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香港公益组织在内地民政系统注册为社会组织的先驱之一中华健康快车基金
会的眼科火车医院，其运行的费用全部来自于香港民众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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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报告回顾香港NGO三十年：

对内地贡献巨大 望获合法身份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香港社工对内地的辐射式
影响，是近年来公益界有目共睹
的历程。 事实上，香港公益组织
从改革开放至今在内地活动超
过 30 年，仅从资金上看，就在每
年境外捐赠中占据相当高的比
例，在行业能力建设、公益理念
提升、人才培养等方面，对内地
慈善事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并
与内地公益同仁一起，见证了中
国慈善事业从微小到壮大的发
展过程。

近日，中国内地—香港慈善
交流平台启动，北师大中国公益
研究院同时发布了《香港公益组
织在内地开展资助和服务情况
调研报告（2016）》，呈现了一份
香港公益组织在内地开展活动
的概览式图景。 同时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
善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
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
（以下简称《境外 NGO 法》）出台
后的香港公益组织前景进行了
分析展望。

在内地接收境外捐赠中占
比最高

《报告》指出，多年来，在中
国内地接收的境外捐赠尤其是
现金捐赠中，来自香港的捐赠所
占比例都是最高的。 其中主要来
源为个人（包括家族基金会和企
业基金会）和向公众筹款的慈善
组织。

如李嘉诚基金会自 1980 年
项目捐款超过 200 亿港元，其中
87%用于支持大中华地区项目 ;
陈廷骅基金会自 1993 年起向中
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
程”项目进行捐助，连续 4 批捐
建希望小学 600 所。 2005 年第一
届中华慈善奖的获奖个人中，有
12 人来自香港，约占个人获奖者
总数的 20%。

同时，民间公益慈善组织作
为一个纽带，联结了香港和内地
的民众和社会。 大量香港公益慈
善组织的善款主要来自于数以
百万的普通港人的日常捐赠。 在
部分财政资金紧张的西部地区，
由于难以通过政府购买等形式
获得支持，香港公益组织提供的
资金援助显得尤为重要。

除资金支持外，更重要的还
有资源链接、能力建设、理念提
升。 香港是中国公益与全球公益
实现接轨的一个重要连接点。 很
多在国内活跃的香港公益组织，
实际上是大型国际组织在亚太
地区的分支机构， 如宣明会、乐
施会、救助儿童会、国际小母牛、
无国界医生等。 这些组织把中国
内地也纳入到全球网络之中。

专家团队和知识网络的建
立方面，社工机构有着较为深刻
的认识。 如香港新家园协会从
2011 年进入内地开展活动，为广
州、深圳、泉州等地的分支机构
引进香港顾问督导和社工。

香港公益组织还成为了中

国公益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
大型的公益组织如乐施会和宣
明会，是很多国内青年投身公益
的第一站。 这些青年中的一部
分，后来成长为了业界知名的青
年公益领袖。

由于开展活动的方式各异，
很难统计当前在境内活动的香
港公益组织数量。 根据《报告》统
计，目前在民政部作为境外组织
登记的基金会有 7 家，另外据香
港社会服务联会（以下简称“社
联”）2013 年的统计， 有超过 100
家社联会员机构在内地有不同
程度的参与和工作。 目前社联成
员组织中固定在内地工作的人
员超过 2000 人。

内地发展 5 个阶段

《报告》将香港公益组织向
内地发展的历程分为 5 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3），这
一时期正是改革开放方针确立
的初始阶段，大量香港华人以个
人名义或以家族基金会、商会和
同乡会的名义开始了对内地各
项事业的捐助。 政府更出台一系
列政策，如 1978 年《关于接受海
外华侨、外籍人、港澳同胞捐赠
外汇或物资的有关规定》，1979
年《关于在受理华侨捐献中严禁
违反政策和营私舞弊的若干规
定》，1982 年《关于严格制止向华
侨、外籍华人和港澳同胞伸手要
钱要物的紧急通知》和《关于加
强华侨和港澳同胞捐赠进口物
资管理的通知》等。

第 二 阶 段（1984—1994），
1984 年中英《联合声明》签字，改
革开放进程加快。 香港公益组织
纷纷进入中国，开展扶贫、助残、
社会服务、社区发展等主题的公
益项目。 如 1987 年乐施会开始
在广东做助残项目，1991 年大规
模进入内地，和云贵当地的外经
贸委、 扶贫办等政府部门合作，
1992 年在昆明正式设立项目办
公室，探索扶贫发展和灾害管理
经验。

与此同时，香港的家族基金
会对内地的捐助快速发展，出现
了多笔超过 1 亿元的大额捐赠。
从 1984 年到 1994 年， 李嘉诚陆
续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
资 1.07 亿港元。 霍英东于 1986
年出资 1 亿港元与教育部合作
设立霍英东教育基金会。 1987
年，邵逸夫向内地捐出第一笔教
育款项 1 亿港元， 帮助内地 10
所大学兴建图书馆或科技馆。 这
个阶段香港组织的公益活动以
捐款为主， 仍处于接触了解、建
立信任的阶段。

第三阶段（1995—1997），20
世纪 90 年代初正是国际非政府
组织和全球结社兴起之时。 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
使中国内地学者、政府官员和社
会团体了解了非政府组织的概
念。同时随着内地与香港在政治
经济上的联结日益紧密、香港前

景逐渐明朗 ，在
1997 年香港回归
之际， 进入内地
开展项目活动的
香港公益组织数
量迅速增加。 而
一些国际组织和
中国内地组织也
在 香 港 注 册 和
筹款，在内地开
展项目活动。 这
些 公 益 组 织 所
涉 及 的 领 域 逐
渐多元化 ，组织
工作人员也深入
中国内地基层 ，
走上了项目执行
的第一线。

第 四 阶 段
（1998—2007），1997 年香港回归
后，众多香港公益组织抓住机遇
开拓和扩展内地工作，大批项目
和资金进入内地。 香港公益组织
在内地的合作对象与人员结构
也开始发生变化。 香港公益组织
不仅将资金带入内地，也将先进
的治理制度和专业工作方法带
入内地，并且，香港公益组织内
地常设机构中的本土员工数量
比例明显增加，内地员工与海外
员工的薪酬差距也不断缩小。

第五阶段（2008 年至今），这
是香港组织和内地组织共同成
长的时期。 香港公益组织在内地
的工作重心正式从直接执行项
目转向提供公益支持。 针对内地
民间组织数量激增但能力不足
的情况，香港组织在内地开展了
大量的民间组织能力建设活动。
通过开展支持活动，香港公益组
织也更容易找到理念相投的合
作者。 2008 年以后，香港公益组
织已经开始总结内地的项目经
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相关工
作提供借鉴。 接下来中国社会组
织的“走出去”战略进程中，香港
公益组织也将扮演关键的引导
者与合作者角色。

境内活动主要身份

《报告》指出，身份问题，是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活动面
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香港公益组
织在境内注册身份的形式呈现
多样化。

首先是在民政部登记境外
基金会代表机构或涉外基金会。
涉外组织堪称是目前国际背景
的社会组织最正规的注册渠道。
截至 2016 年 5 月，在国务院民政
部注册为境外社会组织的机构
一共有 9 家香港机构，其中 2 家
为涉外基金会，7 家为境外基金
会代表机构。 从注册时间上看，
除 2007 年刚刚开放代表机构注
册时的机构注册数量较多之外，
剩余年份能成功注册的香港公
益组织数量均未超过一家。 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该注册形式的审
批之艰难。

其次是在云南省民政厅备

案的香港公益组织。 2009 年 12
月，云南省政府办公厅正式颁布
《云南省规范境外非政府组织活
动暂行规定》， 使得云南省成为
全国唯一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代
表机构备案制试点地区。 根据云
南民政网公布的信息，截至 2016
年 6 月 16 日，共有 36 家境外非
政府组织代表机构在云南省民
政厅备案， 其中 14 家为来自香
港的 NGO 组织。

再次是在民政系统登记成
为内地社会组织。 香港公益组织
在内地民政系统注册为社会组
织的先驱之一，是中华健康快车
基金会。 该基金会由香港特别行
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方黄吉雯
于 1996 年发起， 最初是香港回
归之际，香港同胞赠送给内地人
民的礼物———中国第一列流动
的、专门从事慈善医疗活动的眼
科火车医院，其运行的费用全部
来自于香港民众的捐款。 在先后
有三列火车医院成功投入使用
之后，2002 年 11 月，经国务院特
别批准成立中华健康快车基金
会。 在民间层面，也不乏直接成
立社会组织在内地开展活动的
案例。 如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
新家园社会服务中心、北京成龙
慈善基金会、北京億方公益基金
会等。

还有部分机构由于自身的
敏感性或是与政府部门的沟通
问题，无法获取合法的社会组织
身份，只能通过相对简易的工商
注册，以企业的身份在中国内地
开展活动。

此外，由于专项基金的灵活
性等优点， 许多香港慈善家、大
型企业和公益组织在进入内地
时， 会选择与内地社会组织合
作，成立专项基金。

未注册或备案开展活动的
也有很多。 绝大部分单纯以捐赠
形式支持中国内地公益事业发
展的香港公益组织，并不寻求在
中国内地的注册登记或备案。 这
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一些企
业家个人成立的基金会或家族
基金会。

最后还有比较复杂的一种，
是曾经采用过多种登记注册形

式，包括工商注册和民政注册。

新政策下的角色调整

新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相关
法律的出台，都给香港公益组织
在内地的活动前景增添了变数。
《报告》指出，从 2008 年起，就已
经有国际援助资金撤出中国的
苗头。 香港公益组织的转移，其
实也在悄然进行当中。

据云南的某家本土社会服
务机构介绍，过去在云南很活跃
的香港机构， 从 2012 年起就减
少了在本地的资源投放，将部分
关注重心转移到了东南亚等地。

《报告》认为，香港公益组织
在内地开展活动依然有广阔的
空间。 2013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
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
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提出关于
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要求。
如乐施会昆明办公室有关负责
人所言：“我们在项目过程中，基
本是贴着村子走。 只要贴着走，
就可以发现农村发展的脉络。 我
们总说参与式扶贫， 听着老土，
实际上只要做深就好了。 ”除此
之外， 对于相关群体人数较少，
政府的触手难以抵达的领域，如
部分罕见病康复救治、外来人口
融入、 困境儿童心理关怀等，香
港公益组织的参与也依然必不
可少。

2016 年，《慈善法》和《境外
NGO 法》的先后出台，为香港公
益组织带来了机会与挑战并存
的局面。 表面上来看，一方面，一
些在内地注册民非的香港背景
机构将可能获得慈善组织地位，
继而取得公募资格，为其下一步
开展活动创造诸多便利；另一方
面，一些尚未能在内地获取合法
身份，尤其是未能在民政部门进
行登记或备案的组织，其既有项
目的运行将受到直接影响，组织
能否持续在内地开展活动也将
成为未知数。 从目前的实际进展
来看，在这两部法律的实施细则
和配套法规出台之前，其对香港
公益组织内地活动的影响，或许
并没有表面看来如此直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