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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行前准备“安全”为上

□

信息时报记者 徐珊珊

9 月，许多学子将远赴万里，踏上出国留学的道路。 即便拿到录取通知

书、获取签证，也千万不可忽视入境时的各种注意事项。 同时，身处异国他

乡，不同的人文环境与丰富的校园生活固然会让人眼前一新，但如果没有做

好充分的准备，对即将踏上的土地没有充足的了解，也许会出现很多问题，

提前进行危险预防和掌握危险来临时的应对之法必不可少。

美国：海关重点检查电子产品、社交软件

入境前需填写海关申报单，

落地后排队交海关申报单， 接受

移民官及海关官员的检验。 如入

境后要转机， 最好留出 3 个小时

以上时间， 尽早到要转换的航空

公司机场柜台报到。 启德留学广

州美研部经理熊静提醒， 特别需

注意的是过海关时， 有些同学可

能会碰到被关“小黑屋”，遇到这

种情况不要惊慌， 配合相关检查

即可。 海关重点检查的物品包括：

电子产品、社交软件等。 海关可能

会检查手机、ipad、 电脑等电子产

品，和 QQ、微信、微博等社交软

件的沟通记录以及发表的言论。

加拿大：每人携带现金不超过 1万加币

启德留学加拿大部经理孙芬

提醒， 第一次入境的学生需要在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领学

习许可， 新移民必须进去换枫叶

卡；学签、工签第一次入境也必须

进去换取学习许可（study permit）

和工作许可（work permit）。 按照

法律规定， 每人携带现金不能超

过 10000 加币 , 带现金的合理数

目为 5000~9000 加币。 必须领到

学习许可（STUDY PERMIT）才

可以出去领取行李。

澳大利亚：关注签证允许停留时间

在拿到签证时要仔细阅读由

澳大利亚移民局发出的批签信内

容， 重点关注一下签证允许在澳

洲停留的时间， 如想停留更长时

间，需申请签证延期。 批签信上以

4 位代码的形式显示的数字，都代

表着不同的签证条款。 作为澳洲

留学生，必须严格遵守签证条例，

如违反，移民局有权注销签证。

英国：赴英超过一年，需预防接种

针对赴英时间超过一年的中

国公民， 在获得签证后需要到当

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下属的国

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接受健康检

查、预防接种，领取《国际旅行健

康检查证明书》

（有效期一年 ）

和

《国际预防接种证书》

（因接种的

疫苗有效期不同而不同）

，成人要

拿到《国际预防接种证书》需要打

的是麻腮风

（具体要求视学校的

要求而定）

。 中国出入境管理机关

凭中国检验检疫机关的健康证明

书办理出境手续。 对未办好上述

手续者， 检验检疫机关视情况可

以阻止其出境。

日本：想勤工俭学，先申请打工许可

在日本生活最重要的问题是

住宿， 住宿将决定在日留学生生

活质量的好坏。 首先需要跟学校

或房地产中介确认好是否已经

申请到宿舍， 宿舍的入住期间

一般最短半年，最长两年。 持留

学签证来日的学生， 可在机场

办理资格外活动许可申请

（打

工许可 ）

，如果是有勤工俭学意

向的学生，请务必提前填好，并

在申请书上签名与护照一同提

交。

若入境时未提交， 则需要

入境后在地方入境管理局进行申

请。 届时从申请到批准需等待 1

个月以上，且在此期间禁止打工。

因此， 在出发前要做好充分确认

与了解。

欧洲：要办理好登记手续或注册

启德留学欧洲部经理李宝丽

提醒，对于荷兰留学生来说，到达

后需前往所住地的市政厅办理登

记手续。 学生在到达两周内，从

IND 或校方处领取到学习居留许

可 VVR，获得 VVR 后，必须在 3

个月内前往荷兰的 GGD 卫生中

心检查肺结核。 对要前往法国的

留学生，拿到签证后，在离境前需

在 CVEC 官网注册， 并在线支付

90 欧元

（

2018~2019

学年 ）

，获得

CVEC 缴费证明， 方能到校顺利

完成注册流程。 CVEC，主要用于

改善校园体育设施、 给学生团体

的项目提供经济援助、 加强校园

以及 CROUS 的基础设施等。 适

用于所有即将前往法国就读高等

教育的、长期停留的学生。

主要安全风险有六类

随着中国赴境外留学生人数的增加，中国留学生

在海外的安全问题和危机应对引起极大关注。 在

2019“留英学生行前准备会”广东专场活动上，广东省

外事办相关负责人指出，海外留学人员可能面临的主要

安全风险有六类，分别是政局动荡、恐怖袭击、社会治安、

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意外事故和自身问题。

据广外国际学院副院长杨文慧介绍，海外留学不

安全因素通常由感情纠葛、漠视法律法规、心理因素、

炫耀露富、人身财产安全隐患、欺生、交友不慎等因素

所致。 建立“平安留学”的理念非常重要。 同学们要掌

握一些实操的技巧， 比如抵达前要做好留学准备，多

渠道了解目的地的信息，抵达后要及时报平安，了解

当地治安、医疗等状况。

了解相关法律法规，提前预判风险

留学安全专家王学军建议， 中国学生出国之前，

尽可能多了解留学目的国的法律法规、 风俗习惯、警

情匪情，学会第一时间识别风险；其次，遇到危险时抓

住黄金 3 秒钟，运用相关防护技能冷静避险；万一遇

到歹徒，应学会一招制敌术，保护好自身安全。 同时，

留学生在做任何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事情时，提前做

好判断。 以参加聚会为例，若时间处于夜里零点至两点

这一犯罪案件高发时间段、地点处于治安较乱或偏僻的地

区、同行的朋友大多不认识或多为新朋友……这些都可能

存在安全隐患。 在评估过风险后，如果还要前往，最好

邀请靠谱的朋友同行。 聚会时要注意饮酒安全，建议

只喝自己的水或啤酒，并时刻把饮品拿在手上。

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学的陈晨表示，留学

前提前了解自己学校所在地区的治安情况。美国的大

学没有专门的安全培训课程，遇到安全威胁时，学校

会以邮件或短信提醒。 如果学生在校遇到安全问题，

可拨打紧急电话。 此外，还可通过谷歌搜索查阅各城

市的街区犯罪分布，避开犯罪率高发的地区，确保自

身的安全。

资深留学专家邢庆华指出，低龄留学生在安全意

识和应对突发状况的方法上相对薄弱，建议家长在孩

子出国前，多让孩子学习一些生活急救小技巧，多与

孩子讨论遇到危险时如何处理的方案，设想一些可能

会出现的安全隐患，提前做好安全防护准备。

信息时时报讯（记者 徐珊珊）

由教

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推出的“互联网+留

学服务”平台已于近期上线试运行。8 月

29 日， 在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程

家财介绍，国家公派留学派出、国

（境 ）

外学历学位认证、留学存档和留学回国

人员就业落户等公共服务事项可在平

台全程在线办理，彻底告别传统窗口服

务模式。 每年预计将有 40 万以上留学

人员因此受益。

据了解，“互联网+留学服务” 平台

运行后，全体留学人员在办理相关留学

服务时，可实现“一次注册，一口受理，

在线核验、后台分办”的统一服务模式。

此外， 通过对接国家平台的自然人库、

国家法人库，可在该平台实现基于人脸

识别的自然人和法人的实人认证。 此前

在传统服务模式下，留学人员回国办理

就业落户服务需要先进行国

（境 ）

外学

历学位认证和调档等服务，存在申请人

重复注册，材料重复提交，需要多次、反

复到现场，留学人员办事周期长、满意

度低等问题。 通过整合留学服务平台和

内外部信息资源，该平台实现了“一网

通办”，以上问题迎刃而解。

未来，教育部还将不断优化升级服

务系统。 如在认证服务上，实现机器人

替代部分人工的职能化深度开发应用。

据透露，出国留学人员咨询服务、平安

留学和留学回国人员择业“双向选择”

“创新创业”等留学服务领域，也将进行

“互联网+留学服务”转型，更多留学人

员将享受更便捷的线上服务。

在纽约大学留学的刘萌今年 6 月

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国。“我还在纽约上

学期间，就开始了解回国政策和办理程

序，比想象中要方便很多。 ”刘萌说，她

在线提交申请学历学位认证的相关材

料后，8 个工作日后就收到了认证结果。

“互联网+留学服务”平台上线运行

工 作 人 员

为学生解答留

学问题。

信息时报记者

徐珊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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