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移民的挑战与回应：义乌社会治理的“浙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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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社会治理不仅面向国内民众，还包括国际移民，因此传统城市

管理服务体系面临着由不同生活方式的碰撞、冲突而产生失范的挑战。创新城市社会治理需要

跳出“文明冲突”的陷阱，从国际移民生存层面的价值角度去思考社会治理制度的构架方式与

公共政策体系运行方式，正确处理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本文以浙江义乌市为典型个案，通

过总结与分析义乌国际移民的社会治理的改革策略，揭示“中国走向世界”继而“世界走入中

国”新态势下的社会变迁所创造的“浙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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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是不同族群的文化不断发展所总构而

成的。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差异较大的族群

在相互接触、交往的过程中，不同文明之间的现实

关系和发展趋势，成为一个深受关注的议题。塞缪

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警示不同文明的

潜在的世界冲突的风险[1]。由于文化不仅仅反映国家

的特性，更体现国民的品质，世界人口的跨国流动，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认为这是全球进入“风

险社会”的一个重要缘由[2]。我国正在不断融入世界

体系，这一过程不只是从世界市场的开放中获得经

济增长、政治自信和人民创造财富的动力，还要防

范由此而衍生的各类国际问题，尤其要防范国际移

民带来的族群冲突风险。本文的国际移民包括长期

与短期移民，因而采用国际移民组织的定义，“国

际移民系离开祖籍国或此前的常住国，跨越国家边

界，为了定居性目的而永久性地，或在一定时期内

生活于另一国家的人。”[3] 

义乌是浙江金华市管辖的县级市，以“小商品 

 

 

 

 

海洋，购物者天堂”为世界所熟知。商贸繁荣吸引

了成千上万的国际移民来到义乌工作与生活，这无

疑给义乌市社会治理带来了挑战，同时也催化社会

治理的体制机制的转型，其面对国际移民的管理与

服务模式，成为具有示范价值的“浙江经验”。 

 

一、义乌国际移民的基本生活形态 

义乌市作为中国重要的进出口贸易城市，聚集

了来自世界各族群的人口。据 2014年统计，义乌本

市人口 76 万，外来人口则达到 143.3 万人，其中登

记临时入境的境外客商人数为 44.7 万，成为真正的

移民族群生活的城市。国际移民群体主要从事外贸

采购、清真餐饮等生意，呈现出数量多、身份复杂、

流动性大、国别分布广、宗教习俗差异大、掌握信

息难度大等特点。 

（一）以国籍、民族、宗教信仰、语言划分 

以国籍、民族、宗教信仰、语言系统为区分要

素，可将国际移民社区生活形态归纳为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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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同国籍、民族、宗教信仰和语言系统的人

口聚居形态。这一形态以韩国朝鲜族人及其形成的

“韩国村”为典型。既保留民族的习性，又因历史

与汉文化有深厚的渊源，能较好地融入义乌生活。 

2．相同宗教信仰，不同国籍、民族、语言系统

的人口杂居形态。以中东阿拉伯人为主体，来自伊

斯兰教信仰圈。虽有族群、语言等的差异，但通过

共同的信仰活动，使这一地域的群体在义乌同一城

市社区一起生活，也能成为商业上相互照应的伙伴。 

3．相同语言系统、宗教信仰，不同国籍、民族

的聚居形态。主要是欧洲、拉美地区的外来人口，

其基督教、天主教文化历史贯通。他们基本共有一

种生活默契。 

4．相同国籍、语言系统，不同民族、宗教信仰

的杂居形态。通常指东南亚、南亚国家的人口。这

些国家的宗教信仰多元，但因共处儒家文化圈，他

们在义乌生活体现出亲近感。 

5．相同国籍、民族，不同宗教信仰、语言系统

的杂居形态。来自非洲地区为多，他们在国籍与民

族的认同上不特别计较本原的差异，生活在义乌反

而以种族肤色为类群，习惯在一起共同活动。 

（二）以社会融入程度划分 

以社会融入程度划分，在义乌的国际移民可以

分成介入之中和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 

1．介入之中的群体。在这一群体中，有的在义

乌生活多年，已与中国人结婚生子，安定居住，形

成了亲缘圈，加之双方亲友互相来往，商业与生活

已经融合在一起，密不可分；有的也因长期的生活

与工作，已把义乌作为第二家乡，在义乌购置房产

或长期租住，使得这些人的社区生活相对固定，对

此地产生情感依赖，从而形成社区认同感，形成了

地缘生态的人际关系。故而，这两个群体可以称为

“新义乌人”。 

2．相对独立的外来群体。它一般指虽然生活在

义乌，但基本以本国本民族生活方式为主体，形成

地缘与业缘形态的结构关系，与本地居民形成了界

限分明的区隔。这一群体以短期的国际移民为主，

以相同来源国的族群为集结对象，以商贸往来为集

结目的。 

 

二、义乌国际移民社会治理的“浙江经验” 

鉴于国际移民持续增长的现实需求，义乌成为

全国唯一具有审批、签发外国人签证和居留许可权

力的县级市。作为东部发达地区，浙江省改革开放

走在前列，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义乌市探索国际流

动人口的管理制度建设和公共政策实施效能。因此，

义乌市对国际移民基层社会治理的行动和实践的成

果，建构了“浙江经验”。 

（一）以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为前提，创造社

会治理的外部条件 

1．创新地方外事工作。通过高质量地接待斐济

等国家高访团，肯尼亚等大使级代表团，埃及等总

领事代表团，加深与驻华使领馆的联系与合作，开

拓对外交往的渠道以外交政治的方式，直观地展示

义乌的开放社会的风貌。 

2．深化国际友好城市结对工作。与各国结对的

友好城市进行展会合作、经贸考察、文化交流等，

取得多领域的实质性成果，增强义乌在国际中城市

间人民的友谊关系。 

3．积极引进各类活动。引进大型的多边、双边

会议活动来义乌举行，进一步提高义乌城市国际知

名度，如牵头举办了德国石荷州投资说明会。 

4．积极宣传义乌。向在义外商、外教、技术专

家和国际友人宣传义乌，并以境外主流媒体为外宣

辅助渠道，促进国际社会对义乌市的全方位认识。 

（二）以创新出入境管理工作为突破点，提高

社会服务水平 

义乌市严格把握出入境审批检查管理制度，以

服务为基点，在服务中实现、规范管理。在省外办

授权可审批外国人工作邀请函后，积极审批外国人

来华邀请及工作邀请函。为进一步方便外国客商出

入境，提供优质服务，走访涉外部门、企业、外商

代表处，了解困难和需求，将符合申请条件的因公

出国（境）和邀请外商来华申请材料审核时间由原

来的 3 个工作日分别缩短至即办和 1 个工作日。推

出延时服务制，中午休息时间可正常受理申请材料。

积极推介 APEC 商务旅行卡，通过与镇街联合，以

走访推介、邮寄《外侨之窗》、QQ、微信群发信息、

提供咨询等方式面向商会、企业推广宣传。 

（三）以涉外治理工作为重点，创新国际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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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社会治理模式 

随着在义乌外国人的急剧增多，给涉外治理工

作带来了很大挑战。针对严峻的涉外服务与治理形

势，一方面，推行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单位联席

会议制度常态化，每季度召开一次，通报工作情况，

各部门就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讨论，制定解决方案，

并及时发布涉外信息；同时，多部门联动，提高各

部门涉外服务与管理能力，增强部门间的协作；不

定期向市场经营户进行涉外基础知识、涉外礼仪及

领事保护和协助等培训活动，并会同涉外部门共同

通过现场培训、发放学习资料及海报宣传等多种形

式分批次对市场内经营户开展轮训活动。另一方面，

组织各个国家的在义乌的外商进行中国的法律、法

规、政策培训，宣传守法经营，融入地方的经济社

会发展；开展外籍人士荣誉市民评选，增强对义乌

的认同感。 

（四）以民族宗教工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

点，促进交往交流交融 

充分发挥义乌市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和

联席会议的作用，定期分析宗教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研究新举措，促进国际移民

与本地民众交往交流交融。 

1．建立和健全镇（街道）统战工作领导小组，

配备精兵强将，既有责任分工，又有统筹协作。推

行领导干部与境外的信教人士联系、交友，及时了

解其诉求。 

2．积极探索镇（街道）民族宗教属地管理新机

制，实现重心下移，管理前置，上下联动，齐抓共

管。市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与镇（街道）、镇（街

道）与社区（村）、社区（村）与宗教场所分别签

订民族宗教工作责任书，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3．建立重点宗教活动场所和重大宗教活动值班

管理服务制度，适时指导、帮助、协调各宗教活动

场所的活动，保证宗教活动安全有序的开展。 

4．在市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协调与组

织下，统战、宣传、民宗、公安、国安、镇（街道）

等部门不定期开展对非法宗教、邪教开展联合整治，

民宗、国安、公安等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加强对非法

宗教的监控，加大打击非法宗教、邪教力度。同时，

在反邪教宣传上，利用专题片、教育片、媒体宣传、

黑板报等形式认真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教育活动，增

强人民群众自觉抵制非法宗教、邪教的意识和能力。 

5．根据国际移民的信仰需求，由市民宗局牵头，

按程序与有关方面磋商报批分设宗教场所，并依法

管理，确保安全，实现宗教内部和睦与社会稳定。 

 

三、义乌国际移民社会治理存在的现实问题 

在全球化向纵深不断发展的时代，义乌市国际

移民社会治理的创新方面存在着现实问题。 

（一）缺乏完整的治理体系 

据统计，近年来义乌国际移民每年超过 40万人

次，入住 1 年以上的每年超过 1 万人，他们来自约

130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来义乌市务工、经商的

国内少数民族群众也在不断增长，2014 年约有 7 万

人，含 50个民族。国内外民族的不断迁入，需要基

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再造，重视、引导人权、社会稳

定、民族宗教等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处理。对出现的

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义乌市还没有建构较为完备

的社会治理系统，缺乏高效的预警反应和及时处置

手段。此外，城市民族工作进社区试点工作也仅限

于社区治理，与市场和企业的管理脱节。 

（二）缺乏健全的治理机制 

对国内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治理已形成组织领

导机制、合作交流机制，如义乌市政府与宁夏吴忠

市建立少数民族重点流出地和流入地民族宗教工作

协作机制，聘请新疆维吾尔族民警、吉林朝鲜族民

警前来义乌协助少数民族事务管理，聘请阿訇在伊

斯兰教临时活动场所主持宗教仪式等。但对国际移

民的治理，联席会议制度就难以开展工作；保障机

制中的财政专款也是杯水车薪；出台惠及国际移民

的民生保障制度进展缓慢，接收国际移民的文化教

育场所严重不足；有条件的参政议政也只在外籍的

高端人员中有计划推开，因而国际移民有些合理的

诉求难以为决策所考虑。 

 

四、义乌市国际移民社会治理的改革策略 

为应对全球化时代国际移民带来的社会治理不

适症，义乌市社会治理改革需要推进治理主体的再

结构化，围绕基层政权组织与社会组织进行深度再

造，重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文化。改革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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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须结合义乌市改革开放的成长历史，面对国际移

民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政府、企业、社会的关系及

力量需要进行重组，以下从治理理念、社会治理文

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等角度探讨改革策略。 

（一）转变治理理念与方式 

针对国内外移民不断融入义乌的现实境遇，政

府需要改变社会治理理念，了解新的社会结构和组

织形态，革新原有的以冲突思想为基础的社会管理

体制，推行具有包容性的社会化弹性模式。义乌要

由单一、垂直的社会结构转变为多重力量作用的结

构格局；从法治角度推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由“小

政府、大社会”转向“强政府、强社会”[4]152-153；

以服务规范化来不断发展壮大民间社会组织等，使

国际移民个体的权利与自由在中国法治体系下越来

越得以彰显。当前国际社会治理事件表明，社会冲

突的形态已由原先的单一行政管理意义的矛盾演变

为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冲突、不同文化背景的生活

方式的冲突、族群冲突、政治冲突等，特别是出现

了社会成员与公共行政组织之间的冲突，形成了所

谓的“公共冲突”[5]。因此，政府的政治治理要面向

本土的居民与国际移民，在遵守人类基本价值观和

伦理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创造“和而不同”的生活共

同体，促进生活安康和社会发展。 

（二）借鉴世界发达地区族群融合的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发达国家的移民经

验，义乌的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机制应包含： 

1．制度化的利益区分机制。一旦发生冲突，既

不采取完全压制的方式，也不任其自由泛滥，而以

是否合法为区分，采取不同的处理手段与方式。 

2．平等化的利益协商机制。建立各种平等协商

机制，鼓励利益相关方采取合作或妥协的方式达成

解决方案，是利益优化的最理性选择。 

3．中立化的利益干预机制。在多方利益无法直

接达成解决方案的情况下，需要有中立的第三方进

行干预，通过调解、仲裁和司法判决等各种形式来

处理利益纠纷。 

4．有限步骤的利益终局机制。在利益多元化的

社会格局下，利益的最终裁决方案并非都能达到各

方满意，但各方不能因此无尽纠缠，必须服从依照

正当程序所做的无偏袒的权威裁决。强制执行该制

度，节约冲突社会管理的公共资源，维护秩序的正

常化。 

5．社会化的利益化解机制。在现存的社会体制

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缺陷，难以解决利益冲突，这时

就应当建立利益冲突的化解机制，给各方和社会各

界以适当的时间与空间来讨论，并寻找改变这种体

制缺陷的合理路径和方式，消除导致社会利益冲突

的深层结构性原因。 

（三）推行国际移民分类的精准管理与服务 

义乌市国际移民是来自于不同国家、地域的族

群，需要按照城市公共治安、目标利益、资源分配

等因素对国际移民进行精准管理与服务的分类，制

定治理层次。 

1．有潜在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国际移民。重点

在筛选甄别这类群体，将他们作为特殊对象进行监

管，投入最多的精力进行防范。 

2．无正当职业、有污点记录者、患有严重传染

疾病的国际移民。在监管工作中，要重点关注这一

群体。在具体的工作中，加强信息化、动态化的管

理力度。 

3．正常的商贸及辅助工作的国际移民。健全完

善服务和保障体系，基层管理不缺位、不越位，使

他们享有公民权利。 

4．国际旅游者和探亲人员等。对这部分人群关

注的程度不必过高，只须执行一般的信息管理和审

查即可。 

5．国际往来的短期公务、出席各类会议等人群。

通常只须执行例行规定即可。 

6．从事特殊工作的国际移民。对他们的管理要

及时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思想动态等。 

（四）实施以人为本、和谐共处的保障政策 

义乌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是逐步实现义乌整个

社会的和谐发展，减少、消除消极因素的影响和干

扰，促进国际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的沟通、交流与

融合，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因此，国际移民社区

治理工作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做好各类服务

与生活的正确引导，积极采取疏导的方式消除矛盾、

解决问题。这主要包括安居、教育、医疗、信仰等

几个方面。首先，需要提供适合国际移民入住的酒

店、宾馆、社区，并在他们落地后，甚至在之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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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他们解决这一问题。其次，要为国际移民及其

子女提供教育服务。对孩童，要打破国内常规的户

籍制度等方面的制约；对成年人，提供语言、技能

等方面的培训。当然，这些工作也可以交付社会去

承担。再次，有计划、有安排地允许建立宗教场所，

满足国际移民的信仰需求。最后，根据国际移民对

义乌的社会贡献值，有条件、有步骤地将他们纳入

社会医疗保障体系。 

 

五、义乌市国际移民社会治理的结论 

义乌市国际移民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和创新，

是改革开放的“浙江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

现经济与社会相互促进，以世界市场吸引世界人才，

以世界人才推动文化融合，以文化融合深化基层社

会治理，以基层社会治理改变地方政治气象，从而

提升义乌市的国际形象。这丰富了中国现代治理文

化的内容，也为“一带一路”建设如何治理国际移

民问题提供基础资料与对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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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s to Challenges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Zhejiang 

Experience" in Yiwu Soc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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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ial governance of China in urbanization is not only for the citizens, but also for international 

immigrants. The traditional urban management and service system in China is confronted with the challenge brought 

about by "collision" and "conflict" of the different lifestyles between citizens and the immigrants. Therefore, an 

innovation of urban social governance needs to jump out of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rap, to think about and 

reform the oper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public policy system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nt subsistence, and to handle the new situation and new problems properly. This paper takes 

Yiwu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as a typical case, and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innovative social governance in 

Yiwu to reveal the “Zhejiang experience” in handling the social changes caused by the new trend of “China going to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going to China”.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immigrants,   Yiwu,   social governance,   Zhejia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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