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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民政部、公安部等部门
数年推动，《境外非政府组织管
理法》 草案正在征求各方意见。
这部即将出台的法律将对此类
机构的活动进行监管，对涉嫌犯
罪的予以打击。

近日，《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了民政部党组成员、民间组织管
理局局长詹成付。

连民政部的人都差点被骗

记者：“山寨协会”是从什么
时候开始在大陆泛滥的？

詹成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
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境外组织进
入中国内地开展活动。 其中，许
多内地居民到境外注册登记组
织又回内地开展活动，这一现象
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2007
年后问题愈发突出，引起各方面
的关注。 在内地成立社会组织，
需依法在民政部门办理相关登
记手续，而这些山寨协会披着境
外登记的外衣，擅自在境内吸纳
会员、开展活动，名称却与依法
登记的协会、学会相似，容易造
成视觉混淆， 比如此前曝光的

“国际食品包装协会”、“世界奢
侈品协会”、“中华医院管理学
会”等；甚至有的山寨协会名称
与内地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名
称完全相同，如，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是在民政部登记的全国性
社团，2010 年时我们又发现一个
同名的山寨协会也在内地开展
活动。

记者：这些山寨协会如何注
册？ 有哪些特点？

詹成付：这些山寨协会主要
是内地居民利用境内外对社会
组织登记管理制度的差异，在登
记条件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进行
注册，比如：美国、澳大利亚、香
港等， 就目前掌握情况来看，大
多数山寨协会是在香港注册的，
它们在香港特区政府公司注册
处登记一个公司，下面再设立若
干个分行， 分行的名称都冠以

“中国”、“中华”、“全国” 等国字
头字样，与国内合法登记的全国

性社团名称一致或雷同， 说白
了，这些山寨协会就是香港公司
下面的分支机构。 也有一小部分
山寨协会是在香港特区政府警
务处注册的社团，但它们活动的
目的根本不是非营利、公益性质
的，就是为了捞钱敛财、唯利是
图。 比如，中国营养学会是在民
政部登记的全国性社团，有个山
寨协会就叫“中国营养协会”，

“学会”“协会”一字之差，让公众
难以区分。 它们就是用这种搅局
的形式，达到敛财的目的。

记者：搅局主要体现在哪些
方面？

詹成付：以“中国营养协会”
为例，2015 年 12 月初，它在人民
大会堂举办“中国生命科技产业
论坛”， 声称民政部、 人民日报
社、北京市政府、北京市民政局
是它的指导单位，活动包装的非
常高大上，我们部里一位退休的
老同志就差点入会。 你看，连民
政部的人都差点被山寨协会蒙
骗。 我们顺藤摸瓜，在调查这个
组织的情况时发现，这个山寨协
会还在明码标价卖牌子，交 9 万
元能成为它的副会长。

记者：目前民政部掌握的山
寨协会大约有多少？ 它们的敛财
手段有哪些？

詹成付：目前我们掌握的山
寨协会在 200 个以上，但通常一
个山寨协会的敛财手段被识破
后，又会重新换个头衔名称继续
活动， 哪个牌子好用就用哪个，
比如注册完一个“中国营养协
会”，再注册一个“中国房地产企
业协会”。 在香港注册社团和公
司非常方便，而且香港的一个地
址可以注册多个机构，北京还有
专门的代理机构可以代办注册，
只需几千块钱便可注册一个山
寨协会。 2014 年被《焦点访谈》曝
光的“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就是
在香港注册的山寨协会，是山东
的兄弟俩以其 70 多岁母亲的名
义在香港注册了一个公司，公司
名下有国字头的学会、 协会 40
多个， 诸如“中华医院管理学

会”、“中国医疗器械贸易行业协
会”、“中国金融业协会”甚至“中
国建筑装饰行业协会”等，哪个
好敛财用哪个。 这些山寨协会敛
财手段多种多样，主要有发展会
员、成立分会收取会费，发牌照、
搞评选颁奖活动收钱，搞行业培
训收费，有些甚至向企业敲诈勒
索。

利用了国人“官本位”的思想

记者：“山寨协会”非法活动
乱象频发的根源是什么？

詹成付 ：这主要因为，这些
山寨协会是依据境外法律法规
注册成立的， 说它们非法不合
适，但作为它们长期活动地的大
陆又没有法律法规予以管理，形
成注册地管不了、活动地管不住
的局面，导致乱象频发。 我们发
现“中国营养协会”假冒民政部
指导的名义开会，也只能声明我
们不是指导单位。 因为它是在香
港注册的，我们不能按照非法组
织取缔。 另外山寨协会也利用了
人们对社会组织，尤其是对带有
中国字头的社会组织的信任。 山
寨协会的存在发展，是多方面因
素促成的。

记者：能否具体讲讲这些因
素？

詹成付：首先，山寨协会都是
带有“国字头”高大上的名称，它
们用的印章也是带五角星的红
章，欺骗性强。 为什么要用“国字
头”？ 因为中国人信任“国字头”。
为何山寨协会不在境外行骗？ 因
为境外没有它们活动的土壤。

其次，开会和活动地点选择
中国人最相信的地方，人民大会
堂、钓鱼台国宾馆、政协礼堂等，
利用了中国人“官本位”的思想。

再次，一些领导干部为山寨
协会站台。 有些老领导搞不清楚
这些社团的真假， 被蒙骗去站
台，还有一些老领导从中得到好
处，愿意去站台。

此外，就是一些主流媒体给

山寨协会的广告宣传造势。 在媒
体上刊登山寨协会的广告，比如
“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的董金狮，
以专家的身份在央视做节目。

大家看，这些山寨协会有了
国字头的招牌，在最庄严的人民
大会堂开会， 有领导人的站台，
有主流媒体的宣传造势，谁还会
怀疑这个山寨协会是假的呢？

记者：山寨协会一个显著特
征是假冒国字头协会的名称。 为
何国字头的名称备受青睐？

詹成付：中国字头带有政府
色彩， 容易获得社会公众的信
赖， 山寨协会就利用了这一点。
另外，“国字头”可以在全国范围
活动，获取的利益更大。

记者：对山寨协会的信任形
成后，会带来哪些后果？

詹成付： 这个局面形成后，
不仅使社会公众上当受骗，也使
得合法登记、按规矩办事的境内
社会组织的利益受到侵害。 人们
一旦上当受骗， 产生经济纠纷，
就会误认为合法登记的组织在
行骗， 质疑政府部门监管不力。
大家都不从自身找原因，这也是
很悲哀的地方。

山寨协会在大陆没有登记
注册地址， 一旦它们圈钱跑路，
造成国内资产流失，民政、税务、
工商和公安都很难找到责任人，
危害极大。 可以说，山寨协会是
社会的寄生虫和毒瘤。

记者 ： 上述因素如何克服
呢？

詹成付：我认为应当形成对
山寨协会全民喊打的氛围。 活动
地承办方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比如， 人民大会堂承接一个会
议，应当首先搞清楚会议主办方
是否具有合法身份？ 活动是否合
法？ 如果大会堂、政协礼堂只重
经济效益而不重视社会影响，那
么法轮功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难
道可以吗？ 一群骗子在政协礼堂
开会，难道可以吗？ 另外媒体也

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刊登广
告、专访之前，应当先对这些机
构的身份予以核实，而不是一上
来就大肆宣传。

如果领导人、 会议承办方、
媒体以及每个人加强自律、提高
警觉，都不给山寨协会提供可乘
之机，套用一句行话叫做综合治
理， 进而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
山寨协会必定落荒而逃，良好的
社会组织的生态才能形成。

最大的困境是无法可依

记者：在对这些山寨机构的
治理上，存在哪些困境？

詹成付：目前最大的困境是
法律法规不健全，让这些山寨协
会钻了法律空子，敛财骗钱。

记者：作为社会组织管理部
门的负责人，你认为政府应该怎
么做？

詹成付： 作为政府部门，最
起码有四个方面可以作为。 第
一，健全法制，尽快将境外非营
利政府组织纳入法律监管范畴，
确保这些组织到境内开展活动，
必须要经过许可或备案。 第二，
要加强合法登记社会组织的信
息公开，要让社会公众能够方便
快捷地查询这个组织是真还是
假。 第三，政府要主动出击，对现
行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要依
法严肃查处，切实履行职责。 第
四，畅通举报渠道，形成政府部
门综合监管的合力，有力打击这
些组织的非法活动。

记者 ：《境外非政府组织管
理法 》出台后 ，将有哪些有力举
措？

詹成付： 按照草案的规定，
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内地活动实
行登记许可制度。 如果未登记或
未取得临时活动许可开展活动
的，可以予以取缔，没收非法财
物所得， 对责任人进行警告、罚
款甚至拘留。

（据《南方周末》）

詹成付：对山寨协会应全民喊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