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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一、本手册由驻圭亚那使馆组织编写，并以纸质版和 PDF 电子

书形式发布，免费提供给旅圭中国公民、海外侨胞，旨在帮助您了

解圭亚那情况，知悉安全风险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二、虽然编委力图使手册尽可能多地涵盖最新的信息，但仍难

以完全保证手册信息全面、准确和及时，建议访问中国领事服务网

的圭亚那国别信息栏目以及中国驻圭亚那使馆网站，以获取最新信

息。

三、本手册信息仅供参考。对安全形势的判断以及采取何种预

防、应对措施，仍需由当事人根据当地法规和现场情况做出决定，

并自行承担风险和责任。

四、欢迎旅圭中国公民、海外侨胞推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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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hinaguyana@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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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圭亚那国家概况

【基本国情】 圭亚那，全称圭亚那合作共和国（英语: The

Cooperative Republic of Guyana），是南美洲唯一以英语为官方

语言的国家，也是英联邦成员国。东邻苏里南，南临巴西，西邻委

内瑞拉，北邻大西洋。圭亚那气候属热带气候，炎热潮湿，每年有 5

月至 8 月中旬及 11 月中旬至次年 1 月中旬两个雨季。面积 21.5 万

平方公里，人口 73.8 万（2017 年），其中印度裔占 43.5%，非洲裔

占 30.2%。华人移民 160 多年前就已登陆这片土地，是圭亚那六大民

族之一。

【政治】圭亚那实行多党制，主要政党有：人民进步党（PPP）、人

民全国大会党（PNC）、变革联盟（AFC）。总统任期 5 年，可连任

一次。本届政府于 2015 年 5月组成，是人民全国大会党主导的多党

派国民团结伙伴关系（APNU）与变革联盟组成的联合政府，主要成

员包括总统大卫·格兰杰、总理摩西·纳加穆图。

【经济】圭亚那处于经济腾飞前期，经济前景向好。国内生产总值

35.91 亿美元，人均 4662 美元。2017 年圭亚那实现连续第 12 年增

长，是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经济主要依靠农

业、矿业、林业等支柱产业。2015 年圭亚那近海发现石油资源，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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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于 2020 年开采。

【社会】圭亚那自称是“六民族国家”，这六个民族是：印度人、

非洲人、印第安人、华人、欧洲人和混血种人。圭亚那官方语言和

通用语是英语。广泛使用克里奥尔语（以英语为基础，借用荷兰语、

印地语、非洲和印第安语）。多宗教国家，主要宗教有基督教、印

度教、伊斯兰教，还有一些土著人信仰的原始宗教等。

【外交关系】圭亚那奉行独立、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与各国发展友

好合作关系。目标是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促进国家经

济和社会发展，塑造良好国际形象；重视与加勒比国家和南美邻国

的关系，努力使本国成为连接加勒比和南美国家的桥梁；把发展对

美国、欧盟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主张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

系，积极参与不结盟运动、英联邦和联合国活动，提高在国际政治

舞台上的影响和地位。圭亚那是加勒比共同体、加勒比开发银行、

南美国家联盟和美洲开发银行成员。



3

第二章 入出境及居留

一、签证入境

中国公民持外交、公务和公务普通护照者可免签入境圭亚那，

停留 30日。持有效期 6 个月以上其他种类护照者，可提前向圭亚那

驻华使馆申请办理赴圭亚那签证，也可在抵达圭亚那时申请办理落

地签证。有效签证包括旅游/探亲签证、工作签证、学习签证、商务

签证。（建议至少出行前两到三周向圭亚那驻华使馆申请签证，未

提前申请签证希望通过落地签进入圭亚那且无其他国家有效签证者，

部分航空公司有可能拒绝办理乘机手续。）

（一）提前向圭亚那驻华使馆办理签证

一般要求:

1. 有效护照（有效期六个月以上）；

2. 填妥的签证申请表格（http://www.guyanaembassybeijing.

cn/uploadfile/biaoge.pdf）2份及护照照片 2 张；

3. 护照信息页复印件 2份。

商务签证要求（Business Visa）：

1. 说明申请人访问目的和时间的中国公司信函；

2. 说明申请人工作时间和职位的工作证明；

3. 圭亚那邀请人/担保人出具的邀请函；

http://www.guyanaembassybeijing.cn
http://www.guyanaembassybeij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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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圭亚那公民和移民部（Department of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出具的批准同意函（如有）；

5. 任何其他支持性材料。

申请费用 980 人民币。

旅游签证要求（Tourist Visa）：

1. 在圭亚那停留期间足够的资金支持证明；

2. 圭亚那邀请人/担保人出具的邀请函及身份证件复印件；

3. 旅游机构出具的旅游日程（团体旅游）。

申请费用 175 人民币。

工作签证（Employment Visas）：

1. 圭亚那公民和移民部出具的批准同意函（如有）；

2. 雇主/担保人姓名及联系方式（地址、电话等）、工商注册

或者圭亚那税务局注册文件复印件；

申请费用 980 人民币。

学习签证（Student Visa）

1. 圭亚那公民和移民部出具的批准同意函（如有）；

2. 已注册/授权教育机构的名称及联系方式（地址、电话和传

真）；

3. 机构主管签名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4. 在圭亚那住处的地址和电话；

5. 在圭亚那停留期间足够的资金支持证明；

申请费用 980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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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地签证要求

一般要求：

1. 有效护照（有效期六个月以上）；

2. 护照照片 2 张；

3. 护照信息页复印件 2份。

商务落地签证：

在申请人抵圭前需递交至圭亚那公民和移民部以下信息：

1. 公司名称、公司代表姓名、商业性质、公司在圭联系人地址、

申请人在圭期间居住地址及联系电话；

2. 或担保人联系方式、担保人居住地、申请人在中国的营业执

照。

商务落地签证有效期为 5 年，签证费为 140 美元，可申请延期，

每次延期均需交纳 140 美元。

旅游落地签证：

1. 邀请函、邀请人的姓名、地址、电话或邮件；

2. 申请人在圭期间住址；

3. 能支付在圭停留 30日费用的财产证明。

旅游落地签证的停留期为 1个月，签证费为 25美元，最多可申

请两次延期，每次可延期 1 个月，每次延期需交纳 25美元。

工作落地签证：

1. 雇主和申请人的信息（包括雇主姓名及工作单位地址、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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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或电子邮件、申请人姓名、住址及性别）均需在申请人抵圭前

由雇主递交至圭亚那公民和移民部；

2. 申请人拟在圭工作单位需为已成立并合法注册的公司，且符

合圭国家保险制度和圭税务局规定；

工作落地签证和工作居留许可将于申请人抵圭时一并签发，签

证有效期为 3 年，签证费为 140 美元，可申请延期，每次延期均需

交纳 140 美元。

学习落地签证：

1. 在申请人抵圭前，申请人及其拟在圭学习的学校信息（包括

学校名称、电话、传真、电子邮箱，申请人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申请人在圭期间住址及联系电话，申请人的财产证明）均需由学校

事先递交至圭亚那公民和移民部；

2. 申请人拟在圭学习的学校需为已注册/授权的教育机构。

学习落地签证有效期为 3 年，签证费为 140 美元，可申请延期，

每次延期均需交纳 140 美元。

二、居留入籍

（一）居留及延期

圭亚那移民法规定，外国人持有效旅游和商务签证，可在圭停

留 30 日，超过 30 日则需要办理居留延期手续，否则被视为非法移

民，出境时被列入黑名单，今后 2 年将被拒绝入境及拒签。居留延

期手续可向公民和移民部申请，但须至少 7 个工作日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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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新移民法规定，中国合法侨民（合法出入境及依法纳税）的

工作居留延期停留时间由 1 年延长至 3年，可向公民和移民部申请，

一般工作周期为 7个工作日。（提醒：申请居留延期需提供国内“无

犯罪证明”，建议拟申请人提前在国内办妥“无犯罪证明”等相关

材料。）

（二）入籍

圭亚那国籍法规定，在圭境内出生的新生儿，向公民和移民部

申请可自动获得圭国籍；外国人入籍须在满足下列条件的基础上，

向移民部门提出申请，一般需 4个星期受理完成：

1. 合法入境且依法纳税，无犯罪记录。

2. 有正当职业，能自谋生计。

3. 在圭连续居住满 7 年或以上。

4. 会讲英语。

特别提示：旅圭侨胞要及时到公民和移民部办理工作、居留延

期手续。圭亚那公民和移民部联系电话（Department of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592-2237867。

三、办理签证、入境中需注意的问题

（一）谨防假签证

近年来，发生数起中国公民通过非法中介高价办理伪造圭亚那

签证，在入境时被公民和移民部羁押，遭受重大损失的案件。谨提

醒中国公民务必通过正规途径到圭亚那驻华使馆办理，以免上当受

http://www.guyanaembassybeij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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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

（二）其他注意事项

1. 除持外交和公务护照者及过境停留不超过48小时的旅客外，

其他旅客自圭契迪·贾根国际机场离境时需交纳 4000 圭元（约合 20

美元）离境税，自奥戈国际机场（Ogle International Airport, OGL）

离境则需交纳 2500 圭元（约合 12 美元）离境税。契迪·贾根国际

机场海关联系电话（CJIA GRA Office）：+592-2613389。奥戈国际

机场联系电话：+592-2224132。

2. 一岁以上入境旅客须出示《疫苗接种或预防措施国际证书》

（俗称黄皮书），否则可能被拒绝入境。为保证顺利入境，中国驻

圭亚那使馆提醒拟过境或访圭中国公民提前 10天接种黄热病疫苗，

在入境时务必随身携带包含有效黄热病疫苗接种证明（有效期 10年）

的《疫苗接种或预防措施国际证书》，以备入境时检查。

3. 圭亚那海关对外国人入境检验检疫无特别要求。每位旅客入

出境时允许携带现钞不超过 10000 美元或同等数额的外币，超出此

额必须申报，否则一经查出，将面临巨额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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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领事服务

一、使馆信息

1. 使馆地址

Lot 02, Mandela Avenue, Botanic Gardens, Georgetown, Guyana

2.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chinaguyana@yahoo.com

使馆 24 小时领事保护值班电话+592-6246702

二、证件服务

使馆领事部负责受理中国公民申请办理护照/旅行证、公证、领

事认证等领事证件服务及外国人赴华签证申请。

（一）护照、旅行证业务

我馆已于 4 月 1 日实行护照、旅行证申请在线预约，对已完成

预约并打印好表格前来的申请人将予以优先办理。详情可查看：

http://gy.china-embassy.org/chn/lsfw/hzlxz/t15470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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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根据以下业务种类了解办理所需材料：

业务种类 适用情形

普通护照颁发 从未持有效护照的中国公民。

普通护照换发

具有中国国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且属于下列

情形之一的：1、护照过期的；2、护照有效期不足一年

的；护照有效期剩余一年以上，但确因办理当地居留、

签证延期、工作许可或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提前换发护

照的；3、护照签证页即将用完的；4、容貌变化较大的；

普通护照补发
中国公民所持护照遗失、被盗或因损毁而影响正常使用

的。

普通护照加注

1、因与外国人结婚等原因而变更姓名的中国公民；2、

已在国内更改户籍登记姓名的中国公民，需办理曾用名

加注的。

因公护照

换发因公护照

因公外派常驻人员所持公务护照、公务普通护照即将到

期、签证页即将用完的。

因公护照

换发因私护照

原持因公护照（包括外交护照、公务护照、公务普通护

照、旧版因公普通护照）出国，后因在国外停留目的发

生变化而需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

因公护照补发
因公外派常驻人员所持公务护照、公务普通护照损毁、

遗失或被盗时，可申请补发因公护照。

旅行证

1、临时出国护照遗失、被盗抢、损毁、过期，而急于回

国的中国公民；

2、紧急情况下来不及申办护照的中国公民；

3、未持有“回乡证”，而需赴内地的中国籍港澳居民；

4、未持有“台胞证”，而需赴大陆的中国籍台湾居民；

5、部分情况特殊的中国籍未成年人。

香港特区证件 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

澳门特区证件 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

1、普通护照颁发

(1) 如实、完整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旅行证申请表》1份；

(2) 近期（6个月内）正面免冠彩色半身证件照片（光面相纸）一

式三张同时刻录至光盘，背景为白色，不得着浅色衣服。表情自然，

双眼睁开，双唇自然闭合，全部面部特征清晰可见。（照片规格请

http://cs.mfa.gov.cn/zlbg/bgzl/hzlxz/P020110624390097873774.pdf
http://cs.mfa.gov.cn/zggmzhw/hzlxz/cjwd_660541/t117389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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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 http://gy.china-embassy.org/chn/lsfw/qz/t1422669.htm，

以下其他业务照片均需按此要求）；

(3) 在所在国或其他国家的居留证件或签证原件及复印件（如有）；

(4) 证明申请人中国国籍及身份的材料（如户口簿、身份证或出

生公证等）原件及复印件；

(5) 个人情况说明（包括本人在国内、外经历等）。

(6) 在国外出生的新生儿需提供出生证、父母双方护照及在所在

国或其他国家居留证件原件和复印件等材料。

(请注意：未满 16 周岁人员申办护照，应由父母双方（或法定监护

人）陪同，并出具父母双方（或法定监护人）同意为儿童办理护照

的书面声明。如父母有一方不能陪同，应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委托

书，同意并委托另一方为儿童办理护照。)

2、普通护照换发

(1) 如实、完整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旅行证申请表》1份；

(2) 近期（6个月内）正面免冠彩色半身证件照片（光面相纸）一

式三张同时刻录至光盘；

(3) 护照原件及护照资料页复印件；换发新护照后，原护照将被

注销并退还申请人；

(4) 在所在国或其他国家的居留证件或签证原件和复印件；

(5) 个人情况说明（包括个人在国内、外经历情况等，无居留证

件人员适用）。

http://cs.mfa.gov.cn/zggmzhw/hzlxz/cjwd_660541/t1173897.shtml
http://cs.mfa.gov.cn/zlbg/bgzl/hzlxz/P02011062439009787377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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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未满 16 周岁人员申办护照，应由父母双方（或法定监护

人）陪同，并出具父母双方（或法定监护人）同意为儿童办理护照

的书面声明。如父母有一方不能陪同，应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委托

书，同意并委托另一方为儿童办理护照。)

3、普通护照补发

(1) 如实、完整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旅行证申请表》1份；

(2) 近期（6个月内）正面免冠彩色半身证件照片（光面相纸）一

式三张同时刻录至光盘；

(3) 原护照复印件或其他证明申请人中国国籍和身份的材料（如

户口簿、身份证或出生公证等）复印件；

(4) 在所在国或其他国家的居留证件或签证原件和复印件；

(5) 个人有关护照遗失、被盗抢、损毁情况说明；

(6) 护照遗失、被盗的，需填写声明：“本人已被告知并确认，

即使丢失的护照找回也不能再次使用，也不可撤销补证申请，并将

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护照损毁的，需交回损毁护照。

（请注意：a、未满 16 周岁人员申办护照，应由父母双方（或法定

监护人）陪同，并出具父母双方（或法定监护人）同意为儿童办理

护照的书面声明。如父母有一方不能陪同，应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

委托书，同意并委托另一方为儿童办理护照；b、申请人一旦递交补

发护照申请，原护照即被宣布作废。持被宣布作废护照入境，可能

会被拒绝出入境或被处以罚款等处罚。）

http://cs.mfa.gov.cn/zlbg/bgzl/hzlxz/P02011062439009787377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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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普通护照加注

(1) 如实、完整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旅行证申请表》1份；

并在“护照加注”一栏以英文大写字母清楚填写英文加注内容或以

中文正楷清楚填写曾用名。

(2) 近期（6个月内）正面免冠彩色半身证件照片（光面相纸）一

式三张同时刻录至光盘；

(3) 护照原件及护照资料页复印件；

(4) 在所在国或其他国家的居留证件或签证原件和复印件（如有）；

(5) 与加注内容有关的官方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如绿卡、法

院更名证书、户口簿等）；

（请注意：a、未满 16 周岁人员申办护照加注，应由父母双方（或

法定监护人）到场提出申请，并出具父母双方（或法定监护人）同

意为儿童办理护照加注的书面声明。如父母有一方不能到场，应出

具具有法律效力的委托书，同意并委托另一方为儿童办理护照加注。

b、办理曾用名加注需向国内核实，办证时间不同于正常程序。C、

使领馆不办理婚姻状况、出生日期和出生地点加注。）

5、因公护照换发因公护照

(1) 如实、完整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旅行证申请表》1份；

(2) 近期（6个月内）正面免冠彩色半身证件照片（光面相纸）一

式三张同时刻录至光盘；

(3) 护照原件及护照资料页复印件；换发新照后，原照将被注销

http://cs.mfa.gov.cn/zlbg/bgzl/hzlxz/P020110624390097873774.pdf
http://www.fmprc.gov.cn/ce/cgny/chn/lsyw/lszjxx/hzlxz2/sxcl/
http://cs.mfa.gov.cn/zlbg/bgzl/hzlxz/P02011062439009787377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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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退还申请人；

(4) 在所在国或其他国家的居留证件原件和复印件。

（请注意：申请人应自行联系国内原派出单位，由其向原发照机关

提出换照申请。接到原发照机关通知后，使领馆方可受理相关护照

换发申请，不能邮寄申请或委托他人代办。）

6、因公护照换发因私护照

(1) 如实、完整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旅行证申请表》1份；

(2) 近期（6个月内）正面免冠彩色半身证件照片（光面相纸）一

式三张同时刻录至光盘；

(3) 护照原件及护照资料页复印件；换发因私护照后，原因公护

照将被注销并退还申请人；

(4) 在所在国或其他国家的居留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如有）；

(5) 个人情况说明（包括原派出单位、工作单位、出国时间及原

因、与原单位有无未了事宜、现工作单位等）。

（请注意：因公护照换发因私护照需向原因公护照签发机关核实有

关情况，因此办证时间不能确定。申请人如自行与原派出单位联系

协商解决未了事宜，或与国内原发照机关联系请其尽快回复，将有

助于加快办理时间。）

7、因公护照补发

(1) 如实、完整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旅行证申请表》1份；

http://cs.mfa.gov.cn/zlbg/bgzl/hzlxz/P020110624390097873774.pdf
http://cs.mfa.gov.cn/zlbg/bgzl/hzlxz/P020110624390097873774.pdf


15

(2) 近期（6个月内）正面免冠彩色半身证件照片（光面相纸）一

式三张同时刻录至光盘；

(3) 原护照复印件（如有）；

(4) 在所在国或其他国家的居留证件原件和复印件（如有）；

(5) 护照遗失、被盗或损毁书面情况报告。内容包括：个人情况，

出国前后经历，在所在国居留身份，护照遗失、被盗或损毁地点、

经过，护照签发机关、签发时间、护照号码及有效期，家庭住址及

联系方式等。

(6) 护照遗失、被盗的，需填写声明：“本人已被告知并确认，

即使丢失的护照找回也不能再次使用，也不可撤销补证申请，并将

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护照损毁的，需交回损毁护照。

（请注意：a、因公护照申请人自行联系国内原派出单位，由其向原

发照机关提出补发申请。接到原发照机关通知后，使领馆方可受理

相关补发护照申请，不能邮寄申请或委托他人代办。b、申请人一旦

递交补发护照申请，原护照即被宣布作废。持被宣布作废护照出入

境，可能会被拒绝出入境或被处以罚款等处罚。）

8、旅行证

适用情形一：

临时出国护照遗失、被盗抢、损毁、过期人员；紧急情况下来

不及申办护照的中国公民(所需材料同换发普通护照)；

(1) 如实、完整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旅行证申请表》1份；

http://cs.mfa.gov.cn/zlbg/bgzl/hzlxz/P02011062439009787377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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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期（6个月内）正面免冠彩色半身证件照片（光面相纸）一

式三张；

(3) 原护照复印件或其他证明申请人中国国籍和身份的材料（如

户口簿、身份证或出生公证等）原件及复印件；

(4) 护照遗失、被盗书面情况报告。内容包括个人情况，遗失、

被盗护照情况和经过，护照号码、签发机关、签发时间，家庭住址、

工作单位等。

(5) 护照遗失、被盗的，需填写声明：“本人已被告知并确认，

即使丢失的护照找回也不能再次使用，也不可撤销补证申请，并将

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护照损毁的，需交回损毁护照。

（请注意：a、未满 16 周岁申请人因护照丢失需办理旅行证，应由

父母双方（或法定监护人）陪同，并出具父母双方（或法定监护人）

同意为儿童办理旅行证的书面声明。如父母有一方不能陪同，应出

具具有法律效力的委托书，同意并委托另一方为儿童办理旅行证。b、

申请人本人可就近向使领馆提出申请，不能邮寄申请或委托他人代

办。c、因公护照申请人如自行与国内原发照机关或派出单位联系，

请其尽快回复，将有助于加快办理时间。d、已提交的护照遗失补发

申请任何情况下均不可取消或撤回。遗失、被盗护照将被宣布作废，

即使找回也不能继续使用，应尽快送交使领馆注销。持被宣布作废

护照入境，可能会被拒绝入境或被处以罚款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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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情形二：

拟从国外赴大陆且未持有“回乡证”/“台胞证”的中国籍香港、

澳门、台湾居民

(1) 如实、完整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旅行证申请表》1份；

(2) 近期（6个月内）正面免冠彩色半身证件照片（光面相纸）一

式三张；

(3) 香港/澳门/台湾旅行证件原件及资料页的复印件；

(4) 在所在国居留证件、签证或其他国家居留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请注意：未满 16周岁人员申办旅行证，应由父母双方（或法定监

护人）陪同，并出具父母双方（或法定监护人）同意为儿童办理旅

行证的书面声明。如父母有一方不能陪同，应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

委托书，同意并委托另一方为儿童办理旅行证。）

适用情形三：

部分情况特殊的中国籍未成年人（a、在外国出生，出生即具有

外国籍，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且出生时中国籍父母中的任

一方未取得外国永久居留权的儿童。b、在中国出生，父母一方为中

国公民，另一方为外国公民，且按照外籍父母国籍国法律，出生即

具有外国国籍的儿童。）

(1) 如实、完整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旅行证申请表》1 份

（可由儿童父母代为填写并签名）；

(2) 近期（6个月内）正面免冠彩色半身证件照片（光面相纸）一

http://cs.mfa.gov.cn/zlbg/bgzl/hzlxz/P020110624390097873774.pdf
http://cs.mfa.gov.cn/zlbg/bgzl/hzlxz/P02011062439009787377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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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三张；

(3) 儿童出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4) 父母双方有效护照原件及复印件,无护照的需提供可证明中

国国籍及身份的材料；

(5) 父母双方所在国或其他国家居留证件原件和复印件。

（请注意：未满 16周岁人员申办旅行证，应由父母双方（或法定监

护人）陪同，并出具父母双方（或法定监护人）同意为儿童办理旅

行证的书面声明。如父母有一方不能陪同，应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

委托书，同意并委托另一方为儿童办理旅行证。）

9、香港特区证件

a、申请香港特区护照和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适用情形：居住在海外的香港特区居民，可直接递交申请至香

港特别行政区入境事务处也可亲自到使领馆递交申请。

香港特区入境处关于申请香港特区旅行证件的有关要求如下：

如申请人从未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持有旧版香港永久性

居民身份证，请在申请香港特区护照时一并递交香港永久性居民身

份证申请。因此，驻外使领馆不单独受理特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申

请，申请人必须在递交身份证申请的同时，递交特区护照申请。

按照香港特区政府有关法例的规定，如不足 18岁而持有永久性

居民身份证，且在满 18岁之日身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则持证人本人

必须在返回香港后的 30天内，向登记主任报到，交回该身份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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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新的身份证。因此，驻外使领馆不接受此类身份证申请。

办证程序：使领馆受理申请后将把有关资料寄到香港特区入境

处审批，待收到入境处寄回的证件后，使领馆将以电话或信函方式

通知申请人前来领取。

b、申请香港特区《入境身份陈述书》

适用情形：《入境身份陈述书》是香港特区护照和其他旅行证

件的应急证件。如香港居民在国外发生护照或其他旅行证件过期、

丢失或损毁的情况，持有新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者，可申请《中

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返港；如未持有新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而又急需返回香港，可申领《入境身份陈述书》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许可”。

办证方式：申请人应亲自前往使领馆办理。使领馆接到申请后，

将向特区政府核实申请人的证件和身份情况，如属实，将为申请人

颁发《入境身份陈述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

许可”（粘贴于陈述书上）。

所需材料：

(1) 如实、完整填写《入境身份陈述书》。中文姓名请用正楷填

写，外文姓名请均用大写字母填写。

(2) 彩色近照一张（正面、免冠，55 mm×45mm）。

(3) 过期、损毁的证件原件或丢失的证件复印件（如有）。

(4) 外国居留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如有）。

(5) ID1003A 表格（来港旅游/过境申请表，办理“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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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许可”时使用）。

(6) 情况说明。如证件遗失经过等。

10、澳门特区证件

使领馆不直接受理澳门特区旅行证件的申请。

海外澳门特区旅行证件申请人可直接向特区身份证明局索取

“澳门特区旅行证件申请书”以及 “海外邮寄申请须知”，按要

求填写表格，并备齐有关材料后，直接将材料寄送至：澳门南湾大

马路 804 号中华广场 20楼 澳门邮箱 1089 号 身份证明局局长。

澳门特区身份证明局联系电话是：（0853）28370777，（0853）

28370888，传真是：（0853）28374300。

澳门居民在身份证明局办公时间（上午 9：00-下午 6：00）外

发生非常紧急事宜时，可拨打 24小时求助热线（0853）28573333

持有效《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持《澳门居民往来香港特

别行政区旅游证》及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明的人士赴港，如符合

一般入境规定，可获准以访客身份入境，逗留不超过 180 天。

澳门非永久性居民持《澳门居民往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旅游证》

赴港，如符合一般入境规定，可获准以访客身份入境，逗留不超过

30天。

（二）公证业务

旅居国外的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驻外使领馆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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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办理公证。

驻外使领馆可以办理的公证种类主要有：声明书、委托书、婚

姻状况、国籍、文书上的签名（印鉴）属实等。

申请公证的当事人须提交以下材料：

(1) 填妥的《公证认证申请表》；

(2) 公证当事人有效的中国护照原件及带照片资料页复印件，或

法人资格证明及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其他组织的资格证明及

其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还须提供代理人的有

效身份证明及相应委托证明材料；

(3) 公证当事人有效的居留证件原件和复印件；

(4) 需要公证的文书，如声明书、委托书等；

(5) 申请公证事项的证明材料，如涉及财产关系的须提交有关财

产权利证明；

(6) 驻外使领馆认为应提供的其他材料。

以上仅为一般介绍，请有办证需求的申请人登陆我领馆网站查

询，或径向领事窗口详细咨询。

请注意：

1、声明书、委托书、指纹、文书上的签名（印鉴）属实等公证

必须由本人亲自到驻外使领馆申办，并在领事官员面前，在有关文

书上签名或捺指印。

2、当事人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系无民事行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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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应由其监护人代理。

3、法人申办公证，应当由其法定代表人办理。其他组织申办公

证应当由其负责人办理。

4、申请公证的事项不真实、不合法的，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不充

分，虚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文书申办公证的，以及不按规定支付公

证费等情形的，驻外使领馆不予办理。

5、驻外使领馆不办理合同、协议类公证，不动产事务公证以及

公司章程、注册文件、招标投标、票据、贷款等公司、金融事务公

证。合同、协议类公证，公司、金融事务公证涉及我国或驻在国金

融、公司法律事务，应在中国国内或驻在国当地公证机构办理；不

动产公证应当在不动产所在地公证机构办理。

6、出生、死亡、无犯罪记录等公证，应向事实发生地公证机构

申办，驻外使领馆不出具上述种类的公证。

7、中国国内出具的职业资格证书、驾驶证、结婚证等应在国内

办理公证，驻外使领馆不为中国国内出具的上述证书办理公证。

8、对驻外使领馆不能办理的公证种类，需在国内公证机构办理

公证的，如当事人身在国外、不便回国办理，可以委托他人（国内

亲友、律师等）到国内公证机构办理；如国内公证机构要求，当事

人可在驻外使领馆办理委托他人代为办理的委托书公证。

（三）领事认证业务

领事认证是世界各国为了相互便利文书往来而在实践中逐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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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国际惯例。送至中国境内使用的外国民商事文书，一般需办理

中国驻当地使领馆的领事认证。

有关文书在向中国驻外使领馆办理领事认证前，一般应先由圭

亚那公证机构或公证员办理公证；申请人向圭亚那外交部申办领事

认证；再向中国驻圭亚那使馆申办领事认证。

申请认证的当事人须提交以下材料：

(1) 当事人合法有效的身份证件；

(2) 代理人代为申请的，应提交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和当事人有

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3) 如办理公司文件认证，还应提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护照复印

件及能证明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的公司文件；

(4) 填写真实、完整、准确的申请表；

(5) 申请领事认证的文书；

(6) 领事认证机构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四）领事证明

驻圭亚那使馆可为部分情况特殊的中国籍未成年人办理具有中

国国籍的领事证明。办理领事证明免费。

申请领事证明的当事人须提交以下材料：

(1) 父母双方护照原件及护照资料页、居留页复印件；

(2) 父母双方结婚证、子女出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3) 填写真实、完整、准确的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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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辅助性材料。

（五）收费标准

护照、旅行证： 5000 圭元

公证： 民事类： 4500 圭元

商事类： 9000 圭元

（注：办理一式多份公证，副本每份 1500 圭元）

领事认证： 民事类：中国公民 1600 圭元

商事类：中国公民 3200 圭元

（六）办理时间

领事证件业务办公时间：周二、周五上午 9:30—11:30，下午

2:30—4:30，法定节假日除外。

领事证件咨询电话：+592-2254297

领事证件咨询邮箱：chinaguyana@yahoo.com

办理时长：

护照： 15个工作日

旅行证、领事证明： 5个工作日

公证、领事认证：正常件 5个工作日

加急件 下个办公日取件

（注：需交加急费 5000 圭元）

特急件 上午办理，当日取件

（注：仅为确有特殊情况需紧急办理的人员办理特急件，需交特急

费 7500 圭元）

mailto:chinaguyana@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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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领事保护与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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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事保护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外交途径向驻在国当局提出交涉、

表达关切或转达当事人诉求，敦促其依法、公正、及时、妥善地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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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我国驻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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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事保护与领事协助和领事服务有什么区别?

在实践中，领事保护一般针对海外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受

到严重威胁或侵害的情况，如驻在国发生政局动荡、自然灾害、重

大事故等危及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领事协助一般针对

中国公民因客观原因或者自身原因陷入困境的情况，如海外中国公

民因疏忽大意丢失财物等造成的暂时经济困难；领事服务一般指为

海外中国公民提供的证件办理、民事登记等服务，如换/补发旅行证

件、办理公证/认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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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领事官员可以为您做什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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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如您在外国服刑，或被拘留、逮捕，可以应您的请求或经

您的同意进行探视。

（3）如您遭遇意外，可以协助您将事故或损伤情况通知国内亲

属。

（4）如您遇到生计困难，可以协助您与国内亲属联系，请其协

助解决费用问题。

（5）如您在所在国与他人发生民事纠纷，或涉及刑事案件，或

突发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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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保证其服务质量达到您的预期。

（6）如您需要寻找国外失踪或失联亲人，可以代为向所在国有

关部门提出请求。

（7）可以根据中国法律法规，为在国外的中国公民颁发、换发、

补发旅行证件并进行加注。

（8）可以根据中国法律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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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可以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和相关国际条约，为中国公民办理

公证或为当地相关部门签发的拟送往中国使用的文书办理领事认证。

（10）在与所在国法律法规不相抵触的情况下，为居住在驻在



27

国的中国公民办理婚姻登记。（由于圭亚那不承认外国使领馆办理

的婚姻登记婚姻，中国驻圭亚那使馆无法提供相关服务）

（三）领事官员不可以为您做什么?

（1）不可以为您申办他国签证或办理签证延期。

（2）不可以为您在当地谋职或申办居留证、工作许可证。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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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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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纷或家庭事务。

（5）不可以帮助您在治疗、拘留或服刑期间获得比当地人更优

的待遇。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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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不可以将您留宿在使领馆内，或为您保管行李物品。

（8）不可以为您购买免税物品。

详细内容请参见：中国领事服务网——领事保护栏目

http://cs.mfa.gov.cn/zggmzhw/ls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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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安全防范

一、社会治安

圭亚那社会治安形势不佳，是加勒比地区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

国家之一。持枪抢劫、入室盗窃、纵火、贩毒等恶性犯罪屡见报端，

警方反制措施乏力，司法审判冗长拖沓，打击犯罪总体效果不彰。

特别提示：

1. 圭亚那旅游资源丰富，但基础设施不完善，道路状况差，车

祸频发，建议来圭前购买必要的人身安全和医疗保险；

2. 避免夜间外出，白天外出也应避免到偏僻场所单独活动。巴

士、集市和商场是扒手活动猖獗区，应小心防备。乘坐出租车要拨

打租车公司电话用车，请勿在马路上拦车出行；

3. 不要购买濒危动植物制品，如鳄鱼标本、蛇木等，以免经欧

美地区回国时被罚没并遭起诉；

4. 避免随身携带大量现金，不要在对外交往、购物等活动中炫

耀财富，提高安全保护意识，以免成为不法分子的侵害对象。遭遇

持枪犯罪分子抢劫时，沉着冷静、巧于周旋，在保证人身安全的前

提下果断处置，及时报警。必要时可与中国驻圭亚那大使馆联系，

使馆 24小时值班电话：+592-6246702。

http://gy.china-embassy.org/c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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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灾害

圭亚那地处大西洋飓风带南边，远离热带气旋中心，几无飓风

袭扰。一年分 2 个旱季和 2 个雨季。因地势低洼，首都乔治敦在大

西洋涨潮时低于海平面约 1.5 米，仅依赖大约 230 公里长的海墙保

护，由于排水不畅，洪水易泛滥成灾。

特别提示：圭亚那首都乔治敦等沿海低洼地区易受洪水袭扰，

在当地旅行、投资请注意事先了解情况，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二、健康疾患

圭亚那常见疾病有疟疾、霍乱、黄热病等，一旦疑似患病要第

一时间就医，切记不可耽误，否则会危及生命! 车祸致伤残、工伤

及遭遇抢劫受伤等突发状况常有发生。心理健康问题也需引起注意。

老年体弱者来圭亚那尤须注意健康。圭亚那医疗条件有限，对于轻

微疾病虽然提供医疗服务，但是质量一般。由于缺乏专家、低标准

院内护理和恶劣卫生条件，重大医疗疾病或紧急护理和住院治疗非

常有限。建议来圭时可根据自身情况备齐常用药品。

主要医院及联系方式：

乔治敦公立医院 Georgetown Public Hospital Corporation：

+592-2278241

伍德兰兹医院 Woodlands Hospital：+592-2270355

新阿姆斯特丹公立医院 New Amsterdam Regional Hospital：

+592-3332381

https://directory.gy/business/tel:+5923332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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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登医院 Linden Hospital： +592-4446127

三、食品卫生

圭盛产稻米、鱼虾、各种热带蔬菜、水果。人们以稻米为主食，

兼食其他五谷杂粮。副食有热带蔬菜、瓜果、海产品、禽蛋类和畜

牧肉类，喜爱饮用咖啡和酒精饮料，用甘蔗汁酿制的朗姆酒深为人

们喜爱。当地餐馆食品制作工艺较为考究，卫生要求较高，食品安

全一般无忧。

圭市政自来水水质不佳，水里含多种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勿饮

用自来水，请饮用瓶装矿泉水。

四、枪支安全

1. 圭亚那允许合法持有枪支，购买时一定要有合法渠道以便购

买后可以合法注册。

2. 购买枪支后一定要及时注册、更新注册，合法持枪。注册有

效期限为一年。

五、紧急求助

圭亚那警察部队的资源和人力限制阻碍了其应对犯罪活动的能

力。即使在警察部队对犯罪现场作出反应的情况下，也要求受害者

前往最近的警察局提交报告并完成其他调查手续。公众对警察部队

的信心很低。警方对紧急呼叫的响应（特别是在夜间）通常很慢（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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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以上）或根本没有响应。

匪警：911

火警：912

急救：913

查号台：092

中国驻圭亚那大使馆 24小时值班电话：+592-6246702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热线：+86-10-12308

或+86-10-59913991

http://gy.china-embassy.org/c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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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交通出行

一、空中交通

圭亚那目前有两个国际机场。

契迪·贾根国际机场距离首都乔治敦市区约 40 公里，1 小时车

程，有巴士和出租车往返机场和市区，较为方便。可供大型喷气式

飞机起降，主要有加勒比航空公司从事至美国（迈阿密、纽约）、

至加拿大、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国家的国际客、货运输, 巴拿马航

空至巴拿马城的客货运输。

奥戈国际机场位于乔治敦市郊，目前有背风群岛航空公司（Liat

Airlines）运营至巴巴多斯的航班，苏里南航空公司提供往返苏里

南的客、货运输服务，该机场还经营圭国内临时小型包机业务。此

外，还有几家小型航空公司如 Meta Airlines 和 Blue Wing Airlines

执行圭国内和圭苏（里南）、圭委（内瑞拉）短途国际航班。

二、陆路交通

圭亚那公路全长 7970 公里，主要集中于沿海，其中沥青路面约

1300 公里。

各主要城市间有公共汽车，但不鼓励不熟悉的游客使用公共交

小型公共汽车。由于车况较差、道路状况不佳，交通事故频发。超

速、鲁莽驾驶、尾随、变道、快速停车等违规十分常见。建议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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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圭亚那各地的活动时考虑安全问题，并尽可能避免夜间旅行。圭

雨季常遇洪水等自然灾害，通往内陆地区行车比较危险，道路经常

中断，不推荐租车自驾游方式。

圭目前没有公共的铁路运输业，仅存 2 条矿区专业铁路，一条

在林登矿区，另一条在西北地区的马修斯岭矿区，两条铁路的服务

范围和运输量都非常有限。

三、水路交通

圭沿海和内陆江河下游水运发达，内河全长约 6000 公里，其中

可供大小型船只通航的水路约 1077 公里，水路运输为沿海和内地联

系的重要途径和最便利、廉价的运输手段之一。

首都乔治敦为全国最大港口，年均货物吞吐量约 300 多万吨，

其中 90%以上为出口和中转货物。其他大型港口还有新阿姆斯特丹和

林登等。几座城市沿海沿河地区均有客运摆渡服务，通往沿线各主

要居民点，价格合理，方便快捷。但由于几条大河风浪较大，船工

水平参差不齐，曾发生多起客运船只遭大风浪翻船导致的群死群伤

事故，须特别注意安全，登船须主动穿救生衣。

四、市内交通

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城市商业区、功能区和主要住宅区相隔较远，

市内交通主要靠自驾车和出租车，也有数量不多的线路运行巴士，

车况普遍较差，乘客拥挤，没有固定上下车站和线路标识，价格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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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随叫随停，比较方便。出租车 5 公里内价格为 3 美元，经济合

理。

此外，乔治敦、林登和新阿姆斯特丹均有小型码头提供摆渡服

务，为居住在河流两岸的人员提供通勤服务。

五、特别提示

1. 中国驾照在圭不能直接使用，须持驾驶证原件在国内涉外公

证机关办理驾驶证中英文内容一致公证，抵圭后持驾照原件和公证

前往圭税务局申请换发当地驾照，办理周期一般约 4周。

2. 圭驾车习惯沿用英联邦国家制度，右舵左行。正副驾驶须系

安全带，驾车时禁止打电话，注意交通安全。

3. 建议国内旅游者携带必要晕车药，注意交通安全，做好自我

保护。密切关注天气状况，合理选择出行日期、路线。遇暴雨等恶

劣天气，就近避雨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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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实用信息

一、风俗禁忌

由于历史上长期受英国殖民统治，圭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和宗

教信仰深受英国影响，多数人信仰基督教。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

兰教为圭三大主要宗教，占人口比例分别为 50%、35%和 10%。各宗

教之间总体共容共存，相处融洽。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信徒饮食与禁

忌各有不同，分别忌牛肉和猪肉。也有许多素食者。参观印度教寺

庙有许多禁忌，非印度教徒一般禁止进入寺庙，进庙时不得穿着皮

革类衣服、鞋和腰带等。

二、通信电源

从圭亚那拨打中国国内固话的方式：001+86（中国国际区号）+

国内长途区号（如北京是 10、广州是 20、上海是 21 等）+电话号码。

拨打国内手机：00186+国内手机号码。

圭亚那有 GTT 和 Digicel 两家移动通讯公司，自 2016 年起已逐

渐推广 3G 和 4G 高速移动宽带网络服务，开通国际漫游服务的中国

手机用户可当地使用，但因通讯基站较少，网络覆盖不太理想。当

地咖啡馆、快餐店、机场和酒店通常可以提供免费或收费的无线上

网服务。

圭亚那电压以 110 伏为主，个别也有 220 伏的情况。酒店一般

两种电压都有提供，插座一般采取美制和欧制，因跟国内插座不匹

配，需自备转换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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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旅居圭亚那十大安全忠告

一、留意预警信息。浏览中国领事服务网，了解圭亚那国别信

息。关注中国驻圭亚那使馆网站发布的动态安全信息，遵从安全指

导。随身携带驻圭亚那使馆紧急联系方式，做到有备无患。

二、注意人身安全。圭治安较差，涉及人身安全的事故仍时有

发生。保持和亲友联系，及时提供行踪及联系方式。外出及在与人

交往时要注意安全。女性独行，夜间外出，场所偏僻或会见陌生人

尤需小心。

三、注意财物安全。在人员流动大的地区易发生偷盗案件。尽

量少带现金，不要在家里存储大额现金，妥存贵重物品，切勿炫富。

四、注意交通安全。驾车乘车均须系安全带，儿童须使用安全

座椅。切勿疲劳、超速、醉酒或无照驾驶。行人优先，留意路况和

周边环境，防范人畜突然穿行。

五、重视身心健康。注意疟疾、霍乱等热带疾病防范，一旦患

病及时就医，不要盲目自行治疗，否则可能危及生命！勿接受陌生

人赠予的食物或香烟，或将食品、饮料等置于公共场所无人看管，

慎防恶意投毒。

六、当心诈骗陷阱。在租房、贸易、投资、找工作时，易发生

诈骗。注意通过正规渠道，寻求专业咨询，维护自身权益。切勿相

信“天上会掉馅饼”，越“划算”时越要当心。保护自身隐私，特

别是银行账户信息。

七、注意证件安全。护照、签证等是重要的身份证件，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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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抵押、代用品。注意携带复印件及备用护照照片。遗失或损毁证

件将给生活和旅行带来极大不便，注意妥善保管，及时换发护照并

办理签证延期。

八、注意务工风险。来圭务工一定要事先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

妥善保管。开工后提醒雇主及时办理合法的工作签证和相关保险。

发生劳资纠纷注意不要意气用事，保存证据并及时寻求法律帮助。

九、通过可靠途径办理入境居留。在圭中国公民如果委托中介

办理签证，需鉴别中介可靠性。办理前一定要嘱咐中介保留相关凭

证，完毕后务必向中介索取凭证。如有中介宣称“只要护照就可办

妥一切”，一定要小心被骗。

十、遵守当地法规。遵守当地法规，服从警察等执法部门指挥，

切勿主动并注意防范被动涉毒，遇到复杂法律问题应咨询专业律师

或寻求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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