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社會 
 

█流動人口為社會治安管理難題與重點，治理政策將轉向較為開明。 

█北京奧運將近，恐怖攻擊風險增高。 

█貴州甕安爆發萬人抗議行動，突顯民怨積累亟待解決。 

█就業形勢面臨 5 大壓力，中共將建立失業預警制度。 

█勞資爭議增加、勞工抗議成為常態，勞動者維權意識上升。 

█6 月 1 日起全面限塑，民眾環保意識仍有待提升。 

█太湖出現大面積藍藻，飲水安全威脅再現。 

█腸病毒疫情蔓延，突顯疫病預警機制及人民衛生觀念不足。 

█四川地震中獨生子女遇難者眾，計劃生育政策再成討論焦點；災

區衛生防疫與核設施安全情況備受關注。 

 

一、社會治安與群體性事件 
◆流動人口為社會治安管理難題與重點，治理政策將轉向較為開明 

北京奧運將近，為呈現「和諧社會」景象、確保賽事順利進行，中共當局較

以往更加重視社會治安管理。自 4 月起連續 7 個月，全中國大陸展開「奧運治安

保衛攻堅戰」(重點工作包括：加強公共娛樂場所和社會面治安管理、強化旅店及出租房屋治安管控、治爆緝槍等。

中通社，2008.4.14)；並於 4 月 7 日-9 日召開「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會議」，強調

以維護北京奧運安全為目標，加大對社會秩序的整治力度(人民日報，2008.4.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

主任周永康在會議中即表示，流動人口是當前中國大陸社會管理的難題與重點。

面對流動人口可能對奧運維安造成的威脅，中共當局除沿襲以往防範控管措施(4-10

月，中國大陸全面展開流動人口治安管理專項行動。新華網，2008.6.23)，周永康亦指出，未來將「糾正一

切有損流動人口人格尊嚴和公民權利的歧視性做法」，加強對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

及公共服務，以改善流動人口的處境，進而解決他們對城市治安造成的問題(中新網，

2008.4.9；中通社，2008.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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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奧運將近，恐怖攻擊風險增高 
    受到「314」西藏拉薩事件及奧運聖火傳遞干擾的影響，本季中國大陸安全風

險趨高。美國與英國同時發出旅遊建議，指中國大陸面臨恐怖攻擊的威脅已經升

級(攻擊來源包括國際恐怖份子、反對中共當局的組織)；國際刑警組織秘書長諾布爾亦指出，北京

奧運極有可能成為恐怖襲擊的目標(環球時報，2008.4.28)。 

4月初，中共公安部宣布偵破兩起策劃恐怖活動案件(新華社，2008.4.10)；5月 5日，

上海發生公車爆炸案，在奧運的背景下，輿論多放大此事件與恐怖攻擊的關聯(中央

社，2008.5.5；德國之聲廣播電臺網站，2008.5.8)。整體而言，社會治安呈現緊張氛圍。另一方面，

近期中共當局舉行反恐演練的頻率愈益密集，規模也越來越大(4月 24日青島舉行海上反恐

演練、同日新疆烏魯木齊亦舉行反恐演練；6月 11-14日舉行「長城 5號」國家級反恐演習、6月 24-25日舉行國家反恐教

學性演習暨天津「濱海 6號」演習、6月 25日舉行上海「浦江 4號」反恐綜合演習。中新社，2008.4.24、2008.6.13；新華

社，2008.4.24、2008.6.25)，更折射出愈近北京奧運，中國大陸社會風險愈高的態勢。 

 

◆貴州甕安爆發萬人抗議行動，突顯民怨積累亟待解決  
6 月 28 日，貴州省甕安縣爆發一起嚴重群眾性事件，萬名群眾焚、砸公安大

樓、縣政府及多輛警車(聯合新聞網，2008.6.30)。事件起因於當地 1 名女學生遭姦殺，公

安卻包庇嫌犯草草結案，家屬要求調查未果反遭毆傷；死者的多名同學先後至縣

政府、公安大樓拉布條表示不滿，民眾紛紛加入抗議行列，與公安發生嚴重衝突，

場面一度失控(中時電子報，2008.6.30)。 

北京奧運前夕發生如此重大的群體性事件，引發中共中央高度關切；貴州省

委與甕安縣委則分別設立處置甕安「628」事件工作組與應急指揮部，迅速平息事

件、嚴防事端擴大(中國時報，2008.7.1)。官方將整起事件定調為，起因簡單但被有心人

士煽動利用，黑道勢力參與其中，公然挑釁政府的群體性事件(中國通訊社，2008.7.1)。貴

州省委書記石宗源並指出，事件的導火線是女學生的死因爭議，但深層原因則是

當地在礦產開發、建築拆遷、移民安置等方面，長期侵犯民眾利益、累積社會矛

盾，政府未重視、及時解決民眾不滿所致(甕安「628」事件階段性處置情況彙報會。中央社，2008.7.4；

亞洲時報在線，2008.7.2)。 

    7 月 4 日，甕安縣委書記王勤、縣長王海平被免職(新華社，2008.7.4)，中共以追究

地方官員責任平息民怒，為此事件暫劃句點。但在中國大陸經濟高速成長、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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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轉型的過程中，社會矛盾與民怨積累彷彿未爆彈，隨時都有可能一觸即發形

成動亂，顯示基層地方政府治理方式有待改進，否則類似貴州甕安抗議事件仍會

層出不窮(澳門日報，2008.7.2)。 

 

二、就業與勞動 
◆就業形勢面臨 5大壓力，中共將建立失業預警制度 

今年 1-6月，中國大陸城鎮新增就業人數計 640萬人、失業再就業人數計 282

萬人(中國新聞網，2008.7.8)。中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指出，當前中國大陸

就業形勢面臨 5大壓力，分別為：（一）以大學畢業生為主體的需就業青年達歷史

新高；（二）由於今年連續發生暴雪、地震、洪澇等嚴重災害，造成許多企業停產

歇業，連帶導致大批人員失業；（三）國有企業因政策性關閉破產，或為達成節能

減排、淘汰落後產能目標，出現職工安置問題；（四）勞動力供求矛盾突出，勞動

者就業困難和部分地區招工困難情形並存；（五）影響經濟發展的不確定因素增

多，提高了拉動就業增長的難度(中國新聞網，2008.7.8)。 

在今年中國大陸經濟增長可能趨緩的前提下，中共當局積極加大促進就業的

力度，以防止失業率過高對社會產生負面影響(中央社，2008.5.8)。除自今年 1月 1日起

正式實施「就業促進法」，2月 19日國務院下發「關於做好促進就業工作的通知」

外，近期中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亦表示，未來將儘速建立失業動態報告和失

業預警制度，以克服就業形勢困境(新華社，2008.5.3、2008.5.7)。 

 

◆勞資爭議增加、勞工抗議成為常態，勞動者維權意識上升 
勞動者保障是中國大陸社會轉型中一個龐大而重要的問題。「勞動合同法」正

式實行已屆滿半年，「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亦自今年 5月 1日起開始實施；勞動

保障法規的相繼出臺，除了顯示中共當局提高重視程度，也透露出其希望將層出

不窮的勞資糾紛納入法制途徑解決，以減少社會抗議的頻仍。 

惟勞工抗議事件仍陸續發生，如：湖南的華雲機器廠和長沙重型機器廠有數

千名工人靜坐抗議，要求破產的廠方解決補償金和安置費等問題；深圳永豐鞋業

有限公司有數 10 名被解僱工人，以靜坐方式要求廠方給付加班費(中央社，2008.4.8、

2008.4.25)。另重慶、南京等城市，出現勞動爭議案件大幅增長的情形(如重慶市北碚區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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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長程曉東表示，自「勞動合同法」實施以來，受理之勞動爭議案件同比增加 4倍；南京市秦淮區法院今年前 4個月受

理的勞動爭議案件，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2.3 倍，玄武、六合等區法院成長數甚至更高。中共重慶人民廣播電臺網站，

2008.4.30；中央社，2008.5.11)，其中又以勞動者解約後要求資方支付經濟補償的案件居多。

頻繁的抗議與糾紛顯示，中國大陸社會與勞動保障法規仍需一段很長的磨合期、

勞動者維權意識逐漸上升、勞資關係趨於緊張。 

 

三、環保、生態與疫情發展 
◆6月 1日起全面限塑，民眾環保意識仍有待提升 
今年 6月 1日起，中國大陸全面禁止生產、銷售、使用厚度小於 0.025公釐的

超薄塑料袋，合格之塑料袋也必須由消費者付費購買(中共國務院於 2007年 12月 31日做成「限

制生產銷售使用塑料購物袋的通知」)。此前，中國大陸已有部分城市各自推行限塑政策(如 2000

年江蘇省發布「江蘇省白色污染防治監督管理辦法」，禁用超薄塑料袋；2001 年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宣布禁用塑料袋；

2004年西藏自治區拉薩市發布「關於禁止銷售使用一次性發泡塑料餐盒、塑料袋的通知」，推廣以布袋、紙袋取代塑料袋)，

惟成效相當有限，整體的塑料袋使用量仍十分驚人(根據中國塑協塑料再生利用專業委員會表示，

中國大陸每天光是買菜就要消耗 10億個塑料袋，其他各種塑料袋的用量每天也高達 20億個以上。新華網，2008.1.9)。 

全面限塑政策引起中國大陸社會熱烈討論，根據中國社會調查所進行的一項

民意調查顯示(調查期間為 5月下旬，訪問對象包括北京、上海、廣州、大連、成都、武漢、鄭州、西安、貴州、杭

州等地的 1,000 名民眾)，63.2％的受訪者不支持限塑政策及付費使用塑料袋，69.2％的受

訪者認為限塑政策無法達到環保目的(「關於限塑令的公眾調查」，中國社會調查所網站)。限塑政策

正式實行 1 個月以來，在中小城市及市場攤販未能完全落實，總體效果與政策目

標仍有一段距離，顯示提升中國大陸民眾環保意識尚需時日(中新社，2008.6.28)。 

 

◆太湖出現大面積藍藻，飲水安全威脅再現  
4月初，太湖的西部、南部部分水域開始出現大面積藍藻，標誌著太湖進入 1

年 1度的藍藻爆發敏感期(新華社，2008.4.15)。去年 5月，太湖受到大規模藍藻侵襲，嚴

重威脅飲水安全，以致無錫市政府中斷對 230 萬居民的供水(美國之音廣播電臺網站，

2008.4.16)。有鑑於此，今年藍藻初現時，江蘇迅速啟動省、市、縣 3級應急預警機制，

防止藍藻再次造成供水危機(新華社，2008.4.15)。據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金相燦教授指

出，湖泊優養化日益嚴重、全球氣候變暖致水溫升高，是造成藍藻爆發主因；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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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目前水質處於劣五類，藍藻現象短時間內無法改變，將延續 3-5年甚至更長時間

(新華社，2008.4.15、2008.4.20)。 

 

◆腸病毒疫情蔓延，突顯疫病預警機制及人民衛生觀念不足 
中國大陸多個省、市(截至 5月 6日，安徽、山西、貴州、河北、陜西、浙江、湖北、廣東、廣西、湖南、

江西、江蘇、新疆、寧夏、雲南、海南 16個省【區】以及北京、重慶、天津 3個直轄市皆發現感染個案。中通社，2008.5.7)

陸續爆發腸病毒疫情(腸道病毒 EV71感染疾病，中國大陸稱「手足口病」)，由於感染個案急升，中

共衛生部於 5月 2日將腸病毒列入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丙類傳染病進行管理(新華社，

2008.5.2)。據中共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表示，今年 5月 1-31日，中國大陸計有腸

病毒感染 17萬 6,321例，死亡 40例(中新社，2008.6.10)。 

    香港傳染病專科醫生勞永樂指出，衛生防護措施不足及人民缺乏個人衛生觀

念，為中國大陸腸病毒疫情急遽爆發的主要原因(自由亞洲之聲廣播電臺網站，2008.5.7)；而疫

情未及時披露、傳染病監控與應急系統滯後，亦使政府部門錯失控制疫情爆發的

良機，從首個死亡病例發生到對外公布及宣導防治訊息，地方到中央足足耗去 1

個月時間(3月 27日安徽省阜陽市發生首個死亡病例；4月 23日中央派遣之專家調查確診為腸道病毒 EV71感染；4月

24 日阜陽市政府網站對外公布確診結果；4 月 25 日當地媒體刊登腸病毒防治信息；4 月 27 日新華社發布新聞證實腸病毒

疫情已造成 19人死亡。中國評論新聞網，2008.4.30；新華社，2008.4.27)，導致病毒蔓延與疫情擴大。 

 

四、四川震災的社會影響 
◆獨生子女遇難者眾，計劃生育政策再成討論焦點 
中共面臨龐大人口與增長趨勢所衍生的各種壓力及問題，自 1979年開始實施

計劃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長速度(城市家庭只能允許生 1個孩子；農村家庭如果第 1個孩子是女生，可以再

生第 2胎；自 2000年初，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城市家庭也可申請第 2胎。亞洲時報在線，2008.5.30)。5月 12日

下午，中國大陸四川省發生規模 8.0的巨大地震，無數孩童喪生於坍塌的校舍中，

據四川省人口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王在銀初步估計，約有 7,000名獨生子女遇難、

16,000 名傷殘(新華社，2008.5.31)。為解決許多家庭獨生子女在地震中傷殘或死亡的問

題，中共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下發通知，給予這些家庭再生育政策照顧(新華

社，2008.5.31、2008.6.10)。社會上對於計劃生育政策再度興起廣泛討論，惟礙於人口眾多

對環境、就業帶來的沉重壓力，目前政策仍難改弦易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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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區衛生防疫與核設施安全情況備受關注 
四川地震災後，傳染病控制是中共當局一大挑戰。甘肅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李慧表示，災區在斷水斷電的情形下，衛生條件不佳，飲水、食物都可能

受到污染，特別容易爆發腸道、呼吸道傳染疾病或急性出血性結膜炎、腦炎疫情(聯

合晚報，2008.5.16)。為防疫需要，災區北川縣在 5月下旬及 6月下旬 2度封城並展開大

規模消毒，顯示防疫形勢甚為嚴峻(自由亞洲之聲廣播電臺網站，2008.6.28)。 

  四川為中國大陸核技術重鎮，核設施是否受地震影響而產生輻射污染情形甚

受外界關注。中共環境保護部部長周生賢表示，地震中被埋在廢墟下的核輻射源

計 32 枚，其中 30 枚已經回收，其餘 2 枚亦轉移到安全地點，四川境內的核設施

和放射源都處在安全可控制狀態；然而其並未進一步說明有無核設施受損或造成

人員傷亡，隱晦不明的態度使核放射污染成為生態與人民的隱憂(美國之音廣播電臺網站，

2008.5.22)。 

 

五、少數民族 

◆西藏問題所突顯的中共少數民族政策困境   
今年 3月 14日西藏首府拉薩爆發流血抗議事件後，新疆和闐地區也發生上千

名維吾爾族人要求中共當局釋放政治犯、停止宗教鎮壓、要求宗教信仰自由的大

規模抗議事件。 

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雖有許多不足之處，但總體而言，仍有一些立意良善

的行政作為，例如推動少數民族自治區的經濟發展、建立少數民族地區現代化基

礎設施，西藏更自 2006年開始實施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牧民住房改造工程。西藏

自治區主席向巴平措即表示，50 多年來西藏的財政支出和基礎設施建設主要來自

於中共中央政府的投入，具體的說，西藏財政每花 10塊錢中，就有 9塊錢是來自

中共中央政府的補助款(新華社，2008.4.1)。另如推行西方國家稱之為「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s)的相關政策，對少數民族升學、進入政府部門工作等採取較寬鬆的標準，為

少數民族創造較多向上層社會流動的機會；在西藏等藏族居民聚居區，開設藏語

文課程，在藏族學生較多的學校，把藏文列為授課的主要語言(中新社，2008.4.11)。此外

在生育政策上，對少數民族，特別是藏族採取較寬鬆的標準，據一些學者的研究

指出，西藏的藏族家庭平均有 3.8個孩子(新加坡聯合早報，20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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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當局雖然投入了相當的心力經營西藏，但仍爆發嚴重的抗爭事件，突顯

出中共少數民族政策的幾項困境。 

一是中共自 2000年以來大力推動的「西部大開發」國家戰略計畫，並未有效

消弭漢人與各少數民族之間的緊張關係。該計畫旨在於拉近中國大陸內地與西部

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藉由提高各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收入與基礎建設發展，降

低漢人與邊疆少數民族之間的緊張關係。事實證明，龐大財政的挹注，以及各項

基礎建設的推動，並不能帶來各民族間的和諧。以青藏鐵路為例，雖然結束了西

藏沒有鐵路的歷史，為當地居民帶來新的收入，但由於工作競爭、財富分配等問

題，反而加深當地藏人對漢人的疑慮。 

    二是中共當局藉由優勢軍力，輔以漢族移民實邊的政策，無法確保少數民族

地區的長治久安。前蘇聯政府在併吞波羅的海三小國之後，為了改變當地民族與

人口結構以利其統治，曾大量、有系統地移民俄羅斯人，然而歷史證明，此類作

法只有徒增當地民族的反感與仇恨；類似的例子還發生在以色列，該國政府將大

量猶太人移往其所占領的巴勒斯坦「屯墾區」，所帶來的卻是永無止息的紛亂。 

  三是中共當局錯估達賴喇嘛的影響力。十四世達賴喇嘛雖然離開西藏近 50

年，然而其在中國大陸境內廣大藏族人民心中的地位與影響力依然屹立不搖。中

共當局之前認為，待年邁的達賴圓寂並尋得聽話的新十五世達賴之後，西藏問題

終將獲得解決，但結果恐非如此。 

四是中共當局在各邊疆地區的情報與安全機制，出現嚴重不足與缺失。曾有

北京資深官員向西方媒體坦承，有關中國大陸少數民族獨立運動問題，中共當局

對於各項訊息的掌握，反而不如國外(中國時報，2008.4.4)。 

  西藏拉薩「314」事件後，中共當局在國際的龐大壓力下，與達賴喇嘛的代表

於今年 5 月初及 7 月初舉行了 2 次會談，中共方面並表示如果達賴喇嘛方面「確

實有積極表現」，年底前可再進行接觸商談(中國時報， 2008.7.4)。西藏問題的成因很多，

一方面有其深沉的歷史因素，另方面亦與中共強硬僵化的少數民族政策有關，透

過雙方的會談能否緩和彼此間之關係有待觀察。 

（社會治安與群體性事件、就業與勞動、 

環保、生態與疫情發展、四川震災的社會影響部分由企劃處主稿） 

（少數民族部分由文教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