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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回顾
菲律宾 —2014年 2 月11日
菲律宾再次抓扣35名华人
央广网消息：2014年2月11日下午2时许，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接到报告称，菲律
宾移民局在位于马尼拉市的999商场以非法滞留、非法务工和非法经商为由抓扣35
名华人。
中国驻菲大使馆发言人张华称，接到报案后，中国驻菲大使馆领事参赞携领保
官员立即前往现场，核实了解情况，探望中方被扣人员，并向菲方提出交涉，要求菲
方立即释放手续齐全者，并确保中方公民合法权益。
截至2014年2月11日，上述被扣35人中，有3名菲籍人员已被释放。中国驻菲使
馆提醒旅菲中国公民，注意遵守菲律宾有关法律法规，以免自身安全权益受损。

马来西亚 —2014年 5 月6 日
又一名中国公民在大马遭绑架 当地游客安全令人担忧
国际在线消息：2014年5月6日凌晨，一名中国公民在马来西亚沙巴
州拿笃诗南海域被绑架，至今下落不明。这是近一个月来第二名中国公民
在沙巴遭遇绑架。
中国驻马来西亚古晋总领事馆2014年5月6日表示，马来西亚沙巴
州警方 证 实 ，一名中国公民当天凌晨在该州被绑架。据悉，这起事件发
生在2014年5月6日凌晨2点45分左右，当时一群持枪男子闯入位于沙

喀麦隆 — 2014年5月16日
中国企业喀麦隆遇袭 10人失联或被绑架
新华网消息：2014年5月16日夜间，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六工程局喀麦隆公司在

巴州的养鱼场内，并绑架了该公司的一名中国籍经理。
据中国驻古晋总领事馆消息，这名被绑架的中国公民来自贵州省，
目前在一家马来西亚渔业公司工作。据报道，绑匪随后逃往了菲律宾南

喀极北地区的营地遭武装人员袭击，1名中国员工受重伤、10名中国员工失去联

部地区。当地警方随即前往现场就后续行动进行调度，但没有披露更多

系，一名政府军士兵丧生。有消息称，失联中国员工或被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绑架。

细节。中国驻古晋总领馆已经同沙巴州警察总监通过电话，要求马方及

事发地位于喀麦隆与尼日利亚的交界处，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六工程局正在修
复一条国道。该工程局一位负责人透露，2014年5月16日晚21时20分左右，这个项
目营地附近传来枪声和手雷声，营地立即关闭内部照明并要求员工在室内隐蔽。同

时营救中国人质。
马来西亚地区有大量中国人居住，沙巴州是中国游客的热门旅游
地之一，不过随着马航失踪航班以及多名游客遭遇绑架的事件发生，不

时，项目负责人还向当地政府、军警部门、中国驻喀使馆、业主等通报情况，请求救援。
不久，一伙装备精良的武装分子乘坐五辆卡车冲进营地，洗劫了一栋宿舍楼，

少中国游客对于赴马旅游的担忧也与日俱增。据马来西亚当地媒体报

并将营地内10部车辆全部劫走。闻讯赶到的喀麦隆士兵和警察与匪徒发生交火，一

道，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3年恐怖主义国家调查报告》中显示，马来

时之间枪声大作。交火一直持续到5月17日凌晨0时30分左右，经过清点，在营地的

西亚是本区域恐怖分子习惯的活动中转地或会议举办地。虽然马来西

52人中1名男员工被流弹击中身受重伤，另有10人失踪。在交锋过程中，有一名政

亚不被视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但马来西亚与菲律宾和印尼仅一海之

府军士兵丧生。

隔，该海域的苏禄西海的沿海地带恐怖分子和恐怖行动都十分活跃。

苏丹 —2014年 4 月18日
两中国工程师苏丹遭绑架 使馆提醒勿前往动乱地区
环球网消息：中国驻苏丹大使馆2014年4月20日消息称，有两名中国工程师
18日在苏丹西科尔多凡州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绑架，目前下落不明。
《环球时报》20日晚间通过中国驻苏丹大使馆新闻发言人金女士了解到，整
个事件的细节不便透露，使馆在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并向苏丹各方
提出要求，在确保被绑架人员安全的情况下积极开展营救工作。
据悉，西科尔多凡州邻近苏丹西部长期动乱的达尔富尔地区。由于近期苏丹政
府和反政府武装冲突加剧，苏丹达尔富尔、科尔多凡地区和青尼罗州安全局势恶
化，中国驻苏丹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局势，避免前往上述地区。

巴基斯坦—2014 年 5月20日
一名中国游客在巴基斯坦遭绑架 塔利班宣称负责
中国新闻网消息：2014年5月20日，一名巴基斯坦警官20日称，一
名中国游客在该国西北部遭到绑架。经过多方渠道了解，被绑架游客的
护照签发地是湖北。塔利班组织已经宣称负责。
警官布鲁奇(Sadiq Baluch)说，2014年5月20日，找到了这名中国游
客的护照、自行车与随身物品。这名男子应该是2014年4月从印度进入
巴基斯坦，当时计划从巴东部城市拉合尔前往西南部俾路支省首府奎
达，途经开伯尔—普什图省时遭到绑架，安保人员已经展开搜寻行动。
布鲁奇说，塔利班组织指挥官巴哈尔(Abdullah Bahar)宣称对此次绑架

利比亚 —2014年 5 月21日
一名中国工程师在利比亚遭到绑架枪杀

事件负责。巴哈尔说，塔利班希望利用这名男子，交换被巴基斯坦警方
关押的塔利班武装分子。

腾讯新闻消息：中国驻利比亚使馆于2014年5月21日证实，一名中国工程师在
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遭武装分子枪杀。
这名中国工程师来自一家中国建筑公司。2014年5月20日下午，六七个蒙面持
枪歹徒乘两辆大型皮卡进入这家建筑公司位于班加西的一处工地，将这名工程师

菲律宾 —2014年 5 月22日
一对中国母女在菲南部被绑架

绑架到工地外枪杀。
中国驻利比亚使馆得知消息后，立即启动应急机制，临时代办颜建群前往利比

新华社消息：菲 律 宾 警 方 称 ，疑似阿布沙耶夫恐怖组织成员于

亚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要求立即对事件进行调查，切实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在利比

2014年5月22日晚上在菲南部巴西兰省伊莎贝拉市绑架了一名45岁

亚中国公民的安全，并妥善处理好善后事宜。

的中国女性和她19岁的女儿。目击者称北京时间2014年5月22日9时35

使馆经济商务处参赞萧文生前往利比亚住房部并会见中国企业工程项目业

分许，10名全副武装的男子绑架了人质。人质后被带上船驶往马拉马维岛。

主，就这一事件提出交涉。该处21日凌晨再次发出警示，提醒驻利中资企业人员注
意安全，近期内避免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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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

绑架事件发生频率最高的前六的国家
（ NYA 2013年 ）

利比亚的国家管控仍然较薄弱，叛乱组织和伊斯兰激进组织在昔兰尼加
（Cyrenaica）东部地区和的黎波里（Tripoli）大肆开展袭击活动。2014年3、4月
间，绑架事件发生率仍然保持着去年的高水平，报道的绑架事件中大部分为政治
性事件，且很多赎金要求具有多重性质目的（经济和非经济）。
利比亚一直存在着党派之争，政治局势动荡——在过去的两个月中，首相扎

排名

国家名称

所属大洲

1

尼日利亚

非洲

2

印度

亚洲

击活动。3月23日，一名突尼斯大使馆工作人员在的黎波里遭绑架，4月17日，突

3

墨西哥

南美洲

尼斯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遭绑架。最严重的一起绑架事件可能是4月15日约旦驻

4

巴基斯坦

亚洲

5

菲律宾

亚洲

6

莫桑比克

非洲

伊丹及其临时替代人员阿卜杜拉后辞去了首相职务——叛乱组织和伊斯兰激进组
织利用这种政治动荡局势对多名外国外交人员和大使馆工作人员实施了绑架/袭

利比亚大使遭绑架，但现已获释。在上述三起绑架事件中，实施绑架的组织均公开
要求释放被相关政府扣押的伊斯兰激进分子。鉴于今年早些时候埃及当局默许了
释放其遭绑架的外交人员的相同要求，因此这一趋势可能会持续。
3月23日，一名意大利施工人员在托布鲁克东部城市遭绑架。据意大利外交部

数据来源：NYA International

报道，该起事件发生原因原被认为是犯罪团伙勒索赎金，并非伊斯兰组织为达到
政治目的所为，但截至目前为止，并没有曝光的联络或勒索要求。

各地区绑架勒索事件发生率
撒哈拉以南非洲

（2013 年1月-12月）

仅从绑架事件发生数量上来看，尼日利亚仍然属于高风险地区，政府一直在
采取积极措施遏制北部地区不断增长的伊斯兰武装分子。4 月，尼日利亚北部博
尔诺州发生的大规模绑架事件。使得博科圣地成为国际头条新闻，在该起事件中，
至少有 230 名女学生遭绑架，遭绑架者还包括两名意大利教士和喀麦隆北部地

中东：14%

区的一名加拿大修女。关于遭绑架的女学生的下落存在各种不同报道，有的称

非洲：37%

她们已经被劫持到乍得或喀麦隆边境，被迫皈依伊斯兰教，然后被卖作奴隶，或
被强行嫁给武装分子。该边境地区防守松懈，是圣战分子组织活动的据点之一，

亚洲：26%

圣战分子在此开展袭击活动越来越肆无忌惮，而且越来越频繁。政府对大规模绑
架事件的纵容姑息及其缺乏协作，令尼日利亚公民感到震惊，包括那些对政府和
军队无能和腐败早已见惯不怪的愤世嫉俗的尼日利亚公民。该起绑架事件折射了

美洲：21%

联邦政府对东北部各地区管控不力的状况，
去年政府宣布这些地区处于紧急状态。

欧洲俄罗斯：2%

然而，外国和当地公民均面临着遭到犯罪团伙以经济收益为目的的绑架的风
险。其中，从事海洋和石油工业的人员在尼日尔三角洲地区面临着极高的安全威
胁：3月初，三名印度公民从一艘被劫持的船上遭绑架，随后被尼日利亚海军部队
释放。3月和4月期间，还发生了多起尼日利亚政治家、社团领袖及其家属遭绑架
的事件，其中包括一名政治家的儿子遭绑架，绑架分子索要赎金金额高达2亿奈拉

绑架勒索事件发生率最高的国家

(1,230,000美元)。2014年2月，总统乔纳森的叔叔遭绑架，3月获释，警方声称获
释原因是其采取了救援行动，但事实很可能是由于支付了赎金。据报道，10名武
装分子冲入其位于尼日利亚南部石油储藏丰富的巴耶尔萨州的宅邸，并驾驶其私

（2013年1月-12月）

人座驾将其带走，索要赎金金额高达5亿奈拉 (3,100,000美元)。
4 月 20 日，苏丹西科尔多凡州的一处油田发生了一起绑架袭击事件，据报道，

哥伦比亚：4%
墨西哥：6%
巴基斯坦：6%
尼日利亚：23%

印度：8%
委内瑞拉：4%

其他各国：28%

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的八名员工遭绑架，其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和一名尼日利
亚公民。安全部门怀疑该起绑架事件是反叛组织——公正平等运动（Justice and
Equality Movement，JEM）所为，
该反叛组织反对苏丹境内阿拉伯族裔的统治势力。
长期以来，该组织与其他叛乱组织的动机一直是推翻总统奥巴马的统治，尽管此
类绑架活动的意图究竟是为了筹集资金还是为了发泄其政治不满情绪尚不得而知。
索马里境内仍然存在着绑架风险。虽然近期没有关于绑架事件的报道，但两
名肯尼亚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自从其于2011年11月20日被青年党（Al-Shabaab）

菲律宾：5%

从哈加德拉（Hagadera）难民营（位于面积广阔的达达布（Dadaab）难民营附

叙利亚：4%

了赎金并不清楚。索马里境内的绑架事件通常会持续较长时间，尽管该起事件的

黎巴嫩：3%
也门：4%
莫桑比克：5%

近）遭绑架后，于2014年4月11日才获释，被劫持时间长达873天。至于是否支付
持续时间就较值得注意。2011年，受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支持的肯尼亚部
队对青年党（Al-Shabaab）采取行动，使得青年党（Al-Shabaab）的军事力量有
所削弱，此后，青年党（Al-Shabaab）便倾向于以上述方式开展绑架活动：激进分
子以肯尼亚北部地区为接收索马里难民设置的难民营为掩护，利用其导致的不安
全局势，将这些难民营作为高价值绑架目标的来源和进入肯尼亚实施恐怖主义袭
击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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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美洲
委内瑞拉

阿富汗
2014年4月阿富汗总统大选临近期间，塔利班叛乱分子试图扰乱选举程序，使

委内瑞拉的谋杀率高居世界第二，委内瑞拉全国各地存在着较高的暴

得绑架相关活动有所上升。同时，在此期间，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ANSF) 第一次

力犯罪活动的风险，包括绑架。尽管反政府抗议者和政府官员之间在不断

对安全问题承担全部责任。塔利班和其他叛乱组织趁民间活动不断增加之际在喀

开展对话，示威游行使得绑架风险有所提高。委内瑞拉当前动荡的政治

布尔和其他东部省份开展了大量袭击活动。2014年3月30日，省议会议员的一名

局势使得其大多数主要城市中的犯罪活动出现愈演愈烈之势。

候选人和其他十名人士在普尔遭绑架，随后被杀害。四名选举协调员于2014年3

虽然委内瑞拉境内的大多数绑架活动都是为了获得经济收益之目的，但

月14日和2013年秋季在楠格哈尔（Nangarhar）省遭绑架，独立选举委员会的五

在少数情况下，绑架者也会出于政治动机实施绑架活动。在近期发生的一些

名成员在法利亚布（Faryab）省遭绑架。尽管存在上述事件，但投票似乎是自2001

重大绑架事件中，新成立的委内瑞拉电视台的一名实习新闻记者于2014年4

年秋季塔利班垮台以来最受拥护，并且最透明公开的一次。虽然投票最终结果可

月6日在加拉加斯（Caracas）被绑架，被劫持八天后获释。在她遭劫持的

能要到数月后才会公布，但这可能会涉及两位选票领先的候选人之间的决胜选

同一天，另一名学生奥兰多也遭到绑架，于2014年4月15日死亡。虽然我们

举。无论哪位选举人当选，都将面临着恢复与西方国家破裂的关系的挑战，以确

并不知道上述事件中受害人是否支付了任何赎金，但两起事件看起来并没有

保在动荡不安的安全局势下继续提高ANSF实力的同时能够继续获得外国援助。

强烈的经济动机，因为受害者均为学生。鉴于这一原因，一些国家报纸声称这
些绑架事件可能与近期发生的所有抗议活动之间存在着政治联系。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境内的绑架勒索事件仍然非常普遍，尽管这些事件的绝大多数都未

墨西哥

经曝光。与阿富汗毗邻的西北地区和部落地区特别缺乏法治，被大量反叛组织作
为对抗国内军队和阿富汗边境军队的基地。

墨西哥境内的绑架勒索风险不断上升。尽管造成安全风险上升的原因

近期发生的绑架事件包括：2014年4月13日100名村民因支持政府在Khyber

有很多，但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涉及多方面因素且错综复杂的毒品战争，由

和Orakzai边境遭绑架（后来获释）。2014年3月24日，一名卫生工作者萨尔玛在

于毒品走私渠道被切断，毒品走私分子不得不寻找其他收入来源。

其位于白沙瓦的住所外遭绑架，后被枪杀，尸体在该市边缘地区的田野中被发现。

根据公民国家天文台（Citizen’s National Observatory）发布的关于墨

2014年4月4日，巴基斯坦武装分子释放了两个月之前遭绑架的五名伊朗边

西哥2014年重大犯罪案件的报道，墨西哥平均每天发生四起绑架事件。2014

防人员中的四名。然而，实施绑架的武装团伙处死了其中一名边防人员。该事件

年1月至3月间，全国范围内在警方备案的绑架事件共达509起 (比2013年同期

导致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伊朗威胁向巴基斯坦境内派驻军队，

增长了28%)，其中绑架事件数量最多的城市为塔毛利帕斯州、米却肯州、墨

以援救遭绑架的边防人员。在发生边防人员遭绑架事件之前，由于一系列问题，

西哥州和莫雷洛斯州。根据国家统计和地理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包括双方向叙利亚的对立两派提供武器，对阿富汗未来局势所持的不同立场，以

Statistics and Geography，INEGI）2014年3月开展的民意调查，72%的墨

及巴基斯坦对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并与伊朗竞争扩大地区影响力等，伊朗和巴基

西哥人认为其所在的城市不安全，比2013年12月的调查数据上升了3%。绑

斯坦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

架犯罪活动的袭击目标不再仅仅局限于富裕公民，目前，社会中较不富裕的
阶层也成为绑架勒索目标，最低赎金金额低到250美元。
由于一些犯罪组织不断扩大势力范围，绑架团伙已开始深入毗邻墨西哥
的一些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反绑架部门于2014年4月8日逮捕了美
国圣安东尼奥市（San Antonio）一个绑架团伙的一名嫌疑领导人。至今为
止已被查出与三起绑架事件有联系，包括2013年12月23日一名墨西哥商人
遭绑架的事件，据报道，被绑架者在向Garza组织支付73,800美元的赎金后
获释。

哥伦比亚

印度
在邻国印度，仍然存在着绑架风险，对于外国公民而言，风险等级为中等，对
于本国公民而言，风险等级较高，特别是参与当地政治活动的人士。绑架和贩卖
家庭成员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2014年2月和3月经报道的事件有22起。
在大多数事件中，绑架者为家庭成员或与受害者居住在同一社区的人士。自从3月
初以来，经报道的绑架婴幼儿进行勒索的事件明显上升，而且绑架者也往往与受
害者存在关联关系。
从3月末至4月初，与下议院的选举活动相关的绑架活动较少，表明全国范围
内安全局势有所改善。然而，2014年4月2日，在一场选举集会结束后，反对选举

虽然目前哥伦比亚地区的绑架事件比十年前有所减少，但每天仍有关

的武装叛乱分子在曼尼普尔地区绑架了BJP 工人和前任部长Khasim Ruivah。这是

于绑架事件的报道。根据咨询集团Agora发布的数据，2014年1月和2月之间

印度历史上第一次发生选举候选人的主要支持者遭绑架的事件。由于绑架活动的

哥伦比亚发生了45起绑架事件。在这些事件的受害者之中，20名获救，19名

发生以及担心候选人遭袭击，竞选活动在印度北部的内陆山区低调进行。联合共

获释，剩余六名至今仍被劫持。

产党（Maoists）已经以在其活跃地区绑架民众勒索赎金而闻名，因此，仍然存在

尽管哥伦比亚反叛组织和政府间在不断开展和平谈判，但这些左翼组织

着影响选举安全的隐患。

仍在开展一些绑架活动。2014年3月9日，据报道，一家石油公司的五名员工

目前，参加下议院（Lok Sabha）重新选举的20名国会议员面临着30起绑架

遭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绑架。官方认为，该起事件是哥伦比亚革

事件的相关控诉。这些绑架事件中的绝大多数事件已持续了至少10年，仍然未能

命武装力量（FARC）的下属派系所为，该派系名为FARC第27方面军，拒绝

解决。国大党（Trinamool Congress，TMC）候选人和Palamu（2009-2014）国

参与大部分和平协议，表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一些派系具有相对自主

会议员Kameshwar Baitha目前面临着53项犯罪指控，包括七项绑架指控和六起蓄

权，可以不受其中央领导集团的约束自由行动。

意谋杀事件。

与墨西哥类似，由于自从2000年初，哥伦比亚和美国特种部队已采取干
预行动，清除了哥伦比亚境内的毒品种植农场和走私通道，哥伦比亚与毒品
走私活动有关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也已被迫寻找其他收入来源。由于该计划
的成功，美国和哥伦比亚当局于2013年末同意2014年增加哥伦比亚四个城
市（Tibu, Tolima、Antioquia和Sucre）的执法力量，这表明当局对当地犯罪
网络不断扩大的影响力日益增长的担忧。
哥伦比亚公民仍然是绑架活动的主要受害者，尽管外国公民也曾被作为
袭击目标。尽管绑架事件数量有所减少，但绑架活动仍然是哥伦比亚境内曝
光率最低的犯罪活动之一，实际数据可能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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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伊拉克

菲律宾的绑架风险是东南亚国家中最高的。菲律宾南部岛屿和省份仍然是

在2014年4月30日全国选举活动前夕（这是自从2011年美国军队撤离后的

绑 架 事 件 的 热 点 地 区 ，很多事件都是前任莫洛民族解放阵线（Moro National

首次选举），伊拉克政治局势仍然错综复杂，动荡不安，过去12个月中，全国范围

Liberation Front，MNLF）反叛组织和阿布沙耶夫组织（Abu Sayyaf）所为。
虽然最近几年中经报道的绑架事件的数量有所减少（2012年11起，低于2011
年的24起），但仍然存在着绑架风险，特别是外国商务旅行者和外籍人士，由于

内的暴力活动都有所升级。全国范围内仍然存在较高的绑架风险，伊拉克公民和
外国公民都曾被作为袭击目标。绑架活动的实施者包括犯罪组织和激进组织，他

他们被认为比较富裕故更容易被作为袭击目标。女商人塞西莉亚自从2012年12

们都提出过经济和/或政治要求。勒索金额也有所上述，据报道，索要赎金金额最

月遭绑架后，一直被劫持，在利用其家族自有的货车运输业务向绑架者支付赎

高达114,000美元。鉴于一些组织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性质，针对外国公民的很多绑

金后于2014年3月13日获释，但赎金金额尚不得而知。由于她被释放时健康状况

架事件的最终结果都是人质遭处决。受害者遭绑架的地点包括家中，工作场所或

欠佳，故其案件仍然属于重大事件。塞西莉亚被丢弃在马路边，全身满是皮疹和
蚊虫叮咬产生的疙瘩，获救后即被送往医院治疗。
各类当地公民都面临着安全风险。一家加油站老板的儿子迈克尔在三宝颜

在路上，而且被劫持时间曾被延长。
虽然2014年的绑架事件没有2006年-2007年派系战争期间普遍，但根据NYA

市（Zamboanga）遭绑架勒索，被劫持了12天。尽管他的社会地位低下，但初始

备案记录，2014年截止日前，已至少有20名受害者遭绑架。这一数据是基于公开

赎金要求总额高达1,124,000美元。然而，据报道，由于他在暴力绑架活动过程中

媒体报道得出的，由于大量事件并未曝光，故实际数据估计会远远高于这一数值，

受伤，赎金金额有所降低，最终支付赎金金额为33,725美元。

但据报道，在上述20名遭绑架者中，有18名后来被杀害。

也门

中东地区

也门的绑架风险非常高，3月和4月间，该国境内的外国公民遭绑架的事件有

叙利亚

所增加，特别是在萨那省 （Sana’a），继续保持1月和2月的绑架高发率。4月14

叙利亚的安全局势仍然动荡不安，且仍未出现冲突结束的任何迹象。因此，

日，一名在Marib医院工作的乌兹别克族医生遭绑架，经部落调解，被劫持六天后

绑架风险仍然非常高。冲突双方的袭击目标多种多样，包括人权和和平主义者。

被释放。专门针对医务人员和医生的绑架事件极少见，但由于各医院和卫生中心

此类事件的部分事件是处于经济目的，而其他一些遭绑架的人士则被作为获取政

中病人和工作人员遭绑架风险发生频率日益上升，迫使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治资本或政治影响力的手段。然而也有些绑架事件的结果较积极。
两名西班牙新闻记者在被据认为与基地组织（Al-Qaeda）相关的一个组织
绑架后，被劫持六个多月后被释放。哈维和自由摄影师里卡多在被劫持194天后

(MSF) 于2014年2月停止了在Dhale的救死扶伤活动。在另一起绑架事件中，一名
据认为为联合国工作的人员与一名当地妇女同时遭绑架，但在几小时后被安全部

于2014年3月30日获释，被交还给土耳其军方。这两名人士于2013年9月16日被

队援救。当地公民遭绑架的事件也经常发生：例如，2014年4月17日，一名士兵在

一个名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ISIL）

南部省会城市Ataq遭绑架，尽管绑架者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据认为，该士兵被作

的圣战派绑架，当时他们在为西班牙日报《世界报》（El Mundo）完成了为期两

为释放其他被扣押人员的谈判条件。

周的报道冲突的任务后，试图穿越叙利亚边境前往土耳其。此外，2014年4月19
日，于2103 年6月遭绑架的四名法国记者获释。然而，大约40名其他西方人质仍
然被该组织劫持，包括至少五名外国记者和若干名援建工人。被劫持者还包括大

4月发生的另外两起重大事件为外国公民在萨那省（Sana’a）遭绑架。4月
24日，两名试图绑架者被萨那省（Sana’a）Hadda社区的美国公民击毙死亡，该
地区是外籍人士聚集区，2014年发生了大量绑架事件。美国国务院的官方声明将

量叙利亚记者。

上述美国公民描述为美国大使馆官员，但一名匿名官员在媒体报道中称他们之中
一名为中央情报局特工，另一名为特种部队士兵。该起事件后，4月28日，绑架者
试图在同一地区绑架两名德国外交官，但未能成功。持枪分子向两名德国外交官
乘坐的座驾开火，导致其中一名外交官受伤，尽管两名外交官都得以逃脱。上述
事件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除了绑架事件外，还表明也门国内的暴力活动
有所升级。
尽管也门境内的绑架事件发生率不断上升，但其暴力程度往往低于拉丁美洲、
非洲和更广大的中东地区发生绑架事件的暴力程度。如果绑架者发现在实施绑架
活动过程中个人面临的人身风险有所上升，则绑架阶段的暴力程度也可能会不断
上升。

NYA —世界知名的安全顾问
NYA International（简称“NYA”）是全球领先的危机预防和管理顾问，总部设立在英国伦敦，凭借着 20 多年的丰富经验，NYA 帮助各类企业、团体预防和处理绑架、勒索、非法拘禁
等各种国际安全问题和危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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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版权所有。本报告之内容未经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下称“美亚保险”）事先书面同意，不得以电子或任何其他方式公开出版或为商业用途而转载或转发他人。
本报告仅供参考，除另有注明外，其中所载信息主要来源于美亚保险合作的危机管理服务供应商NYA International。对于本报告中所载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适时性、适当性，美亚保险不提供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陈述或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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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集团（AIG）是一家国际领先的保险机构。为13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提供服务。AIG旗下公司通过全球最广泛的财产责任保险业务网络之一，服务各类商业、机构
及个人客户。AIG旗下公司在美国亦是领先的寿险及退休金服务提供者。AIG的普通股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及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简称“美亚保险”）是AIG旗下在中国经营财产责任险保险的独资子公司。目前在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深圳市、江苏省和浙江省设有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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