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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未能从英国政府获得有决定性依据的
决议会怎样？
• 根据具体情况，您可能被转介到适当的执法机构 - 相应的警察部门或内政部。
• 如果您不是英国或欧盟公民，同时不具备获得英国居住权的其他条件，则会向
您提供自愿返回原籍国的支持。

如果我现在拒绝支持，但稍后希望获得支持或
更多信息会怎样？
您可以拨打 03000 11 55 55（选择 3）自助转介到
Beacon。 该机构网站 (www.hertfordshirebeacon.
org) 针对如何应对剥削影响和了解刑事司法程序提
供了有用的信息。 该网站同时包括在赫特福德郡
(Hertfordshire) 为您提供情感和实际支持的其他当地
机构的信息。

您可以拨打 08000 121 700，自助转介至 24 小时服
务的全国现代奴役帮助热线，该热线可通过 200 多种
语言提供即时建议。 该热线由一家名为 Unseen 的慈
善机构运营，具备独立、专业和保密性。 与 Beacon
相同，您可以从该热线获得支持，而无需与警方或英
国政府接触。

INSTRUCTION TO PROFESSIONALS & NGOs: Please ensure that the individual
presenting can read and has the mental capacity to give informed consent to the
National Referral Mechanism (NRM). Refer to the victim referral pathway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This flyer should only be taken home by the individual presenting if they
are residing in a safe location. If not, you are potentially putting them at risk.
HERTFORDSHIRE
Modern Slavery Partnership

在英国遭受剥削的成人可获得支持：
NRM 支持手册

有人能帮助我吗？
如果证明您在英国受到剥削，您有权从英国政府获得
独立、情感、医疗和实际的帮助。 这种支持以多种方
式提供，包括：

为
 您寻找临时的安全住
所。

 方保护（如果您将受
警
剥削的情况报警）。

帮
 助您接受治疗。

独立的法律建议。

派
 人帮您处理遭遇的问
题。

生活津贴。

提
 供口译/翻译人员，帮
助您用英语沟通。

Symbol
The crown

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提供专业支持计
划，以保护和关怀所有的成年受害者。 该机构的保密
转介帮助热线 0300 3038151 每天 24 小时开通，一
周七天提供服务。 如需获得救世军的支持，您必须在
转介时同意参与“全国转介机制”。

有关剥削和其他资源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ertfordshire Modern Slavery Partnership（赫特福德郡现代奴役
合作机构）网站：: www.stopexploitationherts.org.uk/victims-and-families/victims-and-famili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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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mbol is the crown and the word
GOV.UK together. The crown is always on the left
Online, on television and over graphics,
the crown and the word should be white,
but they can appear on any colour

英国政府官方支持系统：全国转介机制

英国政府创立了一个名为全国转介机制（National Referral Mechanism) 的
系统，该系统允许由国家提供支持。
Symbol
The c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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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同意通过该系统进行转介后，您的个案将接受调查。如果结果证实您在遭受
剥削，英国政府将为您提供帮助和保护。

GOV.UK identity guidelines
Decemb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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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
 果我想摆脱目前受剥削的状况，是否必须要求
英国政府或警方参与？
不需要。 如果您无意要求英国政府或警方参与，赫特福德郡设有名为 Beacon 的
本地支持服务，该服务独立于政府和警方之外。 您可以从 Beacon 获得支持，而
无需与警方或政府合作。 您的信息会获得保密。

为您指派一位受过专门培训的个
案经理，个案经理将：
Beacon 可以向
我哪些支持？

• 通过个性化的支持计划在整个恢复期为您提供支
持。
• 作为您的协助者。
• 在您同意的前提下，将您进一步转介到具有专业技
能和知识且能够更好为您提供支持的合作伙伴。

3. 如
 果我决定通过“全国转介机制”要求英
国政府介入会怎样？

从收到转介之日起，政府将于 5 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存在您在国外或英国遭受
剥削的合理依据。
在 45 天的期限内，您可以决定接下来的步骤，同时等待确认遭受剥削的决定性
依据。 在获得确认依据的决议后，您将获得另外 45 天的期限，因此考虑和恢
复期总共为 90 天。

如果转介成功，您将：

支持可能包括：
• 情感和实际支持。
• 辩护。
• 获得恢复性司法和目标物强化支持（Beacon 将进一
步解释此类支持）。
• 确保个人安全的支持。

必要时，您将被安置在政
府资助的安全住所内。

获得至少 45 个日历天的
思考和恢复期。

请注意，如果您不同意来自 Beacon 的支持，该服务仍永远向您开放，
您还可以通过网站 (www.hertfordshirebeacon.org) 自助转介。

如果获得确认，您可能有权获得：
2. 如果我决定与警方联系会怎样？
• 赫特福德郡设有一个专门解决该地区
人民剥削问题的特别警察部门。
• 他们在处理与您相似的个人问题方面
有着丰富的经验。
• 他们会向您了解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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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将获得保护，免遭他人伤害。
• 他们会启动调查。
• 您将获得调查进展的通知。

• 一年特许居留 (discretionary leave
to remain)，前提是您在警方调查
及后续起诉程序中充分合作。 必要
时，此特许居留期限可延长。
• 英国特许居留权（取决于您的个人
情况）。

• 返回原籍的帮助和经济援助（如果您
不希望留在英国）。
• 来自本地大使馆和相关非政府组织
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