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社會 
                                                                          

█北京奧運前建構京津冀大安保體系。 

█「平安奧運」與「開放奧運」難以平衡。 

█後奧運時代中國可能面臨經濟衰退與社會壓力。 

█三鹿奶粉延誤通報透露出政治敏感性。 

█中共試圖統一媒體口徑並限制律師串連。 

█中共採取行政問責並取消免檢制度進行補救。 

█三鹿事件涉及行業潛規則。 

█中共發表「西藏文化的保護與發展」白皮書。 

 

 

一、北京奧運 
從 3 月的拉薩事件，到 5 月的聖火傳遞受衝擊，再到 7 月雲南等地的巴士爆

炸引出的恐怖威脅，令北京把「平安奧運」當成奧運籌辦工作的一大要務，並對

此進行了精心布置（亞洲週刊，22卷 32期，2008.8.17）。 

 

◆建構京津冀大安保體系 
奧運前夕，原河北省政法委書記王其江於 6 月調任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原

黑龍江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楊煥寧 7月 16日上調北京任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兩

位政法系統高官的調職入京，目的在協助助奧運安保。楊煥寧曾是公安部副部長，

並是中央新疆工作協調小組、中央西藏工作協調小組和中央對外宣傳工作領導小

組成員，有處理「疆獨」、「藏獨」及國際公關經驗，被認為是此次北京奧運會的

必需（文匯報美洲版，2008.7.20；China Brief，2008.7.03，http://www.jamestown.org/china_brief/article.php? articleid=237 

4282）。王其江對京津周邊形勢頗為熟悉，上調中央，亦有助於協調京津冀三地政法

力量。另外，公安部現任副部長劉金國和原國家安全部部長許永躍都是從河北省

政法委書記任上上調。而接替王其江的是今年年初任河北省公安廳廳長的張越，

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公安部反邪教局局長，與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都頗

為熟悉。此次接任河北省政法委書記，負責京津外圍，亦被認為是中央在奧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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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築京津冀「大安保」的舉措（人民網，2008.8.16）。 

此外，學者林和立撰文認為中共以「人民戰爭」概念，對奧運期間的惹事生

非者和破壞者發起「人民戰爭」行動。動用特種部隊、公安、反情報特務、通風

報信的民防人員以及最先進的軍事和監視設備，並由百萬名奧運志工組成的特殊

「民兵」，40 萬名北京街道與居民委員會的城市志工，以及在北京各地安裝大約

26.5萬個監視器，來協助武警和反恐突擊隊執勤（China Brief，2008.7.17，http://www.jamestown.org/ 

china_ brief/ article. php? articleid=2374309）。 

 

◆「平安奧運」與「開放奧運」難以平衡 
中共為了顯示保障境內外人士合法的集會、遊行、示威權利，北京還依照國

際慣例，在靠近場館的 3個公園，專門設置「遊行示威區」（新華網，2008.7.30；星島環球網，

2008.7.24）。但是據路透社的報導說，北京政府設定的 3 個遊行地點在奧運期間從來

沒有發生過 1 次抗議示威，因為當局對於 77 項遊行申請全部予以拒絕（聯合報，

2008.7.30；BBC中文網，2008.8.25；亞洲週刊，22卷 35期，2008.9.7）。對此，北京奧組委執行副主席兼

秘書長王偉形容，申請人「通過與有關主管機關協商」解決了具體問題後，自行

撤回申請。王偉解釋：「中國法律是允許示威，所以有關部門接納了，也做了調解

工作，這也是中國工作的特色」（新加坡聯合早報，2008.8.22）。 

此外，少數外國人試圖舉行抗議活動，但均遭到警方的迅速鎮壓，連報導這些抗

議活動的外國記者也遭警方壓制。但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表示，在中國申請示威要依照

法律程序進行，外國人在北京舉行支持藏獨的示威活動，也要遵守中國法律（中新網，

2008.8.20）。中國大陸媒體避而不談北京當局在奧運期間對媒體的控制，以及對抗議活動

的限制。反而強調中國大陸現有社會制度的優勢，包括利用國家體制層層布建，有效

完成「精英反恐」和「全民參與」的結合，最終成功實現「平安奧運」的目標（文匯報、

星島環球網，2008.8.26）。但西方媒體也擔心奧運結束後，這些設備和組織及街居委將繼續監

控人民。而政法委和地方政法、公安部門的提升，讓外界擔心中共強化對司法系統的

控制，以維持穩定並壓制異議人士，此舉也讓政法系統權力更加膨脹（China Brief，2008.7.17）。 

 

◆後奧運時代的挑戰 
中國大陸在本屆奧運獲得 51面金牌，首度超越其他國家，這對於中共中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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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總算擺脫先前因為雪災、西藏動亂與四川大地震所帶來的陰霾。迄今中國大

陸媒體對於奧運的勝利仍保持克制，中共也刻意展現出在意國際友誼而非奧運獲

勝的形象，但一些媒體仍將中共獲得獎牌數目，視作為國力上升的標誌（The Economist，

2008.08.21，http://www.economist.com/world/asia/ displaystory. cfm?story_ id=11985394）。 

對於中國大陸「後奧運時代」的解讀，中國大陸經濟學家有樂觀的估計，

認爲北京奧運會後，上海還要辦 2010年的世界博覽會，2012年廣州還要辦亞運

會，一個活動接著一個活動，需要很多固定資產投資，可以確信奧運之後中國

大陸不會出現經濟蕭條（文匯報，2008.8.18；世界日報，2008.8.26）。不過今（2008）年以來，

國際經濟形勢變化，地方經濟發展面對美元疲軟、信貸困難、物價飛漲、勞動

力成本上升等問題，包括廣東、福建、浙江、江蘇等不少沿海城市的外向型企

業，出口嚴重受阻、原材料價格上漲。今年上半年廣東省註銷企業達到 3 萬 5

千家，珠三角、長三角頻頻出現企業倒閉或老板「逃跑」。北京正醞釀宏觀經濟

政策微調，「一防」變「兩防」，不僅要防通貨膨脹，同時要防經濟衰退（亞洲週刊，

22卷 32期，2008.8.17）。 

7月以來，不到 1個月的時間，包括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習進

平與李克強等 6 位政治局常委考察了山東、天津、江蘇、上海、廣東、浙江等 6

個沿海省市，與此同時，商務部、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稅務總局等負責

人也紛紛出動調研。這次考察、調研是中央及省市和有關部門負責人會議之後中

央、國務院領導和各部門的一次集體大行動。領導人分赴沿海省市調研經濟，同

時召集各路專家開會問診，行程之密、會議之多，顯示中南海對中國大陸經濟的

緊張程度，不亞於奧運會（人民網，2008.7.28）。 

從社會層面觀察，北京奧運顯示出中國式「集體力量」的強大。但不管任何

人賦予奧運會多少主觀意識，一場體育活動即使規模再大，當大部分人的興奮心

情平靜後，所面對的還有不少實際問題。雖然北京花費 160 億美元來打造「綠色

奧運」，爲了實現這個「百年夢想」，中國大陸民衆也犧牲了很多個體利益，如果

奧運會後一切恢復原狀，人們所付出的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本來應該是崛起標

誌的奧運會，也有可能成爲社會變革的轉折，進而讓西方的「後奧運」邏輯找到

支點（新加坡聯合早報，200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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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鹿奶粉」事件 
今（2008）年 9月 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醫院泌尿科接收了一名來自甘肅岷

縣的特殊患者，病人是一名只有 8個月大的嬰兒，可是卻患有「雙腎多發性結石」

和「輸尿管結石」病症，這是該院自 6 月 28 日以來收治的第 14 名患有相同疾病

的不滿周歲的嬰兒，這 14名嬰兒有著許多相同點：都來自甘肅農村，均不滿周歲，

都長期食用三鹿牌奶粉。3月開始，南京兒童醫院即有 10例嬰兒泌尿結石（南方都市

報，2008.9.13）。中共衛生部公布，至 9 月 12-15 日中國大陸內地醫療機構共接診、篩

選食用三鹿牌嬰幼兒配方奶粉的嬰幼兒近萬名，臨床診斷患兒 6,244名，此外回顧

性調查發現 3例死亡病例；媒體報導至 9月底已知患病嬰幼兒已經增加到 6萬 4,000

人（中國時報，2008.9.14；新華網，2008.9.15；中共衛生部，2008.9.17；多維新聞網，2008.10.02）。包括香港，

為了應付可能出現的「驗腎潮」，香港醫管局也宣布會在周末如常提供服務（BBC 中

文網，2008.9.29）。這次事件無疑再次衝擊中國大陸的品質認證體系，使民眾對「國家

免檢產品」這塊金字招牌產生信任危機。 

 
◆缺乏政治敏感性還是政治上太敏感 

由於「結石嬰兒」已出現在甘肅、江蘇、陝西、山東、安徽、湖南、湖北、

江西、寧夏諸多省份。種種情形顯示，就如 2004 年安徽阜陽的「大頭娃娃」，這

很可能是一起由奶粉導致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新華網，2004.4.30）。在一片質疑聲討聲

下，三鹿公司終於由一開始的迴避否認到站出來（「石家莊三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致社會各界的公

開信」），說明此事件是由於不法奶農為獲取更多的利潤在鮮牛奶中摻入三聚氰胺而

引起（人民網，2008.9.12；星島環球網，2008.9.15）。在三鹿公司進行說明之後，社會是一片質疑

聲，並引發更多輿論和網民的關注，包括三鹿奶粉何時被污染、怎樣被污染、廠

家是否知情等關鍵問題上，反而出現了更多疑點。 

據外電報導，中共中央政府曾經發出過警告，要媒體在奧運會期間壓制「壞

消息」，尤其是可能引起衛生保健恐慌的消息。石家莊市政府承認沒有及時上報，

新聞發言人王建國對新華社說，他們是在北京奧運開幕前 6 天，即 8 月 2 號接到

彙報，但由於市政府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只就請示提出的問題作出了處理：立

即責成公安機關組織精幹力量，對奶站涉嫌非法添加三聚氰胺行為進行調查，並

由主管副市長帶隊，組成工作組，趕赴三鹿集團，幫助企業進行事故處理，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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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9月 9日，才向河北省政府報告（美國之音中文網，2008.10.2）。 

另外據紐西蘭總理說法，由於石家莊政府沒有公開採取措施，使紐西蘭政府

深感困擾，因此在 9 月 8 號把毒奶粉問題告知了北京。不過，中共外交部發言人

姜瑜否認中共當局是在得到紐西蘭政府通報後才採取措施的。中共當局把紐西蘭

政府通報的時間推後了 1 天，而且不提石家莊市政府 9 月 9 號才向河北省政府報

告的事實，似乎要避免讓人們想到這個日期上的巧合（美國之音中文網，2008.10.2）。雖然

中共衛生部組成「三鹿牌奶粉重大安全事故應急處置領導小組」，而組長高強聲明

該小組會及時公布有關資訊，並向有關國際組織通報（人民網，2008.9.13）。但是該事件

訊息是「出口轉內銷」，國家質檢部門與地方政府之間為何無法發揮監管作用？奧

運期間京津冀的大安保體系為何無法察覺？還是中央擔心影響中國大陸對外形象

而延遲 42天？成為社會討論與質疑的焦點（中國時報，2008.9.14）。 

 

◆統一媒體口徑與限制律師串連 

三鹿事件曝光前，三鹿集團曾向市政府求助，要他們「管理」媒體報導。希

望政府加強媒體的管控和協調，給企業召回存在問題產品創造一個良好環境，避

免此時炒作給社會造成一系列負面影響（BBC中文網，2008.10.1）。但面對三鹿事件的曝光

和由此產生的巨大負面效應，中央政府權衡利弊，收緊報導口徑，讓各媒體只能

用新華社的通稿（美國之音中文網，2008.9.16）。如中國青年報「冰點」前主編李大同的說

法，中國大陸媒體在毒奶粉揭露過程中雖然發揮應有作用，但是目前已經受到控

制：「不許做專題，不許放頭條，不許放在重要的位置，只能引用新華社或者人民

日報的報導等」（BBC中文網，2008.9.24）。歸納新華社發布的「主旋律」，9 月 15 號發表

「『I 級回應』發出以後─中國政府全力處置三鹿奶粉事件」，內容包括衛生系統：

夜以繼日救治患兒；質檢系統：檢測所有乳製品，24 小時不間斷；工商總局：不

讓一包「問題奶粉」有機可乘；農業部：切斷不合格牛奶的源頭；政法系統：加

速偵破，加緊調查（新華網，2008.9.15；美國之音中文網，2008.10.2）。 

此外，自三鹿危機爆發後，多省份 100 多名律師組成志願律師團，為毒奶粉

受害者提供法律諮詢，取證、索賠的努力倍受關注（香港經濟日報，2008.10.4）。但近來有

報導，中共當局向律師們施壓，已經有數十名律師退出志願律師團。依據香港大

公報 10月 4日報導，北京「某部門」9月 23日向各地發出要求，禁止律師「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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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連」，不允許律師利用媒體、互聯網報紙發表影響政府處理事件的言論；相關索

賠案件要彙報，不得私自處理。中國大陸維權律師許志永說，三鹿集團所在地河

北省的律師最先受到壓力。律師協會的劉副秘書長說，要相信政府能夠處理好這

件事情。提供法律的問題有當地的法律援助機構。很顯然，其意思是用不著律師

多管閒事，提供諮詢是可以的，但政府就是不讓律師亂說（美國之音中文網，2008.9.29；大公

網，2008.10.4；美國之音中文網，2008.10.4）。 

 

◆行政問責與取消免檢金牌 

據國外媒體報導，認為中共中央對一系列災難的反應，暴露出北京最核心的矛

盾，即要保持「穩定」，同時又必須要讓人們看到當局在採取行動。於是報導指出中

共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果斷決策部署，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迅速處置，全力實

施對患兒的免費救治，緊急開展原料奶和乳製品全面檢查，抓緊調查事故責任，組

織合格乳製品供應。目前，各項工作措施初見成效，整個態勢在向好的方向發展（美

國之音中文網，2008.10.2）。但由於三鹿中毒擴及 14省分，且社會質疑聲浪越來越高，因此

中央透過「行政問責制」，從奶粉事故已逮捕 6人，三鹿原董事長等 22人被刑拘；

石家莊副市長因三鹿事件被免職，三鹿董事長被罷免；免去冀純堂市長職務；免去

吳顯國的石家莊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最後李長江引咎辭去國家質量監督檢

驗檢疫總局局長職務（人民網，2008.9.17；新華網，2008.9.18；人民網，2008.9.22），以撫平民怨。 

此外，9月 17日，國家質檢總局決定對「產品免於品質監督檢查管理辦法」 (以

下簡稱「免檢辦法」。根據「免檢辦法」，免檢產品獲得的待遇是，在免檢有效期【3 年】內，一是包括國家、省、市、縣

各級政府部門在內的各級單位均不得對其進行品質監督檢查；二是在全國各個省均不得對其進行品質檢查；三是無論是在

生產領域，還是在流通領域，均不得對其進行品質檢查。其間企業所受的限制，僅在於「應當按照規定每年向所在的省級

品質技術監督部門和國家質檢總局報告一次免檢產品的品質狀況」和「用戶、消費者有權對免檢產品進行社會監督」。另外

根據國家質檢總局 2001年 12月 29日推出的「中國名牌產品管理辦法」，被質檢總局認定為「中國名牌」的產品，在有效

期【3年】內，免於各級政府部門的品質監督檢查）予以廢止（星島環球網，2008.9.29）。至此，「免檢產品」

就像曾經的「省優部優國優產品」一樣，成為消費者的記憶。中共國務院 10 月 6

日審議並原則通過「乳品質量安全監督管理條例(草案)」，進一步嚴格和細化了奶畜

養殖、生鮮乳收購以及乳製品生產、乳製品銷售、乳製品進出口等各個環節的質

量安全管理制度，明確有關部門在乳品質量安全監管方面的職責及相應的法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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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並特別突出違法行為刑事責任的規定（多維新聞網，2008.10.6）。 

 

◆忙活大半年，回到奧運前 

2007年 2月中共藥品監督管理局長鄭筱萸一家 4口涉嫌收受好處買賣藥品批

文，動搖「國藥准字」的公信力（多維新聞網，2007.2.6）。從這次中國大陸網民的貼文如

「辛辛苦苦大半年，一下回到奧運前」、「外國人喝牛奶結實了，中國人喝牛奶結

石了」、「中國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學掃盲」便可看出，三鹿嬰幼兒奶粉事件無疑

再次衝擊中國大陸的品質認證體系（BBC中文網，2008.9.22；美國之音中文網，2008.9.23）。尤其多

達 700 噸，約 175 萬袋問題奶粉，豈是「污染」一詞所能解釋？這讓外界產生一

種質疑：奶粉生產企業採購三聚氰胺，究竟是不是某種「行業潛規則」？或者說，

除了三鹿集團之外，還有其他奶粉企業在利用三聚氰胺「提高」蛋白質含量？隨

後當局又查出包括中國大陸三大名牌企業伊利、蒙牛和光明在內的乳製品公司生

產的奶粉及液態奶都含有三聚氰胺（人民網，2008.9.17），這樣的骨牌效應讓中共中央必

須全面廢止免檢制度。 

 

三、少數民族 
◆中共發表「西藏文化的保護與發展」白皮書 

   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9月 25日發表「西藏文化的保護與發展」白皮書，全

文約 1.3萬字，分為：前言，藏語言文字的學習、使用和發展，文化遺產的繼承、

保護和弘揚，宗教信仰和民族習俗得到尊重，現代科學教育和新聞事業全面發展，

結束語等 6部分。 

白皮書開宗明義指出：「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西藏是中國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員」。文中並提到歷史上，西藏

曾經歷了比歐洲中世紀還要黑暗的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社會，這種狀況一直延續

到上世紀中葉。在 1959年之前，十四世達賴喇嘛集政教大權於一身，當時占西藏

總人口不到 5％的農奴主擁有著西藏全部生產及文化教育資源，而占人口 95％以

上的農奴和奴隸則沒有生產資源和人身自由，遭受著極其殘酷的壓迫和剝削。至

1959 年，西藏實行民主改革，徹底廢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後，西藏文化

才成為人民的文化，西藏文化才有了發展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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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書同時全面介紹了半個世紀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西藏社會在藏語

文的學習和使用、文物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等方面的情況。截至 2006年，包

括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布達拉宮在內，中共當局在西藏共設立了各級文物

保護單位 329處，對西藏的各類文物古跡和遺址進行了妥善的保護。從 1980年代

起，中共當局還投入鉅額資金，對西藏重要文物古跡進行保護維修。在藏語文部

分，為了作好傳承、使用和發展藏語文工作，西藏自治區根據憲法、民族區域自

治法，頒布了相關的規定。現在，西藏教育系統全面推行藏語文授課為主的藏漢

雙語體系；政府檔案、公文都是藏漢雙語；西藏的各種媒體也都提供藏語報導。 

白皮書在結語部分指出，達賴集團提出「西藏文化自治」的主張，其實質是

妄圖借「文化自治」之名，恢復其對西藏和其他藏區的神權文化統治，進而實現

「大藏區獨立」的政治圖謀。 

中共過去曾 6次發表以西藏為主題的白皮書，分別為 1992年「西藏的主權歸

屬與人權狀況」、1998年「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新進展」、2000年「西藏文化的

發展」、2001年「西藏的現代化發展」、2003年「西藏的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

及 2004年「西藏的民族區域自治」。此次中共第 7次就西藏問題發表白皮書，其

目的係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共當局推動西藏文化保護與發展狀況的瞭解，並對達賴

提出的「西藏文化滅絕」、「西藏文化自治」等進行反駁及澄清 (新華社，2008.9.25）。 

白皮書發表後，許多國際媒體都有報導，如西班牙埃菲社即以「中國用數字否

認在西藏進行文化滅絕的指責」為題進行報導。然而長期關注西藏事務的獨立作

家茉莉女士在接受英國國家廣播電臺訪問時表示，西藏幾大教派的佛教領袖和活

佛目前都被迫流亡海外，無疑是對中國大陸有關「藏人的宗教自由也得到尊重」

說法的諷刺。白皮書中有關文化發展部分，茉莉則認為，西藏文化在沒有自治的

情況下，缺乏經濟和社會基礎，發展空間越來越小，越來越多的藏人不得不說漢

語，以求在漢文化主宰的社會中謀生和求職，這是西藏社會漢化的結果。至於中

共憲法和法律雖做出關於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權利的種種規定，但並不等於少數民

族在實際生活中享有各種權利（英國國家廣播電臺，2008.9.25）。 

 

（本篇「北京奧運」、「三鹿奶粉事件」部分由張執中主稿，「少數民族」部分由文

教處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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