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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菲律宾《商报》报道，被亚武沙耶绑架了超过一年的一名华裔工程师于2013年6月11日上午获

绑匪释放，没有受伤。菲律宾驻苏禄的第二海军旅队的指挥官森那礼上校说，遭到绑架的加洛

斯·郑添(音)是在六月十一日凌晨大约三点，在贺洛社获释。森那礼说，自他四月上任以来，郑

添是亚武沙耶绑架组织释放的第八位人质。他说，仍然在亚武沙耶手中的人质包括约旦籍记者亚

耶尼，来自荷兰的五十二岁欧洲观鸟员霍恩，来自瑞士的四十七岁文斯艺拉，以及菲律宾海军陆

战队一名成员的妻子加继达.维惹拉萨.马利斯。

郑添是菲律宾航空交通署的一名职员，也是一个加油站的所有者，他于去年四月在贺洛社亚斯

杜惹斯描笼涯的家中被绑架。

根据中国驻苏丹大使馆的信息，3名中国工人12

日在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遭绑架，另有1名中

国工程师失踪。

中国驻苏丹大使馆一名负责人表示，据中铁十

八局苏丹分公司向大使馆报告，当地时间12日

下午2时左右，中铁十八局北达尔富尔州法希尔

至乌姆凯达代公路项目的一个工地遭到一群武

装分子袭击，驾驶运料汽车的3名中国司机与一

些苏丹工人一起被武装分子绑架。另外1名中国

工程师当天下午4时左右在沿公路巡查时失踪，

下落不明。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与利比亚、乍得和

中非接壤。2003年以来，当地一些武装组织以

苏丹政府忽视该地区发展为由进行反政府武

装活动。据苏丹政府公布的数据，冲突至今已

经造成上万人死亡，大约300万人流离失所。

据中国领事服务网报道，上述四名中国人是2011年6月8日在哥伦比亚被绑架的。事发当天，这四名

中国人和一名当地司机正驾车在哥伦比亚卡克塔省圣维森特-德尔卡古安市一条公路上行驶，突

然遭到武装分子绑架。绑架者此后释放了该名当地司机，但四名中国公民却一直下落不明。

2012年11月22日上午10时，被哥伦比亚武装分子绑架已达一年半之久的四名中国员工在多方努力

下终于获释，自哥南部小城圣文森特-德卡关飞抵波哥大。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汪晓源，经商参

赞周泉及中石油，中化，科瑞公司负责人到机场迎接。当日，汪大使向获释人员表示亲切问候，欢

迎他们平安归来，并表示政府对他们的安危十分关切，一直竭尽全力设法营救。使馆会协助他们

早日回国与亲人团聚。

据法新社报道，2012年 9月23至9月24的夜间在

中非和喀麦隆接壤的加卢阿-布来加鲁阿地区

的一个公路收费站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两名正

在布阿尔至加卢阿-布来公路在建项目上工作

的中国人在该次袭击中被绑架，另有三人被打

死。法新社从中非宪兵处获悉制造袭击案的武

装分子正在逃亡之中。

中非当局的一个代表团随后来到出事地点了解

情况，代表团中有中非设备部长伍德保德（

Jean-Prosper Wodobodé）以及国民议会副主席

巴巴（Laurent Ngon Baba）和军队总参谋长拉波

。据悉，他们主要想了解前不久的袭击案和绑

架中国工人案是否有联系。但喀麦隆官方没有

就此事件发表任何声明。

据了解，中非西北部经常发生武装团伙抢劫路

人并截断道路等案件。

热点事件回顾

美亚安全防护小贴士

商旅人士境外安全防范应避免哪些行为？
1．在商场，大街，酒店等人多密集场所大声提及如酒店房间号码，后续行程安排或其他相关私密

信息；

2．忽视或不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蔑视当地信仰；言语，衣着等夸张，过度引人注目；

3．在同一地区或城市逗留较长时间时，频繁使用固定的外出路线，就餐地点或着装；

4．外出携带大量现金或其他能够引人注意的贵重物品，独行夜路或其他偏僻地区。

全球十大高危国家名录（2012年）

（信息来源：源引自已知大众媒体，非完全统计结果）

排名                 国家名称            所属大洲

1                 墨西哥            南美洲

2                 尼日利亚            非洲

3                 巴基斯坦            亚洲

4                 印度            亚洲

5                 委内瑞拉            南美洲

6                 哥伦比亚            南美洲

7                 菲律宾            亚洲

8                 埃及            非洲

9                 黎巴嫩            非洲

10                 也门            亚洲

已知著名涉华绑架案件简汇

排名      案件                          金额

1         香港富商李某之子被绑案          HKD 1,038,000,000

2         香港富商郭某被绑案              HKD 600,000,000

3         广州商人公海被绑案              RMB 500,000,000

4         浙江籍华人希腊被绑案            EUR 4,000,000

5         西班牙华人地产商之女被绑案      EUR 3,000,000

绑架勒索风险数据分析

高危行业排行榜（2012年）

其他：34%

学生：

13%

商旅人士

及随行家属：35%

学术，医疗行业：9%

工程建设
及能源勘探：6%

旅游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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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架勒索事件结果分析（2012年）

被害：8%

成功逃跑：5%

被成功营救：39%

被释放但未知

是否已支付赎金：

19%

支付赎金：

18%

其他：3%

被释放但未支付赎金：8%

菲律宾-2013年6月12日 华裔工程师遭绑架一年多后获释

哥伦比亚-2012年11月 四名中国工人被绑18个月后终被营救回国

苏丹 - 2013年1月13日

3名中国工人

在苏丹遭绑架

加卢阿 - 2012年10月16日

布来-两中国建筑工人

在中非遭绑架

委内瑞拉–2013年2月14日 特大绑架团伙落网，中国男子为首专绑华人
据网易新闻等报道，2013年2月14日，在中委两国警务力量的联合努力下，蜷居在委内瑞拉的特大跨

国绑架团伙被成功铲除，抓获首犯中国籍男子某，并于次日押解回国。

2011年1月，公安部接到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报警称，2010年1月至2011年1月的一年间，委内瑞拉境内

发生几十起针对中国公民的抢劫、绑架、敲诈勒索犯罪案件。接到报警后，公安部责成刑侦部门成

立工作组，立即采取措施。

同年4月，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赴委内瑞拉，并成立专案组。经查，此案是以某等人为首的一伙中国籍

疑犯所为。他们持枪绑架在委生活或做生意的中国人，采取殴打、伤害、枪击、恐吓等残忍手段逼

取赎金，每次索取数万至十多万美元。

今年1月19日，公安部再次派出由9人组成的专案组赴委内瑞拉，开展抓捕疑犯的工作，中委警方还设

立了联合指挥部。

2月1日，委内瑞拉军警与中方工作组联合行动，控制该犯罪团伙主要头目某，破获特大跨国绑架案2

起。同时，公安部部署广东警方同步开展行动，将该团伙在国内的另外2名疑犯抓捕归案。



美洲

拉丁美洲仍然是各类绑架事件发生的高风险地区，尤其是墨西哥和委内瑞拉。2012年9月，

两名德国公民在哥伦比亚遭绑架，被囚禁216天后获释。这两名德国游客是在北部卡塔

通博（Catatumbo）地区被反叛组织——民族解放军（National Liberation Army，ELN）

的成员绑架的，该地区邻近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边境。叛乱份子声称这两名被劫持者是

间谍，要求查看其受雇于私营公司的相关证据，后于2013年3月将被劫持者移交给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ICRC）派出的一个工作组。

民族解放军（National Liberation Army，ELN）是哥伦比亚的第二大反叛组织，其规模仅次于哥

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Colombia，FARC）。民族解放军于2013

年5月与哥伦比亚政府开展正式的和平谈判，据预测，此和平谈判将同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

装力量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同时进行，并可能会导致民族解放军在今后几个月中实施更多的袭

击和绑架行动，以提高其在谈判中的话语权。

在委内瑞拉，由于暴力犯罪的不断上升和绑架事件发生率持续居高不下，人们开始同亲朋好友

建立联合基金，以支付勒索赎金。据彭博社报道，人们将资金聚集在一起，以便在某位家庭成

员遭绑架时，能够迅速地获得足够资金，支付犯罪份子的赎金要求。尽管在委内瑞拉，支付赎

金是非法行为，但很多委内瑞拉公民认为，鉴于国内安全部队人员匮乏和大规模的腐败现象，

他们别无选择。虽然新当选的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holas Maduro）已将打击犯罪和提高

公民安全状况作为其工作重点之一，但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障碍，委内瑞拉的安全状况前

景仍然淡。

亚洲

总体来看，亚洲仍然是绑架勒索事件发生的中高危地区，其中热点地区为西南亚（特别是印度、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和东南亚地区，尤其是菲律宾。实施绑架行动的组织多种多样，包括叛乱

份子、伊斯兰激进份子和犯罪份子，其中针对外籍公民的绑架事件比例相对较高，尤其是旅游

者和救援人员。 

在阿富汗，塔利班仍然在针对本国和外国公民（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大肆实施绑架活

动，而且由于2014年外国驻军将要从阿富汗撤离，塔利班可能在宣布开始春季攻势（Spring 

Offensive）后实施更多绑架活动。2013年3月，一名德国公民在外出跑步途中被藏匿在阿富汗

北部的巴达赫尚（Badakhshan）省阿格斯（Argos）区的塔利班武装份子绑架。

2013年4月初，有报道称两名法国公民获释，这两名法国公民分别于2012年11月和2013年1月被

劫持。虽然关于这些事件的详细情况尚不得而知，但目前了解的情况是一名人质被其绑架者释

放，另一名人质是自行逃脱的。

2013年4月下旬，约10名平民（大部分为外籍公民）在其乘坐的直升飞机迫降于阿富汗东部洛

加尔（Logar）省阿兹拉（Azra）地区时被塔利班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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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非洲境内很多地区都属于发生绑架勒索事件的中高危地区，其中热点地区

主要包括北部地区（埃及、利比亚）、萨赫勒地区（马里、苏丹、阿尔及利亚

和尼日尔）以及撒哈拉以南地区（尼日利亚、索马里和肯尼亚)。犯罪团伙、

部落武装组织和伊斯兰激进组织通常将当地居民和外籍人士作为绑架对象，

以获取经济和政治利益，但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施绑架活动的最终目的都

是获取经济利益。据美国财政部估计，伊斯兰激进份子越来越倾向于通过

绑架勒索的方式为其开展的各种活动筹措资金，特别是基地组织在北非的

武装力量——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l Qai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据美国财政部负责反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事务的副部长大卫· 科

恩（David Cohen）透露，在过去十年中，伊斯兰激进份子获得的绑架勒索

赎金收入达1.2亿美元，目前勒索赎金的平均金额约为500万美元。

萨赫勒地区（包括马里、苏丹、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尔）

萨赫勒地区仍然是高风险地区，其主要风险为由叛乱分子和与伊斯兰马格

里布基地组织相关的伊斯兰激进份子针对外籍人士执行的绑架勒索行动。

在阿尔及利亚，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一个分支对阿尔及利亚境内英

纳梅那斯（In Aménas）天然气厂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该天然气厂靠近利比

亚边境，而该袭击组织因“以血立契”而著称，其在一月份绑架了数百名阿

尔及利亚本国的工人和外籍工人，劫持四天后，由于受到阿尔及利亚安全

部队的突袭，劫持围攻行动才得以终止，但最终导致39 名外籍人士和29名

激进份子死亡。

在苏丹，四名中国籍建筑工人在达尔富尔北部埃尔法希尔附近遭闪电式绑

架。据称，持械绑架者可能来自达尔富尔。

撒哈拉以南地区（包括尼日利亚、索马里和肯尼亚)

在索马里，仍有大量外籍公民被青年党（Al Shabaab）激进份子和海盗劫持，

其中一些人质被劫持的时间超过一年。例如，2012年1月，美国新闻记者迈

克尔·斯科特·摩尔（Michael Scott Moore）在路边被索马里海盗绑架后，

被劫持至加尔卡尤（Galkayo）机场，至今仍未获释。

2013年1月，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向在索马里兰索马里管辖地区的西方

公民发出警告，指出其面临着确定的威胁。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虽然英国外

交和联邦事务部没有具体提及绑架威胁，但已提醒西方公民在分裂地区面

临着极高的绑架风险。

地区深度观察
2013年第一期  总第一期

美亚境外人员安全防护风险半年报



美国国际集团（AIG）是一家国际领先的保险机构，为130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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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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中东
中东仍然是绑架勒索事件发生的高风险地区，大部分绑架事件由犯罪团伙或部落组织

实施，其动机通常是获取经济利益和政治妥协。

叙利亚持续不断的冲突导致了各类绑架事件的发生，绑架者包括反叛武装——叙利亚

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简称FSA）和亲政府民兵组织，其动机既有政治目的，也有经济

目的。受影响最大的是叙利亚阿勒颇（Aleppo）和大马士革（Damascus）的工商业企

业主，由于害怕被绑架或被杀害，企业主们被迫将其商店和工厂关闭。

对叙利亚境内武装冲突进行报道的外国记者仍然被视为亲政府和反政府武装的绑架

对象。2013年3月，一名于2012年10月被叙利亚自由军（FSA）绑架的乌克兰记者成功

脱险，据报道，绑架者提出了50,000,000美元的赎金要求。2013年4月，四名意大利记

者在叙利亚北部遭绑架，被劫持八天后获释，涉嫌绑架者为叙利亚反叛份子。  

在伊拉克，持枪歹徒袭击了安巴省（Anbar  province）境内的阿卡斯气田（Akkas），该天然

气田的经营者为韩国人，位于伊拉克与叙利亚边界附近。在此次袭击事件中，一名工程

师和两名工人被杀害，另有两名遭绑架。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此次事件负责。 

2013年4月，据报道，一个扫雷非政府组织的九名成员在阿富汗南部坎大哈（

Kandahar）省梅德旺（Maiwand）区遭绑架。虽然目前尚没有任何组织表示对此事件

负责，但众所周知，塔利班一向在南部地区活动。

根据媒体报道，在阿富汗相对较安全的西部城市，绑架事件发生率也不断上升，绑架目

标为中产阶级。与塔利班武装份子实施的绑架行动不同（塔利班通常绑架时间较长（

数周或数月），而且涉及政治和/或经济方面的要求），此类绑架事件一般持续数天或

数周，且主要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

在巴基斯坦，两名捷克游客及其警卫人员在伊朗与阿富汗边界附近的一条公路上旅行

时遭绑架。截至2013年5月1日，尚没有组织表示对此次袭击负责，两名捷克游客仍处

于被劫持状态。  

在菲律宾，澳大利亚籍被绑者沃伦·罗德韦尔（Warren Rodwell）在被劫持15个月后获

释。该名菲律宾裔澳大利亚籍公民于2012年12月在其位于三宝颜锡布格省（

Zamboanga Sibugay province）的家中被阿布沙耶夫武装份子（Abu Sayyaf militants

）绑架，绑架者要求支付2,000,000美元的赎金才会释放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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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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