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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华侨华人与中国

关系的新变化

　 张秀明∗

摘　要： 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国发展的独特资源。 在中国革命、 建设和

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 海外华侨华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

独立和解放、 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 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

业、 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 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

好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 发挥了独特作用。 ２１ 世纪以来，

世情、 国情、 侨情发生了重大变化， 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

也呈现出新特点。 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各方面联系越来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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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他们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自身

事业也得到了发展， 与中国的关系不再是单向做贡献， 而是

双向互动， 达到了双赢。 本文以国内国外两个场域、 华侨华

人与归侨侨眷两个主体为视角， 以侨务部门开展的活动及制

定的政策为例， 梳理、 分析 ２１ 世纪以来华侨华人与中国关

系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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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国发展的独特资源。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 海

外华侨华人都作出了独特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 华侨华人全面参与中国的改

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建设， 成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 亲历者和贡献者。 ２１ 世

纪以来， 世情、 国情、 侨情发生了重大变化， 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也呈现

出新特点。 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各方面联系越来越密切， 与中国的关系不是单

向的做贡献， 而是双向互动， 达到了双赢。 本文将着力从侨务工作视角分析

促成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新变化的动因与表现。

本文分六个部分。 首先对华侨、 外籍华人、 归侨、 侨眷、 国际移民等相

关概念进行界定和辨析。 第二部分整理、 分析华侨华人、 归侨侨眷、 因私出

境人数等相关数据， 从而反映侨情的新变化， 并澄清某些模糊认识。 第三部

分分析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侨务论述以及政府工作报告中所体现的不断丰富的

侨务工作内涵。 第四部分分析华侨华人与归侨侨眷参与中国政治出现的一些

新变化， 这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也是比较少见的， 反映了华侨华人与中国关

系的政治面向。 第五部分着重梳理介绍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国侨联开展侨

务工作的新举措。 最后一部分分析侨务政策法规的不断完善及在新形势下出

台综合性华侨权益保护法的必要性。 侨务部门开展的侨务工作以及侨务政策

法规都突出体现了国内国外两个场域并重、 华侨华人与归侨侨眷两个群体并

重的趋势以及为侨服务、 维护侨益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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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关概念的界定及华侨华人与

　　国际移民概念的辨析

　 　 海外华侨华人究竟有多少人？ 以前一般笼统地说有几千万。 有关部门公

布的最新数据， 目前， 华侨华人的规模达到了 ６０００ 万人①。 而根据联合国

有关数据， 中国的国际移民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４１０ 万人增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９３０ 万人②。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国际移民近 １０００ 万人成为学界和新闻报道普遍引用

的数字。 然而， 这两组数据差距如此之大， 引发了不少人的疑惑。 长期以

来， 不少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也将这两组概念混为一谈。 因此， 有必要先厘

清相关概念。

（一）华侨、外籍华人、归侨、侨眷的概念

虽然在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中， 我们经常将华侨华人、 归侨侨眷连用，

但在法律上和政策上， 这几个概念是有明确界定和区别的。 ２００９ 年， 国务

院侨办制定并发布了 《关于界定华侨外籍华人归侨侨眷身份的规定》， 使原

先混乱不明的有关概念有了明确、 权威的界定。

根据此规定， “华侨” 是指 “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 “定居” 特指

两种情况： 一是指中国公民已经取得居住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 并已在住

在国连续居留两年； 二是指中国公民虽未取得居住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

但已取得居住国连续 ５ 年以上合法居留资格。 符合这两种情况的才被视为

“华侨”。 而另外两种情况不属于 “华侨”： 一是包括公派和自费在内的留学

生在外学习期间， 二是因公务出国如外交人员、 外派劳务人员在外工作期

间， 这两种情况均不视为 “华侨”。 “外籍华人” 也包括两种情况： 一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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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所编译 《２０１３ 年世界移民报告： 移民福祉与发展》， 附录第 １９６ 页， 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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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外国籍后裔， 二是指中国公民的外国籍后

裔。 “归侨” 也指两种情况： 一是 “回国定居的华侨”， 二是经批准恢复或

取得中国国籍并依法办理来中国落户手续的外籍华人。 在此， 对 “回国定

居” 也给予具体规定， 即指 “华侨放弃原住在国长期、 永久或合法居留权

并依法办理回国落户手续”。 根据这一规定， 短期回国的华侨或者虽然长期

在国内生活、 居住， 但仍然保留国外居留权的华侨不属于 “归侨”。 “侨眷”

也包括两种情况， 一是 “华侨、 归侨在国内的眷属”， 在此， 明确了侨眷的

范围， 主要是指上下三代的直系亲属， 具体包括华侨、 归侨的配偶、 父母、

子女及其配偶、 兄弟姐妹、 祖父母外祖父母、 孙子女外孙子女， 以及同华

侨、 归侨有长期扶养关系的其他亲属； 二是外籍华人在中国境内具有中国国

籍的眷属。

《关于界定华侨外籍华人归侨侨眷身份的规定》 的出台， 从政策层面对

四种身份给予了清晰的区分和规定， 不仅使侨务工作的实践有据可依， 而且

使学术研究也有规可循。

（二）华侨华人与国际移民概念的联系与区别

国际移民是世界现象。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

人口的国际流动日趋频繁， 成为全球化的组成部分， 国际移民的规模增长迅

速。 例如，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国际移民的存量分别为

１ ５４ 亿、 １ ７５ 亿、 １ ９５ 亿、 ２ １４ 亿人。 ２０１３ 年， 全球国际移民存量达

２ ３２ 亿人①。 然而， 由于国际移民的复杂性， 有关国际移民还没有统一的定

义。 李明欢教授根据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对国际移民的定义， 加上自己多

年的研究， 将国际移民界定为跨越主权国家边界、 以非官方身份在非本人出

生国居住达一年以上的特定人群②。 国际移民的定义有三个要点： 一是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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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明、 密素敏： 《国际移民的最新发展及其特点———兼析国际移民与华侨华人的概念》，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李明欢： 《国际移民的定义与类别———兼论中国移民问题》，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２００９ 年

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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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的国家边界， 二是在异国居住的时间要有连续性和一定的跨度 （如短

期游客或者短期赴国外探亲都不是国际移民）， 三是迁移的目的是个人原因

（如外交官不属于国际移民）。

国际移民与华侨华人的概念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具体来看， 华侨是在

非本人出生国居住达一年以上的人群， 应该属于国际移民； 在国外留学一年

以上的留学生以及在国外工作一年以上的外派劳务人员也应该属于国际移

民， 但不是华侨。 华人的情况则更为复杂： 曾经拥有中国国籍的华人属于国

际移民； 在当地国出生的华裔虽然是华人的一部分， 但不属于国际移民。 由

于华侨华人群体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在当地国出生的华裔， 他们不属于国

际移民的范畴。

对华侨华人与国际移民这两组概念进行辨析很有必要， 因为在一些新闻

报道和学术研究中， 经常将这两组概念混为一谈。 其中最常见的错误说法是

中国有几千万国际移民。 这种说法不仅是错误的， 而且会引起不必要的误

解， 如可能会为国外一些媒体渲染的 “中国移民威胁论” 等提供 “依据”。

中国几千万的华侨华人群体主要是历史原因形成的， 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际移

民不到 １０００ 万人， 是国际移民的有序组成部分。

二　华侨华人人数、中国大陆居民因私出国

　　人数的增长及归侨侨眷的人数与构成

　 　 在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后， 再来看一下与之相关的数据。

（一）华侨华人的人数

有关华侨华人的数据一直没有确切说法。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 一般说

有 ３０００ 多万。 鉴于华侨华人规模不断增长， 其人数陷入模糊状态， 常笼统

地说有几千万人。 ２０１４ 年， 国务院侨办公布最新调研数据， 全球华侨华人

达 ６０００ 多万人。

笔者根据历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 梳理出涉及华侨的数据。 第一次全

５００



华侨华人蓝皮书

国人口调查 （１９５３ 年） 登记结果显示， 国外华侨和留学生等有 １１７４ 万多人

（１１７４３３２０ 人）， 占全国总人口 （６０１９３８０３５ 人） 的近 ２％ ①。 第二次全国人

口普查 （１９６４ 年） 结果显示， 港澳台同胞和国外华侨等人口为 ２８４８ 多万人

（２８４８８５１０ 人）， 占全国总人口 （７２３０７０２６９ 人） 的近 ４％ ②。 从第三次人口

普查起， 不再对海外侨胞的人数进行统计。 第三、 四、 五次人口普查只统

计并公布了临时在国外工作或学习的中国人的数据， 而按照相关定义， 这

些人并不是华侨。 我们只能偶然见到有关华侨的数据。 比如， 根据外交部

公布的数据， ２００６ 年， 常住各国的华侨有 ３００ 多万人③。

需要指出的是， 第六次人口普查 （２０１０ 年） 首次将在中国境内居住三

个月以上或能够确定将居住三个月以上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纳入普查范

围 （不包括出差、 旅游等在境内短期停留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统计

显示， 居住在中国境内并接受普查登记的外籍人员近 ６０ 万人 （５９３８３２ 人）。

其中男性为 ３３６２４５ 人， 女性为 ２５７５８７ 人。 按国籍分， 排在前十位的国家

是： 韩国 １２０７５０ 人， 美国 ７１４９３ 人， 日本 ６６１５９ 人， 缅甸 ３９７７６ 人， 越南

３６２０５ 人， 加拿大 １９９９０ 人， 法国 １５０８７ 人， 印度 １５０５１ 人， 德国 １４４４６ 人，

澳大利亚 １３２８６ 人。 其他国家 １８１５８９ 人④。

２０１１ 年， 庄国土教授发表文章， 对华侨华人人数的历史变迁进行了估

算， 并分析了其分布格局的演变。 根据他的研究，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 世界

华侨华人总数为 １２００ 万 ～ １３００ 万人， ９０％ 集中在东南亚。 到 ８０ 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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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结果的公报》， 中国国家统计局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ｇｂ ／ ｒｋｐｃｇｂ ／ ｑｇｒｋｐｃｇｂ ／ ｔ２００２０４０４＿ １６７６７ ｈｔｍ， 转引自张秀

明 《改革开放以来侨务政策的演变及华侨华人与中国的互动》，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的几项主要统计数字》， 中国国家统

计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ｇｂ ／ ｒｋｐｃｇｂ ／ ｑｇｒｋｐｃｇｂ ／ ｔ２００２０４０４ － １６７６８ ｈｔｍ， 转引自

张秀明 《改革开放以来侨务政策的演变及华侨华人与中国的互动》，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外交部： ２００６ 年我国公民出境人数达 ３２００ 人次》， 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 ｚｈ＿
ｃｎ ／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 ９４５ ／ 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 １３８５２３４８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接受普查登记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主要数据》， 中国国家统计

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ｔｊｇｂ ／ ｒｋｐｃｇｂ ／ ｑｇｒｋｐｃｇｂ ／ ２０１１０４ ／ ｔ２０１１０４２９＿ ３０３２９．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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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约为 ２０００ 万人。 这个时期由于中国大陆人口向外迁移基本停止，

华侨华人的人口数量主要是自然增长。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至 ２００８ 年， 从中国

前往世界各地的移民超过 １０００ 万人。 其中， 来自港台的有 １６０ 万 ～ １７０ 万

人， 来自大陆的有 ８００ 多万人。 这个时期由于来自大陆及港台的新移民不断

增多以及华侨华人社会本身的人口自然增长， 至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 世界华侨

华人总数增至约 ４５４３ 万人。 其中， 东南亚有 ３３４８ ６ 万人， 约占全球 ４５４３

万华侨华人的 ７３ ７％ ①。

（二）大陆居民因私出国的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 前往世界各地留学、 定

居、 家庭团聚、 结婚、 投资等等， 形成了新移民群体。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 “出国难、 难出国” 现象已成为历史。 特别是 ２１ 世纪以来， 出国对许多

中国人来说已经成为 “说走就走” 的事情，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中国人出

国的规模不断扩大， 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直线上升。 自 ２００８ 年全球

金融危机以来， 中国游客因其潜在的巨大购买力而成为不少国家极力争取的

对象， 成为提振当地经济的 “救星”， 受到热情欢迎。

虽然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经常公布中国公民出境的统计数据， 但到目前

为止， 笔者还未见到比较详细的有关中国公民出国②目的构成数据， 因此无

法判断以移民为目的出国的人数究竟有多少。 我们只能从部分数据中观察一

鳞半爪。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９ 年， 中国大陆因私出国人数为 １１０ 多万人； １９９７ 年为 １１６

万多人， 这一年的出国人数超过前十年的总和； １９９９ 年达 ２００ 多万人③；

７００

①

②

③

详见庄国土 《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的历史变化》， 《世界历史》 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
中国的出国出境分类比较复杂。 除了出国外， 还有出境。 “境内” 指的是中国海关关境以

内， 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大陆居民前往港澳台地区是出境但不是出国。 出境数据一般既包

括出国也包括出境， 但出国不包括出境。 此外， 还分因私、 因公出境。
《新闻背景： 我国公民出国人数急剧上升》， 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ｔｏｍ ｃｏｍ ／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２００１ ／
１１ ／ ２１ － ９７６２７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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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 年达 ３１０ 多万人。 ２０００ 年， 由于简化了商务、 劳务、 就业出国的申请

手续， 这三类出国人数大大增加① （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００ 年因私出国人数情况

出国原因 人数（人次） 同比增长（％ ）

商务 １５４０００ ７９

就业 ３９０００ １００

劳务 ２１０００ ２３ ９

探亲 ５９３０００ １０ ８

定居 ６２０００ ６ ９

留学 ８５０００ 持平

总计 ９５４０００

　 　 注： 以上数据不包括赴港澳台地区的人数。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０ 年公安机关公布的数据整理， 见中新网 《２０００ 年中国因私出国出境人数

创新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ｃｎ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２００１ ／ Ｆｅｂ ／ ２０４３６ ｈｔｍ， 转引自张秀明 《改革开放以来

侨务政策的演变及华侨华人与中国的互动》，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２１ 世纪以来， 中国公民的因私出境活动日益活跃， 出境人数大幅攀升，

涨幅远高于总体水平 （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年中国公民因私出 （入） 境人数情况

单位： 万人次， ％

年份 出境总数 同比增长 因私出境人数 同比增长 占总数比例

２００１ １２１３ １５ ９ ６９５ ２３ ４ ５７ ３

２００２ １６６０ ３６ ８ １００６ ４４ ９ ６０ ６

２００３ ２０２２ ２１ ８ １４８１ ４７ ２ ７３ ２

２００４ ２８８５ ４７ ２ ２２９８ ５５ ２ ７９ ７

２００５ ３１０３ ７ ５ ２５１４ ９ ４ ８１ ０

８００

① 《２０００ 年中国因私出国出境人数创新高》， 中新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ｃｎ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２００１ ／ Ｆｅｂ ／ ２０４３６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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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出境总数 同比增长 因私出境人数 同比增长 占总数比例

２００７ — — ６８３５ ４ ２１ ３ —

２００８ ９１００ ０ １２ ２ ８０３７ ９ １５ １ —

２００９ ９４９１ ５ ４ ０ ８４７４ ２ ５ ４ —

２０１０ １１４００ ２０ ５ — — —

　 　 注： 出入境数据均包括前往港澳台地区的人数；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年为单向的出境数据，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０
年包括出入境双向数据。

资料来源：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年数据根据赵焕焱 《资料篇： 中国旅游 ４２ 年》 中的有关数据整理，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ｖａｌｕｅ ｎｅｔ ／ ｓｈｏｗ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ｓｐｘ？ ｉｄ ＝ ２６５０７；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０ 年数据根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

局网站资料整理，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ｐｓ ｇｏｖ ｃｎ ／ ｎ１６ ／ ｎ８４１４７ ／ ｎ８４２１１ ／ ｎ８４４２４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由表 ２ 可见，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年， 中国公民因私出境规模不断攀高， 增长

率在两位数以上， 占总数的比例基本在 ６０％以上， 甚至高达 ８１％ 。 ２００６ 年

后， 虽然没有单独的出境人数统计， 但按出境人数占出入境总数的一半来计

算的话， 其增长规模同样巨大。 ２０１４ 年， 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首次突破 ２

亿人次， 达到 ２ ３３ 亿人次， 同比增长 １８ ７％ ①。

需要指出的是， ２００７ 年的出入境统计首次列出了华侨的出入境数

字。 ２００６ 年， 华侨出入境达 １６９ １ 万人次， ２００７ 年为 １４７ ７ 万人次

（见表 ３） 。

表 ３　 ２００７ 年出入境主要数据

项目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同比增长（％ ）

出入境

人员

出入境人员总数（亿） ３ ４５ ３ １８ ８ ４

入境人员（亿） １ ７２ １ ５９ ８ ３

出境人员（亿） １ ７３ １ ５９ ８ ５

出入境旅客（亿） ３ ２２ ２ ９５ ９ １

出入境员工（万） ２３５２ ５ ２３６５ ８ － ０ ６

９００

① 《２０１４ 年出入境人员和交通运输工具数量同比稳步增长》， 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ｐｓ ｇｏｖ ｃｎ ／ ｎ１６ ／ ｎ８４１４７ ／ ｎ８４１９６ ／ ４３１１４０９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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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同比增长（％ ）

出入境

人员

中国

公民

小计（亿） ２ ９３ ２ ７４ ６ ９

内地居民（因公）（万） １１４９ ８ １１０５ ７ ４ ０

内地居民（因私）（万） ６８３５ ４ ５５８９ ０ ２１ ３

港澳居民（亿） ２ ０２ １ ９７ ２ ９

台湾同胞（万） ９２３ ６ ８８１ １ ４ ８

华侨（万） １４７ ７ １６９ １ － １２ ６

外籍人员（万） ５２０７ ２ ４４２７ ５ １７ ６

　 　 资料来源： 《２００７ 年出入境主要数据》， 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ｐｓ ｇｏｖ ｃｎ ／
ｎ１６ ／ ｎ８４１４７ ／ ｎ８４２１１ ／ ｎ８４４２４ ／ １２９５６８５ ｈｔｍｌ。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留学大国。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出国留学潮经久

不衰。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达到了 ３０５ ８６ 万人①。 同时，

一个新现象是： ２１ 世纪以来， 中国的留学回国人数几乎呈直线上升趋势。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 其中有 １１ 年都保持了 ２０％ 以上较快速度的增长。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年， 中国留学生回国人数增长率一度超过了 ５０％ ， 分别达到 ５７ ５％ 、

５６ ２％ ②。 “海归” 因其融通中外的背景及高层次人才身份成为全社会关注

的群体， 其中不少属于新归侨。

通过留学而留居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移民的途径之一， 中国也不例

外。 目前， 还未见到全面准确的数据显示究竟有多少人因留学而实现了留

居。 在此， 列举两个例证。 １９９８ 年的一次归国留学生问卷调查显示， 有

７ ８％的海归获得了留学国的居留权③。 截至 ２００９ 年底， 以留学生身份出

国、 在外的留学人员有 １１２ ３４ 万人， 其中 ８２ ２９ 万人正在国外进行学习以

０１０

①

②

③

《２０１４ 年出国留学趋势报告》， 中国教育在线，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ｏｌ ｃｎ ／ ｈｔｍｌ ／ ｌｘ ／ ２０１４ｂａｏｇａｏ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４ 年出国留学趋势报告》， 中国教育在线，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ｏｌ ｃｎ ／ ｈｔｍｌ ／ ｌｘ ／ ２０１４ｂａｏｇａｏ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ｈｔｍｌ。
详见张秀明 《改革开放以来留学生的回归及处境———根据归国留学生问卷调查的分析》，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１９９９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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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从事博士后研究或学术访问等①。 也就是说， 有 ３０ 多万人学成后留在国

外， 实现了留居。

在此，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虽然中国公民因私出国队伍浩浩荡荡， 但是

出国既不等于移民， 也不等于定居， 更不等于自然而然就成为华侨华人。 中

国庞大的出国规模更多是短期出国， 特别是商务和旅游观光。 符合移民身份

的是小部分， 以定居为目的的更是少数。

（三）归侨侨眷人数及其构成的变化

归侨侨眷是中国侨务工作的另一个重要群体。 与海外华侨华人一样， 国

内归侨侨眷的人数特别是其构成发生了重要变化。 一是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

回国的老归侨人数逐渐减少， 而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的新归侨越来越多； 二是

归侨侨眷中， 归侨的比例越来越低， 而侨眷的比例越来越高； 三是贫困归侨

侨眷的人数增长率较高。 至 ２００５ 年底， 全国共有归侨 １０６ 多万 （１０６１２８３

人） 人， 其中新归侨 １３８０６８ 人； 侨眷 ３２００ 多万 （３２６２１８０４ 人） 人， 归侨

侨眷总计 ３３６８３０８７ 人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 全国有归侨侨眷 ３１４０ ９ 万人， 其

中归侨 ７５ 万人； 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 归侨侨眷人数达 ３３６０ ８ 万人， 其中归侨

７７ ７ 万人。 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 ２０１２ 年， 贫困归侨侨眷人数大幅增加， 增长率

高达 ３４ ２％ ； 全国归侨侨眷贫困发生率约为 ４ ７％ ， 其中归侨比例更高， 达

１１ ７％ ③。

三　侨务思想的内涵不断丰富

华侨华人对中国革命及现代化建设的贡献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

肯定和赞扬， 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侨务思想。

１１０

①

②

③

《教育部公布 ２００９ 年度各类留学人员情况统计结果》， 教育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 ／ ｍｏｅ ／ ｍｏｅ＿ ８５１ ／ ２０１００６ ／ ９０１０８ ｈｔｍｌ。
《中国侨联五十年》 （１９５６ ～ ２００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２００６， 第 ４１９ 页。
有关部门内部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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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侨务论述

有关侨务工作和华侨华人的作用， 邓小平有一系列论述， 包括拨乱反

正、 落实侨务政策， 发挥华侨作用、 振兴中华民族， 凝聚侨力、 实现祖国统

一， 以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等内容①。 其中， 最著名的是 “海外关系

论” 和 “独特机遇论”。 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 “说什么

‘海外关系’ 复杂不能信任， 这种说法是反动的。 我们现在不是关系太多，

而是太少， 这是个好东西， 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 这就是 “海外关系

论”。 １９９３ 年， 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对于中国来说， 大

发展的机遇并不多。 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 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 比如， 我

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 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②。 这就是 “独

特机遇论”。 江泽民对侨务工作的各个方面都作过一系列重要指示。 他强

调， 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的资源宝库，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要充

分发挥华侨华人的智力和人才资源。 胡锦涛在 ２００８ 年两会期间看望致公党、

中国侨联界全国政协委员， 并在参加联组讨论时提出了 “四个充分发挥”。

他指出： “我国有几千万归侨侨眷， 有几千万海外侨胞。 这两个几千万， 既

是我国的独特国情， 又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独特优势。 要按照凝聚侨

心、 汇集侨智、 发挥侨力、 维护侨益的要求， 最大限度地把归侨侨眷和海外

侨胞团结起来， 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把他们的独特优势发挥出来， 进

一步汇聚起全民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的强大合力。 要充分

发挥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在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推进祖

国和平统一大业方面的积极作用， 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的独特作用， 在增进

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方面的桥梁作用。”③ 特别重视和强调

２１０

①

②

③

详见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邓小平论侨务》，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０。
详见谭天星 《邓小平侨务思想的精髓及其时代意义》，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胡锦涛看望致公党、 中国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８ 日， 中国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０８ｌｉａｎｇｈｕｉ ／ ２００８ － ０３ ／ ０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１９３３９９８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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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两个群体的作用。

习近平对华侨华人的地位、 作用以及侨务工作的基本任务、 方针政策

等， 做过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阐述。 例如， 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海外华裔及港澳台

地区青少年 “中国寻根之旅” 夏令营开营仪式的讲话中， 他提出了 “根”

“魂” “梦” 的重要论述。 他指出， 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

共同的 “根”。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 不仅仅是共同的地缘和生活环

境， 更重要的是共同的历史命运把我们密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 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 “魂”。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

始终没有中断、 连续 ５０００ 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 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

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 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宝贵财富。 特别是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锻造的伟大民族精神， 是海内外中华儿女世世

代代自强不息、 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支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

中华儿女共同的 “梦”。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发展成就， 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上升， 极大振奋了海内外

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展现出灿烂的前

景①。 这一论述指明了侨务事业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的作用和方向， 深刻阐

释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拥有的民族之根、 文化之魂、 复兴之梦， 高度肯定

了广大侨胞作为中华大家庭成员的历史地位及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

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宽广的理论视野， 不断总结锤炼， 形成了具有鲜明

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侨务思想， 对中国侨务政策以及侨务工作的开展具有指

导意义。

（二）政府工作报告有关侨务工作的内容越来越丰富

侨务工作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 是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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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０ 年海外华裔及港澳台地区青少年 “中国寻根之旅” 夏令营开营 　 习近平出席并讲

话》， 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０ － ０７ ／ ２５ ／ ｃ＿ １２３７１０１２＿ ２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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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国务院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对侨务工作都有论述。 解读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

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发现， 有关侨务工作的论述内涵越来越丰富。 例

如， ２０００ 年的工作报告指出： “做好新形势下的侨务工作， 充分发挥广大海

外侨胞在促进祖国改革开放与实现和平统一大业中的作用。”① ２００４ 年的工

作报告指出： “进一步做好海外侨胞和归侨、 侨眷的工作， 充分发挥他们在

促进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中的独特作用。”② 之后的工作报告都强调要做好海

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工作， 关注的群体不仅有海外侨胞， 而且包括归侨侨眷。

２０１０ 年后， 不仅强调要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 而且强调要发

挥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多方面的作用， 包括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 促进中国

和平统一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还强调支持他们传承中华文化、 发挥他们推进

中外人文交流的作用， 增强他们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２０１５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

出： “要更好发挥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 促进祖国和平统

一、 推进中外交流合作的独特作用， 使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向心力不断增强。”③

四　华侨华人、归侨侨眷政治参与的新变化

众所周知， 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积极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 为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 华商投资一直占中国吸

收外资的 ６０％ 以上。 华侨华人也是中国公益事业的重要支撑力量。 自改

革开放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海外侨胞、 港澳同胞对中国公益事业的捐助总额

超过 ９００ 亿元人民币④。 除了投资、 捐赠等经济参与外， 海外侨胞对中国

４１０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００ 年 国 务 院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ｔｅｓｔ ／ ２００６ － ０２ ／ 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１５３ ｈｔｍ。
《２００４ 年 国 务 院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ｔｅｓｔ ／ ２００６ － ０２ ／ 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１９３ ｈｔｍ。
李克强： 《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上》，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第 ３７ 页。
《中国全国华侨捐赠工作会议在穗召开》， 中国侨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ｑｗ ｃｏｍ ／ ｓｑｊｇ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２７ ／ ４９６１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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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参与也是他们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方面， 这一点似乎还未引起学界

的足够重视。 ２１ 世纪以来， 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政治参与发生了新

变化。

（一）参与人民代表大会的新突破

人大代表是华侨、 归侨、 侨眷参政议政的重要途径。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总则第 ６ 条和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第 ６ 条均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归侨人数较多地区的地方人民代表大

会， 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代表①。

从国家层面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华侨代表发生了变化， 由华侨代表

转变为归侨代表。 第一至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分别有 ３２、 ３０、 ３０ 名华侨代

表； 第四届开始改为归侨代表， 仍为 ３０ 名； 从第五届以来， 每届的归侨代

表名额均为 ３５ 名， 但仅局限于归侨身份， 不包括侨眷。

从地方层面看， 绝大部分省份在身份上都突破了归侨的局限， 将代

表候选人范围扩大到了侨眷。 据笔者粗略梳理， ３０ 个实施归侨侨眷权益

保护办法的省份中， 除上海、 山东、 山西、 广西 ４ 个省份之外， 有 ２６ 个

省份都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 侨眷代表。

《湖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办法》 第 ６ 条规

定： “省人民代表大会和归侨、 侨眷人数较多的其他地方人民代表大会，

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 侨眷代表。”② 其他省份的规定基本相似。 有些省

份归侨侨眷代表的比例较高， 如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共 ３９３ 名，

其中， 归侨侨眷代表 １９ 名， 占 ４ ８３％ ③。

经过 ６０ 年的发展， 归侨侨眷的情况发生了新变化。 如前所述， ３０００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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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侨联五十年》， 中国华侨出版社， ２００６， 第 ４３７ 页。
《湖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办法》， 中国侨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ｑｗ ｃｏｍ ／ ｚｃｙｊ ／ ２０１４ ／ ０４ － ２２ ／ １３３９ ｓｈｔｍｌ。
《海南选出 ３９３ 名省五届人大代表 　 归侨侨眷占席 ４ ８３％ 》， 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
ｈｔｔｐ： ／ ／ ｄｆｏｃａ ｈａｉｎａｎ ｇｏｖ ｃｎ ／ ｗｓｑｂｚｗ ／ ｑｑｑｗ ／ ２０１２１２ ／ ｔ２０１２１２１６＿ ８３１４０８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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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归侨侨眷中， 归侨人数所占比例越来越小， 只有 ７７ ７ 万人， 占总数的

２ ３％ 。 而随着出国定居人数的不断增多， 侨眷的队伍越来越庞大。 因此，

近年来出现了呼吁扩大侨界人大代表的诉求。 ２０１５ 年两会期间， 全国人大

代表、 致公党中央委员许虹建议将人大代表中的归侨代表扩大为归侨侨眷代

表， 并增加代表数额①。 在这方面， 地方已经先行一步， 积累了实践经验，

打下了法理基础。

除了归侨侨眷参与各级人大外， 近年来， 一个重大突破是华侨重新参与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 中国第一大侨乡广东率先垂范。 ２０１４ 年， 广东省十二

届人大二次会议首次邀请在粤投资、 工作、 居住或祖籍广东的 １０ 名华侨列

席， 这在广东尚属首次， 在全国也属创举。 这 １０ 名华侨来自全球 ５ 大洲、 ９

个不同国家， 他们当中有成功企业家、 知名学者、 杰出侨领、 知名文化人士

等。 他们平时非常关心社会公共事务， 具有一定的议事和参与公共管理能

力。 邀请列席的华侨与其他列席省人代会人员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 为了发

挥华侨列席会议的作用， 省人大常委会相关部门专门成立了华侨列席省人代

会服务保障小组， 会前将举行座谈会， 向受邀的华侨介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及省人代会的情况。 在省人代会期间， 列席省人代会的华侨将统一编入相应

的代表团， 参加审议和发表意见。 此外， 大会还安排两场专题座谈会， 听取

华侨的意见和建议， 为他们了解广东省省情和发表意见搭建专门平台②。

２０１５ 年，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再次邀请 １７ 位华侨列席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

议， 为广东发展出谋献策③。

（二）参与政治协商会议的新突破

邀请海外侨胞列席政协会议， 是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大团结大联合组织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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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人大代表建议将归侨代表扩大为归侨侨眷代表》， 中新社，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ｑｂ ｇｏｖ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５ ／ ０３１０ ／ ３５２２１ ｓｈｔｍｌ。
《广东省人大会议首次邀请 １０ 名华侨列席》， 中新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ｄｆ ／
２０１４ ／ ０１ － ０７ ／ ５７０８７９７ ｓｈｔｍｌ。
《华侨列席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　 广东发展凝聚侨胞智慧》， 广东人大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ｄ ｇｄ ｃｎ ／ ｒｄｚｔ ／ ｒｄｈ３ ／ ｘｗｂｄ ／ ｔｔ ／ ２０１５０２ ／ ｔ２０１５０２１０＿ １４５２０９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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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不断拓展人民政协海外联谊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 是人民政协制度的重

要创新， 也是海外侨胞参与中国政治的新突破。

从国家层面来看，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首次邀请 ９ 位

海外华侨列席会议， 揭开了海外侨胞参与政协新的一页。 此后， 根据海外侨

胞中华人比例超过华侨比例的实际情况， 在部分政协委员和海外侨胞的建议

下， 从 ２００４ 年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开始， 全国政协适当扩大邀请范围，

邀请华侨与华人代表共同列席政协全会。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 全国政协共邀请

来自 ６６ 个国家的 ４３７ 位海外侨胞列席政协会议① （见表 ４）。 他们中有爱国

老侨、 知名侨领、 科技翘楚、 商界精英、 新华侨华人、 华裔新生代和留学回

国人员等，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较强的影响力和较高的知名度。

表 ４　 海外侨胞列席全国政协会议情况表

年份 人数（人） 国家（个）

２００１ ９ ８

２００３ ２０ １３

２００４ １８ １１

２００５ ２８ １６

２００８ ３０ １６

２００９ ３３ １９

２０１０ ３９ ２１

２０１１ ３９ ２１

２０１２ ４０ ２５

２０１３ ３９ ２４

２０１４ ３５ ２１

２０１５ ３８ ２７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历年有关报道整理，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数据从缺。

从地方层面看， １９８４ 年就开始了这项工作。 １９８４ 年， 北京市政协邀请

海外侨胞列席政协会议， 开了邀请侨胞列席政协会议的先例。 较早开展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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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３８ 位海外侨胞列席全国政协会议： 关注中华文化走出去》， 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０３１３ ／ ｃ２４２０２１ － ２６６８８８１８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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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还有上海 （１９８６ 年）、 海南 （１９８８ 年）。 １９８４ ～ ２０１３ 年， 各地政协累

计邀请海外侨胞回国参与政协活动 １６２０ 余人次①。 到 ２０１３ 年， 已有 １９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８ 个副省级城市开展了这项工作。

还需要指出的是， 有的地方明确规定政协中要有归侨侨眷委员。 《云南

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办法》 第 ８ 条规定： “本省

省级和归侨、 侨眷较多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政治协商会议， 应当有适

当名额的归侨、 侨眷代表和归侨侨眷委员。”② 实际情况如何， 各地是否有

同类情况， 仍有待进一步调研。

（三）侨务机构搭建参政议政平台

除了人大、 政协外， 有关侨务部门也十分注重发挥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

参政议政的作用， 为他们搭建多种平台。 比如， 中国侨联聘请了为数众多的

海外顾问和委员、 海外青年委员、 特聘专家以及海外律师团和法律顾问委

员。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中国侨联第七届委员会开始聘任港澳顾问和国外顾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中国侨联第八届委员会除继续聘任港澳、 海外顾问外， 还开

始聘任海外委员：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中国侨联第九届委员会聘任海外顾问和委

员规模继续扩大。

自 ２００１ 年起， 中国侨联还成立了青年委员会。 青年委员会中， 港澳地

区和海外委员占有很大比例。 第一届中国侨联青年委员会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７）

委员有来自 １４ 个国家的海外委员； 第二届中国侨联青年委员会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４） 委员有国外委员 ３３８ 名， 分布在 ６０ 个国家； 第三届中国侨联青年委

员会委员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至今） 海外委员覆盖 ９１ 个国家和地区③。

８１０

①

②

③

陈文良： 《制度视角下的海外侨胞回国参加政协会议机制： 历史、 现状与发展》， 《华侨华

人历史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
《云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办法》， 中国侨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ｑｗ ｃｏｍ ／ ｚｃｙｊ ／ ２０１４ ／ ０４ － ２２ ／ １３９１ ｓｈｔｍｌ。
根据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网站有关内容整理，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ｑｌ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ｑｌ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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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２０１０ 年初， 中国侨联还成立了特聘专家委员会。 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

底， 特聘专家委员会召开了 ５ 次年会。 特聘专家 １４３ 位， 其中院士 ２９ 位，

千人计划人才 ５６ 位， 百人计划人才 ２４ 位， 长江学者 ３１ 位。 专家们利用自

己的专业优势和熟悉海外情况的优势， 积极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建言献策。 特

聘专家委员会已成为侨联凝聚侨界高层次人才的重要载体和服务国家改革发

展的重要力量①。

２００８ 年， 中国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成立了海外华侨华人律师团； ２０１３

年， 中国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先后聘请 １４ 个国家和地区的 ３３ 名海外华侨华

人律师为海外委员。 海外律师和海外委员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 向海外宣传

中国法律、 向海外宣传中国文化、 开展民间外交等作出了积极贡献②。

五　侨务工作两个场域、两个群体并重

侨务工作作为党和政府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 始终围绕国家经济发

展中心、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与时俱进， 不断开拓创新。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特别是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亚洲经济充满活力， 中国经济一枝独秀，

华侨华人与中国的联系更加紧密， 他们在中国的发展创业进入新阶段。 为华

侨华人在中国发展创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搭建更多的平台， 开拓更多的渠

道， 从而实现侨胞事业发展与为国家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做贡献的双赢局

面， 已成为侨务工作的新方向。 侨务工作主要呈现出两个趋向： 一是强调为

国服务与为侨服务的统一， 不仅注重华侨华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

贡献， 而且更加注重为侨服务， 更加强调依法护侨、 注重对海外侨胞和归侨

侨眷权益的保护； 二是国内国外两个场域并重， 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两个群

体并重。 以下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国侨联为例进行分析。

９１０

①

②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ｑｌ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ｑｌ ／ ｃ１４３ ／ ｄ＿ ２０１４０１１６１４２６２３４７４１２２．
ｈｔｍｌ。
《中国侨联年鉴 ２０１４》， 中国华侨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３０３ ～ ３０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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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化举措加强为侨胞创业服务

1  成立侨商社团，联络服务侨商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中国侨联成立了 “华商联谊会”， 其宗旨是 “服务会员、

贡献社会”， 推动实施 “科教兴国” 战略。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中国侨联华商联谊

会正式更名为 “中国侨商联合会”。 目前， 全国侨联系统侨商会已达到 ８５

家， 其中省级 ２９ 家、 副省级 ７ 家、 地市级 ３５ 家、 县级 １４ 家， 会员总数 １ ２

万人。 特别是新疆国际侨商联合会和甘肃侨商联合会的成立， 使西部地区除

西藏外， 都建立起了侨商组织①。

为了深化对侨资企业的服务工作， 帮助侨资企业做大做强， 汇聚广大

侨商力量， 服务中国发展大局和中外友好的大局，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国务院侨

办成立了 “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 协会的主要任务是增进华侨华人、

港澳投资者之间的联系与合作； 帮助会员寻找商机， 发展事业， 为国家经

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加强与政府的联系， 反映会员的意见和要

求； 为会员企业排忧解难， 维护会员合法权益。 侨商投资企业协会成立以

来， 开展了诸多项目和活动， 打造了不少品牌。 例如， 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

国务院侨办会同地方侨办共同举办 “海外华裔青年企业家中国经济高级研

修班”。 截止到目前， 已累计举办 ２８ 期， 近千名优秀华裔青年企业家到中

国参加学习②。

2 举办大型活动，为侨胞创业牵线搭桥

已经召开的 １２ 届世界华商大会中， 有两届在中国大陆召开， 均得到中

国国家领导人和各个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至 ２６ 日在中国成都举行， 主题是 “中国发展·华商机

遇”。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发来贺信。 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参加大会的国内外

０２０

①

②

详见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ｑｌ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ｑｌ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国侨办第 ２８ 期海外华裔青年企业家研修班在京结业》， 国务院侨办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ｑｂ ｇｏｖ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５ ／ ０５２０ ／ ３５８６６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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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人数超过 ３０００ 人， 涵盖百余个国家和地区①。

此外， 国务院侨办还与地方合办大型创业活动， 为侨胞创业搭建多种平

台。

“华创会” （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 由国务院侨办、 湖北省政府及

武汉市政府共同主办的 “华创会”，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４ 年已成功举办了 １４ 届。 来

自全球 ５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共计 ９０００ 多人次的华侨华人参会， 带来 ６２００ 余

个合作交流项目， 中部地区省、 市共签订引进人才和技术项目近 １９００ 个，

总投资额逾 ２０００ 亿元人民币②， 取得了良好成效。

“华交会” （华商企业科技创新合作交流会）： 是中国国务院侨办联合有

关省市举办的大型引资引智活动， 旨在促进华商企业与中国企业的进一步合

作发展， 为各地政府进一步提升引进侨资的质量和水平， 引进更多的华侨

华人先进技术、 管理经验和高层次人才搭建一个有效平台。 该活动每两年

举办一次， 自 ２００２ 年以来已经举办过七届。 自 ２００８ 年起， 定点在山东举

行。

“东盟华商会” （东盟华商投资西南项目推介会暨亚太华商论坛）： 自

２００３ 年起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办， 已在昆明成功举办

了九届。 宗旨是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服务， 促进

西南地区与东盟华商合作交流。

“海科会” （海外华侨华人高新科技洽谈会）： 为大力吸引海外人才和智

力资源， 四川省政府从 １９９６ 年开始在成都举办 “海外华侨华人高新科技洽

谈会”。 ２００４ 年， 该活动被确定由国侨办和四川省政府共同主办。 截至目

前， “海科会” 已逐步发展成为中国西部四川省扩大对外开放合作、 引进侨

资侨智的重大活动和重要平台。

华商领袖圆桌会： 自 ２００６ 年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与上海市政府联合

１２０

①

②

《第 １２ 届世界华商大会蓄势待发 　 参会规模创历史之最》， 中新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ｚｇｑｊ ／ ２０１３ ／ ０９ － ２３ ／ ５３１３２５３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４ 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武汉开幕 　 裘援平致辞》， 中国侨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ｑｗ ｃｏｍ ／ ｓｑｊｇ ／ ２０１４ ／ ０６ － ２４ ／ ７６００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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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举行首届华商领袖圆桌会后， 国侨办先后在济南、 重庆举办过第二

届、 第三届华商领袖圆桌会。 自 ２０１１ 年开始， “华商圆桌会议” 在博鳌亚

洲论坛框架下举行， ２０１５ 年是第五年举办。 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１５ 年年会华商

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上， 来自世界各地的 ２０ 多名华商代表与专家学者亦

纷纷表示， 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战略是华商迎来的重大历史机遇， 华

商在对接中国与住在国方面有优势， 在金融服务、 互联网信息、 技术引进、

人文交流等方面可率先推进。

“海华会” （海外华商中国投资推介会， ２０１２ 年后改为海外华商中国投

资峰会）： 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福建省侨务办公室和厦门市侨务办公室联

合主办的专门面向海外华商的投资推介活动。 宗旨是配合西部大开发、 推动

中部地区崛起和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等国家战略决策， 宣传介绍中国各地的

经济发展政策和商机， 为海外华商在中国各地投资搭建平台和桥梁。 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七届。

（二）增进侨社友谊与团结，促进合作与发展

社团是华侨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 目前， 全球公共外交类、 地域

同乡类、 姓氏宗亲类等华侨华人社团组织逾 ２ ５ 万个①。 为了为全球侨团

联谊交流搭建平台， 增进友谊与团结， 促进合作与发展， 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已在北京举办了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

团联谊大会。 历届大会均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２００７ 年， 胡锦

涛总书记曾接见过第四届大会代表， 贾庆林主席曾接见过第三、 第五届大会

代表， 国务院分管领导出席了历届大会开幕式并讲话。 历届大会的主题均紧

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 服务侨社发展 （见表 ５）， 体现出为国服务和为侨服

务的统一。

２２０

① 《侨办主任： 实施 ８ 项计划　 促进海外和谐侨社建设》， 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４ － ０６ ／ ０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６９５８６９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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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历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情况

时间 届次 大会主题 领导人讲话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主任主题报告

参会侨团

负责人人数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第一届 联谊、团结、发展
钱其琛副总理在

开幕式上致辞

郭东坡： 《竭诚为

侨服务，共谋团结

发展》
２００ 多名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第二届

增进联谊、加强

团结、促进合作、
共谋发展

国务委员唐家璇

在开幕式上致辞

陈玉杰： 《增进友

谊　 加强团结　 促

进发展》
３００ 多名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第三届

增进共识、凝聚

力量、 反 对 “ 台

独”、促进统一

国务委员唐家璇

在开幕式上致辞

陈玉杰： 《增进共

识　 凝聚力量　 为

反对 “台独” 促进

统一而努力奋斗》

４５０ 多名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第四届

和睦相融、合作

共赢、团结友爱、
充满活力

国务委员唐家璇

在开幕式上致辞

李海峰： 《和睦相

融　 合作共赢———
构建一个充满活力

的华侨华人社会》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第五届

维 护 中 国 统

一———新 疆、 西

藏的历史与现状

国务委员戴秉国

在开幕式上致辞

李海峰： 《携手合

作　 为建设和谐侨

社和谐中国和谐世

界做出新贡献》

约 ６００ 名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第六届

弘扬中华优秀文

化、展示侨胞良

好形象

国务委员戴秉国

在开幕式上致辞

李海峰： 《弘扬中

华文化　 展示侨胞

形象》
约 ５７０ 名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第七届
服务社区、和谐

发展

国务委员杨洁篪

在开幕式上致辞

裘援平： 《继往开

来　 相融共赢　 全

面深入推进和谐侨

社建设》

５００ 多名

　 　 资料来源： 根据国务院侨办网、 中国新闻网、 中国侨网 “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
有关内容整理， 详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ｑｗ ｃｏｍ ／ ｚ ／ ２０１４ ／ ｓｊｈｑｈｒｓｔｌｙｄｈ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在北京举行。 大会以

“服务社区、 和谐发展” 为主题， 旨在通过大会， 着眼国家大局、 关注侨界

民生， 探讨进一步引导海外侨团机制化、 规范化发展， 提升海外华人社区服

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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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功能， 深化海外和谐侨社建设。 共有来自 １１９ 个国家和地区的 ５００ 多位华

侨华人社团和社区服务机构负责人出席①。

（三）华文教育事业形成新体系、文化传承打造品牌

海外华文教育被称为海外 “希望工程” “留根工程”。 华文教育事业涉

及海外约 ２ 万所华校、 数十万教师、 数百万在校生， 维系着华侨华人的民族

特性及与祖 （籍） 国的情感联系。 ２１ 世纪以来， 国务院侨办秉承 “以人为

本， 为侨服务” 的宗旨， 不断提高为侨服务和为华文教育服务的能力和水

平， 制定并实施国家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规划， 形成由几个体系构成的支持海

外华文教育工作格局。 初步建立起华文教材体系、 华校教师培训体系、 海外

华校帮扶体系以及华文教育国内支撑体系， 推动华校朝规范化、 标准化、 正

规化方向转型升级发展。

例如， 通过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成立的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开展实施了包括

华文师资培养工程、 华文教师暖心工程、 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传承工程、 传

统节庆文化活动拓展工程、 华文教辅材料开发工程、 华文教育现状调研工程

在内的 “六大工程”。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个 “资助体系”： 一是华文教师

从大专学历、 本科学历到研究生学历的培养资助体系， 二是海外华裔青少年

高中、 大专到本科的奖助体系， 三是海外华文学校发展资助体系。 此外， 还

打造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文化行及远程网络教育等品牌活动， 惠及全球众多

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教育组织、 华文学校、 华文教师和华裔青少年②。 在教材

方面， 国务院侨办每年向海外华校提供 ２５０ 万册各类教材。 在师资方面， 走

出去、 请进来多渠道并举： 每年选派近千名教师赴海外任教； 每年邀请约

５０００ 名海外华文教师回国参加系统培训； 组派专家团 “送教上门”， 对海外

华文教师进行 “巡回培训”， 每年都有近万名海外华文教师从中受益。

４２０

①

②

《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在京开幕》， 中新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ｈｒ ／
２０１４ ／ ０６ － ０６ ／ ６２５３６４４ ｓｈｔｍｌ。
详见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简介》，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ｌｅｆ ｏｒｇ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３ ／ ０８２３ ／ ５ ／ １３４９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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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让华裔青少年了解、 体验中华文化方面， 则注重打造品牌， 如组织、

举办 “中国寻根之旅” 夏 （冬） 令营、 “华夏行”、 中华文化大乐园等中华

文化体验活动， 每年吸引 １０ 余万华裔青少年踊跃参与①。 “中国寻根之旅”

夏 （冬） 令营活动的时间、 内容、 方式等都在不断调整、 完善， 根据海外

假期情况， 已经不局限于暑假和寒假， 而是拓展为春、 夏、 秋、 冬四季办营

计划； 中华文化丰富多彩， “中国寻根之旅” 活动与各地合作， 充分挖掘各

地文化资源， 让华裔青少年了解更多富有地方特色的中华文化。 再如， 世界

华裔杰出青年 “华夏行” 是专门面向在海外各领域崭露头角的华裔青年而

举办的一项活动，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３ 年已经举办了九届。 “第九届世界华裔杰出青

年华夏行” 以 “绽放青春光彩·共圆共享中华梦想” 为主题， 来自五大洲

７４ 个国家和地区的 ５００ 名华裔杰出青年代表出席， 除在北京参加活动外，

代表们还分多条路线赴浙江、 山东、 河南、 陕西等地参观考察②。

（四）“文化中国”“亲情中华”系列活动全方位服务侨胞

为了满足海外侨胞的精神文化需求， 集中展示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和博

大精深， 增进海外侨界及主流社会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喜爱， 以侨为桥， 沟

通中国与世界， 近年来， 国务院侨办精心打造了 “文化中国” 系列品牌活

动， 在国内、 海外两个场域， 采取 “请进来” “走出去” 等多种形式， 在侨

胞中传播中华文化， 培养和提升侨胞的中华文化素养。

“文化中国” 系列活动包含多个子品牌。 “走出去” 的有 “四海同春”

“名家讲坛” 等。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 创立 ６ 年来， 累计组派 ４３ 个艺术

团组、 １５９０ 名演职人员， 赴 ９６ 个国家及港澳地区 １８４ 个城市举办了 ２８３ 场

演出， 观众 ３３８ 万余人③。 “文化中国·名家讲坛” 自 ２００７ 年开展以来， 已

５２０

①

②

③

《侨务事业线下线上齐推进 　 编织大网络 　 建和谐侨社》， 中国侨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ｑｗ ｃｏｍ ／ ｇｑｑｊ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１６ ／ ３４１０１ ｓｈｔｍｌ。
《第九届 “世界华裔杰出青年华夏行” 开幕》， 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３ －
０５ ／ ２８ ／ ｃ＿ １２４７７５０１９ ｈｔｍ。
《国务院侨办 “文化中国” 品牌文化活动成果丰硕》， 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４ － ０９ ／ 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７５１３７５ ｈｔｍ。



华侨华人蓝皮书

走访 ４０ 个国家和地区的 ９０ 多个城市， 举办了 ４０ 期 ２００ 场讲座， 观众 ３ 万

余人①。 “名家讲坛” 邀请国内著名专家， 为海外侨胞讲授儒家文化、 哲学、

中医、 武术、 书画、 京剧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受到热烈欢迎， 引起了巨大

反响。 国务院侨办 ２０１４ 年提出， 在海外华侨华人聚居的较大城市分期分批

筹建 “文化中国·华星艺术团”。 目前， 已有四家文化社团成为首批 “华星

艺术团” 试点。

除了 “走出去” 以外， 更多的是 “请进来”。 “文化中国·海外文化社

团负责人观摩团” 自 ２００１ 年创办， 目前已举办 １８ 期， 累计有 ８０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 ７００ 余名团员参与观摩。 ２０１２ 年创办的 “文化中国·海外文化社

团负责人高级研修班” 已举办 ３ 期， 累计邀请了 ７２ 个国家的 ２００ 余名华侨

华人文艺骨干参加。 “文化中国·中华才艺培训班” 创办于 ２００２ 年， 目前

已举办 ３５ 期， 累计培训了 ８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１５００ 余名文艺骨干。 “文化

中国·中华才艺大赛” 创办于 ２００９ 年， 已举办 ４ 期， 累计有来自 ３０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 １１００ 名选手参赛。 “文化中国·海外华文媒体高级研修班” 于

２００６ 年创办， 目前已开展 １２ 期， 累计有来自 ５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１０００ 余

名华文媒体负责人和编辑记者参与了研修。 “文化中国·知名华人书画家采

风团” 自 ２０１２ 年创办以来， 目前已举办 ４ 期， 累计有来自 ２０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 ５０ 余名书画家参与②。

同时， 中国侨联于 ２００８ 年启动了 “亲情中华” 主题活动， 主要宗旨是

传递亲情乡情， 弘扬中华文化， 展示当代中国， 服务侨界民众。 活动方式主

要是开展海外慰问演出、 组织华裔青少年到国内寻根问祖、 在侨胞聚居区开

展相关主题展览展示等。 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 全国侨联系统共组派 １３６ 个艺术

团， 在 ６４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 ６５１ 场慰问演出， 在海内外赢得了广泛赞誉③。

６２０

①

②

③

《国务院侨办 “文化中国” 品牌文化活动成果丰硕》， 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４ － ０９ ／ 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７５１３７５ ｈｔｍ。
《国侨办 “文化中国” 系列品牌文化活动成果丰硕》， 中国侨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ｑｗ．
ｃｏｍ ／ ｓｑｊｇ ／ ２０１４ ／ ０９ － １５ ／ １７９４６ ｓｈｔｍｌ。
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０２０４ ／ ｃ２４２００４ － ２６５０６１６０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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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见， 这些活动的出发点和宗旨， 是为了实现为国服务与为侨服务

相统一。 侨务工作的场域兼及国内外， 不仅将华侨华人请进来， 而且侨务部

门主动走出去提供服务。 这些活动已逐渐制度化， 形成了品牌效应和辐射

力， 实际收效和吸引力也越来越大。

（五）实施“海外惠侨工程”，全面推进为侨服务

国务院侨办于 ２０１４ 年提出了包括侨团建设计划、 华助中心计划、 华教

发展计划、 中餐繁荣计划、 中医关怀计划、 文化交流计划、 事业扶助计划、

信息服务计划在内的八项 “海外惠侨工程”。 目前， 各项计划正顺利推进。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 首批 １８ 家 “海外华侨华人互助中心” （华助中心） 在北

京揭牌。 国侨办将陆续在美国等 １８ 个国家会同有关社团建设首批 “华助中

心”。 到 ２０１８ 年， 将在华侨华人超过 １０ 万人的城市， 共打造 ６０ 个 “华助中

心”。 “华助中心” 将本着依靠侨、 服务侨、 为了侨的原则， 积极开展敬老、

扶弱、 助残、 救急等活动， 增强侨胞生存发展能力， 反映侨胞诉求， 维护侨

胞合法权益等①。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国务院侨办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签署了 《关

于推进中医药海外惠侨计划的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在海外推进中医药惠侨

计划； 包括组织中医海外义诊活动、 开展海外中医师培训、 推动海外华人医

院与国内中医院开展合作， 同时加强与中医药行业协会的联系与合作， 加大

中医关怀侨胞力度， 充分发挥海外侨胞作用， 提升海外中医行业的水平和形

象， 扩大中医药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②。

六　完善侨务政策法规，保障维护侨益

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涉侨政策法规， 包括专门法律、 行政法

７２０

①

②

《国侨办为首批 １８ 家 “海外华侨华人互助中心” 揭牌》， 中新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ｈｒ ／ ２０１４ ／ ０９ － ２９ ／ ６６４３０７６ ｓｈｔｍｌ。
《国务院侨办携手中医药管理局推进中医药海外惠侨计划》， 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０９ ／ ｃ＿ １２７５６１９５８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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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文件通知、 部门规章等， 涉及经济 （如引进资金、 引进智力以及侨汇

和捐赠、 购房）、 文化教育 （如涉侨教育）、 社会生活 （如涉侨婚姻和收养

子女、 回国定居、 就医） 等多个方面。 各地在中央相关政策法规的基础

上， 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 也制定了不少地方侨务政策法规。 这些政策法

规体现了为侨服务、 维护侨益的理念， 也是保障维护侨益的政策和法律

依据。

（一）第一部专门侨务法律——《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宪法》 第 ５０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

益， 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① 但是， 一直没有一部专门的

法律来切实保障归侨侨眷的权益。 １９９０ 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 《归侨

侨眷权益保护法》， 成为中国第一部专门的涉侨法律。 １９９３ 年， 国务院制

定了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及其实施

办法的制定与实施， 对维护侨益、 凝聚侨心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世情、

国情、 侨情发生深刻变化，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也不断得以完善。

２０００ 年，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

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的决定》。 依据这个决定， 《归侨侨眷权益保

护法实施办法》 也进行了修订， 并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施行修订后的实施

办法。 为归侨侨眷这一特殊群体制定专门法律， 这在世界上是比较少见

的。 目前， 已经有 ３０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制定和实施了各自的归侨侨

眷权益保护办法， 厦门、 广州、 深圳等城市也制定并实施了归侨侨眷权益

保护办法。

（二）完善涉侨政策法规，保障侨益改善民生

除了前述的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及其实施办法外， 还有大量的涉

８２０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全文）， 中国网， ｈｔｔｐ： ／ ／ ｌｅｇ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３ － ０９ ／ ０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９９２３３５７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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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政策法规。 ２１ 世纪以来， 国务院侨办在维护侨胞正当合法权益、 改善海

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民生方面推动出台了不少政策法规。 这些政策法规， 既涉

及国内的归侨侨眷、 华侨农场， 也包括华侨在国内权益的保护， 体现了两个

群体并重。

有关华侨农场改革， 仅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８ 年国侨办就会同有关部门下发了 １４

个通知。 ２０１３ 年， 又会同国土资源部和文化部分别出台了 《关于做好华侨

农场土地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的意见》 《关于加强侨乡地区和华侨农场文化

建设工作的意见》。 此外， 对散居的归侨侨眷的扶贫救助也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 加大民生保障力度。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先后下发了 ７ 个通知和意见， 包括

归侨侨眷关爱工程、 做好散居困难归侨侨眷扶贫救助工作等。 如前所述， 归

侨侨眷仍然有较高的贫困率。 这些政策措施体现了侨务工作以人为本、 为侨

服务的宗旨和理念。

２１ 世纪以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侨回国工作、 生活、 学习、 创业、 定

居， 华侨在国内权益的保护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有鉴于此， 国务院侨办制定

或推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 包括华侨身份识别、 教育、 社保、 计划生

育、 捐赠管理、 回国定居等等。 此外， 还出台了 《关于界定华侨外籍华人

归侨侨眷身份的规定》 （２００９）、 《关于华侨子女回国接受义务教育相关问题

的规定》 （２００９）、 《关于进一步做好在国内就业的华侨参加社会保险有关工

作的通知》 （２００９）、 《关于进一步规范华侨捐赠管理工作的意见》 （２０１１）

等等。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 目前有十几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出台了保护华

侨捐赠的条例、 规定、 办法， 广州、 厦门、 深圳等城市也制定了相关条

例①。 ２０１３ 年， 国务院侨办、 外交部、 公安部联合出台了 《华侨回国定居办

理工作规定》，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 目前已有 ２１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制

定了办理华侨回国定居事宜的实施办法②。

９２０

①

②

详见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ｑｂ ｇｏｖ ｃｎ ／ ｎｏｄｅ２ ／ ｎｏｄｅ３ ／ ｎｏｄｅ５ ／ ｎｏｄｅ９ ／ ｎｏｄｅ１０５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各省 （市） 华侨回国定居办理工作实施办法》， 中国侨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ｑｗ ｃｏｍ ／
ｚｃｙｊ ／ ２０１４ ／ ０４ － ２９ ／ ２２８７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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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侨在国内权益保护的综合立法迫在眉睫

虽然已有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在保护华侨权益、 为侨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但也必须看到， 目前有关华侨权益保护的这些政策法规仍有两方面不

足。 一是零散性。 目前这些政策法规都是分散的、 单项的政策规定， 还缺乏

有关综合性法律。 二是法律层次低。 从法律层次看， 有关华侨创业扶持、 配

套服务、 社会保险、 子女教育、 回国定居、 身份证明等方面的政策内容还需

要提升为法律规范。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及其实施办法实施多年， 从中

央到地方都有专门性法律， 为维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 促进侨务工作发展发

挥了非常重要的保障性作用。 相比之下， 保护华侨在国内权益的专门性立

法， 仍付阙如。 一直以来， 要求立法保护华侨权益的呼声不绝于耳。

因应这种诉求， 一些地方进行了先行先试。 ２００６ 年， 浙江省颁布实施

了 《浙江省华侨权益保障暂行规定》。 该规定针对华侨的一些特殊情况， 在

不少方面实施优惠政策。 例如：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生育二胎； 华侨子女在监

护人所在地就读幼儿园、 中小学的， 享受就读地居民子女入学同等待遇； 对

确需拆迁、 撤并华侨捐赠项目的， 要事先听取捐赠人的意见； 华侨持有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与国内居民身份证具有同等效力； 等等①。

作为第一大侨乡的广东省， 自 ２００５ 年开始就一直在推进华侨权益保护

的立法。 中间因故停顿后， 于 ２０１１ 年重新启动这一立法计划。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广东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 《广东省华侨权益

保护条例》， 该条例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施行。 条例共四章 ３５ 条， 分别对

华侨政治、 人身、 社保、 生育、 教育、 财产、 投资、 捐赠八个方面权益的保

护作了具体规定， 使条例更具可操作性。 条例的颁布实施， 将促进对华侨权

益的保护更具强制性、 权威性②。

０３０

①

②

《浙江发布实施 〈浙江省华侨权益保障暂行规定〉》， 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ｌｏｃａｌ ／ ２００７ － ０１ ／ ０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５７２０８７ ｈｔｍ。
《广东华侨权益有 “法” 撑腰　 明确 ８ 方面权益保护》， 广东侨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ｑｂ ｇｄ
ｇｏｖ ｃｎ ／ ｎｅｗｓ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１０ ／ ｔ２０１５１０１６＿ ６９４８３９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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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大侨乡福建省也在进行华侨权益保护条例的起草工作。 《福建省

华侨权益保护条例 （送审稿） 》 在福建省人大和福建省法制办的指导下，

经过调研、 起草、 征求意见等环节， 数易其稿， 不断完善， 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进行了专家论证①。 此外， 有的城市也进行了华侨权益保护立法

的尝试。 南京市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就开始了 《南京市华侨权益保护条例》

的立法工作。 经过两年的推动， 南京市人大常委会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５ 日公

布了 《南京市华侨权益保护条例》 ，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正式实施。 条

例共 ２４ 条， 以保障华侨作为中国公民依法享有国民待遇为原则， 体现保

护的平等性， 重点对华侨在宁的经济、 社保、 教育、 卫生、 财产、 投资

创业等基本权益作出规定②； 主要内容包括华侨身份证明、 回国定居、

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就业与社保、 子女教育、 继承权、 购买房屋和产权

登记等。

这些地方的立法尝试为全国性华侨权益保护法的立法提供了实践经验和

法律借鉴。 国家层面的华侨权益保护法立法工作正在推进。 据暨南大学官网

消息， 国务院侨办下达重大委托课题通知， 委托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

院起草 《华侨权益保护法 （草案）》③。

七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２１ 世纪以来， 中国的侨务理论不断深化发展， 侨

务政策和法规日益完善， 侨务工作理念发生了根本转变， 达到了为国服务和

为侨服务两个方向统一、 国内侨务与国外侨务两个场域并重。 华侨华人与中

国的关系在各方面都实现了良性互动， 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更加关注， 更为积

１３０

①

②

③

《 〈福建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 专家论证会召开》， 福建侨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ｊｑ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ｘｇｋ ／ ｑｗｄｔ ／ ｓｊｄｔ ／ ２０１５０６ ／ ｔ２０１５０６１７＿ １６４０３９ ｈｔｍ。
《 〈南京市华侨权益保护条例〉 明起施行　 可吸引更多华侨高层次人才来宁创业创新》， 中

国江苏网， ｈｔｔｐ： ／ ／ ｊｓｎｅｗｓ ｊｓ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３０ ／ ０２５２８０３６２ ｓｈｔｍｌ。
《我校承担 〈华侨权益保护法 （草案）〉 起草任务》， 暨南大学新闻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ｊｎｕ．
ｅｄｕ ｃｎ ／ ｊｎｙｗ ／ ｙｗ ／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２１ ／ １７０５０５３５７７９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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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主动地参与中国的发展并从中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使自己的事业更上一层

楼。 合作共赢成为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主旋律。

在此， 有必要澄清两个观点。 一是 “中国中心论” 或者说 “索取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 中国政府侨务政策的出发点是利用海外侨胞的财力、 人力

资源为中国的发展服务， 中国政府对海外侨胞只知 “索取”， 而不考虑他们

的立场和利益。 本文的分析证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 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

已经实现了双向互动， 是 “双赢”， 而非单向 “索取”。 华商普遍认为， 华

商在中国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中获得了良好发展。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 全面深

化改革， 不仅给中国发展注入强劲新动力， 也为海外侨胞拓展事业带来广阔

空间和巨大机遇。

二是 “中国移民威胁论”。 鉴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持续的出国热

潮， 海外一些媒体不时渲染 “中国移民威胁论” 或 “黄祸论” 的陈词滥

调。 事实上， 中国虽然拥有 ６０００ 万华侨华人群体， 但这主要是由于历史

原因形成的， 如前所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移民还不到 １０００ 万。

与中国国内规模庞大的人口流动和迁移相比， 中国的国际移民只是 “小巫

见大巫”。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２０１２ 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 ２ ３６

亿人， 相当于每六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①。 这一数字甚至要高于 ２０１３

年全球国际移民 ２ ３２ 亿的存量。 中国虽然已成为第四大移民来源国， 但与

２ ３２ 亿的国际移民总量相比， 中国的国际移民只占 ３ ９％ ； 与中国 １３ 亿人

口的绝对人口数值相比， 只占 ０ ７％ ， 而移出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排名前十

位的国家， 这一比例都在 ２０％以上②。 国际移民在中国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

例， 中国并非移民输出大国， “中国移民威胁论” 都是没有依据的渲染和

猜测。

２３０

①

②

《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 发布》，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ｏ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ｚｃ ／ ８ ／ 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３４５７６３ ／ １３４５７６３ ｈｔｍ。
详见中国华侨历史学会、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编译 《２０１３ 世界移民报告： 移民福祉与

发展》， 第 １９７ ～ １９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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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０３１３ ／ ｃ２４２０２１ － ２６６８８８１８ ｈｔｍｌ。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ｑｌ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ｑｌ。
国务院侨办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ｑｂ ｇｏｖ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５ ／ ０５２０ ／ ３５８６６ ｓｈｔｍｌ。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ｌｅｆ ｏｒｇ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３ ／ ０８２３ ／ ５ ／ １３４９ ｓｈｔｍｌ。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ｑｂ ｇｏｖ ｃｎ ／ 。
福 建 侨 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ｊｑ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ｘｇｋ ／ ｑｗｄｔ ／ ｓｊｄｔ ／ ２０１５０６ ／ ｔ２０１５０６１７ ＿ １６４０３９．

ｈｔｍ。

４３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