘坐火车时请看管

好自己的随身行李，虽然欧洲火车上座率不高，

但是小偷数量并不少，贵重物品、身份证件等一

定要随身携带并时刻保持警惕。

火车票可以在网上提前预定，并且有一

定折扣，比利时官方火车购票网站为w w w.
belgianrail.be。如目的地是欧洲多国，还可以

在www.raileurope.com网站购买欧洲火车通票

（Railway pass）。在网上订好火车票，可选择

打印出订票单或使用购票网站手机App的电子二

维码车票乘车，非常便捷。旅客随身携带的行

李可以放到坐席上边的行李架上，大的重的也

可以放在门旁行李柜里。车站便利店有各种食

品贩卖。车厢内每个座位下面都备有插座，供

旅客使用电脑及为各种电器充电使用。

（三）出租车
比利时市区内公

共交通非常便捷，网

络覆盖非常细致，因

此出租车并不是比利

时的大众出行工具。在机场或火车站出口处，可

以找到出租车，但价格较贵，上车前最好问清楚

大概价格。在市区打车需要提前打电话预约，

首都布鲁塞尔常用的出租车公司电话为0032-
23494949（Taxis Verts）和0032-22680000（Taxis 
Bleus），提供英文、法文及荷兰文的预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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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预订时需要提供乘车人的姓名、联系方式、

总人数、行李件数、出发地等。可用信用卡或现

金支付，但需提前说明。

（四）公共交通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公共交通非常发达，

主要由地铁(Métro)、有轨电车(Tram)和公共汽车

(Bus)组成。和许多其他城市不一样的是，以上

三种交通工具属于同一个交通系统，所以，游客

换乘会比较方便，而且车票通用。车票的单程价

格为2.1欧(一般可在一个小时内换乘其他公共交

通)，可在地铁售票窗口和公共汽车站旁的专门

售票机器购买。如果上车(Tram和Bus)后向司机

购买，票价为2.5欧。很多乘客可以直接在地铁

站售票处购买5次票，10次票或者全天票，价格

便宜很多，也避免多次购票的麻烦。地铁售票处

除了人工服务窗口，也有自动售票机，支持现金

和信用卡支付。

大多数交通线路的营运时间为每天早上5点
到凌晨，还有一些夜间线路(车站标有Noctis标
志)结束得更晚。布鲁塞尔市内的主要旅游景区

之间并不太远，可以主要靠步行。如果需要乘

坐公交，可以登陆www.stib.be网站，输入出发

地和目的地，找到最合理的公交线路。有些地

铁站也提供免费的交通线路图，此外，也可以

使用谷歌地图手机App查询公交线路。截至2017
年底，布鲁塞尔公交公司（stib）在布鲁塞尔70

比利时手册.indd   23 2018/7/20   下午2:28



中国公民
赴比利时安全指南

24

个地铁/有轨电车站都开通了免费无线上网（wifi 
brussels），便于乘客在网上查询公交路线图。

一般公共汽车不会每站都停，上车前最好向

司机举手示意，下车前找到车上的蓝色按钮，按

铃通知司机。车上司机不会主动报站，所以游

客应该问清楚站名和什么时候下车。遵守前门上

车、后门下车的规则；上公交车、有轨电车和进

入地铁时，应该主动在刷卡机上刷卡。一旦逃票

被发现，罚款很重。

三、自驾出行

比利时国土面积很小，租车自驾旅游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如果航班时间已经确定，可以提前

在网上预订租车，这样可以以优惠价格租到心仪

车辆。这里推荐一个网站www.rentalcars.com，

可以帮助旅行者们同时搜索并比较几家租车公司

价格，十分实用。登录网站后，即可在首页搜索

租车信息，选择需要租车的国家及城市，以及

取车还车的时间地点。欧洲的大型租车公司有

Hertz、Budget、Europcar、Avis、Alamo等。

取车时一般会有租车公司的雇员陪同，并对

车辆外观、所剩油量等做全面检查。需要注意的

是，如果车辆本身就有划痕等外伤，最好监督租

车公司人员把这些全部写入租车合同，为保险起

见，最好在租车公司员工面前给伤痕局部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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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作证据，以防交车时出现不必要的纠纷。检查

车轮状况及车辆的刹车性能，以保障行驶安全。

比利时汽车多以手动档为主，如需租自动档

车，最好提前在网上预订。中国驾照在比利时的

使用要求，最好在出国前向租车公司了解清楚。

\\

租车自驾小贴士：

1  关于租车时间及价格，长租（1个星期以

上)往往会比短租(2-5天)便宜，旅行淡季(12月-次
年2月)也会比旺季(7-9月)便宜；

2  GPS、额外的驾驶员名额、儿童座椅等

选项都是选购项目，需要额外付钱。除此之外，

异地还车也可能需要额外付费；

3  签署租车合同时，特别要注意合同中的 
“惩罚条款”，如包含在租金里的可免费行驶的

公里数及超过此公里数要额外缴纳的费用等；

4  比利时租车时需要用信用卡缴纳保证

金，数目相当于出现问题时租车人需要自行支付

的费用。租车公司不会真正划走这笔费用，而是

会先冻结资金，当车辆被完好无损的送还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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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金将被解冻；

5  租车的合同中一般含带了普通的保险(可
能包含盗窃险和碰撞险)，但是这种保险赔付金

额是有限制的，低于或高于限额的费用都需自

理。如果怕出问题，可额外购买全险，低于或高

于限额的费用将由租车保险公司赔付；也可以考

虑购买“援助保险”（Assistance）,当车辆因出

现故障、事故而无法行驶时，会有专门的公司前

来把车辆拖走；

6  测速雷达的标识一般设置在固定测速雷达

前500米到1000米处，提醒司机注意车速。当然，

警察也有可能采用其他方式在随机的地点测速，

所以即使没有固定测速雷达也不要掉以轻心，严

格遵守规定速度驾驶才是上上策。另外比利时是

严禁使用电子狗的(主动式反测速雷达装置)；
7  在比利时路边停

车时有以下三种情形：

（1）免费停车：在

没有任何道路指示牌提醒

的情况下，可视此路段为

免费停车路段；

（2）使用停车牌停车：

（ 图 为 比 利 时 常 用 的 停

车牌）

当在某些路段开始处看到

以下标志时，可以使用停车

牌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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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要把停车牌上的时间调到您到达的时

间，一般车辆可以最多免费停留两个小时。如果

超过两个小时，有被罚款的可能。

（3）付费停车：在道路两旁的自动付费机

上购买停车票，购票后将小票放在挡风玻璃处

便于道路督察员检查，如停在收费停车位却未

交费或停车超时，督察员将会开具25欧元（或

更高数额）的罚单，夹在挡风玻璃上；

在此，建议在停车前仔细查看停车位周围的

所有标志，此处是否禁止停车，或在某个时间段

内禁止停车，或者是否是残疾人车位、是否有临

时禁止停车的标志牌、是否是他人车库的入口。 
如果违章停车，警察很有可能会叫拖车来把车拖

走，拖车费用和罚款将由违章停车者支付；

8  如果只是车辆的轻微剐蹭，若责任方明

显，请双方将车停到附近路边不影响交通的地

方，再下车商议；若责任方不明显，请先把车子

情况拍照(要求一张照片上要同时显示两辆汽车

的方位)，再停到路边，立即打电话给租车公司

通知发生车祸；如双方无法达成事故责任认定的

协议，那么应立即打电话报警，请警察到现场做

事故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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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比 利

时的加油站全

部为自助式加

油，绿色油枪

标着ESSENCE
或SP95 / SP98
为汽油，而黄色或黑色油枪标有D I E S E L或

GAZOLE为柴油，付款方式有刷银行卡和收银

台结账两种。刷银行卡的加油站是无人值守的

24小时自助加油站，加油机上设有类似ATM
机的装置，先插卡，输入密码，选择所加油料

类型后自助加油，油一旦加满会自动跳枪，然

后把油枪挂回原处，机器会自动把票据打印出

来；收银台结账的加油站比较常见，先加油，

然后去加油站的商店里的收银台(CAISSE)，把

加油机的号码报给收银台，人工结账。加完油

千万不要忘记拧好油箱盖。

另外，加油站一般都配有轮胎充气的设备，

只要把车停到充气机附近，把轮胎上的气帽拧

开，把充气管接好，就可以按“+”键或者“-”
键进行充气或放气。充气机旁一般都配有提示

牌，列有主流车型轮胎对应气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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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概况

（一）地理
比利时王国（荷兰语：B e l g i ë，法语：

Belgique，德语：Belgien），位于西欧，北连荷

兰，东邻德国，东南与卢森堡接壤，南和西南与

法国交界，西北隔多佛尔海峡与英国相望。海岸

线长66.5公里。全境分为西部海边平原、中部高

原、东部阿登山脉三大地理区域，海拔最高点

为694米的博特朗日山。主要河流有西部的斯海

尔德河和东部的默茲河。总人口约1100万（2016
年）。属海洋性温带阔叶林气候，四季分明。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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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
公元前凯尔特族的比利其人在此居住。公元

前57年起长期为罗马人、高卢人、日尔曼人分

割统治。9-14世纪被各诸侯国割据。14-15世纪

建立了勃艮第王朝。随后又陆续为西班牙、奥

地利、法国所统治。 1815年被并入荷兰。1830
年10月4日独立。1867年成为永久中立国。在

两次世界大战中均被德国占领。二战后加入北

约。1958年加入欧共体，并与荷兰、卢森堡结

成经济联盟。首都布鲁塞尔是欧洲联盟、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及世界海关组织等大型国际组织

总部所在地。

（三）政体
比利时实行世袭君主立宪的联邦制，国王为

国家元首、三军最高统帅，与议会共同行使立法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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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与政府共同行使行政权，但实权在政府，政

府对议会负责。议会实行两院制，主要由众议院

行使立法权，参议院只在修宪、国家体制改革等

方面与众议院享受同等权力，在其它方面仅有立

法建议和咨询权。现任君主为菲利普国王。

（四）语言
比利时有三种官方语言。北部弗拉芒地区讲

荷兰语，南部瓦隆地区讲法语，东部列日省的极

少数人群讲德语。首都布鲁塞尔是法语和荷兰语

双语地区，但大部分人讲法语。旅游景区的居民

大部分都会讲英语。

（五）时差
比利时所

处时区为东一

区，每年三月

最后一个周日

至十月最后一

个周六采用夏

令时，与中国

所在东八区时

差6小时，每

年十月最后一

个周日至次年三月最后一个周六采用冬令时，与

中国时差7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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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气候
比利时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温和多雨。

比利时受盛行西风和北大西洋暖流影响，全年降

水均匀,夏季平均气温23°C，冬季平均气温5°C。

（七）网络
比利时有多家电信公司，网络发达，有各类

电话及网络套餐可选，但总体价格偏高。一般酒

店均提供房间内上网服务，一些咖啡馆、酒吧等

区域还有无线网络服务。

（八）货币
比利时属于欧元区，游客来欧洲前最好兑换

好欧元。欧元面值尽量不高于100欧，面值100欧
以上的纸币，很多店家不愿意接受。布鲁塞尔的

机场、火车站以及市中心的旅游区都可以找到货

币兑换处，但手续费比较高，一般买入价和中间

价有10%的差额。

国内的银联卡在比利时有银联标志的ATM
机都可以使用。一些比利时银行的ATM机并

不支持银联，特别是非旅游区的，所以如需现

金，尽量在布鲁塞尔火车站和机场附近取钱。

根据每家银行的不同规定，最高提款金额每天

一般不能超过650欧元，每笔交易银行会收取一

定的手续费。   
比 利 时 大 多 数 商 店 都 接 受 信 用 卡 支 付

（Master或Visa），但是一些小店除外，所以付

款前最好事先问清楚商家。信用卡支付低于20欧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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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额，商店一般会收取一定的手续费，所以最

好还是准备一点现金和硬币。

（九）邮局
比 利 时 邮 政

（Bpost）一般营业点

的营业时间为：周一

至周五9:30-17:00，大

部分邮局周六上午仍然开门，下午及周日休息。

每个营业点的具体工作时间稍有差异。您居住地

址附近的邮局营业点地址、营业时间、邮递资费

等都可以在Bpost官网查询，网址为www.bpost.
be。

（十）电压
比利时采用 2 3 0伏特、

50HZ的安全电压，中国电器

基本上都可以使用。电源插

头多数是两脚圆形，大部分

酒店提供转换插头，但保险

起见，建议提前购置携带欧

标转换插头。

（十一）电话
比利时国家区号0032。座机号码九位，

手机号码十位，均以“0”开头，如用国内座

机或手机拨打，输入国家区号后不必再加拨

“0”。例如，比本地座机号为012345678，用

本地电话拨打：012345678，用国内电话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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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12345678。
比利时手机制式包括GSM和4G，国内带来

的相同制式的手机插入当地SIM卡后可正常使

用。如需继续使用国内手机号码，请在出境前提

前向所属通讯公司申请开通国际漫游服务，并了

解相关资费。

（十二）节庆
比利时主要节日包括：元旦、复活节、国际

劳动节、耶稣升天节（复活节后第6个周四）、

圣灵降临节（复活节后的第个7周日）、国庆节

（7月21日）、圣母升天节（8月15日）、诸圣瞻

礼节（11月1日）、一战停战日（11月11日）、

国王节（11月15日）、圣诞节、布鲁塞尔首都大

区节（5月8日）、法语语区节（9月27日）、弗

拉芒语语区节（7月11日）。

二、生活礼仪

（一）日常交流
比利时人真诚、重感情、为人处事谨慎不张

扬，很少在公开场合喜形于色。社交场合衣着整

齐、得体。在社交场合与客人相见时，主动握手

并做自我介绍，亲朋好友相见，习惯施拥抱礼，

关系密切的可行贴面礼。比利时人见面称谓与问

候，要在姓氏前冠以先生、小姐、夫人和头衔等

尊称，但随着时尚的流行和社会的简约化，也常

直呼其名。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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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见
在比利时与对方见面最好事先约好，贸然到

访属于不礼貌行为，甚至会被拒绝见面。无论商

务还是私人约会，都应准时赴约。比利时人极少

邀请外人到家里做客。

（三）用餐礼仪
出席正式的西餐宴请，注意餐具应先由最外

面的一副刀叉开始使用。食物要用叉子压紧，切

成小块再放入口中；在餐桌上，大家轮流取食

品，男客人应请他身旁的女客人先取，或者问她

是否愿意让你代取一些；如需要某种东西时，应

在别人背后传递；吃食物及喝汤时不可出声，喝

咖啡的搅拌匙是用来搅拌奶品及糖的，切记不可

用来喝咖啡；请勿在餐桌上做出剔牙、打喷嚏、

擤鼻子、咳嗽、打嗝等不雅行为。

（四）送礼
比利时人不流行送厚礼，如需送礼，礼物可

以是酒、蛋糕、点心、巧克力、乡土工艺品、书

籍等，给女主人的一束鲜花、一本书或一棵小植

物盆景，也是非常受主人欢迎的。探望病人一般

应送鲜花。在公务活动中不可送贵重礼品，以避

贿赂之赚，公务礼品可以是日历、钢笔、精装日

记本等文具，并且一般不在公开场合送礼。

（五）小费
在比利时一般不太需要支付小费，因为当地

的餐厅和旅馆所制定的费用里已经包含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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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个别情况如住店时酒店的服务员会帮忙搬运

行李，或是就餐时餐馆的服务员为您提供了泊车

服务，最好是付给他们适量的小费。

（六）吸烟
在比利时一定注意不要随

处吸烟，比利时人通常会在吸

烟区的固定位置吸烟。吸烟之

前要问周围的人是否介意，而

且不要点着烟到处走动，吸完

的烟头不能随便扔地上，应掐

灭后扔在烟灰筒内，否则会被罚款，引起火灾还

要坐牢。在禁烟区吸烟，被抓到要被罚款。飞机

和公共交通工具上是绝对禁止吸烟的。

（七）入住酒店
入住酒店时请保持安静，不要在大堂内大声

喧哗。在前台办理手续时应注意行李安全。酒店

房间通常分为吸烟房间和不吸烟房间，请根据需

要提前说明，如果在禁止吸烟的房间内吸烟，将

会被高额罚款。酒店内一般不提供牙膏、牙刷、

拖鞋等用品，请自备。请勿擅自拿走房间内非一

次性用品；收费电视请慎重使用，产生费用自

理；外出时请注意携带酒店名片，以备迷路使

用；请勿将洗涤后的衣物挂晾在窗外或阳台上，

也不要在阳台上饮酒。

（八）风俗禁忌
在与比利时人交往中，一是要切记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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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和语言问题，对瓦隆人和弗拉芒人一视

同仁，万万不可把自己与比利时的民族矛盾纠

缠在一起。二是要避免谈论比利时的宗教、政

治问题，因为很难知道对方是否欣赏你的观

点。忌讳打探个人收入、年龄、宗教信仰、情

感等隐私。较为稳妥的话题可以是关于体育运

动，如比利时人喜欢的足球、自行车赛等，也

可以谈论比利时的美食、文化成就，或者访问

过的城市等等。第三是切勿失信。失信表示对

对方的不尊重，也反映本人的可信度。因此无

论是一次普通的约会，还是正式合同的签署，

都应事先仔细考虑清楚。一经允诺，不可轻易

毁约。即使是一次极为普通的约会，如遇紧急

情况不能按时赴约，也要设法及时通知对方，

并表示歉意。当无法按照和医院或医生诊所约

好的时间就医时，务必要在第一时间通知医院

或医生本人。如果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失

约，那么会收到院方或医生开出的罚款单。

（九）公共秩序
公共场所请不要随地吐痰、乱丢杂物和烟头

等；不宜高声喧哗，在公共场所打电话切忌大声

嚷嚷，特别是在车厢、饭店、博物馆等封闭空

间。在剧院观看演出时，请关闭手机或调成静

音，请勿在演出时用手机发短信、拍照或录相，

因为手机屏幕的光线会影响他人观看演出；礼让

妇女、儿童和老人；在滚动扶梯上应站在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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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出左侧的急行通道；饮酒适量，切勿酒后吵

闹；不要在马路、走廊上数人并排行走，请勿在

公共场所或街道上边走边吃东西；开关门时，如

后面还有人，应拉住门等候；请排队办事，在距

窗口一段距离外以先后次序排队等候，切勿插队

加塞，如不遵守秩序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十）医疗
比利时的医疗卫生体系分为公立和私有两个

部分。对于寻求急诊的病人，医院会先看病，后

收费。短期访问比利时的旅客如果突发急症，可

拨打急救电话100叫救护车。同时，患者应当联

系出境保险提供方，让保险公司与院方对接。有

些谨慎的院方可能会要求患者支付小额费用，直

到获得保险公司的赔付确认。对于保险没有覆盖

的门诊项目或是医疗用品（如购买药物），患者

或旅客需要自行承担费用。

（十一）商铺营业时间
比利时的商铺通常晚上八点左右就会陆续关

门，部分超市和商场甚至在六点就会结束营业。

如果在超市结束营业后需要采购生活用品或是食

物和饮料，可以去夜间商店（Night Shop），这

类商店规模更小，但会营业至深夜。

另外，比利时人十分重视自己的闲暇时间，

许多商店和餐厅在星期天或者法定节假日都是不

营业的，有购物需要的旅客尤其需要考虑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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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退税
如果希望获得退税，那么在购物时请务必向

店家说明并索要退税单，这样从比利时或其他欧

盟国家出境时就可以在海关退税点退税，比利时

的做法一般是直接返还现金。需要注意的是，海

关人员可能会对退税品进行开箱清查，请提前做

好准备。 如果实际携带的物品与申报的退税品

不符，则会受到惩罚。

三、常用联系方式

（一）银行金融
中 国 银 行 卢 森 堡 分 行 驻 布 鲁 塞 尔 分 行 ：

0032-24056688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布 鲁 塞 尔 分 行 ： 0 0 3 2 -

25398888
ING银行：www.ing.be
BNP银行：www.bnpparibasfortis.be

（二）医疗服务
布 鲁 塞 尔 S a i n t - L u c 医 院 （ C l i n i q u e s 

Universitaires Saint-Luc)
地址：Avenue Hippocra te  10，B-1200 

Bruxelles, 网址：www.saintluc.be, 电话：0032-
27641111，也可通www.hospitals.be网站查询比全

境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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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政府部门及服务机构
政府网站：http://belgium.be
联邦政府内政部外侨局：www.dofi.fgov.be,

提供关于比利时入境、居留和定居的信息。

联邦政府外交部：http://diplomatie.belgium.
be，提供外国人入境条件和签证申办信息。

旅游官方网站：www.visitbelgium.com

（四）交通出行
布 鲁 塞 尔 机 场 （ 可 订 机 票 ） ： w w w .

brusselsairport.be
海南航空：www.hnair.com
铁路公司：www.b-rail.be
公交公司：www.stib.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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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保护常识

一、什么是领事保护？

领事保护是指中国政府和中国驻外外交、领

事机构维护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及正当权

益的工作。领事保护的内容是中国公民、法人

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主要包括：人身安全、财

产安全、必要的人道主义待遇，以及与中国驻

当地使领馆保持正常联系的权利等。公民要求

获得超出所在国国民待遇或因从事非法活动造

成的法律后果等，不属于领事保护合法权益的

范围。

二、什么人可以得到中国政府的领事保护？

凡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具有中

国国籍者，都可以请求获得中国政府的领事保

护。也就是说，只要您是中国公民，无论是大陆

我是台湾居民

只要是中国公民
都可以得到中国政府
的领事保护

我是香港居民

我是澳门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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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还是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胞，无论是定居

国外的华侨，还是临时出国的旅行者，无论是在

国外学习的留学生，还是务工人员，都是领事保

护的对象。

三、中国驻外使、领馆是否可以解决您遇到的一切困难？

中国驻外使领馆为海外中国公民提供领事保

护和协助，应该在有关国际法、驻在国和中国的

法律框架内进行。中国驻外使领馆是国家的外

交代表机构，在驻在国没有行政和司法权力，不

能使用强制手段，不能代替个人主张其权利，只

能通过外交途径敦促驻在国依法、公正、公平处

理有关案件。使领馆积极协助当事人维护合法权

益，但不能超越领事职务的权限。

四、领事官员可以为您做什么？

如所在国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可以为您撤

离危险地区提供咨询和必要的协助；遇被拘留、

逮捕或服刑的情况，可以根据您的请求对您进行

探视；可以在您遭遇意外时协助您将事故或损伤

情况通知国内亲属；可以在您遇到生计困难时协

助您与国内亲属联系，以便及时解决所需费用；

可以应您的请求协助提供当地律师、翻译和医生

等名单供您参考，但不保证其服务质量达到您的

预期；可以协助您寻找失踪或失联亲人；可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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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法律和法规，为在国外的中国公民颁发、

换发、补发旅行证件并进行加注；可以为遗失旅

行证件或无证件的中国公民签发旅行证或回国证

明；可以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和相关国际条约为

中国公民办理有关文件的公证、认证。

五、领事官员不能为您做什么？

不可以为您申办他国签证或办理签证延期；

不可以为您在当地谋职或申办居留证、工作许可

证；不可以替您提起诉讼，不可以替您调查海外

犯罪或死亡案件，有关请求应由当事人向所在国

当局提出；不可以干预所在国的司法程序或法律

事务，不可以仲裁或解决您与他人的劳资争议、

商业纠纷、刑事案件、子女抚养权纠纷或家庭事

使领馆不可以为
您保管行李物品

我买的东西太
多了，就寄存在你
们这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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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不可以帮助您在治疗、拘留或监禁期间获得

比当地人更优的待遇；不可以为您提供导游、翻

译等服务，或为您支付酒店、律师、翻译、医疗

及旅行（机、船、车票）费用或任何其他费用；

不可以将您留宿在使领馆内或为您保管行李物

品；不可以为您购买免税物品。

六、中国公民在寻求领事保护时应注意些什么？

您应对个人的出行选择、人身安全、资金安

全和在海外的行为承担自身责任，应严格遵守当

地和中国的有关法律法规；应立足于当地救助。

首先设法寻求所在国警方或司法部门的保护与协

助以尽快摆脱困境，如上述部门不作为或者有不

公正行为，再寻求使领馆介入并实施领事保护和

协助；应关注并听从外交部及中国驻外使领馆发

出的安全提醒，当所在国发生严重事态，外交部

及有关驻外使领馆提醒当地中国公民尽快撤离

时，应及时响应，选择适当渠道撤离，避免陷入

危险境地；您所提供的相关情况必须是真实的，

不能作虚假陈述；在主观上有接受领事保护的意

愿。使领馆在实施领事保护时必须遵循当事人自

愿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诉求不应超出

所在国国民待遇水平。使领馆在实施领事保护时

不能帮助当事人获得比所在国国民更好的待遇；

您不能干扰驻外使领馆的正常办公秩序；应依法

缴纳办理各种证件、手续的相关费用；使领馆提

44

比利时手册.indd   44 2018/7/20   下午2:28



领事保护常识

供的律师、翻译、医生名单仅供参考，并不必然

保证其服务质量达到您的预期。您可另行选择其

他律师、翻译和医生。

七、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有关信息

使馆本部地址：

443-445 Ave. de Tervuren, 1150 Woluwe Saint-Pierre

24小时领保电话： 

0032-27632006

领事部地址：

439 Ave. de Tervuren, 1150 Woluwe Saint-Pierre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至11:30（节假日除外）

证件申请咨询电话：0032-26633001（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1:30）

中国签证申请中心地址：

109 Rue Neerveld, Woluwe Saint-Lambert, 1200 Bruxelles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5:00（申请）
                                9:00-16:00（取件）

电话：0032-27750888（周一至周五9: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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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中国公民赴比利时安全指南》(下称《安

全指南》)仅提供一般性信息供参考，不构成某

一特定旅行或交易的依据。是否使用及如何使用

上述信息由当事人自由裁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比利时王国大使馆对于任

何因过度依赖《安全指南》而引起的伤害、损失

或损害，不负有任何责任；对于《安全指南》内

涉及的其他信息来源，使馆对其信息的准确性或

完整性不承担任何责任。

对《安全指南》的使用即被视为对本免责声

明的认可。

本《安全指南》的解释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比利时王国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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