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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意大利是大量难民进入欧洲的首个入境国，海上搜救、审查管理、安置保障问题严重。政府运用国际与区

际法和国内法，逐步完善审查管理制度，
为受保护者提供住所、
生活补贴、医疗保障、职业和教育。通过对意大利难民法
程序中各环节加以探讨，从难民成因角度分析应对策略，最终对意大利难民法律与政策做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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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运作加以探讨。

一、背景

（一）申请

意大利地处欧洲大陆南端，是大量庇护寻求者从非洲通

庇护寻求者提出申请的途径有多种，既可以在边境向警

过海路进入欧洲的优先选择 ，仅 ２０１６ 年意大利接受难民人

察提出，也可在进入国境后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向移民部门申

数超过 １８ 万人 。据联合国难民高专（ＵＮＨＣＲ）统计，排在前

请［６］，必要时可寻求翻译帮助［７］。申请者需要提供照片与指纹

五位的来源国分别为厄立特里亚（２６％）、尼日利亚（１４％）、索

信息以备检验与审查［８］。

［１］

［２］

马里（８％）、苏丹（６％）、叙利亚（５％）［３］。意大利并非难民理想

（二）登记

目的地 ，入境者抵达后通常继续向北跨越边境前往其他待

申请者须填写登记表格。表格完整体现申请者的个人经

遇更为优越的欧洲国家。作为首次入境国，
意大利还面临《都

历、到达意大利之前与之后的行程、逃离母国的原因，并附加

柏林公约》下接受申请、调查、遣返等义务，也为国家经济发

证明文件一并提交至领土委员会。登记应自申请者明确表达

展与社会保障造成沉重负担。

意愿的 ３ 个工作日或在边境于 ６ 个工作日内做出。若出现移

［４］

二、法律法规概述
意大利难民审查与管理法律制度分为三个层次。在国际
公约层面，意大利是 １９５１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 １９７２
年议定书的签署国；在区际法层面，应适用《都柏林公约》
（１

民大量涌入的情况，可推迟至 １０ 个工作日完成［９］。然而实践
中，面对庞大人数，工作人员很难在法定时间内完成，致使申
请者难以及时获得后续救助。
（三）会见
在收到申请的 ３０ 个工作日内，
领土委员会须在 ３ 个工作

至 ３ 号）对难民甄别、保护，申根协定对难民合作的规定 ［５］，

日内对实质性问题做出决定［１０］。会见者应与申请者为相同性

及《庇护资格指令》、
《庇护程序指令》、
《指纹鉴定条例》、
《家

别，
并负有保密义务。
申请者可获得翻译者联合会（ＩＴＣ）的帮助

庭团聚指令》、
《长期居民指令》、
《接受待遇指令》、
《临时保

整个
或以其母语交流，并可要求律师在场对作答加以补充［１１］。

护指令》、
《单一许可指令》、
《关于申请庇护或替代性保护人

过程可以录像。会见结束应形成报告，交由申请者进一步修

员地位的共同定义指令》等欧盟二级立法；在国内法层面，

改后形成正式报告上交国家机关［１２］。

意大利发展成以 ＬＤ１４２／２０１５、ＰＤ２１／２０１５、ＰＤ２５／２００８ 等为核
心的法令，增加规则的操作性。

三、审查程序
意大利对庇护寻求者的审查可分为一般程序、加速程
序、都柏林程序、边境程序，每种均包含申请、登记、审查、面

会见是审查与决策的关键环节，也是申请者阐述自身情
况和表达寻求庇护意愿的重要机会。仅当申请者出现如下情
况时，可免除会见义务：
（１）不经会见也可根据公约获得难民
保护；
（２）因健康原因不能或不适合参加会见，经公共医疗或
国家健康体系的医生出示证明后可延迟会见［１３］。
（四）审查

试、拘留、上诉各环节。不同程序中，申请者均可有条件地获

实质性审查由领土委员会及下设分会进行。若遇到新情

得法律援助、语言翻译与财政支持。下文对一般程序中各环

况或因搜集新证据而不能按时在 ３ 日内决定，可将审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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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复杂法
延长至 ６ 个月，并通知申请者及其他责任机关［１４］；

的国际性保护机构，由多个分散的小型居住区组成，为申请

律和事实问题，
或领土委员会正同时处理大量庇护申请，或申

者提供综合性服务。第三类为紧急接待中心（ＣＡＳ），提供应急

请者因自身原因未合理履行义务，审查期限可延长至 ９—１２

性居住地点［２５］。除固定住所外，政府还临时征用教堂、公寓、旅

个月，以期得出全面、完整、准确的结论。但期限无论如何不

馆、军营以减缓居住中心供不应求［２６］。申请者获得保护后不被

应超过 １８ 个月［１５］。

推回，享有居住与生活资助，获得通行证与迁徙自由，有权参

（１）赋予难民地位与五年可
审查结果可分为如下情况 ：

加工作并获得指导中心（ＣＯＬ）的职业训练。１６ 岁以下的未成

更新的居住许可；
（２）赋予替代性保护地位与五年可更新的居

年人可接受国民义务教育并学习意大利语［２７］。尽管如此，
难民

住许可；
（３）基于人道主义原因建议警察机构做出两年的居住

的本土融合仍面临重大问题，原因在于难民难以掌握较高程

许可；
（４）拒绝庇护申请；
（５）认为申请明显缺乏事实依据 。

度的语言能力和文化习俗以融入社会，难以具备职业能力和

［１６］

［１７］

工作经验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要求。意大利国内的经济危机

（五）拘留
难民不应妨害东道国的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 。当申请
［１８］

者出现犯罪行为、有意图实施恐怖行动、出现逃跑的危险时，
可被拘留或受到驱逐、
遣返等替代性措施。拘留期间，申请者

又进一步加剧了难民救济的难度。

五、
应对策略

仍可通过传单手册获得程序方面的信息与翻译帮助 ［１９］，并可

意大利难民危机的应对可从成因角度分析。在来源国方

与联合国难民高专和非政府间国际性组织取得联系［２０］。申请

面，从根本上减少难民的出现有赖于缓解北非和中西亚地区

者在拘留中心（ＣＩＥ）不超过 ３０ 天，如遇身份或国籍识别困难

的战争和贫困，致力于解决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从国际

可最长增加至 ９０ 天 。时限的设置不应超过检验所需。

政治角度，
应减少域外大国对上述地区的干涉与消极影响，可

［２１］

避免更多民众成为政治阴谋的受害者。在欧盟层面，各成员

（六）上诉
接到领土委员会否决后，申请者可在 ３０ 个自然日内上

国可与难民输出国积极沟通，控制非法移民数量，同时在欧

诉，也可请律师代为提出 。若处于加速程序则仅有 １５ 日时

盟内部统一立场、
增进团结，
建立共同难民与合法移民政策［２８］，

限。上诉将起到自动中止决定执行的法律效果，但当申请者

在难民人数远超承载能力的前提下，通过分配方案短期内缓

存在如下情况时除外［２３］：
（１）申请者被拘留；
（２）申请事由不具

解主要入境国的压力。从国家主体角度，意大利及其他欧盟

有可受理性或明显不具有合理性；
（３）庇护申请提出时已收

国家应长期致力于提升本国经济实力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到拒绝或驱逐命令；
（４）无合理原因离开拘留中心。然而在法

尽可能降低难民对国家发展与国际关系的消极影响［２９］。同时，

定上诉时限内，申请者通常难以寻找到合适的律师，继而影

各国应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在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红十字、世

响后续程序的筹备，或因面临语言障碍、路途遥远等因素影

界卫生组织、国际移民组织等机构的帮助下获得支持，与世

响权利的实施。

界各国共同承担难民保护与救助责任，寻求最有效与最具可

［２２］

（七）法律援助
申请者可获得国际组织或公共、私人筹集的资金支持。
申请者获得免费法律援助的前提为有资质的律师委员会判

行性的解决途径。

六、
评价

断其动机是否明显合理［２４］。援助资金来源渠道多样，但最主

难民的本质是人权问题［３０］。意大利既要保障国家安全与

要来自于内政部（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支持下的庇护政策与服

又要践行人道主义义务实施救助。面对压力，
意大
社会秩序，

务国家资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Ａｓｙｌｕｍ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利对申请者持积极态度，派遣军队在地中海搜救遇难者，规

实践中司法资源分配差异明显，大城市的申请者较偏远地区

范实地申请操作，开放网上系统，在明确申请者意图的基础

者更容易获得帮助。这也是内政部与法律援助部门日后应着

上加强审查与管理，在提高程序效率的同时也为申请者提

重解决的问题。

供便利。

四、收容与管理

意大利通过一系列国内法令，在难民的收容与安置问
题上投入大量国内公共资源，经由收容站工作人员及志愿

意大利国内法规定了多层级的接待体系。一级接待中心

者的努力，努力改善申请者与受保护者的居住条件，同时也

居住中心（ＣＤＡ）、第一援助和
包括庇护寻求者中心（ＣＡＲＡ）、

注重难民的心理平复和治愈，体现了较高的人文精神与情

接待中心（ＣＰＳＡ），
居住场所多为大型建筑，提供食物、衣物、

怀。意大利积极参与欧盟共同庇护与移民的国家政策，努力

信息等基本服务。二级接待中心设立在庇护寻求者与难民保

构建欧盟共同庇护体系的国家实践，由此得到国际社会的积

护体系（ＳＰＲＡＲ）中，是地方政府与非政府间国际性组织设立

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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