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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面对难民问题，欧盟协调各成员国制定了都柏林公约和一系列法令、条
约，出台了难民认定及处理难民事务的统一标准，设立了欧洲难民基金，建立了数字指纹

识别系统，在形式上统一了欧盟各成员国的难民认定及处理程序，但由于欧盟各成员国认

为难民政策是具有主权性质的专属管辖的事务，他们不愿意将管理权限全部让渡给欧盟，

欧盟实质上尚未建立完全统一的难民政策，并未在消除难民问题产生的根源方面做出有

效努力，因此在难民危机中应对乏力。在此背景下，难民问题使欧盟内部矛盾重重，对欧

洲一体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关 键 词 难民 欧盟 政策

二战后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来自北非、西亚、中东等地区大量的难民群体涌入欧洲( 主

要是西欧，下同) ，他们有着不同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其中许多难民认同伊斯兰文明，这种异质

文明伴随着难民的到来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安全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还影响着欧盟内部的民族整合与构建。由于难民问题是民族国家内带有主权性质的专属管辖的事

务，成员国不愿意将管理权限让渡给欧盟，导致欧盟至今尚未建立统一的难民政策。
欧盟的难民问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二战结束后至冷战结束前，这一阶段主要是政治

难民; 第二阶段是从冷战结束后至目前，这一阶段主要是战争难民。冷战后局部战争的频繁爆发，出现

了大量涌入欧盟成员国的战争难民，不仅引发了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同时，各成员国在处理难民

问题上存在的巨大分歧，也对欧盟的团结和统一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因素都不利于欧洲一体化的深入

发展。例如，2016 年 6 月，英国举行了脱离欧盟的公投，支持脱欧选民票数约 1740 万票，约占总投票数的

51． 89% ，①最终决定脱离欧盟，其中难民问题是导致英国脱离欧盟的重要原因。
针对欧洲难民问题及其影响，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大多数学者认为欧洲难

民问题对欧洲一体化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例如孙博提出: 难民危机使本来就并不一致的西欧和

中东欧之间的鸿沟进一步扩大，不仅对欧洲各国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态造成影响，同时对欧洲一体

化也产生了影响。② 宋全成提出: 欧洲难民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联盟政治根基的脆弱性，让欧盟

基本的价值理念遭受重大冲击，疑欧主义政党迅速崛起，欧盟面临着解体的巨大风险。③ 刘益梅认

为: 欧洲难民危机使二战后长期遭受压制的民粹主义思潮和民粹主义政党东山再起，欧洲地区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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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股民粹主义复兴浪潮，这将会对欧盟的发展产生影响。① 黄文叙认为: 2015 年 9 月以来一波又

一波的难民潮对欧洲一体化及欧盟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构成严重威胁，似在演变成欧洲的责任危

机、领导力危机、信任危机和联盟生存危机。② 赵海博也认为难民问题使欧盟内部矛盾重重。③ 国

外的学者也有相同的观点，巴切尔认为难民危机影响了欧盟的发展。④ 迪亚可奴认为难民危机可

能会使欧洲一体化走向倒退。⑤ 从目前可以检索到的论文来看，国内外相关论文大多论述难民问

题对欧盟产生的影响，较少分析欧盟的难民政策。因此，本文在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梳理

欧盟难民政策的具体内容，剖析欧盟难民政策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力图从多视角、多维度、多方面分

析欧洲难民问题及其难民政策，从而探讨其对欧盟的整合与发展产生的影响。

一、欧洲难民问题

根据 1951 年 联 合 国 通 过 的《关 于 难 民 地 位 的 公 约》( Convention Ｒ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Ｒefugees) 以及 1967 年联合国修订的《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 Protocol Ｒ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Ｒefugees) 规定: 难民是指这样的人或人群: 他们因种族、宗教、国籍、社会团体背景或政治见解而担

心被迫害而脱离本国，出于畏惧而不能或不愿意受本国的保护，因而留在其他国家，并且不能或者

不愿意返回本国。⑥ 按照难民产生的原因，可以将难民分为政治难民、经济难民、战争难民、种族难

民、宗教难民、自然灾害难民等。
欧洲难民问题的发展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有史可考的欧洲第一波“难民潮”发生于

公元 4 世纪。由于匈奴人入侵东欧，东欧的原住民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和凯尔特人涌向罗马帝国，

掀起第一波难民潮，这段历史在欧洲被称为“蛮族入侵”。⑦ 第二波难民潮发生在一战之后，德国、
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战败以及俄罗斯发生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导致大量的难民迁徙

至西欧等国。第三波难民潮出现在二战后，按照这一时期难民的主要构成，可以将其分为两个

阶段。
(一)二战结束后至冷战结束前(1945—1991 年)

从二战结束后至冷战结束前这一时期来到欧洲的难民主要为政治难民。二战结束后，战争造

成的欧洲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伤亡，西欧面临人力资源短缺的困境，西欧各国开始采取宽容的移民

政策吸引和招募外籍劳工。在此背景下，得益于良好的经济形势和福利制度，来自波兰、匈牙利、南
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等东欧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非法移民开

始涌向西欧。这部分非法移民大多以难民的身份进入西欧，虽然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和 1967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对难民身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按照这些规定，上述来自东欧

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非法移民申请难民身份，不应该被认可和接纳。但由于冷战思维的影响，西

欧国家几乎全部以政治难民的身份接纳了这类非法移民，这些“政治难民”还受到了西欧国家的政

党、政府和社会民众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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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正反两方面来看，这一阶段进入欧洲的难民，一方面为战后西欧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

劳动力资源，促进了欧共体及其成员国的发展; 另一方面，难民的进入也改变了欧共体成员国的族

群构成，一些传统的民族国家如法国、德国等国内族群构成也悄然发生变化，主体民族的人口比例

开始下降。在这一阶段，由于冷战造成的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各自

阵营对彼此的国界进行了严格的管控，从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跨越阵营到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申

请政治难民的非法移民总量并不太多，因此没有对西欧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认同等造成强烈冲

击，对欧洲一体化发展影响有限。
(二)冷战结束后至目前(1991—2017 年)

从冷战结束后至目前来到欧洲的难民主要为战争难民。冷战结束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解

体，国际格局呈现出一超多强的特点，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在这一时期，由于地区性局部

战争的频发以及恐怖主义的影响，欧洲的难民数量急剧增加。这一时期内发生的局部性战争和武

装冲突主要有巴以冲突、两伊战争、波黑战争、车臣战争、阿尔巴尼亚动乱、科索沃内战、阿富汗战

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克里米亚冲突、叙利亚内战，等等。这些战争和冲突事件制造了大量

的战争难民，其中很大一部分进入了欧洲。例如，1992 年爆发的二战后欧洲规模最大的一次局部

战争———波黑战争导致 200 多万人沦为难民，约有 70 万难民进入欧洲，仅德国就收留了 32 万; ①

1997 年阿尔巴尼亚发生了动乱，约有 1． 3 万名难民进入了意大利。② 进入 21 世纪以来，特别是“阿

拉伯之春”后，进入欧洲的战争难民进一步增加，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新调查数据显示，2015 年约

有 130 万难民在欧洲申请庇护，打破历史最高纪录。2016 年约有 120 万难民在欧洲申请庇护。③

从近两年相关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欧洲申请庇护的难民人数开始减少，其原因在于 2016 年 3 月

欧盟与土耳其达成难民接纳协议，同时欧盟多国采取关闭边境的措施，因此 2016 年抵达欧洲的难

民人数有所下降。这一阶段进入欧洲的难民，不仅数量多，而且成分非常复杂。既有来自东欧地区

的难民，也有来自北非、西亚和中东地区的“地中海难民”，其中穆斯林族群占相当大的比重。这部

分难民群体进入欧洲后，其影响远远大于二战后到冷战结束前这一阶段的难民。这一时期欧洲经

济发展放缓，安置大量难民不仅需要规模庞大的费用，消耗欧盟及相关安置国的财力，而且影响了

就业率，引发了种族主义和排外势力的高涨。伴随着大规模难民群体带来的异质文化，建立在欧洲

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二、难民问题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影响

欧洲难民问题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安全等四个方面。
(一)对欧盟及其成员国政治的影响

作为民选政府，在对待难民问题时，欧盟及其成员国比较在意社会民众的意见。难民问题是各

党派竞选的核心议题之一，短时间内大量难民的涌入，必然会对欧盟及其成员国国内普通民众的生

活产生一定的影响，由此产生了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政党在对待难民问题上的分歧。欧盟成员国

国内代表民族主义的极右翼政党往往从维护本民族利益出发，排斥难民进入本国，以此赢得了部分

社会民众的支持，使欧盟成员国政局变化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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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通过全民公投而退出欧盟这一事件中，难民问题是其导火索。法国《费加罗报》网站刊

登了一篇作者为弗洛朗坦·科隆的文章:《英国人想离开我们的五个理由》。文章说第一个理由就

是为了更好地控制移民。①难民危机使英国政府对移民的管制愈加失控，欧盟出台的难民分摊政策

要求英国接受大量的难民，英国民众对此充满反感，认为这一政策严重威胁了英国的安全。在此背

景下，英国极右翼政党开始活跃，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例如成立于 1993 年的英国极右翼政

党英国独立党( 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 ，以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难民、移民进入英国

为主张，该党在 2014 年欧盟 28 国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一举成为欧洲议会中英国第一大党，并在

克拉克顿镇举行的国会选举中赢得了 60% 的选票。② 在难民危机中，这类极右翼政党鼓动民众排

斥难民，脱离欧盟，从而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最终导致英国脱离欧盟。
除英国外，在难民危机中，其他欧盟国家也面临着极右翼势力高涨的局面。例如成立于 1964

年的德国极右翼政党国家民主党( Die 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主张成立“纯种德

国人”的德国，极端仇视难民和外来移民，在 2004 年萨克森自由州举行的选举中，国家民主党获得

了 9． 2%的选票，并且自 1968 年以来第一次进入州议会，获得了 12 个议会席位; 在 2006 年梅克伦

堡———前波莫瑞州举行的选举中，国家民主党获得了 7． 3% 的选票，获得了 6 个议会席位。③ 德国

的另一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 Alternative fur Deutschland) 也在难民危机中表现突出，在 2016
年 3 月进行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巴登—
符滕堡州均轻松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 5% 支持率的门槛，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该党更取得了

24%选票的惊人结果，打败了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④

成立于 1972 年的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 French Front National) ，一贯反对外来移民和难民

进入法国，代表着法国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极力煽动民众的排外情绪。在 2002 年的总统选举中该

党候选人让·玛丽·勒庞位列第二名，在 2012 年的总统选举中该党候选人玛丽娜·勒庞仅排在左

右两大主流政党之后，位列第三名。⑤ 该党在 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约 24% 的选票，在法国

位居第一。2017 年 4 月，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该党候选人玛丽娜·勒庞获得了 21． 30% 的

支持率，仅比在第二轮投票中获胜当选为现任总统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少了不到 3 个百分点。
此外，成立于 2012 年的捷克右翼政党“ANO2011”党，也坚持反对难民进入捷克，支持关闭欧洲边

界，拒绝接受欧盟的难民配额政策。2017 年 10 月，“ANO2011”党获得了 200 个议会席位中的 78
席，赢得优先组阁机会。⑥从以上事例不难看出，欧盟成员国受到了难民危机的冲击，引发了一系列

的社会问题，从而对欧盟成员国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欧盟层面来看，难民问题还引发了欧盟境内许多民众的排外情绪，持反难民、反欧盟观点的

政党力量急剧上升。最为突出的表现是 2014 年的欧洲议会大选，极右翼政党赢得的席位较上次陡

涨 3 倍，占据欧洲议会的 1 /5，创下了自 1979 年欧洲议会实行直选制度以来的最高纪录。⑦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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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丹麦和希腊等四个国家，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为特征的政党均在本国得到最多的

选票，而在接纳难民较多的德国、瑞典、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匈牙利、西班牙、芬兰等 8 个国家，

此类政党也赢得了相当多的选票。
(二)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经济的影响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欧共体及其成员国步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期，在这一时期，难民的

到来为欧共体及其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盟

及其成员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环境变化等诸多挑战，经济增长趋缓甚

至陷入停滞状态，特别在遭受 2008 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以及之后发生的欧债危机后，欧盟经济长

期处于不景气状态，导致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而这一时期内从西亚、北非等地出逃的难民大规模

涌入欧洲，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失业问题雪上加霜。此外，难民的大量涌入加重了相关难民接纳国的财

政负担。一方面，难民接纳国需要花费大量的财力建设难民营，同时还需要为难民提供各种生活必需

品; 另一方面，难民接纳国需要为难民提供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服务，这也需要大量的财政开支。
据统计，欧盟国家每年在每一位难民身上平均要花费数千至上万欧元，2015 年德国用于安置

难民的联邦财政预算由原来的 10 亿上升到 70 亿欧元，法国每年在每一位难民身上平均花费 8000
多欧元，①2015 年英国支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0． 7% 的资金投入援助。② 据欧盟委员会的统计，

欧盟承诺 2015 年和 2016 年用于解决难民危机的资金总额高达 92 亿欧元。为兑现承诺，欧盟对

2015 年财政预算进行了两次调整，额外拨付 8900 万欧元预算承诺及 7660 万欧元预算支出，还决定

再次增加 4 亿多欧元预算承诺以及 5700 万欧元预算支出。③巨额的财政支出给欧盟带来了沉重负

担，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大量的难民进入欧盟国家，有些难民非

法就业，这也影响了欧盟国家的就业率。
(三)对欧盟及其成员国文化的影响

欧洲难民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穆斯林族群，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融合方面一直是

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短时间内涌入的大量伊斯兰文化背景的难民难免与欧洲主流文化产生

冲突，有可能导致未来的欧洲社会出现分裂，这是欧盟比较忌惮的事情。在此次难民危机中，随着

进入欧洲的穆斯林难民群体的持续增加，欧洲穆斯林人口增长迅猛。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统计，目

前欧洲穆斯林人口总数约 4400 万，约占欧洲总人口的 6%。④ 其中法国穆斯林人口已经超过法国

总人口的 10%，⑤德国穆斯林人口约占德国总人口的 5%，⑥英国穆斯林人口约占英国总人口的 4．
8%，⑦这一数据与十年前相比，有较大的提升。

相对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世居居民，穆斯林族群有着较高的生育力，这进一步导致欧盟境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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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人口持续增长，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了独立于欧洲文化外的次文化圈。伊斯兰文

化不仅难以被欧洲文化同化，而且有时还会与欧洲文化发生冲突。例如，1989 年法国“头巾事件”
就是伊斯兰文化和法国本土文化的一次正面冲突。1989 年，几名头戴伊斯兰头巾的女学生被禁止

入校，引起了穆斯林社会的强烈抗议。2004 年 2 月，法国国民议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法律，禁止学

生在公立中学佩戴穆斯林头巾等有明显宗教标志的服饰。①再如 2009 年瑞士全民公投禁建清真寺

尖塔事件。2009 年 11 月，瑞士就是否禁止修建清真寺尖塔问题举行了全民公投，有超过 57% 的选

民支持全面禁止兴建清真寺尖塔，从而使瑞士成为世界上首个立法禁止修建伊斯兰尖塔的国家。②

还有始于 2014 年的德国“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运动”( 简称“Pegida 运动”或“反伊斯兰化

运动”) ，参与该运动的抗议者担忧德国社会吸收了过多的穆斯林移民而被伊斯兰化，因此要求政

府调整现有移民政策，维护基督教文化传统。③ 这些事件充分体现了伊斯兰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

的矛盾，将进一步影响欧洲认同。曾有学者指出，随着欧洲穆斯林族群规模的进一步增加，未来的

欧洲将面临“伊斯兰化”的风险。④

(四)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社会安全的影响

从社会安全的角度来看，大量难民的涌入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社会安全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一方面，一些宗教极端分子、暴力恐怖组织成员冒充难民潜入欧盟及其成员国，从而对欧盟境内社

会安全造成威胁及隐患。例如，2015 年“伊斯兰国”特工宣称，有超过 4000 名“圣战士”已混在大批

难民中，成功进入欧洲准备制造事端。⑤ 2015 年 11 月 13 日，法国首都巴黎遭遇系列恐怖袭击，袭

击事件造成至少 128 人死亡。⑥ 根据警方调查结果，8 名恐怖袭击凶手中至少 1 名曾在希腊境内注

册登记为难民。⑦ 2016 年 7 月，德国接连发生多起暴力攻击事件，嫌犯都具有中东背景，其中多名嫌

犯为寻求庇护者，欧洲联盟执委会发言人席纳斯指出，这些事件与难民危机有关。⑧ 另一方面，虽然

难民享受接纳国的经济救助，但由于经济救助有限，难以满足难民所有的生活需求，有的难民靠打

黑工生活，还有一些难民连打黑工的机会都没有，他们为了生存容易从事抢劫、偷盗、贩毒、卖淫等

犯罪活动，从而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社会安全造成影响。随着大量难民涌入，欧洲人的排外情绪不断

增长，欧盟境内种族犯罪事件进一步增加。2015 年上半年，德国东部发生了超过 200 起针对难民

的袭击事件; 皮尤中心的民调报告显示，69%的意大利民众认为难民是意大利社会的一大负担; 一

向对难民持友好和欢迎态度的英国和荷兰民众，也对难民增加了厌恶情绪。⑨ 面对欧洲难民问题

对欧盟以及成员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安全等方面的影响，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政治精英将这些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难民视为欧洲一体化事业的潜在威胁，认为他们影响了欧洲认同和民族整

合。瑏瑠 因此，在对待难民问题上，欧盟及其成员国逐渐采取了限制性的难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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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欧盟的难民政策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由于难民规模不大，对欧盟成员国及欧洲一体化尚未形成严重的影响，

难民问题及难民政策还停留在民族国家的层面，由相关难民接受国各自处理。20 世纪 90 年代以

后，随着苏东剧变以及中东、西亚、北非等地区的持续动荡，大量的避难者开始涌入欧共体和欧盟，

对欧共体和欧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在此阶段，随着《申根协定》、《申根边境法

令》、《边境管理实务》等条约的签署和实施，欧共体和欧盟的内部边界得到消除，共同外部边界开

始形成。因此，这一时期的难民问题逐渐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需要欧共体和欧盟共同面对的

问题，从而促使欧共体和欧盟的成员国加强了在难民政策方面的协调与合作，难民政策也逐渐从成

员国之间的合作开始过渡到具有超国家性质的欧共体和欧盟层面的共同政策。具体而言，欧共体

及欧盟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统一避难申请规则，明确各成员国责任

欧共体统一了各成员国内部制定的彼此不同的避难申请规则。1990 年欧共体 12 国签署了

《都柏林公约》，制定了共同的避难申请规则，规定了统一的难民避难的申请流程、审查程序和信息

共享原则，提出签约国有义务对在其边境或国家主权领土的外国人提出的每一份避难申请进行调

查; 规定难民只能向欧共体其中某一成员国提出申请; 明确了难民申请调查的签约国应担负的各种

责任等。① 该公约的实施为欧共体和欧盟在难民政策上的协调提供了制度保障。
针对各成员国在避难审查中权责不统一的问题，欧盟也及时进行了统一。1997 年欧盟 15 个

成员国正式签署了《阿姆斯特丹条约》( the Treaty of Amsterdam) ，该条约进一步明确了成员国在避

难审查中的责任，主要包括对于第三国国民在欧盟成员国内提出避难申请，该成员国应如何进行调

查、具有哪些权利以及其他相关成员国应尽的配合义务，等等。通过这些举措，欧盟在形式上统一

了难民避难申请规则，各成员国因此在避难审查时有了统一的标准和操作流程。
(二)规范避难申请手续，确定难民资格认定标准

针对各成员国避难申请手续不统一问题，1992 年欧共体成员国签署了《关于对毫无根据的避

难申请的决议》( Ｒesolution on Manifestly Unfounded Applications for Asylum) ，该决议旨在对避难申请

手续进行规范化管理，以防止对避难程序的滥用，从而达到减少避难申请的目的。该决议实施后，

各成员国避难申请手续逐渐开始走向统一，滥用避难程序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
欧盟在实际操作中发现，许多成员国有自己的难民认定标准，导致一些难民申请者在不同的成

员国内重复申请避难。因此，2000 年欧盟正式启用了数字指纹识别系统，用以确定避难者是否已

经在欧盟境内提交过申请，以避免避难者在欧盟成员国内多次提交申请，以此达到减少避难申请的

目的。
此外，在《阿姆斯特丹条约》中，欧盟确立了统一的难民资格认定标准，以及批准和撤销难民地

位的最低标准。此后，欧盟开展了一系列的标准化建设，如 2003 年欧盟理事会通过的《关于欧盟成

员国接待避难申请者待遇的最低标准》( 第 2003 /9 /EC 号指令) ，2004 年欧盟理事会通过的《关于

第三国国民或无国籍人员作为难民或需要国际保护人员资格和地位以及给予保护的最低标准》
( 第 2004 /83 /EC 号指令) ，2005 年欧盟理事会通过的《关于批准和撤销难民地位程序的最低标准》
( 第 2005 /85 /EC 号指令) ，等等。这些指令进一步为欧盟各成员国进行难民认定及处理难民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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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统一的标准，从而使各成员国可以依照统一的标准处理相关难民事务。
(三)建立相关合作机制，共同处理难民问题

在欧盟的倡导和建议下，1994 年欧洲议会制定了《关于欧洲难民政策的一般性原则》( O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a European Ｒefugee Policy) ，提出了将难民均等的分散至欧盟各成员国的规划。①

另外，为了减少难民流入欧盟，欧盟制定了《重新接纳协议》( Ｒeadmission Agreements) 。该协议由

欧盟统一与非欧盟国家签署，其目的是将非法入境的难民遣返至原属国或被视为“安全国”的途经

国家，从而减少难民流入欧盟。作为补偿，欧盟为与其签订重新接纳协议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②

2016 年 3 月，针对日益严重的难民危机，为终止难民非法从土耳其入境欧盟，欧盟与土耳其就

合作解决难民危机达成协议，双方一致约定自 2016 年 3 月 20 日起，所有从土耳其入境希腊的避难

者须在希腊进行登记、提交避难申请，未履行上述步骤或不满足避难条件的非法移民将被遣返至土

耳其。
作为交换，每遣返一名经土耳其入境希腊的非法移民，欧盟将安置一名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

民到欧盟境内，此外，欧盟还要求土耳其采取措施防止非法移民开辟新的海路或陆路通道进入欧盟

国家。③ 该合作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进入欧盟的难民数量。
(四)出台经济援助与惩戒措施，实施难民安置配额计划

除了制度建设外，在实际操作层面，欧盟还采取了经济援助及惩戒措施来应对难民问题。
2000 年欧盟成立了欧洲难民基金( European Ｒefugee Fund) ，给予难民接纳国一定的财政援助，

减轻难民接纳国的经济负担，以便帮助欧盟成员国接收、整合或遣返寻求避难者及难民。④ 针对

2015 年发生的难民危机，欧委会提出了难民安置配额计划，将难民分配到各成员国，分配标准以成

员国的经济力、人口数量、失业率以及已经收容的难民数量为计算基础。该方案规定在 2015—
2016 年内将在成员国范围内安置 12 万难民，如果欧盟成员国拒绝执行，将对该国征收国民生产总

值 0． 002%的经济罚款。⑤ 法国、德国、意大利和部分欧盟国家赞成难民安置配额计划，而英国、捷
克以及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等成员国拒绝这一计划。尽管如此，2015 年 9 月，欧洲议会最终以多数

票同意通过了这一计划。虽然这一计划得到了通过，但其实施效果并不如意，截至 2017 年 6 月，仅

有 2 万左右的难民得到了安置。⑥

总的说来，欧盟通过制定都柏林公约和一系列法令、条约，制定了认定难民及处理难民事务的

统一标准，设立了欧洲难民基金，建立了数字指纹识别系统，代表成员国与第三国签订了重新接纳

协议，实施难民安置配额计划，这些政策和措施只是在形式上统一了欧盟的难民认定及处理程序。
但是，由于欧盟成员国认为难民政策是具有主权性质的专属管辖的事务，他们不愿意将管理权

限全部让渡给欧盟，而且欧盟出台的一些难民政策并没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加之各成员国国情不

同，结果，欧盟各成员国对待难民问题采取的政策措施不尽相同。例如英国《卫报》就曾报道，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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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曾经商定把希腊和意大利境内的 16 万难民分配到其他欧盟国家，但在该计划执行的最初 6 个

月内，只有 937 名难民被成功转移。因此，从实质上看，欧盟尚未建立统一的难民政策。

四、小 结

虽然欧盟制定了大量的政策措施解决欧洲难民问题，但从实施效果来看，效果并不理想。截止

到目前，难民问题仍然是制约欧盟及其成员国发展的一大社会难题。就欧盟制定的难民政策本身

分析，这些政策大多是解决如何进行避难审查、难民认定、难民安置等程序问题，较少涉及如何解决

难民危机事件发生的根源，从而导致欧洲难民政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产生难民问题的根本原因

在于动荡的地区局势，例如本次欧洲难民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西亚、北非相关国

家进行蛮横干涉，导致西亚、北非的地区局势发生大规模动荡，为躲避战乱和失控的局势，叙利亚、
利比亚、突尼斯等国的大量民众以各种方式进入欧盟，造成了难民危机。欧盟难民政策的核心是设

置各种障碍进行“堵”，以及在欧盟层面对难民进行“疏”，未能从根源上做到“防”，因而无法从根

本上解决难民问题。只有西亚、北非地区的局势走向缓和，欧洲难民问题才能得到有效缓解。
难民问题已成为欧盟及其成员国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它不仅影响了欧盟及其成员国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安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欧洲一体化的纵深发展。解决欧洲难民问题，一方面

需要欧盟及其成员国通力合作，协调建立在民族国家主权基础上统一的难民政策，积极寻求在欧盟

层面上建立超民族国家主权的难民政策框架，确定欧盟各国共同遵循的难民准则并加以法律化。
另一方面，更需要国际社会加快推动政治解决相关热点问题，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

国内政，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产生难民问题的根源。

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refugee problem，the European Union ( EU) has coordinated
its member states to develop the Dublin Convention and a serie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introduced common standards for identifying refugees and handling refugee affairs，established a
digital fingerprint identification system，and set up the European refugee fund． The EU has
formally unified its member states in refugee identification and processing procedures． However，
EU member states considered the issue of refugee policy of sovereign nature，they are not willing
to transfer all management authority to the EU． As a result，the EU has not yet been able to
completely enact its refugee policy in a unified manner． It has not been able to make effective
efforts in eliminating the causes of refugee problems． Therefore，it lacks true authority in
dealing with the refugee crisis． In this context，the refugee problem has brought more conflicts
among EU members and has been a negative influence in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cess．

( 田烨，河南大学副教授，犹太—以色列研究中心，开封，47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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