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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 - Carta di identità elettronica per cittadini stranieri （CIE－外国公民电子身份证－自 2018 年 1 月 15
日生效）

CIE－外国公民电子身份证
上次更新：20/01/2017

从 2018 年 1 月 15 日起将不再发放纸质身份证，而只发放电子身份证（CIE）。

CIE 和信用卡大小相同，带有市民的照片和个人信息，并含有一块记录了持卡人身份验证信息的微型芯片，其中包括数字
指纹在内的生物识别元素。

CIE 将不会在申请的当天直接发给市民，而是由意大利国家印钞制币局通过意大利邮政挂号信的方式，在发放日后的 6 个
工作日内送达到申请人指定的地址，申请人也可以委托他人收取。

如何申请 CIE
到民事登记处（Anagrafe）总部或者位于 Pieve 和 Ospizio 的分部申请 CIE，需要通过以下方式进行预约：
拨打客服中心电话 0522 / 585958，周一至周五早 8 点至 13 点，周四 14 点 45 至 17 点 45；
访问在线服务 Calendario appuntamenti anagrafe （民事登记处预约时间表）。
预约时请提供姓名、税号、电子邮件和联系电话。

办理条件
在 Reggio nell'Emilia 市定居（residenza）
经定居城市政府（comune di residenza）的许可，在 Reggio nell'Emilia 市居住（domicilio）
费用及支付
CIE 申请费：
20 欧，适用于首次发放、被盗补办、更新数据的情况
25 欧，适用于丢失或破损的情况（请注意，经济财政部 25/05/2016 法令规定应向国家印钞制币局支付 16.79 欧，以及固
定金额的手续费）
在 CIE 发放前应务必支付款项，并且只能通过以下方式：
民事登记处总部或分部的取付款机（bancomat）
转账至 Unicredit Banca 银行账号，IBAN 码：IT 38C 02008 12834 000100311263，转账说明：Diritti di segreteria per CIE da
versare sul capitolo al CAP 5009

意大利境外有效性
CIE 在意大利境外无效。

有效期
10 年－成人
3 年－3 岁以下儿童
5 年－年龄在 3 至 18 岁之间的未成年人
到期日是发放日起的 3、5 或 10 年后的生日当天。

需携带到登记处的文件
一张照片
照片必须是浅色背景的免冠正面照，除非因为宗教原因需要遮盖头部，但脸部必须清晰可见；内政部发布的关于护照照
片的要求也适用于 CIE。
医疗卡／税号
付款收据
已到期或即将到期的旧身份证，需交还给登记处
对于非欧盟国家公民：居留卡或长期居留证（permesso di soggiorno o carta di soggiorno）。对于正在办理居留延期的人
员，请携带邮局的寄件回执。
被盗和丢失
如文件被盗或丢失，必须携带相关的挂失声明（denuncia）和身份识别证件：
被盗或挂失声明应到主管当局（警察局、宪兵局、市政警察厅）办理。在意大利领馆或使馆办理的声明也同样有效；如
果声明已经在其他国家的机构办理（比如其他国家当地的警察局），那么必须在意大利境内重新办理，并交给民事登记
处。
身份识别证件
护照、驾照、枪支许可证、政府部门工作证、带照片的退休证、由警察局发放的带照片的临时驾驶许可（有效期至收到
驾照为止）；
发放不满五年的长期居留（Carta di Soggiorno）；
对于欧盟国家公民来说，也可使用其本国身份证。
如果申请人没有上述的某一份证件，将在登记处进行身份验证（通过带照片的档案卡）；登记处有权要求两位证明人出
席，证明人可以是申请人的亲属，在登记处无法验证身份的情况下证明人应该携带有效身份识别证件。

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到登记处办理身份证时应携带上述所要求的文件并由一位家长（或监护人）陪同，家长（或监护人）应携带身份
识别证件和居留。

何时办理延期
即将到期时：到期日前 180 天起，可以开始办理延期
丢失或被盗时：前往警察局、宪兵局或市政警察厅，告知原证件号码并办理挂失（denuncia），证件号码也可以向民事登
记处询问。
产生破损时：除了携带申请身份证所需的所有文件，还应将破损的身份证带到民事登记处。
完全损坏时：需要签署民事登记处准备的声明文件或者前往市政警察厅办理挂失。
更改以下个人信息时：姓名、出生日期和地点、获得意大利国籍。

SPID
办理 CIE 时将同时提供相关 PIN 码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将包含在 CIE 的密封信封里。
这个代码和 CIE 可一起用于获取 SPID 登录信息，这个过程可按照 www.spid.gov.it 网站上的说明全部在网上进行，不需要
本人接受身份验证。
通过 SPID 登录信息还可以使用 Reggio Emilia 市政提供的所有在线服务。

器官和组织捐献
发放／更新 CIE 时，可以对器官和组织的捐献表示同意或拒绝。

说明
上门服务：此项服务只向残疾人或有严重行动不便的市民提供，可以向民事登记处总部的秘书处或登记处分部申请。
成年人应按照预约时间带着所需的文件前往登记处办公地点，并签署一份申请文件来说明残疾或行动不便的情况，在此
之后，将有专门人员前往申请人的住处获取签字并进行身份验证。

身份证在其他政府公共部门中的作用：身份证中所包含的姓名、出生地点和日期、国籍和居住地信息，如果处于有效期
中，则持证人可在政府公共机构（或公共服务经营者）处使用这些信息来证明自身情况；在此情况下，政府公共机构
（或公共服务经营者）不会再要求其他证书来验证文件中的信息。

办理地点
•

民事登记处（Anagrafe）——1、2、3 号办公室（户籍证书、身份证、住址变化……）
Via Toschi, 27 42121 Reggio nell'Emilia

地址：

周一至周六，早 8:15 至 12 点。
周二下午和周六上午只接受预约。

周二下午和周六上午不进行户籍证书的直接发放
办公时间：

可选择使用在线证书服务

传真：

0522 456563

电子邮件：

servizidemografici@comune.re.it

PEC 邮箱：

comune.reggioemilia@pec.municipio.re.it

网址：

http://www.comune.re.it/servizidemografici
信息咨询
－传真：0522 456563，或
－电子邮件：servizidemografici@municipio.re.it.

居住地（residenza）变更的通知和声明应发送到
－传真：0522 456074 － 0522 456563，或
－电子邮件：residenza@comune.re.it

对于身份证的发放，签名、照片和文件副本的认证以及公证书代替声明，可以登录
www.comune.re.it/servizionline，按照页面上指定的方式进行预约。

说明：

•

QUA Ospizio －市民服务
Via A. Tamburini, 1 42122 Reggio nell'Emilia

地址：

到 12 月 31 日为止，在以下时间段内办理无需预约：
周一至周五，早 8 点 15 到 12 点
周四下午 15 点到 17 点

如需预约其他的服务项目，可访问页面 Servizi On Line - Calendario Appuntamenti （在线服务－预约时间
办公时间：

表）

传真：

0522 333136

电子邮件：

comune.informa@comune.re.it

•

QUA Pieve －市民服务

地址：

Via Fratelli Cervi, 70 42124 Reggio nell'Emilia
到 12 月 31 日为止，在以下时间段内办理无需预约：
周一至周六，早 8 点 15 到 12 点
周四下午 15 点到 17 点

如需预约其他的服务项目，可访问页面 Servizi On Line - Calendario Appuntamenti （在线服务－预约时间
办公时间：

表）

传真：

0522 305952

电子邮件：

comune.informa@comune.r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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