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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
仇恨犯罪是因为您的身份或所代表的群体而对您的非法敌对行为

您可以为此出一份力！
仇恨犯罪

您好，欢迎来到威尔士！我们很高兴知道，刚来到威尔士的人们带来了丰
富的文化、才智 和能够丰富我们社会的能力。那么，您在威尔士生活得
如何？

真糟糕，您感到不爽并不奇怪。但您知道这不是您的错吗？这是一件仇恨
事件。您可以报警。如果他们认为这是仇恨犯罪，则可以采取行动。他们将
倾听，提供支援并评估是否可以归类为仇恨犯罪。即使他们无法将其归类为
仇恨犯罪，您举报也会有所帮助，因为您可以获得支持。您不必忍气吞声！

威尔士地区非常美丽，大多数人
都非常友好，但有些人却不是

哦...这是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吗？

不久前在乘公共汽车时，有人开始用粗鲁的名字喊我，说我应该滚回我的国家。
当我叫他住嘴时，他向我抛掷东西。我想是葡萄吧。我是如此的尴尬和害怕, 我不

知道该怎么办。

我可以举报吗？ 何谓仇恨犯罪？ 

仇恨犯罪或仇恨 - 事件是因您的种族、宗教、信仰、残障、变性者身份或
性取向而对您的敌对行为。无论仇恨是针对您还是您看到针对其他人，您

都可以举报。他们可能是您的家人、朋友、您刚认识的人或不认识的人.
仇恨犯罪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它可能发生在您家中、公共汽车上、公
园里、学校或大学中。



致电 999 或 101
记住要说“我想举报仇恨犯罪” 

但我认为这个家伙也许只是愚蠢？  

好的，但是我将如何举报呢？  

他对您做出论断，并因这些论断而攻击了您。在 英国，这是不可接

受的。这也可能是非法的，构成犯罪！  在您的家庭、社区和公共场

所中感到安全是您的权利。很多事件的发生是令人无法接受， 而这

些事件的发生是因为对您的论断， 这便能构成仇恨犯罪。

这些事件可能 是：

• 被推搡、骚扰或受到威胁，
•  向您抛掷东西或寄不雅东西到您的邮箱，
• 有人威胁性地冲向您
• 朝着您做出冒犯性手势或模仿动作，
• 被掌刮、殴打或脚踢，
•  被掌刮、殴打或脚踢，
• 您的财产被损坏或被盗，
• 被邻居袭击，
• 遭纵火或与邻居发生纠纷，以及
•  因您的残障、种族、宗教、性取向或变性者身份而被侮辱。

好吧，在紧急情况下，您可以在以下情况下致电 999 进行举报：
•  事件正在发生，您需要紧急支持,
• 攻击者仍在附近
•  您觉得自己或他人的生命存在危险，或者
• 受暴和您感到受到威胁。

致电 101, 如果 
•  事件发生在前一段时间，您希望举报，
• 攻击您的人不再在附近，
• 现在对您或他人的生命没有任何危险，以及
• 没有对您使用暴力。



 请切记：

您无需与任何人交谈即可举报仇恨犯罪；您可以在线举报。 

如果我举报，会怎么样？  

当您举报仇恨犯罪时，警察将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以确保您的安

全。除非您愿意去派出所或通过电话交谈，否则他们会前往与您

见面，而你的个人信息将予以保密。在整个调查过程中，警察将

听取您对所发生情况的描述，其他组织如 Victim Support

也会为您提供支援。如有必要，警察还将考虑阻止该人与您联

系。所有威尔士警察部队都有专职人员 为您提供帮助和支持

您不会被要求与该人交谈、对质或其它直接接触，
但可能会被要求：

•  发表声明，
•  提供您可能拥有的任何证据，例如手机录像或闭路电视

(CCTV)、受伤情况或照片，
•  提供受害人控诉声明；您如何看待自己的经历以及您的生活受
到何种的影响，以及

•  在Victim Support代表 的帮助下出庭作证。

如果我不想举报会怎样？也许举
报会使事件变得更糟？

如果您不想与任何人谈论此事件，您可以在 Victim Support 的网
页 www.reporthate.victimsupport.org.uk/hate-crime/上举
报。在网页中，您可以选择您的首选语言，填写表格并将其发送
至  hate.crimewales@victimsupport.org.uk 或致电 
0300 303 1982

https://www.reporthate.victimsupport.org.uk/hate-crime/
hate.crimewales@victimsupport.org.uk


致电 0300 303 1982 与受害人支持组织联系，
他们将为您举报。

如果我是一名寻求庇护者，不想引起他
人的注意怎么办？我不想遇到任何麻
烦，也不想影响我的庇护申请。

仇恨犯罪和事件由您当地的警察处理，不会对您的庇护申请造成影
响。如果有人因为您的身份或他们认为的您的身份而试图伤害您，那
不是您的错。警察将与您合作，以确保调查不会影响您的庇护申请预
约，并且您举报仇恨犯罪的详细信息不会被递交给负责您档案的内政

部人员

此外，举报仇恨事件不会影响您的住宿或居住援助，但是 如果您由于
仇恨事件的发生而需要更安全的住宿，您将获得这方面的支援。

如果我不想自己举报该怎么办，有人可以
为我举报吗？

可以的，请致电 0300 303 1982 与 Victim Support 联系，
他们将代表您进行举报。 您也可以要求当地的支援机构代表您
进行举报。可以提供帮助的机构包 Welsh Refugee Council, 
Citizens Advice Bureau and the British Red Cross。 



请切记：

警察可以使用手机录像或街道摄像记录获取您的举报的证据

即使我无法清楚地描述攻击我的人，
我也可以举报仇恨事件吗？

可以的，您提供的有关事件的任何信息都可能很重要，并且可能
与您所在地区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类似事件有关。警察可能了解
此人，或许能够通过手机 或闭路电视 (CCTV) 录像获取事件的证

据。他们甚至可以防止事件升级为更严重的仇恨犯罪。

因此，请向相关机构举报。

如果警察不认为这是一起
仇恨犯罪该怎么办？

如果您的事件没有被归类为仇恨犯罪，警察将向您提供他们已采取的行动的最
新信息，并且 Victim Support 将继续为您提供帮助。

我是否必须证明事件是一起仇
恨犯罪？

不需要。如果您认为自己成为敌视对象是因为自己的种

族、宗教、残障、性取向或性别认同，那么警察必须将

发生的事件视为仇恨犯罪。即使所发生的事件不是刑事

犯罪（警察将其称为仇恨事件），警察仍将对其进行调

查并采取行动以制止事件的发生，并且您将得到专职人

员的支持。



一些机构可以为您举报仇恨事件：  
03444 772 020 
01633 245 774 
0300 303 1982
02920 489 800

Citizens Advice Bureau:  
British Red Cross:  
Victim Support:  
Welsh Refugee Council: 
请切记：
当您举报仇恨事件时，这对您、您的朋友和社区都是有益的。

为何举报如此重要？

许多仇恨犯罪未得到举报。当您举报仇恨犯罪时，这对您、您的朋友、家人和
社区都是有益的。通过在其发生时进行举报，您可以：

•  帮助阻止发生在您或他人身上，
•  帮助凸显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的忧虑。
•  帮助警察更好地了解您所在地区的仇恨犯罪程度以及如何处理，并且
•  改善警察应对仇恨犯罪的方式

如果您不想提供个人详细信息，只需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即可，他们可以使

用您提供的信息监视您所在地区的仇恨犯罪活动，使您的社区更安全，并帮助

人们减少孤立感和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件的恐惧感。警察将记录所有举报给

他们的仇恨犯罪。虽然所发生的事件可能不会被提上法院，但他们仍将与您和
其他应对仇恨犯罪的机构合作，以防止事件进一步恶化。

如果警察不受理我的举报该怎么办？  当我
的朋友在街上遭到扔鸡蛋，警察接到了举

报，但未做任何其他处理。

如果您觉得警官或警方没有受理您的举报或没有公平地对待您，您可以对此进行投

诉。您可以在当地派出所投诉，要求他们将您的诉转给 Professional Standards 
Department。所有的警察局都设有这样一个部门。您也可以将其告知当地的国会
议员 ( (AM)P  或议会议员 (  (AM))  ，他或她可以帮助您进行投诉，另外您也可
以与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mmission 联系，网址：
www.ipcc.gov.uk。如果您有律师，也欢迎您通过律师投诉。 若要查找当地的国会
议员 (MP), 请访问  https://members.parliament.uk/members/Commons 
若要查找当地的议会议员 (AM)，请访问 
www.senedd.assembly.wales/mgFindMember.aspx



特别鸣谢

这仇恨犯罪传单是一份了解威尔士的仇恨犯罪和事件、如何举报以及如何制止事件发生
的指南。Welsh Refugee Council 很高兴能与您分享此信息，尤其感谢与我们一起制作
这传单的组织以及在威尔士的寻求庇护者和难民。

谢谢

谢谢您的帮助。尽管我现在也更有信心应
对这些问题，但是我仍然为发生的事件感

到不爽。

不用客气！请记住，您可以举报并获得所需的支持。
这样做很可能会帮助警察 阻止事件发生在他人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