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06 月( 上) 法制博览 法 学 研 究

比较法视角下中国移民法的发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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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越来越受外国移民青睐。然而，目前我国的移民管理体制并不能满足我国管理外来移民

的需要，出现了一些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广州的三非问题。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老牌的移民国家，其移民政策也随着国际国内

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而修改完善。这篇文章旨在通过梳理和分析美国的移民政策，可以对中国移民法的构建和完善提供一些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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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移民法的发展历史
美国移民法大致可以分为鼓励移民阶段、限制移

民阶段、选择移民阶段、安全移民阶段这四个发展阶
段，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移民政策都是非常具有时代特
征的。

( 一) 鼓励移民阶段

鼓励移民阶段始于 1776 年美国独立，终于 19 世
纪 80 年代。在这段时期，美国大力支持国内外移民。
这一时期，美国的西进运动变得更加积极和有计划，国
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开垦西部的土地，再加上这一
时期美国也卷入了工业革命浪潮，对劳动力需求也逐
渐增加。而从美国自身的人口数量来看，美国国土面
积大于我国，当时的人口却只有我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据 1790 年美国人口普查统计，当时美国的人口总数为
393 万，平均每平方公里仅有 0． 6 人。①而 1790 年的我
国处于乾隆帝时期，人口总数已经超过 3 个亿。不仅
此时美国人口数量少，这阶段美国还爆发了南北战争，

这场内战使本就人数稀少的美国更加稀少。
因此，这一时期美国移民政策主要是鼓励外来移

民。比如 1862 年林肯颁布的《宅地法》，规定每个公
民只要交纳 10 美元，就可以获得西部 160 亩土地，只
要连续耕种 5 年就可以获得这块土地，这一政策是旨
在无偿分配美国西部国有土地给广大移民; 再比如
1868 年签订美国与我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这个条
约可以说是我国现代上第一个平等条约，它允许甚至
鼓励中国人到美国定居以及经商，但是这个条约的背
后并不是平等外交的建立，而是源于美国这一时期缺
乏大量劳动力的现实情况，它需要大量的中国人补充
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勤劳的中国人来到美国干着一个
又一个艰苦的工作，他们为美国修建铁路，开采铁矿，

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一阶段，

大量的移民解决了美国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对美国的
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二) 限制移民阶段

这一阶段从 19 世纪 80 年代到 20 世纪中期。由
于前期鼓励移民的政策吸引了大量的人口，解决了美
国劳动力紧缺的问题。然而，大量的外来移民也带来
了很多社会问题。由于外来劳动力相对于本国劳动力
价格更低，很多工作在招人时都会选择聘用外来移民，

美国人民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降低，这就引发了美国
本土居民的普遍不满，他们认为外来移民占据了他们
的社会资源，抢走了他们的工作，社会矛盾加剧。在这
种情况下，美国开始干预移民的涌入，通过颁布各种法
令来限制移民。在 1882 年，美国与中国签署的《蒲安
臣条约》正式终结，在华工为美国修建了大量铁路，为
美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后，美国颁布《禁止输入
中国劳工法》，禁止中国工人进入美国，华工在美国干
着最辛苦的工作，最后却被美国拒之门外。在 1891
年，美国再次颁布移民法，对被允许进入美国的人通过
经济阶层进行界定，规定可能成为社会负担的人不允
许进入美国。在 1924 年颁布的美国《种族法案》就将
“配额制”正式确立下来。配额制首先对年度移民总
数做了具体的限制，其次对各个种族每年移民来美国
的名额做出了限制。从美国的移民名额分配中，可以
看出美国在选择外来移民的时候带着强烈的种族歧视
的思想，对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人数进行了大力的
限制。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虽然带着种族歧视的色彩，

这个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达到了缓解种族矛盾，控
制移民数量的效果。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早在 1895 年美国就成立了自
己的移民局，单独管理各项移民事务，在美国的移民管
理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反观我国，一直到今
天，我国都没有一个统一管理移民的国家机构，在外来
移民不断增加的今天，我国是否也应该考虑借鉴美国
经验，成立一个中国移民局呢?

( 三) 选择移民阶段

这一阶段从 20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末。这一时期
正是世界大战结束，各国百废待兴，因此各国对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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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更加重视。这一阶段各国主要是通过发展科学技术
来发展经济。也就是说，谁掌握了科学技术，谁就掌握
着国际话语权。因此，各国对高端人才的需求空前高
涨，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从普通的劳动型转变为高端
技术型人才。在美国，这一时期的移民政策大力往技
术移民倾斜，先后制定了多部法律来吸引全国各地的
人才。

1． 1952 年，美国颁布《移民与国籍法》，这个法案
规定，将美国每年的全部移民总额的一半用于世界各
地的高端技术人才，这一法令的颁布，掀起了美国技术
移民的浪潮，但是，该法案仍然带有种族歧视的色彩，

它规定来自欧洲的移民不受限制。
2． 1965 年，美国对《移民与国籍法》进行修订，这

次修订去除了种族歧视的色彩，实行先到先得的政策。
这个法案颁布后，来自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
人数骤增，占到移民总数的 70%，而欧洲等发达国家
的移民总数骤减，跌到移民占移民总数得 20%。可以
说 1965 年的移民法重新为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打开
了大门。

3． 美国国会通过《美国新移民法案》后，大量的高
科技人才被吸引到了美国，特别是中国和印度高科技
人才。从数据可以看出，法令颁布后，国内顶级大学的
高科技工科人才有 80% 被吸引到了美国，成为了美国
公民，而在美国留学的 85% 的工科中国留学生被留在
了美国。美国在这一阶段通过颁布和修订移民法吸引
了大量高科技人才进入美国，这些人才为美国的经济
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②

( 四) 安全移民阶段

安全移民阶段是从 911 事件后为起点，一直至今。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严防恐怖力量，在这一时期美国大
力缩紧签证的签发，降低了外国移民甚至是高科技人
才赴美的名额。由于美国移民政策的调整，亚非拉等
第三世界国家公民签证之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第三
世界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签证拒签率远高于其他国家。
根据数据显示，中国学生的签证拒签率达 73． 4%，接
近于韩国学生拒签率的三倍，德国学生拒签率的四倍，

印度学生的十四倍，而中国的学者签证拒签率达 68．
9%，是韩国学者的六倍，德国学者的十七倍，印度学者
的二十二倍! 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
烈谴责，然而在美国霸权主义之下，这种抗议显然是物
理的。

二、我国构建移民法的方法
美国作为一个老牌移民国家，他的移民法律是非

常先进的，也一直在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化而不断发展
完善，对于我国目前仍待改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
境入境管理法》来说，仍是有许多能借鉴的地方。我
认为我国移民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

( 一) 充分借鉴他国经验，完善我国移民体系

从我国目前的移民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
境管理法》来看，这部法规主要还是对我国之前一些
移民法规的一个汇总，并没有将之前的移民法规加以
创新。有些法律规定难以满足我国目前移民的需要。
比如在我国关于技术移民的规定中，我国移民法规只
规定了技术工作签证，而对技术移民签证要求过于严
苛，对外国人想通过技术移民我国设置了职位限制，这
一限制对我国人才引进造成了很多不利的影响。现今
世界各国对人才的争抢越来越严重，很多国家为了最
大限度的吸引人才制定了很多非常完善的人才引进政
策，比如说美国，美国不仅优先考虑技术移民，还将技
术移民的优先权分成了 5 个具体的类别，美国借这一
移民政策招揽了世界上大量的高端人才。因此我国也
需要重视起我国移民政策，特别是人才引进政策，我们
可以充分学习美国的移民立法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取
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构建中国特
色的移民法律。

( 二) 重视难民的管理和保护

虽然我国并没有发生严重的难民问题，但不可否
认的是，难民对我国的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更令人担忧的是潜在的难民压力。因此对于难民和非
法移民，我们不能一昧的用强制手段去解决，而是可以
通过其他方式对难民进行有效的管理，这其中我们必
须以法律的手段通过明确立法，使其既不会扰乱我国
的社会秩序，也节省了我国的管理的物力、财力。其
中，我们可以适当的给予难民一些人权保护，保护他们
的人身尊严，例如我们可以适当赋予难民一些教育权、
医疗权、居留权等基本的生存权利，使其在中国可以正
常生活。这不仅有助于我国加强对移民的管控，也可
以为我国树立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

( 三) 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移民管理局

我国目前移民管理工作由多部门分别负责，管理
机构众多，事物分工较为分散，从长远来看，将会对移
民工作造成很多不利的影响。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移民输出国。中国海外侨胞的数量已超过 4500 万，

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③然而，移民人口输入却不到
移民人口输出的三分之一，导致我国移民人口赤字越
来越严重。越来越多的相关学者意识到，我们应该尽
快建立中国移民局，来缩小这巨大的人口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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