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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喊 /⒛ 22号 照会

中华人 民共和 国驻越 南社会 主义共和 国大使 馆 向越 南
社会主义共和国谅 山省人 民委员会 、广宁省人 民委员会致意
并谨通报如下:

`

广西有关疫控部门 日前发布公 告 ,宣 布决定 自 ⒛22年

1

月 1日 零时起在广西凭祥友谊 关 口岸实行预约通关措施 ,要
“
”
求所有入境人 员统一使用 广西健康码入境预约二维码 提
前进行在线预约 ,上 传有效 出入境 证件 、签证等在越居 留证
“
件 、疫苗接种 证 明、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等资料 申请 广西 口
”
“
”
岸入境健康码 ,凭 广西 口岸入境健康码 和入境前 48小
时核酸检测 证 明 ,按 照预约 日期入境 ,其 中入境前 48小 时
核酸检 测须在 中国驻越使领馆指定 的 8家 检测机构进行 (检
测机构名单附后

)。

广西东兴 口岸亦将于近期公布实行预约

通关措施 。
当前 ,越 南疫情形势十分严峻复杂 ,自 越南经陆路边境
输入 中国的新冠肺炎病例持续增加 ,中 方面临 巨大外 防输入
压力 。为落实好 两国政府关于加 强疫情联 防联控 的重要共

识 ,防 止疫情经 中越陆路边境跨境传播 ,维 护两国疫情防控
工作大局 ,中 国大使馆建议谅 山省 、广宁省与广西壮族 自治
区密切配合 ,指 导两省有关单位按照符合两国卫生部 门规定
的检测方法和技术标准 ,对 拟经谅 山省 、广宁省陆路 口岸 出
境前往 中国的人 员进行核酸检测 ,并 对有关人 员核酸检测证
明进行严格查验 ,对 无法 出示 中国驻越使领馆指定检测机构
所 出具检 测证 明的人员不予办理 出境手续 。
顺致崇高的敬意。

·

河 内,⒛ 22年 1月 3日

中国驻越使领馆指定 的核酸检测机构名单

1、

军队 108总 医院 (河 内市 )

2

MEDLATEC综 合医院 (河 内市 )

、

3、

海防 医科大学医院 (海 防市 )

4
5
6
7
8

175军 医院 (胡 志明市 )
岘港疾控 中心 (岘 港市 )
善仁 医院 (岘 港市 )
谅 山省综合 医院 (谅 山省谅 山市 )
芒街市疾控 中心 (广 宁省芒街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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