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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民间组织的成长，国际社会对中国民间组织

参与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期望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伴随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

施，以及“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

中国也迫切需要社会组织走出国门，一方面响应落实国家倡议，另一方面也可以

帮助海外中资企业提升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正因为如此，2016 年 8 月，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

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首次在政府文件中明确提出：引导社会组织

有序开展对外交流，参加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

发挥社会组织在对外经济、文化、科技、体育、环保等交流中的辅助配

合作用，在民间对外交往中的重要平台作用。 

自改革开发以来，中国民间组织获得了长足发展，不仅在数量上快速增长，

在内部治理和社会动员等方面的能力也大幅提升，赢得了社会的信任，影响力日

益扩大。有相当数量的民间组织有着强烈的走出去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的愿望。

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简称中促会）是走出去的中国民间组织联合体，

现有 265 家团体会员，其中 36 家具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这些民间组

织都是以项目、资金、品牌、人员或者机构等各种形式走出去了的民间组织，其

中有许多机构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援助项目。除此之外，一些尚未加入中促会的

民间组织也在积极走出去，实施国际化项目。 

2015 年 4 月 25 日，尼泊尔发生 8.1 级强震，中国民间组织迅即响应，以

各种形式支援尼泊尔灾区。对于中国民间组织来讲，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

规模投身国际紧急救援。经过此次救援，中国民间组织与尼泊尔建立了紧密的联

系。2018 年 7 月，中促会与尼泊尔社会福利委员会联合举办了中尼民间组织民

生项目对接会，25 家中国民间组织与 34 家尼泊尔民间组织就教育、扶贫、医疗、

防灾救灾等领域的合作需求进行了对接。最终，11 家中国民间组织与尼泊尔社

会福利委员会及其他尼泊尔民间组织达成合作意向，并签署了 13 项合作协议或

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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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中国民间组织走出去尼泊尔国别操作手册》恰逢其时，对于

有意愿在尼泊尔开展公益慈善项目的中国民间组织而言，是一本有较大参考价值

的工具书。手册一共分为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尼泊尔概况与发展需求，对尼泊尔国家基本概况、国家的社会状况、

发展需求和第三部门发展情况进行了系统介绍； 

第二部分政治格局和中尼关系，对尼泊尔的发展历史、政治格局和中尼关系

进行了阐述； 

第三部分对于尼泊尔 NGO相关的法律和政策的介绍尤为详尽，涉及 NGO的主

管单位尼泊尔社会福利委员会、NGO在尼运作的相关法律以及开展国际发展合作

政策； 

第四部分则开始谈到了中国民间组织进入尼泊尔要做好的准备工作，包括制

定战略与策略、资料收集与调研、内部准备：资金、人力安排、外部准备：相关

方及各个环节的考察和梳理、如何选择当地 NGO作为合作伙伴以及风险点分析等

方面； 

第五部分谈到 NGO 如何在尼泊尔运营项目，包括进入尼泊尔运行项目的 4

种形式，注册成立 INGO 办公室、注册尼泊尔本土 NGO、与尼泊尔本土 NGO 单次

合作、以参与紧急救援形式运营项目等； 

第六部分则对设立并运营尼泊尔注册办公室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包括如何在

尼泊尔获准注册身份，注册办公室的日常运营管理，海外办公室的财务管理（含

资金拨付）； 

第七部分是项目管理，主要从国际 NGO项目视角来介绍海外项目的实施与管

理，对于中国民间组织也有参考价值。 

这本手册是继 2015 年版《中国民间组织走出去操作手册》之后，进一步细

化、深入的针对中国民间组织赴尼泊尔开展公益慈善活动的操作指南。本手册有

三个突出特点，首先，翔实介绍了尼泊尔开展公益慈善活动的宏观环境。尼泊尔

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严重依赖外援，预算支出的 1/3 来自国外捐赠和贷款，

因此，在联合国的支持协助下，尼泊尔 NGO 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非常完善，手

册对此进行了完整介绍；其次，根据中国民间组织国际化的发展阶段，手册详细

介绍了进入尼泊尔开展公益慈善的 4 种方式，并且比较了各种方式的优劣势；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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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手册详细描述了在尼注册办公室的运作管理，这一方面基于中国扶贫基金会

在尼泊尔的实践，另一方面也借鉴了国际机构（如国际美慈组织）在尼泊尔运作

的经验，描绘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办公室运营管理的图景。当然，手册还存在一些

需要补充完善的地方，但毕竟这是一个开始。毫无疑问，这本手册对于帮助中国

民间组织如何更有效地在尼泊尔开展公益慈善项目有较大的帮助。 

 

 

邓国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8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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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前 言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到尼泊尔开展发展援助项目的国别手册。 

这是继《中国民间组织走出去操作手册》之后的第一个具体的国别手册。它

的资助方是亚洲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携手

推进手册的具体编写。他们的共同行动是希望对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有实际的帮

助，这样持续性的行业基础建设让人敬佩。 

这本手册在我们看来是“迫在眉睫”的行动。 

2018 年 1 月底，在亚洲基金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安排协调下，彭彬老师和

我在尼泊尔当地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共走访了 4 个主要相关的政府部门（国

家战略委员会，社会福利委员会，尼泊尔妇女、儿童和社会服务部，尼泊尔教育

部）、5 家 INGO（UNDP、The Asia Foundation、JICA 等）、2 家本地 NGO、2 位

相关的专家、中国扶贫基金会尼泊尔办公室和 3 个项目点的实地考察、1 家相关

的咨询服务公司。这次考察不仅仅让我们看到尼泊尔当地的实际需求、相关政策、

INGO 的活跃情况和尼泊尔第三部门的格局等这些内容，而且促使我们思考：什

么时候中国社会组织也能够这样走出去，什么时候能在尼泊尔出现更多的中国社

会组织身影。 

欣喜的是，2018 年 7 月 29 日，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简称中促

会）和尼泊尔社会福利委员会联合举办中尼社会组织民生项目对接会，来自 25

家中国社会组织、34 家尼泊尔社会组织的 100 余位代表参加了对接会。双方共

同就教育、扶贫、医疗、防灾救灾等领域的合作现场进行了对接。在此之前的

2018 年 5 月，中促会带着中国的社会组织同样“组团”到了柬埔寨。看来中国

社会组织“走出去”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并且在国家层面开始获得认可和重视。 

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该如何行动？ 

亲身经历者会知道其中的挑战有多大，不只是简单跨国行动存在的难度，更

大的挑战在于社会血族需要将发展援助行动在当地落地生根，获得持续性的效果

和社会影响。这是对社会组织专业性的巨大挑战。 

这本手册的出现是希望能给这些行动者们提供一些支持。 

1、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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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本手册将为到尼泊尔开展发展援助项目的中国社会组织提供包括尼

泊尔社会概况、发展需求、尼泊尔 NGO 状况和相关政策法规等基本信息，为其

走进尼泊尔的具体的操作引导，并介绍在尼中国社会组织的已有案例和相关经验。

最终，希望该手册能够帮助中国社会组织更好地了解当地情况，合法合规开展项

目，规避潜在风险，以获得很好的社会反馈。 

国别针对性：手册仅针对尼泊尔的实际情况进行撰写，具有区域特征。虽然

有些内容可能通用于其他国家，但需要使用者在移用到其他国别前进行甄别。 

可操作性：手册定位为操作指南，写作时避免了深奥的理论阐述和数据分析，

尽量使用直白简洁的语言来介绍。 

阶段性：本手册主要针对准备到尼泊尔开展行动的中国社会组织，介绍的内

容都是针对初级阶段的组织。 

非全面性：这本手册很难将所有的问题进行详细介绍，其目的是提供提醒和

指引，更多情况仍然需要组织自身的探索。此外，本手册的一些内容来自相关文

献和资料，笔者在撰写过程中尽量保障所引资料的真实、及时和有效，但难免有

些纰漏。而且，当地的政策也处于不断变动之中。所以，该手册主要针对目前的

情况，需要结合实际的变动来参考使用。手册中的建议性内容，仅供参考借鉴。 

2、分工 

本手册主要由卢玮静和彭彬负责撰写。卢玮静负责第 1-4 章，彭彬负责第

5-7 章。其中，卢玮静负责的部分实际上由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团队共同

完成，范娟娟和孟甜参与了第 1-3 章的材料收集、翻译和撰写工作，孙长兰参与

了整理校对工作。此外，中国扶贫基金会尼泊尔办公室为手册撰写提供了许多相

关的资料、流程文件和实际经验，并对手册内容提供了大量的建议。 

3、章节安排 

手册一共分为了如下几个部分： 

1) 尼泊尔概况和发展需求 

2) 尼泊尔的政治格局和中尼关系 

3) 尼泊尔 NGO 相关的法律 

4) 中国 NGO 进入尼泊尔要做的准备 

5) 如何在尼泊尔运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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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立并运营尼泊尔办公室 

7) 项目管理 

8) 附录 

在每个部分，我们尽量以要到尼泊尔开展发展援助行动的 NGO 视角切入，

而不仅是单纯介绍内容。当然由于我们的水平和时间所限，文中定有不少疏漏或

错误之处，敬请大家谅解并指正。 

 

 

卢玮静  

2018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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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尼泊尔概况与发展需求 

一、国家基本概况 

1. 地理气候 

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简称：尼泊尔）是一个内陆山国，位于喜马拉雅山

南麓，北邻中国，其余三面与印度接壤。国土面积为 14.7 万平方公里，国境线

全长 2400 公里。尼泊尔的气候基本上只有两季，每年的十月至次年的三月是干

季（冬季），雨量极少，早晚温差较大，晨间 10°C 左右，中午会升至 25°C；

每年的 4-9 月是雨季（夏季），其中四、五月气候尤其闷热，最高温常达到 36°

C；五月起的降雨常作为雨季的前奏，一直持续到九月底，雨量丰沛，常泛滥成

灾。 

 

图 1：尼泊尔基本地图 

 

尼泊尔境内山峦重叠，珠穆朗玛峰（尼泊尔称萨加玛塔峰）位于中尼边界上。

地势北高南低，相对高度差之大为世界所罕见。大部分属丘陵地带，海拔 1 千米

以上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一半。 东、西、北三面群山环绕，因此尼泊尔自古

有“山国”之称。河流多而湍急，大都发源于中国西藏，向南注入印度恒河。全

国分北部高山、中部温带和南部亚热带三个气候区。北部高寒山区终年积雪，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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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气温可达-41℃；中部是河谷区，多小山，气候温和，四季如春，首都加德满

都坐落在加德满都河谷；南部是土壤肥沃的冲积原，分布着茂密的森林和广阔的

草原，是尼泊尔重要的经济区。南部平原常年炎热，夏季最高气温为 45℃。在

同一时间里，当南部平原上酷热异常的时候，首都加德满都和博卡拉谷地里是百

花吐艳、春意盎然，而北部山区却是雪花飞舞的寒冬。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Kathmandu）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天然谷地中, 四周青山坏抱，常年鲜

花盛开，被称为山国的“春城”，月平均最高气温 29℃（7 月），月平均最低气

温 2℃（1 月）。 

尼泊尔属于东六时区，当地时间比格林尼治时间早 5 小时 45 分，比北京时

间晚 2 小时 15 分。尼泊尔没有使用夏令时。 

 

Tips：气候对于发展援助项目运作的影响 

尼泊尔位于欧亚大陆和印度洋板块的碰撞挤压带上，地形起伏高差大、地质

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容易发生地震，也是次生地质灾害的高易发区。特别

是在雨季，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将显著增大。在日常

工作和紧急救援工作中，项目人员应提高地质灾害的防范意识。 

在尼泊尔开展项目需要密切关注项目地的气候情况，尤其是在雨季，对于许

多工程类的援助项目较难实施，所以在设计项目周期的时候，需要将气候因素考

虑其中。同时，在对山区居民进行临时安置区选址和永久安置区选址时应加强次

生地质灾害危险性的评估工作，避免二次灾害。 

2. 行政区划 

根据 2015 年新宪法，尼泊尔由中央、省和地方（县、市、村）三级构成，

全国划分为 7 个省（Pradesh）（1、2、3、4、5、6、7 省，其中第 4 省和第 6

省已命名为 Gandaki 省和 Karnali 省）和 75 个县（district）。目前，各省的边界

还存在争议。这 7 个省中有 6 个省（1、2、3、4、5、7 省）与印度接壤，有 5

个省（1、3、4、6、7 省）与中国接壤，4 个省（1、3、4、7）同时与印度和中

国接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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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德满都（Kathmandu）位于中部河谷地带，自 1768 年起成为尼泊尔首都，

是尼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加德满都以其独特的建筑艺术和雕刻著

称，庙宇、古迹众多，素有“庙宇之城”的美名。其它主要城市还有博卡拉(Pokhara)、

伊拉姆(llam)、尼泊尔干吉(Nepalganj)和比尔干吉(Birganj)等。 

 

Tips：进入尼泊尔不同地区开展项目前需要了解基本的格局 

进入尼泊尔地区需要关注该地区的实际情况，包括当地的政治格局、民族、

环境与气候、社会需求、民众认识等等。尼泊尔北部与我国西藏接壤，与我国没

有领土争端。尼西部和南部与印度接壤，有领土争端。例如，尼泊尔南部的特莱

平原有一半人口是印度裔，近年来偶有分裂事件发生，在该地开展项目需要关注

安全局势。 

3. 人口、民族、宗教和语言 

尼泊尔总人口 2850 万人（2016 年），公民平均年龄为 21.6 岁，其中男性的

平均年龄为 20.7 岁，女性为 22.5 岁。据估计，只有 4%或更少的人口超过 65

岁，而约 57.9%的人口年龄在 15 至 65 岁之间。根据 2011 年人口普查，有 83%

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山区 1，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17%。首都加德满都地区人口

约 500 万, 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地区。 

1961-2001 年间，尼泊尔平均人口增长率约为 2.25%，较高的增长率迫使尼

泊尔人民通过砍伐森林来创造更多的空间来服务于不断增长的人口，而这反过来

又威胁到低洼地区，这些地区容易发生洪水泛滥。2001 年以后，人口增长率快

速下降，2011 年人口的增长率下降到了 1.35%。 

尼泊尔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种姓、多语言国家。尼泊尔人种包括白种、

黄种、混血人种。人种的多样性使尼泊尔自古就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些民族

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定居在尼泊尔的土著民族；第二类是中国西藏移民；

第三类是印度移民。截至 2013 年，尼泊尔境内有拉伊、林布、苏努瓦尔、达芒、

马嘉尔、古隆、谢尔巴、尼瓦尔、塔鲁等 30 多个民族。其中，卡斯族是尼泊尔

                                                                 
1Population Census 2011.  



 

10 

最主要的民族，占人口总数的 1/32。尼泊尔居民中，86.2％信奉印度教，7.8％

信奉佛教，3.8％信奉伊斯兰教，2.2％信奉其他宗教 3。 

据 2011 年人口普查数据，尼泊尔有 125 个种姓群体，其中山区种姓群体

59 个，马德西种姓群体 62 个，穆斯林及其他群体 4 个。尼泊尔的种姓制度源于

印度，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主要将社会分为四个等级，从高到低分别是婆罗门、刹

帝利、吠舍和首陀罗，更低的阶层还有四大等级之外的贱民，称为“不可接触者”。 

语言方面，尼泊尔全国使用的语言多达 123 种，而其中只有 19 种语言使用

的人口较多，达 96％，另 104 种语言只为 4％的人口所用。尼泊尔语为国语，

它起源于印度的天成文，也是印度语的文字，但读音上有显著区别。英语、印度

语也被广泛使用；上层社会通用英语。多民族造就了多语言的特点，少数民族地

区多半还保留着自己的语言。 

 

Tips：进入项目一线需要关注当地的信仰、民族、种姓、语言等 

尽管尼泊尔政府在 1962 年已经明文废除种姓制度，2005 年已经废除印度

教为国教，成为“世俗国家”，但自 14 世纪就存在的种姓制度仍然深深地烙印

在尼泊尔人心中，特别是在农村。到农村地区开展社会服务项目需要对当地的宗

教、民族和种姓情况进行评估。 

虽然英语被广泛使用，但在项目一线，大部分情况还是当地语言，而且不同

地区的方言较多，即使项目人员会英语和尼泊尔语，有时候还需要匹配合适的翻

译。  

4. 节日文化 

尼泊尔有以下重大节日：共和日（5 月 28 日）、国庆日（9 月 20 日）、德赛

节（Dashain，又称大德赛节Bara Dashain）、十胜节（Vijaya Dashami），其中十

月的德赛节是民间最大节日，共 15 天，全国放假 7 天 4。 

每年 5 月 29 日为尼泊尔的共和国日。 
                                                                 
2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 Statistical Pocket Book Nepal 2016. 
3中国外交部：
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12/1206x0_676814/ 
4  Festivals of Nepal. Nepalhomepage.com.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9 May 2008. Retrieved 29, July. 
 

http://www.nepalhomepage.com/society/festivals/festiva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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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尼泊尔旅游部门发放的资料，尼泊尔每年各种节日多达 300 多个。几

乎每人每年要花三分之一的时间来从事节日活动。 

尼泊尔文化多元，这意味着尼泊尔人不止使用一个日历，庆祝不同的新年。

在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里，一共有 9 个不同的新年，其中尼泊尔历的新年最为重要，

也是全国的官方节日。尼泊尔的官方日历—尼泊尔历（Bikram Sambat）由印度

超日王（Vikramaditya）创立，每年的新年“Naya Barsa”在四月，相当于我国

的春节。2018 年 4 月 13 日是尼泊尔历 2074 年的最后一天，相当于我们的除夕

之夜，4 月 14 日是尼泊尔历 2075 年的第一天。 

尼泊尔节日大都与宗教、农时有关，如洒红节（Holi）、德赛节（Dasain）、

佛诞节（Buddha Jayanti）、湿婆节（Maha Shivaratri）、赛马节（Ghoda Jatra）、

神牛节（Gai Jatra）、妇女节（Teej）、灯节（Deepawali）、黑天神节（Krishna Jayanti）、

因陀罗节（lndraJatra）等，此外，还有劳动节、共和日、宪法日和圣诞节等。 

每周六为公休日。 

Tips：节假日对于项目运作的影响 

尼泊尔的节假日很多，不仅仅是政府，在其他部门和组织中节假日不工作是

当地社会的普遍认识。所以，在预计项目周期和行政审批等进程的时候，需要充

分考虑当地的节假日情况。此外，对于周六的公休日和假日，当地人员也没有“加

班”的习惯，尤其机构具有当地员工的时候，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协调。 

5. 风俗禁忌 

尼泊尔人最通常的表示欢迎和致意的方式是双手合什然后说“那马斯特”

（Namaste）或者“那马斯卡”（Namaskar）。尼泊尔人在回答问题时，惯用揺头

表示同意。 

同印度一样，尼泊尔妇女们的传统服饰包括色彩鲜艳的沙丽和旁遮比两大类。

尼泊尔男子头带彩色或黑色礼帽，这种礼帽也被称之为尼泊尔帽。一般穿着宽松

的衬衫长裤。除上述主要服装外，以当地特产的手工布料缝制的背心、长裤、套

装，包括尼泊尔北部高山区的藏衣藏饰也很具民俗味道。当地穿着往往是衣着上

不许露着腿、胳膊，贵族阶层基本是穿裤子的，但可能会露肚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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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由于尼泊尔特有的文化背景，以下几点属于当地的禁忌 

1. 进入印度教寺庙前务必征得对方同意，因为寺庙一般不向非教徒开放；

进入寺庙、住宅之前要脱鞋。而且在室内不要跨过尼泊尔人的身体或脚，绕路而

行或麻烦对方让一下。 

2. 尊重当地信仰，皮毛物品严禁带入寺庙大门内，不得触及圣所内的供奉

物品。不要爬骑在神像上面玩耍或拍照。 

3. 禁食黄牛肉，不得屠宰雌性动物为食。 

4. 尊重当地的风俗，在和尼泊尔女性问候时尽量不要有身体上的接触。 

5. 尼泊尔人相信神祇居住在人的头顶，所以切记不要抚摸小朋友的头。 

6. 不要用脚去碰尼泊尔人或物品，这被认为是一种冒犯行为。 

7. 注意不要用自己使用过的刀、叉、勺子或用手去接触别人的食品或餐具。 

8. 同印度人一样，尼泊尔人方便后用左手蘸水冲洗。左手在尼泊尔人的生

活习惯与观念中代表不洁, 握手或传递东西时最好用右手或双手。 

 

6. 经济发展概况 

尼泊尔属于联合国确定的 48 个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整体经济状况现处于落

后位置。上世纪 90 年代初起，尼泊尔开始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经济政策，

但由于政局多变和基础设施薄弱，收效并不乐观。尼泊尔经济严重依赖外援，预

算支出四分之一来自外国捐赠和贷款。虽然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但尼泊

尔的目标是于 2022 年退出最不发达国家的队列，并于 2030 年步入中等收入国

家。为实现此目标，尼泊尔需要保持每年 7%-8%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完成

130-180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根据（联合国）国际金融公司发布的 2018

年东部经济指数，尼泊尔在南亚五国中列居第四位 5。基于此，尼泊尔的投资潜

力逐年上升。 

                                                                 
5 World Bank (2017) Doing Business 2017: Equal Opportunity for All.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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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连年上升，2016/17 财政年度 6人均GDP

约为 853 美元。世界经济论坛《2016-2017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尼泊尔

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 138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 98 位。世界银行《2017 年营

商环境报告》显示，尼泊尔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排第 107 位。在 2017 财政

年度，尼泊尔经济活动强势反弹，GDP同比提升 12.47%。其中，得益于气候的

影响，2017 年度水稻产值为 520 万吨，创历史新高；受 2015 年大地震灾后重

建的影响，水电容量和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破历史最高值 7。同时，受近两年贸易

和酒店产业的发展，尼泊尔的服务业增速迅猛。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私人和公共

投资领域强劲反弹，也创历史新高。但消费水平放缓，可能是由于汇款放缓，导

致当地消费水平增速降低。 

由于长期的政治过渡和基础设施不足，10 年以来，尼泊尔的经济增长率平

均保持在 3.8%，低于南亚平均水平。汇款继续在消费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在

2015/16 财政年度，汇款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9.6%8。尽管经济增长缓慢，但

汇款有助于增加本地市场的总需求。在过去 10 年中，伴随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

14.4%的增速，消费水平随之得到提升。 

同时，由于进口持续增长，出口下滑，贸易逆差进一步增加。汇款持续放缓。

因此，当前GDP核算结果明显收窄，从 2016 财政年度 6.2%赤字下降到 2017 财

政年度的 0.4%。农民工流出达到 5 年最低点。年收入增长强劲。公共支出，尤

其是资本支出量回升；尽管实际公共支出显著低于其计划预算支出，但仍接近当

年GDP的 8%，创历史最高纪录。积极的财政平衡时代以财政赤字占GDP3.3%的

出现而结束 9。 

尼泊尔出台了一些相应的财政激励及其他配套举措以推进全球贸易进程。作

为国际世贸组织的成员之一，在该组织成员国中，尼泊尔是征收最低进口税的国

家。同时，尼泊尔与 10 个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与 6 个国家签署了缔

结双边投资协定（BIPPAs），其中，根据印度-尼泊尔贸易和运输条约，尼泊尔进

入印度庞大和不断增长的市场享有免税和免配额优惠。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也面

向尼泊尔提供约 8000 种的免税产品。 
                                                                 
6尼泊尔财政年度起于上年度 7 月 16 日，止于下年度 7 月 15 日 
7Population Census 2011. 
8The World Bank (2017). Overview of The World Bank in Nepal.  
9The World Bank (2017). Overview of The World Bank in Ne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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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尼泊尔本地的就业机会较少，每年有大约 10%的劳动人口赴海外就业，

汇回的外汇约占尼泊尔外汇储备的 1/3 左右。截至 2016 年 7 月，尼泊尔的外汇

储备为 98 亿美元，在金融进口方面处于有利地位。然而，在 2015/16 财政年度，

占国内生产总值 31.3%的贸易赤字仍然令人担忧。预计外国直接投资将刺激国内

生产，并逐步缩小这一差距。 

受几十年不遇的洪水影响，2018 财政年度的经济活动增长率将低于预期。

通货膨胀将在前半年呈暂时上升态势，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但仍将维持在中央

银行的目标范围内。为了应对地震和洪水，政府于本年在联邦体系中增加相应的

职能，从而带来政府支出的上涨；因此，财政赤字比预期有所扩大 10。 

尼泊尔劳动年龄人口（15 到 64 岁）就业率为 68%，高于许多其他收入水

平相似的国家，剩下的 32%要么失业，要么主动不就业。上个财年，尼泊尔每

个月都有超过 4.2 万名劳动人口进入就业市场，这意味着该国有机会看到更快的

经济增长。 

7. 国内资源 

尼泊尔为农业国，其中，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约 70%。耕地面积为 325.1 万

公顷，主要种植大米、甘蔗、茶叶盒烟草等农作物，粮食自给率达 97%。 

尼泊尔工业基础薄弱，规模较小，机械化水平低，发展缓慢，以轻工业和半

成品加工为主，主要有制糖、纺织、皮革制鞋、食品加工、香烟和火柴、黄麻加

工、砖瓦生产和塑料制品等。 

作为内陆国家，尼泊尔对外贸易严重依赖印度，主要贸易伙伴有印度、中国、

阿联酋、美国、印度尼西亚、瑞士、泰国、日本、法国和阿根延等。2015/2016

财年，尼印贸易额占尼泊尔对外贸易总额的 61.87%，印度是尼泊尔最大的进口

来源地和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受交通条件所限，尼泊尔进出口商品运输主要通过

印度加尔各答港进行。 

尼泊尔当地资源丰富，有铜、铁、铝、锌、磷、钴、石英、硫磺、褐煤、云

母、大理石、石灰石、菱镁矿、木材等，均只得到少量开采。水力资源丰富，水

电蕴藏量为 8300 万千瓦，约占世界水电蕴藏量 2.3%。其中 2700 万千瓦可发展
                                                                 
10World Bank: http://www.worldbank.org/en/country/nepal/overvie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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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发电 11。 

8. 旅游业 

尼泊尔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自然风光旖旎，气候宜人，其旅游业起步于上

世纪 60 年代初，是尼泊尔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是尼泊尔最大的外汇来

源之一。2012 年尼泊尔旅游业总收入占其 GDP 9.4%，同比增长 5.2%；旅游创

汇 366 亿卢比，相当于其出口创汇总额的 24%。2013 年，尼泊尔接待游客 79.6

万人，创造工作岗位 50.4 万。赴尼旅游的主要为亚洲游客，其中以印度、中国

游客居多，其次为西欧和北美游客。 

尼泊尔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丰富，是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境内

6000 至 8000 米的山峰有 200 余座，在全球 14 座 8000 米以上的独立雪峰中，

有 8 座为尼泊尔独有或与中国共有。尼泊尔共有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 10 处，国

家野生动植物保护公园 14 个，宗教及历史文化古迹不胜枚举。尼泊尔旅游业依

托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突出发展徒步、登山、漂流、探险、野生动物及民俗古

建观赏、宗教朝圣等优势旅游项目，其中徒步和登山旅游较为发达。据尼泊尔登

山协会统计，每年到访尼泊尔的外国游客中，专以登山为目的旅游者约占 28%。 

尼泊尔政府主管本国旅游事务的部门为文化、旅游与民航部，负责研究拟定

旅游业发展方针、政策和规划，行业管理审批等行政事务。早在 1979 年，尼泊

尔旅游部本部就设置了旅游警察局，向游客提供便捷、优质的安全保障服务。非

官方旅游机构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尼泊尔旅游和旅行代理商协会、尼泊尔饭店业

协会、尼泊尔徒步协会、尼泊尔登山协会等，在开拓市场、促进规范行业发展等

方面也积极发挥着重要作用。 

2015 年发生特大地震，尼泊尔旅游业受到严重影响。目前，赴尼泊尔旅游

人数正在逐渐回升至地震前水平。据尼泊尔移民局发布的统计，共有逾 94 万人

次的外国游客于 2017 年到访尼泊尔，其中，共有逾 16 万人次印度游客到访尼

泊尔，逾 10 万人次中国游客到访尼泊尔。其它主要客源国依次为美国、英国和

斯里兰卡。由于尼印边境是开放式边境，许多印度游客进入尼泊尔并未在出入境

                                                                 
11尼泊尔国家概况(2018). 
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12/1206x0_676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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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登记，如果能将这一部分游客人数算上，则 2017 年到尼游客可能已超

100 万人次。 

9. 交通运输 

尼泊尔的交通运输以公路和航空为主。公路约 27000 公里，有各类机场 45

个，直升机停机坪 100 多个。除首都有一国际机场外，其余均为简易机场。全

国有一家国营的尼泊尔航空公司、6 家私营航空公司和一家私营直升飞机公司，

同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孟加拉国、文莱、新加坡、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德国和英国等国家和地区通航。国内主要城镇有班机通航。尼泊尔没有国内铁路

运输线路，仅在南部 Janakpur 有一条通往印度 Jainagar 的铁路，长 59km。 

 

Tips：尼泊尔交通对于项目的影响 

尼泊尔境内交通网络非常不完善，航空和公路是尼泊尔交通的主要方式，但

航空和公路也不发达，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山区。如果到一些偏远的西部地区，许

多好的国际组织都是使用直升机。私人直升机在当地的有些富人和机构中均有使

用。如果到交通不便的地方开展项目，需要考虑交通工具的使用。 

 

二、国家社会状况 

1. 贫困状况 

在 2016 人类发展指数中，尼泊尔名列第 144 位（在 188 个国家中），是南

亚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上世纪 90 年代由于政局与社会的动荡不安，其经济总体

下行，人民生活日益贫困。随着政治格局趋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国内各经济指标

呈现出良好的上行态势。根据世界银行给出的数据，以 1.90 美元/天国际贫困线

为基准，截止 2010 年，尼泊尔仍有 25.4%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 12。 

2010 年以来，国际上采用多维贫困指数（MPI）识别贫困，MPI 评估家庭

                                                                 
12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Needs Assessment for Nepal 2010.Kathmandu: GoN and UN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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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 个维度遭受的多重重叠的贫困：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教育和健康的维度

都基于两个指标，而生活水平是基于六个指标。最近公布的尼泊尔 MPI 估计的

调查数据指的是 2014。在尼泊尔，26.6%的人口（749 万 3000 人）是多维贫困，

而另外 14.4%人生活水平接近多维贫困（404 万 8000 人）。根据该年的调查，

多维贫困人口比收入贫困人口多了 11.6%，说明收入贫困只是部分原因，生活在

贫困线上的人可能仍然受教育、健康和其他生活条件的剥夺。 

2017 年尼泊尔首次对包括喜马拉雅山脉、丘陵和泰莱平原在内的 25 个地区

的贫困家庭进行了调查，这个区域共有 124 万户家庭，其中 31.5%户贫困。 

尼泊尔是农业国，但是食品安全和营养不良等社会问题仍是两大难以解决的

困境。由于地形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人生活在大山中。高山使大量最贫困的人们

与外界隔绝，食物、清洁的饮用水、充足的环境卫生和医疗设施对这里的人们来

说难得可贵。山区农业的季节性很强，在冬季只能依靠储存的粮食；同时，山区

农业又属于劳动密集型，家长们经常整天都在田地里劳作，而年幼的孩子们只能

独自在家，忍饥挨饿。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尼泊尔约有一半的儿童发育迟

缓，每 10 名儿童中就有 1 名不幸夭折 13。 

尼泊尔人口数量整体呈快速递增趋势，加上当地的贫困问题突出，导致失业

人口、贫困人口、饥饿与疾病人数增多、教育投入跟不上入学人数的增加等诸多

社会问题。造成此状况的原因众多，如 1.传统观念，多生多育；2.早婚早育，育

龄期长；3.婴儿死亡率降低等 14。 

2. 性别平等 

和发达国家相比，历史上的尼泊尔女性社会地位较低，在家庭中长期处于从

属地位。主要由于尼泊尔社会结构基于广泛的父子继承制度和男性权威，其文化

被认为具有浓厚的父权制特点。与之相关的社会规范及价值观降低了尼泊尔女性

的经济和社会参与性、受教育机会及阶层流动性；从个人层面而言，女性在追求

自我实现的道路上困难重重。 

在尼泊尔，29.5%的议会席位是女性；24.1%的成年女性达到中等教育水平，

                                                                 
13UNICEF: https://www.unicef.org/chinese/infobycountry/nepal_67166.html 
14尼泊尔人口增长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0e8f594c660acfc1318947a18e7f93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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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男性的比例则达 41.2%；孕产死亡率为 258/100000，15 至 19 岁的青少年女

性生育率为 71.9/1000；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率是 79.7%，而男性则为

86.8%。 

根据尼泊尔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尼泊尔北部和西部地区男女就业率相差最

大，女性与男性工作人数比例约为 1：4；在个别地区，女性就业率几乎为零 15。

同工不同酬现象较为严重，女性所得报酬比男性平均少 30%左右。通过对加德

满都各地尼瓦人妇女的职业调查，不难发现种姓与其职业的关系十分密切，高种

姓出身的妇女就业率为 65%，而低种姓阶级出身的仅占 12%16。 

3. 教育 

尼泊尔的现代教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50 年代，只有贵族阶级才有享受教育

的权利。自 1951年的人民运动以来，尼泊尔的教育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尼泊尔，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和高等教育，学校分为私立和公立学校。其中，大

部分社区学校都会接受政府资助，分为：1）全额政府资助；2）部分或等待？

政府资助。私立学校则由本学校或非政府进行资助，以非营利组织或公司形式成

立。教育体系包括学前教育（1-5 年级），初级中等教育（6-8 年级）和中等教育

（9-10 年级）。其中，学前教育仅在尼泊尔的城市开展。5 岁为适龄入学的年龄。 

当今尼泊尔共有 28000所学校、415所学院、6所大学和 2所高级研究机构，

在校生人数超过 650 万，教职员工超过 15 万 17。经过近十几年教育机构的快速

增长，根据人口普查局相关数据显示，15 岁以上尼泊尔人的识字率达到 48.2%

（女性占 34.6%，男性占 62.2%）。 

4. 医疗卫生 

尼泊尔医疗卫生事业仍欠发达。根据尼泊尔官方数据，2010 年底，尼泊尔

全国共有 500 多家医院，其中政府医院 101 家、私立医院 114 家、传统医院 290

家。近几年，尼泊尔政府加大了对医疗卫生的投人，使医疗卫生条件有了一定改
                                                                 
15尼泊尔人口普查局：http://cbs.gov.np/sectoral_statistics/population 
16尼泊尔职业妇女社会经济状况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02ea4c0b56b0d515318947a18e7f9386.html#original 
17尼泊尔教育概况：http://www.docin.com/p-9776088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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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目前，尼泊尔平均 4000 人有 1 名医生。 

在尼泊尔，疾病比其它南亚国家更普遍，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主要疾病包括

腹泻、胃肠道疾病、肠虫、麻风病、内脏利什曼病和肺结核。营养不良比例也很

高，五岁以下儿童约有 47%发育迟缓，尽管在过去的五年里有下降的趋势，但

仍保持惊人的高比例。护理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尤其是在母婴健康方面，五岁

以下婴儿死亡率估计为 41/1000。1000 名年龄在 15 至 49 岁的成年人中，约有

4 人感染 HIV，HIV 感染率为 0.5%。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2014 年尼泊尔全国医疗卫生总支出占 GDP 的 5.8%，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医疗健康支出 137.4 美元；2015 年，出生时预期寿

命为 70 岁。 

中国和尼泊尔政府于 1998年签署了关于派遣中国医疗队赴尼泊尔工作的议

定书。根据两国政府协议，河北省自 1999 年开始承担向尼泊尔派遣医疗队的任

务。截至 2018 年，河北省已向尼泊尔派遣医疗队 11 批共计 194 人次。 

5. 社会治安 

2012 年 9 月，联合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和其他主要政党在武装人员整

合数量和方式等问題上达成历史性的协议，随后军队整合工作完成，标志着尼泊

尔 10 年内战正式结束。 

但是近年来，包括首都加德满都在内的许多地区经常爆发游行和罢工，有时

甚至升级为暴乱。 

2008 年西藏发生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后、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和 200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国庆期间，在尼泊尔的藏独分子经常到中国驻尼外

交机构门前聚众闹事、游行示威，严重干扰了中国外交机构的正常工作，也严重

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尼泊尔警方对藏独活动坚决打击，尽管如此，在尼泊尔

的藏独分子仍经常在某些敏感日举行违法活动。 

6. 公共服务 

20 世纪 90 年代起，特别是自 2006 年冲突结束之后，国家在众多社会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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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方面的资金支持和具体实施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是努力减少贫困，

及解决导致 1996 年冲突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希望借此梳理政府在民众心目

中的良好形象。 

教育、健康、饮用水和卫生设备三个领域是尼泊尔的三个基本服务范围。在

实现尼泊尔千年目标的过程中，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最近公布的“尼泊尔千

年发展目标需求评估报告”(2010)表明，尼泊尔需要 64.5 亿美元实现千年发展目

标。其中，16.9 亿美元将用于教育，2970 万美元用于健康 18。 

社会保护中一些方面已经被纳入国家监管框架之下。“尼泊尔临时宪法”

2063（2007）将就业和社会保障视为每个公民的根本权利。其中，在“宪法”

第 18 条第 3 部分中明确指出： 

“关于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权利： 

• 每个公民都享有法律规定的就业权。 

• 妇女、劳动者、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无行为能力和无助的公民享有受法

律背书的社会保障权利。 

• 每个公民都享有受法律保护的粮食安全的保障权利。“ 

基本社会服务的提供方不是唯一的。政府为主要服务提供者；并主要在政策

和各项细则的制定中扮演主要角色。政府各部门权力的下放一直是关乎社会公共

服务有效性的关键。尼泊尔政府宣布，根据“20/20 契约”，将至少 20%的总预

算用于基础服务；并且，可将来自资助者的捐赠用于定向资助。过去，主要由教

育部、健康部、饮用水卫生司和自然规划工程部负责工作；如今，有诸如社会工

作和妇女儿童部、地方发展部参与提供基本服务和社会保护。可以看出，与以往

相比，近些年政府各部门提供的服务更加专业化。 

尼泊尔政府是公共服务重要的提供者和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同时，还有

来自 INGO 和当地 NGO 开展的众多公共服务。在这里，暂将其分为“官方社会

保障”和“非官方社会服务”。 

7. 官方社会保障 

“官方社会保护”主要由政府部门提供，可分为三大类：社会保险、社会救
                                                                 
18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Needs Assessment for Nepal 2010.Kathmandu: GoN and UN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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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和劳工市场项目。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定义，社会保险被定义为“覆盖与失业、疾病、生育、

残疾、工伤和养老相关的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失业保险和残疾

工人方案。尼泊尔共有 7 个主要项目属于社会保险类别，其中大部分用于特定劳

工“基金”，如公务员和军队人员。这部分基金的体量较大（如公共部门养老金

在 2010 财政年度中花费 1270 万美元），并且涵盖从弱势群体的个人津贴到医疗

福利。就政府支出而言，社会保险是尼泊尔最大的社会保护类别，占 2009 财政

年度社会保护总支出的 57%19。社会保险项目旨在针对特定的就业群体，即公共

部门的劳动力市场。这些项目往往不以扶贫为目标，因此，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

的工作人员大多数没有资格享有这些权利。例如，在全国 73.9%的农业劳动力中，

没有一个人能够获得这些社会福利 20。 

社会救助是针对穷人的保护方案，包括老人救助、健康救助、儿童保护计划、

救灾和其他形式的救助。他们通常直接以一种方式使整个家庭受益。尼泊尔共运

营 9 个社会救助项目，占 2009 财政年度社会保护支出的 41%。社会救助类项目

中包括教育类（如：为 50%女孩提供 350 卢比的小学费用）、健康类（在享受卫

生健康服务中，正常分娩的妇女可获得 1000 卢比，需要手术进行分娩的妇女可

获得 5000 卢比）、就业类、儿童福利类以及紧急救助类 21。总体来说，相对于

社会保险，社会救助项目可覆盖更为广泛的受益人；受益人中能更加精准定位于

贫困和受性别歧视的弱势群体，贫困覆盖率和受性别歧视弱势群体覆盖率分别为

80%和 100%。例如，为所有 60 岁以上的丧偶、未婚或分居的妇女提供津贴 22。 

亚洲开发银行将劳工市场项目针对失业和未充分就业设计，如“以工换粮”

计划。在劳工市场项目类别中，尼泊尔有两大项目：农村社区基础建设项目和卡

尔纳里就业项目，其开销占 2009 财政年度 2%的支出 23。在“官方保障计划”

项目中，虽然劳工市场项目的总支出有限，但其农村社区基础建设项目的效能较

                                                                 
19 ADB (forthcoming) Updating and Improving the Social Protection Index: Nepal Country Report.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 ADB (forthcoming) Updating and Improving the Social Protection Index: Nepal Country Report.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1 Tiwari B.N. (2010). 'Social Protection against Global Crises in Nepal: Some Challenges (Draft)'. Paper 
presented at Research Meeting on Social Protection in South Asia 18-19 March 2010, New Delhi. 
22 Livelihoods,basic services andsocial protection inNepal(2012). Bishnu Raj Upreti, Sony KC, Richard 
Mallett and Babken Babajanian, Nepal Center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23 ADB (2011b) The Revised Social Protection Index: Methodology and Handbook.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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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在 2010 财政年度，农村社区基础建设项目的受益人达 50 万人，其贫困覆

盖率达 90%24。 

总体来说，尼泊尔“官方保障计划”下开设的社会保障项目形式呈多样化。

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劳工市场项目所占财政支出比例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

社会保险的投入比例最大，而受益人数最少 25；相反，劳工市场项目的投入相对

最低，但覆盖的受益人数之多接近于社会保险受益人数的两倍 26。需要指出的是

社会保险的受益人并不是最贫穷和最弱势的群体。 

8. 非官方社会服务 

尼泊尔当地有由家庭和社区提供的社会服务项目。其中，针对穷人有两种普

遍采用的风险缓解策略：多元化的收入和保险策略。保险策略旨在鼓励居民在顺

风顺水时期存储，以便在遇到突发状况时使用；同时，仍有一些传统体系用来帮

助社区成员交换劳动力和分享共同存储基金。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此互助网

络中，每个成员的受益程度不尽相同。国际美慈 2010 年的数据表明，这些类似

于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的“自助”团体，在民间有 30 万人左右 27。 

社区的社会工作者也向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援助，尽管这些服务很少记录在正

式报告中；但从历史上看，基于社区层面，社会保护实践是以各种互助形式存在，

例如现金借贷或实物援助。尼泊尔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度，因此，社区公共服务的

实践形式根据不同种族和文化有所不同，在当地的社会服务体系中都发挥着不可

忽视的作用。 

三、发展需求 

尼泊尔被联合国列为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自 2017 年起尼泊尔的经济活跃度

明显上升，希望通过发展进入到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为实现这一目标，目前国内

                                                                 
24 ADB (2011b) The Revised Social Protection Index: Methodology and Handbook.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5 ADB (forthcoming) Updating and Improving the Social Protection Index: Nepal Country Report.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multiple original sources) 
26 ADB (forthcoming) Updating and Improving the Social Protection Index: Nepal Country Report.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multiple original sources) 
27 Sowing the Wind: History Dynamics of the Maoist Revolt in Nepal’s Rapti Hills.Report Mercy Corps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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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诸多发展需求： 

1. 改善贫困 

根据UNDP的数据从 2011 至 2015 年，尼泊尔的贫困率 28从 25.2%将至了

21.6%。据一些专家认为，贫困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大量外流和更多汇款的

流入 29。尼泊尔当地的贫富差距依然较大，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的贫困，甚至极度

贫困的现象更为严重和根深蒂固。贫困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问题，尼泊尔政府和

国内外非政府组织与贫困问题抗争了多年，仍然难以获得阶段性的成效；究其根

源之一，在于贫困家庭或贫困个人的脱贫主体意识未得到真正的调动。  

2. 缓解粮食安全和营养不良 

作为尼泊尔的公共粮食分发机构，国家粮食公司（NFC）曾报道，尼泊尔的

75 个行政区中有 30 个行政区的粮食分发能力告急 30。国家粮食公司（NFC）和

农产品相关服务依然缺乏资金的支持，并且难以在战乱地区应对突发的粮食危机。 

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的数据，尼泊尔约有 500 万人营养不良，41%的儿童发

育迟缓 31。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调查显示，在尼泊尔农村，大多数人的食物只有

主食，没有副食。尼泊尔偏远山区的平均粮食价格是平原地区的 2 倍左右，所以

这些地区的人更加脆弱。解决营养不良问题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种姓制度。种姓

制度虽然已经被正式废除，但是对农村地区的影响仍然非常普遍。种姓歧视的受

害者大部分没有土地，比其他尼泊尔人更加贫困。 

3. 改善健康/卫生条件 

在尼泊尔，每年有超过 50,000 个儿童死亡，其中由于营养不良这个潜在因

素造成的死亡大于 60%；另有部分原因是社区缺乏正确照料新生儿的意识。尼

                                                                 
28尼泊尔的国家贫困线为 50 美分每人每天 
29Bhattarai-Ghimire A. and Upreti B.R. (2008). 'Conflict Induced Displacement: AnEmerging Phenomenonof 

Internal Migration in Nepal'. In: Pyakuryal K.N., Upreti B.R. and Sharma S.R. (eds).  
30 Livelihoods,basic services andsocial protection inNepal(2012). Bishnu Raj Upreti, Sony KC, Richard 
Mallett and Babken Babajanian, Nepal Center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31世界粮食计划：https://www.wfp.org/stories/top-facts-about-hunger-ne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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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尔有一半的儿童体重过轻，四分之三的孕妇患有贫血。由于薄弱的保健系统，

及缺乏产科急诊护理，缺少照料经验和妇女整体社会地位底下等因素造成了较高

的产妇死亡率 32。 

4. 提升教育质量和公平性 

如今，尼泊尔儿童几乎都有享受初等教育的机会，并且此阶段的男女入学比

例几乎相等。但是，中等教育(9-12 年级) 净入学率只有 24%，增加获得中学教

育的机会仍然是一项重大挑战。50%以上的小学生没有上中学，仅 50%的学生

完成了中学教育。此外，中等教育阶段女孩比男孩的入学率低，其中完成 10 年

级学业的女孩也比男孩少 33。 

5. 性别平等 

虽然性别平等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尼泊尔女性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弱势

地位。武装冲突时期，一些地区的男性离开家乡，鼓励女性参与工作。冲突结束

后，女性的就业率大幅度提升，女性对家庭乃至社区有一定的经济贡献。但是，

在劳动市场上，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女性的收入约为男性的 1/334。

同时，女性在财产所有权，金融信贷和政治权利方面严重缺乏公平的进入通道。

在提高性别平等方面，仍然任重而道远。 

6. 享有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 

在尼泊尔北部，河水和山泉水是主要的水源，用水安全性相对较好，但在南

部平原地区，人们主要使用井水，水源被人畜污染的风险较高，且有 15% 的水

井遭受砷污染。那些处于底层、环境恶劣的社区、受冲突影响的乡村和城区边缘

地区对饮用水的使用仍然有很大的需求。另外需要指出卫生厕所在全国的普及率

还很低，至今三分之二的尼泊尔人还无厕所可用 35。 裸露的粪便使老人、儿童

                                                                 
32联合国儿童基金会：https://www.unicef.org/chinese/infobycountry/nepal_67166.html 
33Janardan Nepal, Nepal Education System in Brief. Director General,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epal. 
34 满莹（1996）.尼泊尔职业妇女社会经济状况, 南亚研究季刊. 
35尼泊尔国家背景：https://www.unicef.org/chinese/infobycountry/nepal_21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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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病人处于被感染的风险中，如厕时被野兽攻击也时有发生。 

7.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尼泊尔有 96%的劳工属于非正规劳工，这意味着符合社会保护条件的非正

规劳工无法获得应有的社会保障。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1. 缺乏充足的

资金投入到社会保护体系中；2. 政府对非正规劳工市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尼泊尔 80%的人口生活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以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为

基础的企业在农村地区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随后的就业机会。然而，缺乏利用

现有资源的意识、教育和技能使就业不足和欠发达持续下去。同时，由于尼泊尔

缺少多元的产业和现代化的实业，本国能提供的高端就业岗位较少，导致人才大

量外流，这也是尼泊尔就业创造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 

8. 可持续发展与缩小差距 

尼泊尔是一个多民族、多种姓、多文化和多语言的国家，由于背景的不同而

出现社会阶级分化，从而引发参与经济、政治的不公平现象。自 1990 年代以来，

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种姓歧视被国家视为非法，但尼泊尔仍存在不平等和社会

排斥现象，如家庭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等。 

四、第三部门发展情况 

1. 国际援助 

尼泊尔经济严重依赖外援，预算支出的 1/3 来自国外捐赠和贷款。据尼泊

尔财政部统计，2002-2005 年各种项目的外援协议金额总计 930 亿卢比（约 12.6

亿美元）。2015/16 财年，主要有关国家及国际机构实际兑现援尼承诺 10.74 亿

美元。 
 
表 1：近年来尼泊尔接受的实际官方发展援助拔款情况统计 

(单位:美元) 

序号 
提供援助的 
国际组织和国家 

2013/14 财年 2014/15 财年 2015/16 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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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银行 276,770,043 188,122,967 243,692,504 

2 亚洲开发银行 155,553,208 147,894,405 217,685,705 

3 美国 45,360,254 132,370,217 118,933,332 

4 联合国 26,684,005 44,236,346 1 13,576,92 

5 英国 151,135,385 3 168,073,84 89,478,104 

6 日本 40,592,722 39,867,923 45,913,262 

7 瑞典 33,853,529 32,467,406 36,981,936 

8 印度 47,796,349 22,227,306 35,767,655 

9 挪威 24,467,086 30,797,758 35,535,102 

10 中国 41,381,522 37,948,751 35,364,71 3 

11 欧盟 51,618,780 31,378,363 29,488,509 

12 澳大利亚 30,237,087 28,112,555 21,233,745 

13 韩国 8,754,915 16,683,337 11,451,879 

14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4,042,736 1,913,022 9,226,879 

15 
防治艾滋病-肺结核-疟
疾全球基金 

11,287,214 22,059,056 9,106,038 

16 德国 26,458,910 9,697,882 6,646,850 

17 芬兰 19,419,234 16,282,477 6,604,662 

18 丹麦 31,368,778 21,953,820 2,700,959 

19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1,928,093 9,242,811 2,187,991 

20 沙特基金 1,012,251 900,429 1,035,317 

21 荷兰  1,138,305 683,109 

22 
科威特阿拉伯经济 

开发基金 
103,037 95,246 541,771 

23 南盟发展基金 92,412 963,503 223,685 

24 欧佩克国际发展基金 6,730,793 15,124,926  

25 北欧发展基金  1,202,500  

总计 1,036,648,340 1,020,755,157 1,074,060,634  

        资料来源:尼泊尔政府发布的«2015/16 财年发展合作报告» 

一些国际发展机构和双边援助机构在尼泊尔的社会保护、政策和政策框架下，

无论是在提供项目所需要的技术设计方面，还是在深层次的语境分析方面，都发

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在过去的十至二十年中，尼泊尔政府主要负责资助和执行

管理；与此同时，在制定尼泊尔社会保护政策的“蓝图”，特别是在项目推进和

提供专业知识方面，外部援助机构发挥了关键作用。自 2006 年起，这种“支持

性”角色嵌入在社会保护工作组中 36。此工作组由一些致力于发展的伙伴组成，

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际劳工组织（两个组织共同担任主席的角色）、国

际发展部、亚洲发展银行、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署、世界卫生组织、德国国际

合作署和联合国粮食计划署。 

国际机构和 INGO 通常与尼泊尔的 1 个或 1 个以上的政府机构合作，以提供

                                                                 
36 ILO (2004). 'Social Protection of People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of Nepal'. Series 3. Kathmandu: 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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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或开展具体项目的形式参与当地的社会保护。这些项目通常较为零碎，持续

的时间往往不长于 3-4 年。这是由于上文提到的许多项目更多是为了建立技术能

力和设计服务“蓝图”，而不是在第一线提供社会保护有关的服务。例如，目前

国际美慈在尼泊尔开展的一个由欧盟资助的项目，重点放在东部和远西部地区，

通过提供信息化安全网络的注册和形式化支持，加强对“服务水平低下”的社区

的了解，对非正规部门劳工的社会保护能力做数据收集。 

2. INGO 在尼泊尔开展发展援助情况 

尼泊尔的 INGO 非常发达，在 2018 年社会福利委员会的网站上显示数量达

到了 247 家，实际上在 2015 年地震救援时期更多，差不多 300 家左右。这些

INGO 的信息可以在社会福利委员会的网上查到（附录 X 在尼泊尔的 INGO 名单）：

http://www.swc.org.np/wp-content/uploads/2018/03/ingoo.pdf 

 根据社会福利委员会（SWC）最近的一次数据统计，这些 INGO 大部分来

自于欧美国家，其中美国（53）、英国（29）、德国（12）、瑞士（11）、日本（11）

是最多的五个国家。 

 

图 2：在尼泊尔的INGO国别分布（SWC网站最新数据）37 

                                                                 
37 http://www.swc.org.np/?page_id=203 

http://www.swc.org.np/wp-content/uploads/2018/03/ingo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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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泊尔的大部分 INGO 都加入了 INGO 联盟，联盟中的 146 家主要的 INGO

在尼泊尔开展援助行动的情况见下表： 

表 2：INGO 联盟 146 家组织的基本情况 

类别 总数 平均数 

2016-17财年援助资金（美元）        417,529,211         2,859,789  

男性雇员数量            381,514             2,613  

女性雇员数量              2,198                15  

合作伙伴数量              1,591                11  

项目地区              1,949                13  

合作伙伴员工数 17，188               118  

注：表格根据联盟信息整理 

虽然这些组织在资助总额达到了 4.18 亿金，雇员总数达到了 38.37 万人，

合作伙伴有 1591 个本地 NGO，合作伙伴员工达到了 17188 人，但是大部分的

贡献主要来自于少数的几家大的 INGO，资金量排名前 20 的 INGO 投入资金总额

占了总资金量的 65.82%。这些 INGO 也不是仅和少数的几家本地 NGO 合作，他

们平均合作伙伴达到了 11 家，最多的达到了 149 个合作伙伴（Plan International 

Nepal 尼泊尔国际计划）。 

此外，从上述数据中也可以看到，在尼泊尔开展工作的 INGO 雇员大部分还

是男性，女性仅有很少的比例（0.68%） 

其中，2016-17财年资金量投入超过 500 万美元的 INGO 情况如下： 

 

表 3：2016-17财年资金量投入超过 500 万美元的 INGO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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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Organizations  USD Fy2016- 17   USD Fy2017- 18  

No. of 

Staff 

Male 

No. of 

staff  

Female 

No. of 

Partners 

No. of 

Districts 

PNGOs 

staff 

(M/F) 

1  Save the Children    62,000,000    72,000,000  311 119 60 55 650 

2  Plan International Nepal    25,266,557    15,732,562  222 97 149 48 480 

3  OXFAM GB   24,499,140    17,381,100  113 69 48 25 500 

4  Helvetas Swiss Intercooperation Nepal   22,065,000    229 90 29 46 460 

5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Nepal   21,597,590    20,398,000  136 64 24 11 420 

6  Malteser International   12,370,030    9 3 4 3 20 

7  World Wildlife Fund   11,320,000    65 32 8 55 550 

8  LWF Nepal    11,224,600    77 24 36 23 230 

9  Helen Keller International    10,975,852    16,662,653  176 69 59 53 1512 

10  CARE Nepal    9,816,890    13,741,677  159 113 75 56 326 

11  Good Neighbors International, Nepal    8,884,590    99 29 25 20 200 

12  Pact    7,431,300    40 18 20 11 110 

13  Samaritan’s Purse International     7,412,772    37 32 5 7 50+ 

14  Dan Church Nepal / DCA South Asia    7,340,730    34 16 20 17 170 

15  Action Aid Nepal    6,582,250     5,907,170  34 22 25 19 200 

16  Room to Read    5,533,840    49 76 11 18 180 

17  United Mission to Nepal    5,250,880     5,424,300  114 40 44 10 104 

18  FHI360 Nepal    5,200,000    41 26 50 41 450 

19  Finn Church Aid Foundation    5,051,070    28 14 10 14 140 

20  The Asia Foundation    5,000,000    21 10 33 37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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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尼泊尔本地 NGO 发展情况 

相较于大体量的 INGO，尼泊尔本地 NGO 的规模则需要少很多，近年来，尼

泊尔本地的 NGO 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其数量变化如下图： 

图 3、尼泊尔本地NGO发展情况（SWC网站最新数据）38 

 

目前，尼泊尔的本地 NGO 已经超过了 4 万家，但大部分 NGO 并没有太大的

规模和太多的人员，主要是依托 INGO 的资助合作获得生存。具体的地域分布也

并不均衡，不同地区 NGO 分布的情况如下图，其中中心地区的 NGO 占了半数以

上，偏远地区的 NGO 比较少。 

                                                                 
38 http://www.swc.org.np/wp-content/uploads/2015/08/Annual-cha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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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本地NGO地域分布 39 

在具体的领域分布上，结合尼泊尔当地的实际需求和 INGO 的资助偏好，本

地的 NGO 许多都是社区和农村发展服务类、其次是青少年服务和儿童福利，第

三位是妇女发展。 

 

图 5：本地NGO行业分布 40 

                                                                 
39 http://www.swc.org.np/?page_id=203 
40 http://www.swc.org.np/?page_id=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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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尼泊尔当地的 NGO 发展良莠不齐：有些有着三四十年的专业积累

和 INGO 合作的经验，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并且对国际发展援助和参与式社区发

展有自己的专业模式；而有的可能既没有固定的办公场地和专职人员，也没有专

业化的行动模式和十分鲜明的宗旨使命，更缺乏项目的经验，可能仅仅只是一个

“空壳”；还有一类本地 NGO，他们可能什么都做，专门为了对接 INGO 项目而

存在的，INGO 需要什么他们匹配什么，更像是委托执行机构而不是合作伙伴。

所以，在于本地 NGO 合作的过程之中，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非常关键。 

当然，对于大部分的本地 NGO 来说，他们面临的主要困境在于其主要依托

项目而获得资金，组织生存的可持续取决于项目资金的可持续性，这使得在与

INGO 合作的过程之中，容易处于被动的位置，他们希望能够获得 INGO 可持续

和长远的支持，否则他们不得不面临的养不起专职人员，组织流动性大等等的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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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治格局和中尼关系 

一、 发展历史 

尼泊尔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经历了上古时期—王朝时期—尼泊尔王国—

后沙阿王朝—联邦民主共和国这五个时期。根据现代考古学家从加德满都谷地发

现的新石器时代工具，显示早在 9000 年前就已有人在喜玛拉雅山区定居。而大

约在 2500 年前，说藏缅语族语言的人在这里定居。这些人都是今日尼泊尔人的

祖先之一。 

尼泊尔最早的历史始于克拉底人，他们从东部来到加德满都河谷。这些历史

仍然被视为传说。根据编年史记载，克拉底人统治了约 1225 年（公元前 800 年

-300 年），称之为克拉底王超，期间共有 29 个国王。随后分别经历李查维王朝、

塔库里王朝、谷地马拉王朝。谷地马拉王朝后期分裂为 3 个王国，谷地三国都空

前繁荣，商业、贸易和手工业有很大发展，文化艺术特别是建筑艺术达到很高水

平。但是政治上的分裂和三国之间的相互倾轧，使马拉人的国力日益衰竭，最终

导致王朝解体。 

马拉人在公元前 6 世纪就建立了王朝。1769 年廓尔喀王普里特维·纳拉扬·沙

阿征服马拉王朝三个公国，统一了尼泊尔，建立了沙阿王朝。1814 年尼泊尔遭

到英国入侵，尼泊尔被迫割让大片领土给英属印度，外交受英监督。1846 年，

亲英的忠格·巴哈杜尔·拉纳将军发动政变，国王大权旁落，拉纳家族世袭首相。

1923 年，英承认尼泊尔独立。1950 年，尼人民掀起反对拉纳家族专政的斗争。

国王特里布万和王储马亨德拉在印度支持下，通过谈判恢复王权，拉纳家族统治

结束。1951 年 2 月，特里布万国王颁布临时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 

政府被解散后，由于对国王专政不满，尼主要政党结成反王室的“七党联盟”,

要求国王恢复民主政治，随后又与长期从事武装斗争的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

结成反国王联盟。2006 年 4 月，“七党联盟”与尼共（毛主义）联手发动反国王

街头行动。国王妥协，宣布恢复议会，还政于政党，由“七党联盟”提出首相人

选并组阁。次月，尼泊尔议会通过新内阁提交的决议草案，解除国王拥有的一切

特权，规定尼泊尔为“世俗国家”,议会成为全国最高权力决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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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6 月，尼议会全体会议通过一项新规章，规定国王完全脱离议会事务。

2 个月之后，“尼泊尔王国”改称为“尼泊尔”。同年 11 月，执政的“七党联盟”

与尼共（毛主义）签署“全面和平协议”,宣布结束 11 年的武装冲突。 

2007 年 1 月 15 日，尼泊尔临时议会批准临时宪法。4 月 1 日，尼泊尔共产

党（毛主义）加入政府，尼泊尔农工党退出政府。9 月 18 日，尼泊尔共产党（毛

主义）宣布退出临时政府。12 月 23 日，主张君主立宪多党制的大会党和主张完

全废除君主制，实行共和制的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达成协议，废除君主制，

尼共（毛）返回国会。2008 年 5 月 28 日，尼泊尔制宪议会进行表决，以压倒

性多数通过废除已有二百四十年历史的君主制，并宣布改为共和国 41。 

当今，如其他的民主国家一样，尼泊尔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尼泊尔宪法”

（2015）宣布尼泊尔为联邦制民主共和国，由 7 个州组成，进一步划分为 744

个地方区域，包括 4 个直辖市、13 个隶属直辖市、246 个自治区、481 个村市

和 75 个县。 

二、政治格局 

1. 宪法 

2008 年，尼泊尔通过宪法修正案废除了近 240 年的君主制度，正式成立尼

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经过 7 年博弈，2015 年 9 月 16 日，尼第二届制宪会议

（共 598 席）以 507 票赞成 25 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新宪法，这也是尼泊尔

告别君主制后的第一部宪法，新宪法于 2015 年 9 月 20 日生效。 

尼泊尔和平进程始于 2006 年 11 月，尼共（毛）与七党联盟政府签署《全

面和平协议》，随着内战结束，第一届制宪会议选举以及共和议案通过，尼泊尔

和平进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作为和平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广泛共识基础上

的新宪法成为尼制宪会议的首要任务。然而受内外多重因素影响，尼泊尔新宪法

的制定曾多次延期。实行联邦制是各政党的基本共识，然而对于联邦的理解，尤

其是以何种方式划分省、省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以及省政府的基本权利等，不同

政治力量之间的诉求有明显差异。 
                                                                 
41 Krishna P. Bhattarai. Nepal. Infobase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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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耗时多年由民选代表通过表决产生的宪法标志着尼泊尔人民六十多年

寻求建立现代民主政体梦想的实现，并预示着由此开启国家发展之路。但自 2008

年以来，各政党力量围绕“联邦结构”的博弈从少则 3 省方案到多则 25 省方案，

导致尼泊尔社会出现分化。 

宪法在制宪会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却遭到人口占半数以上的马德西人和贾

那贾提人的抵制，除马德西族群因其“自治地位”许诺未得到兑现而抵制新宪法

外。一些传统上被边缘化的族群、妇女以及致力于强化地方权力的政党也不满新

宪法，尤其是塔鲁人对将自己的传统区域一分为二表示强烈抗议。 

尼泊尔主流政党保证对修正新宪法持开放立场，致力于通过磋商求共识，未

来仍有充足空间对其进行改进。尼泊尔制宪会议在权衡究竟“几省模式”适合尼

泊尔时，要考虑的因素极为复杂，包括族群、人口、地理、人类发展指数、资源

获取、人均收入、产业布局、财政收入、基础设施外部联通、传统行政区划以及

历史等诸多要素。尽管“７省模式”是宪法的核心内容，但“省名称与省边界”

留待新宪法实施后确定，这本身就为不同族群或利益团体确定其归属预留了讨价

还价的空间和可能。  

新宪法规定，联邦议会将以简单多数制，在 165 个选区直接选举产生 165

名议员，然后按比例代表选举制选举产生 110 名议员。再按照参选各党在简单

多数制选举中得票多寡分配比例，把全国作为单一选区举行选举。选举完成后，

将产生 275 人组成的联邦议会，七个省共 550 名省议会议员，任期五年。在议

会选举获得多数的政党将组建新政府，产生新的总理、总统、议长等。省议会议

员将为各省命名，并选举省级机构负责人。 

2. 主要政党 

成立于 1946 年 10 月的尼泊尔大会党是尼泊尔成立最早的政党，主张走资

本主义道路，成为尼泊尔民主运动的先锋。1949 年 4 月 22 日，尼泊尔共产党

在印度加尔各答成立，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其力图对尼泊尔进行革命性变

革的政治诉求也赢得了广大民众的赞同。20 世纪 90 年代，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

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尼泊尔共产党的各派别也进行了重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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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走议会道路的各派合并成尼共（联合马列），主张走暴力革命道路的各派则组

建了尼共（毛主义）。 

尼泊尔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刚成立时，其群众基础都比

较薄弱，但 20 世纪 90 年代多党议会民主制恢复以来，三党都成功地扩展了其

群众基础。尼共（毛）代表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尼共（联合马列）代表新兴阶层

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大会党代表大地主、大工商业者的利益，三党在中央和地方

建立了完善的组织机构。目前，三党的党员人数都在 30 万人左右。 由于尼泊尔

的选举制度是通过混合制即简单多数直选和比例制选举的两票制， 这一制度总

体上有利于大党而不利于小党。因此，自 2008 年以来的历届选举中，三党每次

都是名列三甲，多次执政，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政党格局。 

马德西政党是尼泊尔政局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马德西人是指居住在尼泊

尔特莱平原、信奉印度教的印度裔尼泊尔人。1951 年，来自特莱的马德西人比

戴柰德 · 贾从尼泊尔大会党脱离出来建立了尼泊尔特莱大会党，该党的目标是

建立特莱自治省，承认印地语的独特地位，保证马德西人在国家行政部门有充分

的就业机会。1956 年，拉古纳特·塔库尔建立了马德西解放运动。20 世纪 60

年代初成立的马德西解放阵线则通过开展武装斗争与政府进行抗争。1985 年，

贾金德拉·纳拉扬·辛格组建了一个文化团体——尼泊尔亲善委员会来维护马德

西人的政治文化权益。1990 年，尼泊尔亲善委员会改名为尼泊尔亲善党。1997

年，马德西人民权利论坛作为一个 NGO 注册成立。2007 年马德西人民权利论坛

向尼泊尔选举委员会申请成为一个政党，获得批准，其主要政治目标是：成立联

邦民主共和国，实行比例代表制，马德西地区自治，结束内部殖民，地区自治体

系享有自决权，保护马德西的土地所有权、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终止种族和

地区歧视，按照无歧视原则为所有马德西人颁发身份证。在马德西政党的领导下，

马德西人争取民族权益的斗争也由自发走向自觉。在 2008 年以来的尼泊尔历次

大选中，马德西政党都排在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之后，处在

第四的位置。鉴于印度是马德西政党的背后支持者，该党也在大会党、尼共（联

合马列）和尼共（毛）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成为印度制衡尼泊尔各主要政党和影响

尼泊尔政局的重要砝码。 

2017 年下半年至 2018 年初，尼泊尔举行了新宪法颁布后的首次选举，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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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尼泊尔新宪法，尼泊尔联邦议会实行两院制，由国民会议和众议院组成。前者

共有 259 个议席，由选举团间接选举产生。后者共有 275 个席位，由选民通过

投票的方式产生。此次选举，选民还投票选出尼泊尔全国 7 个省省议会议员，这

也是尼泊尔 2008 年废除君主制、宣布建立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以来，选民首

次选举省议会议员。新的选举办法规定，在省议会选举和联邦议会选举中，一个

政党除了以简单多数赢得一个议席外，还要获得至少 3%选票，未过此门槛的政

党将被拒绝在议会获得议席。这一规定促使各小党纷纷合并，或主要政党联合，

大大减少了尼泊尔政党数量。 

这次选举主要是奥利领导的尼共（联合马列）与普拉昌达领导的尼共（毛主

义中心）组成的左翼联盟与前任总理德乌帕领导的尼泊尔大会党主导的民主联盟

之间的角逐。两大竞选联盟的形成是尼泊尔主要政党基于内在的需求，而非外力

所致。民主联盟主要由大会党、民族民主党、尼泊尔新力量党组成。大会党还试

图邀请两个马德西人政党尼泊尔人民党和尼泊尔联邦社会主义论坛参加民主联

盟，但没有成功。民族民主党主张恢复君主制和印度教为国教。尼泊尔新力量党

是在 2015 年 9 月新宪法颁布后，尼联共（毛主义）前副主席、前总理巴布拉姆·巴

特拉伊宣布脱离毛主义，自立门户而建立的。 

在刚刚落幕的尼泊尔联邦议会选举中，左翼联盟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在 2017

年 12 月 17 日，尼泊尔选举委员会就已经宣布，尼泊尔共产党及其结成的左翼

联盟在联邦议会赢得超过 2/3 的席位，击败了执政的尼泊尔大会党。2018 年 2

月 15 日，尼共（联合马列）主席奥利宣誓成为新一任尼泊尔总理。2 月 19 日，

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和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合并，因此，新成立

的尼泊尔共产党也顺势成为了尼议会第一大党。 

按照目前规划，在尼泊尔共产党筹委会、中央委员会等各层级的委员会中，

原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的成员都要占据多数地位；在新的大纲颁行前，尼

泊尔共产党采用“双主席制”：奥利和普拉昌达共同领导该党。尼泊尔共产党的

成立还将为尼泊尔未来政治、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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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元首 

尼泊尔总统，全称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总统，是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的

国家元首（虚位元首）。2015 年 10 月 28 日，尼泊尔议会选出尼首位女性总统

比迪娅·德维·班达里。2018 年 3 月 13 日，由尼泊尔共产党推选的比迪亚·德

维·班达里再次当选为总统；2018 年 3 月 14 日，班达里宣誓就职总统。 

4. 政府 

2018 年 3 月 11 日，当选总理卡·普·夏尔马·奥利成功争取到两个马德

西人政党——尼泊尔联邦社会主义论坛和民族人民党的支持，在议会的信任投票

中获得四分之三多数支持，从而成为尼泊尔历史上最有权力的民选政府总理。尼

泊尔新政府任期为 5 年，3 月 11 日的信任投票使奥利获得了在两年内豁免不信

任动议的宪法保障，这意味着新政府至少可以执政 2 年。尼泊尔长期以来每届政

府执政时间一般为半年至一年的局面可能得到终结。 

5. 主要媒体 

尼泊尔国家通讯社（RSS）是全国唯一官方通讯社，成立于 1962 年 4 月。 

目前，尼泊尔共有 22 个电视频道，其中 2 个为官方频道。尼泊尔电视台

（Nepal Television）创建于 1984 年，自 2006 年 7 月起实现全天 24 小时播出，

信号覆盖尼泊尔 45%的国土和 65%的人口，同时向 22 个国家输出电视信号。近

年，尼泊尔出现一些私人电视台和私人有线电视台，主要播放电影、教学和娱乐

节目。 

目前，70%的尼泊尔人口能收听到广播节目。尼泊尔广播电台（Radio Nepal）

是全国唯一的官方电台，成立于 1951 年，广播语种有尼泊尔语、英语、尼瓦尔

语和印地语。此外，尼泊尔还有 4 家私人调频电台。 

尼泊尔全国注册发行的各类报刊有 4871 种，其中日报 362 份，英文报纸

387 种。全国最大的两份口报均为官方报纸：《廓尔喀报》（尼文，1901 年创刊）、

《新兴的尼泊尔》（英文，1965 年创刊）。此外还有《加徳满都邮报》（英文）、

http://www.dzwww.com/xinwen/guojixinwen/201802/t20180216_170525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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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蒂普尔日报》（尼文）和«喜马拉雅时报（英文）等多家日报以及《尼泊尔时

报》（英文）周报。 

尼泊尔主要的网络媒体有尼泊尔新闻门户网（eKantipur.com）和尼泊尔新

闻网（www.nepalnews.com）。 

日前在尼泊尔派驻记者的中方媒体有新华社、中新社、国际台、文汇报。新

华社在尼创办报纸《亚太日报》（英文版半月刊）,国际台在尼创办尼泊尔语杂志

《Hot Nepal》（月刊）。 

尼泊尔主流媒体对华态度总体友好, 然而也存在没有全面了解事实真相就

下结论的失实报道。 

三、 中尼关系 

1. 地理位置和政治格局 

尼泊尔是南亚内陆国家，经济发展落后。由于基础设施方面的障碍，如缺少

公路、铁路和港口设施，尼泊尔只能通过南部通道（印度）与世界贸易相连，导

致其对印度的依赖性过强。受地缘政治和历史因素的影响，相比国际社会上任何

一个国家，尼泊尔与印度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政治方面，

印度是尼泊尔外交关系中首先考虑的国家；经济方面，尼泊尔和印度两国贸易额

占尼泊尔贸易总额的 60%以上，尼泊尔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印度；文化方面，两

国在宗教信仰、民族构成、传统习俗等方面具有极强的相似性。 

近年来，尼泊尔始终坚持“中立”与“平衡”的外交原则。从地缘上看，对

外联通是尼泊尔各政党的重要关切点，是省界划分的平衡因素之一。作为内陆国，

对外联通是尼泊尔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要素。各政治力量围绕“Ｎ省模式”博

弈，其中确保每个省都能联通国际边界也是主要关切之一。在“７省模式”下，

有６个省与印度接壤，有４个省与中国接壤，３个省同时与印度和中国接壤， 与

印度的联通性明显好于与中国的联通性。因此从与外部联通性上看，尼泊尔对印

度的倚重过去很大，未来也不会减轻，这也是尼泊尔对外政策连续性的重要影响

http://www.nepal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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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之一。42 

其次，从双边经济关系看，尼泊尔对印度和中国的依赖程度都很高。尼泊尔

对外贸易需要借助邻国通道。中国和印度在经贸、投资和援助领域对尼经济社会

发展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追求“１＋１大于２”的利益原则决定了尼泊尔既不会

疏印亲中，也不会亲中疏印，动态的平衡外交将是尼泊尔未来对中印政策的基

调。43 

2015 年尼泊尔颁布了新宪法，印度在 24 小时内连续发布两个政府声明，指

责该宪法未能取得最大范围的共识。随后不久，印度便以尼泊尔南部地区的安全

形势不佳为由，先是在边境口岸加大“安检力度”，大幅度降低了通关速度，接

着又关闭几乎所有口岸，对尼泊尔实施“非正式禁运”，数以千计的卡车被困在

印度与尼泊尔边境地区。由于尼泊尔的燃料、食物等生活必需品和其他主要货物

一直依赖从印度进口，此举对尼泊尔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非正式禁运”首先导

致尼泊尔国内出现了严重的油气短缺，导致航班停运、学校停课、工商业无法运

转，整个尼泊尔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尼泊尔国内反印情绪空前高涨，多地

已发生反印示威游行。印度对尼新宪法的“关切”引起尼国内民众和尼舆论的强

烈反感，多地发生反印示威。 

“一带一路”倡议让尼泊尔看到了希望，尼泊尔政府与我国签署了一系列协

议，获取了燃油、天然气和药品等严重短缺的重要物资，打破了印度对尼泊尔燃

油供应的长期垄断，并通过中国港口获得海路通道，从中国进口重要石油产品。 

在 2030 年前要将自己从最不发达国家提升为中等收入国家，尼泊尔面临着

严峻挑战。该国的当务之急是满足交通、就业岗位和提升贸易的需要。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会缩小尼泊尔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填补金融和物资的不足。通

过中国与中亚和欧洲相连，也将打开尼泊尔通往“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市场通

道，尼泊尔的制成品和服务出口至这些国家将增加货运、保险和银行等行业的收

入。 

                                                                 
42吴兆礼，尼泊尔新宪法出台后的政局发展与对外政策趋势 [J]. 当代世界,2016, 2: pp69.  
43吴兆礼，尼泊尔新宪法出台后的政局发展与对外政策趋势 [J]. 当代世界,2016, 2: p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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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尼关系发展情况 

中国和尼泊尔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之间有着上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

中尼两国于 1955 年 8 月 1 日建交。尼泊尔历届政府一贯支持中国在西藏、台湾

和人权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尼泊尔奉行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和不结盟的外交政

策，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高度重视发展

同中国的关系。 

中尼关系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世代友好的全面合作伙伴关

系。中尼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相互尊重彼此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社

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相互尊重和理解彼此主要关切和核心利益，这才是中尼双边

关系的坚实基础。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与周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

的对外理念，以及尼泊尔将经济外交作为对外政策的重心，希望通过发展合作促

进外国直接投资、旅游业发展及对外出口增长和致力于与地区及全球层面的经济

融合，构成中尼关系未来发展的重要契机。 

印度“恩威并施”对尼印关系产生消极影响，并不必然构成中国发展与尼全

方位合作的基础和契机。中国对尼政策并不以削弱印度对尼影响力为目标。 

中国、尼泊尔、印度是天然的朋友和伙伴，因为山水相连，互为邻国。无论

国际形势和三国国内议程如何变化，这个基本事实都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

作为尼泊尔的两大邻国，中国和印度都乐见尼泊尔通过政治转型，进入发展新时

期，也都乐见尼泊尔尽快实现国家稳定和繁荣。中印两国是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

体代表，应使自身发展更多惠及包括尼泊尔在内的周边国家。尼泊尔希望发挥地

缘优势，做连接中国和印度的桥梁和纽带，从中印发展中受益。中尼已就共建“一

带一路”达成共识，互联互通是其中重中之重，双方愿在口岸、铁路、公路、航

空、电力、通讯等各个领域逐步推进合作，打造中尼之间立体大通道。作为长远

愿景，这个大通道将来可以为可能建设的中国、尼泊尔、印度三边经济走廊创造

条件，提供便利。三国的共同目标是携手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中国企业依托援助工程项目进入尼泊尔市场，80

年代开始涉足承包工程市场，至今已经成为尼泊尔承包工程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完成的项目涵盖水电、公路、机场、灌概、输变电线路、通讯等多个行业，为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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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尔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近些年，特别是 2015 年地震后，中国的社会组

织和民间力量（例如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西藏善缘基金会等）开始进

入尼泊尔开展援助工作，在尼中资企业也通过企业社会责任逐步开展社会公益活

动。 

 

 

Tips:在尼泊尔开展发展援助项目避免进入政党纷争或者民族冲突中 

在尼泊尔开展发展援助项目需要规避其潜在的政治风险或者民族冲突。项目

以满足当地急迫的发展援助需求为核心，而不是进入到政党政治或者是民族冲突

之中。对于一切危害中国和平统一和中尼友好发展的行为，例如藏独问题，组织

需要坚决表明自身立场并维护国家利益，切忌有意或者无意参与或者支持一些不

恰当组织或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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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尼泊尔 NGO 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概要 

一、社会福利委员会 

社会福利委员会负责促进、协助、协调、监测和评估在尼泊尔开展活动的

NGO。同时，负责尼泊尔对 NGO 管理政策的制定、支持、协调和执行。 

委员会定期向归口的 NGO 提供培训、小额赠款和后方支持；建立尼泊尔当

地 NGO 与 INGO 联结起来，并协助他们建立伙伴关系，创造有利环境。出于可

持续性、成本时效性和真正参与方面的考虑，委员会要求 INGO 必须与当地 NGO

合作才能开展项目。 

对于 INGO 而言，社会福利委员会可以被看作是其与政府各部及机构之间的

联系纽带。委员会根据现行法律法规，为 INGO 提供必要的指导、行政支持和设

施安排，如获得工作许可证、签证和免税设施（包括商品、材料和设备）。与社

会福利委员会合作的部门有人口与环境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内政部、外交部等。 

为使 INGO 获得合理的地位，并为其安排相应的支助服务，委员会将 INGO

分为 A、B 和 C 三类。三类 INGO 主要基于以下三项指标进行区分：（1）资金数

额，（2）INGO 符合政府规章的程度，（3）直接或与当地 NGO 或被服务团体合作

的规模和深度。如何将现有资源有效地服务于目标群体是委员会最关心的事项；

委员会将通过定期监测和评估确保此事项的成效。 

在项目完成或从该国撤出后，需要 INGO 与委员会提请来解决在当地采购或

免税进口的设备和非消耗性材料的相关事宜，委员会负责跟踪此类材料的记录，

并向政府提供详细情况供其使用。 

作为 INGO 直接对接的政府部门，尼泊尔社会福利委员会负责 INGO 在尼泊

尔开展项目的注册、项目监测与评估、项目延续和延期等。具体环节说明如下。 

1. 注册 

根据“社团登记方案”（最常见的 NGO 注册形式），成立 NGO 至少需要 7 名

发起人，必须提交规定的申请表格。登记后，NGO 可以起草并批准组织章程、

规章和规程。注册有效期为一年，但须在每一年结项后的三个月内更新。未经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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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注册的 NGO 将予以罚款。 

社会福利委员会是支持 INGO 在尼泊尔成立和开展活动的协调中心。因此，

每个 INGO 在尼泊尔开展活动之前必须与社会福利委员会签署协议。此协议属于

双重协定，包括：（1）总协议（GA），（2）项目协议（PA）。 

第 12 条第 1 款规定，希望在尼泊尔获得工作许可的 NGO 应向社会福利委员

会提出申请。INGO 必须按照社会福利委员会规定的程序，连同其章程、受托人

或理事会成员的姓名以及在其各自国家的注册证明，向委员会提交申请，为组织

进行登记。社会福利委员不会与在本国没有进行背书的个人或机构达成协议。还

应指出，在签订协议时，INGO 的本国总部将派代表出席；并且 INGO 需要在与

委员会达成协议时做出资金方面的承诺。自申请之日起三个月之内，如审核通过，

社会福利委员会应给予许可。 

在项目开展前期，INGO 需签订项目协议并在社会福利委员会获批。NGO 方

面，在区域行政办公室注册登记之后，向社会福利委员会提交准入申请。当 INGO

获得准入证书后，有权获得包括行政支助、培训和小额赠款的若干配套权益。 

在注册过程中，INGO 需要协助的工作是：与社会福利委员会达成协议的

INGO 有权获得签证便利（针对在尼泊尔工作的外籍工作人员）、免税资格等。社

会福利委员会负责发起和推进项目协议中商定的设施建议进程。 

INGO 寻求对社会福利委员会同意和批准的物品免税时，社会福利委员会要

求其提供所购买物品的发票。签证方面，INGO 应提交下列文件： 

• 授权书 

• 任用说明 

• 生物数据 

• 护照复印件 

• 内政部出具的工作批准函 

• 签证表格 

• 寻求免税资格的 INGO 必须出示项目文书 

值得注意的是，《2018 国家指令法》没有对协会和私人信托的登记设定注册

期限。教育信托的注册申请必须在教育课程开始前至少六个月提出，并且必须在

开课前至少 30 天获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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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与评估 

社会福利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之一是监测和评价 INGO正在进行的项目和活动。

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了解和评估：（1）INGO 提供的资料；（2）进行实地调查。

实地调查通常是在社会福利委员会和 INGO相互协商并达成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

监测与评价主要分为： 

• 定期监测正在进行的项目 

• 中期评估 

• 末期评估 

3. 延续和延期 

希望延续和延期的项目需要由 INGO 向委员会提出申请，委员会根据项目评

估报告进行判断。同时，INGO 需要提交以下文件： 

• 项目/方案年度报告 

• INGO 审计报告 

延续和延期的相关事宜由社会福利委员会负责；同时，NGO 是根据“1977

社团登记法案”进行注册和运作。 

在接受任何类型的外国财政支持（现金或实物）之前，尼泊尔本地 NGO 必

须向社会福利委员会提出申请并获得其批准。此申请一般在四十五天内进行审批，

但如果项目或活动被视为违反国家利益，则可予以拒绝。此保留项在法律中没有

明确规定，因此由有关官员或当局视情斟酌决定。在尼泊尔加入所有国际条约下

建立的机构或组织，对其在尼泊尔提供救援服务的援助无需批准。来自外国机构

的一切财务支持或合作必须通过正规的银行通道转入。 

二、NGO 在尼运作的相关法律 

1. 尼泊尔宪法 Constitution of Nepal, 2072（2015） 

尼泊尔宪法于 2015 年 9 月 20 日生效。与社会福利相关的宪法规定如下： 



 

46 

第 16 条、第 17 条、第 18 条、第 19 条、第 20 条和第 43 条涉及个人自由，

包括公民权利（生命权、尊严权、平等和自由、知情权、公正权、社会保障权等）

和政治权利（结社、表达和思想交流、参与国家各系统的权利等）。 

第 17 条、第 25 条、第 29 条、第 33 条和第 34 条概述了经济权利（与获得

适当就业的机会、免受剥削、免于饥饿，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选择职业等有关

的权利）。 

第 31、35、38、39 和 40 条保障社会权利（受教育权、保健和医疗设施权、

儿童权利、妇女权利、贱民阶级权利等）。 

第 26 条和第 32 条保障文化权利（宗教自由权、在不损害他人感情和尊严

的情况下参与宗教文化和传统习俗的权利）。 

尼泊尔宪法第 3 部分第 17 条为民间社会自由创造有利环境提供了一系列的

保障。第 17 条第 2 款列举了每个公民享有的自由，如下所示： 

• 发表见解和言论自由 

• 不携带武器参加和平机会的自由 

• 组建政党的自由 

• 组织工会和结社的自由 

• 在尼泊尔任何地方迁徙和居住的自由 

• 在尼泊尔任何地方从事任何职业或从事就业、建立和经营工业、贸易

和商业的自由。 

然而，这些自由中的每一项都有一个单独的条款，对可能破坏“国籍、主权、

独立和国家不可分割性”；“国家安全”；或联邦单位或不同种姓、族裔、宗教或

社区的人之间“和谐关系”的行为进行了合理的限制。 

第 51 条概述了国家将执行的政策。第 51 条(J)款规定了“关于社会正义和包

容的政策”。这套政策的第 14 点规定（非官方译文）：“只在国家需要和优先参与

的领域引入 NGO 和 INGO，在政策建立、认可、参与、管制方面对这类组织采取

唯一归口管理，从而使这类组织的投资和承担的角色透明并且有承担责任的能力。 

2016 年 1 月 23 日，尼泊尔第一次修改了新宪法。第 42 条涉及贱民阶级、

族裔和性少数群体以及欠发达地区公民等边缘化群体，对此作了修订，规定他们

在国家机构和公共服务部门的就业将遵循相对比例的原则进行招聘。第 28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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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进行了修正，要求在确定众议院 165 个选区时将人口作为第一优先，地理位

置作为第二优先。 

2. 社会福利法案 Social Welfare Act, 2049（1992） 

该法案废除并取代了“国家社会服务协调法案”1977（2034 BS）。它将社

会福利活动定义为“面向弱者、无助者和残疾人，提升其经济和社会方面自我能

力的活动”。同时，也将社会服务定义为个人或集体性的不以盈利为目标的社会

福利活动。 

同样，根据社会组织和机构法案第 2©节，社会组织和机构是在现行法律体

系下，为开展各种社会福利活动和以社会福利导向而设立的 NGO 和机构。为了

使社会组织和机构有效的协调、合作、动员和推进，并以更有组织的方式开展社

会活动，成立了社会福利委员会。该委员会属于永久延续的自治法人机构，由负

责社会福利工作的部长担任主席。 

3. 社会福利法规 Social Welfare Rules, 2049（1993） 

《社会福利法规》是《社会福利法案》的具体运作规范： 

（1）获得批准的相关要求 

任何外国组织或个人如打算在尼泊尔境内协助或执行与社会福利有关的活动，须

按规定向委员会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委员会收到申请书和项目说明后，应在三

个月内批准该组织或个人开展项目。获得批准的 INGO 应在尼泊尔境内开始项目

实施之前，与委员会签署相关协议。如果委员会认为有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应

给予相关当事方解释的机会。如果解释不到位，委员会有权取消此协议。 

（2）隶属关系 

任何组织想隶属于社会福利委员会，须提交材料加入申请。委员会将会审查

申请及审核资金，并在 45 天内认可此组织的隶属关系。在规则生效日之前，申

请组织与委员会的隶属关系已经成立；同时，此组织必须遵守规则中所提到的事

项。委员会可对违反现行法令、法律和本规则行事的组织解除隶属关系。 

（3）资金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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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国际组织或个人应向委员会提交规定的项目提案以及详细项目说明。

任何希望获得资金援助的 NGO 都必须按照委员会的规定提交申请，并附上提供

援助的外国组织的接受函。委员会应向项目评估小组委员会提交申请，并在 45

天内予以批准；如有需要，可对其修改。未经委员会事先批准，经批准获得的资

金援助不得用于规定以外的任何其他工作。获得批准的 INGO 如果希望管理来自

尼泊尔境内其他援助资金，则必须获得委员会的批准。 

（4）地方组织的优先性： 

INGO 最好选择对应的机构配合项目的开展；在甄选对应合作机构的过程中，

建议优先考虑当地组织。 

4. 社团登记法案 Associations Registration Act, 2034（1977） 

该法第 2 条将“社团”定义为：为发展和扩大社会、宗教、文学、文化、科

学、教育、知识、哲学、实体、经济、职业和慈善活动而设立的机构、俱乐

部、圈子、理事会、学习中心等，还包括友好协会 

（1）社团注册的规定 

根据该法案第 4 条，任何注册社团必须经过以下程 

1）任何由 7 名或 7 名以上成员成立的社团，须向地方当局呈交一份申请书。

申请书中需列明社团的以下细节，并附上社团章程及申请费用： 

• 社团名称 

• 社团宗旨 

• 管理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地址和职位 

• 资金来源 

• 办公室地址 

2）地方当局在收到第（1）条款中提到的申请书之后对提交申请的社团进行

调查，对经过审核的社团予以注册并颁发注册证。 

（2）有法人主体的社团 

该法第 5 节将根据该法案注册的每个社团界定为永久持续的自治机构。本社团开

展的所有活动均须有独立印章。社团与个人一样具有取得、使用和处置动产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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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的权利。社团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起诉，也可以与个人同名起诉。 

第 6 条明确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滥用、占有或扣留社团的任何财产。如有个

人违反此规定，地方当局可从此人获取滥用、占有或扣留的财产，并将其归还至

社团。 

当包括社团成员或雇员对社团的财产、文件或名誉造成诋毁甚至犯下罪行时，

社团、社团中的任何成员或地方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向其提起诉讼。 

（3）变更社团宗旨 

根据第 8 条，如果有必要对社团宗旨进行修改，或认为社团的合并是适当的，

社团管理委员会应为此编写一份提案，并应根据社团章程召开特别会议对此提案

进行讨论。 

如果出席本次大会的成员中，支持该提案的票数占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以上，

则该提案应视为通过。但在会议和投票之前须事先得到地方当局批准。 

（4）提交财务报表 

社团管委会应每年向地方当局提交其财务报表以及审计报告。如地方当局认

为必要，可安排由其任命的官员对社团财务进行审查。 

审查财务的官员必须在地方当局规定的期限内向地方当局提交审查报告；根

据该报告，如果地方当局认为社团财产被社团的公职人员或雇员贪污、毁坏或滥

用，审查官员可以根据现行法律对其采取行动。如果他/她确实违反现行法律，

则可提起诉讼。 

（5）惩罚 

对于没有根据第 3 条进行登记成立，或没有根据第 7 条进行运营的团体，地

方当局有权对该团体管理委员会中的每名成员处以最高 2 000 卢比的罚款。 

5. 社团注册法规 Registration of Associations Rules（1978） 

《社团注册法规》是《社团登记法案》的具体运作规 

（1）登记申请 

第 3 条明确规定，任何希望根据法案注册登记社团的人，需以规定表格向地

方当局提出申请，同时缴纳 100 卢比的费用，并附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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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团名称 

• 社团宗旨 

• 管理委员会委员的姓名、地址和职位 

• 资金来源 

• 办公地址 

注册及证明书： 

在收到根据第 3 条要求的申请后，地方当局应组织相应调查，调查通过后可

将社团名称登记在册。注册成功后，社团将获得相应的注册证书。 

（2）注册有效期、延期及费用 

根据第 5 条颁发的注册证书有效期为一个财政年度。在第(1)附属法规下，

社团注册期满后三个月内，有关人员应在地方当局更新注册证书。更新注册证书

的费用为 100 卢比。 

6. 劳工法 Labor Act，2048（1992） 

尼泊尔《劳工法》于 1992 年颁布，该法对雇佣双方的相关名词加以定义，

对雇佣和劳工保障、工作时间、报酬健康和安全、福利等做了明确、详细的规定。 

企业和 NGO 应明文规定并设立福利基金，为工人或雇员提供福利待遇。工

人或雇员工伤不能工作或死亡，其家庭应按规定得到补偿。要规定给工人或雇员

的奖金、准备金和医疗补贴。规定公共假日、病假、年假、产假、丧假、特殊休

假、带薪或不带薪休假 

六、 1、雇佣合同 

企业根据需要聘用雇员或工人从事某一期间的特定工作，应签订劳资合同，

明确报酬、工作期限和工作条件。 

2、解聘和再次雇佣 

《劳工法》关于解聘和再次雇佣的规定： 

（1）如需减产、减岗、关闭整个或部分企业至 3 个月以上，经劳动运输部

的劳动雇用促进局批准后，总经理可实施解雇。 

（2）根据（1）款实施解雇时，对连续安全工作 1 年以上者，首先解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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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间短的，后解雇工作时间长的。解雇前要说明原因。 

（3）根据（1）款解雇工人或雇员，要遵循下列程序： 

①对有长期工作权利的工人或雇员，或连续工作 1 年以上无事故的工人或雇

员，提前 1 个月通知解雇原因或增发 1 个月报酬。 

②对这些工人或雇员，按每年补偿 30 天工资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偿。注：

工作 6 个月以上，应按 1 年计算。 

（4）第（3）款不适用于固定合同的工人或雇员。 

（5）如需填补空缺岗位，应首先考虑原被解雇的工人或雇员。 

3、工资 

《劳工法》关于工资的规定： 

（1）根据最低报酬委员会建议，政府规定最低报酬标准，并在官方报纸

Nepal Rajaptra 上公布。 

（2）总经理与工人、雇员不得签订报酬低于政府规定标准的协议。 

（3）总经理应确定支付工人和雇员报酬的期限，每周、每两周或按月支付，

不能超过 1 个月。此规定不适用于日工资、零工和合同工。 

（4）除下列情况外，不得扣除工人和雇员的报酬： 

①罚款扣除； 

②因旷工扣除； 

③因故意或疏忽导致财产（现金或实物）损失扣除； 

④因规定的待遇已提供而扣除； 

⑤因调整预付或多付报酬而扣除； 

⑥因待业而扣除； 

⑦根据政府或法庭命令而扣除； 

⑧根据政府在报纸 Nepal Rajapatra 上发布的公告而扣除； 

⑨根据现行法律实行纳税扣除。 

4、工时和加班 

六、 《劳工法》关于工时和加班的规（1）工时 

工人每天工作不应超过8小时，每周休息1天。工时开始时间由总经理确定。 

工人或雇员不应连续工作 5 小时以上，超过可停工休息，应有 30 分钟的茶



 

52 

点时间。对于无法停工的企业，可轮流休息，休息时间被视为日工作时间的一部

分。 

（2）加班费 

①如工人或雇员未被强迫，一天工作 8 小时以上，或一周 48 小时以上，超

过部分的报酬应按正常报酬的 150%支付。 

②加班时间一般每天不超过 4 小时，每周不超过 20 小时。 

7. 信托公司法案 The Guthi Corporation Act，2033 BS（1976） 

信托公司法案 The Guthi Corporation Act，2033 BS（1976）和 Muluki 

Ain(Guthi Ko Mahal)国家法条 2020 BS （1964）属于信托相关法案的重点内容。 

这些法案用于对所有捐助者设立的信托（Guthi）的治理和规范，无论是现

金还是实物，或任何以宗教或慈善活动目的产生收入的财产，捐助者放弃对这些

财产及收益的权利并将其授予信托。这种信托在尼泊尔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以

前的法案，以建立和经营医院、学校和其他为公众利益服务为目的的项目而占用

的政府土地也可能被要求用于信托目的。私人信托也可以按照自己的程序而建立。 

信托分为：1. 皇家信托（Raj Guthi），这类信托是根据皇家法令、法案或其

他程序设立的；2. 豁免信托（ChhutGuthi），信托财产的收益按其创始人的意愿

用于宗教目的，如礼拜；3. 私人信托（Niji Guthi），由公民个人设立，不属于其

他类别。 

信托公司法（“The Guthi Corporation Act，2033 BS（1976）”）委托信托公

司（Guthi Corporation）负责将信托基金与政府财政分离，保护和适当管理信托

财产，并监督各种信托的使用目的。除了负责控制皇家信托（Raj Guthi）和豁免

信托（Chhut Guthi）外，法定 Guthi Corporation（信托公司）还必须保存所有私

人信托的记录，并监督其是否遵照法律行事等情况。 

8. 国家指令法案 National Directive Act，2018 BS（1961） 

《国家指令法案》的颁布主要针对规范化专业协会的登记工作，许多尼泊尔

协会（包括妇女、儿童、青年、农民、退伍军人、公务员和律师协会）根据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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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登记注册和成立。这一方案目前使用频次较低。现在，一般情况下协会是根据

《社团登记法案》登记注册的。但在《社团登记法案》颁布之前，该法案在协会

的体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该法案没有为社会和 NGO 提供足够的空

间和范围。 

1960 至 1990 年间，国家当权者担心这些协会会进行政治活动，因此对其进行

严格管控，最终限制它们的活动范围。尽管《国家指令法案》仍然有效，但自

1990 宪法颁布以来，该法案基本上未被使用。但尼泊尔律师协会、尼泊尔儿童

协会（Bal Sanghathan）是根据该法成立的其他组织，仍在活跃开展工作。 

9. 地方自治法案 Local Self-Governance Act，2074（2017） 

在宪法授权下，议会颁布了《地方自治法》，以权力下放的形式来加强人民

民主参与性。该法第 92 节要求地区议会编制 NGO 的发展项目活动清单，对这些

项目活动的有效性定期监测，并为今后的规划和方案拟订提供领域划分性的、有

针对性的、包含明确主题的建议。 

三、 发展合作政策 

尼泊尔在 2014 年提出了相关的发展合作政策，具体内容包 

（1）愿景 

通过发展合作的有效动员来建立自力更生的经济，从而使尼泊尔变成一个繁

荣的民主国家。 

（2）使命 

通过动员发展合作来实现国家目标，即提高国家整体实力以实现最大利益。 

（3）目标： 

 通过调动外部资源实现周期发展计划中的发展目标。 

 通过有效地利用发展合作，帮助尼泊尔在 2022 年底前从“最不发达

国家”上升为“发展中国家”。 

 通过实现“最佳性价比”来实现高效性的发展。 

 通过逐步减少对援助的依赖来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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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战略： 

 根据国家政策和优先重点事项，调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进行发展

合作，以实现广泛、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减

少贫穷，并取得最大收益； 

 通过有选择地在优先重点领域动员发展合作，使国家实现发展目标； 

 通过增加对水电和道路、农业现代化、旅游业、工业和贸易等基础

设施建设的投资，促进尼泊尔的社会经济发展； 

 在确保目前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指数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千年发

展目标方面取得的可持续性成就的前提下，调动 2015 年后的发展议

程和可持续发展议程所需的资源； 

 通过有效利用发展合作，为生产部门的私人投资和贸易创造有利环

境，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根据在全球高级别发展协定，包括“巴黎宣言”、“阿克拉行动议程”、

“釜山承诺”和墨西哥高级别会议中的承诺，引导发展合作； 

 确保发展合作对国家能力发展以及知识和技术转让做出贡献；并通

过透明公正的方式使用国家系统进行发展和合作； 

 为发展合作设置低门槛，以减少援助分散和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 

 以发展合作来减少区域不平衡； 

 利用发展合作来增加国内财政收入，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加强援助管理平台，提高发展合作的透明度，并向更多的公众群体

传播援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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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 NGO 进入尼泊尔要做好的准备 

一、制定战略与策略 

1. 制定战略的背景基础 

基于前两个部分信息扫描可以发现，在尼泊尔地区开展项目需要关注如下要 

1）尼泊尔的基本情况与社会需求 

尼泊尔是一个内陆国家，有 14.7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为 2850 万人，人均

GDP 约为 800 美元（2016 年）。尼泊尔为农业国，8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

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贫困国家之一。尼泊尔在 2016 年人类发展指数中排名第

144 位。1990 年，在尼泊尔的多党民主制度恢复后，尼泊尔的公民社会组织（CSOs）

获得了力量，并迅速增加。尼泊尔在教育、扶贫、妇女等领域都存在着大量的社

会需求，而通过 NGO 来提供公共服务在当地是一种重要的方式。 

2）尼泊尔的相关 NGO 管理政策 

尼泊尔的社会福利法（Social Welfare Act）规定了 NGO 如何开展社会福利活

动和提供社会服务。INGO 开展发展援助必须获得社会福利委员会（SWC）的批

准，并且必须和尼泊尔当地的 NGO 合作。社会福利委员会（SWC）成立于 1977

年，其宗旨是动员和规范 NGO 开展社会福利活动，并与国家发展相协调。社团

登记法案（The Association Registration Act）是在尼泊尔注册的本地 NGOs 和

INGOs 的主要法律。INGO 在尼泊尔设立办公室必须满足每年开展服务的资金达

到 20 万美元以上。 

“找到合作的本地 NGO-社会福利委员会达成总协议（GA）-获得项目相关部

门批准（例如学校建设可能需要获得教育部门、当地的社区委员会、重建办公室

批准）-社会福利委员会（SWC）项目审核批准（PA）”——这是一个 INGO 开展

项目必须完成的一些合法性的步骤。项目获得批准立项之后，在具体的运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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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之中，还需要定期向社会福利委员会（SWC）递交进展材料和财务材料，结

项后开展审计和评估和完成结项材料的上报（这部分内容将在第五章展开）。 

3）INGO 开展工作的背景环境 

尼泊尔是一个 INGO 汇集的地方，最多的时候达到了 300 家，目前仍然有

200 多家 INGO，有些 INGO 在当地工作时间超过了 30 年。同时，尼泊尔当地的

NGO 也很多，达到了 4 万多家，当地 NGO 的所有资金都来自于 INGO，很多当

地 NGO 可能仅仅只有一两个人，甚至属于空壳机构，主要通过承接 INGO 的合

作项目获得生存。 

2. 思考在尼泊尔行动策略与组织整体战略之间的关系 

在确定到尼泊尔开展项目之前，组织需要系统思考在尼泊尔与组织长期的使

命价值和当前战略之间的关系。确定国际化项目与组织自身的关系是走出去准备

工作的第一步，是开展具体行动的直接动力，将直接影响在尼泊尔开展行动的时

间、地域和影响程度的布局。 

 

首先，从长远的角度考虑，组织的这一行动是否回应了组织的核心宗旨和使

命，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必要条件还是有其他替代的行动方式。一般来说，

在尼泊尔
开展行动

组织当前
发展战略

组织长远
使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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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使命包含如下方面更倾向于开展国际化项目： 

1) 组织关注的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需要全球化； 

2) 基于人道主义等进行救援行动，往往在救灾等领域； 

3) 组织使命便是致力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回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 

4) 组织使命涉及到和平发展、友好交往方面，注重推动民间外交。 

其次，从组织当前的战略来看，组织近五年来行动的重点是否是在尼泊尔开

展项目，还是仅仅作为一个探索性的尝试。所以，组织在进入尼泊尔之前需要思

考如下问题： 

1) 在尼泊尔的行动能否推进组织当前的战略实现？ 

2) 在尼泊尔的项目能否匹配组织当前的能力、资源水平？ 

3) 组织行动是否符合尼泊尔当地的发展需要，是否会受到限制或压制？ 

 

笔者尼泊尔走访记录-关于社会组织国际化使命确立的思考： 

国际化在当前中国的 NGO来说，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趋势，其背后的原因多

种多样，除了回应组织使命之外，很多组织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体现机构公信

力、扩大品牌影响力的事情。有时候，甚至觉得“国际化”就意味着“高大上”，

为国际化披上了一件美好的外衣，但理想很丰满而现实很骨感。至少在尼泊尔

做项目是一件“举步维艰”的挑战，没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和脚踏实地的行动力

可能都会逐渐“退出来”。 

如果你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对国际化有一个很高的期待，建议大家审慎

选择。不是真心实意“死磕”专业化的国际化项目行动的团队，可能最后不一

定能满足大家的期许。 

3. 策略的灵活性 

在尼泊尔开展项目行动，行动需要灵活性，灵活行动的背景源于两个层面： 

第一层面，在项目立项阶段，由于相关政府部门的效率并不高，但整个项目

立项审批程序又比较繁杂，可能需要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整个项目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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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审批工作。而且具体时间是3个月还是6个月无法确定，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项目进展和日程安排可能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需要项目团队在项目设计和执行

过程之中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第二层面，关于社区、合作伙伴和很多利益相关方，也需要灵活根据项目实

际情况和进展进行合理的协调，既能够满足项目框架的要求，又能够保证项目的

有效性，而不会使得项目变成完成框架任务，失去了本身最有效的生长脉络。 

在上述背景之下，对于组织的灵活应对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是对组织

管理的一种挑战，因为大部分的情况之下，项目计划书中都具有相关的时间节点。

所以，在进入尼泊尔之前需要形成一个灵活的行动策略，其中包含的要点有： 

1) 通过调查，确定出本组织拟打算开展项目涉及到的相关方、流程和一般

化的时间进度； 

2) 在项目设计、筹款、管理等过程之中，留有灵活变动的空间，并和资助

方、合作方做好充分的沟通； 

3) 不断累积相关行动的经验和信任关系，在行动前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 

4) 在风险管理之中，把相关风险纳入考虑，并且形成应急预案。 

4. 制定具体的行动战略和策略 

在考虑上述内容的基础之上，形成组织具体的行动战略和策略。其中的要素

可以包括： 

1) 背景与行动目标 

2) 在尼泊尔的行动战略与组织整体战略的关系 

3) 目标领域和工作方法的确定 

4) 目标领域内尼泊尔的社会现状 

5) 达成行动目标的策略和具体的活动安排 

6) 相关方分析和可行性保障 

7) 风险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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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料收集与调研 

资料收集与调研是在战略制定前、制定过程之中和具体行动中都需要投入大

量精力并且反复开展的工作。在尼泊尔，资料收集的渠道和特点如下： 

表 4：开展资料收集的渠道 

渠道 特点 

网站（例如社会福利委员会 SWC

网站 http://www.swc.org.np/） 

能够获得较为系统完整的政策、流程等信

息，NGO 名单但无法获取现实操作中的要

点和经验。 

尼泊尔政府部门 了解尼泊尔的相关政策、相关领域的政府

关注点和着力方向，包括对中国 NGO 的看

法。 

中国使馆等中国驻尼泊尔相关政

府部门 

了解双方国家的相关信息，包括中尼关系，

尼泊尔对于中国的相关政策与态度等。 

在尼的中国 NGO（例如中国扶贫

基金会尼泊尔办公室） 

能够获得最为直接的开展项目活动的具体

经验和感受，也是最有借鉴性的信息渠道。 

INGO（例如亚洲基金会、World 

Education） 

能够从这些组织方面获得不同侧面、不同

时间范畴、不同领域等的运作经验，但可

能在选择信息的时候需要“裁剪”。 

本地 NGO （例如 Community 

Self-Reliance Center） 

能够直接了解本地 NGO 的状态，形成对于

未来开展合作的行动模式（在尼开展项目

必须和本地 NGO 合作） 

尼泊尔的中国企业 获得中国组织如何嵌入到本地的一些相关

信息，包括政策、文化、民族、习惯等等。 

当地咨询公司、律师、行业专家

等（例如 REANDA 瑞安达会计咨

询公司） 

类似于咨询服务，信息有效性取决于咨询

专家的专业程度。 

 

资料收集和调研评估的方式有很多种，建议大家尽可能多的采取各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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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但不局限于：文献检索、访谈、焦点小组、参与观察、问卷调查等。最终，

通过多渠道和多手段的方式获得多个侧面的信息，形成本组织对尼泊尔开展行动

的行业扫描。例如，所有在尼泊尔的 INGO 名单及联系方式（http://www.swc. 

org.np/wp-content/uploads/2016/03/INGOs-detail-information-2072_073-Falg

un-Masant.pdf） 

在资料收集过程之中，借助于已有的网络和渠道，通过枢纽型组织和网络平

台获得面上的信息，尤其是关键组织或者关键人员的衔接。例如，在尼泊尔的

INGO 便组成了 INGO 联盟，联盟召集会员单位进行尼泊尔政府相关政策研究和

倡导，推动 INGO 在尼泊尔开展工作。 

在这个过程之中，注重信息的积累性。资料收集等工作贯穿始终，并且不随

人员变动而改变，所以组织需要注重过程中关键环节的重要信息积累，不断更新

和完善。 

三、内部准备：资金、人力安排 

确定好组织的战略之后，便需要内部先做好相关的准备，其中主要是可持

续的资金和团队方 

1. 资金 

在资金方面，组织需要分析自身可以从哪些渠道获得大致多少额度的资金，

资金的可持续性如何，进而匹配组织的战略要求。例如，在尼泊尔设办公室，SWC

要求 NGO 每年支出的项目资金在 20 万美元以上，那么就要考虑能否做到资金的

持续稳定。事实上，虽然筹款渠道很多，包括对外援助的政府部门、尼泊尔的中

国企业、国内企业、国内个人等等。但从当前的格局看，能够稳定投入较大资金

规模的渠道并不多，而且筹款金额还取决于组织自身的资源渠道等等。所以，在

组织准备在尼泊尔持续开展项目前，对于资金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 

1) 目前有哪些渠道能够获得对尼泊尔的资金支持，其中本组织主要的来源

渠道有哪些？ 

2) 当前的资金能够运转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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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维护已有渠道，扩充新的资金渠道，未来筹资着力方向是哪？ 

4) 如何保障资金的稳定和持续？ 

5) 万一资金链断裂，该如何应对？ 

   2. 团队 

在人力资源方面，组织需要考虑是否能够有稳定、专业的人员进入到尼泊尔

当地开展项目。其中需要考虑的方面包括： 

表 5：人力资源需要考虑的方面及内容 

类别 方面 具体内容 

团 队 价 值

观 和 行 动

原则 

 

平等尊重 与合作方和受益对象之间关系平等，相互尊重，

真诚接纳合作方和受益对象。 

尊重合作方和受益人群及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历

史、宗教、文化、习俗、惯例，理解其现状是历

史上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遵守国际公

约、避免歧视 

遵守国际公约、宣言，如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残疾人权

利公约》等。 

对各种可能带来的歧视因素，地域、种族、性别

等，及各类歧视可能的表现应有所认识，并保持

警醒，自觉加以避免。 

避免纠纷 避免介入任何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争

议，避免涉及政治宗教等敏感活动及议题。 

团队能力 英语水平 尼泊尔主要工作语言为英语，团队需要较为熟练

地掌握英语，在某些社区类的项目或许还需要配

备会尼泊尔语的人员。 

专业能力 在差异化的社会环境对于专业能力的考验会更

大。团队需要的专业能力包括：第一，管理方面

的沟通协调、社区动员等能力，尤其是跨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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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第二，专业领域方面需要匹配的领域的专

业性，例如教育、医疗、环保等等方面的专业储

备。 

生活适应性 尼泊尔的工作生活条件并不好。团队需要适应当

地的并不方便的供水、饮食、交通、环境卫生等

等条件。例如，当地的清洁供水一直是个难题。 

工作习惯 合作过程之中需要适应尼泊尔当地的工作习惯。

例如，尼泊尔的节假日很多，一到节假日，政府

部门和相关的合作伙伴基本不会开展工作。 

团队构成 本地员工 如果持续稳定地开展项目，尤其是社区发展型项

目，可能需要招募本地员工，在进入尼泊尔前需

要了解本地招募员工的基本渠道和当地员工的工

作方式。例如，对于本地员工来说，加班是一件

“罕见”的事情，节假日工作也是。 

兼职/志愿者 一开始外派员工很少，可能需要借助于中国和尼

泊尔当地的兼职和志愿者的力量共同完成项目。

在进入尼泊尔之前，需要考虑项目是否需要兼职

及志愿者，该如何招募和管理，匹配相关的资源

等等。 

员工权益 长期外派 长期外派员工的合法权益和关怀照料需要在派出

前充分考虑。 

尼泊尔相关

法律 

需要了解尼泊尔在员工方面的相关法律和政策，

保障员工的基本权益。 

中国相关法

律 

需要了解中国在员工方面的相关法律和政策，保

障员工的基本权益。 

 

选择合适的团队是开展项目行动的关键，尤其是第一批进入尼泊尔的团队牵

头人十分关键，其重要的能力要求包括： 

1) 使命感强烈，具有责任心和主动性。牵头人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中找到在尼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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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开创公益事业的乐趣，发自内心地想要关注当地的社区，愿意主动走进社

区，并积极争取各种机会接触利益相关方，获得政府的认可。如果牵头人不

具有这方面的主动性，将很难有动力积极推进项目行动。 

2) 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强，能够在陌生的环境中抓住机会，在变化之中保持积

极的心态和行动能力，并且做出灵活的行动，以面对复杂的情况。 

3) 具有激活团队、动员整合相关方的领导力。牵头人需要激活整个团队的积极

状态，并且有魅力去影响到各个相关方，能够将组织很好地嵌入到尼泊尔的

社会环境之中，获得认可。 

3. 行动准则 

在进入尼泊尔之前，团队内部需要学习在尼泊尔开展国际项目的一些基本行

动准则，其中包括： 

（1）尊重人的权利。组织在尼泊尔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时，需尊重人的权利，

这些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人的生存权利、发展权利，尊严、体面的工作、被平等对

待的权利等。社会组织在开展活动时，尤其应重视性别平等，重视儿童保护，重

视残疾人以及少数族群、脆弱和边缘化群体的权利。 

（2）避免歧视。社会组织在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时，需重视避免各种形式的

歧视。社会组织对各种可能带来的歧视因素（如地域、种族、性别等）及各类歧

视可能的表现应有所认识，并保持警醒，自觉加以避免。 

（3）避免纠纷。社会组织在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时，应避免介入任何政治、

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争议，避免涉及政治宗教等敏感活动及议题。 

（4）注重参与式发展。社会组织在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时，应尊重受助者，

关注受助者的参与及意见表达，注重参与式发展。 

（5）重视可持续发展。社会组织在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时，应关注环境与生

态影响，注重当前和今后世代环境的可持续性，重视可持续发展，努力推动积极

的可持续变革。 

（6）重视透明度与公信力。社会组织在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时，应重视透明

度与公信力，重视公开、接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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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重视项目质量。社会组织在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时，应关注受益对象及

其真实需求，关注项目的效率与效果，重视项目质量。  

（8）积极构建伙伴关系与学习型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时，

应重视与其他发展参与者之间合作关系的建设，应尊重发展合作项目实施地居民

的选择与智慧，应尊重在地社会组织的经验与做法，在合作过程中应重视知识的

创造、分享与相互学习，积极构建伙伴关系与学习型社区。 

四、外部准备：相关方及各个环节的考察和梳理 

1. 资金出入境方式 

由于中国实行外汇管制，因此国内社会组织将资金从国内银行向境外汇款，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具体内容可以见本手册设立办公室部分。现有做法主要

大致包（1）通过跨境汇款至尼泊尔合作伙伴的账户 

2009 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捐赠外汇

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对捐赠收支涉及的外汇管理进行了规定。其中，县级以

上（含）国家机关、根据有关规定不登记和免予社团登记的部分团体接受或向境

外捐赠，应持申请书在银行办理外汇收支手续。除第五、六、七条规定之外的其

他境内机构办理捐赠外汇收支，应向银行提交以下单证：（一）申请书（境内机

构在申请书中须如实承诺该捐赠行为不违反国家相关禁止性规定，已按照国家相

关规定办理审批备案等手续，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二）有关管理部门

颁发的登记证书复印件；（三）列明用途的捐赠协议。同时，境内机构向境外捐

赠，除按本通知规定提交相关单证外，还应按有关规定提交《服务贸易、收益、

经常转移和部分资本项目对外支付税务证明》。虽然制度有规定，但目前在实际

操作中，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限制，许多中国银行基本户尚无社会组织向国外分

支机构划转外汇的实际操作经验，主管税务机关也尚未办理过此类业务。 

（2）资金汇至机构在尼泊尔办公室的账户（目前不大可行，暂略） 

（3）资金汇至机构在尼泊尔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账户。（类似于第一种情形） 

整体上，组织需要通晓当地的财务法规与税法、金融法、产业政策和政治经

济形势。需处理好国际结算与外汇汇兑业务、外国政府的税收业务，国内总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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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分支机构、分支机构之间的内部财务管理体制等。 

当然，现实中还存在一些不规范的做法，如：通过地下钱庄汇款、第三方支

付、员工出差携带现金、私人拆借等等。考虑到财务和法律方面的风险，我们不

建议国内组织这样操作。 

在时间周期上，资金出入境的时间也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尤其是第一次

办理相关业务的组织，可能资料准备不充分。建议初次进行资金出入境的组织留

1-2 个月的时间进行资金出入境的流程安排。 

对于物资捐赠，除了救灾等特殊紧急时期之外，尼泊尔对于物资入关的手续

非常的繁杂，税费也比较高。在调研中，尼泊尔相关部门和十余家 NGO 均不建

议在非紧急情况下进行物资跨境捐赠。如果组织确有物资捐赠方面的需求，建议

在当地采购。 

2. 利益相关方关系建立 

中国 NGO 在准备进入尼泊尔开展长期行动时，需要注重积累在尼泊尔的社

会支持网络，注意利益相关方的激活、整合协调和持续维护。而且，在整个体系

之中，不仅仅是资源上的交换，更多是双方形成共识，实现长久的合作，而不是

短期的交往。在整个过程之中，尊重对方却又能维护自身的利益。其中，主要的

利益相关方包 

（1）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包括负责 NGO 开展项目行动的社会福利委员会（SWC）、与项目领

域相关的政府部门（例如教育领域可能涉及到教育部、灾后重建方面涉及到灾后

重建办公室）、项目实施地区所对应的当地政府部门。 

（2）合作的当地 NGO 

项目必须和尼泊尔本地的 NGO 合作才能开展。组织在准备进入尼泊尔时，

就需要注重不断寻找、接触当地的 NGO，并审慎地选择开展合作的伙伴。即使

选择了合作伙伴之后，也需要不断积累不同的当地 NGO 伙伴资源，才不会限于

被动。通过和不同 NGO 接触，能够全面地了解信息，进而设计适合当地社区和

自身特长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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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区及受益群体 

项目落地的社区和受益群体也是十分重要的相关群体。社区和受益群体本身

的支持程度和责任主体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项目工作的开展和项目的切实效果。

虽然有当地 NGO 的合作基础，但我们还是建议组织自身还是尽可能多地亲临项

目现场，了解项目现场的实际情况，建立起与当地社区和受益对象之间的联系。 

（4）项目中相关企业等合作方 

在项目执行过程之中，还会涉及到相关企业等多个合作方。从长远的角度来

看，组织也需要建立一个资源库，了解当地与组织业务相关的企业等合作方的实

际情况。 

（5）其他相关方 

组织运作过程之中的相关方还会涉及到许多其他的相关方，包括中国使馆等

驻外部门、中国企业、INGO 等等。这些相关方也许并不是必须的合作交往对象， 

但在尼泊尔开展项目，其仍然是一种脱离中国环境下的陌生体系，需要组织更好

地嵌入到整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环境之中，成为真正落地于当地的机构。 

案例：中国扶贫基金会学校援助项目涉及的利益相关方。 

中国扶贫基金会地震以后在加德满都附近援建的学校项目，涉及到的利益相

关方包括学校委员会、社区委员会、当地地区教育局、区政府和教育部，获得他

们的授权认可之后，最后到社会福利委员会进行项目审批。 

利益相关方的寻找可以采取滚雪球的方式。找到关键性的组织和人物，通过

其引荐或者介绍便能够获得新的对象。通过几条线索同时进行，便能够快速获得

组织开展项目过程之中的各个利益相关方。 

五、如何选择当地 NGO 作为合作伙伴 

1. 合作伙伴的选择 

在尼泊尔开展项目，需要密切和当地的 NGO 合作，其中如何选择当地 NGO

便十分关键。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当地 NGO 的执行能力和执行经验是许多 INGO

重要的考量因素。在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INGO 可以根据自己的领域、合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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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等选择伙伴。但在整个过程之中，需要同时考量双方的合作基础，即要实现自

身在尼泊尔项目的顺利进展和深耕细作，也要实现尼泊尔当地 NGO 的共赢发展。

在整个过程之中，需要尊重对方的文化习俗、工作习惯，理解其中的差异，实现

友好沟通协作。 

可以通过如下方面进行合作 NGO 的选择： 

 

表 6：选择合作伙伴需要考虑的内容 

内容 具体方面 

价值理念 1 合作伙伴的使命价值和本机构是否冲突？ 

2 双方是否相互尊重对方的使命价值，认同对方的行动方向？ 

3 双方是否相互尊重、平等友善，沟通是否没有明显的障碍，能

否建构共同的行动基础？ 

合 作 诉 求

点 

合作契机可以是下述两个方面中的任意一种： 

1 价值导向：对方关注项目行动本身的价值，认同项目内容，并

且其作为组织使命的一部分。在这个体系下，对方可能会对项目

行动本身的方式、内容提出自己鲜明的意见。该体系下的合作伙

伴优势在于对方并不是资源导向而是价值导向，对事情较为认

同，缺点在于可能有自己个性化的价值诉求，需要沟通协调。 

2 资源导向。对方关注合作过程之中的资源，把执行项目作为一

种类似业务，为了组织更好的生存发展而行动。资源导向并不可

怕，而是在过程之中，中国的 NGO 自身需要更加明晰项目模式，

并通过契约的方式清晰地向对方传递，明确各个节点的要求，而

不是用价值使命来和对方沟通。 

注意：许多组织是介于价值导向和资源导向的过渡区域，需要中

国 NGO 和对方互动过程之中形成合作模式。不同导向的组织合

作中具有不同的侧重点。 

领 域 和 地

域 

1 领域：组织领域是不是和项目契合，如果不契合，对方不可替

代的优势是什么？能否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 

2 地域：本地组织在进入项目地域是否具有独特优势，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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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如果存在困难，解决的方式是什么？ 

政府资源 1 本地 NGO 和相关政府的关系如何，是否能够保障项目顺利进

展，组织是否有独特优势？ 

2 若关系并不好甚至是存在紧张状态，是否有改善的潜力和契

机？这种状态是否会对项目造成严重影响？ 

合 法 性 与

规范性 

1 合法性：本地 NGO 是否在项目地区具有自上而下的合法性（政

府相关部门许可合法运作，不存在违法行为）和自下而上的正当

性（获得社区的认可，欢迎其进入社区开展项目） 

2 规范性：组织具有一套规范的执行体系，保障基本的流程规范，

而不会出现各种违规操作，或者团队成员随意执行的情况，相关

重要环节都有把控并且留有记录，能够配合中国 NGO 提交相关

材料。能够独立撰写完整的项目书、项目结项报告等。 

执 行 能 力

与专业性 

1 是否具有较强的行动力，能够保障项目各个环节的有效执行，

行动较为迅速且有力，而不是拖延甚至敷衍？ 

2 是否具有项目所需要的领域专业性，例如教育、医疗等等，能

够具有相关的专家支持，保障项目在所处领域处于专业水平？ 

3 是否具有参与式发展的手法，能够做到社区的参与动员、利益

协调、赋权增能？ 

合作属性 1 是否能够有效地和对方沟通，组织提出的诉求对方能够准确的

获取到并且采取有效的回应？ 

2 是否具有较高协调能力，能够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灵活合

理的调整，但又不会产生项目风险？ 

3 能否替中国 NGO 考虑问题，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并且帮助推动中

国的 NGO 更好地行动。 

 

在具体的选择过程之中，还需要有一颗“火眼金睛”，能够快速鉴别出那些

空壳型或者没有执行能力的组织，鉴别过程之中的参考要点如下： 

 

表 7：选择合作伙伴的具体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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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 具体内容 

NGO 的注册登记

和基本信息 

1 注册地址、人员、使命与宗旨、行动方式等真实可信； 

2 是否获得正式注册； 

3 是否存在政党政治风险和民族冲突，包括介入到破坏中尼友

好交往或者是危害中国统一等内容； 

4 是否和项目拟开展地区取得良好的关系等； 

5 成立时间； 

6 组织近几年是否有发展变化，治理架构如何，是否存在着停

滞或者是解散的风险。 

实际办公场地 1 是否有稳定、固定、良好的办公场所； 

2 是否与其他组织合用办公场所； 

3 办公室的硬件设备（电脑、打印机等等）是否是日常工作状

态； 

4 办公室是否能够匹配其团队人数使用等等。 

组织审计报告和

项目专项审计报

告等财务资料 

1 审计报告和其他配套的财务文件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其

可以看出组织本身的财务合规性和组织良性运作情况。 

2 一方面，需要从审计报告和财务材料中了解团队的财务规范

性，包括鉴定相关财务材料是否有作假的可能； 

3 另一方面，可以从审计报告全文和附件中看出组织的规模、

主要资金来源、资金的实际用途、主要的财务往来支付方、

组织人员工资和相关经费、流动资金情况、组织资产情况等

等。 

4 上述这些信息都非常关键！ 

人员团队信息 1 不仅仅是查看实际上的整体人数，而是需要看实际的架构和

人员； 

2 专职人数数量（签订正式劳动关系）； 

3 兼职人员情况和实际在组织中承担的角色和报酬； 

4 志愿者团队情况、外部专家的情况； 

5 这些内容不仅仅只看花名册，而是需要具体核实是否真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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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包括是否有正式的协议或者任命书等等。 

过往项目经验和

项目地反馈 

1 查看组织在相关领域或者相关地区的实际项目经验； 

2 过往经历材料需要有足够的支撑（例如相关的正式协议、项

目进度报告和总结、相关照片和视频材料等）。 

3 同时需要核实过往经验是不是该团队实际操作执行的，而不

是组织兼职、外部专家或者是其他组织的材料。（由于材料往

往是英文或者其他语言，更需要仔细核实。） 

4 以往的项目合作方都有哪些，是否具有较多的 INGO 合作经

验，合作方是否可持续，合作项目的相关方反馈如何。能不

能定期提交相关项目进展报告给合作方。 

5 与拟开展的项目专业领域是不是匹配，若不匹配，如何保障

项目的专业性。 

6 项目计划书、结项报告等项目流程材料是否完整、清晰，能

够满足项目管理的要求。对方具有撰写这些材料的能力。 

注意：上述材料并不是仅仅看当年的情况，而是最好查看组织近三年或者五年的整体情况。 

 

案例：中国扶贫基金会选择本地合作 NGO的条件 

1）合作 NGO具有教育和生计发展等相关方面足够的专业性； 

2）合作 NGO 证明其人员、相关设备是匹配项目要求的，并且有严谨的财务

管理体系、详细的项目预算； 

3）合作 NGO 非常认同项目理念，并且具有相关的撰写项目计划书、总结报

告等的能力； 

4）合作 NGO拥有稳定的资金来源，财务情况良好，仅三年有接受过； 

5）合作 NGO自身具有项目地区工作经验； 

6）在 SWC下注册超过 5年的合法组织； 

7）从尼泊尔政府有关部门获得开展相关项目的许可（例如，学校援建）。 

8）合作 NGO近三年每年都有更新发展，并在年报中体现； 

9）合作 NGO近三年有定期接受财务审计； 

10）合作 NGO近三年有定期向所有相关机构提交审计报告和进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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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作中的责任主体 

在合作过程中，让对方从“要我做”转变为“我要做”的状态十分关键。这

个过程实现的是让当地 NGO 实现自身对项目的责任主体状态。一旦进入到这个

状态，项目将会进入到更良性的互动合作轨道上。相反，如果对方一直是被动地

执行，对中国 NGO 呈现出防备甚至是对立的状态，那么项目可能会遭受“敷衍

了事”或者是“阳奉阴违”，最终双方纠结在“造假”和“反造假”相互攀升的

轨道之上。 

在明确对方的责任主体过程之中，可以注意如下几点： 

（1）一开始给对方期望，但不是给对方一种“财大气粗不差钱”或者“人

傻钱多暴发户”的状态。 

（2）在和对方合作过程之中，传递专业、严谨、踏实的行动风格，建构双

方的合作氛围：不讲空话、务实行动、专注严谨。让对方被这样的行动方式所影

响。 

（3）过程之中，注重对方的主人感，尊重和欣赏对方，给对方参与的空间，

一般来说参与及投入越多，越容易产生对项目的责任感。 

（4）激活对方对项目的内在认可，把项目行动和本地 NGO 的战略相结合，

让他们意识到，专注于项目便是对自身使命价值的最好回应，也能够取得更好的

发展。 

3. 合作中的其他要点 

（1）注重行动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在考察中发现，比较容易在当地获得认可的 NGO 项目，都非常注重项目行

动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关注最终的社会效果，获得持久的社会反响和影响力。 

具体而言，包括的要点为： 

 学习吸纳合作方和其它组织优秀项目的运作模式和社会服务模式； 

 结合当地社会和政策环境，发挥自身优势，形成有效的解决问题模式； 

 发现真正的社会需求，结合当地真正的需要行动，不盲目投入； 

 注重平衡社会服务投入与硬件支持投入的比例，尽可能使二者能够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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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长期效果； 

 着重培养受益地区当地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将项目投入的退出机制、项

目结束后的综合效应纳入考量，尽可能使项目能够顺利交接，以服务于

受益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2）防范行动风险 

防止行动过程之中，由于公平性、文化差异、沟通不畅等等产生的各种冲突

和风险。其中包括和政府部门、合作伙伴、社区之间的冲突等等，做好足够的风

险应对预案。其中，在进入尼泊尔开展行动中具体可能的风险点见下一节内容。 

六、风险点分析 

阶段 风险点 控制措施 

准备阶段 资金不到位 1 在准备阶段，做好较为稳妥的资金规划，而不是盲

目乐观。 

2 在无法实现可持续、较大规模（每年 20 万美金）

的持续资金时，可以先以项目合作的方式做尝试。 

3 关注潜在的可持续资金（例如，南南基金、国内基

金会及公众捐赠、企业捐赠、尼泊尔中资企业捐赠），

进行合理对接。 

找不到合适的人员 1 学习能力和适应性有时候比基础更为重要，在没有

合适人员的前提下，可以将此类人员作为备选，但需

要适当的支持。 

2 提前做好人员储备，包括积累相关的志愿者等等。 

无法对接尼泊尔相关政

府部门和当地 NGO 

1 了解无法对接的症结所在，并进行适当干预。 

2 通过中间机构（中国在尼 NGO、中国使馆等等）等

进行对接沟通；参与相关会议或者尼泊尔的 INGO 联

盟等。 

注册办公

室 

无法获得合法身份 1 系统梳理注册所需要的所有条件，找到相关的干扰

因素。分析干扰因素是否为不可克服的困难，如果是，

则可以考虑其他方式开展活动，而不是一开始就合法

注册。 

找不到合适场地与当地

人员 

1 适当利用已有的在地资源和渠道，另外可以适当咨

询或者寻求相关中介服务机构的支持。 

2 做好短期内的过渡预案。 

年度资金不到位 1 提前做好资金储备，并预计好资金拨付所需要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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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人员安全风险 1 做好相关的安全及风险防范培训。 

2 购买相关保险，设计好相关预案。 

员工冲突 1 在员工培训之中，需要设计相关的内容，尤其是跨

国或跨文化沟通的相关事项需要重点注意。 

2 区分出哪些是由于文化、风俗等产生的客观背景信

息冲突，哪些是机构运作过程之中的人际冲突等，并

采取针对性的干预和事前培训。 

办公室火灾、盗窃等 1 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办公室管理体系。 

2 需要的时候雇佣合适的门卫。 

3 员工培训中需要有相对应的内容。 

固定资产遗失或损坏 1 机构管理中需要有相对应的制度。 

2 对于在项目社区之中发生的意外，可以通过保险（例

如车辆保险）等方式进行管理。 

战争、暴乱、政局动乱 1 关注政局的变化，在进入社区和开展行动中关注不

同国别的组织开展行动会产生的相关影响。 

2 在特殊的紧急时期，做好安全撤离的预案。 

运作项目 合作伙伴无法匹配项目

能力要求 

1 和合作进行沟通，可以考虑更换团队人员、沟通协

调等等的方式进行调整； 

2 如果切实存在不可调和的障碍，可以考虑是否调整

合作伙伴（但需要慎重考虑） 

找不到合适的受益对象 1 需要和合作伙伴明确受益对象的选择范围和特征，

多次沟通匹配，把握选择的主动权。 

2 在项目确定立项前，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前期的调研

和需求分析的工作。 

受益社区（群体）产生

冲突 

1 梳理冲突背后的真正原因（文化、习惯、利益问题

等），并且进行区别对待。 

2 对于建设性冲突，可以通过真诚的沟通、协调等方

式来解决。 

3 对于破坏性冲突，尽可能通过积累经验，制定规则

等方式来避免。 

项目资金无法及时匹配

到位 

1 需要给资金拨付预留出足够多的时间。 

2 在项目运作中便考虑可持续的资金体系，而不是项

目结束后才考虑下一笔资金。 

3 年度资金预算一旦确立，将无法更改，也无法增加

资金，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项目进度滞后 项目滞后的原因可能很多，例如：政府部门的行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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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效率、恶劣的天气、节假日、项目调整等等。 

1 对于政府部门、天气等原因，需要在项目设计中做

好充分的准备，预留出对应的时间。 

2 对于无法预计的变动造成的滞后，可以进行适当的

调整，并在后期保障进度。 

项目无法完成承诺产出 1 梳理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如果是客观、不可避免原

因，需要进行相关的项目调整。如果是主观的原因，

需要追究其背后的责任，进行适当的项目延期或者根

据协议追究相关组织的责任。 

 跨境资金拨付周期较长 由于目前国内跨境捐赠资金拨付还不是很通畅，向尼

泊尔拨付资金一般需要 2 周时间，所以在尼泊尔开展

项目时，需要考虑提前量； 

 项目执行成本 由于国际 NGO 在尼泊尔不能直接执行项目，在与当

地 NGO 合作过程中，需要给对方支付 12-15%的项目

执行费，无形增加项目执行成本，在项目预算是需要

考虑这一因素。 

其它风险 

非工作签证每年只能逗

留 5 个月 

尼泊尔对中国公民实行免费落地签，非常方便，但是

尼泊尔给非工作签一年最多 5 个月的逗留时间，因此

如果没有注册办公室，很难拿到工作签证，需要预先

考虑项目执行人员的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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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如何在尼泊尔运营项目 

本章节以四种类型介绍中国 NGO 在尼泊尔的项目运营模式，分别是注册成

立 INGO 办公室、注册成立当地 NGO，与尼泊尔本土 NGO 单次合作和紧急救援。 

 

表 8：中国 NGO 在尼泊尔的项目运营模式的四种方式 
形式 特征 优势 劣势/风险点 投入 中 国

NGO 
注册成

立

INGO
办公室 

1 有长期在尼泊尔开展行

动的战略 
2 有稳定的行动方向、策

略、资金、团队 
3 类似于独立机构，需要

配套的财务、行政等体系，

需要接受相关部门管理和

财务审计等 
4 注册成办公室仍然需要

有当地合作伙伴才能行动 
5 难度系数较大 
6 年度预算要达 20 万美

元规模 

1 不是一次

性的行动，而

是持续的效

果 
2 更容易获

得当地合作

伙伴的支持。 
 

1 一旦确定，撤

出的成本大，

不 够 灵 活 多

变。 

1 需要投

入的资源

较多 
2 一般需

要长期的

外派代表 
3 可能需

要本地员

工等 

中 国 扶

贫 基 金

会 

注册成

立当地

NGO 

1 有长期在尼泊尔开展行

动的战略 
2 有稳定的行动方向、策

略、团队，但机构的法人

和理事会全部为尼泊尔当

地人 
3 独立机构，需要配套的

财务、行政等体系，需要

接受相关部门管理和财务

审计等 
4 属于当地的合作伙伴，

可以直接和中国 NGO 合

作 
5 具有失控的风险 

1 没有年支

出 20 万美金

的要求，灵活

开展行动的

空间比较大。 
 

1 由于机构法

人和理事会都

是尼泊尔当地

人，具有失控

的风险，需要

较强的信任基

础。 

1 需要本

地的负责

人和员工

等。 
2 需要长

期的投入

和系统的

发 展 思

路。 

尼 泊 尔

彩 虹 公

益社（甘

肃 彩 虹

公 益 服

务中心 
） 

与当地

NGO合

作项目 

1 有进入尼泊尔开展行动

的打算，但处于探索期或

者受限于政策资源等暂时

无法成立独立办公室 
2 可以较为灵活地进入尼

1 较为灵活，

适合探索和

试点 
2 撤出的成

本较小，项目

1 行动的持续

性可能存在不

足 
 

1 根据项

目的实际

需求投入

资源 
2 不一定

爱 德 基

金会 
西 藏 慈

缘 基 金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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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尔开展项目，并且结合

实际情况确定未来的行动

方向 
3 基于项目合作的实际要

求配备相关的人员、资金

和行动方式，但不需要独

立的财务和办公室 
4 必须有当地合作 NGO，
往往主要靠合作伙伴来负

责项目日常实施 
5 难度系数较小 

结束后就可

以撤出 
需要长期

驻地的外

派代表 
 

北 京 慈

爱 公 益

基金会 
 

参与紧

急救援 
1 仅在紧急时期才开放的

特殊方式 
2 基于紧急时期的特征进

行行动，不需要合作伙伴 
3 紧急时期结束之后，组

织将退出，若要开展常态

化项目则需要进入前两种

方式（办公室 or 项目合

作） 

1 不需要当

地合作伙伴

便可以进入

当地开展行

动 
2 处于特殊

时期的管理，

特殊时期结

束后将撤回 
 

1 一次性的行

动 
1 需要紧

急救援的

专业团队 

蓝 天 救

援队 
壹基金 

 

一、注册成立 INGO 办公室 

国际 NGO 在尼泊尔的项目运营与其直接管理机构社会福利部和其当地合作

伙伴直接相关，在与这两个机构签署的协议（合作文本）中，很多内容体现了对

项目运营的描述和界定。 

1. 总协议（GA） 

总协议（GA）类似一个法理文本，规定了国际 NGO 在尼泊尔境内运营项目

所必须遵守的规定以及相关运营方式。国际 NGO 必须与本土 NGO 或当地县级

（district）政府合作，并事先得到社会福利部的批准，在项目合作协议（PA）

中具体体现这样的合作，并且资金需要拨付至合作伙伴的账号上。国际 NGO 项

目行政费用比例不能超过年度预算中 20%，不包括外派国家代表及其家属的费

用，但是这个费用需要在 PA 中具体说明。每半年向社会福利部提交一次项目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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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报告，年度报告需要包含行政和项目活动费用，模板由社会福利部提供。在下

一财年的第三月内提交对银行账号的年度审计，由外部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对于免关税进口的项目固定资产、设备、车辆等的处置，需要获得社会福利部的

事先批准。社会福利部也会提供一名外派员工（及其家属）的多次进出的非旅游

签证。如果需要更多的外派员工，需要说明在当地不能找到并且在 PA 中须具体

说明。项目预算中需要列支一部分供社会福利部开展的中期和末期评估。财政部

会在社会福利部推荐下做出决定是否免征增值税以及对进口关税征收活动。如果

中途合作终止、国际 NGO 不能开展工作、项目结束等，该 GA 还规定了哪些设

备、车辆及其他资产须转给社会福利部或者政府规定的机构。 

总协议（GA）见附件 3。 

2. 项目协议（PA） 

项目协议（PA）是由国际 NGO、社会福利部和当地合作方签署的三方合作

协议，此协议从执行层面界定了各方同意的合作细节，同时也是项目执行指导文

件。中国社会组织可以参考社会福利部官方网站，了解其他注册的国际 NGO 在

尼开展项目的类型以及他们的合作伙伴，可作为在尼开展工作的参考。这部分的

工作涉及六类文件： 

附件 4：国际 NGO 与县级（district）政府达成初步意向协议 

附件 5：项目合作协议（PA） 

附件 6：项目逻辑框架 

附件 7：预算 

附件 8：批准项目信息公布 

附件 9：协议修改模板 

1) 初步意向协议 

初步意向协议是国际 NGO 与县级（district）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签署的文件，

内容主要包括签署双方机构基本信息、项目基本活动和预算信息以及项目团队

（国际员工和本土员工）信息。 

初步意向协议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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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合作协议（PA） 

项目合作协议是一个三方签署的文件：国际 NGO，社会福利部和当地合作

伙伴（非政府组织或政府机构）。项目合作协议中规定了主要的项目建议书需要

包括的主要信息：项目时限、当地合作伙伴介绍以及选择伙伴的标准、项目背景

及需求分析、项目影响、目标、产出和活动、项目实施描述、项目实施时间表、

报告时间表、监测评估计划、预算、项目收尾移交计划（参见“项目管理”第六

节）、人力资源和合作方银行信息等。 

项目合作协议（PA）内容的获取以及客观性保证，建议参见“项目管理”

章节的指导性工具。项目合作协议（PA）模板请参见附件 5。 

3) 逻辑框架 

逻辑框架是项目设计中比较常用的工具，具体描述请参见第七章“项目立项

与设计”部分。具体的每一部分怎么填写，可以参照以下描述。 

项目影响或大目标（Impact/Goal）： 

指由于项目投入而产生的长期的广泛的社区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为了帮助我

们理解怎么界定影响，我们常问：如果项目成功，我们工作的社区将成为什么样？ 

项目效果或子目标（Outcomes/Objectives）： 

项目效果遵循 SMART 原则（参见第七章相关部分），它指体现在受益人个

体上的变化，往往代表（但不总是）状态、操作、行为、资源可获得性和使用等

方面的变化。 

项目产出（Outputs）： 

指项目工作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比如物品或服务，是实现效果必需

的。往往某几个“产品”才能产生一个效果。我们常问：如果要有这样的一个效

果，这些“产品”是必需的吗？ 

项目活动（Activities）： 

逻辑框架里面只罗列主要必需的项目活动。 

假设（Assumptions）： 

指预设一些足以影响项目进展和成功的条件，一般不为项目团队所控制，比

如灾难、法律执行、土地改革政策、市场价格波动等。我们常问：有什么样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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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能干扰项目影响实现的正常逻辑？一般情况下不必为项目活动设定假设条件。 

指标（Indicators）： 

指如何测量和证明项目结果已经实现，是监测项目进展的参照系，是评估项

目效果和影响的参照系。一般针对项目效果、项目产出和项目活动设定指标。我

们常问：我们通过什么或怎么才能知道我们的目标达到了？ 

指标监测（Means of Verification for Each Indicator）： 

指可以追踪指标的信息源，须具备实用性和成本可控。 

项目投入（Inputs）： 

指为了完成项目活动项目需要投入的资源，比如资金、技术、伙伴关系、网

络关系等。 

逻辑框架模板请参见附件 6。 

4) 预算 

预算中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以年度为单位按比例划分的行政管理费用和

项目活动费用比例；第二部分是以年度为单位细化行政管理费用类别和费用额度；

第三部分是以年度为单位细化项目活动费用类别和费用额度。预算模板请参见附

件 7。 

在 2018 年 1 月专家组调研采访中从社会福利部官员处获悉，国际 NGO 的

行政管理费用在项目协议（PA）中的比例不能超过 20%。每一年在社会福利部

年审都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所以行政管理费用中需要做好此部分预算。同时从

此次访谈中也了解到在 20%的行政管理费用以外的项目经费中，鼓励硬件投入

和软件项目投入的比例为 3:2。这也体现了尼泊尔社会对外来援助的软硬件建设

并重的期待。 

5) 批准项目信息公布 

批准项目信息公布模板请参见附件 8。 

6) 协议修改模板 

对于项目执行来讲，不可估计的外在因素往往会影响项目原有计划，比如不

可抗拒外力影响项目进度，目标社区的需求发生了变化，资方资金不能按照计划

到位等。在下列情况发生变化时，国际 NGO 需要跟社会福利部及时沟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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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 协议修改模板”记录相关变化。 

当项目效果（子目标）需要变化、项目产出及项目活动需要变化，以适应真

实的需求时，可以做出相应调整并说明变化应该发生在哪些地方，还需要说明变

化的原因。同理，如果预算需要变化，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说明（变化是什么以及

原因）。如果预算增加，需要附上预算表格，明确增加的相应活动。同理，项目

地点和执行时限需要变化，那也应该作出相应的说明。 

在修改模板中当然也有必要说明目前的项目进展情况。一般情况下，修改批

准需要 2-3 个月时间。 

 

案例：中国扶贫基金会注册尼泊尔办公室致力于灾后重建工作 

2015年 4月 25日，尼泊尔发生 8.1级地震，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已造成约

9000 人遇难。灾害发生后，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一时间启动了紧急响应行动，在

完成紧急救援和临时安置阶段的工作之后，中国扶贫基金会没有离开，而是选择

留下来注册办公室，开展长期的发展援助项目。截至 2018年 4月 25日，中国扶

贫基金会尼泊尔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共募集资金物资 1332万元，累计支出 1202

万元，总受益人数 24.65万人次。 

2015年 8月 13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尼泊尔社会福利委员会签署总协议，

正式注册成立尼泊尔办公室。尼泊尔办公室自成立以来，积极探索中国扶贫基金

会海外办公室落地模式，全面推动办公室硬件建设和财务、人力管理制度建设，

促进国际员工能力成长，提升国际项目管理水平。 

在项目方面，灾后重建在教育、卫生两大领域的学校重建、爱心包裹及文具、

电脑教室及残疾人职业支持、心里抚慰、学校课桌椅支持和乙肝筛查、WASH等 7

类项目，截至 2018年 4月 25日，累计支出 557.2万元，受益人数 69025人次。 

办公室硬件建设方面，在加德满都租赁了办公室，有了固定的办公场地。 

财务管理方面，严格按照与尼泊尔社会福利委员会签署项目协议的总预算，

支出办公室运营经费和项目费。 

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目前办公室有全职员工 5人，其中总部派出国别主任 1

人，聘用当地正式员工 3人和当地长期志愿者 1名，另外聘请兼职会计 1名。 

设立办公室的优势：1.项目资金进入办公室账户，对项目风险把控力度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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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够获得尼泊尔工作签证（只有注册 NGO的员工才能获得 1年期工作签证，非

工作签只能停留 5 个月），总部工作人员能常驻尼泊尔，实现对当地社区的长期

影响，扩大项目效果；3. 能够聘用当地员工，降低用工成本。劣势：1. 要满足

尼泊尔法律规定每年支出 20 万美元项目资金的规定；2.维持办公室运营的费用

是刚性成本。 

（资料来源：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发展部提供） 

3. 如何选择本土合作伙伴 

由于国际机构在尼泊尔开展项目的硬性要求是国际 NGO 不能独立执行在尼

全部项目活动，必须与尼泊尔当地政府或本土 NGO 合作执行，即至少部分项目

活动交由本土合作伙伴执行。一般情况下，国际机构倾向于选择本土 NGO 作为

伙伴执行项目。本土 NGO 合作伙伴的选择，在项目合作协议（PA）中有明文规

定，现罗列如下： 

 根据本机构拟定的选择标准征询县发展委员会的意见； 

 优先考虑在项目实施县（district）注册且在社会福利部备案的的 NGO； 

 具备两年工作经验； 

 如果在县级不能找到合格的 NGO，可以往区（zone）和省（region）

甚至加都注册的 NGO 找，不过当地县级的 NGO 应该成为第二级的

合作伙伴； 

 在正规法律下注册的 NGO； 

 年检合格的 NGO； 

 具备 PAN（执照）的 NGO； 

 具备财务审计合格的 NGO； 

 遵纪守法的 NGO； 

 附属于社会福利部以及及时提交年度报告的 NGO。 

尼泊尔本土 NGO 详细名录按照年度批准名单公布在社会福利部的官方网站

上。上面的信息包括本土 NGO 的注册名、地址、执行项目名称、项目地点、资

助机构名称、资助金额、项目期限、项目领域以及机构联系人。此信息不失为比

较全面的、可信赖的尼泊尔本土 NGO 的考察名单，也为尚未具备在尼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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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 NGO 的参考名单。参考网址：

http://www.swc.org.np/wp-content/uploads/2016/03/NGOs_approval_final_-lis

t-2070-071.pdfZ。 

4. 尼泊尔国家办公室与中国总部的关系 

在尼泊尔注册的尼泊尔国家办公室，性质上说明尼泊尔办公室是分支机构，

从管理层面上讲它接受中国总部的上级管理，从法律上讲它需要遵守尼泊尔当地

法律法规，因此尼泊尔国家办公室须符合中国总部政策和尼泊尔法律法规。 

以下以国际美慈组织为案例来说明国家办公室与总部的关系。 

案例：国际美慈组织总部与国家办公室的关系简介 

国际美慈组织开设国家办公室一般考虑三大要素：资源、战略、能力。具体

讲：人力和资金资源是否满足开设一个新办公室的条件；在这个国家开展项目是

否符合美慈的使命和全球布局战略；美慈是否有足够的能力（管理层面的、技术

层面的、其他支持层面）来支持一个国家办公室的运营。在全球布局中，国家办

公室的开设也与美慈的全球项目区域划分是紧密关联的。美慈不设区域办公室，

美慈总部与国家办公室的关系的纽带是以区域主任领衔的区域团队，由副主任、

区域项目经理和项目官员、财务官员、区域监测评估和技术团队成员组成。根据

区域项目规模，区域团队岗位设置会根据需求调整。目前美慈全球 40 多个国家

办公室，分布在 5 大区域中，这些区域由美慈总部的国际项目部（由高级副总裁

领导）统一管理协调。在美慈总部，国际项目部与其他职能部门（比如资源开发、

人力资源和领导力、财务、法务、全球伙伴关系等）组成整个美慈全球运营的整

个总部团队。 

区域办公室的纽带作用，主要体现在管理和支持两个维度，这也界定了总部

与国家办公室的关系。 

从管理的角度来讲，美慈国家办公室都是国际美慈组织的分支机构，很自然

的所有国家办公室接受总部的管理，即体现在总部的政策通过区域团队落实到国

家团队中，两端的核心人物是区域主任和国家主任（代表），他们形成直接汇报

管理机制。美慈全球战略、合规政策、机构文化、对外传播等方面，通过区域团

队落实到国家办公室，再落实到负责实施的国家团队或个人。国家主任的选拔和

http://www.swc.org.np/wp-content/uploads/2016/03/NGOs_approval_final_-list-2070-071.pdfZ
http://www.swc.org.np/wp-content/uploads/2016/03/NGOs_approval_final_-list-2070-071.pdf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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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评估都由他（她）的直接上级区域主任完成，国家主任对国家核心团队成员

开展选拔和评估工作，这些核心国家团队成员包括：财务、运营（行政、人力资

源、采购、后勤等）、项目等。以此类推，这些核心成员对他们各自的部门成员

进行选拔和评估工作。区域团队与国家办公室建立的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还体现

在日常的汇报中，包括正式的按要求填报的表格、定期或不定期的电话会议以及

实地走访。 

为了调动国家团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美慈也采用了一种“放权”管理模式，

即充分授权国家主任（代表）在国家团队管理和项目运营上的决策权，并形成了

一种所有总部职能部门包括区域团队在需要时对国家团队进行支持的一种“管

理”文化。比如国家团队需要与本土合作伙伴签署合同，那么按照美慈的管理模

式，项目经理需要起草相关合同，交总部财务和法务审核，经过区域主任预审，

在定稿后由国家主任最后批准。最直接有效的总部支持是总部对国家团队的能力

建设。比如有个新的用手机和互联网向农民传输农业技术的项目，如果国家团队

还不知道怎么贯彻落实这样的技术，那么总部会派人到国家团队或组织国家项目

代表开展相关的培训或研讨会。国家办公室财务与区域财务官员形成直接的业务

合作关系，他们分别向国家主任和区域主任汇报。 

为了有效落实总部的方针政策，美慈国家团队中“国家主任”或“项目总监”

的角色非常重要。一般来讲，他们两者须有一位是美慈总部国际招聘员工（总部

外派），这样保证总部招聘的员工成为政令畅通的“抓手”。当然特殊情况下，如

果当地政府不允许有国际外派员工，那么选拔合格的本土“国家主任”或“项目

总监”就尤为关键。 

二、 注册尼泊尔本土 NGO 

国际上通用的做法是国际 NGO 在项目国家设立（注册）自己的分支机构，

这样总部对于项目国家的项目执行、团队管理、机构治理都有比较直接的干预手

段。这种方式也是国际 NGO 倾向使用的方式。作为一个中国机构，在尼泊尔设

立一个本土机构可以提供项目执行上的便利，也存在一定的机构管理和治理方面

的风险。项目执行上的便利最直观的体现是资金拨付上，实际上这种方式就是中

国机构资助尼泊尔的本土机构，在现有中国法律框架下对公益机构跨国汇款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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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顺利执行的。由于是本土 NGO 特质，机构本身也具备了本土化特点，因

此所有的运营都可以按照本土化程序运营。 

1. 尼泊尔本土 NGO 注册和合法运营简要说明 

尼泊尔本土 NGO 的设立的法律基础是《社会服务法案》。所有新设立的本土

NGO 须在政府部门如县长办公室（DAO，District Adminitrative Office）获得批准

注册。如果尼本土 NGO 要想获得国际 NGO 的资助，在社会福利部注册（备案）

是必需的前提条件，即完成 DAO 注册后须到社会福利部注册（备案）。尼本土

NGO 数量大约在 84000 家左右，有 40000 家左右在社会福利部注册（备案），

其余在 DAO 注册而没有在社会福利部注册（备案）。在尼国内注册合法本土 NGO，

需要具备一般性条件：在相关部门正式注册；只有尼泊尔公民才能注册本土NGO；

需要具备 7 个成员；须接受年检，过关后注册延续。 

在社会福利部注册的本土 NGO，社会福利部已经公布相关细则，具体参见

（尼文）：http://www.swc.org.np/?page_id=264。以加德满都 DAO 为例，注册本土

NGO 需要提交以下材料至加都 DAO： 

 申请信函 

 执行理事会决议注册的正式函 

 尼泊尔公民身份证明复印件 

 本土 NGO 机构简介以及详细选举细节和成员名单 

 机构章程复印件 

 市政办公室的推荐函 

在社会福利部注册（备案）的尼泊尔本土 NGO 年检需要提交的材料包括： 

 年检清单（参见附件 10） 

 项目建议书（模板参见附件 11） 

 尼泊尔语基本情况介绍 

 项目设计逻辑框架（模板详见附件 6） 

 DCC 初步同意协议 

 季度财务报表 

在 DAO 注册的本土 NGO，年检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http://www.swc.org.np/?page_id=264。以加德满都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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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委会（Ward Office）和县级发展委员会的同意函（收费项目）； 

 按要求的年度审计报告； 

 项目规划和预算批准（如果项目是其他机构资助）； 

 当地税务办公室出具的相关税务文件。 

2. 国际机构注册尼泊尔本土 NGO 风险提示 

中国机构总部与此本土 NGO 的管理和治理怎么样界定是最大的挑战。从管

理的角度上讲，中国 NGO 可以与尼泊尔本土 NGO 签订相关协议，规定两个机构

的权利和义务。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尼泊尔本土 NGO 的直接管理单位是尼泊尔

政府注册管理机构，与中国 NGO 签署的协议，更多的是在业务方面进行一定规

定。从尼泊尔本土 NGO 治理角度来讲，它可以完全不由中国 NGO 控制。因为作

为独立的尼泊尔的注册机构，它的治理不会受到国外机构的制约，而更多的是它

自己的治理架构来执行机构治理事宜以及决策执行。以上管理和治理工作严重增

加了中国机构对这家本土 NGO 的不可控因素。那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

机构是否有必要成立一家尼泊尔本土 NGO？是否可以直接找一家优秀的尼泊尔

本土 NGO 作为合作伙伴来执行项目？另外的风险来自尼政府管理部门，DAO 有

可能会临时限制本土 NGO 的运营或要求提前提供相关信息，这些要求都是临时

性的，不可预知的。作为一家本土的 NGO，要接受尼泊尔政府的援助或国外机

构的资助、接收国外志愿者、援助物资，必须获得尼政府的批准。 

 

案例：尼泊尔彩虹公益社成立，致力于儿童及本土发展 

2015年 4月 25日，尼泊尔发生 8.1级地震，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已造成约

9000 人遇难。灾害发生后，彩虹公益人道救援第一时间启动了紧急响应行动，

彩虹的工作人员于当天出发，4月 26日抵达尼泊尔，在尼开展了为期 50多天的

综合性救援工作。彩虹在国内致力于儿童发展，当我们目睹了尼泊尔儿童所面临

的诸多问题后，开始在尼泊尔开展儿童教育相关公益项目。 

2017年 9月 20日，尼泊尔彩虹公益社在尼泊尔社会福利委员会正式注册成

立。自 2015 年地震后到尼泊尔彩虹公益社成立以来，我们积极探索如何发展本

地公益模式，全面推动办公室硬件建设和财务、人力管理制度建设，促进尼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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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员工能力成长，提升国际项目管理能力。 

在项目方面，主要包含儿童救助，儿童发展，青年交流及发展。儿童救助主

要是为救助尼泊尔孤儿及家庭特贫儿童，彩虹开展了为其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学

习机会的项目，同时为救助儿童的母亲提供技能培训，以此保障儿童受教育权。

儿童发展项目包括为尼泊尔山区小学搭建移动电影院，提供地毯等基本物资，结

合当地实际情况在小学开展减灾防灾课堂，设立图书馆等，开展 Rainbow Sense

项目，为尼泊尔 Sindhupalchok 地区 10 所学校的学生提供教学支持，鼓励其上

学，提升儿童综合素养。青年交流及发展项目方面开展 Horizon项目，加强中国

和尼泊尔两国青年志愿者的交流和协同工作能力。（Rainbow Sense 项目就是由

中尼两国青年志愿者共同在尼泊尔 Sindhupalchok地区学校实施的）对尼泊尔大

学生进行系统的公益理念及能力培训，促进尼泊尔青年从志愿者向社会工作者的

转化，达到为公益事业服务的同时也解决了自身就业的目的。（彩虹在尼泊尔的

正式员工 Mandan 和 Angel 都是曾经的志愿者，现在是尼泊尔彩虹的正式工作人

员） 

办公室硬件建设方面，在加德满都租赁了办公室，有了固定的办公场地。 

财务管理方面，严格按照尼泊尔社会福利委员会相关要求进行财务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目前办公室有全职员工 4人，其中彩虹公益社（中国）

1 人，聘用当地正式员工 3人和当地长期志愿者 2名，另外聘请兼职会计 1名。 

注册本地机构的优势：1、在本地能深入社区开展项目；2、在统一机构管理

框架下，本地机构发展可借鉴国内彩虹形式，结合本土发展，使之更易操作；3、

开展活动形式灵活。劣势：1.本地机构无法获得尼泊尔工作签证（非工作签只能

停留 5个月）；2.维持办公室运营的费用是刚性成本。 

（资料来源：彩虹公益社（国内注册名为甘肃彩虹公益服务中心）） 

 

三、与尼泊尔本土 NGO 单次合作 

此种模式适用于尚未打算在尼泊尔注册且长期运营项目的中国 NGO，是以

国际 NGO 资助尼泊尔本土 NGO 的方式来开展在尼运营模式。采用此种模式重点

和关键是找到有执行力和公信力的尼泊尔本土 NGO。就如何找到合格的尼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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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 NGO，请详见“如何选择本土合作 NGO”章节说明。 

此种模式可包括以下主要工作步骤： 

1、中国 NGO 联络、考察尼泊尔本土 NGO（选择项） 

2、中国 NGO 审批尼泊尔 NGO 提交的项目建议书和预算 

3、双方签署相关协议文本（包括捐赠协议） 

4、尼泊尔 NGO 向社会福利部递交包括捐赠协议、建议书、预算和项目区域

当地政府批准函等材料申请并获批准 

5、中国 NGO 向尼合作方拨付资金（须以第四步为前提） 

6、中国 NGO 针对资助项目开展项目质量和进度（项目和财务）检查 

此种模式从中国 NGO 角度来讲比较简单直接，中方 NGO 不需要获取尼泊尔

政府批准，但是尼泊尔 NGO 需要获取尼泊尔社会福利部有关接受中国 NGO 资助

的批准。作为此种模式下的合规检查，最重要的是检查本土 NGO 是否获得社会

福利部批准，其次是在选择本土合作 NGO 时候采用的审查标准。 

案例：爱德基金会尼泊尔本土 NGO合作开展援助工作案例 

2015年 4月 25日尼泊尔 8.1级地震发生后，爱德基金会第一时间启动灾害

一级响应，动员全会力量响应此次灾害，并于灾害发生后的第二天从总部派遣 4

名工作人员赶赴灾区开展救援工作。针对此次地震，爱德基金会共筹集 802万元

人民币善款，并在 2018 年 3 月时间完成所有援助项目，共有 11995 户 71657 人

从中直接受益。 

爱德基金会主要采取与尼泊尔本土 NGO 或在尼泊尔设立办公室的 INGO 合作

的模式开展项目。 

在紧急救援阶段，爱德主要与同属于国际救灾联盟（ACT Alliance）成员单

位的路德宗世界联合会（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尼泊尔办公室（简称 LWF 

Nepal）合作。双方的合作是基于同一联盟中人道主义援助响应的规则和工作方

法，因此可以迅速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大规模地共同开展紧急救援项目，并

有共同的联盟机制保证项目符合人道主义援助质量与责信的要求。 

在灾后重建阶段，爱德主要与扎根于社区的本土 NGO（Transformation 

Nepal,简称 TFN）开展深入合作，以求在未能设立尼泊尔国家办公室的情况下，

也尽可能地深入尼泊尔社区开展工作。爱德与 TFN有相似的成长经历：两者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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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会发起的非政府组织；两者都恪守人道主义原则，尤其是不因宗教信仰因素

而影响对受益人群的选择；两者都秉持相同的项目核心理念，即注重社区居民的

参与和能力发展。在考察 TFN过程中，爱德也认为其本身在机构管理和项目执行

上非常规范，具备相应的能力执行项目。因此，双方在近三年的合作过程中非常

顺利，关系也非常紧密。 

在与尼泊尔本土NGO合作过程中，需要履行完整的工作步骤（如5.3节所列），

以避免在法律政策上的风险并明确项目合作上的权责。针对一些规模较大的项

目，如爱德与 TFN合作的尼泊尔地震努瓦克特灾后重建与生计发展项目，尼泊尔

社会福利部（Social Welfare Council,简称 SWC）也会提出项目评估的要求。 

除了就具体项目开展合作，爱德基金会也非常注重与尼泊尔合作伙伴在机构

层面的互动和交流：爱德在基金会 30 周年庆典上，特别邀请了尼泊尔合作机构

代表参加并发表主题演讲；在基金会主办的与尼泊尔合作伙伴业务领域相关的会

议上，爱德积极邀请尼泊尔合作机构的专家分享经验；在国内与尼泊尔地震主题

相关的研讨会上，爱德也积极邀请尼泊尔合作机构代表参会；爱德还促成合作机

构的总干事专程访问爱德基金会总部并了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些互动和交

流都促使爱德与尼泊尔的合作机构建立起了深度的伙伴关系。 

 

（资料来源：爱德基金会提供） 

 

四、 以参与紧急救援形式运营项目 

参与重大灾难的紧急救援是国际 NGO 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常见方式之一。

有的机构以灾难紧急救援为使命，在完成紧急救援工作后就会撤出在地国。这种

情况在 2015 年尼泊尔地震中，一部分中国机构属于这种方式，他们在灾后 2-6

个月左右时间就撤出了尼泊尔。有一部分机构的工作目标就定位在较长时期的紧

急救援工作；有的机构是以志愿者身份介入，识别出需求，工作人员就把时间投

入进去；有的机构是做信息搜集和调查研究，属于服务中国救援机构的性质；当

然有好几家从事生命营救工作的机构，在灾后一周左右完成工作即撤出。不管是

直接服务于受灾群体还是间接服务，大家做的工作都是紧急救援工作，同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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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组织历练国际救援和学习的很好机会。 

1. 紧急救援项目落地 

这节针对灾后持续数个月的紧急救援工作展开叙述和讨论。从事这样工作的

机构需要考虑从时间纵向上三个阶段工作：出发前、到达之后一周内以及较长时

期的工作。 

1) 准备工作 

由于尼泊尔是个山地国家，常年遭遇自然灾害的侵袭，除了 2015 年发生的

特大地震外，每年尼泊尔也有水灾、泥石流、极端天气等灾难发生。这就为打算

在尼泊尔开展紧急救灾工作的中国社会组织提出了两种前往尼泊尔救灾的准备

要求。 

第一种准备要求是中国社会组织要密切关注尼泊尔潜在自然灾害分析的数

据搜集和分析，也就是在机构建立一种救灾准备“敏感度”。由于机构还没有进

入尼泊尔，所以相关信息搜集和准备工作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1、关注全球灾害监测相关网站，如： 

• 全球灾难预警和协调系统：http://www.gdacs.org/ 

• 全球救援网络：https://reliefweb.int/ 

• ACAPS 网络：https://www.acaps.org/ 

2、通过联络已经在尼泊尔设立常驻团队的中国机构或其他国际组织了解每

年灾害发生的规律和他们响应的工作。 

第二种准备要求是当灾难发生，机构决定前往响应。在团队出发前应该考虑

以下工作： 

1、制定阶段性工作目标，目标会决定派出团队组成情况。 

2、员工安全保障准备，包括在地国安全隐患信息搜集整理。 

3、准备行前清单，基本信息应包括护照、身份证明、签证、机票、证件照、

通讯工具、路线制定等。 

4、落地后联络机构或个人信息，包括联合国、国际机构、中国使领馆、中

国商会、中资公司等。 

http://www.gdacs.org/
https://reliefweb.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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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带进尼泊尔的美元现金。 

6、个人物品以及必要的保障健康的医药品。 

2) 到达现场先期联络工作 

到达尼泊尔最便利的路线是经国航或川航由国内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机场，

也可以由其他国际中转至加都机场。到达加都后的一周之内的主要工作目标应建

立在了解尼泊尔政府救灾策略、国际社会响应策略、联合国救灾协调机制、相关

信息搜集以及反馈国内团队、以及基本制定自身机构的响应策略。 

当重大灾难发生时，联合国都会常规性的在加都设立以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

办公室（OCHA）领衔的国际救灾协调机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联合国集群系统

方法（Clusters）。联合国集群系统详细介绍可参见 OCHA 网站（www.unocha.org）。

从实用角度来讲，集群系统为各响应机构提供一个信息交流和发布平台，因此用

好集群系统是利用重大灾难国际协调机制的一个主要部分，并不代表全部。除了

集群系统外，与尼泊尔国际 NGO 协会（IANGO）、某个特定的国际 NGO 的沟通

也非常实用。 

当 重 大 灾 难 发 生 后 ， OCHA 一 旦 启 动 集 群 系 统 ， 在 网 站 

（https://www.humanitarianresponse.info/en/coordination/clusters）上即开通

一个针对此次灾难响应的页面，上面会发布相关的会议信息和报告。为了及时获

取相关信息，可以到此网站上注册，通过邮件可以接收集群会议通知和相关信息

发布。中国社会组织需要有针对性的选择自己的领域去参加集群系统定期会议。

集群会议上最常见的内容是集群牵头机构会通报相关信息发布，包括灾区需求、

国际社会响应现状、联合国重大动向和特别注意事项，比如安全提示等。通过此

网络，也可以了解在灾后评估相关方面的工作，比如评估工具、评估汇总分享等。

对于很多有经验的国际大型 NGO 来讲，联合国集群系统的信息是很好的参考，

但并不会很大程度上影响自身机构的响应策略和方式。对于刚走进尼泊尔的中国

社会组织，建议把联合国的集群系统作为自身工作的一个有效补充。以下是目前

集群系统划分和牵头机构： 

• 农业（FAO） 

• 营地协调和管理（UNHCR 和 IOM） 

• 早期恢复（UN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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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UNICEF 和儿童救助会） 

• 应急庇护所（UNHCR 和 IFRC） 

• 应急通讯（WFP） 

• 健康（WHO） 

• 后勤（WFP） 

• 营养（UNICEF） 

• 保护（UNHCR、OHCHR、UNICEF） 

国际 NGO 的响应，除了需要善用联合国协调机构外，针对尼泊尔政府设立

的国内救灾架构和要求，与县级灾难救助委员会（DDRC）的协调也必不可少。

作为执行层面的协调中枢，DDRC 搜集所有在此县调研的国际机构的评估信息后，

会指派响应地区给国际机构作为机构项目地点。2015 年尼泊尔地震后的数天，

DDRC 邀请响应机构到指定的 16 个重灾县的相关村级发展委员会（VDC）开展

救援工作，这种机制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响应和缺失响应。 

3) 开展紧急救援项目工作 

紧急救援项目开始于灾后需求评估，针对上述集群领域（项目领域），综合

考虑选择潜在项目领域和相关地域，开展需求评估工作。因为灾后社区的需求因

时间和响应机构的增加而发生改变。针对灾后 2 个月左右的需求，可以采用“快

速需求评估”，联合国系统或大型国际 NGO 都有自己一套快速评估工具。“快速

需求评估”常采用的办法是经验观察法。针对较长时期内的比如灾后 2 个月至

12 个月左右甚至更长时期的需求，可以采用“紧急市场评估与分析”（EMMA）

工具或其他的联合国系统推荐的评估工具。这样的评估一般会采用小组访谈和关

键人物访谈法。中国社会组织可以考虑与经验成熟的其他国际 NGO 合作，参与

他们的评估小组开展工作。或者通过协商，采纳国际 NGO 的评估结果。紧急救

援工作领域确定后，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方式执行： 

第一、自己组织团队直接执行。中国扶贫基金会在 2015 年尼泊尔地震后的

供餐项目，以直接执行方式开展。需要做的工作包括志愿者招募与管理、供应链

管理以及项目财务管理等。由于此阶段还没有注册或还来不及注册，最大的挑战

是项目资金如何保障。 

第二、通过与国际 NGO 合作。中国和国际 NGO 需要优势互补、资源整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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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这样的合作。合作的项目需要是符合中国 NGO 理念和资源要求、也可利用

国际 NGO 优势的领域。此种方式的最大挑战存在与中国 NGO 与其他国际 NGO

在合作中理念、方式方法的沟通。 

第三、通过与当地尼泊尔 NGO 合作。由于尼泊尔本土 NGO 的工作业务和地

域范围有一定局限性，合作项目的选择会比较狭窄。此种方式的最大挑战来自于

选择有执行力、有公信力的本土 NGO。 

2. 紧急救援项目之跨国物资运输 

按照国际惯例，国际非政府组织紧急救灾物资的采购在灾难发生所在地或所

在国完成，因为这样有利于激活灾后市场经济，在时间上也比较高效。在某些情

况下，可能需要把物资由国外运至灾难发生国。 

以尼泊尔 2015 年地震为例，尼泊尔政府向国际社会发出救援救灾协助邀请，

当时进入尼泊尔的救灾物资有一定时期的免关税期限，在此期限内进入尼泊尔的

用于人道救援的物资，可以不缴纳关税，在通关程序上也简便化放行。 

中国扶贫基金会在 2015 年尼泊尔地震发生后与尼泊尔的合作伙伴合作，向

尼泊尔运送了 700 顶中国造帐篷，通过数班民航客机（川航和国航）以行李托

运形式分别从成都、拉萨运至加德满都。通过此项目经验总结，现总结以下几条

供人道救援物资运输的参考。 

第一、对于中国 NGO 来讲，跨国运输物资需持谨慎态度，特别是针对还没

有丰富国际运输、后勤保障经验的机构，需要评估各项成本，比如时间成本、沟

通成本以及可能存在的不可控风险。由于灾后加都机场运力存在明显的下降，所

以这也会直接导致机场服务、信息流通、后勤管控方面的服务能力下降。这为货

物拣运、识别、仓储、保管、领取等都带来了挑战。 

第二、为方便接收、清点、文件记录，货物清单一定要有明确的单元描述。

比如帐篷有杆件和蓬件两大主要器件，再配有安装用配件。夏季和冬季帐篷有尺

寸区别的情况下，建议以一顶帐篷为一个单元来包装运输，而且包装上需要中英

文明确注明捐赠机构全名和“人道主义救援”字样。 

第三、捐赠机构与尼泊尔合作机构需要签订捐赠合同，捐赠合同中核心的信

息需要包括捐赠物资接收机构名称和地址、捐赠物资接收机构对接人名字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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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物资详细描述（物资名称、物资单元、单元数量等）以及物资发放计划。 

第四、物资跨国运输中最关键的文件是货运单（Airway Bill）。航空公司会

提供标准货运单，关键信息包括接受者的姓名、接收机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以及货物描述（如数量、单元描述等）。当发货方（捐赠方）拿到货运单后，可

以将复印件或扫描件发至接收方。这是领取货物的重要文件，如下图： 

 
 

第四、除了货运单外，物资接收机构要把物资从机场取出来，还需要下列文

件：捐赠机构证明，用于接收机构向海关证明这批物资是合同描述的捐赠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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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证明中的接收机构信息以及对接人信息一定要与捐赠合同中信息一致。另外

也需要写明这批物资运输的直飞航班信息细节，比如航班号、起止机场等。模板

如下： 

 
Certification 

 
Date: Day/Month/Year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description of donated materials], that are made in 
China, donated from 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CFPA）
to [name of recipient organization] for the only purpose of disaster relief, will 
have been transported from [original airport] China to [destination] Airport. 
Flight information: [flight number, landing time, date etc.]. The total value of 
this donation is [estimate value in U.S. dollar]. 
 
And we designate [name of recipient organization] as the consignee of these 
materials. The information of the consignee is as following: 
 
Name of consignee：[name of recipient organization] 
Address： 
Contact person： 
Phone： 
 
Your support and cooperationfor the reception and clearing of the disaster 
relief materials is highly appreciated. 
 
Sincerely yours, 
China Found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当灾难发生后，捐赠物资从国外运输至灾难发生地，与平常的物资运输管理

相比，工作难度倍增。在作出跨国物资捐赠决定前，需要特别考虑以下因素： 

 当地是否有条件采购跨国捐赠物资 

 从需求出发，是否在受灾国可以采用替代品 

 灾后的机场码头、政府运作、道路等是否满足跨国捐赠物资运输的需要 

 国内物资的包装是否满足紧急救灾情况下包装要求 

 运输工具是否满足需求（客运机运送大件物资具备很大挑战） 

 捐赠方和接收方是否有足够经验的专人负责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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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紧急救援项目团队素质特别注意事项 

为了实施好紧急救援阶段的项目，尽快在复杂环境中落实项目活动，紧急救

援项目团队的组建以及团队素质非常重要。按照通常做法是，响应机构一般会先

期派出一人或几人小组以最快速度到达受灾国，他们兼具机构代表、联络人、传

播、监测评估等职能，同时也需要具备一定常识，如安全、人力资源、财务、后

勤等。如果在初期响应中机构想快速落地一些项目，那么派出的小组中可以包含

一名有业务技术专长的人员，比如水和卫生领域、儿童保护领域、临时居所等。

这样有利于项目的快速落地。 

本节罗列了在管理执行紧急救援项目工作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团队需要具备

的素质。 

1) 安全性 

 具备项目管理知识和技能 

 团队合作精神 

 全身心投入和对工作的热情和兴趣 

 具备管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具备分析能力和较强的判断能力（在紧急状态或缺乏指导的情况下） 

 事态不明晰情况下具备管控现场的能力 

 理解机构文化价值 

 了解基本的现场招募程序 

 具备基本的急救知识技能 

2) 监测评估 

同理，在应急状态下，常态化项目的监测评估技能同样重要和适用。建议具备的

素质如下： 

 具备一定的数据分析能力 

 具备分析解释数据并为决策服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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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处理事态不明朗状态的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 

 比较灵活的处理问题的能力 

 具备项目设计基础并能为项目制定策略 

 具备较强的说服能力影响他人达成项目目标 

参考链接（包括数据收集工具、报告书写、监测评估设计、结果导向评测）： 
http://www.traass.org/#!coursedetails-report-writing/c123c 

http://insidengo.org/catalog/ 

http://www.enterprisedevelopment.org/page/download?id=1736 
https://www.techchange.org/onlinecourses/technology-for-datacollection-and-survey-desi
gn/ 
 

3) 报告和传播（沟通） 

建议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如下： 

 将数据转化为信息和故事的能力 

 与资助方和媒体沟通的能力并定期更新进展信息 

 基本的数据管理能力，如数据收集和数据有效性评估 

 理解机构价值 

 有书写报告的经验 

 一定的媒体行为准则知识 

 具备基本的采访知识和照相技能 

4) 一般性项目管理 

紧急状态下的项目管理也需要采纳常态化下的项目管理知识和技能。所以一

般性项目管理适用于紧急响应项目： 

 展示项目管理知识和技能 

 积极的现场管理能力 

 具备积极有效沟通能力 

 具备以往项目管理经验证明 

http://www.traass.org/#!coursedetails-report-writing/c123c
http://insidengo.org/catalog/
http://www.enterprisedevelopment.org/page/download?id=1736
https://www.techchange.org/onlinecourses/technology-for-datacollection-and-survey-design/
https://www.techchange.org/onlinecourses/technology-for-datacollection-and-survey-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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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基本的参与式调查知识能力 

 工作中带入社会性别意识 

 具备基本的监测评估知识 

 基本的后勤知识和理解能力 

 基本的项目公信力素质 

 具备基本的报告知识和能力 

5） 紧急现金援助（CASH） 

紧急现金援助（CASH）项目是目前全球应急救援工作中运用的越来越多的

项目，在联合国系统、在全球领先的国际非政府机构中，比如国际美慈组织，CASH

的运用已经积累了比较多的经验和证明其有效性。如果要实施此项目，人员需要

具备以下条件： 

 基本的对“紧急现金救助”的知识和理解 

 对快速变化外部环境的适应调整能力 

 在紧急状态下的分析判断能力 

 努力工作和不断学习改进的心态 

 具备基本的项目管理知识技能 

紧急现金援助项目需要独特的项目设计和和实施平台，比如现金发放、现金

使用监测和设立现金发放平台。同时此类项目需要较强的适应性学习能力，即项

目员工需要建立强烈的本土敏感性，对市场、商品、需求、政府法规等有较强的

学习理解分析能力。 

参考链接： 

http://www.globalprotectioncluster .org/en/tools-andguidance/essential-protectionguidan

ce-and-tools/cash-basedinterventions-and-idpprotection.html 

http://cashlearning.org/ 

6） 水卫生健康项目（WASH） 

一般 WASH 项目需要一个团队来执行，包括团队领导（如项目经理）、工程

http://cashlearn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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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助理工程师等。执行 WASH 项目的人员需要具备以下知识、技能和经验： 

 具备以往前往灾区的经验 

 有解决问题和团队领导能力 

 能在高强度压力状态下保持良好工作状态 

 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并且善于寻找和利用资源 

 具备分析能力和较强的判断能力（在紧急状态或缺乏指导的情况下） 

 有一定的项目管理经验 

 善于跟国际机构（联合国 cluster 集群系统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当地政

府建立合作关系 

 善于处理意外事态的发生 

 具备基本的公共健康知识，善于利用技术工程领域为健康工作服务 

 具备一定的水系统、水处理和供水方面的知识，团队里面需要有相关背

景的工作人员 

 具备一定的环境卫生方面的知识：污水处理、固体废弃物、排泄物处理、

排水等 

 具备一定的农村和城市 WASH 项目背景的基础知识 

参考链接： 
http://gbvguidelines.org/wpcontent/uploads/2015/09/TAGwash-08_26_2015.pdf 
 

7）后勤、供应链管理 

在应急状态下，现场工作人员应该与联合国的集群系统（cluster）建立联系，

参与他们的会议并建立有效的工作关系。往往联合国会设立不同的集群系统，其

中后勤和 WASH 集群是比较有效的。在后勤集群会议中，诸如运输信息和时间

表等都会讨论和分享。当然联合国只是其中可选的渠道之一，在现场，也可以建

立自己的后勤供应链体系，这需要经验比较丰富的工作人员，一般需要具备以下

知识技能： 

 较强沟通协调、建立网络关系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http://gbvguidelines.org/wpcontent/uploads/2015/09/TAGwash-08_26_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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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强度压力下能保持建设性和正面性工作的能力 

 自我解压的能力 

 自我管理和独自工作的能力 

 有最基础的会计知识和安全意识 

 善于发现和利用身边资源的能力 

参考链接： 
http://www.redr.org.uk/en/Training-and-more/find-a-trainingcourse.cfm 
 

8）财务 

取决于项目需求，现场财务可能需要具备做分类账和预算的能力。财务人员

需要能理解、监测、统筹项目预算的能力。同时也需要了解机构文化和基本的合

规政策以及当地政府以及资助方对财务方面的特殊要求。 

9）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在紧急状态下负责整个团队建立过程，包括：职位广告招募、牵头

面试工作、整理归档面试记录、制作录用通知书、收集背景调查信息、入职程序、

岗位培训等。 

 

案例：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联合救助儿童会开展尼泊尔救灾工作 

2015年 4月 25日，尼泊尔发生 8.1级地震，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已造成约

9000 人遇难。灾害发生后，壹基金在第一时间联合“救助儿童会”启动“壹基

金救援联盟”和“壹基金联合救灾”“企业联合救灾”三大赈灾平台，通过“提

前备灾、联合行动、快速救援”，实现高效的灾害应急行动。 

地震发生后，壹基金即刻紧急联动并得到腾讯公益、阿里巴巴公益（支付宝

钱包、支付宝 E公益等）以最快的时间开通公众专项捐赠通道，同时得到老牛基

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如家酒店集团、途牛网、同

程网等的大力支持。“壹基金企业联合救灾”的多家 NGO伙伴也在第一时间响应，

东方航空、招商物流等以各种形式，包括首汽租车提供车辆支援，支持救援行动

得以迅速开展。截至 2018年 4月 25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尼泊尔及西藏救

http://www.redr.org.uk/en/Training-and-more/find-a-trainingcourse.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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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共募集资金物资 1637万元，总受益人数 5.1万人次。 

具体在尼泊尔救灾工作包括： 

生命救援：在 4 月 25 日-5 月 20 日的紧急救援行动中，壹基金救援联盟 9

支救援队的 125名队员投入尼泊尔及西藏地震救援，救援搜索范围：西藏日喀则

地区、尼泊尔加德满都地区。累计搜索村庄 31 个，成功搜救埋压人员 2 名，救

助轻伤员 131 人，儿童 27 人。搭建临时避难所 4 处。全部搜索范围 110 公里左

右。 

儿童保护：壹基金捐赠的帐篷帮助救助儿童会在三个不同的聚落－阿布卡利

尼（Aanbu Khaireni）、加德满都和巴内帕（Banepa）建立了 32个儿童服务站。

这些儿童服务站为儿童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帮助他们恢复生活常态，安抚他

们的心灵。儿童服务站和设备之后改装成临时学习中心，供儿童继续使用，已移

交学校管理。 

母婴中心：壹基金支持救助儿童会在尼泊尔地震灾区的 3 个地区设立了 30

个门诊治疗项目、在 4 个地区开办了 18 个母婴中心。母婴中心设立的目的是提

升母亲对各种健康问题的意识，母乳喂养、健康卫生的推广、洁净水的饮用，母

亲们还可以在这里交流各种话题。 

教育：在壹基金的资助下,救助儿童会采购了教育包(19,500套学生返校包、

250套教师包、200套儿童早期发展包、100套游戏包)。这些物资已分发到 9个

地震受灾地区，确保儿童能够从各种工具包中受益,帮助他们继续正常上课。 

健康：壹基金向救助儿童会捐赠共 1,600张折叠床用在了健康项目里，直接

发送到分别位于努瓦科特（ Nuwakot，人口： 273267）、新图巴尔恰克

（Sindhupalchowk，人口：280960）、多拉卡（Dolakha，人口：180032）的医疗

机构。 

住所:在地震发生后壹基金联合救助儿童会立即将 4,000 件防水布和绳子分

发给了 10,890 名儿童及其家庭，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应急的临时住所，让孩子们

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此外，4,552 个睡袋也分发给了 4,552 名儿童。100 个由壹

基金捐赠帐篷,分配到东加区(Okhaldhunga)和阿布卡利尼和巴内帕区域。 

过渡安置:在努瓦科特地区的 Taruka 新建一座半永久的基本卫生中心，在

Gorsyang 修复一座卫生中心。培训 155 名女性社区健康义工、17 名牙医接受了

关于常见病、安全育儿、牙科等训练。在努瓦科特的青少年及年轻妈妈接受有关

生育健康的培训，她们了解更多关于安全孕育及家庭计划的知识。现在寻求产前

护理、在卫生机构分娩及使用家庭计划方法的人数显著上升。 

救助儿童会支援了 27 个儿童团体(Child Club)共 435 名成员。儿童团体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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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也有定期会议讨论儿童保护议题、行动计划和经验分享，并根据他们的年度计

划制定不同的儿童主导项目。儿童带领了 59 个儿童主导的项目包括街头戏剧、

跳舞、画画、歌唱比赛和演讲比赛。这有助提升儿童保护、儿童权利及儿童参与

的意识。 

在十个农村发展委员会设立十个社区安全空间(Community Safe Space)作为

支援机制。社区安全空间能为儿童提供保护，以免他们受到虐待、剥削及在灾难

发生时得到保护。在农村儿童保护委员会的各训练中加入减灾元素。 

为提升儿童的自信和个人卫生，面向父母和儿童举行了儿童韧性发展计划

Child Resilience Program。 这是一个非临床的心理卫生及保护方法,举行了透

过不同的工作坊教导何谓虐待、暴力,儿童权利、和儿童保护和减灾的知识。 

（资料来源：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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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设立并运营尼泊尔注册办公室 

一、国际 NGO 在尼泊尔获准注册身份合法运营 

为了获取合法的运营资格，国际机构最常用的渠道是在尼泊尔注册。要恰当

的使用当地的法律顾问或咨询服务来协助机构注册和获取税收减免资格。在尼泊

尔经办人需要得到总部的充分授权。 

尼泊尔社会福利委员会是统筹、协调和管理尼泊尔境内的国际 NGO 工作，

它的两大职能是批准国际 NGO 的年度预算以及监管其工作正常合理开展。社会

福利委员会也为国际 NGO 在尼开展工作开展协调工作，比如寻求与本土 NGO 的

合作。 

国际 NGO 在尼泊尔获批成立办公室的程序： 

第一、国际 NGO 与项目点县级（district）政府达成初步意向文件 

第二、国际 NGO 与尼泊尔本土 NGO 达成合作协议 

第三、向社会福利委员会提交申请材料，批准签署总协议（GA），有效期 2-5

年。在 GA 中，机构需要书面承诺年度预算需达到 20 万美元，这是国际 NGO 在

尼泊尔获准合法身份的硬性条件之一。 

第四、与社会福利委员会签署项目协议（PA）时，需要提交以下六类文件: 

附件 4：国际 NGO 与县级（district）政府达成初步意向文件 

附件 5：项目合作协议（PA） 

附件 6：项目逻辑框架 

附件 7：预算 

附件 8：批准项目信息公布 

附件 9：协议修改模板 

社会福利委员会网站（http://www.swc.org.np/wp-content/uploads/2018 

/03/ingoo.pdf）也公布最新的 247 个在尼泊尔注册的国际 NGO，其中只有一家

来自中国大陆。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尼泊尔注册的经验显示：提交中国机构在国内

合法注册证明文件以及在中国五年内的财务报表。虽然这两项文件在尼官方公布

的要求中并没有出现。 

http://www.swc.org.np/wp-content/uploads/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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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注册过程中，寻求外部专业服务的支持或社会福利委员会的咨询服务

支持很有必要。在尼泊尔有很多个人或咨询服务机构，这些个人一般是大学、科

研机构或智库机构的从业人员，他们有比较多为国际机构咨询服务的经验，因此

有些咨询工作可以请他们来做。也有一些专业的咨询服务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

他们除了提供注册咨询业务外，也可以从事财务会计、审计等方面的专业工作和

咨询。附件 1 是一家业务顾问和咨询公司信息，供参考。  

二、办公室日常运营管理 

小贴士：调研发现一个国际 NGO 在尼泊尔的运营需要具备以下几项必需条

件： 

1. 注册签署总协议（GA） 

2. 获社会福利部批准（PA） 

3. 税务部门登记 

4. 银行开户（在具备 GA 前提下） 

5. 本土合作伙伴选择（公信力保证） 

6. 向政府（社会福利部、税务部门、当地政府）报告人力资源雇佣情况 

7. 一个国际 NGO 最基本的运营体系：注册、内控政策、报告体系、财

务报表、财务管理、HR 管理、项目管理和监测 

如前所述，某些工作可以找外部专业人士协助支持。 

1. 行政 

国家办公室行政管理需要界定三个方面的工作：人力资源、办公室管理和员

工管理。当国家项目团队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时，不一定设立单独岗位承担各职

能，但罗列这些职能可以为以后建立完善行政体系作参考。 

 

1) 人力资源 

a) 国际员工（总部派遣） 

在尼国际机构一般情况下会根据需要从总部直接派驻员工或国际招聘非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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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尔籍员工。这部分员工在尼工作的合法性需要得到社会福利部的批准以及办理

合法的在尼签证。社会福利部一般情况下在总协议（GA）中会批准国家代表及

其家属多次出入境的非旅游签证。国际机构其他职位需要聘用非尼籍员工，需要

在项目合作协议（PA）中明确罗列项目需要的非尼籍员工数量，并说明在尼泊

尔不能找到的员工或者在尼偏远地区缺乏的一类员工，并且在 PA 中附上非尼籍

员工的职位描述（TOR）。 

以下是为办理国际员工签证需要提交的材料清单： 

 尼官方函件（社会福利部） 

 总部任命函 

 个人简介 

 护照首页复印件 

 尼政府工作批准函（内政部） 

 签证申请表格 

 

b) 当地工作人员招聘 

首先非常重要的是招聘程序要公正和透明，不带有歧视。人员招聘分为全职、

兼职、临时工和志愿者。招聘程序包括：开发职位描述、公开招募广告、审核申

请、选择申请、面试、背景调查、录用通知。根据不同的岗位及其性质，职位描

述和面试设计会不同，建议国家项目办公室可以参考其他国际组织。职位描述一

般包括职位名称、岗位性质（全职、兼职等）、工作地点、薪酬水平（视情况而

公布）、岗位职责（技术、管理及其他）、汇报线说明、知识能力要求等。招募广

告一般包括：机构介绍或项目介绍、招募职位说明（职位描述）、投递简历方式

（邮件地址）、招募截止日期以及大致后续程序说明。面试环节需要准备必要的

面试问题，探究应聘者的真实兴趣、薪资期望、到位时间、实际面谈内容与书面

申请是否有出入等。背景调查是通过应聘者提供的联系人通过电话、邮件、传真

等方式开展，一般来讲是应聘者工作过的机构。录用通知一般需要包括职位名称、

工作地点、开始时间、工资额度、合同期限、福利待遇。 

在人员招聘前，机构需要在当地做一些摸底调查，内容包括：薪酬水平和福

利、尼泊尔劳动法、劳动合同模板及签署注意事项、人员解聘及相关政策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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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话，可以咨询专业服务，如律师或国际 NGO 专家。在新员工到岗后，很

重要的是对新员工开展入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岗位职责、机构政策、机构的

使命、重要历史发展阶段、尼泊尔国家项目发展状况、办公时间、午餐时间、工

资发放等。 

c) 人力资源档案管理 

人力资源档案管理非常重要，需要将人力资源工作中发生的重要文档分类归

档，以备审计查询或发生人力纠纷时有记录可追溯。这些文档包括： 

 工作档案：针对已经完成的招聘职位，包括招聘过程中发生所有文档，

如职位描述、应聘者简历、背景调查记录、面试记录、录取通知等。 

 员工个人档案：包括职位描述、签署的合同、保密协议、个人信息登记

如身份号码护照首页复印件、紧急联系人信息、签署的机构行为准则、

请假记录、违纪记录等。 

 国家项目办公室岗位示意图：根据人员和主要职责分工，罗列相关职能

岗位和上岗人员。 

 视情况，其他供参考的文档包括：所有申请者简历、结合本地法律制定

本地员工手册（参考附件 2）、员工工号和工卡、员工合同更新、员工升

职和工资变动、员工纪律处分、合同终止等。 

d) 员工福利待遇及工资支付 

一般情况下，新员工入职时需要在银行新开一个账户以便支付工资，而且需

要被清晰的告知工资支付时间和方式，建议配有书面说明。本地员工合同和工资

支付都要基于本地劳动法和当地货币形式。 

工资的界定需要依照当地劳动法规定、当地薪资水平以及职位要求。前期的

薪资调查和信息搜集很有必要，可以就当地薪资情况向其他国际 NGO 开展正式

或非正式咨询。另外也有必要制定针对各个级别职位的工资级别档位以及年度审

核工资调整政策。 

员工薪资调整视以下情况而定：工作业绩达标或高于标准而增加、岗位或职

责变化、当地法律规定等。除工资而外的其他福利待遇一般按照尼泊尔劳动法规

定执行。 

员工福利还包括带薪休假、尼泊尔法定节假日以及规定的其他福利项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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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商业保险、非带薪请假等。 

另外，人力资源工作还包括新员工试用期管理、老员工职位调换或提拔的试

用期管理、试用期结束评估、员工业绩年度评估和员工职业发展规划。新老员工

试用期管理需要界定试用期时长和试用期期间薪酬福利（主要与“转正”相比较）。

员工评估需要界定几项指标，这些指标可根据各机构文化、项目领域等制定，如

本职工作业绩、团队工作能力、交际能力、主动性、学习能力、遵纪守规、待人

接物等。员工职业发展规划可以界定发展目标、活动、时限、产出、需要的支持

等。 

以下为某国际 NGO 在尼雇佣本土员工的工资范围，供参考： 

部门负责人级别（比如财务部、项目、行政等）：1400 – 1900 美元； 

副部门负责人级别：900 – 1100 美元； 

高级官员级别：800 – 900 美元； 

官员级别：400 – 900 美元； 

助理级别：300 – 400 美元； 

司机：300 – 400 美元； 

门卫、前台：200 – 400 美元 

 

2) 办公室管理 

以办公室管理制度为中心开展相关管理工作，管理制度可以由简到繁。基本

的要素可以包括： 

a. 机构标识管理（如员工名片、国家办公室标识、机构标识使用等） 

b. 明确和公布办公时间； 

c. 明确自然年度的公休假日期以及员工休假审批制度（程序）以及休假记录

制度； 

d. 制定文档管理制度（电子文档和打印文档），建议电子文档采用额外单独

硬盘备份的方法； 

e. 根据电力是否充足，决定是否购买太阳能储电装置或发电机； 

f. 建立本地联系名录表备用（如水电维修、快递、IT 技术支持、应急求助、

房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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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办公室文档管理和保管，如办公室租赁合同、注册文档等； 

h. 办公资源管理，如电话、办公空间等； 

i. 重要文件、现金、印章等需要保存在保险柜； 

j. 制定定期办公会议制度以及与总部沟通机制； 

k. 制定办公用品采购、保管和使用制度，制作定期办公用品采购单，根据计

划填写采购单，按计划采购； 

l. 印章制作按照注册要求执行，机构须制定明确的管理制度，比如保管、用

章记录等。 

 

3) 员工管理 

a) 利益冲突  

首先，每位员工在入职时需要签署利益冲突承诺书。应避免以下三种利益冲

突情况： 

 员工亲属或合作伙伴对本机构的产品（服务）采购有利益企图； 

 员工索取或接收提供商或合作伙伴现金或类似现金的其他形式物品； 

 产品（服务）提供商参与制定本机构采购要求或细节，或机构员工试图

泄露这些细节给提供商。 

如出现以上三种情况的任何一种，应及时向上级领导或决策层汇报。 

b) 行为准则 

每位员工在入职时需要签署遵守员工行为准则说明，员工行为准则制定可以

结合本机构总部要求和在地国实际情况。行为准则的内容重点可以包括机构采购、

签署合作合同以及机构品牌名誉保护等方面。 

c) 保密协议 

机构员工信息、财务信息、文档信息、内部流程、采购信息、伙伴信息，有

关合作的项目信息等在未经授权情况下不得向外界透露。员工需要在入职时签署

保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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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勤 

1) 尼泊尔差旅和出差补贴 

机构制定出差申请程序（出差申请表格填写、完成申请批准流程）、预借现

金制度和交通住宿标准以及出差补贴标准。预借现金流程以及差旅报销制度等需

要有清晰说明。飞机票预订一般由行政官员负责。机构可以指定优选的几家酒店

供员工出差选择。由于尼泊尔航空安全级别低以及交通条件差及多山复杂地形，

机构需要制定员工差旅保险制度。 

以下是某国际 NGO 尼泊尔本地出差补贴标准，仅供参考： 

地点 补贴标准（用餐） 住宿标准 

加德满都 尼币 1000 尼币 2500 

省中心城市(District Headquarters 

including Municipalities) 
尼币 1000 尼币 2000 

其他地区 尼币 600 尼币 1800 

 

2) 办公室资产管理 

国家办公室或机构总部应该对资产有明确清晰的定义，一般来讲资产定义基

于：价值、使用寿命、是否属于耗材类等标准。资产的登记造册、标记以及资产

使用者转移交接都需要有明确的文档记录和年度更新制度。 

为了方便管理，资产可以分为以下类别： 

1) 电脑：笔记本、台式、服务器等 

2) 车辆：汽车、摩托车等 

3) 电信通讯类：手机、卫星电话设备等 

4) 办公设备：传真机、复印打印机等 

5) 家用设备：冰箱、电视等 

6) 电力设备：发电机、太阳能设备等 

从资产接收到资产使用结束，一般按照以下流程管理：资产登记（资产表格）

→ 资产标记（资产标签）→ 资产使用交接（资产使用者登记表）→ 资产交接跟

踪（资产数量登记以及资产使用者登记表）→ 资产处置（捐赠、转移或清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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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表）。在资产登记中，需要注明资产状况，如好、一般、差、不能使用等。也

需要注明资产去向，如捐赠、变卖、被盗、丢失、丢弃或转移等。 

3) 仓储 

在没有大量物资需要储备情况下，简单的仓储管理包括：仓储专责负责人、

物资接收通知单、物资登记、出库记录、定期物资盘点和定期报告。 

3. 安全 

国家办公室需要建立一个安全机制来保障员工安全，比如员工安全手册、手

册更新、新员工或外来访者安全注意事项介绍、出现安全问题要有顺畅的报告机

制和记录等。 

作为一个入驻尼泊尔的国际机构，在安全方面需要与其他国际机构和联合国

机构密切协调。比较常用的做法是参加在加德满都的国际 NGO 协会（IANGO），

机构之间会有一些安全信息交流。另外一个有用的做法就是关注或注册一些定期

发布国际风险评估和预测的网络平台，定期收到相关更新咨询。另外国际机构常

用的做法是当新员工或访问者来到机构的时候，安全提醒是必要的步骤，也就是

向不了解当地安全形势的人员说明常见安全隐患、应对方式和注意事项。 

国家办公室必须有一份实时更新的员工安全手册，记录相关重要信息，其内

容应该包括： 

 国家整体安全形势描述以及项目区安全情况说明 

 安全潜在风险类别说明以及评估（安全风险等级） 

 紧急联系信息（包括机构人员、大使馆、急救和医疗机构、各地区警察、

保险机构等） 

 标准程序，包括紧急撤离回国程序 

1) 总体描述 

尼泊尔整体形势，特别是加德满都地区是趋于平稳状态，可能存在不可预估

的地震或余震的危险。但是在除加都地区或偏远山区，犯罪的威胁（如人身施暴、

劫持汽车、绑架）概率明显上升。通讯和交通的不便利也增加后果的严重性。 

尼泊尔最近历史上发生的最大的自然灾难就是 2015 年 4 月 25 日里氏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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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地震，截止 28 日 8000 人伤亡。据联合国发布数据，800 万人受灾，占全国

1/4 人口。尼泊尔也是一个常年发生水灾的国家，雨季导致的山体滑坡也是潜在

威胁之一。就目前的新闻信息统计，尼境内航空隐患也是潜在威胁之一。 

2) 安全风险评估 

国家团队需要对尼泊尔潜在安全风险因素进行跟踪了解，开展实时评估并记

录。这些因素可以包括：健康卫生传染病、薄弱基础设施（路况差、电力供应严

重不足）、加都交通路况、偏远山区行车安全、摩托车驾驶安全、尼泊尔国内航

空安全、城市犯罪、性骚扰或犯罪、自然灾难（如地震、雨季水灾、山体滑坡等）、

选举期间的集会游行、尼泊尔地缘政治环境随政党更替的改变、政府腐败等。 

3) 紧急联系信息 

以下表格包含的地域范围根据国家项目人员活动范围来界定。 

 加德满都 地区办公室 项目点 1 项目点 2 
机构紧急联系人     
大使馆或领馆     
警察     
消防     
紧急医疗救护     
血库     
保险机构     
根据需要可以罗列其他机构 

 

4) 标准操作程序 

为保证安全，尼泊尔办公室需要制定可行的标准操作提示，指导员工在日常

生活工作中应对潜在风险策略和步骤。以下条款供参考： 

a. 定期更新员工安全手册。 

b. 如果员工出现不测事件，在等待处于安全情况下，按照机构政策书

面报告总部相关人员，如人力资源部或总部管理层。 

c. 制定适合尼泊尔的员工行为守则，比如涉及宗教、文化、历史的语

言行为准则等等。 

d. 为保证通讯畅通，备份额外的手机和 SIM 卡等。 

e. 雇佣具有经验的门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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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防火防盗安全检查。 

g. 项目信息安全，定期备份电脑信息，设定电脑密码等。 

5) 参考国际网络平台信息 

http://www.gdacs.org/ 

http://reliefweb.int/ 

https://www.acaps.org/ 

4. 采购 

为了体现机构公信力，物品和服务采购流程制定清晰可循，涉及采购工作的

各职能人员分工明确，紧密合作。一般来讲，项目团队领导（如国家主任或代表）

对采购工作负总责，项目、采购和财务职能分别按照自己职责范围按照流程开展

工作。这样的流程和人员分工是为了避免采购中出现不必要的错误、误差和作假，

避免从始至终采购流程把控在某一个人手中，整个采购流程有章可循，体现机构

管理水平和项目公信力。 

采购涉及跨部门工作，以下分工合作供参考： 

1) 项目执行人员（如项目官员）提出采购申请和相关物品服务要求，项

目管理人员（如项目经理、项目总监、国家主任或代表、总部国际项

目主任等）批准采购申请。 

2) 采购人员负责按照采购流程、采购申请内容、资方特殊要求、预算要

求、本土可获得性等开始寻找提供商。采购人员在寻找提供商时，如

果涉及到一些技术环节和服务采购，有必要的话可以咨询采购申请方

（即项目人员）。同时负责推荐采购要求修正，记录保留所有采购流

程中必需的文档，如购买通知、采购合同、物品接收单。采购人员无

权批准采购合同。 

3) 财务人员需要独立审核采购相关文档和预算金额，也负责付款程序和

资金拨付，但无权批准采购合同。 

4) 最终采购合同的批准由机构授权的人员签字批准，如国家主任或代表

或总部相关负责人。 

http://www.gdacs.org/
http://reliefweb.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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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物品采购流程： 

对于小额购买（额度由机构制度设立，比如 50 美元以及等价当地货币），可

以由授权的行政人员或项目人员直接购买，也可以交由采购人员购买，按照流程

直接向财务报销或申请财务直接对公转账。 

非小额购买可以参考以下程序： 

第一：填写采购申请 

第二：批准采购申请 

第三：根据申请采购金额以及机构制定的金额区间度采购流程要求，分别可

以参考以下程序： 

1) XXX – XXX 美元的采购，采购申请 → 批准采购申请 → 采购人员谨慎询

价 → 实施采购 → 申请者确认接收物品 → 采购人员记录归档所有采购

流程文件； 

2) XXX – XXX 美元的采购，采购申请 → 批准采购申请 → 采购人员搜集三

家书面询价 → 由比价委员会（由国家团队领导、项目和财务人员组成）

分析并作出决定 → 实施采购 → 申请者确认接收物品 → 采购人员记录

归档所有采购流程文件； 

3) XXX – XXX 美元的采购，采购申请 → 批准采购申请 → 采购人员搜集三

家书面询价 → 由比价委员会（由国家团队领导、项目和财务人员组成）

分析并作出决定 → 采购人员填写购买订单并获得批准 → 实施采购 → 

申请者确认接收物品 → 采购人员记录归档所有采购流程文件； 

在三家比价流程中，根据金额不同，可以细分为邀标和公开招标两种方式，

都要求投标方用信封递送标书。 

特殊情形下的采购工作有三类： 

第一，选择优先提供商：在事先与合格提供商签订优先提供商协议基础上，

机构需要明确从此优先提供商采购可以获得的好处：比如高性价比、在以往供货

基础上良好合作关系和对 NGO 工作特性的了解、在严格时间限制条件下供货、

有约定存货随时可发货、有完善的售后服务、可以按照要求包装等。 

第二，唯一提供商：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物品特性在市场上无法找到多

个提供商，事先得到资助方的许可或与资助方充分沟通，在招标过程中只收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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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标书。项目团队需要详细记录采购流程并归档。 

第三，应急救援情况下：可以由机构总部负责人签署一份特殊紧急采购流程

豁免说明，把三家报价的采购金额限制提高，比如需要三家报价的单项采购金额

提升至 10 万美元，并设定程序豁免适用期限，比如应急响应三个月以内。那么

在这三个月内，只有 10 万美元以上的单项采购按照既定的程序执行，小于 10

万美元的采购可不必三家比价，采用直接采购的方式。 

5. 品牌与公信力 

一切始于良好的沟通！ 

在尚未或建立办公室初期，准备名片和一页纸的机构以及项目核心介绍很有

必要，这有利于与当地政府、NGO 或中国大使馆建立初步的联系和印象。同时

也需要把机构中立性、非政治性、非宗教性的性质介绍出去。 

尼泊尔已经有成型的国际 NGO 网络，可以向社会福利部咨询他们的沟通协

调机制，也可以通过拜访几个国际机构了解此沟通协调机制。同时个人关系很大

程度上能够帮助沟通协调。在这些场合除了寻求自己需要的信息外，也需要注意

怎么把自己的机构和项目推介给同行，体现比较优势。 

如前所述，国际机构公信力的体现还要受到当地合作伙伴的影响。选择一个

有公信力、有执行力的当地机构作为合作伙伴是关键。选择伙伴的渠道可以向社

会福利部咨询，也可以向已经在尼工作的其他国际 NGO 咨询。社会福利部也管

理本土 NGO 的注册、备案、及年审，国际 NGO 也都具备跟当地 NGO 合作的经

验，不管谁推荐，按照自己的执行标准选择适当的当地 NGO 作为合作伙伴是原

则。避免与“一个人的 NGO”合作。 

中方机构需要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特别是项目与政党之间的关系，避免项

目执行受到政党的利用，当成他们拉选票的工具。因此与尼泊尔在此领域较资深

的人士建立关系，定期咨询相关问题非常关键。 

同时也需要关注当地媒体对国际 NGO 的态度，善于利用媒体，但同时避免

受到有党派利益牵连的媒体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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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管理（含资金拨付） 

在尼泊尔注册的机构，特别需要注意是尼泊尔的财政年度是每年的 7 月 1

日至次年的 6 月 30 日。这点与国内以自然年度为财年的算法不同，对于中国在

尼注册机构在报告时限方面需要特别注意。机构总部在打算设立尼泊尔办公室时，

首先考虑事项之一即是财务管理。究竟大概需要多大预算可以开始运转一个办公

室，需要对设立办公室的费用作出合理预算，以下费用类别作为初期预算编制参

考： 

1) 员工工资福利（国际员工保险） 

2) 国际机票、住宿费用 

3) 尼泊尔境内交通费用 

4) 通讯费用 

5) 办公室租赁和押金 

6) 律师或专业咨询服务费 

7) 注册费用 

8) 办公室设备 

9) 其他不可预见费用 

1. 未建立办公室之前的财务管理 

知晓大致预算后，“先头部队”在前往尼泊尔前，首要考虑的是怎么在尼泊

尔当地能维持前期的运营费用，也就是怎么样获得现金。一般情况下是直接将现

金带入在地国，维持前期运营，尽快获批注册，开立账户。但是直接带入现金，

风险上升，所以安全保密措施一定要事先做好。在银行选择方面，向其他国际

NGO 咨询他们选择的开户行，了解银行的优缺点。当然前期需要有清晰的总部

签字授权文件以及在地的签字权限文件和预借现金政策（额度、时限、核销等）。

同时尽快解决保险柜购买事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合同签署以及预付现金部分

都需要谨慎，而且需要及时收集相关合同、发票、收据等。另外在不确定和充分

得到授权的情况下，不要随意向其他人透露有关财务方面的信息，比如项目费用、

现金额度、人员费用、总部管理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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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金拨付 

在尼泊尔注册的国际 NGO 机构，按照要求境外总部资金需要拨付到尼泊尔

注册的账号上。由于中国政府在社会组织将资金拨付给国外分支机构缺乏明确的

法律依据，目前中国社会组织把资金从中国总部拨付到尼泊尔注册账号上还受到

限制。但是中国社会组织尼泊尔注册机构可以直接接受国际机构、中国国内非总

部机构（包括企业）的直接捐赠汇款。 

尼泊尔注册国际非政府组织不能接受尼泊尔国内的直接捐赠。 

尽管针对中国社会组织面临的由于制度缺失造成的特殊困境，中国扶贫基金

会还是通过摸索自己的国际化，整理出了一套向境外捐赠支付的流程。这个流程

作为参考，适用于中国社会组织从中国总部向他国（包括尼泊尔）非本机构分支

机构拨付捐赠款，比如合作伙伴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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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境外捐赠支付流程 

 

01 签订对外捐赠合同（协议）注意事项 

 

❶ 签订合同的捐赠接收方必须为非营利性机构，名称需与接收捐赠款时的账户名称

一致； 

❷ 捐赠协议应列明捐赠用途； 

❸ 注意合同约定的支付币种原则上为美元，如对方可接受人民币，也可选择人民币

作为支付币种。在选择支付币种时需与基金会付汇行及接收捐赠方收款银行确认汇路

是否通畅，确认不受外汇管制。在合同中约定的支付币种需与实际支付币种一致； 

❹ 根据项目进度确定分笔支付的次数及金额（外汇支付银行将审核每次支付金额与

合同金额的逻辑关系），实际支付金额不能大于合同金额。 

 

02 对外支付备案 

 

❶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有关

问题的公告》（2013 年 40 号公告），自 2013 年 9 月 1 日起境内机构和个人（以下称

备案人）向境外单笔支付等值 5 万美元以上（不含 5 万美元）服务贸易等项目下有关

外汇资金，仅需向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进行税务备案后即可对外支付。单笔支付 5 万

美元（包含）以下不需要备案，直接通过银行支付即可。 

支付备案向税务局提交可当时审核确认。 

❷ 所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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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项目部门提供：政府（如：使馆）的证明文件、项目实施方案、税务局视情况要

求提供的说明（内容需包含：如何找到合作方，为何与其合作，为何做此项目，捐赠

资金打给何方，此次项目由谁进行监管，如何执行。）、资金申请表、形式发票(附件

四)、资金来源证明（如：捐赠协议、网上筹款的截图等）； 

 

 

⑵ 财务部门准备：《对外支付备案表》（一式三份）、《税务文书送达回证及资料受理

清单》（一式两份）、《多次开具税务备案登记表》（第二次支付时需要携带）。 

❸ 注意事项： 

⑴ 备案时所有资料需携带纸质版及电子版资料，纸质资料均需加盖基金会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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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在送去国税备案前，所有资料均需留档备份件； 

⑶ 所有外文资料均需准备翻译稿及复印稿各一份。 

 

03 银行支付流程 

 

❶ 税务支付备案完成后方可办理。 

❷ 所需资料： 

⑴ 项目部门提供：捐赠协议原件及资金来源证明（原件、复印件及翻译件各一份）、

形式发票（原件、复印件及翻译件各一份）、境内机构办理捐赠外汇收支申请书一份

（附件一）、支付说明一份（附件五）、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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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财务部门准备：《对外支付备案表》(原件及复印件)。 

❸ 注意事项： 

⑴ 外汇支付银行主要审核合同号、本次支付金额与合同金额逻辑关系、本次支付金

额与付汇金额是否一致三项内容； 

⑵ 待支付完成后，以实际支付人民币金额补线上流程； 

⑶ 所有复印件及翻译件均需加盖公章。  

 

3. 内控制度 

内控制度的建立是防范潜在风险，提升项目执行有效性的手段。内控制度应

该整合在整个财务会计程序和财务管理过程中。以下条款可作为在制定财务制度

和岗位职责时参考： 

1) 职责分离，比如会计不能决定采购合同签署； 

2) 签字方有效，首先明确授权签字人，比如采购申请表须有负责人签字； 

3) 监测和独立检查，比如总部财务的监督以及现场督察或内部审计； 

4) 双重控制，比如任何银行转账都需要至少两个人的批准，财务报告需

要两人交叉确认； 

5) 财务电脑数据保护，非授权人员不能接触财务电脑数据库； 

6) 专责负责，对于保险柜、财务办公室等，被授权人才有钥匙获准进入； 

7) 常规及时报告，应指定专人进行会计记录和财务报告； 

8) 财务管理制度，应该有清晰书面的财务管理制度。 

4. 现金管理 

现金需储存在办公室保险柜，保险柜需放置于比较安全的房间（比如装有防

护栏）。保险柜钥匙（或密码）须指定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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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现金（本地币、美元）的最低额度和最高额度都需要明确规定。当现

有额度低于最低额度时候，需要从银行取现进行补充。 

在非必要情况下，避免现金交易，而且需要对单次现金交易额度进行限制。

当以现金形式进行交易时，务必取得相应发票或收据。 

定期盘点现金库存，进行必要的补充。 

在日常工作中，需要考虑汇率的变化给项目成本带来的影响。 

如果当地中资企业有向中国 NGO 捐赠的意愿，根据尼泊尔对国际 NGO 本地

筹资的管理规定，资金不能到达尼泊尔注册账号中。可以采取的办法包括：现金

转化成实物、在尼泊尔境内直接捐赠给项目合作方、通过中资企业中国总部直接

捐赠汇款给尼泊尔注册账号。 

5. 银行账号管理 

银行账号管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考虑： 

1) 开户：一般可以选择比较大的、合资银行进行开户，要确保可以开设

外币（美元）户和本地币户。机构总部需要有申请开户的管理流程。 

2) 银行背景调查：可从同行机构了解到哪些银行服务好。 

3) 签字权：总部需要出具一份授权文件，指定一名员工对银行账号负责。

银行转账须有两个签名方能实施。同时也需要明确总部对银行账号的

控制权。 

4) 银行账号付款：需要制定有关付款凭证文件以及付款程序的制度，比

如什么文件准备齐了才能签字，谁签字才能付款等。 

5) 月度银行对账单：总部需要制定对账单制度，以便做好月度财务内控

工作。 

6) 现金流计划：根据需要可以决定是否需要做月度现金流计划和申请。 

6. 工资支付 

工资支付需要有相关凭证，如月出勤记录，并获得上级领导批准。在员工手

册中，需要特别说明工资支付的细节，比如支付时间、支付方式、支付依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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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流程等。（如果机构发展至一定规模，可以考虑尼泊尔的人力外包服务。） 

以月结工资为例，财务人员需要准备每个月工资及有关福利费用缴纳支付明

细，汇总后以月结工资福利支付报告形式报指定人审批。非特殊情况下，工资支

付方式以银行转账形式进行。在工资支付完成后，一般每个员工也会拿到一个工

资条，打印版或电子版都可以。 

员工的福利以当地国家法律法规为准。如果员工福利以每个月形式缴纳给国

家相关部分，那么可以按照每个月费用形式支付，如果有些福利是在特定时期才

支付，那么财务需要制定相应规章。机构需要给正式雇佣员工交纳个人所得税，

因此相关交纳程序的凭证都需有良好记录。 

7. 差旅（部分参见“后勤”中差旅描述） 

首先需要制定出差申请表，表格基本内容：时间、地点、预估费用类别和金

额、申请人、批准人、审核人、预借现金额度等。其次需要制定出差费用报销单，

基本内容包括：时间、费用类别、金额、报销人、批准人和审核人、预借现金额

度、报销额度等。 

制定明确的国内出差申请审批流程，明确机票、当地交通、租车、住宿、补

贴及其他费用类别的标准、预订、支付方式。制定明确国际出差申请审批流程，

明确机票、地面交通、住宿、补贴及其他费用类别的标准、预订、支付方式。同

时需要制定哪些费用可以公费报销，哪些不能。 

出差完成后，需要规定多少时间内完成报销工作。 

8. 报告 

国家办公室需要制定明确的报告模板、报告截止日期、报送审批部门。这些

报告有可能是国家办公室报送给总部办公室进行内控管理，有可能是因为注册原

因需要报送给尼泊尔政府。 

根据国家办公室规模大小以及项目执行模式的需要，报告可能包括以下类别： 

1) 月度总账账目 

2) 月度分类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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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度试算表 

4) 月度办公室库存现金量 

5) 月度银行对账单、银行结单 

6) 国家办公室当月签署的合同 

7) 季度资产负债表 

8) 当月发生的大额银行转账支持文件（比如 10 万人民币以上转账） 

9) 年度审计报告（法律要求或项目要求） 

10) 年度资产清点记录表 

11) 自有、租赁办公设施清单及租赁合同（年度） 

12) 年度库存物资清单 

在尼泊尔注册的国际非政府机构每年都应做财务审计，并向政府提交年度财

务审计报告。完成财务审计报告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可以通过审计审查本机

构存在的财务和税务方面的风险，并且向尼政府证明本机构是在尼泊尔合法合规

运营。 

9. 财务记录和存档 

有关财务的文档记录可以是电子版本和纸质版本共同进行，应由财务人员

（或专人）保存，文档包括比如项目合作合同、租赁合同、捐赠者合同、采购合

同及支付支持文件。这些文件最好是原件保存，如果没有原件，准备特别说明由

指定人员签字批准。特别注意，如果捐赠人或审计人员要求调走原件，应该用调

走的原件复印件替补存档。 

与现行活动无关的文件可以按存档处理，存档时间按照本机构财务要求与尼

泊尔政府或法律要求办理。存档的相关要求可以征询机构总部财务要求，比如分

类分时间要求、存档信息标注要求等。同时需要明确文档永久保存和有限保存以

及销毁政策。永久保存的可能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账号信息、注册文本、与政府

签署谅解备忘录、年度审计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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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财务安全 

财务安全工作包括办公室现金管理、紧急撤离后办公室文档处理，最关键的

是明确紧急撤离情况下该带走的核心文件是哪些？办公室现金管理请参加“后勤”

部分。需要制定简单易行的紧急撤离后办公室文档处理的标准流程，说明文档如

何保存和销毁。需要有一个文件列表，说明需要紧急撤离时带走的文件，而且需

要注明这些文件保存的地方以便索取。 

11. 税务 

在尼泊尔合法注册的国际NGO都会享受免税待遇。当GA和PA签署完备后，

社会福利部会承担向尼政府部门提出免税推荐的责任，并密切与财政部合作。如

果国际 NGO 需要在某个项目中购买的资产享受免税待遇，需要在与社会福利部

的协议中有明确的文字描述，且购买发票需要提交给社会福利部，以便加快免税

申请流程。这样的免税待遇取决于尼政府是否有足够的内部资源来弥补免税空挡。

但是，在尼泊尔国内购买产生的增值税（VAT）是可以通过退税程序获得免税待

遇，这是由尼泊尔《增值税法》明文规定的。 

在税务工作中，国际机构还需要特别注意本土招聘员工的个税以及房屋（含

办公室）租赁缴税事项。在相关合同签署中，需要明确规定税务缴纳相关事项。

如果不履行相关税务义务，可能会带来罚款或年检不通过风险。 

附件 12 是尼泊尔相关税务法规列表，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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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是指在设计的时间、成本和工作范围内，运用相关知识、技能和

工具对多个项目活动的产出、服务和结果实施综合管理，以达到目标效果的过程。

项目管理不是目的，也不单纯是手段，而是为了支持达到预期效果的一系列知识、

技能和工具运用的过程。项目执行不力直接导致组织影响力下降、错失良机，出

现名誉受损、欺骗舞弊等现象。良好的项目管理不仅可以节省时间，还可提高项

目影响力、强化责任制；免于因补救措施产生的高额代价；避免重复工作，毫无

创新；缓解项目期间人员变动的压力；让我们有更多时间进行思想创新，以及建

立战略伙伴关系。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始终秉承对社区、捐赠方以及全世界负

责的态度，围绕以社区为主导、市场为引导的战略核心开展活动，努力实现组织

愿景。 

请点击：ngolearning.org/pm4ngos/pages/PMD%20Pro1%20Prep.aspx   

了解更多有关非政府项目管理信息。PMD Pro 包含一套指南和专业认证，旨在将

项目经理培养成为思考型和专业的从业人员，使其能够适应复杂的项目环境中，

在工作中能够做到游刃有余，从而优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项目招商和投资。本章

节提到的项目管理，基本源自 PMD Pro 指南。 

本章中提到的相关项目管理内容可以直接服务与 PA 中，比如逻辑框架、预

算制定、项目收尾交接等。 

一、项目周期与管理概述 

项目周期一般按照以下五部分组成，项目管理也按照这五部分进行管理。 

• 项目立项与设计：在此阶段，团队和利益相关者将合作确定项目的创

意；收集评估数据；分析评估数据；制定项目逻辑框架；编写计划书

或初步项目范围声明、总体预算和高级项目计划。 

• 项目制定与计划：在此阶段，项目工作计划已准备就绪。项目工作计

划是项目的大纲，其中明确了交付直接项目成果所需的具体活动事项、

预算和项目进度。 

• 项目实施：在此阶段，项目已启动并着手实施。项目启动将涉及到基

http://ngolearning.org/pm4ngos/pages/PMD%20Pro1%20Prep.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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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项目文件的创建、团队成员结构和工作计划的沟通；项目实施涉及

到对管理、活动调整和追踪、沟通、质量、风险和组织能力的运用以

及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和职责的协调和配合。 

• 监测与评估（M&E）流程：监测与评估有必要贯穿于整个项目过程。

通过监测与评估流程，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将项目成果与最初设定的目

标和指标以及项目工作计划加以对比。在项目任何阶段，可对任何与

计划相偏离处进行修正。 

• 项目移交收尾：在此阶段，需更新并执行项目工作计划中阐述过的项

目移交战略，并执行 “最后 90 天”或其他收尾和移交流程工作。 

二、项目立项与设计 

项目立项与设计一般可按这些步骤展开：确定项目创意 → 分析筹资机会 

→ 评价 → 项目分析 → 编写项目逻辑框架 → 编制项目计划书和初步预算。 

确定项目创意就首先需要确定需求和机会。广泛征求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比如社区领导、本土组织、捐赠方、政府官员）可帮助确立可行的项目创意。

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明确表态和积极参与，包括受益社区和当地合作伙伴的参与，

也是捐赠方评估计划书时的重要指标。这些活动也是建立初期项目伙伴的基础。

利益相关者分析的工具可采用 SWOT （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 

与捐赠方的沟通或通过捐赠方项目建议书征求稿可以帮助进一步明确项目

创意和优化已有想法，也可以帮助分析筹资机会。由于新项目开发，包括项目建

议书撰写，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资源，所以有必要对筹资机会进行分析。 

评价，即在进行有效的项目设计之前，应识别未满足的需求、对引起被识别

的问题的根本原因有所理解，并认定造成此类问题的因果关系。需求分析应与本

地利益相关者共同协商后实施并明确在项目社区内所存有的资源以及本机构可

提供的独有的支持，并还应考虑到捐赠方的利益。这些工作可以通过二手资料或

案头研究完成，可获得阐述项目背景和需求的重要信息和数据。当在做这类研究

的所需资源很少，在文档研究或需要更深层信息的地方，则需要进行田野调查或

原始（第一手）研究。 

上述评价工作结束后，以确定项目预期影响为出发点，明确问题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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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从而提出项目所要达成的目标。项目分析即通过对“一手”或“二手”资

料进行进一步的理解、整合和分析，帮助我们提出项目目标（goal/impact）。 

逻辑框架的格式是多样的，但其目的都是为了作为反映专项或项目各个主要

步骤的依据，并确保每个步骤在逻辑上的连贯性。项目目标是通过以上评价工作，

确立项目预期达到的影响，并且能否解决识别出问题的根源。基于这样的目标，

需要对目标人群设定适当改变以贡献于项目的预期影响，这就是项目目的或子目

标(objective/outcome)。随后，需确定要通过哪些资源和服务来促使目标人群的

改变，这就是项目的成果或产出  (outputs)。然后，开展实际的项目活动 

(activities)促成项目成果或产出。最后需要确定评价指标 (indicators) 来评定项

目是否成功。项目目标的确定，需要遵循以下 SMART 原则： 

Specific – 具体的 

Measurable - 可测量的 

Achievable - 可实现的 

Relevant - 相关联的 

Time-bound - 有时间限制的 

编制项目建议书和预算可以参照遵循以下原则： 

 从编制项目建议书大纲开始； 

 确立项目建议书的核心“卖点”； 

 有 1-2 页的较强说服力的概述； 

 尽早准确的提出观点或论点； 

 兼容本土化、细节化和精准化； 

 使用简单、直接和准确的语言； 

 使用积极的语言； 

 巧妙运用图表； 

 不断的修正。 

在此阶段，可以对项目预算进行初步编制，由于每个机构和每个捐赠者对预

算结构的理解不同，因此在计算“管理费”和“项目费”中需要特别仔细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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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捐赠方仔细沟通说明。尼泊尔政府规定，进入尼泊尔的外援项目，管理费用最

多只能占 20%，其余都为项目费用。 

三、项目制定和计划 

项目制定与计划阶段是一个在实施前对设计的项目实行规划的阶段。这个阶

段的项目管理步骤不一定是线性的。某些步骤可能反复与项目实施阶段发生关联，

会增加更多计划细节，对监测与评估的反馈做出回应。项目计划不只发生在项目

制定与计划阶段，还应定期在项目实施阶段修订计划，及时考虑新出现的信息、

风险、机会、限制因素等。此阶段工作关键步骤包括：项目文件创立和管理、项

目工作计划、监测评估计划、风险管理、项目预算和项目移交收尾方案。 

一旦项目获批，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创立项目文档，随着工作的推进，文档会

不断丰富。初始文件包括项目计划书、预算、评估调研文件，以及项目制定与计

划阶段就已准备的利益相关者列表等。在项目制定与计划阶段，项目文件在创建

时，将含有大量关键计划文档。项目文件往往还包括一些附加信息，比如成功案

例、利益相关者登记、监测与评估文件、风险矩阵、会议纪要、项目活动记录、

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会议。另外，实际的项目文件，比如资助文件、项目执行协

议、协议条款修订、重要函件、逻辑框架、预算、监测评估、进度报告等应该进

行归档，内容应保持高度一致。 

项目工作计划根据项目负责程度包含各种不同的工具，其中关键的是工作分

解结构（WBS），它是一个把项目活动细化为相关任务的层次树。一个大的项目

可以划分为许多小的专项或方案，这些专项或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子项或子方案，

直至划分为最低层次的任务或工作包。工作包向各级任务与活动发出反馈，这些

任务和活动，最终对项目目标进行支持。根据项目的复杂程度，可以设立多个任

务层级。有些项目可能最多仅需要在 WBS 中设立三个层级，而有些则可能需要

划分成十几个层级。在项目逻辑框架中，关键产出和主要活动往往是建立工作分

解结构结构的良好起始点。工作分解结构应与关键产出的完成紧密相关。制定工

作分解结构是一个检查项目逻辑框架的好时机。建议采用以下步骤来完成工作分

解结构： 

 写下项目的目标和主要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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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成员写下各自与项目目标和主要产出息息相关的任务，添加建议的任

务负责人； 

 在各个任务负责人的带领下，团队成员思考在特定的主要产出里面，有哪

些活动可以贡献于此产出的完成； 

 再以此类推，分解这些活动，讨论在此活动中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 

 直到工作任务不能再分解为止，针对每个需要交付的目标、产出、活动和

工作任务，都需要罗列相关的负责人； 

 进行最终检查。不同团队成员的任务可能有重叠，务必和指定的负责人商

议任务的划分 

 和安排。 

 根据收集的便利贴创建工作分解结构。通常是把数据录入项目管理软件

（如 MS Project）。 

编码步骤如下： 

 在结构树的第一级，以一百的整数倍给类别编号，如 100、200、300 等； 

 在结构树的次一级，通常是总结性活动，以十的整数倍编号，如 110、120、

130 等； 

 在结构树的再次一级，通常是任务和工作包，以个位数编号，如 111、112、

113 等； 

 根据需要做相应调整，比如层级增加的话，可以以 10000 或 1000000 开

始。 

监测与评估流程要求参照计划书中的工作目标、产出和相应绩效指标以及项

目工作计划查看项目执行情况。在项目实施阶段，要根据监测与评估数据时刻跟

踪项目执行情况，确保项目执行达到预期效果。如发现不可接受偏差，可以根据

监测与评估结果，对项目计划进行调整。根据调整程度的不同，决定是否需要更

新项目工作计划内容，以反映项目的最新动向。绩效指标是在逻辑框架制定过程

中确定。在项目立项与设计阶段，通过在项目逻辑结构中引入 SMART 原则工作

目标以及相对应的绩效指标，做出高效的监测与评估计划。项目复杂程度达到一

定水平后，应该为监测评估工作制定特别预算，配备专职人员，为项目工作计划

分配足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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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与评估计划表：将监测作为一项重要管理活动，调动一切所需资源配合

其开展，包括制定角色与职责，制定工作预算支持基线调查、常规的数据收集、

审核与报告、中期与结项评估工作等。进度表中包括重要的管理与实施任务，为

员工设置明确的目标责任，以便我们随时跟踪员工绩效。监测与评估计划表应归

入总体项目计划表。 

风险管理是项目管理的关键一环。任何项目都有失败的风险。项目风险管理

的第一步是识别影响项目成功的风险因素。应尽可能多地识别风险，制定应急预

案或风险消减措施，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好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风险识别过程。

常见项目风险包括： 

 过于乐观地评估制定计划书的时间和费用 

 利益相关者回顾和反馈周期过长 

 意外的预算削减 

 因缺乏资源投入而使工作减缓 

 汇率波动影响预算可利用度或可预测的预算数目准确度 

 政局不稳造成政府合作方阻挠社区合作 

 安保风险影响传统运输线路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基于项目立项和设计阶段的预算，此阶段工作可以进行进一步的预算细化，

这样可以协助团队了解项目成本、需要整合的资源以及与捐赠方的沟通。项目活

动预算可以根据工作分解结构中的各任务（工作包）来一一制定。若捐赠方有要

求，按照他们提供的模板编制调整预算。预算的制定需要财务人员和项目人员合

作完成。 

四、项目实施 

项目实施阶段的任务是对完成设计与计划的项目进行实施与跟踪。项目实施

阶段中的项目管理流程不一定是线性的，许多步骤需重复进行，以深化项目规划

细节，并同时实施监督，评估与质量控制反馈。项目实施主要根据项目制定与计

划阶段中完成的项目工作计划进行，在项目实施阶段根据监测评估反馈还需要对

该工作计划定期更新。项目实施的主要工作包括：项目启动、项目常规管理、项

目跟踪与调整、项目团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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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启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所有关键利益相关方都在项目工作计划方面达

成一致，这些关键利益相关方包括项目执行团队、项目支持团队和重要合作伙伴，

他们在项目工作计划中可能分别负责相关工作任务（工作包）。启动会议的重心

应放在逻辑框架、基线调查进度、项目重大产出、以及关键指标等相关问题上，

与会人员应就这些问题达成共识。 

项目常规管理重要工作包括常规协调会议和定期有效的报告体系。常规协调

会议的议题可以包括：项目进度、项目技术、利益相关者关系、成本预算、监测

评估工作及结果、潜在风险识别及应对等。协调会议一般可以按照季度进行，参

加人员视讨论议题可包括项目执行团队、项目支持团队以及重要合作伙伴。另外

除了开相关会议外，需要检查项目工作计划中规划的定期报告任务：明确各关键

利益相关方的报告要求，比如向捐赠者报告、定期（月度、季度、年度）进度报

告、监测评估报告、针对不同需求的非定期报告等。相应的报告模板需要在项目

启动会议上确定下来，当然有的报告模板是既定要求的，比如捐赠者报告模板等。 

项目实施阶段中，项目负责人（如项目经理）的一项主要日常工作职责就是

持续跟踪并调整项目工作计划以确保项目运行顺利。跟踪项目的目的在于查看项

目执行是否偏离原来计划，尤其要查看项目参数、项目进度以及项目预算。如项

目偏离问题明显，项目团队需要做出适当调整，可能是一个活动任务，也可能是

重大调整。跟踪工作一般涵盖项目进度跟踪、监测与评估数据分析跟踪、质量检

查跟踪、成本控制跟踪、合作伙伴的监督与指导工作跟踪以及风险跟踪。 

在项目进度跟踪工作中，项目负责人根据信息反馈、监测数据以及进展数据，

判断项目活动执行进度与基线或预期的进度是否有出入，进而根据内部外部条件

调整并更新项目工作计划并分享给相关利益相关方。 

监测与评估数据分析跟踪请见“监测评估”部分。 

在项目实施阶段，必须开展质量保证检查活动。交付成果说明是开展质量保

证检查活动得以依据的基础，因此在项目实施阶段开展各自活动（软性项目培训

或硬件建筑工程等）时，必须整理好交付成果说明。在质量检查活动中，实际的

交付成果报告应与预期的交付成果说明对照查看，如发现任意偏差，应报告项目

负责人或管理层。在某些情况下，项目经理可能会编制清单，使质量检查活动更

容易。质量检查与日常监测不同，因为前者主要比较实际产出质量与交付成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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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是否有差距，而后者更注重对建立起的项目绩效指标进行测量。 

成本控制通过定期预算与实际支出报告作比较，可以看出项目资金花费比例

与相应时间是否匹配。例如如果时间实在项目执行期中间，而实际支出比例太低

或抬高（如 10%或 80%），项目负责人需要对预算进行预测，作出分析，这样的

财务进度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需要作出什么调整。预测应涵盖所有未清偿财务

承诺及运作和项目花销计划，还应考虑项目的采购总清单及一切已有的活动预算。

若当前预测显示有超支或支出不足的现象，则需采取纠正措施。 

在项目实施阶段，项目负责人根据合作文件跟踪合作伙伴的要求及交付成果，

可通过协调会、监测与评估数据、进度报告及质量检查等工作进行。在项目立项

与设计阶段应尽量阐明合作伙伴关系的性质及其在项目执行中承担的职责；而在

项目实施阶段，则可能需要经常召开会议检查、商讨详细的合作计划。 

根据项目制定与计划阶段的风险评价与分析而提出的风险消减措施，在项目

实施阶段，项目负责人应确保这些消减风险的措施的执行，并跟踪风险环境以便

在必要时做出适当的调整。 

项目团队管理，所有项目团队成员具备各自的职位描述以及团队的组织架构

图。根据项目规模大小，采用不同的沟通模式，将项目计划书、逻辑框架、项目

工作计划、（启动）会议纪要，以及合作协议向团队成员分享和介绍。项目团队

还必须了解其他管理和财务规程（包括行政、采购、财务等），以及合同方和合

作伙伴的角色与责任。若同时招入大量员工，召开工作坊，对项目及有关文件进

行综述则是让新成员熟悉项目行之有效的方法。总之一个目的是让所有项目成员

都建立对项目的主人翁责任感及明确自己担任的角色和承担的职责。 

绩效管理不仅限于正式的年度绩效评估，而是在全年范围内不间断进行的一

个过程。 

五、监测评估 

监测与评估流程贯穿项目周期的所有阶段。项目监测一般定义为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执行定期信息收集、回顾、报告和开展行动的周期性工作。用于监测用途

的数据收集工作主要集中在主要活动和产出指标上，以此跟进项目进度、满足报

告要求和解决其他管理信息需求。需要经过评估，需要的信息才可以收集。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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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部门还应与其他团队沟通协作，避免重复收集信息。 

一般数据收集方法： 

 问卷调查 

 （核心）小组访谈 

 访问观察 

 案例学习 

 二手资料审核 

 结构化（半结构化）访谈 

 绘制社区图 

 田野调查 

 

项目评估一般定义为对特定时间点一个项目单方面或多方面具有深度的回

顾性分析。中期和结项评估是最常见的评估工作类型。中期评估通常适用于对为

期至少两年的项目进行：1）衡量项目有效性；2）确定变更措施，以提升项目剩

余活动的实效。对于非政府机构，结项评估通常在项目完工前最后几个月进行。

这些评估主要设计用于对 1）项目效果和影响的评测；2）为将来项目实施的成

功作经验总结。 

评估工作可根据捐赠方要求、可用资金、内部能力水平、评估目标以及其他

情形分为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一般由机构外专家牵头实施的评估工作（外部评

估），会比较客观。而项目团队和合作伙伴需要协助外部评估专家进行数据收集

和分析。评估报告应简洁明了。对于外部评估，项目团队应在外部专家对评估报

告定案前就报告草案的内容提出反馈意见。评估可作为组织学习和改进项目方法

的一种途径加以有效利用，应在项目成员与合作伙伴间举行工作坊，共同回顾评

估工作并分析就某一国家项目，由评估获得的发现和建议怎样与当前和未来项目

和战略相关联。 

六、项目收尾移交工作 

项目收尾移交阶段是一个项目的最后阶段，这一阶段是项目团队开始逐步退

出一个项目和将项目成果移交给外部利益相关者或将项目流程和所学到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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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到下一相关的项目中的时期。这一阶段工作往往被忽略或一笔带过。正常情

况下，项目在计划的时间内按照预算完成既定的计划和达成既定目标，这就是正

常的项目终止；项目周期延长，项目资金还有富余，但无更多后续资金的投入，

这叫项目延期；项目周期延长，有来自捐赠方的后续资金的投入，包括延长执行

部分和大多数项目活动，并有可能增加额外的活动或涉及其他的地理区域，这通

常叫项目扩展（预算扩充）；对项目进行二次评估或对其进行组织内部重新定位，

项目在新的阶段通过修改后的干预措施或活动，或通过不同的筹资渠道得以继续

实施，这叫项目重新设计。 

在项目实施阶段，制定交付成果说明、完成质量检查工作、核实项目实际产

出。在评估和其他监测与评估活动的基础上，应对项目成果和学习到的经验加以

总结和分享。除了正式的评估活动，也可在参与式项目工作坊和由其它利益相关

者举行的工作坊上学习到很多经验，并从中得到启发。在项目移交阶段，准备好

将项目成果移交至外部利益相关者（受益人、项目所在国政府、合作伙伴等）所

需的项目移交文件，切实地将项目成果移交给利益相关者，并完成既定的项目运

营、维护和可持续措施工作。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对项目运作、维护和可持续发

展提供更多的培训或指导，以确保受益方在项目结束后仍能从项目成果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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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受亚洲基金会和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资助，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编

写了 《中国民间组织走出去尼泊尔国别操作手册》。本手册是继 2015年《中国

民间组织走出去操作手册》之后，为中国民间组织走进特定国家制订的操作手册。

手册邀请了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主任卢玮静博士和国际美慈中国代表彭

彬先生执笔编写。编写工作开始于 2017年 10月，至今历时一年，先后有数十位

中尼两国专家参与过手册内容、章节大纲的策划，书稿评审等环节的工作；有十

余家中尼两国民间组织接受过课题小组的采访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手册的最后

问世，凝聚了活跃在中尼两国民间组织领导人和专家的胆识、智慧和宝贵经验。 

《手册》的第一至第四章由卢玮静博士及其率领的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

心团队完成，第五至第七章由彭彬完成；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发展部主任伍鹏设

计了整体篇章结构，并对部分章节的内容进行了调整、删减与补充，完成了全文

的统稿工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邓国胜为手册写了序。 

感谢尼泊尔当地专家 Anjan Kumar Dahal 先生和 Reena Pathak 女士在手册编写

专家赴尼泊尔开展实地调研时的协调支持；手册成稿后，先后组织了两次评审会，

得到了感谢陆波，徐凡，魏威，邹志强、蔡一平、郭  婷、熊晓芹等专家在百忙

中抽空参加手册评审会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感谢周太东、裴筱和郭婷等评

审专家提供的文字点评。 

国际美慈组织、彩虹公益社、爱德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为进入尼

泊尔开展工作的 4 种模式提供实践案例，分享了他们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在此，

特向四家机构表示衷心的感谢！ 

亚洲基金会负责此项目的官员方晖、张晏雁和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

研究部负责人刘银托始终关注手册的编写工作，并给予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在此也表示感谢！ 

感谢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王行最和常务副秘书长陈红涛在手册编写

过程中给出的指导意见，感谢国际发展部伍鹏、邹志强、吴淑君、赵玉、袁杨、

志愿者刘晓伟在组织和协调手册编写、校稿方面付出的辛勤汗水！ 

中国民间组织走出国门进入尼泊尔开展工作的数量还不是很多，项目规模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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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很大，经验积累还不是很丰富，我们希望这本册子能够在实际操作方面为大

家提供最初步的帮助。由于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经验，这本册子很难做到面面俱到，

有不足之处，敬请谅解！ 

 

 

中国扶贫基金会 

                                     2018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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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总协议（GA） 

GENERAL AGREEMENT  

BETWEEN 

SOCIAL WELFARE COUNCIL, NEPAL  

 AND  

………………………………… 

 

The Social Welfare Council, establ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5, of the Social Welfare 

Act, 1992, of the Government of Nepal (hereinafter called the Council), based in Kathmandu, 

Nepal; and ………………………………………………………….. (hereinafter called …….) a non-political, 

non-sectarian, non-governmental, non-profit making,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 based 

in …………………., established in (Year), being desirous of furthering development activities in 

Nepal in the (Area of Interest) sector have agreed as follows: This agreement is as an 

approval for the INGO  to work in Nepal as per section 12 of the Social Welfare Act,1992. 

1. ………………. hereby agrees to: 

a. Abide by the law of Nepal in its entirety. 

b. Carry out the project/programs in the district(s) as per the directives stipulated 

in National Plan and Policies of Government of Nepal in partnership with locally 

register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government agencies with prior 

approval of the Council. 

Follow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while designing the project (s)  

• Maintain balance between hardware, software, economic 

empowerment/livelihood and service delivery components. 

• Work for socially and economically excluded and marginalised community. 

Select districts whos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is very low.  

• Include Projects (s) in institutional memory or annual plan of district 

development committees (DDC) where the project(s) are implemented. 

• Follow cluster approach while sele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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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cts/VDCS/Municipalities/Wards. 

• Adopt social auditing practice in centre/district/community level. 

• Allocate less than twenty percent of the budget in administrative cost out of 

total project (s) budget. The budget for INGO it self and the budget for 

centre activities will be included in administrative cost. 

• Give implementing responsibility to locally registered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or district level government agencies. To provide 
financial resources to the implementing partner's bank account.  

• Design the project (s) according to government's plans, policies and 

priorities. Consult Districts Development Committee and make feasibility 

study/need assessment accordingly.   

c. Provide funds in the amount of minimum US$ …………………….. per annum 

excluding commodity assistance which is approximately …………% of the total 

grant. The exact amount of support will be reflected in the project(s). 

d. Submit the project proposal(s) to the Council within 3 months from the date of 

signing of General Agreement and start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within … 

days after the Project agreement is signed. 

e. Design the project in close coordination with the concerned District 

Development Committee, and work in close coordination with the concerned 

District Development Committee, 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municipalities and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Office in the project area. 

A pre consensus letter from concerned DDC will be taken before submitting 

project agreement proposal to SWC.  

f. Report its activities; once in every six months and submit an annual report 

citing administrative and program costs, in the form prescribed by the Council. 

g. Take approval from the council, if bank account has to be opened in any 

commercial banks of Nepal. 

h. Have the accounts audited annually by an auditor, registered with the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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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of Nepal (ICAN); at the cost of the project/program 

and submit the audit report to the Council within three months of each 

forthcoming Nepalese fiscal year. 

i. Exclude the remunerations and other allowances of the expatriate(s) or foreign 

country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total project/program cost. However, if such 

cost is provided to the foreign country representative (s) or expatriates out of 

project/programme of INGO headquarters such cost should be reflected in the 

project agreements.  

j. Disposal of any items imported on duty free basis shall take place only upon 

prior approval of the Council; which will make necessary arrangement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other relevant agencies. 

k. Refrain from access to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and any other 

sources of fund (Loan, Grant, Technical Assistance or Commodity Assistance) 

that have been provided or committed or earmarked to Government of Nepal 

from Multilateral or Bilateral donors by an agreement or minutes/records or 

any other form of committed documents to implement project activities in 

Nepal.  

l. Declare the sources of fund and the name of the donor agencies intended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 in Nepal. 

m. Commit fully not to get involved in disrupting harmonious relations existing 

between and among the people of various religions, castes, tribes or community. 

n. Refrain from any overt or covert activities likely to have adverse effects on the 

sovereignty and integrity of Nepal and the core values,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pursued by the Government of Nepal. Also, refrain from activities that are 

detrimental to bilateral relationship of Nepal with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or 

any other country with which Nepal has relationships. Also, refrain from any 

action that tends to undermine Nepal's relationship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r principled objective s of foreig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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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Comply with legal action to be taken by Government of Nepal/SWC in case of 

violation of the provisions mentioned in this agreement. 

p. Accept if the council publishes the details of INGOs which fail to comply the 

clauses 1 and 3 © of this agreement.  

q. Spend financial resources only in Nepal and will not take any financial resources 

to home or other countries. 

r. Assure that no financial resources will be provided to other INGO's in Nepal. 

s. Receive the fund directly from donor in INGO's account, if the bidding is done in 

consortium by more than one INGOs. 

t. Follow Social Welfare Act, 1992, Social Welfare Regulation 1992, General 

Agreement and Project Agreement.  

u. Generate only grant fund for Nepal and shall not accept any loan for the agreed 

projects. 

v. Commit that it will not stay in Nepal without projects/ programme not more 

than a period of nine months during general agreement period. 

2. The Council hereby agrees to: 

a. Provide guidance and assistance to the ………… in its dealing with government 

and other agencies in Nepal. 

b. If necessary recommend for multi entry exit non-tourist visa (s) for one foreign 

country representative and to his/her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dependent 

spouse and children) under this agreemen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evalent 

immigration rules and regula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Nepal. The number of 

other expatriate personnel needed for the specific projects will be as per the 

project agreement. Approval for such expatriates will be provided if such human 

resources are not available in Nepal or there is short supply or lack of human 

resources in remote areas of Nepal.  

c. Provide list and other necessary information of viable locally registered NGOs as 

demanded by the …………… for the selection of their viable partner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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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ing of the projects. 

3. The  Council  and the ………….. mutually agree to: 

a. Arrangement for the regular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the ………………….. and its 

specific projects will be made by the Council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concerned 

government agencies including other concerned parties. Mid-term evaluation 

and the final evaluation of the project will be carried out by the Council after six 

months prior to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oject period. The cost incurred for this 

purposes will be borne from the project/program budget. 

b.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evail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Nepal, Ministry of Finance 

will make decision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for the exemption of 

the Value Added Tax (VAT), excise duty and custom duties. A prior approval will 

be needed by the ………………..  From the Council to import vehicles, equipments 

and other supplies as per project agreement. 

c. Either party may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by giving a six months advance notice to 

the other. In case of the ……………… failure to submit the Project proposal within 

three months from the date of signing General Agreement, another three 

months may be considered by council upon request of the ……………. submitting 

satisfactory explanations. Failure to submit and sign the Project proposal even 

after the considered period of three months by Council will automatically cause 

the invalidation of this agreement. In such a case council may write to the 

concerned government authority to cancel the work permit and visa of the 

INGO's representatives or expatriates. The INGO should go for Mid 

Term/Final/Terminal or wrap up evaluation of projects run by them in case the 

termination of this agreement is intended by INGOs. INGOs should get the 

clearance letter from the council before their departure from Nepal. Similarly, 

the INGO should furnish the audit report as well as assets status report as per 

section 3 (f) of this agreement. 

d. Should a dispute arise, the Council may make necessary arrangement including 

withholding of the banking transaction of the ………………..  until the disp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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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settled mutually. 

e. Notwithstanding the provisions mentioned above, both Council and the …………..  

agree that provisions pertaining to tax and duties standardized hereinafter by 

Government of Nepal in relation to INGOs/NGOs in general shall be applicable 

to this agreement as well. The Council shall not be obliged to recommend for tax 

waivers beyond such standardized provisions. 

f. At the termination, withdrawal of support, failure in service delivery, cease of 

support, completion of or closure of the project all assets of …………..  

(Including imported and purchased under the duty free allowance or privileges) 

shall become the property of Council or any organization as per the decision 

made by Government of Nepal.  

g. This agreement will come into effect from the date of the signing and remains valid 

for a period of (no. of years) years, which may be extended as agreed upon by 

the Council and the ………. Three months prior notice shall be requires for this 

purpose. 

 

We the undersigned both parties read understood and commit to carryout above said terms 

and conditions accordingly.   

 
Date:      Date:  
    
Name: --------------------------------------            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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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tion:  Member Secretary 

Social Welfare Council 

Mailing Address:  

Social Service Building, Lainchour 
P.O.Box. 2948,    
Kathmandu, Nepal 
Phone: 4418846/ 4418111 
Fax: 977-01-4410279 
E-mail: info@swc.org.np,  

ms@swc.org.np 

Designation: .................…………… 

Mailing Address in Nepal : 
P.O.Box:  
Phone :  
Mobile : 
E-mail:  

Zone :…District :………..Street/Ward : 

House No… 

Headquarter Address: 
Phone:  Mobile  
Fax:  
E-mail: 
Country...city:.province:… 
Street/Ward… House No… 

  

Note: The general agreement signed between SWC and................. is a new one.  This is the 
renewal of general agreement between SWC and ...................for.......... years.   The first 
general agreement was signed on .......…. for the period of ….. Years. 

 

 

  

mailto:info@swc.org.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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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 国际 NGO 与县级政府达成初步意向文件 

Annex- 1 
  (Prescribed Format of Pre-Consensus Paper) 

 
 (This is used only for attaching with the Draft Project Agreement as principal 

Consensus) 
Pre-Consensus 

Between  
Office of the District Development Committee………. 

And 
…………………….(Please name the INGO and country) 

 
We both organization, the Office of District Development 
Committee ……………….….………............... (Name of INGO), have agreed to carry out 
development activities as follows: 

1. Name and Address of INGO: 
• Headquarter: 
• Country Office in Nepal: 
• Project District Office (if any) 

2. Name and Address of Implementing Counterpart(s): 
3. Name of the Project: 
4. Contact Person for the Project: 
5. Duration of the Project: 

Starting Date:                                     Completion Date: 
6. Project Location: Municipality/VDC 
7. Main Objectives of the Project: 
8. Main Activities to be carried out: 
9. Tentative no. of Beneficiaries: 
10. Number of Employees among the Beneficiaries: 
11. Number of Nepalese  Employees in the Project: 
12. Number of Expatriates: 
13. Approximate Budget to be Spent in the District: 
14. Key Line Agencies in the District Relating to the Project: 

 
…………….(Please name the INGOs) hereby agrees to: 

• Provide a copy of the Project Agreement to the Office of District Development 
Committee after signing with the Social Welfare Council. 

The Office of DDC herby agrees to: 
• Incorporate the project activities in Annual Plan of the District. 

The DDC and ………….(INGO) have mutually agreed to: 
• Carry out the project activities in close coordination with the Office of DDC 
• Conduct regular monitoring of the project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D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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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ehalf of the INGO On Behalf of DDC 
Signature……………        Signature…………… 
Name: Name: 
Designation:          Designation: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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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 项目合作协议（PA） 

Annex 2  
Project Agreement Format  
 
 

PROJECT AGREEMENT 
BETWEEN 

SOCIAL WELFARE COUNCIL 
AND 

(Please insert the name of INGO and home based country)………………………………………. 
 

 

1.  Name of the Project: (Please name the suitable project) 

2.  Name & Home Address of the Organization: 
(i) Donor : (Please name the INGO with complete mailing address, contact 

person, designation and phone number) 
(ii) Counterpart/Executing agency: (Please name the NGO(s)/GO(s) with 

complete mailing address, contact person, designation and phone number) 

 

3. Project duration: (Please mention total years of the project) 

4. District & VDCs (Please select the district(s) and VDC/municipality based on priority 

made by national and sectoral policy, cluster approach, and consultative and 

participative approach)   

District    VDCs 

 
5. Project Details: 
5.1 Introduction (Please give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INGO and Implementing partner with 

rationality and criteria of NGO selection.  Please meet the NGO selection criteria: 
a) Select the implementing partner NGO in consultation with DDC in 

connection with based on the prescribed criteria. 
b) Prioritize partner NGO registered in the concerned district. 
c) NGO with working experience of two years. Provided that if eligible 

partner NGO is not available in the concerned project district, zonal 
based NGO, regional based and central based NGO will be prioritized 
respectively. In such case, local NGO should be selected as sub partner. 
Such NGO should be capacitated within one year of timeline of project 
startup date. 

d) NGO registered under prevailing Acts as non-profit making,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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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e) NGO renewed yearly; 
f) PAN of NGO obtained from the concerned office.  
g) Financial activities of NGO audited regularly  
h) NGO fulfilled other legal and policy compliance; and 
i) NGO affiliated with the Social Welfare Council and annual report 

submitted regularly to the SWC. 
 

 
5.2  Background (Please include at least the following points preparing 

project background information: 
• Brief introduction of project location containing geographical, economical, 

demographic, educational, health service, environment,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 related information. 

• Need analysis containing problem tree related to proposed project and need 
identification process (participatory base line survey, consultation and 
consultation with the proposed beneficiaries, concerned stakeholders and 
line agencies at local level, district level and central level)  

• Linkage of project with national and sectoral policies of the Government of 
Nepal(What the policy says in the problem, who the stakeholders are 
engaging in the development issues, and what the gaps you found for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what your project strategies are to address the gaps) 

• Compliance the project activities with the national priority ( Justify that the 
project is designed for prioritized project districts, beneficiaries and sectors 
with lower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 Proportional balance between hardware and software. If  the project is 
focused to Software activities, submit recommendation from concerned 
authority of the GoN)  

• Brief statements of achieved progress and major findings of evaluation of the 
outgoing project and actions to address the recommendations, if it is 
continued project) 

 
5.3  Objectives and Activities with physical targets (Please mention Impact, 

outcomes, outputs, activities with physical targets showing link between the 
objective trees) 

5.4 Implementation Process/ Methodology (Please mention): 
• How the project activities will be implemented as identified, policy and 

process of local staff hiring, policy and procedure of procurement of goods 
and service/consultancy ,  budget release mechanism from INGO to NGO,  

• Envision of Central project Advisory Committee and District Project Advisory 
Committee to review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twice a year as per the standard: 
CPAC including all member of INGO Facilitation Committee, SWC 
representative, INGO representative, NGO representative, and meeting 
co-chaired by SWC Member Secretary and INGO Country Representativ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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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AC including DDC representative, INGO representative, Partner NGO 
representative, concerned line agencies in the project districts 

• Envision of Social Audit at project location that includes publishing synopsis 
of the project, in the format as prescribed in Annex … , prior to 
implementation on the Notice Board of the VDC/Municipality office; 
organizing annual sharing meeting at local level; and publishing synopsis of 
the progress with financial statements in any two local news papers.  

 
5.5.  Calendar of Operation (Please place the identified activities in a yearly basis 

calendar)  
 

5.6. Reporting Schedules (Please envision of submitting inception report of the six 
months to SWC, annual progress report and audit report to SWC, concerned ministry, 
National Planning Commission, DDC, VDC/Municipality, and concerned line agencies 
in the project district. You can also mention donor reporting schedule.) 
 

5.7. Linkage with district line agencies and coordination with DDC/ VDCs(Please 
clearly mention that how you coordinated while project formulation with the Local 
Bodies and line agencies at central and district level, how you will coordinate with the 
stakeholders concerned in implementation phase and phase out phase) 
5.8.  Monitoring Evaluation (Please show the monitoring plan at NGO level, INGO 
level, DDC level and SWC level. Envision Midterm and Final Evaluation of more than 
three years' project as per section no. 3a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5.8.  Budget Estimate (Please show budget based on following points: 
 

• Mention the foreign currency as well as NPR, 
• Exclude the remuneration and benefits of the expatriate staff, 
• Administrative Cost must not be above  20 % , 
• Show the project district wise and implementing partner wise budget, if the 

project has multi districts and multi partners, 
• Mention cost for midterm evaluation, final evaluation and CPAC/DPAC 

meetings clearly,  
• Show the budget in line with defined activities, 
• Show the budget separately for hardware/cost for direct health, education 

income generation and environment and software cost in balanced way     
 

5.8.1  Summary of the Budget 
 

Budget Headings Year 1 Year 2 Year 3 Year 4 Year 5 
Administrative/Overhead 
Cost with %  

     
 

Program Cost with %      
Total wi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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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Breakdown of the Administration Cost and Program Cost 

 
5.8.3. Breakdown of Administration Cost (Please give the budget in unit cost in line with the 
mentioned activities) 

 
 

Budget 
Headings 

Year 1 Year 2 Year 3 Year 4 Year 5 

      
      
Total       

 
 

5.8.4. Breakdown of Program Cost (Please give the budget in unit cost in line with the 
mentioned activities) 

 
 

Budget 
Headings 

Year 1 Year 2 Year 3 Year 4 Year 5 

      
      
Total       

 
5.9. Phase out process (Please predict duration of exit plan with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5.10. Source of Funding (Please name the donors and the amount of donation and 

clarify whether the mentioned budget includes or excludes the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t (ODA) that is given to the GoN through a bilateral/multilateral agreement)   

A. 
B. 
C. 
 

5.11. Nature of Funding: 
 Tech-grant Commodity grant  Financial grant Total 
 
 

5.12 Personnel's required: 
5.12.1.  Expatriate (Please justify the expatriate servi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irit of 

section 2b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if you propose for the service. If justified, 
mention the number and attach a ToR of the expatriate in an annex)   

5.12. 2. Local (Please mention position and number of local staf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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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Donor Agency: (Please specify the role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INGO) 

7.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Implementing Agency: (Please specify the role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each partner) 

 
8.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SWC: (Please specify the role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SWC in line with General Agreement) 
 
9. Status of the Project:  New: 
    Old: 
10. Banking arrangements (Please name the bank account of INGO and NGO (s). I/NGO 

must mention two bank accounts-central and project account. INGO and NGO must 
obtain recommendation from SWC to open Bank account. 

 
10.1 Name and Address of Central Bank account of INGO: 

 
10.1.1 Account Number:   
10.1.2 Name and Address of Project Bank account:  
10.1.3 Account Number: 

 
10.2 Name and Address of Central Bank account of NGO:  

 
10.2.1 Account Number:   
10.2.2 Name and Address of Project Bank account:  
10.2.3 Account Number: 

 
 

11. Requirement of the Project for its Smooth Operation (Please mention the major 
points in bullets needed for smooth operation) 

 
12.  Others: 

In case of termination, withdrawal of support, failure in service delivery, cease of 
support, completion or closure of the project all assets of ……….. including those 
imported and purchased under the duty free allowance or privileges, shall become 
the property of SWC or any organization as per the decision made by Government of 
Nepal.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evailing law & regulation Government of Nepal the SWC 
will arrange to provide recommendation for the favour of VAT, excise duties and 
custom duties. A prior approval will be needed by ……………………………………… from 
the Social Welfare Council to import vehicles, equipments and other supplies. 
 

 Annex: List office material/equipments/vehicl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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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mendment:  This Project agreement may be amended, if required. 
 
 
14. This agreement will come into effect from the date of signing of the project 

agreement and shall remain valid for a period of ………… years. 
(Proposed expiring date of the project agreement should be coincided with the General 

Agreement. Provided that INGO having multi project agreements may propose exceeding 
date with terms and condition: If the existing General Agreement is not renewed for further 
period of time the project agreement exceeding the expiring date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would be invalid from that date onward.) 
Date:         Date:    Date: 
 
(SWC)       (NGO)      (INGO) 
Name:        Name:       Name: 
Designation:       Designation:      Designation: 
Mailing Address:   Mailing Address:    Mailing Address: 
Social Welfare Council   
Kathmandu, Nepal   
P.O.Box No.: 2948    P.O.Box No.:      P.O.Box 
Phone: 4418846, 4418111   Phone:      Phone: 
Fax: 977-1-4410279    Fax:       Fax: 
Email: info@swc.org.np 
 
 
Note:  

1. Please delete the instructive information in and out of the brackets once preparing 
project agreement texts.  

 
2. Required documents to be submitted along with the Draft Project Agreement: 

• Request letter for Project Agreement in the letter head of the INGO, 
• Letter of Authority to deal the Project Agreement, 
• Copy of the signed General Agreement,  
• Project Summary Sheet as mentioned in Annex 1, 
• Copy of Pre-consensus paper signed with each project DDC in the format as 

mentioned in Annex 2, 
• Logical Frame Work of the project in the format as mention in Annex 3, 
• Copies of valid/updated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affiliation certificate, PAN 

certificate, current year's audit report and progress report of each NGO 
partner, 

• Copies of Tax Clearance Certificate, PAN Certificate, and last audit report of 
INGO, 

• Approved map of building with approval letter from the concerned authority, 
copies of Land Ownership Certificate, Blue Print of Land, if the project 
activities included building construction, 

mailto:info@swc.org.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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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ies of approval letter from the concerned authority if the project is 
designed to carry out hospital/health clinic and school, 

• Evidence of data entered into AMP at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DV 2 at 
SWC, 

• And others documents as requested by SWC as per nature of project.  
3. Project Agreement submitted to SWC for an approval will not be registered unless 

the project agreement is prepared in line with the instruction and format and the 
required document submitted,  

4. I/NGO should select most prioritized and prioritized districts for the projects as 
mentioned in Annex, 

 

 

Project Summary (Fact Sheet) 
SN Subject Sub 

No 
Details 

1 Name of the project 1.1.  
   

2 Name & Nepal office 
Address/ Contact Person/ph. 
Number  

2.1. 
2.2. 

 

3. NGO Partners & address( 1  
2  
3  
4  
5  

3 Project duration 3.1  
4 Project Location 

District 
VDC/Municipality 
 
 

 
4.1. 
4.2.  

 

5. Objectives 
 

5.1.  

6.  Project Activities 
 

6.1.  

7 Budget details (in NPR) Year 
- 1 

Programme : 
Administration : 
Total Cost 

 Year 
- 2 

Programme : 
Administration : 
Total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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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 3 

Programme : 
Administration : 
Total Cost 

Year 
- 4 

Programme : 
Administration : 
Total Cost 

Year 
- 5 

Programme : 
Administration : 
 
Total Cost 
Percentage  
Program 
Admin  
 

8. Number of Expatriate  8.1.  
9. Source of Funding 9.1.  
10 Working Sector 10.1.  
11. Status of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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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 项目逻辑框架 

Annex- 3Format of Logical Framework              
 

Logical Intervention 
Objectively Verifiable 

Indicators 
Means of Verification 

Risks and 
Assumptions 

Impact  
 

   

Outcomes 
 
 

   

Outputs 
 
 

   

Activities Inputs  Pre-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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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 预算 

Annex- 4 

Budget Format 
1. Summary of the Budget 

Budget Headings Year 1 Year 2 Year 3 Year 4 Year 5 
Administrative/Overhead 
Cost with %  

     
 

Program Cost with %      
Total with %      

Grand Total   
 
 

1.1.  Breakdown of the Administration Cost and Program Cost 
Budget 

Headings 
Year 1 Year 2 Year 3 Year 4 Year 5 

      
      

Total       
 
 

1.2. Breakdown of Program Cost  
Budget 

Headings 
Year 1 Year 2 Year 3 Year 4 Year 5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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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 批准项目信息公布 

Annex-5Contents of the Public Notice Regarding the Approved Project  

 

Project Name  
Donor  
Project Duration 
 

 

Implementing Partner NGO/CBOs: 
 

 

Project Location (VDC/Municipality, 
Ward/Tole): 

 

Proposed Activities with Targets for 
Current Year  

 

Achievements of the Targets    
Beneficiary Group 
 

 

Proposed Total Budget for the 
VDC/Municipality for Current Year 

 

Actual Budget Spent  for Current Year  
Total Number of Project Staff for the 
District and VDC/Municipality 

 

Contact Person of the Project Staff with 
Mailing Address: 

 

Note: The contents of public notice should be translated in Nepali language by I/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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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 协议修改模板 

Annex 6 - Amendment Format 
 

AMENDMENT 
 OF  

THE PROJECT AGREEMENT 
BETWEEN 

 SOCIAL WELFARE COUNCIL 
AND 

……………………………….(Please insert the name of INGO) 
 
We both signatory parties, the Social Welfare Council (SWC) and ………………..(please insert 
the name of INGO), have agreed to amend the Project Agreement signed between the parties 
on ………………….. (Please insert the signing date) as follows: 

1. Background (Please give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on going Project  
2. Proposal of amendment 
a. Specific Objectives 

Existing Objectives Proposed 
Objectives44 

Rationality of the 
Amendment 

   
   
   

 
b. Results/outputs 

Existing 
Results/Outputs 

Proposed 
Results/Outputs45 

Rationality of the 
Amendment 

   
   
   

 
c. Activities 

Existing Activities Proposed Activities46 Rationality of the 
Amendment 

   
   
   

d. Budget  
 

                                                                 
44 If not applied, please denote with NA 
45 If not applied, please denote with NA 
46 If not applied, please denote with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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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ing Budget for Proposed Budget 
for47 

Rationality of the 
Amendment 

   
   
Deviation of Budget 

in Total 
( <, > or =)  Remarks: If budget 

is added, please  attach 
detail budget of added 
activities in an annex  

 
e. Project Location 

Existing Location Proposed Location48 Rationality of the 
Amendment 

   
   
   

 
f. Time Frame: 

Existing  
Duration/Calendar  

Proposed 
Duration/Calendar  49 

Rationality of the 
Amendment 

 Please attach  
calendar of operation  

 

   
   

 
g. If any, others 

Existing Provision  Proposed Provision Rationality of the 
Amendment 

   
   
   

 
 
On Behalf of SWC                                                       On 
Behalf of INGO 
 
Name:  Er. Rabindra Kumar    Name:  
Designation: Member Secretary    Designation: 
Date:      Date:    

 

                                                                 
47 If not applied, please denote with NA 
48 If not applied, please denote with NA 
49 If not applied, please denote with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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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社会福利部注册（备案）年审文件清单 

Check list 
 

NGO name and place 
Items 

1= Cover letter 
2= project proposal 
3= Brief of Project 
4= Log Frame 
5= Pre consensus from District coordination committee, rural municipalities or 

related govt agencies incase of National NGO 
6=  

commitment from Donor/INGO, objective of program, fund amount, 
contact person detail & other information 

 
7=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or renewal at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office 
8= Registration in SWC 
9= PAN no  
10= Audit report 
11= Progress report 
12= project completion certificate 
13= minute of last election  
14= detail of physical assets  
15= In related with project proposal  
• quarter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public audit, progress report  
• budget and system for M&E 
• Software and Hardware ration should be 40 and 60 
• Recommendation from any govt agencies for software nature/focused 

program 
• Budget should be max 20% for admin cost 
• Situation for monitoring  
• Detail of item for physical assets which will be purchased from project  

 
 

1= Incase of child home or orphanage (5% emergency fund, detail of children, 
map of route to child home, picture of home and approval from district child 
development office 

2= Incase of construction (approved design and estimate, approval from related 
agencies (i.e for school approval from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3= Incase of land or building purchase (agreement, map and land ownership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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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社会福利部注册（备案）年审提交项目建议书模板 

 

  

अनुसूची १ 
Fax.No. 977-01-410279 

Website : www.swc.org.np 

E-mail: info@swc.org.np 

Telephone No. 418111 
SOCIAL WELFARE COUNCIL 

LAINCHOUR, KATHMANDU 

 

PROJECT PROPOSAL FORMAT 

 
 
NGOs seeking foreign assistance for their project/programs need to furnish the 
information as per this format for the approval from SWC 

 

A. (NGO Description) 

 
(Name of the NGO)  
(Address) 
(Contact Person)                
 (Telephone no.)      
(Main Objectives of the NGO) 
Registration of Organization (D. A. O.) 
(District)  

(Regd.No.) :   (Date) : 
(Date of Last renewal) :  
 (Affiliation No.) : 
(Date)      

PAN No. :      Tax Clear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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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audit Period) : 
 (Last Progress Report) : 
 (Assets of the Organization) : 
  

 

B. (Project Details) 

 
(Name of the Project) 
(Project Site / location) 
(District) 
 (Rural Municipality) 
(Municipality) 
(Project Duration) 

i) (Date of Commencement) 
ii) (Completion Date) 

(Project Status) 
i) (New) 
ii) (Ongoing):     (Year/Date): 

 
(Project Sector e.g Women/Children/Health/Education  etc.) 

 
(Project and its Target Group Selection Criteria) 

i)  (NGO Introduction) 
ii) (Project Background)   
iii) (Feasibility Study/Base line Survey): 
iv) (Problems identified in the Project area) 

v) (Project Target Group Selection Criteria) M 
(Project Objectives) 

 
 (Activities to be carried out under Project/Program) 
 

(Yearwise Calendar of Operation): 
 

 (Project Implementation Process /Methodology) 
 
 (Target group, no of beneficiaries and Project Target with Logframe) 
 
 (Expected Project Outcome/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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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ages with district line agencies and coordination with District 

Coordingation Community /Rural Municipality/Municipality and other 
concerned agencies)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the Project) : 

  
(Preparation and submission of Regular Progress Report)  

(Sustainability of the Project) 

  

 
C. (Financial Details) 

 
(Nature of Funding) 

i) (Technical Grant) : 
ii) (Commodity Grant) : 
iii) (Financial Grant) : 

(Name of the Donor Agency) 
i) (Address) : 

ii) (Committed Amount from the donor Agency) : 

(Foreign Currency) : 
(Local Currency) : 

 
(Internal Source) 

i) (NGO Contribution) : 
ii) (Public Contribution) : 

 
(Total Cost Rs.) (2+3) 

i) (Administrative/Overhead Cost with percentage) 
ii) (Programme Cost with percentage) : 

 
(Details of annual budget breakdown Yearwise and Districtwise) : 

 
D. (Personnel required) 

(No. of Local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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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anking Arrangements)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Bank) : 
 
(Account Number) : 

 
(Submitted by) : 
 
(Name and Position) : 
 
(Signature) : 
 
(Organization Stamp) : 
(D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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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相关联系信息和网站 

尼泊尔社会福利部：http://www.swc.org.np/ 
尼泊尔注册国际 NGO 名录：

http://www.swc.org.np/wp-content/uploads/2018/03/ingoo.pdf 
国际美慈组织尼泊尔官网：http://nepal.mercycorps.org/ 
亚洲基金会尼泊尔项目介绍：https://asiafoundation.org/where-we-work/nepal/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大使馆：http://np.chineseembassy.org/chn/ 
尼泊尔中企协会联系：

http://np.mofcom.gov.cn/article/catalog/201508/20150801081622.shtml 
 
 

  

http://www.swc.org.np/
http://www.swc.org.np/wp-content/uploads/2018/03/ingoo.pdf
http://nepal.mercycorps.org/
https://asiafoundation.org/where-we-work/nepal/
http://np.chineseembassy.org/c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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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 利安达咨询公司（Reanda） 

利安达（Reanda Biz Serve Pvt. Ltd.）是一家业务顾问和咨询公司，是在特许公认

会计师公会（ACCA）注册的认可雇主。他们的服务包括：会计和记账、税务顾

问、法务和合规、业务顾问等。 

联系人：Bishnu Bhandari 

联系方式：bishnu.bhandari@bizserve.com.np 手机电话：+977 9802100555 

地址：6th Floor, Sunrise Bizz Park, Dillibazar, Kathmandu, Nepal 

其 他 联 系 方 式 ： +977-1-4413535;  bizserve@bizserve.com.np;  

www.bizserve.com.np 
 

  

mailto:bishnu.bhandari@bizserve.com.np
mailto:bizserve@bizserve.com.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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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尼泊尔相关税务法规 

尼泊尔主要税收法规有： 

（1）最新财政法案（www.ird.gov.np）； 

（2）《所得税法（2002）》和《所得税规则（2002）》（www.ird.gov.np）； 

（3）《增值税法（1996）》和《增值税规则（1996）》（www.ird.gov.np）； 

（4）《消费税法（2001）》和《消费税规则（2001）》（www.ird.gov.np）； 

（5）《海关法（1962）》和《海关规则（1962）》（www.mof.gov.np）； 

（6）《车辆税法（1974）》（www.mof.gov.np）； 

（7）《欠税清理委员会法（1976）》（www.mof.gov.np）； 

（8）《税务审判法（1974）》（www.mof.gov.np）。 

尼 泊 尔 政 府 税 收 管 理 部 门 直 属 财 政 部 管 辖 ， 包 括 尼 泊 尔 国 家 税 务 局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Nepal，简称 IRD）和海关总署（Department of Cus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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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 员工手册内容结构简介 

1 总则 

1.1 欢迎 

1.2 机构使命愿景介绍 

1.3 员工手册简要说明 

2 员工招募程序 

2.1 公平机会说明 

2.2 新增员工招募需求说明 

2.3 招募程序错误！未定义书签。 

2.4 其他聘用关系说明（如顾问、兼职、志愿者） 

2.5 配偶和亲戚聘用政策 

2.6 员工调动 

3 员工聘用条款 

3.1 员工合同 

3.2 岗位职责描述 

3.3 试用期 

3.4 办公室工作时间 

3.5 加班说明 

3.6 员工档案 

3.7 员工卡 

4 行为准则 

4.1 多元化和公平原则 

4.2 办公室行为政策 

4.2.1 有关骚扰和歧视的说明 

4.2.2 办公室欺凌 

4.3 不可接受行为的报告程序 

4.4 防止性暴力和剥削政策 

4.5 反腐败政策 



 

167 

4.6有关毒品酒精政策 

4.7利益冲突 

4.8保密信息 

4.9信息安全和对外传播政策 

4.10公共和媒体关系政策 

5.1 工伤 

5.2 员工安全 

5.3 紧急疏散 

5.4 合理赔偿 

6 员工业绩评估和能力建设 

6.1 业绩评估 

6.2 职业培训和发展 

7 薪酬 

7.1 工资支付依据 

7.2 工资支付 

7.3 个人所得说 

7.4 工资增长 

7.5 补贴 

7.6 贷款和提前预付 

8 员工合同终止 

8.1 员工离职交接程序 

8.2 由于不当行为或原因被开除说明 

8.3 其他原因终止合同说明（如项目结束） 

8.4 工资结算 

9 福利 

9.1 公共假期 

9.2 带薪假 

9.3 病假 

9.4 产假 



 

168 

9.5 其他形式假 

9.6 上下班交通 

9.7 年终奖 

9.8 员工保险（健康、旅差） 

9.9 因公致残、致死赔偿 

10 工作场所标准 

10.1 衣着要求 

10.2 来访者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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