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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本篇“在意大利工作，生活，学习”指南是由皮埃蒙特大区教育，就业，职业培训，

社会凝聚力管理 - 劳动政策部门创办，作为由劳动和社会政策部签署的协议中的

一部分，以制定出2014 - 2020年期间的一项和移民政策干预措施规划。 

每项协议都规定了关于移民群体就业安排和社会融合的综合干预方案。

这本指南书的结构采用了问与答的形式，运用简单又直接的话语来讲解信息，从

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是为了给该领域的工作人员和于自己切身有关的外国公民

打造一个简单灵活的工具手册。该指南提供的有关信息：外国公民在意大利的入

境，停留和合法居留，家庭团聚和与家庭组合，国籍，医疗权利，就业合同，社

会福利，学习权利，对国外取得的文凭认可和专业技能的资质认可，无人陪伴的

外国未成年人，贩运和国际保护。



第4章 

 意大利国籍

UNIONE EUROPEA 
REPUBBLICA ITALIANA 

PASSAPORTO 

获得意大利国籍意味着获得意大利公民所应有的所有权利和义务。获得意大利 
国籍意味着自动地获得欧盟公民身份。

父母双方中的一方是意大利公民，子女一出生就获得意大利国籍。
注册备案意大利国籍光靠有着自然的生理关系是不够的，还必须得到法律的认可。
如果这法律认可在孩子未成年时期姗姗来迟，那么这孩子会自动获得意大利国籍。
如果这晚来的法律认可发生在子女满成年龄之后，那么这样的子女在得到申请获得意
大利国籍确认的一年之内作出声明。
. 

意大利公民的直系后裔如果能证明他们的上一辈亲属没有被明确宣布放弃意大利 
国籍的话，就可申请认可意大利国籍。如果他们持有有效期之内的居留证，他们 
必须在市政户口登记处申请登记，然后向民事办公室提交认可意大利国籍的文件 
材料。之后，他们可以获得意大利国籍认可的等待居留证，直到办理程序结束为止。 

孩子出生在意大利或者在意大利被遗弃的父母至今仍然不为人知的孩子属于因出生而
获得意大利国籍的情况。
父母双方都是无国籍的出生在意大利的孩子属于因出生而获得意大利国籍的情况。

获得意大利国籍会带来什么? 

样能因出生而获得意大利国籍? 

意大利公民的直系后裔怎样获得意大利国籍? 

有哪些情况是属于因出生在意大利而获得意大利国籍(cd. ius soli)? 



孩子出生在意大利的而父母的原籍国有法律规定他们的子女不能继承父母的国籍， 

这种情况属于因出生而获得意大利国籍。这种情况必须在子女毫无任何可以获得 

父母国籍的可能性的才能成立，因此，如果通过自愿声明或者其它的行政手续而 

有可能获得父母国籍，那么就不适用于上述情况。

因婚姻而获得意大利国籍须遵循有关法律的准则，法则art. 5 L. 91/1992. 

意大利公民的配偶只有在结婚日期超过至少两年的时间（如果夫妇居住在意大利）或

三年（如果夫妻住在国外）可以申请意大利国籍，期间不能有过合法分居或者解除婚

姻。如果夫妇有了孩子，上述截至时期减少一半。

法律强调，在某些情况下，配偶公民的去世不能阻碍意大利国籍的申请程序结束。

您必须通过内政部- 公民自由和移民部门的官方网站里的在线程序而提交申请婚姻理由

的意大利国籍。申请者必须注册该网站https://nullaostalavoro.dlci.interno.it/Ministero/ 
Index2。申请者必须通过该门户网站在线完成填表并以电子格式发送申请附上所需材

料：1）身份证明文件; 2）原籍国批发的出生证明和的刑事证明; 3）250欧元的捐祱付

款收据。4）意大利语言的级别证书。国籍申请发送之后您可以向省督府申请所谓的
“K10代码”，作为您的申请标识。 

根据有关法律的刑法规定（ Libro I, Titolo I, capi I-III del Codice Penale ）犯有对国家

机构及其官员的刑事定罪导致阻止因婚姻而获得意大利国籍。如果上述的其中一 

种罪行的刑事诉讼正在审理之中，那么在最终审判结束之前暂停国籍申请程序。

对于法律规定因非蓄意的罪行而不少于最多三年的犯罪判刑（包括按法条art.  

444 c.p.p.对 “谈判交易” 的判决) 导致阻止获得意大利国籍。它阻止公民谴责的

收购对故意犯罪的，法律规定的不低于三年的处罚。如果是非政治的罪行在 

意大利受到判决并被转移到国外监禁一年以上，这种情况导致阻止获得意大利国籍。
在任何情况下，国籍申请都可以因“与共和国安全有关的经证实的理由”而被拒绝。 

因通过申请而获得意大利国籍须遵循有关法律规定，art. 9 L. 91/1992。 

所需居住时间：

•不属于欧盟的国家公民为10年;

•欧盟的一个成员国公民为4年;

•居住在意大利的国际保护持有人和无国籍人士为5年;

因婚姻而获得意大利国家需要哪些条件要求? 

因婚姻而申请意大利国籍的流程是什么? 

哪些罪行妨碍因婚姻而获得意大利国籍? 

申请意大利国籍需要在意大利居住多少年? 



•意大利公民领养的成年人为5年;

•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曾经是意大利公民的欧盟的或非欧盟的公民

为为3年;

•在意大利出生的欧盟和非欧盟公民3年。

对于那些随后把自己的居住搬移到意大利境外的人，他们的合法户口，意
即市府户口登记，将被中断，并且也不能被授予国籍。

因入籍条件成熟而要求加入意大利国籍的必须通过内政部 - 公民自由和移民
部网站上的在线程序提交申请。

申请人必须在网站https://nullaostalavoro.dlci.interno.it/ Ministry / Index2上注册。
必须在线填好申请表格，并以电子格式从门户网站发送： 

1.身份证明文件;

2.出生证明和原籍国出具的刑事证明;

3. 250欧元的捐税付款收据。

4. 意大利语言水平级别的证书。.

国籍申请发送之后您可以向省督府申请所谓的 “K10 代码”，作为您的申请标识。 

该申请由内政部评估，由共和国总统发布特许权。

要求申请加入意大利国籍的程序是什么? 

申请人必须在申请之前的3年内拥有个人（或家庭）收入： 

•没有抚养人的唯一申请人为8,263.31欧元

•有配偶受抚养的申请人为11.362.05欧元

•每支额外的人需支付516欧元。

申请人必须提交与过去3年收入相关的纳税申报表（UNICO型表格，型号
730型表格，和CUD表格）。

因入籍条件成熟而要求加入意大利国籍的所需收入限额是多少? 



申请意大利国籍是否需要掌握意大利语言?  
随着第 132/2018 号法律获得批准之后，规定要求您出示意大利语的确切知识水平，即

不低于欧洲共同体语言知识共同参考框架的 B1 级水平。 没有签署整合协议或未持有欧

盟长期居留证的申请者被要求必须出具由意大利公共教育机构或同等级别的私营合作颁

发的学习文凭或者类似的专项证明。

     是可以的，一个已有居住在意大利的有着入籍规定成熟条件的外国人可以提

 交允许加入意大利国籍的申请，但是须附上核心家庭的一位或多位家庭成员 

   的收入材料， 

在没有自己收入的情况下可以申请意大利国籍吗? 

     这些家庭成员必须和申请人居住在同一屋檐下并都是属 

    于同一核心家庭的成员（配偶，父母，兄弟姐妹） 。

在因婚姻而申请意大利国籍的情况中规定法律上的昭雪平反能停止判决的排
除性。在因入籍条件成熟而申请意大利国籍的情况中不存在一个带来障碍
的罪行清单，但在提交申请之前还是最好咨询一下是否得到了法律的昭雪
平反或者罪行被废除。应该记住，对国籍的授予评估是多方面地审慎，包
括到生活的各方面和申请人的个人行为，所以，行政当局在有昭雪平反的
前提下也要考虑到申请者的罪行前科历史事实。

在有刑事定罪的前提下能否得到意大利国籍? 

你总是必须要把你居住地的变更传达通知给主管机关。

随着第132/2018号法律获得批准之后，规定了办理意大利国籍的最长受理
时间截止为48个月。

申请过程期间搬家迁移该怎么做? 

国籍的受理程序时间是多少?



是可以的，你需要连接到内部部的网站和访问网页进入保留区（area 
riservata），你是从那里提交申请的，在“第一进入申请”（“primo 
accesso alla domanda”）的区块里里输入自己代码的“codice K10”。
接着，在“查看应用程序的状态”（“visualizza lo stato della domanda”）的区块
里你就可以查询材料的进度。

还有，你也可以通过律师的帮助向内政部发送一些有关入籍申请的通知等
（催促加快，警告，请求会见，等等），使用以下电子认证邮件地址来发
送 ： area3citt@pecdlci.interno.it; （ “ 代 码 K10” 的 最 终 编 码 为 0,1,2 ）
area3biscitt@pecdlci.interno.it; （ “K10” 的 最 终 编 码 3,4,5,6 代 码 ）
area3tercitt@pecdlci.interno.it，指定与确切的对象（N。最终 “K10代码” 的 
最终编码为7,8,9）准确地注明 “codice K10” 代码材料的主题。

对于拥有意大利国籍的公民们，他们的未成年子女只要是居住在一起的也
能获得国籍。他们必须是稳定而持久得居住在一起，并能由适当的文件证
明，比如户口登记。不过，法院还明言即拥有意大利国籍的人们，他们由
于分居或者离婚的结果而没有和未成年子女实际居住在一起但这些孩子
还是可以继承国籍，前提是他们继续维持着一个稳定的家庭关系。

    能否知道申请期间的进度状态吗? 

父母的意大利国籍给他们的未成年子女带来什么结果? 

在意大利出生的外国公民在年满18岁时可以做选择声明（即宣布他想获得
意大利国籍），条件是在他直到成年龄为止一致居住在意大利，从没中断
过。选择声明必须在年满19岁之前在民事登记办公室的面前进行。关于维
持在意大利居住的不中断直至成年年龄，户口中断的登记缺乏不是强制性
的，但是有意者可以尝试另一种方式来证明他在意大利居住的连续性。

市府户口民事所有义务向申请选择声明期间的居民发送书面通知。

出生在意大利的在年满18岁之际怎样获得意大利国籍? 

为了提交国籍申请需要一份16欧元的电子印花税，并支付200欧元，账号是
c / c n。 809020，收款者为MINISTERO INTERNO D.L.C.I. – CITTADINANZA，
付款理由为 “Cittadinanza - contributo di cui all’art. 1, comma 
12, legge 15 luglio 2009, n. 94”。 该项的捐税应用于所有的选择，
获得，再次获得和特许国籍的申请之中。

提交国籍申请需要花费多少? 



意大利公民领养的未成年人自动获得意大利国籍。意大利公民领养的成年
人可在居住5年之后获得意大利国籍。 

在以下情况下，至少有一位家长或者一位是意大利国籍的因出生而可获得
“法律利益”的意大利国籍，如果： 

•他们为意大利国家提供有效的军事服务，通过提前声明他们希望获得意大
利国籍，;

•受聘于意大利的公共职业，甚至在国外就业，并宣布他们希望获得国籍;

当他们达到成年年龄时，他们合法居住在意大利已有两年，并在19岁之前
作出声明他们希望获得意大利国籍。 

撤销意大利国籍的案例有哪些? 

第 132/2018 号的法律引入了撤销国籍的规定，撤销因婚姻，归属而获得的国籍，或者

撤销在十八岁之后宣布选择入意大利国籍的但因恐怖主义和颠覆宪法秩序而被判处最

终罪行的这些人的国籍。 根据共和国总统的法令，在内政部长的提议下，须在判刑后

三年之内撤销国籍。

   如何办理因领养而申请意大利国籍? 

哪些情况是因“法律受益”而获得意大利国籍？ 

根据有关法令art. 19 bis D.Lgs. n. 150/2011，经第46/2017号法律修订，
关于意大利国籍接受的评估争议受审核部门的管辖，而申请者所在地的法
院的移民，国际庇护和欧洲公民自由来往的专业部门负责此事。 

这是一份发给已经以其他身份居住的外国公民居留证，以开展办理国籍认
可的相关程序（例如，在上辈是意大利公民的因出生而得到国籍认可）。

国籍申请被拒绝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什么是等待国籍的居留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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