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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及时通过了《全球移民契约》，证明移民
已成为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全球移民契约》代表着向前迈进了一步，即
全球承认移民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而是在共同努力中接受和处理的现
实。 

“支持中欧人员往来和移民领域对话项目”由伙伴关系资助，特别目的
在于应对与移民相关的一系列挑战（第8页）。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我们将
介绍2018年根据“支持中欧人员往来和移民领域对话项目”综合应对移民方
法开展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专门讨论打击人口贩运的研讨会（第2-3
页），以及旨在加强边境安全管理能力的培训——这些活动是我们打击非正
规移民的关键组成部分（第2-3页）。研讨会的双重目标是为促进中欧间的
合作提供一个独特的平台，同时为一线官员提供务实的技术培训。然而，移
民管理不仅限于打击违规行为，还需要全面了解移民的多层性质。国际移民
组织正考虑到这一点，举办了关于混合移徙、移徙和发展以及移民融合的研
讨会（第4页），并开展了各种研究（第5和第6页）。 

由于本期通讯的发布恰逢第一期“支持中欧人员往来和移民领域对话项
目”的结束，这是回顾过去几年所取得的成就和遇到挑战的好机会。我们在
50多项活动中吸引了1000多名国内外利益相关者，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
说，“支持中欧人员往来和移民领域对话项目”在支持中欧移民对话相关的
移民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移民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现象，我们确
信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来应对新的挑战和变化。 

如果有效管理，移徙可以成为移民接收国和输出国社区进步的强大动
力。因此，我们必须不仅要关注保护那些进行迁移人员的生命，还要关注整
个移徙旅程中不同行为者所面临的许多挑战——移民、接收社区、留守家庭
和政策制定者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安全、有序和有尊严的移徙（第
7页）。 

最后，我要感谢并告别我的前任李杰先生，他成功结束了在中国的六年
任期。 

祝阅读愉快！ 

                                                                                柯吉佩 

国际移民组织驻中国和蒙古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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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移徙和发展问题纳入主流政策议程： 

                                国际劳工组织培训中心的培训 

了解混合移徙流动：研讨会  

中欧专家齐聚海南讨论移民融入问题 

4月，国际移民组织举办了为期两天的政策研

讨会，主要讨论适用中欧两地的公民身份、居留许

可制度和移徙制度。 

此次研讨会汇集了33名来自国家移民管理局

的中央和省级官员以及来自比利时、保加利亚、爱

沙尼亚、匈牙利、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专家，

会议介绍了各种不同的制度并明确了促进移民流动

和融入社会的最佳做法。 

中国正在试行各种移民融入社会方案，包括在

义乌及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地方政府部门推行

试点项目尽可能让移徙福利惠及移民和当地社区。

这些项目基于以下前提：移民在地方和区域层面上

更好的融入社会能够最大限度发挥移民对地方发展

的积极影响。 

关于双重国籍问题，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外

籍人士想要获得中国国籍就必须放弃其现有国籍。 

尽管政治、法律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中国

和欧盟在移民管理相关的需求和挑战方面同大于

异：双方都需要吸引劳动力而又面临永久居留制度

的难题。 

相互合作的必要性显而易见。 

2018年2月，国际移民

组织在北京主办了为期两

天的“应对混合移徙的全

球措施”研讨会。 

来自外交部、公安部

出入境管理局、民政部、

国家外国专家局和省级外

事办公室的26名中国官员

参与了此次研讨会。来自

欧盟成员国的6名官员也出

席了此次会议。 

来自德国、瑞典、南

非和国际移民组织的专家

介绍了目前全球混合移徙

流动的趋势、国家层面的

应对措施、国际移民组织

对于支持危机中移民而做

出的切实有效的应对，以

及国际社会在建立共同原

则和承担共同义务来有效

管理此类人口流动中所发

挥的作用。鉴于科技在了

解这一复杂现象的趋势和

特征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研讨会向与会者引

荐了多款能够追踪紧急情况

下的人口迁移并有助于实施

有效应对措施的软件。 

混合移徙是指由多重因

素引发的、具有非常规性质

的复杂人口迁移活动，涉及

到不同需求和不同背景特征

的人员，包括无人陪护的未

成年人、环境移民、被偷运

人员、人口贩运受害者、受

困移民、庇护申请者和难

民。 

当今世界的人口流动正

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局面，人

们因为各种原因背井离乡，

为寻找新的经济机会，为躲

避粮食短缺、战争或恐怖主

义，或者为逃离那些受到因意

外引发的自然灾害或因气候变

化导致的环境恶化影响的地

区。如何有效管理此类人口流

动已经成为全球许多国家都要

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无论其

经济发展状况如何：不管是发

达国家、新兴国家还是发展中

国家都同样存在明显的混合移

徙流动现象。 

制定将移徙和发展问题纳入政府行动主流的政策是彰显全球

人口不断流转所带来的潜在惠益的一个重要契机。但在执行上需

要增进对移徙活动复杂性及移徙与一系列发展相关政策之间相互

作用的理解。 

基于此目标，国际移

民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促

成三名国家移民管理局高

级官员参加了11月在都灵

国际劳工组织培训中心举

办的“将移徙问题纳入政

策规划主流”培训。该培

训让中国官员对移徙和发

展问题与部门政策之间的

复杂联系有了深刻的理论认识，得以审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全

球背景，并与政策制定的同行和参与政策制定工作的跨国从业人

员进行洽谈交流。 

明年将计划在北京为来自地方和中央机构的更多中国官员组

织后续培训。在国际移民组织一位国际专家的协助下，培训班将

充实培训成果并深化对以下问题的认识：在结合中国具体发展特

点和优先发展事项的前提下，可采取什么样的程序将移徙问题纳

入部门实际政策制定的主要考虑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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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论坛标志着“支持中欧人员往来和移民领域对话项目”

开展期满三周年，也是

国际移民组织、欧盟及

其他主要利益相关方对

该项目迄今为止执行情

况进行审视和评估的一

个契机。论坛也提供了

一个审视该项目各个领

域里已实现的里程碑式

目标、所获得的经验教

训、普遍存在的挑战和

对未来的展望的平台。 

5月，国际移民组织主办了“中欧人员往来和移民”论坛。

该论坛由国际移民组织即将卸任的总干事斯温（William Lacy Swing）

大使阁下主持，汇聚了中欧从事移民工作的各个利益相关方。 

国际移民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的主要利益相关方均出席了此

次论坛，包括欧盟成员国和申根区国家使馆的官员、各联合国机

构的官员和中国政府主管机关（即外交部、公安部和国家移民管

理局）的官员。 

除了斯温大使的致辞外，与会者还有机会聆听了以下嘉宾的

发言：欧盟驻华代表团副团长Christopher Wood先生；国家移民管

理局副司局级干部刘世斌先生；及出席最后一次官方活动的国际

移民组织驻华前任代表李杰先生。 

国际移民组织新闻稿  
 

2018年6月29日，联合国移民机构
国际移民组织各成员国选举了来自葡萄
牙的安东尼奥·维托里诺 (António 
Manuel de Carvalho Ferreira Vitorino)担任
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 

维托里诺先生现年61岁，将接替来自美国的斯温
（William Lacy Swing）先生。斯温先生担任了两个五年
任期的总干事职务，任期满后即离任。维托里诺先生于
2018年10月1日开始就任。 

维托里诺先生曾担任负责司法和内政事务的欧盟专
员（1999-2004），也曾担任葡萄牙负责总统和国防事
务的部长（1995-1997）。在葡萄牙，他在律师和竞选
政治领域也曾有过杰出的履历。 

 

2018年10月，国际移民组织正式发布《2018年全球移民指
标报告》。该报告由国际移民组织全球移徙数据分析中心撰
写，是应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全球移民契约》呼吁改善国际移
徙实证基础数据薄弱的现状而编写。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规
定，各国需要提供全面的、具有可比性的移徙主题数据以便监

控目标的进展，同时按移民身份情况来优化所有数据的分类。 

该报告以从全球移徙数据门户网站获取的统计数据为基
础，透过跨越17个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全球移民契约》相关
的移徙主题的21项评估指标，为我们呈现出了近期移徙趋势的

概况。 

该报告还首次尝试将全球移徙政策议程与移徙数据的可用
性明确联系起来，籍此说明数据的可用性和质量在不同的移徙
主题之间为什么会存在显著的差异以及为什么确实有必要对移
徙数据进行全面优化。同时，该报告明确了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和《全球移民契约》框架下尤为重要的移徙数据缺口。 

 国际移民组织《2018年世界移民报告》

中文版现已发布 

2018年5月8日，国际
移民组织前任总干事斯温大
使正式发布国际移民组织
《2018年世界移民报告》中
文版。 

自2000年以来，国际移民组织已经发布了9份
世界移民报告，以此作为增进全世界深入了解移徙
现象的重要参考工具。 

2018年报告通过数据和实证分析揭开移徙活
动的种种谜团，帮助我们理解在一个日益紧密联结
的世界里移徙活动存在的重要意义。 

通过国际移民组织网站可链

接到该报告所需语言版本 

国际移民组织发布《2018年全球移民指标报告》 

国际移民组织全球移徙数据分析中心主任Frank Laczko表
示：“虽然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全球移民契约》为我们提供了
改进移徙管理方式的重要框架，但我们需要跨越各个移徙主题
的更准确更可靠的数据才能把握好这个机会。报告概述了我们
了解的和不了解的全球移徙趋势。” 

国际移民组织新任总干事： 
              安东尼奥·维托里诺(ANTÓNIO VITORINO)  

国际移民组织驻华代表处新任代表： 
        2018年12月，柯吉佩先生被任命为
国际移民组织驻华代表处新代表。柯吉
佩先生2005年开始在国际移民组织驻南
亚、东南亚和太平洋的办公室工作，拥

有此地区的广泛经验。2013年到2018年，他是国际移
民组织驻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代表处的代表，2009年
到2013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做代表。 

“刚刚被任命为国际移民组织驻华代表处代表，我期待探索未
来的合作机会，并与国际移民组织的合作伙伴一起，努力促进

和支持中欧持续对话的有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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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对在欧盟成员国境内中国劳工 

招募成本的研究  
案例研究：在德国工作的中国厨师 

居住在欧盟国家的中国正规劳工数量在不断增加，需要

制定更有效的政策和法规来规管移民劳工的招募。 

对许多人而言，移民是改善生计的机会。然而，移民往

往伴随着巨大投入，例如旅行费用、获取签证申请材料、体

检以及需要特别指出的中介费用。尤其是对低技术移民而

言，这些投入可能会使其自身和家庭在其真正开始就业之前

就已经背上债务。部分人员甚至可能沦为剥削、贩运和强迫

劳动的受害者。 

最重要的是，与海外就业相关的费用（例如招募费）也

非常高。这些费用本应由雇主承担，但实际情况往往不是这

样。高昂的招募费用会进一步加剧移民的脆弱性。减少与劳

动力流动相关的费用能够增强移徙活动对发展的影响。 

国际劳工组织以在德工作的中国厨师的案例分析为依

据，对在欧盟成员国境内中国劳工的招募成本进行了研究，

旨在评估中国正规劳工赴欧工作需要承担的移徙成本，最终

目标是要找到降低这些成本的方法。 

社交媒体研究： 
                      监控非正规移徙趋势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中国旅客依靠互联

网来获取与移徙相关的信息。这与互联网通

信技术的稳步发展息息相关，个人获取信息

和购买服务的方式都深受影响，包括为签证

申请流程提供支持。 

互联网上能够找到真实而有价值的资

源，但互联网服务的匿名性也为大量服务供

应商提供了从事商业欺诈活动的机会。国际

移民组织进行了一项互联网分析，以便能够

更全面的了解以有意前往申根区的预期移民

为目标对象的在线非正规移徙服务。 

这项研究瞄准特定的中国互联网和社交

媒体平台，国际移民组织能够做到识别并分

析涉及非正规移徙服务的趋势和与提供这些

服务的供应商相关的信息。 

科研角  

项
目
框
架
下
的
研
究 

斯温总干事在最后一次官方访问时，启动了国际移民组织设计的出发前培训

应用程序（PDO APP），以协助赴海外的中国工人。这个程序为中国移民和其

家庭提供了务实支持，使他们把信息掌握在手中。 

请扫描国际移民组织微信公众号的二维码，并点击右下边的按钮进入此程序。 

斯温大使正式启动国际移民组织出发前培训应用程序（APP） 

资源工具  

第一步 

扫描 

第二步  

点击 

第三步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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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移徙如何影响当今世界的契机  

        10月24日，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其他在华机构
成员和宾客齐聚一堂庆祝2018年联合国日。联合国日
是1945年《联合国宪章》生效的周年纪念日。 
        本年度的庆典活动以“在一起更美好（Better To-

gether）——伙伴关系助力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主题，旨在强调伙伴关系对
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性。任何一个国家、个人和组织都无法凭
借一己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约有600位来自政府机构、外交使团、国际组织、私营企业和媒体的与
会者齐聚一堂，以承前启后的态度审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回顾其17个
可持续发展目标如何涵盖包括移徙在内的几乎所有发展领域。 

移徙活动是21世纪的一大显著特征，对世界各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具
有重大贡献。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落下任何一个人”（包括移民）的核心原则首次承认了移民对可持续发展
的贡献。 

2018年12月18日，国际移民组织举办国际移民日庆典活
动。自2000年以来，国际移民组织一直利用这一庆典活动来表彰移民作出的
积极贡献及其在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的根本性作用。国际移民组织鼓励世界各国
政府展开合作，确保所有人都能安全、有序且有尊严的移徙。 

有鉴于此，国际移民组织选择了“有尊严的移徙”作为2018年国际移民
日的主题。 

       全球大多数移民都是通过安全渠道、手持护照跨越国
境的。但我们有时候会忘记，现实是安全移徙似乎只是全
球精英阶层才享有的特权。 

       对数百万其他移民群体而言，移民身份变成了一种污
名：歧视、迫害、落魄和死亡，这一环扣一环的结果正是
偏见加上无法有效管理移徙现象来造福来源国和目的地国
的移民和社区而共同造成的。 

        在中国，国际移民组织与中国政府、欧盟及其他
合作伙伴一直在“支持中欧人员往来和移民领域对话项
目”的框架下共同努力促使移民能更容易的获取安全合
规的移徙渠道，包括提供与非正规移徙风险相关的明确
信息、促进以合乎道德的方式招募移民劳工、推动打击
人口贩运和非正规移徙活动国际交流网络的建立、以及
通过出发前培训项目助力移民融入 社会。 

 

移民特别容易受到

健康问题的影响，并有

可能无权享受目的地国

的医护服务。 

促进学生

流动意味着为发展中国

家的年轻人提供更多出

国留学的机会。 

目标3：健康 目标4：教育 移徙妇女和女童特别容

易遭受人口贩运和性别暴力

的侵害。支持妇女参与和发

挥领导作用能够降低遭遇性

别暴力和性别不平等的风

险。 

合乎道德的招聘、人

性化的工作环境和安全的

移徙有助于增强移民对社

会发展的影响。 

目标8：体面工作 

国际移民日： 
                     所有人都能安全、有序且有尊严的移徙 

移
民
有
助
于
城
市

蓬
勃
发
展
，
成
为
更
具
活
力
、
更

出
类
拔
萃
的
经
济
和
生
活
中
心
。

鼓
励
地
方
政
府
将
移
徙
事
务
和
移

民
纳
入
其
城
市
发
展
规
划
和
执
行

工
作
当
中
。

 

目
标

11：
可
持
续
城
市

 

移民往往是受

气候灾害影响最严重的群体之

一。为了更好的保护他们，我

们正在加强应对灾害和气候变

化的能力。 
目标5：性别平等 

目标13：气候行动  

目标16：和平社会 

防止人口贩运

和为贩运幸存者提供安全并

可持续的重返社会援助，有

助于消除一切形式暴力侵害

妇女和女童行为。 

掌握最新的

符合群体特定需求的具体数

据，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将有助于提高向移民提供服

务的能力。 

目标17：伙伴关系 

有效的治理和监管

移徙活动是防止虐待和剥削移民，

遏制排外敌对意识并维持社会凝聚

力的必要条件。 

目标10：减少不平等 

从
移
徙
视
角
看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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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O COUNTRY OFFICE FOR CHINA AND MONGOLIA  

N. 1-10, Tayuan Diplomatic Office Building, 14, Liangmahe Nanlu,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600, China. Tel: 86-10-65325091, Fax: 86-10-65321420 

IOM OFFICE IN CHINA 

N. 9-1-82, Tayuan Diplomatic Compound, 1 Xindonglu,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600, China.  

Tel: 86-10-59799695, Fax: 86-10-85323687, E-mail: iombeijingMMSP@iom.int 

国际移民组织

工作人员谨向所有

促使“支持中欧人

员往来和移民领域

对话项目”得以实

施的各方人员表示

诚挚的感谢。 

让我们保持

联系！！！ 

扫描二维码

可关注国际移民

组织官方微信公

众号。 

二维码图片 

支持中欧人员往来和移民 

领域对话项目概览 

（2015-2018） 

主要目标 

• 致力于更好的管理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合法人 
员往来和移民 

• 致力于减少从中国向欧盟的非正规移民流动 
• 协助中国主管部门了解国际移民趋势  

主
要
活
动 

能力建设  

技术合作  

资源工具  

研究  

目标对象 

300名欧盟成员 

国参与者 

800名来自中国外交部、国

家移民管理局、公安部等部

门的中方参与者  

协助人员： 

名来自欧盟成员国和机构的专家 

中国专家 名 

mailto:iombeijingMMSP@io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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