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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非欧盟公民能够深入了解到意大利提供给移民家庭的服务，佛罗伦萨
市政府制定了以下一系列的信息指南，里面特别关注到了移民家庭经常会遇到
的，如 ISEE（家庭经济情况的指标）、少年法庭的运作、住宅以及公宅等问题（“公
营住宅”）。

制定这项系列指南的部分资金来自欧盟，另外一部分来自意大利政府，目的便是
希望能为刚到陌生国度的移民们提供便利，但同时这些指南对意大利公民也十
分有用。

FAMI TEAMS (2345) 计划的目标是改善社会福利和医疗服务系统，使其能更贴合非
欧盟公民需求同时也让非欧盟公民能充分地享受这些服务。

阅读这份指南你会知道刚在意大利生活不久时应该如何选择一个住宅、如何买
房、租房、如何解决住房的各种费用 （水费、电费、煤气费等等）以及如何申请和
租住一个公宅。

这些信息在整个托斯卡纳大区和所有的市镇区里都是有效的。

此份册子里列出了所有佛罗伦萨市镇区和东西区市镇区(Sesto Fiorentino, Campi 
Bisenzio, Scandicci, Lastra a Signa, Signa, Calenzano, Vaglia)的特定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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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SCELTA DELLA CASA

从哪里和如何找房子
找房子可以

自己找:
你可以在其他市民发布的广告里找到租房信息，或者上专门出租房子或买房子
的网站，也可以问朋友或者熟人。这些方法都很实惠，但缺点是你可能会被骗。
你可以在当地的报纸或者专门的网站上发布一条讯息：写上你是谁，打算和多少
人同住，你想找的房子类型（租房地区、大小、预算是多少等）。
通过房地产中介公司找:
房地产中介公司是负责租房和卖房的。
如果你去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找房的话，被骗的几率会比较低，房地产公司会帮
你处理所有的事，但是你需要付中介费。租房的中介费相当于一个月的房租，买
房的中介费则会是房价的百分之三。
要留意附近地段的房价以及留意其他客户的反馈再选择房地产中介公司。

如何选择房子
选择你喜欢的地区。租房和买房的价格会根据地区而有变化：市中心的房子一般比
在郊外的房子贵。有时候房子的价格也会因为附近有商场、店铺、学校等变高。
你要选择你是要带家具的（ammobiliata）还是不带家具的房子。如果你没有家具或者
不想买家具，就选择一个带家具的家。 当然，已有家具的房子的价格会比较高。

选一个住宅之前要做的事
做个现场视察, 也就是你本人去看一下房子,如果能带上一个有经验的人则更好,以及：
• 问房东关于电气系统的情况。
•  检查窗户：如果窗户比较破旧的话，你将需要花更多的钱在暖气或者空调上。
•  打听关于邻居的信息：你可能会希望拥有一个安静不闹事的邻居。
• 询问关于供暖的情况： 是独立供暖还是集中供暖的？所有的房间都拥有暖气吗？
•  检查墙壁，观察有没有霉变。
• 询问水管有多旧以及水管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最好别是铅做的，因为铅是有毒

物质。

住宅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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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需要考虑的一些费用
除了房租以外的还需要考虑的费用有：清洁大楼的费用、如果需要独立供暖的话需
要加上暖气的费用、电梯的费用等等。 （有时候会用oneri accessori 来统称）

租赁合同 （租房子）
租房
租房，是和房东签订一份允许你住在房子里的合同。
租赁合同的正确叫法是contratto di locazione, 但是你也经常会听到contratto di affitto 这个词。
房子的户主（房东）叫locatore。租房子的人（租客）叫inquilino, affittuario 或者conduttore.

签租赁合同之前要仔细阅读。 合同上会写着一些很重要的讯息：合同的类型、月租
金 （canone di locazione）、合同的有效时长（你能在那个房子里住多久）、房客的权力和
义务、以及包括在房租内和不包括的各种各样的费用。

租赁合同的重要事项
能源性能证书 “APE”

房东需要给你展示房子的能源性能证书“APE”并在注册合同的时候交给你。这份
证件描述了一整栋楼的能源等级，如一年大概需要多少话费能源、供暖上、空调
上、热水上等。

宜居性证明 

除了能源性能证书，房东还需要把宜居性证明交给你。宜居性证明是一份可以证
明房子是安全以及可以住人的证件。2003年6月30号之后盖的所有新楼都需要宜
居性证明。在那个日期前所盖的楼，只有重建或者装修过的楼需要宜居性证明。

押金和保证金
押金 （caparra）是需要租房的人付给房东或者房地产中介公司的钱。这个资金是
给房东或者房地产中介公司的一个担保：付了押金便等同于保证将来会签订合
同，房子已经是被预定了的。
保证金 （deposito cauzionale）是房东向房客索要的钱。房客不遵守合同时（不交房

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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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破坏房子），房东是有权力用这比钱的。若是没有以上情况，合同到期时房东
会将保证金退回给房客。
租赁合同的注册
房东或房客需在签合同后的30天内登记租赁合同。如若不然合同不会生效，同时
还会面临被罚款的风险。
当租赁合同时长不超过一年以内的30天的时候，则没有必要登记。
租赁合同是要在税务局（Agenzia delle Entrate）登记的：你可以本人去税务局的窗
口或者上税务局的网站线上注册。
登记租赁合同需要付登记税 （Imposta di registro）。
如果是房东办的登记，需记得向他索要注册证明并将其妥善保管好。很多手续里
都有需要租赁合同登记的讯息，比如申请居住证明（residenza）或换住家地址、宜
居性证明、申请家庭团聚的许可。

关于注册租赁合同的更多讯息

注意: 不可以“暗地里”付租金，不可以收一份没有在税务局里登记的租赁合同。暗
地里付房租是违法的。
如果合同没被登记，房客的权利是没有办法得到保障的。

合同种类
有很多种租赁合同。
根据不同的租赁合同:
• 需要遵守的权力和义务不同
• 需要付的租金不同。

最主要的租赁合同种类有:

请看链接

https://www.agenziaentrate.gov.it/portale/web/guest/cittadini/fabbricati-e-terreni/registrazione-contra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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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由规定租金合同
这是最常见的租赁合同，也可以被叫做 4+4合同（contratto 4+4），因为其有效期是4
年，合同到期的时候它会自动延期4年。
在这种租赁合同里房客和房东可以自由选择每月要付的房租，也就是租金。
房东只能在4年后或者在法律允许的特定原因下才可以解除合同 （recedere dal 
contratto），也就是终止合同。这些特定原因包括：当房子因为安全隐患需要装修时、
当需要摧毁现有的楼栋为了盖新楼时、当房东或者他的家人需要入住这套房子或
把房子卖掉时。房客只有在有重要原因时才可以在4年有效期前解除合同。这时需
要寄挂号信6个月之前预先通知（preavviso）房东 （从你要把房子还给房东的那一天
开始算，至少6个月前就要开始寄挂号信）。

过了租赁合同里预期的8年以后，房东和房客可以:

• 制定新条件续签合同。房东想要制定新条件续签合同的话，需要通知房客。如房
客想要用新的条件续签合同的话，需要通知房东。需要用挂号信在合同过期前6
个月之前通知对方。

• 放弃续签合同：取消合同需要一个解除通知 （disdetta）。这个通知要在至少合同
过期6个月前用挂号信寄给房东。否则合同将自动在同样的条件下续签另外4+ 4
年。

可自由规定租金合同里最好加入以下信息:

•  房子租出去时的状况
•  合同有效期（至少得是4年）
•  租金，也就是房租费
•  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Istat）的租金调整
•  房东和房客如何分摊房子的日常维修费和特殊维修费
•  如何分配所有额外的费用
•  把APE交给房客
•  所有其他协定

签此类合同的房客可以享有减税，就是在税务上有个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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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受控制的租赁合同
在租金受控制的租赁合同里租金是由市政府决定的。租金高低取决于房子类型和
房子所在的地区：比如说，市中心的房子一般比在郊区的房子贵。一般租金受控制
的租赁合同的房租比可自由规定租金合同的房租便宜。
租金受控制的租赁合同可以是:

 协议租金租赁合同
协议租金租赁合同也叫做3 + 2合同，因为它的最短有效期是3年，合同到期时会
延期、自动续签另外2年。也可以选择签一个有效期长一点的合同：4 + 2 或者5 + 
2。
签这种合同的房东与房客可申请减税，享受税务上的折扣的权利。
房东只能在第一次合同到期的时候，也就是说前3年之后（如果合同是4家2的话
前4年或者如果合同是5加2的话前5年），以及在特定的情况下才可以选择解除合
同：当房子因为安全隐患需要装修时、当需要摧毁现有的楼栋为了盖新楼时、当
房东或者他的家人需要入住这套房子或把房子卖掉时。
房客只有在严重的原因下才可以在3年到期前解除合同。这时候需要用挂号信提
前6个月通知房东解除合同 （从你要把房子还给房东的那一天开始算，至少6个
月前就要把挂号信信寄过去）。
过了合同约定的5年之后，房东和房客可以:

• 制定新的条件续签合同。如果房东想要用新的条件续签合同的话，需要通知房
客。如果房客想要用新的条件续签合同的话，需要通知房东。需要用挂号信在合
同过期前6个月之前通知对方。

• 放弃续签合同：取消合同需要一个解除通知。这个通知需要至少合同过期前6个
月用挂号信寄给房东。否则合同等于是自动在同样的条件下续签另外2年.

 临时租赁合同
临时租赁合同的有效期得最少是1个月，最多是18个月，不能续签。合同到期时会
自动解除。
选择签订这种合同的人只需要短期住在某一所房子里。
一般选择这种合同的人是学生、短期工人、出差工人等。
只有有继续住下去的理由时可以续签临时租赁合同。比如说：一名工人因为在某
一个城市出差所以签了临时租赁合同。合同期限结束时，这名工人的出差期还没
结束，所以他可以向房东要求续签合同。
续签合同的请求需要用挂号信通知房东。
只要房客还有理由短期居住在这所房子里时，房东可以要求房客续签临时租赁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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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租赁合同
大学生租赁合同只能大学生才能办。 合同有效期可以从6个月到3年。第一次到
期时可以续签。续签是自动的，合同有效期和第一次合同的有效期是一样的。
房客解除合同需要提前一个月或者三个月做解除通知。使用这种合同的话，房东
有权利要求减税。

需要使用特定的合同格式 ：

协定租金租赁合同

临时租赁合同

大学生租赁合同

关于不同地区的租金受控制的租赁合同

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

https://www.sunia.info/wp-content/uploads/2020/07/Firenze_All-A-contratto-locazione-abitativa.pdf
https://www.sunia.info/wp-content/uploads/2020/07/Firenze_All-B-contratto-transitorio.pdf
https://www.sunia.info/wp-content/uploads/2020/07/Firenze_All-C-contratto-studentesco.pdf
https://www.sunia.info/wp-content/uploads/2020/07/Firenze_ACCORDO-TERRITORIALE-25-06-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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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买租赁合同 
赎买租赁合同也叫做“先租后买”，房客可以在租赁合同到期时决定把这个房子买
下来。
租金会比一般的租金高一点，因为里面还包括了一部分赎买房子的押金。此类合同
的有效期最长可达10年。

工作租赁合同 （CONTRATTO DI LOCAZIONE D’OPERA）
有时侯雇佣合同中有写，雇员可以住在雇主提供的房子里。公寓楼的门卫、家政工
人或大楼的看门人就是这种情况。
房子给了工人，因为他/她为业主在做一个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工作租赁合
同。当雇佣关系结束时，工人必须离开家。

无偿使用合同
无偿使用的合同与租赁合同不同。无偿使用意思是免费的，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支
付月租金。
拥有一个无偿使用的房子的人被称为 “comodatario”。在合同结束时，comodatario必须
离开房子。
另外，无偿使用合同和租赁合同一样，必须在税务局登记。

转租合同
如果你租了一个房子，在以下情况下你可以把房子的一部分转租给别人:

• 如果租赁合同没有禁止的话;
• 如果转租的只是房子的一部分：只有房东在租赁合同里用个特定的条款给你明

确授权时，你才可以转租整座房子。
• 如果你用挂号信通知房东你有把房子转租给别人，并且告诉他转租的人是谁，

转租的房间有几个还有转租的时长是多少。

用临时租赁合同和大学生租赁合同是不能转租的。
转租合同的有效期不能超过和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的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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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合同转给别人 （转让和替代）
转让(cessione)是当租赁合同中房东或者房客被另一个人代替：比如说，房客决定搬
到另一所房子里，但是和房东商量好了会有一个朋友代替他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当房子租给了好几个人，而其中一人决定搬走并且把房子留给其他住户时，这也算
转让。
当租赁合同因为非自愿原因而转移给别人时叫做替代（subentro）：比如房客过世了，
租赁合同便会转移给他的继承人。
这些租赁合同的改动需要通知税务局。
转让需要付税。替代则不需要付税。
更多关于解除通知，解除和终止租赁合同的说明，请看词汇表。

第一个有效期之后续签合同 （合同延期）
合同延期是指把合同有效期延长。
比如：4+4合同里，前4年过后合同便会续签另外4年。
合同延期需要在至少合同过期前30天通知税务局。需付税。
4+4和3+2合同会自动续签。自动续签的意思是不需要签订一份新合同：合同延期还
是要做的，除非选择了统一税率税制（cedolare secca)。

更多关于转让和替代，解除和延期合同

统一税率税制 （CEDOLARE SECCA）
统一税率税制是一种付租赁合同税的方式。如果选择统一税率税制的话不需要支
付登记合同、解除合同和延期合同税

更多关于统一税率税制

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

租赁合同的审问
租赁合同的审问是一个在税务局做的手续。
其用处是得到关于合同所有的重要信息：合同编码、注册合同的地点及日期、是否
选择了统一税率税制、合同的有效性和可能的延期。
在租赁合同的审问上你能找到关于房东、房客、转让和替代的资料。

https://www.agenziaentrate.gov.it/portale/aree-tematiche/casa/affitto/risoluzione-cessione-e-proroga-dei-contratti
https://www.agenziaentrate.gov.it/portale/schede/fabbricatiterreni/cedolare-secca/scheda-informativa-cedolare-se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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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公寓楼
一栋居民公寓楼（condominio）是一栋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套房的楼。
公寓楼里套房的房东叫做户主 （condomini)。
一栋公寓楼里有可以公用的地方。所有住在楼里的人都可以使用这些公共场所。这
些地方叫做Parti condominali：楼梯、进出的大门、电梯，楼的表面、楼顶、花园、集中煤
气管等。这些公用的地方是不能破坏或弄脏的。
维修和清洁这些公用地方的费用叫做物业费（spese condominiali）。这项费用不是不
使用这些公共场所便可以不支付的。 管理物业的人叫做物业管理员（amministratore 
condominiale），由物业会选举。物业会包括所有的住户。所有住户为了决定有关公寓
楼的重要事项会聚在一起，比如：推选物业管理员、大楼维修（比如重新粉刷大楼的
表面）等。
住户是有权利使用公共地方的。房东有责任通知物业管理员住户签了租赁合同以
及公寓里即将有另一个人（也就是租客）和他的家人住进来。
总的来说，房东负责公寓楼的管理。租客则需要参与关于暖气或者空调的决定。
房东和租客可以达成一个关于如何分摊物业费的协议，并把这个协议写进合同里。 
如果没有这份协议的话，房客则需要支付所有的oneri accessori，就是所有除了房租外
的额外费用，比如： 电梯的维修和清洁费、暖气的费用、水费、清理下水道的费用、
实际上有用到的公共地方的费用等。

挂号信和电子认证邮箱
带有回执的挂号信 （收到时会有通知）
带有回执的挂号信需从邮局里寄出。
当你需要证明你的信已经被收到时你则要用带有回执的挂号信。寄出带有回执的
挂号信时，你会受到一个收据（avviso di ricevimento）。
挂号信的价格取决于信封的重量。

（PEC）电子认证邮箱
PEC是一个发送和接收重要文件的邮箱。
如果你用PEC你可以确定你发送的邮件会被对方收到。他的价值和有回执的挂号信
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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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是房东拿回房子的流程以及应对房客不支付房租的方式。这是一个司法措施，
是法院做的一个决定：法官强制性要求房客离开房子。
有很多种不同的驱逐:

租赁到期的驱逐令
租赁合同到期时但房客不想离开房子时，房东可以向法院申请因租赁到期的驱逐
令。
房客会被叫到法院开审：也就是他本人要去法院。如果房客不答应的话，法院会开
启一个决定驱逐令做不做数的流程。如果确认的话，法官会通知房客他需要在哪个
日期前离开房子。如果房客拒绝离开房子的话，会有强制性的驱逐令。意思是房客
会被警察强制性带离房子。

因拖延付款的驱逐令
房客不付房租的时候就是拖延付款。
只要不付一个月的租金就算是拖延付款。这时候，房东可以向法院申请因为拖延付
款的驱逐令。房客会被叫到法院开审：也就是说房客要本人到法院。
如果房客把租金付了，法官会取消驱逐令。
有时候房客是可以反对驱逐令的：比如，他可以说他已经付了房东要求的房租。
这时候，法院会开启一个决定驱逐令做不做数的流程。如果确认的话，法官会通知
房客他需要在哪个日期前离开房子。如果房客拒绝离开房子的话，会有强制性的驱
逐令。意思是房客会被警察强制性带离房子。

职员的驱逐令
如果房客是因为工作原因而住在一所房子里的话，当工作关系结束时房客便需要
离开房子。如果职员不离开房子，雇主可以申请驱逐令。
职员如果觉得工作关系还没结束的话可以反对驱逐令。这个时候，法官会判工作关
系是否已经结束。如果法官决定了工作关系真的已经结束了就会执行驱逐令。

 

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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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延期付款时的经济援助
有时候可能会没钱付房租。
不付房租时，房东可以申请驱逐令，强迫房客离开房子。
当延期付款的原因是跟我们的意愿无关的时候，可以说是无罪延期付款、没有能力
付房租，因为：
• 你被解雇了;
• 你的工作时间被减少了，所以你的工资也被减少了;
• 你有拿工资补助，所以你的工资被减少了;
• 你的工作合同没有被续签;
• 你原本有一个企业的但是因为非自愿的原因而倒闭了;
• 你的家庭被迫花费很多钱来治疗一个生病很严重或者有过一个严重事故的的

家人;
• 你有家人去世了所以你家庭的收入减少了很多。

这种情况可以向房子所在的市政府申请一个补助，也就是一个经济上的帮助。市政
府会直接向房东支付房客之前没有能力支付的租金。

更多关于无罪拖延付款补助的信息: 

关于住宿的经济援助

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

佛罗伦萨
市政府

Campi Bisenzio
市政府

Scandicci
市政府

Sesto Fiorentino
市政府

Lastra a Signa
市政府

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

Calenzano
市政府

请看链接

Bagno a Ripoli
市政府

请看链接

Signa
市政府

请看链接

Vaglia
市政府

请看链接

https://servizi.comune.fi.it/servizi/scheda-servizio/contributo-morosita-incolpevole
https://www.comune.campi-bisenzio.fi.it/flex/cm/pages/ServeBLOB.php/L/IT/IDPagina/9071 
https://www.comune.sesto-fiorentino.fi.it/it/comune/fondo-nazionale-destinato-agli-inquilini-morosi-incolpevoli
https://www.comune.scandicci.fi.it/index.php/attivita.html
https://www.comune.lastra-a-signa.fi.it/sezioni-sinistra/Guida-ai-servizi/u-r-p-2
https://www.comune.calenzano.fi.it/action%3Ar_toscan%3Amorosita.incolpevole
https://www.comune.bagno-a-ripoli.fi.it/urp-sportello-al-cittadino
https://comune.signa.fi.it/aree-tematiche/servizi-sociali-welfare/casa/
https://www.comune.vaglia.fi.it/servizi/le-guide-tematiche/politiche-sociali-disabilita-sal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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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是市政府分发给申请的人的一种经济援助。
每年市政府都会通过一个年度招标告示宣布谁可以申请以及需要哪些手续申请这
个经济援助。
租金补贴的招标告示有写着必要的条件、证件、以及可以申请的时间段、如何申请
和其他重要信息的文件。

以下是得到这个经济援助通常需要的条件：
• 是一个在税务局注册过的租赁合同的持有人;
• 户籍登记在有租赁合同的住处里;
• 不住在一个公宅里 （公营住宅，ERP）;

• 在意大利或者国外不拥有不动资产超过年度招标告示里规定的金额;
• 没有市政府，大区或者国家分发的其他关于租金的经济援助;
• 总资产不超过年度招标告示里规定的金额。总资产包括所有家庭成员的不动资

产（房子，车库，店铺等）移动资产（银行账户储蓄存折等）;
• 经济状况指标（ISE）和经济状况等效指标（ISEE）不超过年度招标告示里规定的数

额；经济状况等效指标证明（attestazione ISEE）上有写这两个数额。 Attestazione ISEE得
还在有效期内，也就是这个证明得是申请租金补贴得同一年办的. 

一般情况下租赁合同持有人的家庭成员也可以申请，也就是一个和租赁合同持有
人有相同户籍登记的家人。
你需要上房子所在的市政府网站线上申请。申请时需要写codice IBAN，就是收租金补
贴的银行账户号码。
非意大利籍公民需要出示有效的居留证或者，当居留过期时，出示已经申请延期居
留证的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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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

租户工会
如果我和房东有关于租赁合同的问题我该怎么办？
你可以向租户工会寻求帮助。租户工会是一些负责保护租户权利的组织。
你也可以因为需要帮忙做租赁合同而请求这些组织的帮助。

“Abitare solidale”以及其他关于住所的支持项目
如果我有经济困难我可以怎么找房子呢？ 

有一些项目是专门为了帮助有经济困难的人找房子的。这些项目的目标是为了给
没有能力付租金的人提供解决方案。
这些项目有许多种，每一个项目都专门针对某一类人。

更多资料

请看链接

关于租金补贴的更多资料: 

佛罗伦萨
市政府

Campi Bisenzio
市政府

Scandicci
市政府

Sesto Fiorentino
市政府

Lastra a Signa
市政府

请看链接

Bagno a Ripoli
市政府

Signa
市政府

Calenzano
市政府

Vaglia
市政府

请看链接

https://servizi.comune.fi.it/servizi/scheda-servizio/servizio-casa-ricevimento-al-pubblico
https://www.comune.sesto-fiorentino.fi.it/it/comune/servizio-politiche-per-la-casa-i-giovani-e-le-famiglie-0
https://www.comune.campi-bisenzio.fi.it/ufficio-casa
https://servizi-scandicci.055055.it/servizi/scheda-servizio/contributo-affitto
http://www.comune.lastra-a-signa.fi.it/area-di-upload/servizi_sociali/contributo-affitto
https://www.comune.calenzano.fi.it/action:c_b406:fondo.sostegno.affitti;1607161898
https://comune.signa.fi.it/aree-tematiche/servizi-sociali-welfare/casa/
https://www.auser.it/cosa-facciamo/abitare-dalla-parte-degli-anziani/abitare-solidale/
https://www.comune.bagno-a-ripoli.fi.it/servizi/scheda-servizio/affitto-contributo-affitto
https://www.comune.vaglia.fi.it/servizi/le-guide-tematiche/politiche-sociali-disabilita-sal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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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一个房子的合同叫买卖契约（atto di compravendita）。 买房子的人叫买方（acquirente）
，卖房子的人叫卖方（venditore）。做买卖房子的合同时需要找一个公证人（notaio）。
买卖房子一般有3个步骤:

• 购买建议（proposta d’acquisto）：买方用一份文件声明他打算以某一价格购买房子。
此文件不会强迫卖方把房子卖给你。如果卖方接纳了你的购买建议，才会表示愿
意把房子卖给你。

• 初步合同 （contratto preliminare）: 也被叫做仲裁协议 （compromesso）。初步合同是份
需要在公证人面前签署的文件，里面会表明买卖双方愿意在某个日期前完成买
卖。如果不遵守这个日期是会被告上法庭。初步合同要在签署后的20天内（如果
有公证人的签署则是30天内）前往税务局登记。登记需要支付一笔费用。

• 买卖契约（rogito o atto di compravendita）：是一份证明产权从卖方转移到买方的文
件。此文件需在公证员面前签署，然后公证员会登记买卖契约。一般这个时候房
屋的钥匙会交给买方。

买房子前需要知道的重要事项
• 向房东询问设备合格证书（certificato di conformità degli impianti）： 这是一个保证房

子的电线、燃气管和水管状态良好的证书。
• 检查房子是否被抵押。 房子被抵押的意思是万一有人为了偿还债务用房子做了

担保。比方说，一般买房子会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抵押贷款等于是向银行借钱，
所以你对银行产生了债务。银行可以要求你把房子抵押。当没有能力付贷款的时
候，银行就可以拿走房子。房子的抵押不会随着房子的买卖而终止，反而会转移
到新房东身上。

如果想知道房子是否被抵押，需要到税务局里做个地籍查询证明（visura ipocatastale）。 
地籍查询证明上有很多关于房子的重要资料。

买卖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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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出让/非欧盟籍公民借宿声明
当你搬进一个人的家里，就算只是暂时住一段时间，都需要做个房屋出让通知。
房屋出让通知是一份房客或者房东通知公安部门有人住进他们家里的文件。
在其他人住进这个房子的48小时内，房客或者房东需要把房屋出让通知交给附近
的警察局或者宪兵局。
如若不交或者迟交有可能面临罚款的风险。

就算邀请同住的是家人也需要做房屋出让通知。如果租客是意大利籍或者欧盟籍
并且租赁合同已经登记过，便不需要做房屋出让通知。如果邀请同住的是意大利公
民或者欧盟公民，只有当居住时间超过30天的时候才需要做房屋出让通知。
当租客是非欧盟籍公民时，则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房屋出让通知。

如果客人是:

• 非欧盟籍公民:任何时候都要做这个通知。
• 意大利籍公民或欧盟籍公民： 只有居住时间超过30天时需要做这个通知。

房屋出让通知申请表

请看链接

更多资料

请看链接

https://www.poliziadistato.it/statics/25/modulo_cessione_di_fabbricato.pdf
https://www2.immigrazione.regione.toscana.it/?q=node/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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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登记
户籍登记（residenza）是在自己居住的市政厅（comune）户籍登记办公处（Anagrafe）登记户口。
做户籍登记就是通知市政府你住家的地址。
做户籍登记是所有长期居住在一个家里的人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
户籍登记可以让你享用很多服务，比如有个家庭医生、让你的孩子上幼儿园等。
申请长期居留证和申请意大利籍也需要户籍登记。
做完户籍登记你还可以申请身份证。
一般申请国家的经济援助也需要户籍登记。
如果你想知道需要什么资料去申请户籍登记的话可以去你生活的市政厅的户籍登
记处咨询。
佛罗伦萨市区：所有想在佛罗伦萨市政厅做户籍登记的非欧盟籍公民可以在佛罗
伦萨市政厅的移民办公处咨询。在佛罗伦萨移民办公处也可以用邮件向户籍登记
办公处申请户籍登记。
所有想在Campi Bisenzio市政厅做户籍登记的非欧盟籍公民可以向Campi Bisenzio市政
厅接待处（sportello di accoglienza）咨询.

关于户籍登记的更多资料:

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

Campi Bisenzio 市政府

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

佛罗伦萨市政府

Scandicci 市政府

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
Bagno a Ripoli 市政府

Sesto Fiorentino 市政府

Lastra a Signa 市政府

请看链接
Signa 市政府

请看链接
Calenzano 市政府 Vaglia 市政府

请看链接

https://www.comune.campi-bisenzio.fi.it/flex/cm/pages/ServeBLOB.php/L/IT/IDPagina/811 
http://www.comune.lastra-a-signa.fi.it/area-di-upload/servizi_demografici/anagrafe/documentazione-necessaria-per-l2019iscrizione-anagrafica-di-cittadini-di-stati-non-appartenenti-all2019unione-europea-pdf/view
https://servizi.comune.fi.it/servizi/scheda-servizio/residenza-cambio-di-residenza-cittadino-straniero-non-comunitario 
https://servizi-scandicci.055055.it/servizi/scheda-servizio/iscrizione-di-residenza
https://www.comune.sesto-fiorentino.fi.it/it/servizi/scheda-servizio/trasferimento-della-residenza-da-altro-comune-o-dallestero-immigrazione
https://www.comune.bagno-a-ripoli.fi.it/servizi/scheda-servizio/residenza-cambio-per-cittadino-non-comunitario
https://comune.signa.fi.it/servizi-al-cittadino/cambio-di-residenza/
https://www.comune.calenzano.fi.it/action:s_italia:cambio.abitazione.residenza;residenza
https://www.comune.vaglia.fi.it/servizi/le-guide-tematiche/politiche-sociali-disabilita-sal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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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合格证
居住合格证是一份说明一家屋子里可以居住多少人的证书。这份证书也会说明房
子是否有达到国家要求的卫生和健康标准，会不会危害到在里面居住的人的健康。
这份证书需要向房子所在的市政厅的一个办公处里申请（一般是Ufficio casa）。得到这
份证书一般需要花费较长时间。
在以下情况下非欧盟籍公民必须有居住合格证:

• 申请工作居留;
• 申请家庭团聚许可(注意：如果是未满14岁的家人，则不需要这个许可)
• 有家人需要抚养时申请长期居留;

• 因为家庭原因申请长期居留 （公民亲属家庭结合）或者因为有个已经满18岁的
儿子还需要抚养而申请家庭原因居留。

想知道在哪些市政厅需要哪些文件或表格请看:

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

佛罗伦萨市政府 Campi Bisenzio 市政府

Bagno a Ripoli 市政府Scandicci 市政府

Sesto Fiorentino 市政府

Lastra a Signa 市政府

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

Calenzano 市政府

请看链接
Signa 市政府

请看链接
Vaglia 市政府

请看链接

https://servizi.comune.fi.it/servizi/scheda-servizio/idoneita-alloggiativa
https://www.comune.sesto-fiorentino.fi.it/it/servizi/scheda-servizio/attestazione-di-idoneita-abitativa
https://www.comune.campi-bisenzio.fi.it/idoneita-alloggiativa
https://servizi-scandicci.055055.it/rete-civica/immigrazione
https://www.comune.lastra-a-signa.fi.it/schede/edilizia_pubblica_e_privata/schedaimportata_990001887
https://www.comune.bagno-a-ripoli.fi.it/servizi/scheda-servizio/idoneita-alloggio
https://www.comune.calenzano.fi.it/action:s_italia:idoneita.abitativa;attestato;1527500545
https://comune.signa.fi.it/modulo/richiesta-idoneita-alloggiativa/
https://www.comune.vaglia.fi.it/servizi/le-guide-tematiche/politiche-sociali-disabilita-sal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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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住址延期声明
常用住址延期声明里你要表明你长期住在你户籍所在的那个房屋里。
在取到新居留证之后的60天内你需要到户籍登记的市政厅里的户籍登记办公处办
理此份声明。
如若不然，市政厅会把你移除户籍记录：你将不会有户口。户口的延续性（一直在同
一个地方有户口）是申请意大利籍的必须文件。

关于常用住址延期声明的更多信息请看:

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请看链接
佛罗伦萨市政府 Campi Bisenzio 市政府

Bagno a Ripoli 市政府

Sesto Fiorentino 市政府

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
Scandicci 市政府 Lastra a Signa 市政府

请看链接

Calenzano 市政府

请看链接
Vaglia 市政府

请看链接
Signa 市政府

请看链接

https://servizi.comune.fi.it/servizi/scheda-servizio/residenza-dimora-abituale-per-cittadini-non-comunitari-rinnovo-dichiarazione
https://www.comune.sesto-fiorentino.fi.it/it/servizi/scheda-servizio/dichiarazione-di-rinnovo-della-dimora-abituale-di-cittadini-non-comunitari
https://www.comune.campi-bisenzio.fi.it/flex/cm/pages/ServeBLOB.php/L/IT/IDPagina/11754
https://servizi-scandicci.055055.it/rete-civica/immigrazione
https://www.comune.lastra-a-signa.fi.it/schede/servizi_demografici/anagrafe-1/rinnovo-dichiarazione-dimora-abituale-per-cittadini-extracomunitari
https://www.comune.bagno-a-ripoli.fi.it/dimora-abituale-rinnovo-dichiarazione-per-cittadini-stranieri
https://www.comune.calenzano.fi.it/procedure%3As_italia%3Arinnovo.dichiarazione.dimora.abituale.cittadini.extracomunitari%3Bdomanda
https://www.comune.vaglia.fi.it/servizi/le-guide-tematiche/politiche-sociali-disabilita-salute
https://comune.signa.fi.it/servizi-al-cittadino/cambio-di-residen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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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将会讲到一个家里所有可能需要的费用，如水费、电费、垃圾费、话费和网
费。

家居费用是所有房子和和房子有关联的地方（比如车库）的费用。
家居费用是:
• 煤气费、
• 电费、
• 水和供水服务、
• 话费和网费、
• 垃圾处理费。

家居费用必须支付。当租房或者买房的时候，你需要签一份供应合同来激活这些服
务。
供应合同是与给你提供电、煤气、水、电话线和网络的公司所签的同一份合同。

启动处理垃圾的服务需要填特制的ALIA表格 （可以从 www.sportellotariffa.it 网站下
载然后用有回执的挂号信/传真/PEC 到以下地址）
• 传真：055/7339205
• 有回执的挂号信：Alia Servizi Ambientali S.p.A. - UFFICIO TARI -  Via Baccio da Montelupo, 52 

50142 Firenze;
• PEC: tariffa1@pec.aliaserviziambientali.it

或者直接去窗口办理（开放时间和日期可以查询 www.sportellotariffa.it)

供应合同 
如何激活一项家居服务？
你需要和供应商签一个供应合同。供应商是给你提供电、煤气、水、电话线和宽线网
络的公司。
供应商会启动一个计数器 （contatore），一个记录你的消费的机器，上面会显示你用
了多少电、水、煤气。

家居费用
水电费

http://www.sportellotariffa.it
mailto:tariffa1%40pec.aliaserviziambientali.it?subject=
http://www.sportellotariff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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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认真考虑不同供应商给你提供的选择，然后选择最实惠的那一个。
如果你的家居服务已经被激活了，则需要换合同的持有人。这个过程叫做过户

（voltura）。
反之，如果你的合同还没有被激活，因为前房东停止了这些供应，则需要重新启动
计数器。这个过程叫做subentro。
做了voltura或者subentro之后，你就会变成合同的持有人。从此以后合同上就会有你
的名字，你就需要付这个缴费单。如果不付费，供应商会停止给你提供这个服务。

缴费单 （BOLLETTA）
缴费单是一比写着你需要付多少电费、煤气费、水费和垃圾处理费的账单。
缴费单上有你消耗的费用，需要付多少钱以及缴费单的过期时间。
在期限内把缴费单付了很重要。如果迟付的话要额外付一些税金。

计数器
计数器是一个记录你费用的仪器，也就是你花费了多少的电、煤气和水。有煤气的
计数器、电的计数器和水的计数器。

自行读表 （AUTOLETTURA）
读行读表是你定期获取电、煤气、水计数器上的数据。
你需要把计数器上的数据发给你的供应商，这样你就可以只付你真实的消费，而不
是从你的供应商那里收到关于估计消费的缴费单。
你需要在你供应商给你发缴费单之前上报计数器上的自行读表。
每个供应商都有不同上报自行读表的方式。他们会把方式写在缴费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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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和煤气
煤气和电的供应是怎么运作的呢？
住宿的灯光和电器是需要电的。
厨房和暖气是需要煤气的。
激活这些服务需要选择供应商然后签合同。

为了激活电和煤气的服务你需要从电和煤气的自由市场上选择供应商。供应商会
有很多方案：这些方案有不同的价格和不同的额外服务。
你可以选择一个“高保护”合同 （contratto di “maggior tutela”）:这种合同里电和煤气的价
格是由国家订的。你可以在2022年1月之前选择“高保护”合同，之后就只能选一个
自由市场上的方案。

更多资料

如何开启电和煤气的供应
当你搬家时，可能出现以下不同情况：
• 没有allaccio：家里没有连接煤气网、电线网、计数器。做allaccio需要一份供应合同。

启动电的服务大概需要7天左右。启动煤气的服务12天左右。
• 有allaccio，但是服务没有被开启：开启服务需要做一份供应合同。如果因为之

前的房客或者房东停掉了供应，所以计数器停了的话，则需要重新开启计数器
（subentro）。

什么是经销商(distributore)?
经销商是往各个家里分配电和煤气的公司。电和煤气的地方供应商是管理分配
网以及是计数器的物主。

什么是供应商(fornitore)?
供应商是向客人卖服务的公司。

什么是服务(servizio)?
服务是电和煤气的供应。你是不能选择经销商的。你只能选择供应商。

请看链接

https://www.ilportaleofferte.it/portaleOfferte/it/portale_offert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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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懂一个电费缴费单
缴费单的第一页上有写着这些信息:

1. 供应商的名字
2. 供应开始日期，合同种类等。
3. 客户编码（也可以被叫做numero cliente或者codice cliente）:是由九个数字组成的号

码
4. POD 代码 （codice POD）：指供应的地理位置。做一份新的供应合同，subentro或者

voltura的时候都需要POD代码和客户编码
5. 缴费单的时期和预估的费用
6. 需要支付的金额和需要在哪个日期前付
7. 费用的概括:

• 能源原料的费用：包括能源的价格和其他费用。
• 运输和管理计数器的费用：包括运输和分配能源的费用、管理计数器

和读数、管理读数的费用（比如统计你告知的或者定期发过去的读数费
用）。

• 基础设施的额外费用：这些金额会投资在新能源上的生产和其他维护
基础设施的费用。所有人都要付基础设施的额外费用，不论供应商和所
签订的合同。

•  所有税和IVA

8. 电视税的金额 （canone TV）
9. 费用的概括和读数的数字：电子计数器（elettronico或者digitale）会自动上报费用

的读数:
• 年度消费：12个月的消费总数
• 检测出的费用：就是计数器上检测出的消费。
• 账单的费用：根据缴费单金额上来计算的消费。

如何自行读电表？
如果是机械表，要进行自读，只需读出表盘内的分母即可。电子表的正面有一个显
示屏。
显示屏下方或右侧是读取按钮。通过多次按下电表上的读取按钮，你可以读取所有
有用的消费信息：电表的客户编号、POD代码、瞬时功率（即当前消费）、根据时间段
的消费等。因此，电表是一个让你知道多少电力消耗的有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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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读懂燃气缴费单
在第一页，有两个代码（一系列的数字），用于制定新的合同或改变持有人（Voltura），
它们是:

• DPR代码：标明用户的地理位置

• REMI 或PDC代码：有时需要在启动燃气表时的表格上填写。

如何做燃气的自行读数？
做自行读表你需要按几次电源按钮，直到你看到消费数额。你只需要指出小数点左
边的数。通常情况下，当地的燃气经销商会做读数并将它上报给供应商。但是，这事
每年只会做一次，最多两次，这意味着缴费单的金额，也就是实际要付的金额，往往
是根据以前的读数计算的。

水和供水服务
如何启动供水服务
你不能选择供水服务的供应商。在托斯卡纳，唯一的水供应商是Publiacqua。
当你换房子时，如果供水服务还没有被启动，便需要启动它。
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 没有allaccio：房子没连接到输水管网和没安装水表。你必须联系当地的供应商，
供应公共用水的公司（在托斯卡纳时Publiacqua）做allaccio。供应商会派一个技术人
员到你家里做一个预算，也就是计算连接工程的费用。安装完计数器以后，你必
须激活它。激活水服务要与当地的供水商签一个供水合同：这样你就做了所有启
动供水服务的必须步骤。有时候，供水服务归公寓楼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启动
供水服务，你需要委任于公寓楼管理人，然后他会成为供水合同的持有人。

• 有allaccio，但服务还没有被启动：你需要和当地的供应商签一份供应合同才可以
启动这项服务，然后再激活电表。如果因为之前的房客或房东要求终止供应，所
以电表还没有被激活，则必须重新激活电表(subentro)。

更多关于缴费单和读数的信息

请看链接

https://www.publiacqu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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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知道水的自行读数 
水量会用立方米来计算。偶尔也可以用升来计算。计数器可以是数字式的或者机械
式的。数字水表很容易读数：它显示的是以立方米为单位的消耗量，一目了然。 相
反，机械水表的形状有点像时钟或指南针。上面有几个表盘，有黑色或红色的指针，
旋转时会显示各种数值。黑色指针记录消耗的立方米数，而红色指针指的是不用于
读表的小数。每个表盘都代表一个立方米的数值（x1000，x100，x10，x1）。做自行读表
时，需要首先检查x1000的指针，然后是x100、x10和x1的指针。

电话和互联网
固定电话是通过选择固定电话供应商来启动的。你可以从许多报价中选择，这些报
价在价格和提供的附加服务方面都有所不同。提供固定电话的服务通常也包括互
联网服务。
你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启动新电话线：打电话给你选择的供应商的客户服务部、去
一个销售点或在供应商的网站上申请。

如何读懂电话缴费单
通常在缴费单的第一页上有写着这样的信息:
1. 用户姓名和地址;
2. 客户代码：一个所有关于电话服务的手续里都需要的代码。例如，在发生故障

的时候，必须把客户代码告诉公司的职员;
3. 缴费单里所对应的时期和计算出的消费量;
4. 金额，也就是需要付的金额和支付的过期日;
在第二页上通常写着费用的概括。

暖器
暖器是一个用来热水和暖房子的机器，由专业技术人员安装。
对锅炉进行维修是必须的，因为如果它不正常工作的话，可能会释放有毒气体，非
常危险。维修时专业技术人员会检查暖器是否有在正常工作。通常情况下，暖器维
修必须每年进行一次。每台暖器都有一本小册子，其中记录了所有必须得检查的项
目。检查结束后，技术人员会在暖器上贴一张蓝色标签（一个贴纸）。关于维修的更
多信息，可以直接联系安装暖器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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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收集和处理垃圾的服务
在托斯卡纳中部地区，收集和处理垃圾的服务、街道清洁和对我们生活环境的照料
都由Alia Servizi Ambientali Spa公司管理。你要为这些服务付费，所以每次搬家都必须
登记垃圾税（TARI），每次你家里的居住人数有变时都必须通知Alia 的TARI办公处。所
有有关TARI的手续都可以在Alia的办公处里完成，无论用户在哪个市镇区。
每年你都会收到一个带有付款通知的信。如果你已经注册了TARI，但没有收到付款
通知，请联系Alia，因为可能在往你的地址寄信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更多资料

什么是垃圾分类？
当你扔垃圾时，你必须要把它分类。垃圾分类是把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分
开。可回收垃圾是指那些可以重新用于生产新物品的材料：纸、玻璃、铝、塑料等。每
个城市都有不同的垃圾分类规矩，但也有一些共同的规则。
如果你不做或者不做好垃圾分类可能面临罚款。

更多资料

电视税 （CANONE TV）
电视税是电视的税。如果有电视机或者有能够接收数字地面信号（digitale terrestre）
的电视机，房屋供电合同的持有人必须要支付此项费用。
如果你有一台以上电视机，不需要付更多的费用：支付的金额不会因为你有多少台
电视机而改变。电视税会从你的电费单上收。如果你有一个供电合同的话，你会被
自动认为拥有一台电视机。

什么时候不需要付电视税？

• 当你超过75岁，收入低于8,000欧元，并且与其他有个人收入的人一起生活（如果
你和家政工人、清洁工或保姆一起生活，他们的收入不会被计算在内）。

• 当你没有电视。
如要申请不支付电视税，需要填写一些表格，然后寄给税务局。

更多资料

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

https://www.sportellotariffa.it/
https://www.agenziaentrate.gov.it/portale/web/guest/schede/agevolazioni/canone-tv/modelli-e-istruzioni-canone-tv
https://www.aliaserviziambientali.it/wp-content/uploads/2017/02/05WEB-GUIDA-ALIA-settembre-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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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济困难时的社会奖金
有经济困难时的社会奖金是为有经济问题的家庭或者有很多成员的家庭的煤气、
电费和水费上的折扣。
• 有经济困难时的电费奖金：它是一个电费上的折扣
• 燃气奖金：燃气缴费单上的折扣
• 水费奖金：水费上的折扣

申请社会奖金你要:

• 拥有不超过8,265欧元的ISEE

或:

• 拥有一个有很多成员的大家庭（3个以上的孩子），以及ISEE不超过20,000欧元
或:

• 属于一个有领取公民身份收入(reddito di cittadinanza)或公民身份养老金(pensione di 
cittadinanza)的家庭。

申请社会奖金，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必须有电力、天然气或水供应合同。

在公寓楼管理燃气或供水的情况下，也可以申请奖金。天然气或水的合同往往是以
公寓的名义签的：这意味着你个人不会收到缴费单，因为供应的费用是物业费的一
部分。

每个家庭每年只能享受一种类型的奖金。
社会奖金是自动给予的。这意味着你不需要向市政府或CAF申请。只需要每年做
Dichiarazione sostitutiva Unica（DSU）这个证件，然后用它申请ISEE。

更多资料

请看链接

社会奖金

https://www.arera.it/it/consumatori/bonus20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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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身体不适时的电力奖金
当一个人患有严重的疾病，不得不使用电子医疗仪器，也就是一些维持病人生命不
可缺少的电子仪器时，可以申请身体不适时的电力奖励。
申请有身体不适时的电力奖励，你需要一份特殊的ASL的身体不适证书（certificazione 
ASL）。
注意：不能使用其他形式的致残情况证明，比如残疾证。
由ASL颁发的证书必须说明:

• 严重的疾病、
• 需要使用电子医疗仪器来维持病人的生命、
• 使用的仪器类型、
• 每天必须使用多少个小时的仪器、
• 这些仪器所在的房子的地址、
• 申请人的身份证和税号、
• 如果与申请人不是同一个人，也需要患病者的身份证和税号。

同时也需要一些缴费单上或供应合同中的信息:

• POD代码、

• 电源的可用功率和已用功率。

身体不适的奖金不需要每年更新。奖金会在你使用电子医疗仪器的期间一直提供。
当你停止使用这些仪器时，必须通知给你供电的公司。如果合同的持有人不这样
做，他就继续拥有一个他没权利拥有的奖金，然后会被强迫归还这笔钱。

就算你改变了供应合同（公司和供应条件）或改变了合同持有人，只要持有人与病
人生活在一起，奖金就会继续不间断性发放。相反，如果合同是以一个不与病人同
住的人的名义签订的，则奖金会停止发放。

身体不适的电力奖金可以向电力供应合同持有人居住的城市（即使和患病者的不
同）或向CAF申请。

关于身体不适的电费奖金的更多信息

请看链接

https://www.arera.it/it/consumatori/ele/bonusele_df.htm#ric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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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身体不适的电费奖金的更多信息

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

ISEE 证书
ISEE证书（意思：Indicatore Situazione Economica Equivalente - 同等经济状况指标）是获得
经济奖金和服务折扣的必要文件。这份文件会证明你家庭的整体经济状况（“财富 

“程度）。

想知道申请ISEE证书的相关资料，可以去CAF - Centro di Assistenza Fiscale，或者在INPS
网站上自己申请。ISEE分有不同类型：普通ISEE、未成年人ISEE、社会卫生服务ISEE等。 
ISEE证书的有效期是至下一年的1月15日。

申请ISEE需要有Dichiarazione sostitutiva Unica（DSU），是一份有关收入、银行存款、全家人
的汽车和摩托车所有权证明，还需要表明租金、抵押贷款和其他费用。

当你的工作情况或经济状况与两年前相比有所恶化时，ISEE“corrente”允许你更新你
的ISEE值。做ISEE Corrente（当前的ISEE），必须当工作情况发生过变化，不管是自营职
业还是就业（或变化关于福利、社会保障或赔偿待遇，就算是免于IRPEF），或家庭成
员的总收入变化超过25%。

请看链接

佛罗伦萨
市政府

请看链接

Campi Bisenzio
市政府

Bagno a Ripoli
市政府

请看链接

Scandicci
市政府

请看链接

Sesto Fiorentino
市政府

Lastra a Signa
市政府

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

Signa
市政府

 Calenzano
市政府

https://www.comune.lastra-a-signa.fi.it/schede/urp/bonus-energia-elettrica-per-disagio-fisico
https://www.comune.bagno-a-ripoli.fi.it/servizi/scheda-servizio/bonus-elettricita-per-disagio-fisico-sgate
https://servizi.comune.fi.it/servizi/scheda-servizio/bonus-sociale-luce-gas-e-acqua
https://www.comune.campi-bisenzio.fi.it/flex/cm/pages/ServeBLOB.php/L/IT/IDPagina/5699
https://servizi-scandicci.055055.it/servizi/scheda-servizio/bonus-sociale-luce-gas-e-acqua#index-requisiti
https://www.comune.sesto-fiorentino.fi.it/it/servizi/scheda-servizio/agevolazioni-tariffarie-consumi-energia-elettrica-per-disagio-fisico
https://www.comune.calenzano.fi.it/unita-organizzativa/servizio-assistenza-sicurezza-sociale-e-casa
https://comune.signa.fi.it/sociale/bonus-sociale-s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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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链接

这一章讲的是Casa popolare，也就是意大利政府为其公民保留的房屋，包括意大利
籍人和外籍人。这些人需要政府的帮助才能住房子。Case popolari就是公共住宅房屋

（ERP）。
这一章还讲解了如何申请casa popolare，以及获得住房后应该遵守的规则。

招标公告和申请 
市政府会定期做 “招标”，也就是做一个公开得竞争来决定给谁提供casa popolare。各
市镇单独或与其他市镇一起，至少每4年公布一次公开竞争。
以下是有资格申请casa popolare 的人：
• 首次申请casa popolare（ERP住房）的人。
• 已经在排名榜上的人，但是想重新申请，因为现在有更有利的条件，所以可以得

更高的分数（比如一个孩子的出生）。
你必须在招标公告发布后的60天内提出申请。
所提交的申请从招标公告公布那天开始算4年内有效。
如果你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你可以在有更新公告的时候补充文件。 
当新的招标公告出来时，必须重新申请。
市政厅的URP（公共关系办公室）可以给你提供关于如何获得casa popolare的信息。
想知道你的市政府什么时候和如何会发布招标公告:

ERP公营住宅建筑
公营住宅（CASA POPOLARE）

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

佛罗伦萨
市政府

Campi Bisenzio
市政府

Sesto Fiorentino
市政府

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

Bagno a Ripoli
市政府

Scandicci
市政府

Lastra a Signa
市政府

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

Signa
市政府

Calenzano
市政府

Vaglia
市政府

请看链接

https://servizi.comune.fi.it/servizi/le-guide-tematiche/casa-e-patrimonio
https://www.comune.campi-bisenzio.fi.it/ufficio-casa
https://www.comune.sesto-fiorentino.fi.it/it/servizi/scheda-servizio/edilizia-residenziale-pubblica-erp-assegnazione-degli-alloggi
https://servizi-scandicci.055055.it/servizi/scheda-servizio/bando-assegnazione-in-locazione-di-alloggi-di-edilizia-residenziale-pubblica
http://www.comune.lastra-a-signa.fi.it/sezioni-sinistra/Guida-ai-servizi/u-r-p-2
https://www.comune.bagno-a-ripoli.fi.it/servizi/scheda-servizio/alloggi-popolari-erp-bando-di-concorso-e-graduatoria-per-assegnazione
https://www.comune.calenzano.fi.it/action%3Ap_cmfi%3Aedilizia.residenziale.pubblica%3Bassegnazione.alloggio
https://comune.signa.fi.it/aree-tematiche/servizi-sociali-welfare/edilizia-residenziale-pubblica/
https://www.comune.vaglia.fi.it/servizi/le-guide-tematiche/politiche-sociali-disabilita-sal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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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需求:

a. 你必须拥有意大利公民身份或欧盟国家的公民身份。非欧盟公民如果有欧盟
长期居留证或2年的居留证（凭此项证明可以工作），也可以申请。拥有难民或
辅助保护居留证的非欧盟公民也可以申请。这一要求只针对申请人，不包括申
请人的家庭。

b. 你必须有户籍登记（Residenza Anagrafica），或在托斯卡纳大区内有稳定的、专属
的或主要的工作至少5年，即使这些5年不连续。当他们把房子给你时，他们会
检查你在托斯卡纳是否还有住所或工作。这一要求只针对申请人，而不包括申
请人的整个家庭。

c. 你必须没有任何已成为最终判决的非罪过性犯罪的刑事定罪，并预计将被判
处不少于5年的监禁，或者你必须已经服刑。这一要求只针对申请人，而不包括
申请人的整个家庭。

d. 申请casa popolare的家庭的经济状况不得超过ISEE值16,500.00欧元。

申请casa popolare的人的所有家庭成员:

1. 不可以在申请ERP的市政府的50公里内有足以满足家庭需要的住宅用房的所有
权、用益权、使用权和居住权，除非这个房屋根据法律不能使用 (*)

2. 不可以在意大利或国外有价值超过25,000.00欧元房屋的所有权、用益权、使用
权或居住权，或者其份额，就算房子里存在拥挤的情况。这当中不包括用于家
庭主要工作的房屋和法律规定不能使用的房屋（*），也就是法律认为不能使用
的房屋。意大利的房产的价值是用IMU参数决定的，而位于国外的房产，其价值
是用IVIE参数（Imposta Valori Immobili Estero）决定的。为了核实国外房屋的情况，市
政府可以要求提供适当的核查。如果无法从核查中获得这些信息，则使用ISEE
申报的房地产图片。

3. 所有家庭成员不可以拥有总价值超过25,000欧元的动产。

4. 必须没有在过去5年内注册的80KW（110CV）以上的车辆或者机动船或者帆船。
只有当车辆或船只用于工作时，你才能拥有它们。

5. 总资产不可以超过40,000欧元，包括房地产资产和动产的总和。

6. 不可以有房屋以前的财产转让，或一个未来的销售协议，而且这个房屋是用公
共捐款或国家、地区、领土机构或其他公共机构给予购买的补贴资金购买的。
除非房屋无法使用（不再可以使用）而且你没有得到损失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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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不可以因为第38条第3款规定的情况，也就是b)转让和改变用途；d)住宅的非法
活动；e)违反规定；f)拖欠6个月以上；L.R.2/2019的情况，被取消转让或没收ERP房
屋的转让，除非拖欠导致的债务在提交申请前已经清除。

8. 在目前的状态和提交申请前的5年内没有非法或者擅自占用ERP房屋。

(*) 在以下情况下，不能使用该房屋: • 因司法分居或离婚而被分配给配偶时 • 被市
政府或政府机构宣布为不适合居住时; • 被查封时。

哪里申请
你需要去户口登记或者工作的市政局申请casa popolare（ERP房屋）。

需要提交的文件的案例
为了获得参加公开招标并获得分数的资格，你需要向市政府提交及申请一些文件。

每个人都需要的文件:

• 申请人的身份证;

• 申请人的欧盟长期居民居留证；或者:

• 申请人的政治庇护居留证或辅助保护居留证，或者:

• 申请人的两年期居留证。

• 证明前一年收入的文件，例如：前一年的所得税申报表（dichiarazione dei redditi）
或由雇主或社会保障机构出具的Modello 730或Modello UNICO或Certificazione Unica-
CU。你必须为你所标明的应税收入的每个申请人的家庭成员提交这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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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特殊情况下需要的文件
（如有残疾的家庭成员、分居、驱逐等）。

不居住在PROVINCIA或REGIONE的人。
证明在本地区（regione）至少有5年的稳定和专门或主要工作地点的文件，就算不
是连续的；这一条件必须在分配住宿时得到证实：工资单、就业合同、在商会的登
记等。

分居或离异的人
• “同居证明 “或分居或离婚判决书，表明提出申请者的家庭成员所拥有的房

屋被分配给前配偶。
• 显示每个家庭成员的其他收入类型和数额的文件，比如：前配偶那里得到的赡

养费。
• 有指出需要支付儿童抚养费的义务的分居或离婚的判决书。

房屋被取消赎回权的人
由法院签发的申请人家庭成员的房屋被取消赎回权的契约。

房屋是你的工作地点时
证明申请人的一个家庭成员的房屋是他工作地点的文件。
证明申请人家庭成员的住宅无法使用（不再可以使用）的文件。

残疾人士
你必须在申请中附上显示百分比至少为67%的残疾证明，或18岁以下和65岁以上儿
童的残疾证明。

残障人士
残障证书。

过度拥挤或卫生条件差的情况下
要求ASL进行检查和付款证明。在不卫生、过度拥挤、环境不适当、存在障碍物的情
况下生活时。

被驱逐的人
因租赁合同到期或者欠租金而发出的驱逐令以及相关的验证证明。驱逐必须是在
招标公布当天起的两年内生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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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分数的给予请看托斯卡纳地区法律n°2 /2019的附件B。

分数给予的条件

排行榜
市政府的办公室会对申请进行审查，并在招标到期后的90天内拟定一份临时排行
榜。
临时排名公布在《Albo Pretorio》和市政府网站上。
在临时名单公布后的30天内，可以向市政府的ERP和Mobilita’委员会提出上诉。
在公告规定的条件下，最终名单会在市政府的网站上公布。

住房分配
Casa popolare的分配是按照最终名单的顺序进行的。当你被分配到casa popolare时，市
政厅会检查你是否仍然符合资格以及你的家庭成员都有谁。市政府会检查房屋是
否适合给分配的该家庭使用。

更换住所
更换住所(“普通流动”) (“MOBILITÀ ORDINARIA”)
已经住在casa popolare里的家庭（ERP住房）可以申请更换住房；因为他们的社会家庭
状况发生了变化（例如，因为孩子出生或家庭成员死亡）、他们的健康状况发生了变
化、或因为住房不方便等等问题（例如，一个家庭成员成了残疾）。
申请换房（更换住所）需要向市政府问资料，以便参加换房的告示。之后市政府会给
出分数并进行排名。
更换住所（“双方同意的和同意的社区间流动”）(“MOBILITÀ CONSENSUALE E 
CONSENSUALE INTERCOMUNALE”)
已经住在casa popolare（ERP住房）的两个家庭，如果他们之间达成了协议，可以交换彼
此的住房。双方家庭需要向市政府提出申请。市政府需要批准换房。你也可以在佛
罗伦萨省的不同城市（intercomunale）之间交换房屋（Empoli地区的城市除外）。

请看链接

http://raccoltanormativa.consiglio.regione.toscana.it/articolo?urndoc=urn:nir:regione.toscana:legge:2019-01-02;2&pr=idx,0;artic,1;articparzial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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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的变动
Nucleo familiare是指由一个人或以下这些人组成的家庭:
a. 未在法律上分居的配偶和与他们一起生活的合法的、自然的、公认的、收养的或

收养前的寄养子女。
b. 类似结婚同居的两个人。
c. 根据2016年5月20日第76号法律（同性之间的民事结合条例和同居条例）进行民

事结合的人或事实上的同居者。
d. 由亲属关系或姻亲关系的人住在同一个住所。
e. 受情感关系的人和有精神或者物质关系的人住在同一个住所。

如果家里多了一个人，你需要通知Casa S.p.A。并写一封电子邮件发送到以下地址: 
ufficioutenza@casaspa.org

接待
如果其他人需要帮助或有其他你需要证明的重要原因时，你可以在家里临时接待
他们。
想要接待其他人时需要向Casa S.p.A.申请临时接待许可（domanda di autorizzazione 
all’ospitalità temporanea），并说明你接待该人的原因和时间。同样要写一封电子邮件发
送到以下地址: ufficioutenza@casaspa.org
招待可以持续6个月，但也可以达到12个月。 临时接待不给你任何接管租赁的权利，
也不增加租金。如果接待时间超过12个月，租金将增加50%。

失效
在以下情况下，你可能会失去拥有该房屋的权利（分配失效）:
a. 你把你分配到的全部或甚至部分房子给了其他人;
b. 你不在他们分配给你的房子里长期居住，或者你不把它作为房子使用（例如，如

果你把它作为一个车库）;
c. 你在利用房子做违法的事情;
d. 你不再符合拥有casa popolare的条件之一;
e. 如果你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放弃了分配给你的住房;

Casa SPA至少每两年检查一次你是否仍有资格住在家里。如果它发现至少有上述原
因之一，它将向你发出一封挂号信，告诉你你已经失去了拥有房子的权利（分配失
效）。在这个通知后的15天内，你可以出示书面或文件证据，证明你仍然有权获得这
个房屋。

mailto:ufficioutenza%40casaspa.org?subject=
mailto:ufficioutenza%40casaspa.org?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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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你被分配到 casa popolare(ERP)，你必须遵守关于管理房屋和与分配的邻居一起
生活的规则。这一章回答了关于casa popolare同居规则里的最常见的问题。 这些规则
被称为 “用户法规”。

用户法规
什么是用户法规？
用户法规规定了所有租户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则，以便正确使用分配的公共住房。
用户法规的规定可以是对租赁合同规定的补充、或者全部取代租赁合同、或只取代
租赁合同里不符合规矩的部分。

公共地方
我可以把汽车/摩托车/野营车/ROULOTTE停在公寓的公共地方吗？
每户只能在公寓停车场停放一辆汽车。
自行车和轻便摩托车可以放在指定的地方（轻便摩托车停车/架）。
至于露营车和大篷车，这些车必须放在其他地方，因为它们是用来长期停放的，因
此必须停放在其他地方，除非居民或物业之间有协议。
在任何情况下，所有火灾逃生通道和残疾人通道都必须保持畅通。

我可以在公寓的停车场放两辆车吗？
不可以，每个家庭只有权停放一辆车。

家庭成员增加
我家里新增了一位成员。我要做什么？
在 分 配 住 宿 后，家 庭 成 员 的 任 何 变 化 必 须 在 六 十 天 内 通 过 电 子 邮 件 地 址 : 
ufficioutenza@casaspa.org, 通知Casa S.p.A.。
如果这个新成员导致住宿过度拥挤的话，则不会得到批准。
在结婚、同居和民事结合、出生、收养、收养前寄养和来自其他关系的儿童的情况
下，不需要casa S.p.A.授权。

我需要怎么办新添加的人的户籍登记？
想要户籍登记需要由Casa Spa签发的许可（nulla osta）。在提出申请的时候，考虑到家
庭成员的增加，还必须提交纳税申报 （dichiarazione dei redditi）。Casa Spa将重新计算租
金。此外，在要求nulla osta后的60天内，必须提交一份新的ISEE声明。

给已经有公营住宅的人

mailto:ufficioutenza%40casaspa.org?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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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
如果我打算在家里接待某人，我需要做什么？
招待一般是短期的。招待请求需要提交给Casa S.p.A.公司，然后让它授权。有需要写
一封电子邮件发送到以下地址: ufficioutenza@casaspa.org

这个人能在我家里住多久？
从授权书签发开始算，招待最多可以持续6个月，然后只能延长一次，延长时长是6
个月。

我是否必须申报我招待的人的的收入和资产？
不，你不需要申报他的收入和资产。
但是，请注意，租金将会增加25%。

如果继续接待，会发生什么？
如果客人住在家里超过十二个月但是最多不超过两年的话，租金会增加50%。两年
后，有可能整个家庭的住房分配会失效。

如果我想长期接待一名护理或在我家提供服务的人，我应该怎么做？ 
有必要向Casa S.p.A.发送一份通知，地址是: ufficioutenza@casaspa.org
在这份通知里你需要解释招待的原因并附上被招待者的工作合同。Casa S.p.A.可以
在工作合同期内给予授权，租金不会被修改。

换住宿
当我想和另一个家庭换住处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
两个家庭需要通过填写相应的表格，向市政府申请授权，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交换
住所。

服务表格

在换住宿时，必须定期支付租金和物业费。

请看链接

mailto:ufficioutenza%40casaspa.org?subject=
mailto:ufficioutenza%40casaspa.org?subject=
https://servizi.comune.fi.it/servizi/scheda-servizio/cambio-di-alloggio-comunale-erp-assegn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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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获得了住所变更的授权，我什么时候可以搬家？我需要什么时候和把我的钥
匙交给谁？
在市政府或Casa S.p.a.告知的期限内，在住宿和他的附属设施（比如地窖、花园、箱子
等）里不能有人或者物件。
当你离开住宿时，你等于放弃了所有后来在里面发现的东西（家具或其他任何类型
的材料），Casa S.p.a.将对其进行处理。处置的费用由前租户承担。
前租户也要负责支付搬家前因任何原因而未支付的款项。

如果我的住所不再适合我的家庭居住，我应该怎么做？
可以申请更换住所（mobilità）。
附带理由的请求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间提出。

服务表格

市政府会核实你是否继续拥有住房的资格，以及租户有没有欠款。

如果你拒绝一个住宿，就不可能以同样的理由提交新的申请。

如果相对于家庭成员的数量来说，住所太大，市政府可以建议改成较小的住所。如
果租户不接受这个改变，租金将被提高。涨幅将与你所占用的住宿面积成正比：根
据条例规定的标准，每增加一个房间，涨幅为50欧元。

租赁合同
住在ERP宿舍的人必须做哪些行政手续？
1. ERP的受让人每年必须填写ISEE声明。法律规定了要做这个声明来核实该家庭是

否仍然具备被分配到casa popolare的资格。

你可以通过点击这里获得做ISEE你所需要的所有资料

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

https://servizi.comune.fi.it/servizi/scheda-servizio/cambio-di-alloggio-comunale-erp-assegnato
https://www.inps.it/prestazioni-servizi/come-compilare-la-dsu-e-richiedere-l-i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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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奇数年，根据管理机构的要求，受让人必须申报整个家庭前一年的应税收
入，以便计算租金。申报可以在网上进行。Casa Spa将与租金单一起发送一份通
知。通知里面有所有资料和用户信息（用户名ID和密码），以便在完全安全的情
况下访问预先编制的家庭个人资料。

如果受让人不做ISEE或不提交报税表（DICHIARAZIONE DEI REDDITI）会怎样。
这被认为是两种严重的违约行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市政府可以要求住宿分配无
效。这意味着他们甚至可以夺走你拥有房子的权利。
当你不提交收入的情况下，另外，从申请后一年的一月份开始你将需要付制裁费

（canone sanzionario）。这意味着你有可能支付非常高的租金（甚至1000欧元），直到提
交所需的文件为止。

我支付的保证金什么时候能还给我？
在租户离开住宿的时候，在对Casa S.p.a.的所有债务进行校对后，如果没有由租户造
成的住宿损坏的话，保证金就会还给租户。

邻里关系
我可以在阳台上放植物吗？
可以，但它们不能太多，不能填满露台，也不能因为浇水而打扰到邻居。
如果你不遵守这一点，就会受到处分。

我可以在公寓的楼梯间放置物品吗？
不可以。不可以在公寓楼梯间里放置任何个人物品。
如果你不遵守这个规则，会受到处分。

我可以在我的公寓楼层里放一个鞋架吗？
不可以。你不能在公寓楼梯间里放置任何个人物品。你可以在前门附近放一个门垫
以及，如果空间允许的话，一个雨伞架。

如果邻居的有些行为打扰到我了，我可以做什么？
首先，建议你尝试与邻居交谈，并试图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之后联系楼梯长或负责自我管理（Autogestione）的人，告知Casa S.p.A.可能需要的处
分。

可不可以把自行车带到电梯里面？
不可以，你不能把可能损坏电梯的物品或东西带入电梯。
如果你不遵守这规则，会受到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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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邻居非常的吵。我可以向谁报告这个情况？
这是一种被禁止的行为。所有人必须尊重他人，避免，例如，在夜间使用乐器或高音
量听音乐，造成干扰。
autogestione的负责人或楼梯管理员或租户本人必须立即向Casa S.p.A.报告情况，以便
进行可能的处分。

我可以在晚上听音乐和看电视吗？
可以的，但音乐和电视的音量不能干扰到邻居。
如果你不遵守这一点，就会受到处分。

我可以在我的公寓或我的地库里工作吗？（比如，理发师、美容师和/或类似的工作）
不，这是被禁止的。
如果你不遵守规则，有可以会有处分。

垃圾处理
很多住户把物品留在公共区域里，比如洗衣机、冰箱、小的家用电器、玩具、废金属。
我可以向谁报告这个情况？
这是一种被禁止的行为。你不能在公共区域里放你的家庭垃圾。每个租户都有责任
保持公共区域的清洁和体面。
如果出现被遗弃的垃圾，Autogestione的负责人或楼梯长或看到的租户需要立即向
Casa S.p.A.报告情况，以便进行可能的处分。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有关家庭垃圾处理的资料？

请看链接 请看链接
请咨询  Guida di Alia 请咨询 Dizionario dei rifiuti

https://www.aliaserviziambientali.it/wp-content/uploads/2017/02/Guida-raccolte-differenziate.pdf
https://www.aliaserviziambientali.it/wp-content/uploads/2017/02/RIFIUTARIOmaggio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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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
你可以在家里养动物吗？
可以的，但只有在数量和类型上不干扰邻居的情况下，而且只有在不对每个人的卫
生、安全和健康构成威胁的情况下。
你不可以在家里饲养动物。

一个租户在他的房子里有7只猫和5只小狗，它们在任何时间都有叫。规则是怎么
说的？
这是被禁止的，因为这些动物打扰到了邻居。
首先尝试和邻居交谈，并试图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Autogestione的负责人或楼梯的负责人或租户本人必须立即向Casa S.p.a公司报告情
况，以便进行可能的处分。

一个受让人把他的狗带入了公寓的花园。他能这么做吗？
只要该动物不对公寓的安全构成威胁，并且主人清除了狗留下的任何粪便时，他就
可以这么做。

住宿的装修
可不可以修改设备？
如果您使用以下网站上的表格，然后从Casa S.p.A.获得Nulla Osta评估的话就可以: 
www.casaspa.it/modulistica

我刚刚搬进一个公寓里，但有霉斑，而且窗户不能关闭。我可以做什么？
公寓交还给你的时候都是适合使用、总体状况良好的。
如果你发现有霉斑或窗户不能正常关闭，你必须向市政府(gestione.erp@comune.fi.it) 
和Casa S.p.A.  (manutenzione@casaspa.org)报告这个问题。
移交房子之后，受让人无权从Casa S.p.A.获得服务和/或现有设备的安装或升级，除
了Casa S.p.A.以及规划的措施。

哪些维护工作需要由我自费完成？
住房移交后，外部框架的部分更换（玻璃和锁）由租户负责，内部和外部框架的维
护、修理和油漆以及墙壁的油漆也由租户负责。

想换掉目前已经很破损的窗框，我应该怎么做？
替换外部框架必须使用以下网站上的表格向Casa S.p.A.申请: www.casaspa.it/modulistica

http://www.casaspa.it/modulistica/ 
mailto:gestione.erp%40comune.fi.it?subject=
mailto:manutenzione%40casaspa.org?subject=
http://www.casaspa.it/modulis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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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换我窗户的百叶窗。谁负责这事？
这种维修是租户的责任，而且需要由专业的公司来完成。

百叶窗上的板条已经断裂。谁负责更换？
这种维修是租户的责任，而且需要由专业的公司来完成。

窗户的玻璃破裂/粉碎了。是市镇府负责维修吗？
这种维修是租户的责任，而且需要由专业的公司来完成。

我需要更换浴室里的水龙头，因为它们很旧了，不能用了。谁来付账？
这种维修是租户的责任，而且需要由专业的公司来完成。

房子的前门关的不好，房子不再安全了。我可以要求CASA S.P.A.换一个防盗门或更
安全的门吗？
这种类型的维修是由租户承担费用的。

我有满墙的湿气和渗透。粉刷工告诉我，我必须再刷一次墙。谁来付账？
这种类型的维修是由租户承担费用的。

地板上的瓷砖凸起/膨胀，形成了一个危险的凹陷。谁来做工作，谁来付钱？
这种类型的维修是由租户承担费用的。

天花板上有漏水。我应该联系谁？
你应该通知住在楼上的房客，然后由该房客自费解决这个问题。

在我搬进新住所仅三个月之后，暖气系统就坏了。 我可以做什么？
必须向Casa S.p.A.报告。电子邮件地址为: manutenzione@casaspa.org

单一供暖锅炉需要新零件。谁需要负责？
定期的日常维护，包括更换锅炉部件，是租户的责任，而且需要由专业的、有执照的
公司来进行。

如果我不确定要进行的工作的类型，我应该怎么办？
你需要写一封电子邮件到以下地址:

manutenzione@casaspa.org 或 patrimonio@casaspa.org

mailto:manutenzione%40casaspa.org?subject=
mailto:manutenzione%40casaspa.org?subject=
mailto:patrimonio%40casaspa.org?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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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要求CASA SPA为我承担一些费用，比如把浴缸换成淋浴房？
可以的，但前提是你必须按时支付租金。而且需要在社工的协助下，向市政府提交一
份报告，里面带有你要求更换的理由。然后，市政府会评估这个请求，并决定是否给
授权。

除了条例中规定的普通维修工作外，可不可以进行其他工作？
可以，但你需要先向市政府(gestione.erp@comune.fi.it) 和Casa S.p.A. (www.casaspa.it/
modulistica) 申请授权，而且按时交过房租。
想知道有关资料，你可以写电子邮件到: patrimonio@casaspa.org

如果做了改善住宿条件的维修工作，会得到津贴吗？
不会，没有任何津贴。当你离开房子时，你可以拆除你做的维修工作，但恢复原状态
的费用将由做了这个维修工作的租户负责（例如，如果你拿走了浴室的洗脸池，你必
须自己付费换上另一个）。

绿色区域
当住宿有绿色区域或花园供人使用时，受让人需要做什么？
受让人必须保持这些空间的清洁和体面，不得对现有的结构或砖石和/或家具的部
分进行任何改变。另外，没经过Casa S.p.A.授权，不可以改造，也不可以修改围栏，就算
只是植物围栏。
禁止种植树木（比如 “圣诞树”）。

谁负责绿色区域的维护？
租户负责绿色区域的维护，包括剪草、修剪、浇水、施肥，照顾灌木，必要时更换灌木。
如果是高大的树木，有必要请求Casa Spa的帮助时，可以发送电子邮件到:

manutenzione@casaspa.org

对室外空间（花园、庭院、其他）可以进行哪些改造？
任何修改或创新，包括关于树篱的改变，都必须得到Casa S.p.A.的授权。 (www.casaspa.
it/modulistica).

想知道有关资料，你可以写电子邮件到: patrimonio@casaspa.org

自我管理 （AUTOGESTIONE）
是不是必须参加AUTOGESTIONE的费用？
是的，所有租户都必须支付Autogestione会议决定的向他们收取的物业费。

mailto:gestione.erp%40comune.fi.it?subject=
http://www.casaspa.it/modulistica
http://www.casaspa.it/modulistica
mailto:patrimonio%40casaspa.org?subject=
mailto:manutenzione%40casaspa.org?subject=
mailto:www.casaspa.it/modulistica?subject=
mailto:www.casaspa.it/modulistica?subject=
mailto:patrimonio%40casaspa.org?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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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租金有问题
我的家庭总收入大大的减少，我无法支付房租。我可以做什么？
联系Casa S.p.a.并解释收入减少的原因。如果你的收入减少的原因是以下之一，Casa 
Spa可以评估立即有效的减少租金（link a procedura di istanza di ricalcolo anticipato）。
1. 因裁员而失去工作;
2. 因为公司或工会的协议则工作时间大幅度减少;
3. 拥有普通或特殊的裁员基金（cassa integrazione ordinaria o straordinaria），所有大大

的限制了收入能力;
4. 定期或非典型的就业合同没续签;
5. 因不可抗力或商誉损失严重导致的自由职业者或注册企业的终止;
6. 家庭成员患重病、受伤或死亡，导致家庭总体收入大幅度减少，或需要用很大

一部分收入来支付重大医疗或福利开支。

两外，对于上面说的这些情况，拖欠租金和物业费用超过6个月并不是终止合同和让
住宿分配失效的原因。

与CASA SPA和市政府的关系
如果CASA SPA或市政府的官员或技术人员要求进入房子，我应该怎么做？
租户必须在看到官员或技术人员的身份证后允许进入。

有用的链接

请看链接
住户法规 （REGOLAMENTO DI UTENZA）

请看链接
CARTA DEI SERVIZI

https://www.casaspa.it/Regolamento%20di%20utenza%2019_2021.pdf
http://www.casaspa.it/data/archive/documenti/Carta%20dei%20serviz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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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意大利”词汇指南

ADEGUAMENTO ISTAT DEL CANONE: ISTAT租金调整。是指因为生活成本的增加而自动
增加的租金。

AFFITTUARIO: 租户。是指租房子的人。

AGENZIA IMMOBILIARE: 房地产公司。是一个租房子和买房子的人工作的地方。

AGEVOLAZIONI FISCALI税收援助: 是指税上的折扣。

ALLACCIO: 是指房屋与供水系统的连接。

AMMINISTRATORE CONDOMINIALE: 公寓管理人. 是指由租户大会选择来管理公寓
的人。

CASA AMMOBILIATA: 是指有家具的房子。

BOLLETTA: 缴费单。这是一份文件，上面写着你使用电、气、水、垃圾处理等服务而需
要支付的金额。

CANONE DI AFFITTO/DI LOCAZIONE: 租金。是指房租的价格，需要每个月支付。

CAPARRA:押金、是指有意租房或买房的人在租房或买房前向房主或房地产公司支
付的一笔钱。

CESSIONE DEL CONTRATTO D’AFFITTO: 租赁合同终止。是指业主或租户在租赁合同中被
另一个人取代。

CODICE IBAN:  IBAN代码。这是你的银行账户的号码，你必须提供这个号码才能获得
租金补贴。

COMODATARIO:是指一个住在有无偿使用合同里的房子的人。

CONDANNE PENALI PASSATE IN GIUDICATO: 通过判决的刑罚。是指最终定罪，也就是任
何法官都无法改变的判决。

CONDOMINI:公寓租户、是指公寓楼中的各个公寓业主。

CONDUTTORE: 租客。是指租房子的人。

CONTATORE:计数器。是一种记录消费的仪器，也就是你使用的电、水和煤气的数量。

CONTRATTO DI FORNITURA: 供应合同、是和提供电力、天然气、水、电话线和互联网连
接的公司签订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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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TTO DI AFFITTO/LOCAZIONE: 租赁合同。是和房屋所有者（房东）签订的合同。这
个合同允许你在一段时间内居住在那个房子里。

CONTRIBUTO: 补贴。它是一种经济援助。

DEPOSITO CAUZIONALE:保证金。是房东向租户索要的一笔钱，如果租户不遵守合同（
例如，不支付租金或造成损坏），房东就可以使用这笔钱。

DETRAZIONI D’IMPOSTA: 税收减免，税收的折扣。

DISDETTA DEL CONTRATTO DI AFFITTO: 终止租赁合同。是指通过发送挂号信而放弃租赁
合同的续约。

REVISIONE DELLA CALDAIA: 锅炉检查。这是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的检查，以了解锅炉
是否正常工作。

FORNITORE: 供应商。是指提供电力、天然气、水、电话线和互联网连接的公司。

IMPOSTA DI REGISTRO:注册税、是指注册合同时需要付的税。

INQUILINO:租户、是指租用房屋的人。

INTESTATARIO DEL CONTRATTO DI FORNITURA: 供应合同持有人。是指与水、电、气等服务
的供应商签订合同的人。

IPOTECA SULLA CASA:住房抵押贷款。是放在房子上的担保，用来支付债务。

ACQUIRENTE: 买方。是指购买房屋的人。

VENDITORE: 卖方。是指卖房子的人。

NOTAIO: 公证人。是签订卖房或买房合同的时候需要在场的人。

ATTESTAZIONE ISEE (Indicatore Situazione Economica Equivalente) : ISEE证书（同等经济状况指
标）：它是一个表明个人经济状况的文件，用于获得经济奖金和服务折扣。

LOCATORE: 房东。是指出租房屋的业主。

MUTUO: 抵押贷款。是由银行借出的一笔钱。

PROROGA:延长、是指将合同时长延。

PROVVEDIMENTO GIUDIZIARIO: 司法规定。这是一个法院的决定。

RACCOLTA DIFFERENZIATA: 垃圾分类。也就是把垃圾（比如纸、玻璃、塑料）分类，以便可
以回收利用。

RECESSO DAL CONTRATTO D’AFFITTO: 撤销租赁合同。房东和租客可以在合同到期前，用
法律规定的理由终止合同。



50

RISOLUZIONE DAL CONTRATTO D’AFFITTO: 终止租赁合同。是指因为房东或租客严重
违反合同或因为外部原因导致的房东或租客无法继续履行合同时而发生的合同
中断。

SOPRALLUOGO:现场视察。 也就是和有经验的人去看要租或者买的房子，并且评估它
的条件。

SUBENTRO: 转让。是指将合同转让给另一个人。

SUBLOCARE O DARE IN SUBAFFITTO: 转租。指经房主同意后，把房子的一部分租给别人。

UDIENZA: 也就是在法官面前出庭。

VISURA IPOCATASTALE: 是一份由税务局提供的文件，上面写有关于房屋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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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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