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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比亚非法移民问题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因素的地

区性和国际性问题。 卡扎菲时期的利比亚和欧盟国家就非法移民问题开

展合作，使得该问题处于可控状态。 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之春”发生后，随着卡

扎菲政权被推翻，利比亚国内陷入权力真空状态，在政府管理缺失的情况

下，非法移民问题日趋严重，与人口贩卖、恐怖主义、走私等问题相互交织

并持续发酵，不仅加深了利比亚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矛盾，还对非洲

及欧洲地区安全构成了一系列挑战。 利比亚非法移民问题的治理，不仅需

要非洲国家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建立合作机制，也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北

非地区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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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地区的非法移民是常年困扰欧洲国家的社会问题之一。 非洲国家的非法

移民主要从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等北非国家出发，经“地中海中部线

路”抵达意大利等南欧国家。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 ＩＯＭ） 发布的《全球移民报告

２０１８》数据统计，从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６ 年间，约有 ６３ 万非洲国家非法移民经该线路抵达

欧洲。① 其中，２０１６ 年经该线路抵达欧洲的 １８．１ 万非法移民中近九成都是从利比亚

出发②，使得利比亚的非法移民问题近年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事实上，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利比亚境内非法移民问题就已显现，随着石油的发现和大规模开

采，非法移民数量激增，逐渐成为困扰利比亚政府的社会问题之一。 在卡扎菲时代，
利比亚政府将非法移民问题作为与西方谈判的重要筹码之一，与以意大利等欧盟国

家签订了一系列打击非法移民从利比亚偷渡到欧洲的协议，使得当时的非法移民问

题相对可控。 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利比亚卡扎菲政府被推翻，非法移民问

题逐渐失控，与人口贩卖、恐怖主义、走私等问题相互交织并持续发酵，对利比亚和

周边国家政局及欧洲地区构成了一系列挑战。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利比亚非法

移民问题溢出效应进一步凸显，业已成为困扰北非国家乃至南欧国家社会安全的重要

问题之一。 本文主要考察利比亚非法移民问题的历史形成、发展、根源及其治理困境。

一、 利比亚非法移民问题的演变及原因

（一） 非法移民的概念

移民是石器时代以来最常见的社会现象之一，从行为上是指个体或者群体从一

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 学界对“移民”概念的定义不一。 以葛剑雄为代表的中

国学者认为，移民是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徙人

口；③西方学者认为，移民是临时或永久地从一个物理位置移动到另一个物理位置的

群体。④ 临时移民是指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作期间不改变永久居住地的个人或群

体，永久移民则意味着基于搬迁决定导致居住地改变。 国际移民组织则从法律角度

指出，“在国际层面上，尚不存在普遍接受的移民定义。 移民这个术语通常被理解为

包括如下所有情况，相关个人出于‘个人便利’，而非出于外部强迫因素的干预，自由

作出移徙的决定。 这一定义因此适用于为提高物质或社会条件、改善本人或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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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ＯＭ， “Ｗｏｒｌ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 ｐ． ５０， ｈｔｔｐ：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ｏｍ．ｉｎｔ ／ ｓｙｓｔｅｍ ／ ｆｉｌｅｓ ／ ｐｄｆ ／ ｗｍｒ＿２０１８＿ｅｎ．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Ｉｂｉｄ．
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１０ 页。
Ｊｏｈｎ Ａ．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Ｌｏｎｇｍ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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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前景，而迁移至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员和家庭成员”。① 从行为动机上来看，
既有主观上为追求更好、更安全的生存环境而进行主动迁徙的移民行为，也有因饥

饿、贫困、战乱、自然灾害等客观原因被迫进行迁徙的移民行为。
非法移民是移民群体中受到国际社会关注较多的群体，但国际社会对“非法”的

定义存在分歧，因此出现了 “非正规移民” （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无证移民”
（ｕ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 “ 非 法 移 民 ” （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 以 及 “ 秘 密 移 民 ”
（ｃｌａｎｄｅｓｔｉｎ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等相关表述。 国际移民组织将“非法移民”定义为“一个外国

人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进入一个国家，为躲避官方检查，或通过欺诈来获取入境许

可，或通过虚假结婚而规避移民法律，非法移民常常没有合法签证而企图秘密进入一个

国家，使用伪造证件，或持有合法签证入境而超过停留期限而滞留，违反入境相关法律

并非法滞留”。② 本文研究的利比亚非法移民主要是指通过非法渠道穿过国界，或合法

进入国界但未在规定时间内离境、超期非法滞留等不具有合法身份的移民群体。
（二） 利比亚非法移民问题的历史演变

非法移民问题自利比亚建立民族国家以来就一直存在。 卡扎菲时期非法移民

问题在利比亚处于可控状态。 然而 ２０１１ 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利比亚陷入无政府

的状态，非法移民问题日趋恶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口贩卖、有组织性非法偷渡、大量

偷渡人员死亡等犯罪行为和人道主义危机，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利比亚

非法移民问题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１． 第一阶段： 利比亚建国至发现石油

１９５１ 年，利比亚联合王国成立，利比亚实现了民族独立，并与周边邻国确定了明

确的边界线，但边界地区的一些部落和家族却越境居住在两个或多个国家，其中尤

以图阿雷格部落和塔布部落最为典型。 图阿雷格是一支主要分布于非洲撒哈拉沙

漠周边地带的游牧民族，是散布在非洲北部地区柏柏尔部落的分支。 非洲国家边界

确定后，图阿雷格人在马里、尼日尔、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与布吉纳法索等国均有分

布。③ 塔布部落是撒哈拉沙漠的部落之一，人口约 ２３ 万，在非洲国家边界确立后分

布在今天的利比亚、乍得及马里等国家。④ 这些因行政划分而被人为割裂的部落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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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组织：《移徙词汇》，茅海红译，日内瓦：国际移民组织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４３ 页，ｈｔｔｐ：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ｏｍ．ｉｎｔ ／ ｓｙｓｔｅｍ ／ ｆｉｌｅｓ ／ ｐｄｆ ／ ｉｍｌ＿１３＿ｃｈｉ．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ｍｕｇｇｌｉｎｇ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Ａｒｍｅｎｉ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２， ｐ． ５６， 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ｏｍ．ｉｎｔ ／ ｓｙｓｔｅｍ ／ ｆｉｌｅｓ ／ ｐｄｆ ／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ｍｅｎｉａ．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Ｗｅｈｒｅｙ ａｎｄ Ａｎｏｕａｒ Ｂｏｕｋｈａｒｓ， “Ｐｅｒｉｌｏｕｓ Ｄｅｓｅｒｔ：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ｈａｒａ，”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 ｐ． ４８，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Ｂｒｉｅｆ＿Ｓａｈａｒａ．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Ｊａｍｅｓ Ｓｔｕａｒｔ Ｏｌｓ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 Ｅｔｈｎｏ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 ５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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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居住在沙漠地区，由于熟悉当地地形，他们沿着古老的商道可以轻而易举地越过

边境进入利比亚境内。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利比亚境内的非法移民数量较少，非法移民

迁徙的目的主要是与分散的部族亲戚和成员汇合，或是从事小规模贸易或临时性工

作，总体上没有对利比亚北部地区产生影响。
２． 第二阶段： 发现石油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随着 １９５７ 年利比亚第一口油井被勘定，该国进入了石油时代。 自 １９６１ 年起，大
量外国石油公司进入利比亚勘探石油资源，石油产业逐渐兴起。 １９６２ 年利比亚成为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员后，石油产业成为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一度实现了

１４％的 ＧＤＰ 增速，①经济的高速发展使该国对劳动力的需求猛增。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

代，利比亚对周边阿拉伯国家敞开大门，外来劳工大量输入利比亚。 卡扎菲泛阿拉

伯主义政策的推行，使利比亚进一步放宽了对埃及、苏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周

边阿拉伯国家的移民政策，在合法移民大量进入利比亚的同时，非法移民也开始持

续涌入利国境内。
３． 第三阶段：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卡扎菲政权倒台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泛阿拉伯主义政策的失败使得卡扎菲对阿拉伯国家心

生失望，将对外政策的重心转向非洲地区的非阿拉伯国家，推行泛非主义政策。 卡

扎菲通过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发展援助资金，来吸引这些国家的民众赴利比

亚工作，以此作为其泛非主义政策的一部分。 １９８８ 年底的洛克比空难事件导致联合

国安理会在 １９９２～２００３ 年期间对利比亚实施制裁，进一步促使利比亚在对外政策上

倒向非洲国家，卡扎菲政府的新政策吸引了 １００ 多万移民横跨撒哈拉沙漠进入利

比亚。②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通过利比亚偷渡到意大利的非洲国家非法移民日益增多。
为提升利比亚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卡扎菲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积极与国际移民组

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欧洲国家开展合作，③先后在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４ 年及 ２００６ 年与

意大利签订了一系列打击非法移民的协议。 根据协议，意大利向利比亚提供经济援

助、武器装备、信息情报和边防人员培训等，利比亚则积极协助阻止非法移民偷渡至

意大利。 为打破利比亚因国际制裁而导致的孤立状态，卡扎菲积极响应并配合包括

意大利在内的欧盟国家治理非法移民问题，同时将非法移民问题作为除石油之外和

西方谈判的另一个重要筹码。 ２００４ 年，时任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和卡扎菲代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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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ｓｔａｆａ Ｏ． Ａｔｔｉｒ， “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Ｌｉｂｙａ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Ｏｍａｒ Ｇｒｅｃｈ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ｋａ
Ｗｏｈｌｆｅｌｄ， ｅｄ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Ｍｓｉｄ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ｌｔａ， ２０１４， ｐ． ９７．

潘华琼：《试论马格里布移民问题及其治理》，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６２ 页。
Ｈｅｉｎ ｄｅ Ｈａａｓ， “ Ｔｒａｎｓ⁃Ｓａｈａｒ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ｏｏｔｓ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ｔｒａｎｓ⁃ｓａｈａｒ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ｎｏｒ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ａｎｄ⁃ｅｕ⁃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ｏｏｔｓ⁃ａｎｄ⁃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ｒｅｎｄｓ，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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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签约，贝卢斯科尼要求卡扎菲将非法移民直接从利比亚遣返至撒哈拉以南非

洲国家，并表示将封锁意大利南部边境。 此约签订两个月后，欧盟同意解除对利比

亚长达 １８ 年的武器禁运制裁。
（三） 利比亚非法移民问题的成因

从利比亚去往欧洲的非法移民构成复杂，不仅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北非

马格里布国家、埃及和苏丹等非洲当地人口，还包括来自孟加拉、巴基斯坦等亚洲国

家的人员。 利比亚境内的非法移民以来自中部和南部非洲国家的人员居多，他们进

入利比亚的主要线路是穿越撒哈拉沙漠进入利比亚南部最大城市塞卜哈，然后继续

北上到达扎维耶、塞卜拉泰、祖瓦拉等黎波里以西的海滨城市，以及加拉布里等的黎

波里以东城市，最后从这些城市出发乘坐木船或橡皮船偷渡至意大利。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每年有 ６．５ 万～１２ 万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非法移民进入

北非马格里布国家，其中 ７０％ ～８０％进入利比亚境内，其余 ２０％ ～ ３０％的非法移民进

入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两国。① 利比亚是北非国家中非法移民问题最突出的国家，
主要由以下几方面因素所致。

第一，地理因素。 利比亚幅员辽阔，面积达 １７５．９５ 万平方公里，与突尼斯、阿尔

及利亚、尼日尔、乍得、苏丹、埃及六个国家相连；人口约 ６２９ 万（２０１６ 年），集中分布

在沿海城市。② 利比亚与撒哈拉国家交界的陆上边境线总长达 ４，６００ 公里，由于地

广人稀，驻扎的戍边人员较少，边境控制硬件设备欠缺，导致非法入境行为频发。 利

比亚海岸线长达 １，７００ 公里，隔地中海与欧洲相望，距离地中海对岸的意大利兰佩杜

萨岛（Ｌａｍｐｅｄｕｓａ Ｉｓｌａｎｄ）约 １８０ 公里，③偷渡人员乘坐简易船只就可以轻易抵达对

岸，到达对岸海滩后利用夜晚能见度低等便利条件进行转移和隐匿，使得利比亚成

为非法移民向意大利南部偷渡的绝佳出发点。 欧盟国家边境地形复杂，不仅边境

线、海岸线漫长，而且不乏森林、高山等执法空白地带，复杂的地理条件给偷渡人员

提供了便利条件。④

第二，经济因素。 石油产业的兴起和快速发展，使得利比亚国内石油部门亟需

大量劳动力及技术人员，但利比亚人口基数小、专业技术人才匮乏，而利比亚国内较

好的福利待遇使得民众缺乏积极的工作心态，这些现实导致利比亚在石油经济时代

初期陷入了“劳工荒”，国内专业技术人才严重不足。 为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利比亚

政府事实上对大量入境的非法移民采取默许态度。 这些非法移民的来源国大多经

·４９·

①

②

③
④

Ｈｅｉｎ ｄｅ Ｈａａｓ， “ Ｔｒａｎｓ⁃Ｓａｈａｒ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ｏｏｔｓ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

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 指南：利比亚（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４ 页， “走出去” 公共服务平台， ｈｔ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ｂｄｑ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ｌｉｂｉｙａ．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

潘华琼：《试论马格里布移民问题及其治理》，第 ６５ 页。
储殷：《欧洲难民潮：老问题与新危机》，载《世界知识》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８ 期，第 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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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落后，普通百姓生活贫困，当地政府无法提供就业机会，而在利比亚即使是从

事体力劳动，所得收入也相当可观，能极大改善非法移民个人和家庭的经济状况。①

巨大的收入差距使得利比亚周边国家大量民众通过非法途径冒险进入利比亚境内

寻找工作机会。
第三，政策因素。 利比亚宽松的入境政策和移民政策使得国内非法移民人口激

增。 特别是对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移民，利比亚政府采取了非常友好的态度，如《１９８７
年第 ６ 号关于外国人入境和定居的法律》②大幅度简化了国内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

的程序和手续，但因利比亚政府机构效率低下、腐败严重，导致该法令执行不到位。
利比亚当局对入境的非法移民采取宽松政策，没有进行严格管控，只有遇到纠纷才

会介入调查外来人员的身份合法性，平时不进行任何形式的检查。 即使外来人员被

确认为非法入境，面临的处罚也非常轻，通常仅是口头警告。③

欧洲国家特别是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因奉行人道主义观念以及本国需要外来劳

动力等原因，对非法移民长期采取宽容态度，这成为北非国家非法移民泛滥的一个

重要原因。 欧洲国家在边境控制与遣返等问题上采取宽松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北非

地区的非法移民涌入欧洲国家。 １９９０ 年、１９９６ 年、１９９７ 年、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
意大利分别对数十万非法移民实行大赦，即使在遭到德国和法国等的激烈批评后，在
２００９ 年意大利政府仍坚持以“家庭工与护理工作合法化”为由对数万人进行大赦。

第四，不可抗力因素。 利比亚周边国家发生的干旱、政变、战争等自然灾害和人

为灾难，导致当地大量民众非法进入利比亚避难。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萨赫勒地区的

干旱和 ８０ 年代马里的干旱都导致大量图阿雷格人以非法移民身份进入利比亚。④

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战乱导致当地 ２，０００ 多个村庄被毁，超过 ２００ 万村民无家可归；⑤

类似的战争和冲突在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发生后，大量当地民众沦为难民，这
些难民在向安全和稳定的地区迁移时，国民收入、福利待遇居非洲前列的利比亚成

为他们的首选。⑥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２００９ 年笔者在利比亚工作期间参与了一起非法移民问题的诉讼，当时笔者所在的中资企业一名埃及

劳工表示，他在埃及从事体力劳动每月可以获得约 ５００ 埃磅（约 ９０ 美元）的报酬，而在利比亚从事同等体力劳

动每月可获得高达 ６００ 第纳尔（约 ５００ 美元）的报酬。
《１９８７ 年第 ６ 号关于外国人入境和定居的法律》 （阿拉伯文），利比亚司法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ａｌａｄｅｌ． ｇｏｖ．

ｌｙ ／ ｈｏｍｅ ／ ？ｐ＝ １４０４，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 日。
２００８ 年，在笔者亲身经历的一起与第三方非法移民发生的劳动纠纷案件中，政府部门及司法机构对

非法移民采取同情立场，在案件处理和判决上均偏向非法移民。
潘华琼：《试论图阿雷格人与马里危机》，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第 ３９ 页。
姜恒昆：《达尔富尔问题的历史溯源———再论达尔富尔冲突的原因、阶段及性质》，载《西亚非洲》２００８

年第 ９ 期，第 ２７ 页

根据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统计，２００７ 年起利比亚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 １ 万美元以上，远高于除了阿

尔及利亚之外的周边国家。 参见《有关数据 中等高收入国家 利比亚》，世界银行，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ｃｎ ／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ＸＴ⁃ＬＹ⁃ＤＺ，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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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２０１１ 年以来利比亚非法移民问题的发展及成因

２０１０ 年底肇始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经发酵后蔓延至埃及、利比亚、叙利亚、
也门、巴林等多个阿拉伯国家。 随着国内抗议活动的升级，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利比

亚内战爆发。 战乱导致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大批外国人及利比亚人通过埃及、突尼

斯等邻国的口岸离开利比亚，非法移民问题暂时停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以法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卡扎菲政权

的地面部队和军事设施实施空中打击，利比亚内战局势向有利于反对派的方向发

展。 当时的卡扎菲仍对以非法移民为筹码换取欧洲国家的支持抱有幻想，他在 ３ 月

２ 日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西方的朋友应该明白，一个稳定的利比亚对确保地中海安

全，特别是在阻止非洲非法移民偷渡至欧洲和应对‘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威胁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①卡扎菲在多个场合声称一旦利比亚现政权被推翻，非法移民

大潮将席卷欧洲，尤其是混迹于其中的恐怖分子对欧洲而言将是一场灾难。
然而，卡扎菲政权最终未能逃脱被推翻的命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利比亚全国过渡

委员会开始掌管利比亚政权，国内政局趋于平稳，但正如卡扎菲所预言的那样，因战

争中止的非法移民活动又悄然恢复。 在此背景下，意大利与利比亚过渡政府签订了

合作打击非法移民的协议。 根据协议，２０１１ 年意大利共将遣返 １１．３ 万名非法移民回

到利比亚，国际移民组织对此进行了严厉谴责，认为被遣返至利比亚的非法移民将

面临战争威胁，国际法不允许将难民遣返至生命遭到威胁的地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意大利同利比亚过渡政府签订了关于打击非法移民的谅解备忘

录，内容包括进一步实施自愿返回家乡遣返计划、建立非法移民收容中心、双方情报

互换等，但由于利比亚政局动荡，该备忘录未能得到有效实施。 利比亚过渡政府在

２０１２ 年同阿尔及利亚、乍得和突尼斯，２０１３ 年利比亚新政府同埃及和苏丹分别签订

了边境巡逻、交换信息、建立防止非法入境利比亚的设施等一系列相关协议。 但因

利比亚中央政府羸弱，各方武装势力割据，利比亚当局难以在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

上统一协调行动，同时因此项工作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相关缔约国也没

有真正重视并执行协议，最终导致这些协议仅仅停留于纸面上，没有产生实际效果，
利比亚非法移民问题逐渐陷入失控状态。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利比亚国内冲突加剧，局势急剧恶化；８ 月利比亚形成了两个政府、
两个议会的局面。 利比亚东部和西部两大政治集团之间武装冲突不断，使利比亚当

局根本无暇顾及进出该国的各类非法移民，非法移民问题持续恶化。

·６９·

① “Ｅｘｃｅｒｐｔｓ： Ｇａｄｄａｆｉ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ＢＢＣ， Ｍａｒｃｈ １，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ａｆｒｉｃａ －
１２６０４１０２，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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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２０１５ 年，利比亚第纳尔对美元的官方汇率几乎一直处于 １．４：１ 的水平，但是

民间汇率有时甚至高达 １０：１，利比亚货币的大幅贬值导致国民收入锐减、银行现金

奇缺、民众生活困难。 各种地方武装势力，甚至国家安全部门人员都开始参与从事

贩卖、帮助非法移民偷渡的生意，以获取非法收入。 同时，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利

比亚境内不断扩张势力范围，并将帮助非法移民偷渡至欧洲的生意作为该组织的重

要收入来源之一。
此外，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因战乱导致当地大量民众沦为难民，这些难民进入希

腊，再借道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等国前往西欧和北欧国家，这条难民之路被称

为“巴尔干通道”①。 自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以来，马其顿、塞尔维亚等国不堪重负，相继向难

民关闭边境，实际上切断了“巴尔干通道”。 同时，作为重启加入欧盟谈判的条件，土
耳其同意帮助控制难民进入欧洲。 难民通过陆路进入欧洲的线路几乎被掐断，从北

非国家通过“地中海线路”进入欧洲成为越来越多难民和非法移民的选择，政局动荡

的利比亚非法移民问题因此进一步恶化。
２０１７ 年以来，欧盟加大了对地中海偷渡路线特别是利比亚路线的管控力度，不

仅继续为利比亚海岸警卫队提供各类装备和培训，以提高利比亚政府拦截偷渡难民

的能力，还决定划拨 ２ 亿欧元专款以完善利比亚等北非国家的边境管控设施。 国际

移民组织发布的报告称，由于上述措施落实到位，自 ２０１７ 年下半年以来，通过利比亚

前往欧洲的难民数量同比明显减少。②

尽管从利比亚偷渡至欧洲的非法移民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利比亚当局无法

对利南部边境线进行有效管控，非法移民源源不断进入利比亚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

有效控制。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利比亚负责非法移民事务的官员穆罕默德·贝什尔估计，
约 １５０ 万非法移民滞留利比亚，并准备横跨地中海偷渡到欧洲。 他表示，利比亚政府

不知道这些非法移民的下落，“他们完全处于我们的掌控范围之外”③。
卡扎菲政府被推翻后，利比亚非法移民问题进一步加剧恶化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权力真空导致的管理漏洞和受强大的经济利益驱使，非法偷渡的现象呈现

加剧态势。 卡扎菲政府倒台后成立的利比亚中央政府无法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导致

利比亚边境管理形同虚设，人口贩卖集团、地方武装组织利用政府管理漏洞进行违

法犯罪活动的成本很低。 利比亚国内经济崩溃导致第纳尔大幅度贬值，国民收入锐

减，使得武装组织甚至国家安全部门人员都因生计所迫而参与贩卖、组织偷渡非法

移民，以获取可观的经济收入。 例如，乘坐橡皮船从利比亚偷渡至欧洲的单人票价

·７９·

①

②
③

杨舒怡：《难民潮开辟“新巴尔干通道”沿线国家将磋商对策》，新华网，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８－０６ ／ １１ ／ ｃ＿１２９８９１２８５．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６ 日。

任彦：《难民危机仍在“折磨”欧洲》，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６ 日，第 ２１ 版。
李远、纳瓦斯：《利比亚官员称有 １５０ 万非法移民滞留该国》，新华网，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３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２０１８－０５ ／ １３ ／ ｃ＿１１２２８２３２４５．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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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１，０００ 欧元，乘坐木船的票价根据船只大小和实载人数从 １，５００ 欧元至 ３，０００ 欧

元不等。 每艘橡皮船荷载约 １２０ 人，组织偷渡的犯罪团伙从每艘橡皮船上的违法获

利高达 １２ 万欧元。 如果使用荷载 ４００ 人的木船，犯罪团伙从每艘船获利 ６０ 万到 １２０
万欧元不等。① 参与组织偷渡非法移民的不仅有利比亚本地团伙，还有欧洲国家的

犯罪组织。 对于这项每年产值高达数十亿欧元的非法业务，欧洲国家难以制定出有

效的应对政策。 如此可观的经济利益，吸引了包括平民百姓、政府官员、武装人员甚

至恐怖分子铤而走险，加入组织偷渡行列，导致从事非法移民偷渡业务的人数和非

法移民的数量同步激增。
另一方面，西亚北非地区动荡局势导致的大量难民通过陆路和海陆前往欧洲地

区。 面对汹涌的难民潮和非法移民，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等非法

移民目的地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价值观、国内政治、人口结构和经济因素的考量，
都在接收移民和难民的问题上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 ２０１５ 年，叙利亚 ３ 岁小男孩

的尸体被冲上土耳其海岸的图片新闻震撼了国际舆论，此后因非法移民问题产生的

各种人道主义危机，促使德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等国纷纷敞开国门接收

经地中海涌向欧洲的难民，并向他们提供经济援助，给予其难民身份。② ２０１１ 年以

来，许多欧洲国家进一步放宽了与非法移民相关的法律和政策。 在 ２００３ 年及 ２００９ 年

颁布的法律中，意大利将非法移民行为定性为犯罪行为，非法移民行为本身和协助非法

移民的人员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 ２０１２ 年颁布的新移民法律中，非法移民被定性

为犯罪行为的相关条款被删除。 在 ２０１２ 年之前的移民法律中，法国将非法移民行为定

性为犯罪行为，规定对此类行为处 ３３ 天监禁，但在 ２０１２ 年的新移民法律中，非法移民

只有在涉及除非法入境之外的法律规定监禁的犯罪活动才被允许监禁。③ 欧洲移民政

策的放宽和利比亚国内对非法移民的监管漏洞，吸引了更多的非法移民通过利比亚偷

渡到欧洲地区，并导致北非和欧洲各种组织非法移民的犯罪团伙不断涌现和壮大。

三、 利比亚非法移民问题的影响及治理

２０１１ 年以来，随着大量非法移民进入利比亚境内后沦为难民滞留在利比亚，难
民问题与非法移民问题的相互交织，不仅加重了利比亚经济和社会压力，也对欧盟

成员国构成了严峻挑战。 欧盟成员国之间在接收难民的问题上分歧严重，被舆论形

·８９·

①

②
③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２３１２（２０１６）号决议提交的报告》，Ｓ ／ ２０１７ ／ ７６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７ 日，第 ２ 页。

徐立帆：《失序的政治，欧洲难民政策何以摇摆》，载《京华时报》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第 １３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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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ｇｕｓｔ １０，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ａｖａｎｇｕａｒｄｉａ． ｃｏｍ ／ ｓａｌｕｄ ／ ２０１２０８１０ ／ ５４３３６００８５６２ ／ ｌａ⁃ｕｅ⁃ｎｏ⁃ｄｉｓｐｏｎｅ⁃ｄｅ⁃ｕｎａ⁃ｎｏｒｍａ⁃
ｓ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ｃｏｍｕｎ⁃ｐａｒａ⁃ｌｏｓ⁃ｉｎｍｉｇｒａｎｔｅｓ⁃ｉｌｅｇａｌｅｓ．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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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为“欧洲陷入了分裂”①。 非法移民问题给利比亚本国和北非、欧洲地区的社会、政
治、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一） 人道主义危机加剧

第一，非法移民偷渡时面临恶劣的海上环境，生命安全和生存状况堪忧。 利扎

维耶、塞卜拉泰、祖瓦拉等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以西海滨城市，以及加拉布里等的黎

波里以东城市，都是非法移民偷渡至欧洲的主要出发点。 在大多数时候，橡皮船、木
船成为偷渡的主要工具，非法移民搭乘超载船只前往地中海对岸的意大利。 在这条

被称为“死亡之路”的偷渡线路上，恶劣的海上环境、船只燃料耗尽等因素都可能使

非法移民还未到达对岸就葬身或滞留地中海，等待利比亚海岸警卫队的营救。
被利比亚海岸警卫队救起的非法移民通常会被移交到国内各地的非法移民收

容中心。 这些收容中心隶属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内政部的打击非法移民办公室，
是利比亚国内接收非法移民的官方机构。 目前，利比亚国内共有 ２６ 个非法移民收容

中心，共接收了 ８，０００ 多名非法移民。② 但是，该数字仅是在官方掌控范围内的非法

移民数量，利比亚国内实际的非法移民数量可能远远超过这一数字。
收容中心安置的非法移民同样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人道主义危机。 对非法移民

而言，得到由政府管理的收容中心的收留，已算是不错的结果。 更多的非法移民被

当地的武装组织和人口贩卖集团非法关押。 他们的生存环境恶劣，遭受虐待、殴打、
性侵、强制劳动的情况十分普遍。 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ＣＮＮ）报

道，有非法移民在利比亚地下拍卖市场被当成“奴隶”出售，引发国际舆论哗然，尽管

利比亚当局否认了“奴隶市场”的存在，③但大量关于非法移民遭遇的媒体报道确实

印证了利比亚国内非法移民的悲惨现状。
第二，非法移民面临被地区武装组织控制、贩卖的风险。 在利比亚，由非法移民

问题催生的人口贩卖活动已成为一桩获利丰厚的生意，当地民兵武装组织、人口贩

卖集团伙同乍得、尼日尔等利比亚南部周边国家的武装组织进行非法活动，使得人

口贩卖在该地区已形成一个上下游齐全的产业链。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初，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内政部下属的武装部队终于将盘踞在西

部城市塞卜拉泰的两个民兵武装组织驱逐出当地，控制了该城市。④ 随后，政府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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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ｎｈｕａ，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４，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２０１７－１２ ／ １４ ／ ｃ＿１３６８２４０５８．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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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在塞卜拉泰当地多个收容中心发现了 ３，０００ 多名被关押的非法移民，其中有些

等待偷渡至欧洲，有些则在偷渡临行前反悔而被民兵武装组织控制。①

除了民兵组织深度参与非法移民人口贩卖活动外，利比亚政府机构人员也参与

或协助此类犯罪活动。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制裁事务专家在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一份机

密文件中指出，大多数参与人口走私和贩卖的武装组织都与利比亚官方的安全机构

存在关联②。 报告称，这些武装组织通常隶属于各政治—军事联盟，专业从事人口走

私和贩卖等各种非法活动。 这些武装组织名义上都隶属于利比亚某个官方的安全

机构③。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６ 名男子由于贩卖难民和非法移民，被联合国列入制裁名单，
其中包括利比亚海岸警卫队的一名指挥官，此人勾结人口贩卖团伙，故意用火器击

沉难民船，以趁乱救人再予以贩卖。 “这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利比亚制裁委员会首

次以走私人口为由对个人实施制裁，可见其罪行恶劣程度。”④

第三，利比亚和欧盟难以制定出有效的政策来应对非法移民和人口贩卖问题。
为了控制进入意大利的非法移民数量，意大利政府曾通过向参与组织偷渡的武装组

织支付资金来换取其对限制入境意大利非法移民数量的承诺。⑤ 这一措施取得了一

定成效，如 ２０１７ 年夏季从利比亚偷渡到意大利的非法移民数量同比明显下降。 然

而，意大利政府的这一行为无形中扩充了武装组织的资金来源，使其通过购买武器

发展壮大，在利比亚乱局久拖不决的当下，这些民兵武装组织可能随时会卷入利比

亚国内冲突。
利比亚的动荡政局为人口贩卖集团的非法活动提供了现实土壤，这些犯罪集团

与利比亚国内具有影响力的武装组织开展合作以壮大自身实力，许多从事打击非法

移民工作的利比亚官员常感叹政府缺乏足够的行政资源来打击这些犯罪团伙的活

动。⑥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国际合作部移民官萨利姆·阿什温（Ｓａｌｅｍ Ａｓｈｗｉｎ）表

示，除非当局有足够的技术对整个利比亚海岸线实行监控，否则这些人贩子总能“钻
空子”⑦。 联合国难民署负责地中海事务的官员建议，除了对利比亚实行武器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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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ｕｔｅｒｓ， Ｊｕｎｅ 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ｅｕｒｏｐｅ⁃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ｌｉｂｙａ ／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ｍｕｇｇｌｉｎｇ⁃
ｒｏｕｔｅｓ⁃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ｌａｗｌｅｓｓ⁃ｌｉｂｙａ⁃ｉｄＵＳＫＣＮ０ＹＯ１ＧＺ，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５ 日。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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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应通过各种手段打击从事人口走私和人口贩卖等犯罪活动，如冻结人口贩卖

集团的账户、限制其旅行等。① 但归根结底，利比亚实现社会稳定，形成一个统一的、
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从根本上解决利比亚国内的人口贩卖问题的关键。

（二） 威胁北非地区安全

在卡扎菲时代，随非法移民输入的恐怖主义历来是困扰利比亚当局的安全问题

之一。 利比亚形同虚设的边境管控使得非法移民可通过陆地边界轻松进出该国。
２０１１ 年利比亚局势陷入动荡后，国内安全形势急剧恶化，利比亚成为恐怖分子藏匿、
恐怖组织发展和招募成员的“理想国度”。 利比亚非法移民问题与恐怖主义互动所

引发的安全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非法移民被恐怖组织招募及其引发的安

全问题；二是恐怖组织利用非法移民的流动和迁徙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输出恐怖主义

所形成的安全威胁。
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利比亚政局动荡所形成的权力真空被恐怖组织利用，这

些组织借机在非法移民群体招募成员和培养恐怖分子。 近年来，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在利比亚招募了大量来自苏丹、毛里塔尼亚和西非国家的非法移民，其武装人员

规模约在 ４，０００～６，０００ 人之间，其中 ８００ 多人为非利比亚人，表明利比亚境内的非

法移民成为该组织重要的招募对象。② 除本土极端分子外，“伊斯兰国”组织利比亚

分支中还有大量来自也门、沙特、伊拉克、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武装人

员，但自杀式袭击等“高危”任务往往由非利比亚籍极端分子执行。③

从利比亚偷渡到欧洲国家的非法移民中潜伏的恐怖分子，对欧洲地区安全构成

了严重威胁。 意大利政府缺乏有效控制边境的能力以及欧盟实行的申根签证制度，
使得数以万计的经济移民、非法移民、庇护申请者等移民群体从利比亚进入意大利

境内，并进一步流动至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国家，潜藏于移民群体中的恐怖分子以

这种方式渗透和流窜至欧洲各国。 ２０１５ 年早些时候，“伊斯兰国”组织曾威胁利用利

比亚 １５０ 万难民“淹没欧洲”，声称 ４０００ 名“圣战”分子将经土耳其中转至欧洲各国。
据统计，与恐怖主义相关人员的数量约占移民人口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５％。④ 尽管这一比

例微乎其微，但是考虑到每年几十万的移民人口基数，实际的涉恐人员数量并不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法国巴黎恐袭事件导致 １３０ 多人死亡，其中两名恐怖分子是持有伪造

的叙利亚护照入境的非法移民，表明恐怖分子确实藏匿于非法移民群体中。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Ｌｉｓａ Ｓｃｈｌｅｉｎ， “ＵＮＨＣＲ 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ｍｕｇｇｌｅｒｓ， 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ｅｒｓ ｉｎ Ｌｉｂｙａ，” ＶＯＡ， Ｊｕｌｙ ３，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ｏ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ａ ／ ｕｎｈｃｒ⁃ｃａｌｌｓ⁃ｆｏｒ⁃ｕｎ⁃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ｍｕｇｇｌｅｒｓ⁃ａｎｄ⁃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ｅｒｓ⁃ｉｎ⁃ｌｉｂｙａ ／ ３９２６２０８． ｈｔｍｌ， 登

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Ａｌｅｘ Ｐ． Ｓｃｈｍｉｄ， “Ｌｉｎｋ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 Ｉ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ｙ ２０１６， ｐ． ４５．
王晋：《“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扩张及其制约因素》，载《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第

９８ 页。
Ａｌｅｘ Ｐ． Ｓｃｈｍｉｄ， “Ｌｉｎｋ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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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向欧洲地区输出恐怖分子外，利比亚境内的恐怖组织还把招募、培训的恐怖

分子和武装人员派往周边国家，对利比亚周边国家构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 来自尼

日尔和马里的图阿雷格反政府武装人员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曾非法进入利比亚并壮

大发展，为 ２０１２ 年马里危机埋下了隐患。①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

织”成员在阿尔及利亚东南部天然气厂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和劫持人质事件，导致

３７ 名外国人质死亡，主犯中就包括利比亚籍武装分子。② ２０１４ 年乍得总统公开指责

利比亚南部的武装人员向乍得反对派提供庇护、训练设施及轻型武器，威胁乍得安

全。③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突尼斯苏塞海滩发生恐怖袭击事件，造成 ３８ 人死亡，袭击者曾在

“伊斯兰国”组织利比亚分支的训练营接受过培训。④

此外，境外武装力量经常进入利比亚境内，参与利比亚国内的部落冲突，其中尤

以南部图瓦雷格部落和塔布部落的武装冲突最为突出。 这些武装冲突均有来自乍

得、尼日尔的武装人员参与，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突尼斯和利比亚边境是公认的

突尼斯国犯罪分子逃避国内法律制裁的藏身地，也是非法移民进入利比亚重要的入

口之一。 利比亚政府边境管控的能力和可调动的资源都十分有限，为犯罪分子潜入

利比亚境内并参与武装冲突埋下了安全隐患。
（三） 武器、毒品及商品走私问题严重

非法移民活动不仅是人口迁徙的问题，同时也伴随着武器、毒品及商品走私活

动的发生。 在卡扎菲时期，利比亚南部、西部边境的走私活动长期存在。 卡扎菲政

权倒台后，随着非法移民活动的增加，利比亚国内走私活动日益猖獗。 利比亚南部

已成为事实上的武器、毒品走私的大本营，阿尔及利亚、埃及、突尼斯都宣称利比亚

是这些国家国内走私武器泛滥的主要来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西奈半岛的埃及反政府武

装击落埃军直升机使用的地对空导弹等中型和重型武器被证实来自利比亚。⑤ 利比

亚国内的走私集团不仅向非洲国家走私武器，还向欧洲国家走私武器。 这些武器落

入非洲和欧洲地区的武装组织、恐怖组织及犯罪团伙手中后，给当地社会带来了巨

大的安全隐患。 据不完全统计，来自利比亚的走私武器已流入约 ３，６００ 个已知的在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潘华琼：《试论马格里布移民问题及其治理》，第 ６３ 页。
Ｓｉｍｏｎ Ｔｉｓｄａｌｌ， “ Ａｑｉｍ Ｅｓｃａ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Ｈｅｌｐｅｄ ｂｙ Ｌｉｂｙａｓ Ｗａｒ，”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８，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ｉｓｆｒｅｅ ／ ２０１１ ／ ｓｅｐ ／ ２８ ／ ａｑｉｍ⁃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ａｌｇｅｒｉａ⁃ｌｉｂｙａ，登录

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Ｓａｙｓ Ｌｉｂｙａ Ｈａｒｂｏｒｓ Ｃｈａｄｉａｎ Ｍｅｒｃｅｎａｒｉｅｓ，”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Ａｐｒｉｌ ２７，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ｃｈａｄ⁃ｌｉｂｙａ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ａｙｓ⁃ｌｉｂｙａ⁃ｈａｒｂｏｒｓ⁃ｃｈａｄｉａｎ⁃ｍｅｒｃｅｎａｒｉｅｓ⁃ｉｄＵＳＢＲＥ９３Ｑ０８Ｅ２０１３０４２７，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Ａｔｔａｃｋ：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Ｇｕｎｍａｎ Ｓｅｉｆｅｄｄｉｎｅ Ｒｅｚｇｕｉ，” ＢＢＣ， Ｊｕｎｅ ２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ａｆｒｉｃａ－３３３１１２１３，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Ｏ． Ａｔｔｉｒ， “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Ｌｉｂｙａ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Ｏｍａｒ Ｇｒｅｃｈ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ｋａ
Ｗｏｈｌｆｅｌｄ， ｅｄ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Ｍｓｉｄ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ｌｔａ， ２０１４， ｐ．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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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活动的犯罪组织手中，法国《沙尔利周刊》恐怖袭击事件表明，这些武器可能已

流入恐怖分子之手。①

近年来，毒品贩卖与非法移民活动的联系日益密切，特别是在利比亚边境地区，
运输违禁物品的交通工具同时也在运输非法移民，来自西非国家的非法移民通过夹

带包括海洛因、咖啡因在内的毒品来支付他们的交通费。② 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班
加西等大城市存在一定规模的毒品市场，毒贩在此交易的海洛因、可卡因、大麻等毒

品，均是通过西非国家的非法移民从利比亚南部边界带入境内，向北流通到利比亚

各大城市的毒品市场。 部分毒品还通过利比亚和埃及边境进一步走私到西亚地

区。③ 毒品在危害吸毒人员身心健康的同时，也使地区国家社会犯罪率攀升，进而威

胁社会安全。
（四） 非法移民问题的治理困难重重

利比亚的非法移民问题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

因素的地区性和国际性问题。 非法移民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利比亚政府加强治理

能力，也需要国际社会开展相关合作。
从国家层面看，利比亚是非法移民问题的首要责任国。 卡扎菲时代利比亚松散

的国家治理方式是非法移民问题久拖不决的根源所在。 卡扎菲政府倒台后，利比亚

国内各方势力为争权夺势无暇治理国家，缺乏权威的中央政府未发挥国家机器的职

能，导致非法移民问题进一步恶化。 对利比亚而言，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健全的国

家体系，军队、警察、司法、金融等各个职能部门能各司其职，加强边境管理，解决经

济危机，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
从国际层面看，美国、欧盟的利比亚政策是导致利比亚非法移民问题恶化的外

部原因。 目前，无论是联合巡防海域，还是所谓的“遥控式境外移民管理”，都很难改

变目前非法移民问题造成的经济社会困局。
因此，包括欧盟及利比亚周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正在积极加强国际合作，协

助利比亚尽快建立权威的中央政府，实现国家规范化管理，通过向利比亚提供经济、
技术、设备、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援助，建立起有效的边防管理体系。 相关各方不仅要

防止非法移民进入利比亚，还要防止非法移民向其它国家和地区转移，因此要对滞

留利比亚境内的移民采取遣返、合法规范化管理等措施。 欧盟各成员国因经济文

化、地理位置、政治体制的差异，在对待非法移民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标准与政策，导

·３０１·

①

②

③

罗安澧：《利比亚走私武器为祸欧洲已流入 ３６００ 个犯罪组织之手》，人民网，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０１１６ ／ ｃ１００２－２６３９９９０９．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Ｍａｒｋ Ｓｈａｗ ａｎｄ Ｆｉｏｎａ Ｍａｎｇａｎ， “ Ｉｌｌｉｃｉｔ 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ｂｙａ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 Ｓｈａｗ ａｎｄ Ｆｉｏｎａ Ｍａｎｇａｎ：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ｓｓｅ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２０１４， ｐ． 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ｓｉｐ．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Ｗ９６⁃
Ｉｌｌｉｃｉｔ⁃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ａｎｄ⁃Ｌｉｂｙａｓ⁃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 日。

Ｉｂｉｄ．， 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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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欧盟内部在解决非法移民的问题上分歧严重。 因此，该问题的解决需要欧盟成员国

之间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尤其在超国家治理层面形成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统一的制度

安排。
地区相关国家和联合国、国际刑警等国际组织应积极谋求合作，在打击恐怖组

织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打击跨国人口贩卖网络，有效打击从事非法移民贩运的个人

和组织；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等国际组织需要带头协调非法移民的目的国，做好非

法移民的接收工作，提供相应的人道主义援助，减少在非法移民过程中出现的各类

人道主义危机。 国际社会应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协调下，对
利比亚周边的非法移民来源国提供各类援助，改善其经济、生态、社会、卫生等环境，
从源头上控制非法移民的数量；利比亚周边的非法移民来源国也应做好国家的经济

建设、生态改善、生活改良等各类切实的惠民政策，做好人口管理和边境控制，减少

本国的非法移民输出。 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移民组织等国际组织号召协调力有限，
非法移民输出国、中转国、目的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实力等国情迥异，导致国际社会

在合作治理利比亚非法移民问题上仍面临现实困境。

四、 结　 语

利比亚非法移民问题不仅是利比亚国内安全与稳定的重大隐患，而且对欧洲国

家经济、社会和安全等造成了巨大压力。 利比亚非法移民问题的治理，不仅需要从

源头上控制非法移民涌入欧洲，也需要加强对非法移民的管控。 一方面，利比亚境

内非法移民主要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落后、贫穷，长期处于

动荡、战乱状态，造成当地大量民众沦为难民或背井离乡，以非法途径进入利比亚境

内。 因此，提高撒哈拉以南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加强治理能力以维护国家和社会

稳定，是减少利比亚国内非法移民数量的主要应对思路。 另一方面，对利比亚非法

移民进行有序管理，将其负面影响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需要一个统一、稳定的利

比亚政府，以及欧盟国家的支持与配合。 当前，利比亚东、西部两大政治势力割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利比亚将进行总统和议会选举，但统一的利比亚政府难以在短期内组

建完成，利比亚当局对非法移民的管理和控制能力在短期内难有实质性的提高。 可

以预见，随着利比亚局势的缓慢好转，非法移民问题相对于过去七年会有所缓解，但
问题长期化的趋势仍将存在，并持续对欧洲国家造成社会和经济上的负面影响。 这

既是利比亚非法移民问题和难民问题、人口贩卖问题等交互影响的结果，也是 ２０１１
年西方国家干涉利比亚内政、仓促推翻卡扎菲政权带来的负面后果。

（责任编辑： 章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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