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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指南的目的

这份指南适用于在其庇护申请被评估期间住在临时住所的寻求庇
护者。

它包含关于以下内容的重要信息：

• 您可以从我们这里获得的住房和服务

• 提供这些服务的组织机构

• 我们对您有哪些要求

• 向哪里报告问题、关注的事项以及情况变更

我该如何使用这本小册子？

请仔细阅读这本小册子。标记出对您和您的家人重要的任何信息。这本小册子里有很多信
息，所以请好好保管它，以便日后参考。 

在情况介绍环节我还能了解到什么？

您将获得房屋的钥匙，以及您的住所提供者给出的一份详细介绍。您将获得以您能理解的语
言提供的有关家用电器和公共设施的信息。

您还将获得：

• 有关您的住所提供者的信息，以及可从他们那里获得什么

• 移民援助中心的相关信息以及可从他们那里获得什么

• 有关您可以使用的本地服务信息，例如卫生、教育、地方当局（地方政府）和资助服务

• “内政部关于在英国的权益与要求指南”小册子，其中包括有关英国文化信息，以及您在
英国期间可以享受的服务

如果您没有获得这些服务或资源，请向您的房屋事务主任申请。妥善保管小册子，以便
日后查阅。您还可以登录 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living-in-asylum-
accommodation 在线浏览小册子的内容：

http://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living-in-asylum-accommodation
http://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living-in-asylum-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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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认为该住所不能满足您的特定需求，例如因残疾而产生的需
求，请立即告诉您的房屋事务主任。

为我提供住所和资助的重要机构有哪些?

英国内政部会最终负责您的生活住所和经济资助。

移民援助中心 经英国内政部指定，为您提供有关建议、问题报
告与资格审核 (AIRE) 方面的服务。他们是一家与英国内政部相
互分开的慈善机构，提供独立建议。如果您需要了解有关资助、
报告问题或者告知内政部您的情况变更的信息，请拨打0808 
8010 503 联系移民援助中心。

您的住所提供者。内政部利用私人公司为您提供住所。当您搬
进来的时候，会分配到一名房屋事务主任，他将为您详细介绍房
屋，并回答任何问题。

地方当局，也称为委员会，是政府的一部分，在当地提供公共服
务和设施，如学校和社会服务。当地提供的服务以及谁提供这些
服务取决于您是住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还是北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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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呼叫服务 
在紧急情况下，您应立即致电 999，并告诉接线员您需要什么服务——火灾、警察或救护车。
重要的是，您只能在紧急情况下拨打这些号码。

如果您不会说英语，您应该在第一次拨打 999 时说出您想使用的语言的名称。如果有口译
员，我们将为您提供。拨打 999 是免费的。

警察：当您正遭受暴力或暴力威胁，或者如果您目击犯罪，您应该拨打 999 报警。如果您想
举报一宗罪案，或已成为一宗不需要紧急响应的罪案受害人，请致电 101。

火灾：如果您看到存在潜在的火灾危险或烟雾等火灾迹象，应该立即拨打 999 要求提供消
防服务。您不应该接近或试图扑灭一场危险的火灾。

救护车：如果发生紧急医疗事故，如某人重病或受伤，且其有生命危险，您应该拨打 999 叫
救护车。对于不需要救护车的紧急医疗问题，您应该拨打 111。

有疑问吗？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

 > 请查看详细介绍和信息手册

 > 访问 www.gov.uk/browse/visas-immigration/asylum  
或 www.migranthelpuk.org

 > 拨打移民援助中心电话 0808 8010 503

http://www.gov.uk/browse/visas-immigration/asylum
http://www.migranthelpu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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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庇护住所的申请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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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庇护申请所需的时间可能有所不同。这取决于您的案件的复杂
性，以及收到证据和文件需要多长时间。

包括住所在内的庇护资助，提供给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养活自己的寻求庇护者。庇护住所的提
供“没有选择”余地，所以您不能选择住在哪里。然而，您的住所提供者必须确保住所满足您的
任何特定需求。

1. 初期住所

初期住所是短期居住的房屋，可能是全食宿、半食宿或自理膳食型。其环境通
常属于招待所类型。在资助申请得到充分评估并能够安排长期住所之前，这是
为迫切需要住所的寻求庇护者而准备的。人们在初期住所暂住的时间可能有
所不同，但在转移到分散住所之前通常都需要暂住大约3-4周。

2. 分散住所

您目前在这里。分散住所是由住所提供者代表内政部负责管理的长期临时住
所。在完全确认您的庇护申请之前，通常情况下您可以暂住在分散住所。但并
非总能住在同一个地方。

3. 后续行动  

当已完全确认您的庇护申请（包括任何上诉）时，您就需要离开庇护住所，且您
的内政部资助也将停止。如果您获准留在英国，您将有资格工作、申请主流福
利、寻找住房并像其他英国居民一样获得帮助。然而，如果您申请失败，您将被
要求离开英国。在收到英国内政部关于您的决定后，移民援助中心将很快为您
提供建议和指导。您可以在“后续行动”一章中找到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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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您的要求  
您将永远受到尊重、公平和公正的对待。 
同样，我们希望您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所有员工和与您生活在一起的人。

一旦发现有关您的住所和资助的任何问题，您应该通过联系移民援助中心尽快报告。报告问
题或反馈信息将不会影响您的庇护申请或分散居住。

保密与数据共享

内政部和我们的提供者将为你的个人信息保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与其他机构共
享您的信息。包括：

•  与地方委员会共享信息，以便为您提供社会关怀、特殊住宅或房屋改造

•  与卫生服务部门共享信息，确保为您的常规健康需求和任何身体状况提供正确的卫生保
健服务

•  共享信息以便保护或“保卫”您和您家人的安全，尤其是孩子和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成年人 

•  与教育当局共享有关信息，以便他们提供服务

•  向警方报告刑事案件，并确保您在社区内的安全

•  共享信息以打击欺诈行为

•  披露与法庭审理程序有关的信息

与其共享您数据的任何机构也需要尊重您的隐私并严格保密。您可以就此事提出有针对性的
访问请求，以查看内政部或其他机构持有的关于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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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获得资助的前提

• 您必须遵守为您做出的行程安排。例如，搬到另一处房屋居住。如果有任何原因使您无法
遵守行程安排，您必须提前告诉英国内政部。

• 您必须居住在官方许可的地址。如果您计划连续外出超过7天，您需要通过联系移民援助
中心获得英国内政部的许可。在任何 6 个月内，您不得离开超过 14 天或 14 个夜晚。

• 您必须遵守所在住所的规定。  
您的住所提供者会告诉您相关规定。

• 您不得有暴力行为，不得在言语或身体上虐待他人。暴力行为可能会导致刑事诉讼，并有
可能因此失去您的住所和经济资助。 

• 您会定期获得经济资助。您每周会获得一定金额的经济资助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如果没
有用到这笔钱，我们可能会询问您原因。

• 您必须遵守由移民局官员制定的报告要求。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您可能无法获得资助。
您在初审面谈时收到的 BAIL 201 表将详细说明您的移民保释条件。

• 您必须符合英国内政部的要求。包括： 
•   要求提供与您的庇护申请有关的信息 
•   要求提供与您的庇护资助有关的信息，以及 
•   要求您参加任何面谈 

如果您不能满足获得资助的这些条件，您就有失去资助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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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变更

如果您的情况有任何变更，请立即告知英国内政部。 
最简单的方法是通过移民援助中心来告知。如果您不再需要住所，您仍然可以获得经济资
助，但您必须事先提出。

您必须告知英国内政部的有关情况变更包括：

• 如果您接收或获得了资金或金融资产 

• 如果您找到了工作（在找工作前，您必须确认自己是否拥有工作许可）

• 如果您搬到其他地方，或决定与家人、朋友或伴侣居住

• 如果您结婚了、分居了、离婚了或者建立了民事伴侣关系

• 如果您住院或入狱

• 如果您（或您的伴侣）怀孕或有了孩子

• 如果您的任何一个孩子退学或离家

• 如果任何其他家庭成员与您一起住在英国或离开英国

• 如果有任何人加入或离开您的家庭

• 您改名了

• 您打算离开英国回家

如果您没有告知我们您的情况变更，您可能： 

• 会失去英国内政部的资助

• 需要偿还您所获得的任何您没有资格获得的资助

• 根据 1999 年的《移民和庇护法》即属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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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庇护资助决定提出上诉

如符合下列情况，您通常可以向初级裁判法庭（庇护资助）提出上诉：

•  您的庇护资助申请被拒绝了 

•  您获得了庇护资助，但是已经停止了

如果您的申请被拒绝或者您的资助被停止，您将收到来自英国内政部的一封信，向您解释做
出决定的原因。这封信还会告诉您是否可以上诉以及如何上诉。法庭独立于政府。法官在作
出裁决前会听取双方的意见。

您可以在上诉前获得帮助和建议。

•  移民援助中心可以帮助您填写上诉表格

•  如果您在初级裁判法庭（庇护资助）有口头听证会，请尽快联系庇护资助上诉项目 
(ASAP)，获得免费的法律代理服务。www.asaproject.org

•  您可以联系难民行动组织 www.refugee-action.org.uk 和难民委员会  
www.refugeecouncil.org.uk 寻求建议和支持——他们可能会找到另一个组织来帮助
您。（英格兰和威尔士） 

•  您还可以获得其他法律建议，包括律师的建议。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gov.uk/find-a-legal-advisor

更多信息请浏览 www.gov.uk/appeal-first-tier-asylum-support-tribunal 

http://www.refugee-action.org.uk
http://www.refugeecouncil.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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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重要机构

内政部

什么是内政部？

内政部是英国政府负责移民和签证、护照、警务、消防和救援服务的主要部门，负责确保英国
公民受到保护。您将直接与内政部接触的部门是英国签证和移民局 (UKVI)。

我能从内政部获得什么？

您的庇护申请将由 UKVI 的移民和保护理事会处理和评估。您的庇护申请是否成功将取决于
他们的评估，他们将就作出的决定与您联系。

您的庇护住所和资助由 UKVI 的另一个部门，即重新安置、庇护资助与融合理事会 (RASI) 监
管。

RASI 负责决定您应该获得哪些资助，并对这种资助的提供者进行监督。RASI 还会确保我们
的住所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务符合本册中列出的要求。

内政部对我有什么要求？

内政部希望您遵守您获得资助的所有条件，并告诉我们您的任何情况变更。如果不这样做，您
继续获得资助的权利可能会受到影响。

不要忽视内政部寄给您的任何信件。如果您不确定某封信的意思，可以联系移民援助中心寻
求建议和指导。

如需查询有关政府服务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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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住所提供者？

什么是住所提供者？

住所提供者是一家与内政部签约的公司，为寻求庇护者提供住所并负责住所的维护。住所提
供者会根据地理位置而有所不同。

苏格兰 
Mears Gr oup

东北部、约克郡
和汉伯塞德郡  
Mears Group

北爱尔兰 
Mears Grou p

英格兰中部和东部 
Serco

西北部 
Serco

南部 
Clearsprings 
Ready Homes

威尔士 
Clearsprings 
Ready H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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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从我的住所提供者获得什么?

住所提供者提供的服务包括：

• 提供住所、家具、设备和设施并进行维护

•  当您到达住所后会提供详细介绍服务，包括有关当地社区的信息和您可以获得的当
地服务

•  每月至少拜访您一次

• 提升您的幸福感，包括向相关机构转介这方面的帮助

• 与您沟通时，如有需要，提供翻译服务

• 向您解释反馈和投诉流程，并尽可能在5天内解决任何投诉

• 管理住所内可能发生的反社会和暴力行为

•  告诉您最近的 GP（全科医生）诊疗室在哪里，或者如果您有医疗需求，帮助您在全科医
生处登记

•  当您到达住所时，如有明显、紧急或特定的医疗需要时，提供直接帮助

• 如果您搬到另一个地方，可以提供交通工具

•  如果您的常规资金援助出现问题，可以提供应急资金

如果您在分散住所暂住期间对房屋有任何问题，应该通过致电移民援助中心 0808 8010 503 
提出。然后他们会代表您向您的住所提供者提出这个问题。参见“问题报告与投诉”了解更多
信息。

我的住所提供者对我有什么要求？ 
您应该善待您的住所。这包括保持房间干净，小心不要损坏屋内的固定装置和配件。 
您还应该尊重与您同住的任何人和您遇到的任何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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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援助中心

什么是移民援助中心？

移民援助中心是一家独立于英国内政部的慈善机构，负责一项名为建议、
问题报告与资格审核 (AIRE) 的全国性服务。移民援助中心可以就庇护
程序和您的权利为您提供独立的建议和指导。 
他们还可以直接为您提供英国的其他服务。

我能从移民援助中心获得什么？

移民援助中心将帮助您获得经济资助、住所、法律咨询和根据法律您有权获得的其他服务。
他们将提供信息，帮助您了解庇护程序，您能够获得的资助权益，以及在您的庇护面谈前，如
何获得其他基本服务（包括医疗保健和法律咨询）。

移民援助中心的免费帮助热线可以用您的语言为您提供建议。他们能提供协助的事情包括：

•  如何申请庇护

•  资金援助

•  寻找法律代理

•  庇护程序

•  获得医疗保健

• 住所服务

•  以及其他庇护事宜

他们的帮助热线为大量寻求庇护者提供协助，电话线路可能会很忙，这可能会导致您的电话
被耽搁。请耐心等待，您的电话会尽快得到接听。

移民援助中心还可以帮助您填写申请资金和住所庇护援助的表格。这就是所谓的ASF1。如果
您需要向内政部报告情况变更，他们也会提供帮助。

移民援助中心不能提供法律咨询或法律代理。他们可以提供如何获得法律服务的信息。您也
可以在 www.gov.uk/find-a-legal-adviser 上寻找法律顾问 

如果您想投诉自己的住所提供者、支付服务商、内政部或者移民援助中心本身，也应该联系移
民援助中心。如果您在住所方面有任何问题，也应该联系移民援助中心。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报告问题与投诉”。

http://www.gov.uk/find-a-legal-adv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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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援助中心对我有什么要求？

•  当您与移民援助中心沟通时，请提供您的内政部文件上的任何参考编号。

•  参加为您安排的任何约见。携带任何与申请有关的信息或文件。

•  尽量亲自和移民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交谈，而不是由您的朋友或家人作为代表。如果您不
会说英语也不用担心，我们会提供口译员。

•  在您打电话求助移民援助中心或参加会议之前做好笔记，这样您的所有问题都能得到有
效处理。

•  尽可能全面地回答咨询顾问的问题。他们接受过培训，会问一些他们需要问的问题，帮助
您解难答疑。

•  随时更新他们的联系方式，例如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

•  移民援助中心会随时确认您的身份，除非他们事先征得您的同意，否则不会向其他人透露
您的个人信息。

•  移民援助中心拒绝接受虐待、威胁或侵犯行为。他们的工作人员会礼貌待人并对您表示尊
重。请您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

联系移民援助中心

更多信息和已经翻译成 10 种语言的相关建议可以在移民援助中心网站 
www.migranthelpuk.org 上找到。

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他们：

电话：0808 8010 503
电子邮件：as@migranthelpuk.org

地址： Migrant Help 
Charlton House 
Dour Street 
Dover 
CT16 1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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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报告问题与投诉

如果您在住所或资助方面有任何问题，或想对其中任何机构进行投
诉，您应该尽快通过移民援助中心来处理。

任何投诉或提出的问题都不会影响您的庇护申请或您继续获得资助的权利。您可以放心，有
关机构会认真处理和调查您所提交的投诉。所报告的错误将根据其类别在一定时间内得到
处理。在“维修和维护”章节可以看到相关案例。如果错误没有在一定时间内解决，您应该再
次联系移民援助中心，他们将向上级反映。

重要的是，如果您想投诉，应尽快进行。我们欢迎反馈和投诉，因为它们有助于改善所提供的

服务。

您应该就以下问题联系移民援助中心：

维护问题——报告您的庇护住所问题。他们会代表您向住所提供者讨论以解决这些问题。

请求协助——如果您觉得这对您或您的家人健康和幸福会造成风险。这可以是报告涉嫌忽
视儿童、家庭暴力、性骚扰或剥削、反社会行为、贫困或无家可归、或涉嫌极端主义或激进主
义。

庇护资助款项问题——万一您的卡丢失或被盗，您忘记了密码，收到错误的款项或没有收到
您的款项。他们将代表您与支付服务商进行沟通。

投诉——如果您想就移民援助中心、您的住所提供者、庇护资助支付服务商或内政部提供的
服务进行投诉

反馈——在您申请庇护的整个过程中，不断改善您所获得的援助。您可以把自己经历的由移
民援助中心、住所提供者、庇护资助支付服务商或内政部提供的服务告诉他们。他们会把您的
意见传达给适当的机构。

为此，请致电 0808 8010 503 或从移民援助中心网站下载反馈或投诉表格。所提出的问题
将由移民援助中心直接解决，或者他们将确保由相关提供者处理。他们的咨询顾问会给您一
张时间表，说明这个问题预计会以多快的速度得到解决。

http://www.migranthelpu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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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援助中心的目标是在5个工作日内解决投诉。如果移民援助中心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将向
内政部反映问题。

我怎样才能向内政部提出投诉?

如有下列情况，您应直接向内政部投诉：

• 您已经通过移民援助中心提出投诉，但对结果不满意，或者

• 您投诉认为由移民援助中心解决某个问题不合时宜

如果内政部收到了本应向移民援助中心进行的投诉，它将被发送给移民援助中心。

向内政部提出投诉：

发送您的投诉邮件至 complaints@homeoffice.gov.uk 或者写信给我们，地址是：

Complaints Allocation Hub 
Customer Correspondence Hub 
7th Floor Lunar House 
40 Wellesley Road 
Croydon 
CR9 2BY 

您的投诉应包括：

1. 您的联系方式，确保我们能联系上您

2. 您的内政部参考编号，确保我们能快速查询您的案例

3. 您所要投诉的事件详情，包括时间、日期和地点

4. 您所知道的涉事工作人员的姓名/工作证编号

5. 事件任何目击者的详情，如适用

收到您的投诉后，我们会向您发送一封确认信，我们力争在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并给您
回复。如果您对投诉处理方式不满意，可以要求我们重新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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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住所信息与标准

我们的提供者有多种类型的住所。 
您可能会住在：

独立住所

这种类型的住所通常提供给家庭，往往是一套公寓或独栋住宅。一个家庭将拥有他们自己的
厨房和卫生间设施，不会与其他人共享。

多人合租房屋 (HMO)  

这种类型的住所是指家庭共享住所和/或设施，通常由单身人士、没有子女的夫妇和/或单亲父
母居住。所有 HMO 必须每 5 人至少有一个卫生间和厨房。

许多 HMO 都获得了当地委员会的批准。许可证副本通常会在公共区域展示，并会列明地方
委员会的任何要求，例如可以住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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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与指导原则

以下是一些简单的规定和指导原则，可以帮助您在住所安顿下来，并尽量减少对他人
的干扰：

要做的事情：

•  注意您的健康和安全，小心使用所有电器

•  无论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别认同、种族、民族、语言、国籍、宗教、 
残疾，都要尊重室友 

•  以礼貌和尊重的态度对待其他住户和邻居 

•  一旦发现维修或维护问题，立即向移民援助中心报告

•  如果您和别人共用一套住房，请把您的个人物品放在自己的房间里 

• 每次使用后都要冲洗马桶，但不要冲洗婴儿湿巾或卫生用品等物品 

• 定期清洁住所，并在规定的垃圾收集日期将垃圾桶放在外面 

• 确保您的房屋通风良好，防止发霉或受潮 

• 确保在晚上和您外出的时候关好锁紧门窗 

不要做的事情：

•  制造太多噪音，尤其是在晚上11点到早上8点之间

• 在住所内吸烟 

• 在房屋里养宠物或动物

• 允许访客过夜

• 损坏房屋 

• 把食物或其他垃圾扔进水池

•  对房屋构造或电器进行任何更改或维修

• 关闭烟雾报警器 

• 在处所内存放或使用未经批准的药物 

• 故意打扰其他住户

• 对任何人使用不恰当的行为或语言

•  拆开别人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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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所 
需物品

住所内将提供以下物品。 
如果列表中有任何物品丢失或损坏，请联系移民援助中心。

卫生间 • 浴缸和/或淋浴间，包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供
防水遮挡（如浴帘）

• 洗手池 

• 马桶

厨房 • 炊具或烤箱和炉盘

• 微波炉

• 炊具和厨具

• 餐具和器皿

• 碗橱

• 备餐区 

• 卫生操作台和地板铺装 

• 洗碗池

• 冰箱和冰柜

• 扫帚和/或其他
形式的地面清洁
设备

• 簸箕和刷子

• 拖把

卧室 • 适合居住者的床 
（单人床或双人床）

• 每个房间 1 个衣橱，或者当房间由不相关的成年
人共用时，每人 1 个衣橱

• 每个房间 1 个抽屉柜，或者当房间由不相关的成
年人共享时，每人 1 个抽屉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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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和生活 • 桌子

• 每人 1 把餐椅

• 每人 1 把扶手椅或沙发

设施 • 能够合理获取的新鲜饮用水

• 能够合理使用的洗衣设施 
（如洗衣机）

• 可以晾干任何衣服的晾衣架或者晾衣绳

• 熨衣板和熨斗

• 儿童护理设备（如适用），包括婴儿床、高脚椅及为
1 岁以下儿童提供的消毒设备

• 遮光设备，如窗帘或百叶窗，以阻挡或遮蔽光线，或
通风

• 烟雾和一氧化碳探测器： 
所有房屋必须配有正常工作的烟雾报警器（在用作
居住的每一层楼上）及一氧化碳报警器（在装有固
体燃料或气体用具的房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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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入住时，住所提供者还需要为您提供新的个人用品。

浴巾

2 条（每人）

洗脸毛巾

2 条（每人）

床单

2 条（每人）

毯子和羽绒被

2 条/1 床（每人）

手巾

2 条（每人）

抹布

1 条（每人）

枕头和枕套

每种 2 个（每人）

羽绒被套

2 条（每人）

额外物品

您携带到住所的额外物品和个人物品由您自己负责。您的住所提供者将不会对这些物品承担
任何责任。不被允许携带便携式加热器，您将被要求处置任何不安全或危险的材料或物品。

提供者不需要提供的一些常见物品：

• 电话

• 电视

• 宽带/无线网络联接

• 真空吸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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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设施

会为您提供天然气、水和电。注意周围环境并在使用时注意观察这些设
施的情况。您会从房屋事务主任那里得到如何使用公用设施的指导，比
如如何操作暖气，以及电气跳闸开关的位置。您不能改变您的公用设施
供应商。

如果您闻到天然气的味道，应立即拨打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国家电
网天然气紧急电话 0800 111 999 或北爱尔兰紧急电话 0800 002 001，
然后立即向移民援助中心报告。

房屋检查

实施房屋检查是为了确保住所适合居住并能保障您的安全。您的住所提供者被要求每月至少
检查一次住所，以检查任何故障并修复。

您将至少提前 5 天得知检查的日期和时间，以便到时候您可以确保自己在场。即使您不在
场，提供者也会检查房屋。

检查时会发生什么？ 

检查员会向您了解房屋的情况并检查任何故障。如果发现故障，他们会报
告并进行维修。任何检查员认为不明确的故障，都会向您指出。

谁来执行检查？

您的住所提供者将每月至少进行一次房屋检查。来自 UKVI 或地方委员
会的人员可能也会执行检查，以确保您的住所提供者符合某些标准。

我如何报告故障？

应该向移民援助中心报告房屋故障，以便他们进行记录和维修。住所提供者会在规定时间内
维修故障。如果您受到故障的影响，不需要等到预定的检查日期就可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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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住所 

您的住所提供者持有一把安全存放的备用钥匙或万能钥匙。通常情况下，他们会在 
您在场的情况下，进入房屋进行维修和检查。

如果该房屋需要维修或例行维护，则会向您预约时间，您应当安排时间确保自己到场， 
让维修人员进入该房屋。然而，如果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必要的工作，您的提供者将 
与您联系，预约上门时间。如果您不能在约定时间到场，则提供者可以使用备用钥 
匙进入该房屋。

维修与维护

住所提供者会根据问题的分类在规定时间内修复任何故障。下表解释
了故障的不同分类、响应时间和一些故障示例。如果您对维修分类不确
定，或者报告的故障没有在给定时间内得到修复，您应该联系移民援助
中心。

维修分类 含义 响应时间 故障示例

 类别 1 已经或可能对您的健康、

安全构成危险的故障，

或对住所的必要服务造

成破坏或损失的故障

在提供者意识到维护问

题后的 4 小时内，持续

呼叫后勤部门调查和修

复或提供临时替代住所

• 天然气泄漏

• 洪水

• 结构不稳定

• 没有自来水供应

• 火灾损失

 类别 2 可能对您的健康、安全

造成不利影响的故障，

或对您的财产或生活质

量造成重大影响的故障

24 小时保证安全，5 个
工作日做一次永久性修

复。如果提供者不能在

24 小时内保证住所安

全，则必须提供临时替

代住所

• 没有热水供应

• 暖气不工作 

• 没有电力供应

• 没有可以正常工作的烟雾或

火警报警器

• 严重危害健康和安全的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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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分类 含义 响应时间 故障示例

 类别3 已经或可能对您的舒适

性与便利性造成不利影

响的故障，或如果不加以

处理，可能导致对财产

的进一步损害的故障

21个工作日 • 油漆剥落

• 明显的潮湿和发霉迹象

• 墙壁和地砖严重受损

• 其他虫害

其他住所信息

消防安全

所有房屋均配有烟雾报警器。如果发生火灾，烟雾会触发警报，并会
发出持续不断的“嘟嘟”声。

一旦发现火灾，您和您的家人必须：

 > 立即离开房间，到安全的地方去

 > 不要停下来回去取个人物品

 > 从最近的安全出口离开建筑物

 > 拨打 999 致电消防及救援服务处，通知您的住所提供者

不要从烟雾报警器上拆下电池，否则会危及生命。您的烟雾探测器将在每月检查房屋时进行
测试。如果报警器开始发出断断续续的“嘟嘟”声，这意味着需要更换电池。联系移民援助中
心，要求更换电池。

清洁

保持住所干净整洁是很重要的。如果住所不能保持干净，就会引发虫
害，人们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您有责任打扫自己的房间。

如果您与其他人共同居住在一套房子里，您的住所提供者负责定期
清扫公共区域，尽管如此，您和其他住客仍然要注重维护这些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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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收集

垃圾应放入正确的带轮子的垃圾箱或回收箱里。地方委员会将定期清空这
些垃圾箱，所以务必要在当天把垃圾拿出来放在收集桶里。

在街上或其他公共场所丢弃垃圾是违法的。这就是所谓的“非法倾倒”。如
果您被判非法倾倒废物罪，您可能会被罚款或监禁。

出行

您有责任支付自己的交通费。您的当地信息手册中提供了本地
可用的公共交通信息。您前往移民局报告中心的旅费，有可
能由内政部支付。这可能会自动转到您的 ASPEN 卡内。如
果您能得到这方面的协助，移民援助中心会通知您。

邮件

您的邮件是您的个人物品。私拆他人的邮件是犯罪行为。 
如果您收到的邮件是寄给不在该房屋居住的人士，请把它交
给您的房屋事务主任。

大多数来自内政部的信件都通过邮寄，所以您要经常检查信
箱，并告知内政部您的任何地址变更，这十分重要。

搬家

内政部希望尽量减少对您生活的干扰，不过，您可能会被要求搬家。例如，如果房屋的租约到
期，业主想要收回房屋。内政部和您的住所提供者会尽量让您留在当地，尽管这种做法并不总
是可行。如果您需要搬家，我们会写信和您确认相关安排。如果您认为自己被安排的这次搬家
不合时宜，您应该确保在实际搬家日之前直接向内政部或您的住所提供者提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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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资金与援助款项

您通常会通过一张“Aspen 卡”获得经济资助，以购买食物和其他物品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
求。如果您对自己的经济资助有任何问题，您应该联系移民援助中心。您的 Aspen 卡为芯片
密码卡，如下图所示。

您的 Aspen 卡相关信息

•  这不是一张信用卡，不能开立银行账户。只有内政部才能
将钱转到您的卡内，所以您无法用它接收其他人的款项。

•  内政部将通知您有权获得多少经济资助，这些资助将每周

转到您的卡内。您的每周余额将会结转至下周。 

•  您只能消费卡中的可用金额。在买东西之前，您
需要知道自己有足够的资金，否则付款可能会被
拒绝。

•  该卡只可由已经获得密码的人士使用。您有责任
妥善保管这张卡。

•  内政部可以审查卡片的使用情况，以防止欺诈，
并协助保障服务用户的安全。

•  卡上的有效日期不是资助的终止日期。 
如果卡片到期时，您仍然会得到经济资助，则将会更换一张新卡。

•  您将不能进行非接触式、电话或互联网支付，也不能在海外使用您的卡片。

•  您可能被限制使用这张卡购买某些商品和服务。

您可以使用 Aspen 卡：

•  在大多数张贴了 Visa 标志的商店支付零售费用，直到您的可用余额用完为止

•  在 ATM（也称作自动取款机）上查询您的余额

•  从自动取款机上取钱，最高可达 200 英镑，但要小心，因为有些自动取款机会因此而收费

•  当您在参与 Visa 活动的商店购买东西时，可以退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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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您属于“第4部分资助”中的寻求庇护失败者，将不能从自动取款机取钱或从商店
退现金。

如有下列情况，请尽快致电 0808 8010 503 联络移民援助中心：

•  没有收到您期望的款项，或者您收到了错误的金额 

•  您的卡丢失、损坏或被盗（取消并更换一张卡）

额外款项

如果您认为自己有资格获得任何额外款项，请拨打 0808 8010 503 联系移民援助中心。以
下信息阐述一些您可能有资格获得额外款项的情况：

•  怀孕

• 如果您怀孕了，您还有权在怀孕期间每周获得额外的 3 英镑。您还可以申请 300 英镑
的产妇补贴给宝宝买东西。

• 您必须在预产期前 8 周至产后 6 周内申请。如果要在孩子出生前申请，您需要向移民
援助中心出示您的 MATB1 证明原件或您怀孕的其他医学证明。如果您的孩子出生在英
国以外，而且您的孩子不到 3 个月大，或者在其他特殊情况下，您也可以申请。在这种情

况下，您需要出示婴儿的长格式出生证明原件。

• 为了在您的常规资助中新增对新生儿的资助，您需要在新生儿出生后 6 周内提供长格
式出生证明原件。

• 当您的孩子不满 1 岁时，您将在正常款项的基础上每周获得额外的 5 英镑，每个 1 至
3 岁的孩子将获得 3 英镑。

•  特殊情况： 

• 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产生了大量超出标准资助金额覆盖范围的费用，您可能有资格获得
额外的款项。例如，如果您必须长途旅行去看医生（这必须在旅行前申请），或者患有需
要特殊饮食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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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后续行动

当就您的庇护申请（包括任何上诉）做出决定后，您通常将不再享有内政部的资助。如果是这种
情况，您将被告知停止对您的经济资助，且您必须离开分散住所。下一步您需要做什么将取决于
您的庇护申请是否成功。移民援助中心会在您收到决定后很快与您联系，并提供后续建议。

在您离开住所前，请确保收拾好您的所有个人物品，住所干净整洁，没有遗忘任何个人物品。

申请成功 
如果您获准留在英国——无论是难民身份、酌情居留还是人道主义保护，您都将有资格工作、
申请主流福利，以及寻找私人住房，并像其他英国居民一样获得这些方面的帮助。您将获得生
物信息卡，您可以用它来证明您的合法居留。

您获得庇护资助的权利将在您获准留在英国后的 28 天结束。您将收到一封信，确认您的庇
护资助结束的确切日期。一旦收到您的信，您就要开始为自己做后续安排，这十分重要，因为
从庇护资助结束到开始下一阶段生活之间需要一定的时间。内政部将无法在 28 天期满后延
长您的庇护资助。

找工作或申请福利

您将需要寻找就业机会和/或申请福利。英国就业中心 (Jobcentre Plus) 是处理这些事宜的
政府办事处。移民援助中心可以在这方面为您提供支持，会主动联系并帮助您与就业中心实
现首次约见。尽快做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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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替代住所

您需要寻找替代住所。这可以是租房、包住宿的工作、招待所、公寓，或者合租。除了移民援助
中心的帮助，当地委员会的住房部门也可以提供建议和帮助。如果您缺乏自我保护能力或者
有孩子，在您需要的情况下，他们也可能会负责给您提供新住房。

开立银行账户

您需要开立一个银行账户（如果您还没有的话），这样您就可以收到任何福利金，并在合适的
时候支付房租。不同的银行对于开立账户会要求提供不同的信息，但是他们都需要看您的身
份证明，比如您的生物信息卡。

申请失败

如果您的申请（包括任何上诉）被驳回，您将被要求安排离开英国。内政部提供自愿返回服
务，协助您作出各种必要的安排。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 www.gov.uk/return-home-
voluntarily 或致电自愿返回服务热线：0300 004 0202。

英国移民援助中心将在您收到相关决定后尽快与您联系，并就后续安排提供建议，包括自愿
返回服务的信息和福利待遇。

如果您的申请和任何上诉被驳回时，家里有 18 岁以下的孩子，您的庇护资助将不会自动停止。

如果您家里没有孩子，您在 21 天后将不再享有庇护资助您会收到一封信，告诉您必须搬出
住所的确切日期。如果您正采取措施离开英国，但不确信自己是否能在 21 天内离开，移民援
助中心还会建议您如何申请进一步的资助。这种形式的资助被称为“第 4 部分资助”，也可
以在其他情况下获得，您收到的信中将对此进行说明。

http://www.gov.uk/return-home-voluntarily
http://www.gov.uk/return-home-voluntar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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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有用的联系方式

紧急联系方式：

紧急服务（消防/警察/救护车）：999 
非紧急报警电话：101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的非紧急号码：111

国家电网天然气：

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0800 111 999。 
北爱尔兰：0800 002 001。

移民援助中心：

网址：www.migranthelpuk.org 
电话：0808 8010 503 
电子邮件：as@migranthelpuk.org 
地址： Migrant Help 

Charlton House 
Dour Street 
Dover 
CT16 1AT

内政部：

关于申请庇护和庇护资助的信息： 

www.gov.uk/browse/visas-immigration/asylum

庇护资助上诉：

www.gov.uk/courts-tribunals/first-tier-tribunal-asylum-support 

寻找法律顾问：

www.gov.uk/find-a-legal-adviser 

自愿返回服务：

网址：www.gov.uk/return-home-voluntarily 
电话：0300 004 0202

慈善机构：

难民行动：www.refugee-action.org.uk 
难民委员会：www.refugeecouncil.org.uk 
庇护资助上诉项目：www.asaproj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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