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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會 
 

¢群體性事件頻頻發生，意味社會不穩定因素持續增加中。近期群眾性事件

表明民眾的權利和自我意識的覺醒和提高，不過客觀上中共仍然有足夠的

能力應對這些挑戰，革命實現的可能性較低。 

¢各地民眾對於基層貪腐、官商勾結行為愈來愈難以忍受，紛紛以抗議手段

表達不滿，似在應驗前總理溫家寶之「中國共產黨最大的危險就是腐敗」

的警告。 

¢各地發生多起土地及水資源污染事件，使新領導人上台宣誓重視整治環境

污染的決心備受考驗。 

¢大陸國務院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密集印發通知，規定所屬做好食品安全

之監管工作，落實成果仍有待觀察。 

¢大陸國務院各部委相繼印發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通知，說明高校畢業生就

業工作嚴峻。 

¢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政府積極鼓勵設立養老機構，使老齡事業得以迅速

發展，讓老年人口得到應有的照顧。 

 

一、社會矛盾 
u群體性事件頻頻發生，意味社會不穩定因素持續增加中 

5月 3日，北京市豐台區京溫服裝城樓下發現遺體，因警方迅速將其認定為自

殺事件。5月 8日，死者家屬和同鄉因對認定結果不滿聚集該商城抗議示威，引發

數千民眾參與抗議（多維新聞，2013.5.9；BBC中文網，2013.5.8）。除北京外，5月以來大陸多地

出現不少群體性事件，包括 5 月 1 日，千餘名上海民眾遊行至松江區政府前靜坐

示威，抵制該區一家鋰電池廠；5月 4日，雲南昆明數千民眾聚集市中心示威，抗

議中石油一項 PX項目落戶；5月 6日，廣東深圳眾多工人因公司倒閉追討欠薪，

並走上街頭示威；5月 8日，江西弋陽一輛警車撞死兩位村民，死者家屬等大量民

眾聚集在當地公安局示威（多維新聞，2013.5.9）。 

尤其是發生在雲南昆明的抗議事件，儘管昆明市政府、中石油、雲天化三方於

5月 10日舉行新聞會表示，石油 PX項目可能不興建（BBC中文網，2013.5.10），但有數百



22 
 

至上千人群眾於 5月 16日再次走上街頭抗議（BBC中文網，2013.5.16），創下為單一事件

不止一次上街抗議的特例。分析人士認為，近期大陸發生的這些群眾性事件都表

明民眾的權利和自我意識的覺醒和提高，而中共及其配套體制則面臨著公信力和

合法性喪失的危機；不過客觀上中共仍然有足夠的能力應對這些挑戰。陸媒指出

革命對於中國大陸而言永遠不是最佳和最先選項，其實現的可能性亦較低（多維新聞，

2013.5.9）。儘管如此，原中共黨校校刊「學習時報」副編審鄧聿文，在華爾街日報中

文網發表題為「中國會發生革命嗎？」的文章表示「革命的發生，既有必然因素，

也取決於很多偶然因素」；假如大陸現有經濟體制和政策得不到合理和有效調整，

突發性經濟危機，或偶發性政治、軍事、社會事件，都可能導致一定程度的動盪

甚至是革命（多維新聞，2013.5.9）。 

 

u各地民眾對於基層貪腐、官商勾結行為愈來愈難以忍受，紛紛以抗議

手段表達不滿 

大陸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 2012年 3月 26日，曾在廉政工作會議上強調：「中

國共產黨最大的危險就是腐敗」（中央社，2012.3.26）。果不其然，大陸民眾抗議官商勾結

的案件不少。近期亦有不少抗議事件，包括廣西沙田鎮有上千村民在 6 月 1 日堵

塞道路，抗議官商勾結造成對生態環境和漁民傳統生活方式的破壞（自由亞洲電台，

2013.6.2）；廣東省吳川市塘綴鎮 6月 21日發生千人護地遊行事件，主因是該鎮低垌

村村民不滿鄰村龍村的有關人員賄賂政府官員，強搶低垌村一塊名為「沙坡」的

土地（自由亞洲電台，2013.6.21）；6月 22日在廣州，有數百名南海艦隊轉業軍官示威抗議

軍隊上層貪腐，將為基層軍官建房的土地違規出租牟利（自由亞洲電台，2013.6.24）；6 月

29日河北遵化市黨峪鎮上千名村民封堵鎮政府門口之 112國道，抗議當地官員貪

污徵地款 6百萬（自由亞洲電台，2013.6.29）。此等抗議事件，似在應驗溫家寶之「中國共

產黨最大的危險就是腐敗」的警告。 

 

二、安全監管 
u各地發生多起土地及水資源污染事件，使新領導人上台宣誓重視重視

整治環境污染的決心備受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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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3月 24日四川眉山市彭山縣南河河道出現上千隻被拋棄的死鴨，引發當民

眾對於環境污染的恐慌後（BBC中文網，2013.3.24），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 4月 2日發表

調查報告，披露四川省三個大型磷化工企業在居民區附近，違規大量堆放氟化物

超標的危險固體廢物磷石膏；綠色和平呼籲相關政府部門立即採取行動，對於此

次調查涉及到的全部磷石膏渣場和涉事企業進行調查整頓，並妥善處置問題磷石

膏，對受影響村莊進行健康和法律援助（BBC中文網，2013.4.2）。由於四川是中西部開發

的重點省份，地方政府重視經濟發展多於環保，致監管不力。 

此外，山西省大同市天鎮縣張西河鄉張西河村村民 4月 8日發現，當地企業排

汙致莊稼部分絕收，據調查該等企業已違法生產 6年（人民網，2013.4.9）；4月 19日河

南洛陽偃師市一處村莊，有數百頭豬狗集體死亡，專家研判，係有害氣體嚴重損

害家畜呼吸系統而導致死亡（BBC中文網，2013.4.19）；江西吉安市安福縣、吉水縣等地區，

因為農民所使用的化肥含有毒物質，導致數千畝水稻秧苗枯萎，上千戶農民受損，

當地警方已查封該化肥生產廠家，並立案調查（新華網，2013.4.26）；陝西商洛市商州區

劉灣街道辦圓明村至三十裡鋪村，僅 15公里的河段擠了十幾家大型碎石場和淘砂

場，使原本清澈的河水變成泥水，附近村民公開表示要花 1 萬元請商州區環保局

長到河裡游泳檢測水質（人民網，2013.5.23）。環保部專項檢查結果顯示，華北平原局部

地區地下水存在重金屬超標現象，受檢查的 2.6 萬多家企業中，55 家企業存在利

用滲井、滲坑或無防滲漏措施的溝渠、坑塘排放、輸送或者存貯污水的違法問題，

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為追求 GDP而任由企業亂排亂放（新浪網，2013.6.3）。據悉新任領

導人上台曾宣誓治理環境污染，如今環污事件頻傳，也考驗著新領導集體的決心。 

 

u大陸國務院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密集印發通知，規定所屬做好食品

安全之監管工作 

大陸國務院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分別於 5月 9日及 16日，印發「2013年食

品安全國家標準專案計畫的通知」、「關於進一步做好食品安全相關工作的通知」。

第一份「通知」要求所屬填報專案委託協議書，及時落實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專案

計畫，並於 5月 20日前報送；另規定專案承擔單位和專案負責人，要加強食品安

全國家標準制定、修訂工作的管理，保證專案品質和進度，於 12 月 30 日前提交

工作中期進展報告和經費使用情況報告（大陸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2013.5.9）。第二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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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則在要求所屬做到以下工作重點：(一)切實履行職責、狠抓任務落實；(二)

加快食品安全標準建設；(三)認真組織開展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工作；(四)做好食

源性疾病監測報告工作；(五)扎實推進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工作；(六)強化宣傳和

風險交流工作；(七)加強食品安全相關工作體系能力建設。另要求各地要結合地

區實際情況，抓緊制訂貫徹落實的具體工作方案，及時向當地政府彙報，年度工

作進展和完成情況於 2014年 1月底前報告（大陸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2013.5.17）。將時程與

工作內容作如此詳細的說明，代表該單位對食品安全監管的重視，然而大陸各地

方部門普遍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心態，能否落實仍有待觀察。 

 

u大陸國務院各部委相繼印發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通知，說明高校畢業

生就業工作嚴峻 

大陸國務院辦公廳於 5月 16日印發「關於做好 2013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

生就業工作的通知」，指出 2013 年普通高校畢業生 699 萬人，比 2012 年增加 19

萬人，就業壓力增大（大陸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2013.5.17）。據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表示，

這是繼 2011年國務院印發「關於進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的通知」

後，再次發出「通知」，旨在指導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大陸人

力資源社會保障部，2013.5.17）。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據此於 5月 29日提出「關於實施離校

未就業高校畢業生就業促進計畫的通知」，要求所屬做好以下工作措施：(一)地方

各級人社部門所屬公共就業人才服務機構和基層公共就業服務平台，要向所有離

校未就業高校畢業生的高校畢業生開放；(二)對實名登記的所有未就業高校畢業

生，提供更具針對性的職業指導；(三)對有求職意願的高校畢業生，要及時提供

就業資訊；（四）對有創業意願的高校畢業生，要納入當地創業服務體系；（五）

要將零就業家庭、經濟困難家庭、殘疾等就業困難的未就業高校畢業生，列為重

點工作對象；（六）對有就業見習意願的高校畢業生，要及時納入就業見習工作物

件範圍；（七）對有培訓意願的離校未就業高校畢業生，組織參加職業培訓和技能

鑒定；（八）提供人事勞動保障代理服務；（九）加強勞動權益保護（大陸人力資源社會保

障部，2013.5.29）。輔導高校畢業生工作的說明詳盡，顯示大陸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嚴

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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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老化 
u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政府積極鼓勵設立養老機構 

大陸國務院於 5 月 20日公布「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的通知」（以

下簡稱「通知」），「通知」指出，人口老齡化將加快，自 2011年到 2015年，60歲以上

老年人將由 1.78億增加到 2.21億，平均每年增加老年人 860萬；老年人口比重將

由 13.3%增加到 16%，平均每年遞增 0.54個百分點。老齡化進程與家庭小型化、

空巢化相伴隨，與經濟社會轉型期的矛盾相交織，社會養老保障和養老服務的需

求將急劇增加。未來 20 年，人口老齡化日益加重，至 2030 年老年人口規模將會

加倍，老齡事業發展任重道遠（大陸民政部，2013.5.20）。為了讓老年人口得到應有的照顧，

大陸民政部於 6月 27日通過「養老機構設立許可辦法」，規定床位數在 10張以上，

並滿足其他諸如管理制度及專業人員即可設立養老機構（大陸民政部，2013.6.27）。養老機

構的設立門檻不高，應是為了老齡事業得以迅速發展，讓老年人口得到應有的照

顧。 

 

四、少數民族 
u大陸當局面對新疆不斷發生的族群暴力衝突事件，重申新疆的事件不

是民族、宗教問題，而是恐怖襲擊 

   新疆今年暴力事件頻傳，今年 4月曾發生導致 21死的暴力事件，美國隨後發

表聲明，敦促大陸當局保障維吾爾族人士權益（臺灣英文新聞，2013.6.26）。另在 2009年新

疆「七五」事件屆滿四週年前夕，以往相對平靜的東疆地區，又傳出疑似維吾爾

族攻擊當地政府機關的反「中」事件，據大陸官方新華社報導，新疆吐魯番鄯善

縣連木沁鎮 6月 26日清晨，至少十餘名「暴徒」持刀攻擊警察和政府機關，後遭

公安開槍擊斃，共造成至少 27人喪生。海外維吾爾組織透露，大陸當局封鎖該鎮

並進行清查，當地電訊及網路已被切斷（自由時報，2013.6.27）。 
   大陸當局對於新疆頻傳的暴力事件，於 4 月 25 日召開副省級以上領導幹部

會議，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強調要堅決保持對「三股勢力」（即暴力恐怖、民族分

裂和宗教極端等三勢力）的嚴打高壓態勢，且表示對暴力恐怖犯罪要毫不手軟，堅決將其

消滅在萌芽狀態（聯合早報，2013.4.27；成報，2013.4.27）。大陸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則於 6月 28日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部署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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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社會穩定、維護各族人民利益工作。隨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則率

工作組於 6月 29日抵達新疆烏魯木齊，召開全區黨政幹部大會，傳達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會會議精神，研究落實當前維護新疆社會穩定、維護各族群利益具體措

施（澳門日報，2013.6.30）。  
   俞正聲指出，要保持對暴力恐怖犯罪的嚴打高壓態勢，形成強大威懾力。要
全面加強社會面整體防控，同時加強對重點地區、重點單位、重點要害部位的安

全防範。同時強調，要毫不動搖堅持依法嚴厲打擊暴力恐怖犯罪活動，一旦發生

打砸搶燒等犯罪活動，要依法嚴懲。另也指出，要加強輿論引導，即時發佈權威

信息，揭露事實真相，牢牢把握輿論主動權。要廣泛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

策，廣泛宣傳國家法律法規，廣泛宣傳「團結穩定是福、分裂動亂是禍」的道理（文

匯報，2013.6.30）。另外，大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在 6月 29

日於新疆武警部隊維穩誓師大會上也表示，武警部隊要堅決貫徹習近平與大陸中

共中央政治局指示與會議精神，持續增強大局意識、政治意識、責任意識，依法

嚴厲打擊暴力恐怖犯罪，切實保障各族安居樂業（臺灣英文新聞，2013.6.30）。 
   除了對內採取增強新疆維穩工作外，大陸當局面對外界對於統治新疆採取高
壓統治的質疑，也透過官方媒體譴責，例如美國對新疆暴力恐怖襲擊不僅不予以

譴責，反而無中生有，指責大陸的民族宗教政策（中國新聞社，2013.7.1）。另外，報導也

引用旅居海外華僑的看法來澄清問題，例如東盟秘書處公共事務主任李鍵雄便指

出，對於大陸新疆地區發生的暴力恐怖犯罪事件深感驚訝，大陸當局對少數民族

有相關的優惠政策，尊重和保護少數民族文化。因此，問題的根源並不是大陸當

局對少數民族「不公平」，也不是所謂的宗教問題（中國新聞社，2013.6.30）。 
   從此事件顯示，大陸當局目前面對新疆頻傳的暴力事件，雖希望透過各種統
治措施，以穩定新疆內部情勢之變化，並對外界的質疑重申新疆的事件不是民族、

宗教問題，而是恐怖襲擊，且批評美國在反恐問題上搞雙重標準，惟儘管如此，

在面對不斷發生族群暴力衝突事件的情形下，如何有效且穩定的治理新疆，則仍

是其所面臨之嚴峻考驗。 

 
u大陸當局於香港推展「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作為少數民族文化產業

向外發展平臺 



27 
 

   大陸當局為推展少數民族文化產業發展，已於「文化部『十二五』時期文化產

業倍增計劃」和「文化部『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當中規劃推動「藏

羌彝文化產業走廊」發展項目，具體涉及大陸四川、甘肅、青海、雲南、西藏和

陝西等共 6個省區的 8個自治州及 3個生態區，少數民族人口超過 649萬，覆蓋

面積超過 52萬平方公里，其目的主要在這些民族特色鮮明的地區，建設一批具有

帶動示範作用的文化產業項目，把民族文化資源優勢轉變為文化旅遊和經濟優

勢，擴大民族地區就業，促進文化資源的保護和合理利用（香港商報，2013.6.27）。 
   最近，為進一步推展「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發展項目，大陸當局於今年 6

月 26日在香港舉辦「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香港推廣（精品展示）交流會」，由大陸四

川省文化廳和香港中國商會指導、四川天府文化產業發展促進中心和中國海外投

資年會顧問有限公司主辦，旨在促進大陸四川文化產業轉型升級，提升文化產業

發展品質，推動藏羌彝區域文化走出去，活動並透過來自大陸四川省近 20家文化

產品龍頭企業的 500餘件工藝美術品進行推展，內容涵蓋竹編、唐卡、蜀繡、羌

繡、年畫等十餘種文化產品（文匯報，2013.6.27）。 
大陸四川省文化廳副廳長竇維平指出，大陸四川省是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項

目實施的核心區域，也是唯一涉及藏、羌、彝三個少數民族聚集區的省份。這次

推介的項目包括大陸四川省甘孜、涼山和阿壩等藏羌彝民族地區在內的格薩爾文

化博覽園、康定情歌文化公園、九寨溝縣「國際演出場館」、藏羌民族工藝品開發、

大涼山古彝民族風情走廊、涼山彝族民俗村等在內的 38 個項目，總投資額近 70

億元人民幣，希望更多的香港企業把大陸四川作為拓展西部業務的重要基地，攜

手合作、共謀發展（成報，2013.6.28）。 
   從大陸當局對於「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發展項目推行之情形顯示，大陸各
省市於具民族發展或文化特色之地區，已逐步由結合推展當地文化產業或民族發

展特色之方式，來擴大產業經濟發展，並規劃透過香港作為其向外發展少數民族

文化產業之平臺。 
 

(戴東清主稿；少數民族部分由文教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