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域 子领域 主要项目 业务主管单位

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交流与合作

经济运行情况评估及预测

行业规范研究、交流与合作

经济政策决策、执行、监督等通用课题研究、
交流与合作

业务联络、产品介绍、市场调研、政策咨询、
人才培训、技术交流

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经贸类国际组织相关活
动及培训；会展业国际合作、交流与培训

金融理论研究、交流与合作；涉及银行业金融
机构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金融理论研究、交流
与合作

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
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及

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

国际会计审计理论研究、交流与合作
财政部、审计署及省级人民

政府主管部门

国际财税理论研究、交流与合作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省

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

国际统计理论研究、交流与合作
国家统计局及省级人民政府

主管部门

农村公益性工程项目合作

农业技术推广试验及技能培养指导

粮食政策、信息、技术、市场开发、贸易、培
训、交流与合作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及省
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

能源
国际能源能效规划、政策、技术、标准、监管
研究、交流与合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
局及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

水资源保护与水土保持

水库大坝工程建设与管理

水文调查、监测与预报

流域综合管理

交通 城市公共交通管理研究、交流与合作
交通运输部及省级人民政府

主管部门

民用航空 民航领域交流与合作 中国民用航空局

住房城乡建设 住房城乡建设管理的理论研究、交流与合作
住房城乡建设部及省级人民

政府主管部门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财政部及省级人民政府主管

部门

农业农村部及省级人民政府
主管部门

商务部及省级人民政府主管
部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及省级贸易促进机构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及省级人民政

府主管部门

水利部及省级人民政府主管
部门

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有关研究、交流与合作

农业

水利

经济
工业和信息化

经贸交流与投
资合作

金融、财税等
研究、交流与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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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研究



海岸带规划、海洋规划的理论研究、合作与交
流

地理信息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测绘政策、技术交流与合作

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和公平竞争审查政策评
估、研究、交流与合作

打击侵权假冒理论研究、交流和合作

工业品和消费品质量安全政策和合作交流，特
种设备安全监管政策研究与合作交流

知识产权 国际知识产权理论研究、交流与合作
国家知识产权局及省级人民

政府主管部门

冲突钻石和冲突矿产交流与合作 海关总署

快递服务研究、交流与合作
国家邮政局及省级人民政府

主管部门

安全生产研究、交流与合作
应急管理部及省级人民政府

主管部门

助力教育政策的完善与实施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或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
捐资助学活动

支持地区和学校开展校外教育和创新教育活动

支持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能力建设

配合地区和学校丰富中外人文交流形式和内容

配合地区和学校开展拓展学生国际视野的教育
活动

配合地区和学校实施教育信息化建设

支持开展校企合作

协助地区和学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配合地区和学校实施教育信息化建设

配合地区和学校丰富中外人文交流的形式和内
容

合作开展相关政策研究

支持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能力建设

配合地区和学校丰富中外人文交流形式和内容

推动扩大中外人员交流（不含高校专家交流）

助推中外双向留学

支持地区和高校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合作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教育部及省级人民政府主管
部门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科技部及省级人民政府

主管部门

自然资源部及省级人民政府
主管部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省
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

市场监管

教育部及省级人民政府主管
部门

其他

职业教育和
继续教育

经济

基础教育

自然资源

教育

高等教育



开展联合研究项目

助力地区和高校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合作交流

支持高校探索和建立学分转换和互认机制

配合高校组织实践教学活动

公共教育、教育法律、教育政策研究与咨询及
教育法律服务

公共教育基础设施维护

公共教育成果交流

国际教育考试及合作交流

国际职业资格认证考试及交流合作

工程教育、工程师资格国际互认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活动

向境内教育机构推荐、派遣外国专业人才

博士后交流与合作

基础研究项目

高新技术项目

社会发展科技项目

农村科技项目

公共科技服务理论研究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科技服务平台建设

科技创新政策研究、科技发展趋势研究、宣传
服务

科技创新发展及成果推广

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研究

基础性科学人才再培训

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

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

科技创新管理与服务人才培训

社会科技奖励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
部、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及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

门和单位

教育部及省级人民政府主管
部门

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及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和

单位
科技

其他

高等教育

教育部及省级人民政府主管
部门

教育



引进外国人才发展规划、法律法规、政策研究
、咨询服务、宣传教育

引进外国人才与智力交流合作及成果推广

因公出国（境）培训项目交流合作及成果推广

引进国外先进知识体系项目合作交流及成果推
广

质量基础
质量、标准、计量、认证认可评估、统计、调
查、研究、交流与合作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省
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

文化艺术创作与表演

文化艺术教育和培训

公共文化服务（不含开办博物馆）

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含馆藏文物保
护修复）

网络文化服务

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

文化娱乐休闲服务

文物、艺术品及相关服务

文化经纪代理

文化出租服务

文化会展服务

对外旅游研究、交流与合作

国际广告交流与合作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省

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

广播电视和
网络视听

广播电视业务联络和网络视听节目服务业务联
络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及省级人
民政府主管部门

电影 电影工作的交流与合作
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电影

局及省级电影主管部门

新闻出版 新闻出版领域行业组织的交流与合作
国家新闻出版署及省级新闻

出版主管部门

涉外著作权认证

有关著作权法律研究及宣传普及

著作权相关产业研究及合作

著作权人才培训和能力建设

著作权保护

艾滋病、结核病等传染性疾病防治合作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合作

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政策、规划、标准的研究和政策咨询

妇幼健康
妇幼健康、生殖健康领域的技术服务、政策咨
询、宣传教育、人才培训

国家版权局及省级版权主管
部门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
及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

疾病防控

科技

科技部及省级人民政府主管
部门

文化

文化艺术
和旅游

卫生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及省级

人民政府主管部门

著作权



健康老龄化
健康老龄化政策咨询、服务体系、长期照护体
系建设、健康宣传教育、人才培训

疾病救助与
能力提升

白内障、唇腭裂、儿童先心病等疾病的治疗、
救助及人才培训、能力提升

医院管理
医院评审、医院信息化评级等涉及医疗机构的
认证评价活动

卫生及人口领域科技创新

毕业后医学教育

继续医学教育有关人才培训

中医药 中医药相关交流、合作与开发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省级人

民政府主管部门

药品管理
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督管理的政策咨询
和技术服务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及省级
人民政府主管部门

食品 食品安全监管政策咨询与合作研究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省

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

体育相关赛事及活动

体育产业交流合作

体育文化及体育新闻交流合作

体育教育科研学术活动

反兴奋剂交流合作

学校体育赛事及活动
教育部及省级人民政府主管

部门

其他体育类事项
国家体育总局及省级人民政

府主管部门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研究、交流与合作
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
中国气象局及省级人民政府

主管部门

生物多样性
保护

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
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
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及省

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

海洋环境保护
生态环境部及省级人民政府

主管部门

海洋保护相关科技
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及

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

海洋防灾减灾
自然资源部及省级人民政府

主管部门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修复技术、标准、研究
交流与合作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标准、研究交流与合作

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标准、研究交流与合作

医疗科技教育

生态修复

海洋保护

卫生

自然资源部及省级人民政府
主管部门

体育

环保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及省级
人民政府主管部门

国家体育总局及省级人民政
府主管部门



国土绿化

林业和草原应对气候变化

林业走出去

林草科学技术合作与交流

国有林区改革

国有林场改革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国家公园体制改革

其他林业改革

森林资源培育等第一产业

林产品加工等第二产业

森林旅游和森林康养等第三产业

草原资源保护能力建设

草原可持续利用

草原资源修复技术推广及示范

草原宣传教育与公众参与

国有林场森林资源经营理念与模式

国有林场森林资源监管

红树林保护与其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与修复

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

中国森林认证标准应用与推广

森林生态系统及其生态系统功能评估

森林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管理

湿地保护政策、指南、规划的设计理念

湿地保护能力建设

湿地合理利用

湿地宣传教育与公众参与

湿地恢复技术推广及示范

森林资源保护

草原生态保护

林业改革

湿地保护

环保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及省级人

民政府主管部门

林业发展

林业产业发展



野生动植物救护与繁育

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基层能力建设

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公共宣传和教育

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能力建设、宣传教育
、技术支持

提供科学咨询和政策建议

荒漠化监测与荒漠生态系统的调查评估

荒漠化防治的公共宣传与教育

荒漠化土地保护和修复领域的科学研究

国际荒漠化、土地退化防治与生态保护政策、
指南、规划的宣传与推广

跨境沙尘暴监测、预警与治理的合作

沙区植被保护与利用的社区参与共建

自然保护区公众教育与社区共建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

自然保护区科学研究（限实验区）

自然保护区监测巡护（限实验区）

风景名胜区保护和利用

风景名胜区规划、建设和管理

森林公园建设与管理、能力建设

国家公园社区共管与特许经营研究

国家公园宣传教育

国家公园立法研究

国家公园社会参与机制研究

国家公园规划管理

国家公园标准体系建设

自然遗产保护、规划、建设和管理

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公众教育与社区
共管

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生态旅游

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科学研究（限适
度利用区）

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监测巡护（限适
度利用区）

地质公园建设、管理、科研科普与可持续发展
合作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环
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及省

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

野生动植物及
其栖息地保护

保护区、国家
公园、风景名
胜区、森林公
园、地质公园

建设

荒漠化防治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及省级人
民政府主管部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及省级人
民政府主管部门

环保



水污染防治

大气污染防治

土壤污染防治

噪音和光污染防治

生态环境监测

生态环境立法和执法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

生态环境宣传教育

流域生态
环境保护

气象业务和
服务

气象观测、预报、服务、咨询交流与合作
中国气象局及省级人民政府

主管部门

社会救助政策研究及交流

社会救助对象个案救助

社会救助专业人才培训

社会救助的组织实施等辅助性工作

社会福利政策研究、规划、咨询

慈善事业发展

养老服务业发展

社区治理与社区服务

社会工作

志愿服务

未成年人保护

儿童福利事业发展

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宣传和技能培训

款物捐赠

国际交流与合作

扶贫减贫
国务院扶贫办、国家民族事
务委员会及省级人民政府主

管部门

残疾人康复

残疾人就业

残疾人扶贫

残疾人权益保障

残疾人教育

残疾人文化体育

社会事务及
社会工作

济困
、救
灾等
方面

社会福利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民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及省
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和省级

残联

残疾人工作

社会救助

防灾、减灾、
救灾

应急管理部及省级人民政府
主管部门

污染防治

民政部及省级人民政府主管
部门

生态环境部及省级人民政府
主管部门

环保



律师管理和能力提升

法律援助

人民调解

法治宣传教育服务

性别平等

妇女发展

工会工作 工会研究交流合作活动 中华全国总工会及省级工会

社会组织管理研究

社会组织管理交流与合作

对外友好交流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

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在境内举办华侨华人国际性联谊活动
国务院侨办及省级人民政府

主管部门

中国侨联及省级侨联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政策研究

公共就业规划和政策研究、咨询服务

自然人移动研究、交流与合作

侨务领域交流

          1、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第

三条、第十一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制定本目录名录，为境外非政府
组织在境内依法开展活动提供指引。
         2、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申请设立代表机构，根据业务范

围、活动地域和开展活动的需要，依照本目录名录确定业务主管单
位，并经业务主管单位同意后，向所设立代表机构所在地的省级人民
政府公安机关申请登记。
         3、境外非政府组织设立代表机构涉及多个活动领域的，应以其

主要活动领域和主要业务范围确定一个业务主管单位，所涉及其他领
域的活动内容，主要业务主管单位可以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相关主
管部门积极配合，共同做好服务管理工作。

         4、各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结合本地实际，会同有关部门，参

照本目录名录，研究制定并发布本地区《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领域和
项目目录、业务主管单位名录》，为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内依法开展
活动提供指引。
         5、本目录名录依据《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活动领域和项

目目录、业务主管单位名录（2017）》修改，并将根据境外非政府组

织在中国境内活动的实际情况和变化，适时予以调整和变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及省级
人民政府主管部门

民政部及省级人民政府主管
部门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及省级
妇联

司法部及省级人民政府司法
行政主管部门

妇女发展和
性别平等

说明：

其他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社会组织研究
、交流与合作

法律工作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