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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會  
 

█青海玉樹發生7.1級地震，造成2,698人死亡；其受關注程度雖不

如2008年汶川地震，但由於震度大且災區為藏民聚居區，對大陸

當局具高度敏感，故仍比照「汶川地震」救災處理規模。 

█南方10省發生嚴重水災，造成215人死亡與593億元（人民幣，以下同）

的直接經濟損失，顯示大陸極端天氣的增多與基層水利建設的不

足。 

█手足口病提前於４月進入高峰期，截至6月22日止，累計報告病例

987,779例（其中重症病例15,501例，死亡537人），與2009年同期相比有明顯增

加。 

█連續發生6起校園凶殺案，共造成19人死亡70多人受傷，凸顯大陸

潛藏的官員與社會矛盾、精神病患處理及失業民眾安置等諸多問題。 

█媒體對校園血案的報導引發正反兩面意見，部份媒體認為報導事

實可對政府產生正面壓力，並避免流言引發公眾恐慌；另有輿論

認為不應對「校園兇殺」事件大肆渲染，以免產生模倣效應。  

█遼寧省大連莊河市發生村民群跪求見市長未果事件，導致莊河市

長因此下臺，並引發大陸集體跪官的風潮。 

█深圳富士康園區連續發生12起跳樓事件，造成10死2重傷，並引起

社會對新一代農民工處境的關注；為緩和輿論壓力，富士康宣布

一連串的加薪措施。 

█富士康連續跳樓與本田罷工事件引發大陸罷工潮，工人要求提高

薪資並改善工作條件；為紓緩勞資矛盾，大陸2010年以來已有27

個省（區、市）提高最低工資，其中以海南省提高31.7%居首。「中華

全國總工會」亦提出要推行工資集體協商機制，以提高工人薪酬。 

█中共中央及國務院召開新疆工作座談會，會後相關機關即陸續製

訂相應法規及政策予以配合，中宣部和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

員會等亦共同組織「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精神」萬人宣講團分赴

新疆各地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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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災與季節性傳染病 
◆青海玉樹發生7.1級地震，造成2,698人死亡 

4月14日上午7時49分，大陸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玉樹縣發生芮氏規模7.1級

地震（屬破壞力強大的淺層地震【震源深度14公里】。中評網，2010.4.17），災區範圍約3萬平方公里（與青

海相鄰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西藏昌都及那曲部分地區亦受波及），主要造成玉樹縣和稱多縣部分地區

共12個鄉鎮受災，重災區約900平方公里（主要集中在玉樹州府所在地的結古鎮。人民網，2010.4.18），

共造成2,698人死亡，270人失蹤，1萬2千多人受傷（新華網，2010.5.31；聯合早報，2010.6.1）和

約1萬5千戶民房倒塌（新華社，2010.4.15）。 

由於當地經濟發展較落後，災區房屋結構以土木、磚木結構為主，抗震性能

差（農村地區大部分為土木結構房屋；城鎮房屋土木結構占 70%以上，磚木結構和磚混結構約占 20%左右，鋼筋混凝土

結構約 10%），造成房屋建築毀壞嚴重（結古鎮的土木、磚木結構房屋幾乎全部倒塌或嚴重破壞，磚混結構房

屋 80%以上倒塌，鋼筋混凝土結構則約只有 20%倒塌。中新網，2010.4.20）。在交通與設施方面，地震造

成玉樹機場至結古鎮道路中斷，震區出現多處道路受損及 10餘座橋樑位移情形。

電力、水利等基礎設施亦遭破壞。交通設施受損加上災區環境惡劣（包括地形崎嶇複雜、

高海拔含氧量低、日夜溫差大、震後出現低溫雨雪天氣、陸路交通距離遙遠及空運能力有限等問題），造成救災難

度加大，不但物資運輸較慢，部份救災人員亦出現高山症反應（新華社，2010.4.20）。  

此次「玉樹地震」受到大陸民眾與國際社會關注雖未若2008年5月12日發生的

四川「汶川地震」。但由於震度大且災區為藏民聚居區，對大陸當局而言具高度敏

感，故仍比照「汶川地震」救災處理規模，包括：政軍高層趕赴災區視察災情、

慰問災民（14日在地震發生後，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隨即趕往災區；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前結束外訪於4月15日返國【原

預定結束美國訪問後，於4月14-18日期間，訪問巴西出席「金磚四國」領導人會晤及訪問委內瑞拉、智利】，主持召開中央

政治局常委會議，部署抗震救災工作，18日並赴災區視導；1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秘書長馬凱、公安部部長孟建柱及17

日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赴災區視察災情、指揮救災工作)；中央、地方迅速動員展開救援工作(成立

抗震救災總指揮部，啟動地震1級應急響應及重大災情2級預案)；軍方迅速出動應急救援（北京、蘭州、濟南、

成都軍區與二炮、武警部隊，以及總參謀部、總後勤部直屬部隊，空軍和陸航部隊，均參與執行救災任務）；擬訂宣

傳主旋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4月17日結束在土耳其的訪問提前回國，主持召開中央宣傳文化部門和主要新聞

單位負責人會議，部署抗震救災宣傳報導工作)，發布記者管理規定(制定「境外記者採訪玉樹地震災區管理意

見」)，加強維穩、統戰(「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4月19日召開相關會議下達指示)，以安撫藏民、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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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區穩定，並顯示當局的重視，避免授予外界責難口實。  

◆南方發生嚴重水災，貴州因豪雨造成土石流 

自6月13-29日，大陸南方多次降下暴雨，洪水遍及長江、閩江、西江3個流域，

江西、福建等110多條河流洪水超過警戒線，9條河流發生破歷史紀錄洪水，為近

年來少見的嚴重災害。受災區域集中在江西、福建、湖南、廣東、廣西、浙江、

重慶、四川、湖北、貴州等10個省（區、市），死亡人數達215人，直接經濟損失高達

593億元。廣西西江、江西鄱陽湖、湖南洞庭湖和廣東北江等水系的部分地區多次

重複受災（新華社，2010.6.28）。其中災情較為重大的是6月28日貴州關嶺縣大寨村因連

日豪雨發生土石流，截止7月3日，已有26人確定死亡，另有73人失蹤，大部份為

老人與小孩（新華社，2010.7.3）。 

大陸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副主任束慶鵬表示，2010年水災主要呈現4

個特點：（一）災害損失較重。主要統計指標與2000年以來同期平均值相比，除

死亡人數多出1.5成外，其他均多出6成以上。（二）山洪導致人員死亡比例高。山

區發生的山洪、土石流，及其引發的房屋倒塌導致死亡人數占總死亡人數近9成。

（三）受災區域集中且損失嚴重。6月13-29日南方 10省（區、市）水災占2010年以來

全大陸水災總損失和死亡總人數的7成和5成多。（四）與多年同期相比，水災死

亡人員相對較少。災區各級政府及時疏散受威脅區域的群眾466萬人，減少水災可

能造成的人員傷亡（今年以來，全大陸水災造成人員死亡381人，比1990年以來歷史同期均值減少近4成。新華社，

2010.6.28）。 

大陸西南地區於2009年末至2010年年初才發生嚴重旱災，此次繼而又發生嚴

重水災，凸顯大陸極端天氣明顯增多（大陸水利部網站，2010.7.7）與基層水利建設不足的

問題（新京報，2010.7.7）。而死亡人數的降低也顯示大陸當局在水災應對方面已累積一

定的經驗，故能及時疏散受威脅地區的群眾，減少民眾傷亡。 

 

◆手足口病進入高峰期 ，疫情較去年同期大幅成長 

每年5-7月是大陸手足口病的流行季節，但2010年從4月開始就已提前進入高峰

期（中國古都網，2010.5.11）。根據大陸衛生部的通報顯示，截至6月22日止，2010年累計

報告手足口病病例987,779例，其中重症病例15,501例，死亡537人，發生地區主要

分布在廣東、廣西、河南、山東、浙江、湖南和安徽。和2009年同期相比，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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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報告發病的地區、發病人數、重症數和死亡數均有明顯上升(大陸2009年上半年手足口病

病例數614,901，重症數為6,932人，死亡數186人。中國消費網，2010.7.5；博訊新聞網，2009.7.23)，。 

此次發病以3歲以下兒童為多，分布則以農村為主（2010年1-5月的417例死亡病例中，296

例是農村病例，城鎮121例；發病24小時死亡的24例中農村有19例）。其特色為發病急，病程進展快，從

發病到死亡平均為3天，5天內死亡的約達百分之90%。 

由於手足口病患若得不到及時救助，死亡率會較高。大陸的農村地離市區比

較遠，醫療條件差，醫護人員的經驗亦較為不足，對於重症病例，早期識別能力

較差，導致早期死亡人數有所增加。為減少農村兒童重症及死亡病例的發生，提

高基層手足口病病例的發現率和重症病例的及時轉診率，大陸衛生部已採取分級

醫療及重症病例集中救治措施，並對農村衛生人員進行現場培訓和督導檢查（中新

網，2010.6.24）。 

大陸自2008年5月2日起，對於手足口病才有較完整的統計數字（2008年3-5月，手足

口病在安徽阜陽造成22人死亡，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2008年5月2日，大陸衛生部納入丙類傳染病進行管理，各級各類

醫療機構須按照「法定傳染病防制法」及「傳染病資訊報告管理規範」的有關規定進行報告，自此才開始有較完整的數字

統計。大陸衛生部網站，2008.5.3；? 凰網，2010/4/23；新三才網，2009/7/15 ），在短短的2年中，數字即呈

現快速的成長，未來疫情的發展與大陸當局的應對措施值得密切觀察。 

 

二、 治安與維權 
◆連續發生砍殺學童案，校園安全受重視  

3月23日，大陸福建省南平實驗小學發生排隊上學的小學生在校門口遭受砍殺的

事件，造成8名小學生死亡，5名重傷(新華社，2010.3.24)，事件起因於曾擔任南平市馬站社

區診所醫生的鄭民生2009年6月因精神病遭辭退，心懷不滿憤而行兇（中新社，2010.3.24）。 

經媒體大幅報導後，一連串類似事件接連發生。4月12日，廣西省合浦縣西鎮

小學的數名小學生在放學途中遭到男子楊家欽持刀攻擊，結果造成1名小學生死

亡，2名小學生受傷(另有1名路人死亡，3名路人受傷)。經調查後，發現嫌犯係四處遊診的醫

生，並有精神病的病史（中新社，2010.4.13）。4月28日，廣東省湛江雷州市長沙鎮洪富

小學1名農村教師陳康炳，忽然衝入該校的教室砍傷17名師生，該名教師供稱係因

曾被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學學生指指點點，懷疑說其壞話，故進入學校報復(香港蘋果日

報，2010.4.29；中通社，2010.6.11)。4月29日，江蘇省泰興市失業男子徐玉元，持刀闖入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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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並砍傷29名學童和3名成人，該名男子原在當地1家保險公司工作，於2001

年遭辭退，此前並曾從事過違法傳銷活動（中通社，2010.4.29）。4月30日，山東省濰坊市

男子王永來騎摩托車攜帶鐵錘、汽油，不顧值班教師的攔阻，從學校側門強行闖

入該市尚莊小學，用鐵錘打傷5名學前班學生後，點燃汽油自焚後不治（信報，2010.5.1），

犯案原因疑為其新蓋養雞場被以占用官地及未有房產證為由強行拆除，為洩憤而

闖入學校殺人(明報 ,2010.5.1)。5月12日，陜西省南鄭縣聖水鎮林場村1名男子持菜刀闖

入村內幼稚園中砍殺園內師生，結果造成9人死亡（包括7名兒童、1名教師及1名成人）、11名

學生受傷，隨後返家自殺身亡。兇嫌為幼稚園校舍房東，可能因涉及租金糾紛而

行兇（香港經濟日報，2010.5.13）。  

2個月內連續發生6起校園凶殺案，共造成19人死亡70多人受傷，不但造成家

長的恐慌（據媒體報導，有家長聘請請武林高手擔任子女保鏢；有家長持刀訓練自己的女兒，以求在危機之下自保；

有些家長則自發成立護校隊，在校園周邊進行巡邏；有富人醞釀將子女送到海外求學。東方日報，2010.5.13），也引

起大陸當局高度重視，公安部門及各地教育廳紛紛做出緊急對應（內容包括加強校園附近

巡邏，加強對校園周邊流動人口、暫住人口和出租房間、旅館、網咖、娛樂場所的治安管理；校園增配保安人員，配發防

護器械，在學校門口和重點位置安裝視頻監控和入侵警報設施，在城鎮小學低年級和幼兒園推行學生接送卡制度等措施。

中評網，2010.5.4；中國時報， 2010.5.13 ）。  

此次校園連續兇殺案不只是單純治安事件，更凸顯出大陸潛藏的官民對立、

社會矛盾、精神病患處理、失業民眾安置等諸多問題（中國時報， 2010.5.13 ），加強校

園安全與社區治安恐僅能收一時之效果，深層問題仍待化解。 

 

◆媒體報導血案造成模仿效應，官方管制引發爭議  

4月29日江蘇省泰興市發生的幼稚園喋血案中，由於時間正好發生在上海世博

會（4月30日晚舉行開幕）之前不久，官方很快封鎖消息（相關醫生收到封口令，在網上披露事件的人遭到

警告，相關網路貼文全部被刪除，並禁止家長探望受傷小孩。中央社，2010.5.1），結果引發民眾上街遊行抗

議並砸碎醫院大門，當局事後才匆匆透過手機簡訊和電視等管道平息流言（亞洲週刊，

第24卷第19期，2010.5.16；信報，2010.5.3)。大陸知名的青年作家（剛獲選時代雜誌世界百大影響力人物）韓

寒，在部落格上寫了一篇「孩子們，你們掃了爺爺們的興」的文章，諷剌大陸當

局為圓滿舉辦世博會而掩蓋事件真相，但很快遭到管理者刪除（中國時報，2010.5.6）。 

不只官方在世博會之前管制報導引發爭議，對於此類兇殺案件媒體是否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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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詳盡報導，亦出現正反兩面意見。部份媒體認為在現今資訊發達社會，若不能

報導事實而向大眾隱暪真相，反會助長流言的產生，進而引發公眾的恐慌；而對

於涉及公共大眾的事務，若能讓輿論有效展開，不只有助於公民社會的建立，亦

可對當局產生正面壓力，促使其採取積極應對措施。但在另一方面，亦有輿論認

為，媒體不應對此類「校園兇殺」事件大肆渲染，以免潛在的犯罪者模倣作案的

方式與細節，導致同類案件相繼發生；部分媒體對殺人者「受迫害」經歷的渲染，

也容易產生「報復社會具正當性」的暗示(香港經濟日報，2010.4.30；大公報，2010.5.1；中國時報，

2010.5.13 )。這樣的爭議於富士康連續跳樓事件中又再度出現，可見大陸媒體對類似

事件報導的尺度與原則仍有待建立。 

  

◆莊河市群跪事件造成官員下臺，引發集體跪官潮流 

4月13日，遼寧省大連莊河市兩個村莊的村民到市政府前反映問題，稱村幹部

在填海工程和徵地補償中涉嫌挪用公款、受賄及怠忽職守。他們要求市長孫明出

面接待卻遭拒絕，於是朝市政府大樓下跪，但市長仍遲遲未出面。有人拍攝上千

村民集體下跪的照片，並上傳網路。由於網路話題延燒引發輿論抨擊，大連市24

日召開全市領導幹部會議，以「處置失當，負有主要負任」為由，責令孫明辭去

現職，並對其問責（人民網，2010.4.25；中國時報，2010.4.26）。 

莊河市群跪事件的示範效應，引起各地民眾群起效尤。4月22日，廣東省化州

市新安鎮梅子坑村小組近百村民，因與鄰村的田地劃界紛爭前往市政府上訪，見

無人理會而集體下跪，約1小時之後，才由該市公安局副局長出面與村民代表協商

（中通社，2010.5.18）。4月23日，江蘇溧陽2千民眾集體下跪，抗議當地化工廠排放有毒

氣體、液體，跪求行動長達1周；4月27日，湖北公安縣3百多名民辦教師在縣政府

前下跪，要求轉為公辦教師，並予以補償（太陽報，2010.5.10）。 

大陸出現群跪並始自莊河市，但以往大多內部檢討了事，莊河市長孫明下臺

主要是因為群跪照片在網上熱傳，再度印證大陸的網路輿論已成監督政府官員的

主要力量。此外，出現跪訪的「維權新招」，不但顯示出目前現有信訪、上訪等方

式功能不彰，民眾求告無門只能採取另類方式引人注目，更凸顯出大陸的長期累

積的官民矛盾，已非一名市長下臺即可解決，需要進一步思考如何制度化地落實

公民權利（香港經濟日報，201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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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勞工與就業 
◆富士康發生連續跳樓事件，新一代農民工處境受關注 

1月23日淩晨，19歲的深圳富士康科技員工馬向前被發現陳屍廠區宿舍樓下，

後經深圳市公安局寶安分局出具遺體解剖報告認定係墜樓死亡（新華社，2010.2.12），此

為深圳富士康公司2010年一連串跳樓事件的開端。3月11、17、29日，4月6日、7

日及5月6日深圳富士康公司又分別發生第2跳至第7跳事件，並逐漸引起媒體的關

注。5 月11日，中央電視臺「新聞1+1」節目播出「富士康：7連跳的謎團」專輯，

報導富士康工廠內人際關係疏離，並質疑富士康公司並未作好防止自殺的工作（聯

合報，2010/5/13），但就在節目播出之後，富士康於5月11、14、21、25日繼續出現第8

至第11跳事件。富士康總裁郭台銘26日抵達深圳緊急處理自殺事件，邀請境內外

近300名媒體記者參觀富士康工廠，並面對大眾鞠躬致歉（中評網，2010.5.27；新華澳報，

2010.5.27），但當（26）日晚間，富士康龍華園區又發生第12起墜樓事件。 

總計2010年至5月26日止，12起跳樓事件共造成10死2重傷。儘管富士康方面

認為墜樓事件應屬個案，且富士康園區的自殺率，並未高於全大陸平均（聯合報，

2010.5.13），但輿論普遍認定是富士康的管理方式導致員工壓力過大，才引發多起自

殺事件。 

由於媒體的大幅報導，富士康墜樓事件受到大陸中央與地方當局的高度關

注，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及廣東省的官員對富士康進行專門研究，多位深圳市官

員亦多次到富士康進行調研（新華澳報，2010.5.27）。為應對員工連續跳樓所帶來的輿論

壓力，富士康公司宣布一連串的加薪措施。5月27日，富士康宣布為大陸員工加薪

20％（聯合晚報，2010.5.27）；6月1日，富士康表示，富士康員工工資中的現金部分會立

即提升30%，超過5月底該公司表示的20％，一般生產線上員工，月薪將超過1,000

元，平均1人1年最少多4,800元（工商時報，2010.6.2）。6月6日，富士康再度發出公告，

繼加薪3成後，又計劃若通過3個月考核，月薪由1,200元，加至2,000元(中央社，2010.6.7)，

且會研究將額外成本轉嫁予客戶（經濟日報，2010.6.9）。 

在深圳富士康園區中，有85%以上的員工是所謂的「80後」和「90後」的新

生代農民工（中評網，2010/5/13），富士康事件的發生，引發大眾對新一代農民工生活處

境的關切。由於富士康設備齊全、福利制度健全、薪資給付規律且不延遲，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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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條件明顯優於其他企業，每天都吸引數千名求職者登門應聘。因此，富士康

事件不只是富士康管理問題的單獨事件，更反映出大陸農民工集體的生活困境（明

報，2010/5/16）。尤其是新一代農民工具有教育水準較高、重視自身權益、注重就業環

境等特點，再加上「一胎化政策」下，大多是獨生子女，離鄉背景、獨居工作，

又無法融入城市，因此抗壓能力較差，已不似其上一代為養家糊口能忍受嚴苛的

工作環境，而是將進城看作改變生活方式的機會，把個人的成長與發展看得比「飯

碗」更重，一但現實不如預期，心理常難以調適（新華社，2010.6.6）。此次富士康事件

的發生，顯示出大陸製造業原本的管理方式已無法適用於新一代的農民工，未來

勢必持續調整。 

 

◆富士康加薪與本田罷工引發工潮，27省調高基本薪資 

2010年以來，在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基尼係數由1978年前的0.18左右上升現在的0.48，超過國際的0.4

警戒線。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1983年達到56.5%的最高值之後，2005年下降到36.7%，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新華

網，2010.6.6)、大陸當局發出收入改革訊號（2010年大陸當局推動收入分配改革，國家主席胡錦濤、總理溫

家寶數度提出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個人工資收入的政策訴求）、東南沿海出現民工荒及物價上漲

導致工人生活負擔加重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之下，大陸農民工對薪資及工作條件的

不滿，開始持續發酵。自年初起，大陸即陸續發生少數工廠員工罷工抗議事件。 

5月17日，廣東省佛山市日資本田汽車零組件公司，因不滿工資及福利過低，

約1,000多名工人數次陸續停工，並於5月24日全面停工，導致本田在大陸的4家工

廠全面停產。為化解罷工風波，本田公司社長伊東孝紳親自至佛山處理，當地政

府、工會、企業和員工多方開會談判，之後大陸「全國人大」代表、廣汽集團總

經理曾慶洪亦介入溝通。勞工提出提高工資（月薪1,500元人民幣提升到2,000至2,500元）、建立

工人培訓機制、撤銷原南海本田廠工會重新選舉等3項要求；6月4日勞資雙方達成

協議，資方同意提高工資（工人工資提高34％，月工資大約提高到2,044元人民幣，餘2項要求並未獲同意），

6月7日全面恢復正常生產（中新社，2010.6.5；文匯報，2010.6.6）。 

  由於本田罷工事件受到媒體的廣泛報導，加上富士康事件的影響，由5月中旬

開始，大陸的罷工潮開始加速蔓延，包括山西國企的星火製藥廠(5月18日)、上海日資

的夏普公司（5月26日）、北京韓資的星宇汽車（現代汽車的供貨商）、江蘇臺資的書元機械

公司（6月5日）、廣東臺資的美律電子公司（6月6日）、廣東美資的偉創力集團（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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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內外資工廠都出現工人要求加薪或改善工作條件的罷工事件。為避免罷工潮擴

大，中共中央宣傳部下令禁止媒體報導罷工事件，並要求網站刪除部份有關罷工

消息及呼籲恢復罷工憲法權利、要求成立獨立工會的網誌（香港蘋果日報，2010/5/31）。 

大陸2010年先後有27個省（區、市）調高每月的最低工資，以紓緩勞資之間的矛

盾。從2月開始，江蘇省即率先帶頭調高，其後浙江、廣東、福建、上海等地都在

4-5月陸續調整，幅度皆逾10%，部份省份超過20%。7月1日，深圳、北京、河南、

陝西、安徽、海南等9省（市）亦跟進調整，除深圳平均調高最低工資15.8%外，其

餘各省市調幅均逾20%，其中海南省的31.7%居全大陸之首。但在調整之後，目前

仍只有廣東、深圳、浙江和上海的最低工資逾千元，其中上海為1,120元為全大陸

最高（香港蘋果日報，2010.7.2）。 

一連串的罷工事件顯示大陸官方似有意藉由工人罷工，督促企業轉型，以調

整結構，並進行收入改革，惟亦恐工潮進一步擴大、失控，影響經濟發展、社會

穩定，乃透過「中華全國總工會」於5月29日發出「關於進一步做好維護職工隊伍

和社會穩定工作的意見」，強調要在加大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切實維護職工合法權

益。並在工人與學者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呼聲下，於6月4日發出「關於

進一步加強企業工會建設充分發揮企業工會作用的緊急通知」，要求各級工會推動

「勞動法」、「工會法」及「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的實施，並提出要推行工資

集體協商機制，提高工人薪酬（星島日報，2010.6.7），目標為在2012年前在已有工會的企

業中實行集體合同制度，確實推進工資集體協商（中評網，2010.7.2）。 

  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地方政府為支援外資企業，傾向於提供充足的勞工供

應與低廉的勞力成本，農民工在勞資博弈中經常處於弱勢（信報，2010.6.14），但在此

次工潮之後，勞工以罷工手段爭得加薪，可視為大陸勞資關係的分水嶺。未來在

勞工意識高漲的情況下，勞資關係向資方傾斜的情況將發生根本變化。 

 

四、少數民族 
◆中共中央及國務院召開新疆工作座談會  

中共中央及國務院於 5 月 17-19 日在北京召開「新疆工作座談會」，這是自

1949 年以來大陸中央首次召開的「新疆工作座談會」（香港中通社，2010.5.18）。大陸國

家主席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吳邦國、賈慶林、李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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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及周永康均出席會議。其他出席人員尚包括新疆維

吾爾自治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自治區各市地州和自治區有關部門、各省、直

轄市及計劃單列市之主要負責人、解放軍及武警部隊有關負責人等共 359人（新華社，

2010.5.20）。 

胡錦濤在會上強調要做好新形勢下的新疆工作，並表示新疆工作在黨和國家

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戰略地位。新疆的發展和穩定，關係大陸的發展穩定

大局，新疆社會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後的社會生產

之間的矛盾，及仍然存在的分裂勢力。因此，新形勢下新疆工作必須緊緊圍繞推

進新疆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這個重大而緊迫的任務來進行。胡錦濤指出，新形

勢下新疆工作的目標任務是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

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到 2015年新疆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到大陸平均水準，

城鄉居民收入和人均基本公共服務能力達到西部地區平均水準；到 2020年基本消

除絕對貧困現象，達到人民富裕、生態良好、民族團結、邊疆鞏固，實現建設小

康社會的目標。他並讚許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新疆發揮了建設大軍的作用，表示

將繼續加強預算內投資，支持兵團切實履行好屯墾戍邊的重要職責。 

  溫家寶指出，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新疆發展的首要目標。大陸中央決

定在新疆率先進行資源稅費改革，將原油、天然氣資源稅由從量計徵改為從價計

徵；對新疆困難地區符合條件的企業給予企業所得稅「兩免三減半」優惠（該政策優

惠企業從開始獲利的年度起，第 1 年及第 2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第 3 至第 5 年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繼續加強投

資新疆自治區和兵團，「十二五」期間新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將比「十一

五」期間多 1 倍；鼓勵各類銀行機構在偏遠地區設立服務網點，適當增加建設用

地規模；適當放寬在新疆具備資源優勢、有市場需求行業的準入限制；逐步放寬

天然氣利用政策，增加當地利用天然氣規模等。 

周永康在會議結束時指出，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要把推進新疆跨越式發展和

長治久安，納入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整體工作中來部署（新華社，2010.5.20）。 

「新疆工作座談會」召開以後，相關機關即陸續製訂相應法規及政策予以配

合。如 5月下旬，文化部決定從實施「春雨工程」、文化遺產保護、加強文化市場

監管和加快文化產業發展等方面支援新疆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大陸財政部

和國家稅務總局於 6 月 1 日聯合發布「新疆原油天然氣資源稅改革若干問題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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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他如交通運輸部、民航局、國家工商總局、國家電網等均推出相關促進新

疆發展的措施（新華社，2010.7.4）。中宣部和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等共同組織

「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精神」萬人宣講團分赴新疆各地宣講（人民網，2010.7.3）。 

4月下旬，新疆黨委書記王樂泉被免任，由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接替其職務。

隨後大陸中央於 5月份召開「新疆工作座談會」，號召各省對口支援新疆經濟、批

准設立新疆喀什經濟特區。對於大陸中央的作法，外界認為張春賢替換鐵腕強勢

的「新疆王」王樂泉入主新疆，同時大力推動新疆發展政策，應為大陸中央試圖

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來緩和民族矛盾，並期促進民族文化融合（美國世界新聞網，

2010.7.4）。但反對人士認為新疆工作座談會推動的援彊政策，其實是有計畫的讓參與

援助新疆的省市加速瓜分新疆及加速新疆漢化（新世紀網站，2010.6.27）。長期以來，新疆

地區存在著民族矛盾及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是該地區發展的最大障礙。首次

召開的「新疆工作座談會」，中共中央給予新疆資金、政策上的支持外，並希望匯

集全國之力來援助新疆，是否有助於新疆地區的穩定及發展，仍值得進一步觀察。 

 

（天災與季節性傳染病、治安與維權、勞工與就業部分由企劃處主稿） 
（少數民族部分由文教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