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萨克斯坦是个多宗教的国家， 有伊斯兰教、

东正教、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和萨满教等。 哈萨克

斯坦独立后对前苏联时期的民族宗教政策进行了

反思和总结，并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

民族宗教政策，把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建立和谐民

族关系， 作为保持国内政局稳定和巩固国家独立、

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和完整的一项重要政策，经过

20 年的探索，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适合于哈萨克斯

坦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的宗教管理法规体系。 2011
年 9 月，哈萨克斯坦颁布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宗

教活动和宗教组织法》（以下简称“哈萨克斯坦宗教

法”）草案，该法律草案经哈萨克斯坦上议院审议通

过后，将取代 1992 年 1 月公布的《信仰自由与宗教

组织法》。 该宗教法共 5 章 25 条，涉及政教关系、宗

教管理机关、宗教鉴定、宗教活动、宗教组织的注册

与管理、国家与外国宗教组织、宗教组织的财产以

及责任条款等多方面的内容。

一、哈萨克斯坦宗教法的特点

（一）强化管理

相较于 1992 年的《宗教法》，哈萨 克斯坦宗教

法在政教关系的调整、宗教组织的规范、宗教行为

的规制等方面，强化了国家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如

法律严格规定了国家相关机构对宗教组织 的登记

管理制度，提高了宗教准入的门坎；要求哈萨克斯

坦四千多个宗教组织在新法颁行后必须全部重 新

注册， 不经合法注册的宗教组织一律不得开 展活

动；传教尤其是外国人传教，必须经过严格审查并

提交一系列档案材料等等。 哈萨克斯坦宗教法在强

化宗教事务管理方面的上述规定一经施行，即招致

国内外宗教极端势力和组织的反对。 但值得注意的

是，虽然反对者指责宗教法的过分严苛是在“仿效

中国”，但通过审读新法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哈萨克

斯坦宗教法的这种“仿效”无论在立法理念和法律

内容上，都与我国现行宗教立法有所不同。 从理念

上说，哈萨克斯坦的宗教法所强调的“管理”是“法

律管理”而非“行政管理”；从内容上看，哈萨克斯坦

宗教法对宗教管理的形式、方法、途径、手段等，都

设立了具体的法律规定， 宗教管理机关的权限、活

动方式等均置于法律的严格管控之下，极大地减弱

了行政管理所固有的随机性、任意性和变通性。 如

果说“仿效”的话，哈萨克斯坦宗教法在“依法管理

宗 教 事 务”方 面，反 而 给 我 们 提 供 了 一 个 可 供“仿

效”的蓝本。

（二）宗教注册

哈萨克斯坦宗教法规定，任何宗教组 织，只有

在依法完成国家宗教注册之后，才能取得活动的权

利和自由。 该法提高了宗教组织申请设立的门坎，

将宗教组织发起设立的法定人数由原来的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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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到 50—500 人；将“宗教鉴定”规定为宗教注册

的前置条件，如果不能通过宗教鉴定，则审批机关

有权拒绝宗教注册的申请。 同时该法还规定了宗教

注册的审批机关为各级司法机关，规定了注册申请

的条件和程序，注册申请书的内容以及不予注册的

法律后果和救济途径等[1]。

（三）传教许可

哈萨克斯坦宗教法规定，传教许可是传教活动

的必备前提，哈萨克斯坦公民、外国人和无国籍人

只有经过注册后方可进行传教活动。 严禁未经注册

的传教布道活动[2]。 对于已经注册的传教人员，该法

要求“必须每年在全国机构下属的地区机关重新注

册”[3]。 这一规定的潜在含义是，外国人在哈萨克斯

坦的传教活动将因为受到护照、签证等限制而难以

为继。 该法还规定了传教人员在地区机构注册时应

出具的文件数据，对于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的注册申

请，除了提交上述材料外，尚需提供“证明传教人代

表的宗教组织是按照外国法律合法注册的合法檔”
[4]。 这一规定意味着，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在哈萨克斯

坦的传教行为必须获得哈萨克斯坦及其所在国 的

“双重许可”方可进行。

（四）宗教界分

哈萨克斯坦宗教法确立了“承认”与“尊重”的

复合标准， 在宗教的法律界分这一关键问题上，突

破了“合法”与“非法”的二元对立模式，确立了以文

化认同和信仰宽容为中心的新的立法标准，为宗教

和睦和社会和谐奠定了立法基础。

（五）政教分离

哈萨克斯坦宗教法将“法治原则”确立 为政教

分离原则的上位法则，为政教关系中的利益抉择提

供了鲜明的价值基准和法律界标；通过对政府行为

的“消极性规定”和宗教行为的“禁止性规定”，对政

教分离原则作出了合理的阐释；通过对宗教行为尤

其是宗教组织的一系列限制性和义务性规定，旗帜

鲜明地表达了深化宗教法治化进程的立法态度。

（六）宗教鉴定

哈萨克斯坦宗教法创造 性地在宗教 注册和国

家审批之间设定了宗教鉴定的中介程序。 宗教鉴定

的对象是申请宗教注册的组织，以及“目的在于创

制或开办宗教的文件或其它文献，有关宗教教育的

草案，有关宗教内容的信息数据，以及宗教使用的

物品”等；宗教鉴定的主持人必须是“有宗教知识的

人”，即宗教人士 [5]。 这一制度设计，使得宗教组织和

管理机关之间有了一个“中间地带”，舒缓了宗教组

织与管理机关之间的关系，强化了宗教管理的科学

性、程序性、客观性和公正性。

（七）宗教活动

哈萨克斯坦宗教法将宗 教活动的范 围和场所

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该法对宗教活动采用了“允

许”“限制”和“禁止”三种标准。 私人空间和领域内

的宗教活动属“允许”之列；国家政权机关和教育机

构内的宗教活动属“禁止”之列；而特定情形下公共

空间内的宗教活动则属于“限制”之列。 与我国法律

相比，哈萨克斯坦宗教法对宗教活动的范围及形式

的设计更为明确具体，既遵循了政教分离的立法原

则，又考虑了宗教的现实状况和信教群众的精神需

求。

（八）宗教分级

按照“分级设立，依法注册”的原则，哈萨克斯

坦宗教法将本国的宗教组织设定为“地方级”“地区

级”和“国家级”三级。 对各级宗教组织的组成、设立

条件及活动范围等作出了具体而详尽的规定。 对

内，规范了宗教组织的设立和管理；对外，通过宗教

组织成员构成上的“自己人原则”，有效抑制了外国

宗教势力的渗透，有利于国内政教局势的稳定和宗

教组织的磨合。

（九）宗教财产

哈萨克斯坦宗教法明确 了宗教财产 的私权属

性。 并允许境内的宗教组织以“不违背哈萨克斯坦

法律的方式”取得财产和财产权益。 该法扩宽了宗

教财产权的范围，适度突破了宗教财产经营性收益

的法律禁区，为宗教组织从事慈善事业和开展其他

营利性的社会活动提供了立法依据。 在整部宗教法

对宗教事务管理“偏严”的情况下，对宗教财产和财

产关系的调整却呈现出“宽松”的法律特征。

二、哈萨克斯坦宗教法的定位

（一）哈萨克斯坦宗教法的“三线法则”

哈萨克斯坦宗教法既非单纯的“管理法”，也非

单纯的“保护法”。 在立法定位问题上，哈萨克斯坦

宗教法在“信仰”“组织”和“行为”的三个层面上，分

别适用了“高线”“中线”和“底线”三级法则，表达了

“保护”“管理”和“容忍”的三种态度。 我们将其归纳

为宗教法总体定位中的“三线法则”

1.精神层面（信仰层面）上的“高线法则”，即“保

护法则”

哈萨克斯坦宗教法在“序言”部分规定：“国家

保护每个人的信仰自由，保护不同信仰的每个人的

平等权利。 ”由此确立了宗教信仰层面的保护法则。

这 种“保 护”，不 是 国 家 要 积 极 地 倡 导 宗 教①，而 是

“国家不得非法阻挠宗教活动， 破坏公民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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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和自由，侮辱自然人的宗教情感，亵渎或破

坏宗教教徒的宗教物品、 宗教建筑或宗教活动 场

所”[6]。 从立法本意来看，国家只要不出现“阻挠”“破

坏”“侮辱”或“亵渎”这样的极端行为，就认为已经

尽到了保护的义务。 所以，哈萨克斯坦宗教法的保

护是一种概括性和宣示性的保护。 它表明，即使对

宗教信仰采取了“高线”保护法则，国家对宗教的态

度依然是有所保留的，依然驻守着“不干涉”这样一

条基本底线。

2.组织层面上的“中线法则”，即“管理法则”

哈萨克斯坦宗教法第 3 章、 第 4 章用 11 条 41
款的篇幅（占整个立法近一半的内容）对宗教组织

进行了规定。 涉及宗教组织的级别、宗教组织的成

立、宗教组织的国家注册、宗教组织的章程、宗教组

织的取缔、宗教组织的财产等等，内容详尽，规范严

谨，条分缕析。 充分体现了“统一规范、依法管理”的

立法理念。 而这一理念也是贯穿在哈萨克斯坦宗教

法中的主导性理念。 据此而论，从对宗教组织进行

法律规制的角度看， 将哈萨克斯坦宗教法定位 为

“管理法”亦不为过。

3.行为层面上的“底线法则”，即“容忍法则”

哈萨克斯坦宗教法对宗 教行为采取 的是一种

“设定底线，越线必究，余者不问”的态度。 这个“底

线”体现在立法当中，就是哈萨克斯坦宗教法对于

宗教行为的限定性和禁止性规定。 哈萨克斯坦宗教

法在第 3 条第 9 款中，为宗教行为设定了 14 项“禁

止”，如“禁止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政党活动”；“禁

止 强 迫 宗 教 组 织 参 加 者 放 弃 属 于 自 己 的 财 产”等

等。 按照“凡法律所不禁止者，皆可为之”的现代法

治理念，只要哈萨克斯坦公民的宗教行为不触犯法

律的禁止性规定，则哈萨克斯坦法律就不予追究。

（二）哈萨克斯坦宗教法对政教关系的定位

哈萨克斯坦宗教法在阐释政教分离原则时，对

宗教设定了若干底线原则，主要是：“国家分离于宗

教与宗教组织”（政教分离原则）；“任何宗教都不能

被确立为国教或被确立为必须信仰的宗教”（不设

立国教原则）；“任何人都无权以宗教信仰的名义，

拒绝履行哈萨克斯坦宪法与其它法律规定的义务”

（教不干政原则）。 在国家对宗教的态度上，哈萨克

斯坦宗教法规定了两个“不干涉”：一是国家“不干

涉宗教组织的活动”；二是国家“不干涉公民、外国

人、 无国籍人的宗教态度以及他们的宗教归属，国

家也不干涉儿童的父母、或其他的儿童的父母合法

的代表基于自身的信仰对儿童实施的教育。 ”但这

两个不干涉都有法定的前提条件 [7]，达不到这个条

件，那么“政”对于“教”依然会依法予以干预。

“政教分离”并不意味着国家要弱化对 宗教组

织的管理。 宗教的领域不是超脱于人间的“圣域”，

宗教永远也不可能超然于人、 超然于人 的社会生

活、超然于调整社会生活的法律之外。 当宗教以其

特定的存在和形式对国家的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和

影响的时候，国家不可能漠然置之、袖手旁观。 值得

注意的是，时下哈萨克斯坦国内倡导政教分离的人

士中，有一部分所谓的“分离派”实则是“脱离派”和

“对立派”，他们的重心不在“辅政”而在“扶教”；不

在辩证统一，而在二元对立；不在政教分离，而在宗

教独立。

（三）哈萨克斯坦宗教法对宗教界分的定位

在哈萨克斯坦宗教法中，宗教界分的法律标准

是“承认”“尊重”和“宽容”。 按照这种界分，哈萨克

斯坦境内的宗教被分成三大类：一类是得到法律明

确 “承认的宗教”， 即伊斯兰哈乃斐教法派与东正

教；另一类是法律有条件地给予“尊重”的宗教，即

“与哈萨克斯坦人民的历史和精神遗产相关” 的宗

教 [8]；还有一类，哈萨克斯坦法律虽未明确规定，但

依据其法意可以推知，是前两类宗教之外的，不违

反哈萨克斯坦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并因此得到 哈萨

克斯坦法律“宽容”对待的其他宗教。 在哈萨克斯坦

法律的这种界分下，哈萨克斯坦境内的绝大部分宗

教，除了严重践踏法律、危害社会的极端宗教之外，

都在法律当中找到了对于自己的认同，虽然这种认

同的程度是有所差别的，但这种差别不足以在国家

与宗教之间形成难以破除的法律壁垒，这就为宗教

与国家和社会的和谐创造了条件。

（四）哈萨克斯坦宗教法对宗教活动的定位

哈萨克斯坦宗教法以列 举的方式规 定了可以

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和禁止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可以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主要是“礼拜地点、宗教

组织的机构内部、坟地或火葬场、居民住房内部（以

不伤害附近居民的权利为前提）”等；禁止进行宗教

活动的场所是“国家机关、军事机构、教育机构（宗

教学校除外）、执法部门、保安机构”等。 特殊情况

下，宗教行为也可以在群众集会、聚会和游行时进

行，但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 同时，

法律也充分尊重了宗教对信仰者的精神慰藉作用，

规定：“在必要情况下，经亲朋好友的申请，可以邀

请在哈萨克斯坦法律注册的宗教组织的神职人员，

前往受监控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病人、养老院的

老人和残疾人，进行宗教仪式和礼仪，但不得妨碍

上述组织的活动，不得损害他人的健康和权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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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酌哈萨克斯坦宗教法的上述规定，我国《宗教法》

在对宗教活动尤其是对宗教活动的场所进行 规范

时，应当充分考虑如下方面：

其一， 仅将宗教活动限定在 “宗教场所内”进

行，是否有范围过窄之嫌，是否可以考虑对私人空

间内的宗教行为采取适度放宽的立法态度。

其二，如何划定宗教活动的“法律禁区”？ 国家

机关和教育机构作为宗教活动的禁区自不待言，问

题是，所有的“私人空间”（如新疆的“地下讲经所”）

都在法律的“允许”范畴之内吗？ 我们以为未必尽

然。 我们的观点是，宗教法上的“私人空间”，应当是

对特定空间的“性质”的描述，而不是对这一空间的

地点和位置的描述。 为此，我国宗教法在对于私人

空间内的宗教行为适度放宽的同时，应当对私人空

间内宗教行为的性质进行法律甄别。 这种甄别就是

使用立法技术上的“但书条款”，对私人空间内的宗

教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定。 如哈萨克斯坦宗教法在规

定私人住宅内的宗教行为自由的同时， 又附加了

“不得损害附近居民的权利”这样的限制性条件。

其三，如何界定“宗教行为”？ 宗教活动的场所

和宗教活动的行为密不可分。 哈萨克斯坦法律对宗

教活动的场所进行了法律设计，但对宗教行为的表

现形式未作规定。

哈萨克斯坦政府不断加 强宗教管理 立法的力

度， 对国内的各类宗教活动和势力正在加强管理。

在独立后通过的两部宪法中，对公民信仰宗教和宗

教在哈萨克斯坦的活动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其核心

内容包括：1. 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保障国家的非宗

教性质，制定建设“民主的、世俗的、法制的国家”的

基本方针，以法律保障政教分离原则；2.法律保障公

民有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并不因信奉了某种宗教

而受到歧视，而且公民有权决定是否公开自己所信

奉的宗教或教派， 但神职人员不能参加总统选举，

也不能担任国家公务员；3. 规定宗教组织只能在国

家认可的范围内活动， 宗教团体不能建立政党，而

各类政党和其他政治团体不得参与宗教派别活动，

更不得借宗教派别之争挑起宗教冲突；4. 外国宗教

组织在哈萨克斯坦的活动和外国宗教中心对 哈萨

克斯坦国内宗教领袖的任命，以及外国宗教组织在

哈萨克斯坦开展宣传和教学活动等都必须经过 哈

萨克斯坦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 巴耶夫强调 政治稳定

与族际关系和谐是建立民主和法制国家的重要 条

件，并在立足该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的基础上逐

渐形成并完善了其民族宗教管理法规体系，对维护

哈萨克斯坦国内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 积极

作用，其诸多理念和措施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注释：

①值得注意的是，除序言部分外，该法 对宗教

组织和宗教行为再未使用“保护”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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