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社會
許志嘉、段有芳

█當前中國大陸社會發展面臨就業、貧富差距及社會保障 3 大矛盾。
█城鄉收入差距可能高達 6 倍，居全球之冠。20％最貧困人口在全
部收入或消費支出中只占 4.7％，20％最富有人口則高達 50％。
█年收入 668 元人民幣以下農村人口 2,610 多萬，年收入 924 元以下
農村人口 4,977 萬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貧民 2,200 多萬。
█縣以下公共衛生機構 3 分之 1 正常運作，3 分之 1 癱瘓，3 分之 1
瀕臨瓦解。
█2004 年示威抗爭事件達 7 萬 4,000 多起，平均每天發生 203 起。
█2001-2004 年發生一次死亡 10 人以上特大煤礦事故 188 起，平均
每 7.4 天就有 1 起。2004 年中國大陸產煤占世界 33.2％，礦難死
亡人數占全球 80％。
█每年因事故造成 70 多萬人傷殘，經濟損失達 2,500 億元人民幣。
2005 年 1 月至 9 月 20 日，各類自然災害經濟損失 1,630 億元。
█山西省委副書記侯伍杰涉嫌受賄被免去人大代表。安徽省政協副
主席王昭耀嚴重違紀遭罷免人大代表職務。原中國銀行副董事長
劉金寶受賄被判死緩。
█2000 年以來 5 年間，查處腐敗犯罪分子 20 多萬人。腐敗造成損失
約 4,090 -6,830 億元人民幣。
█新聞自由程度在亞洲倒數第 2，僅高於北韓。
█男女出生人口性別比為 119.86：100。目前有 2,300 萬光棍。
█60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達 1 億 3,000 萬人。

一、社會不穩定因素
◆21 世紀面臨 6 大挑戰
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長牛文元指出，21 世紀中國大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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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 6 大挑戰，包括（人民網，2005.9.6）：
(一) 人口 3 大高峰在未來 30-40 年將相繼來臨，平均每年將增加 1,000 萬新生人口。
(二) 能源和自然資源超常規利用，2004 年中國大陸對世界經濟貢獻是 4.3％，但消
耗全球 30％煤炭、27％鋼鐵、25％鋁材和 40％的水泥。
(三) 生態環境狀況整體惡化趨勢仍在持續。
(四) 城市化壓力巨大，每年 1,200-1,300 萬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造成的龐大壓力。
(五) 縮小區域間發展差距及解決農民、農業、農村的三農問題。
(六) 國家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全面建設與國家實力的培育。

◆社會發展面臨 3 大矛盾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李培林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產生
一些新的社會風險，中國大陸正從農業大國轉變為工業大國，但在就業結構和人
口結構上，仍然是農民大國，新的社會矛盾仍圍繞著農民問題，當前中國大陸社
會發展面臨就業、貧富差距及社會保障等 3 大矛盾（中央社，2005.7.18）。
在就業問題方面，中國大陸已進入 1950 年以來第 5 次失業高峰，但經濟成長
速度放緩，產業結構調整帶來就業彈性系數降低、資本和技術對勞動的替代及勞
動力供給持續成長等，都使就業機會空前緊張。在貧富差距方面，收入差距快速
擴大，城鄉收入差距已達 20 年以上，如果底層民眾將貧富差距歸因於貪官污吏、
巧取豪奪、橫徵暴斂和為富不仁，包括腐敗、巨額偷漏稅、變相侵吞國有資產等
行為，社會風險與矛盾就會大增。在社會保障方面，中國大陸社會保障體制主要
涵蓋城鎮居民，農村居民仍依靠家庭自保和社會互助。

◆城鄉收入差距 6 倍，居全球之冠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大陸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
大，由於城鎮居民享有公費醫療、教育財政等補助，農村居民就沒有此種待遇；
城鎮居民可以享受養老金保障、失業保險，以及最低生活救濟，農村居民也都沒
有。如果將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等非貨幣因素加入計算，城鄉收入差距可能高
達 6 倍，居全球之冠。報告建議其政府應將農民的所有稅費全部減免，如此農民
收入將會增加 5.4％，與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就會縮小 13％（東森新聞報，20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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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差距 5 年內可能惡化至紅燈
中共中央黨校刊物學習時報指出，中國大陸人民收入差距從 2003 年以來急劇
加大，已達到第二嚴重的「黃燈」警戒水準，5 年內如果不採取有效措施，將會惡
化到「紅燈」危險水準。總人口 20％最貧困人口的收入或消費支出只占全部支出
的 4.7％，20％最富有人口所占則高達 50％。目前中國大陸所得分配差距基尼係數
達 0.45，早已超越國際公認的 0.4 警戒線，貧富差距已突破合理限度，且繼續擴大，
可能會引發各種社會不穩定現象。有相當一部分人，依靠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等
行為致富；一大批企業和部門依恃行政壟斷地位，排擠其他參與者，謀取高額利
潤；一些國企經營者和國家公職人員，透過種種不正當手段大肆侵吞國有資產（中
央社，2005.9.19）
。

◆貧困人口近億
中共民政部部長李學舉指出，目前中國大陸年收入在 668 元人民幣（約合新臺幣
2672 元）以下，難以維持溫飽的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約

2,610 多萬人；年收入在 924

元人民幣（約合新臺幣 3,696 元）以下的農村「低收入」人口約 4,977 萬人；城市中領取「最
低生活保障」的貧民則有 2,200 多萬人（中央社，2005.7.5），合計官方承認的全中國大陸
貧困人口接近 1 億，達 9,787 萬人。
貧困人口收入相當低，但醫療費用卻持續增加，醫療保險覆蓋範圍又小，增
加了中國大陸貧民的困境，9 億農民中有 8 億農民因沒錢交保險金，未被納入醫
療保險保障範圍。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大陸醫院全面商
業化，大醫院設備愈來愈好，基層醫療機構逐步萎縮，甚至無法生存，全中國大
陸 8 成醫療資源集中在城市，其中 3 成集中在大醫院，縣級以下公共衛生機構只
有 3 分之 1 能維持正常運作，另外 3 分之 1 已經癱瘓，餘下的 3 分之 1 已瀕臨瓦
解（中央日報，2005.7.31）。

◆示威抗議事件頻傳
中國大陸示威抗爭事件日益增多，根據研究顯示，2004 年中國大陸發生的群
體性事件進一步增加，全年出現示威抗爭事件達 7 萬 4,000 多起，平均每天發生
203 起以上的抗爭事件，僅參與各種示威抗爭和抗議的農民便多達 3 百萬人。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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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至 6 月中，中國大陸共有 92 個地區，發生 341 起有組織的群體性抗爭事件，
其中萬人以上的 17 次，5,000 人以上的 46 次，造成 1,740 人傷亡，直接經濟損失
達人民幣 340-400 億元（約合新臺幣 1,360-1,600 億元。大紀元，2005.8.29）。
8 月 4 日，湖北省黃石市轄下大治市市民，因不滿黃石市政府要將大治市「撤
市建區」
，前往黃石市政府請願，遭公安攔阻，並放狼狗追咬，引起示威群眾不滿。
8 月 6 日群眾號召 3 萬多人包圍黃石市市委及市政府大院，民眾拿磚頭砸市政府玻
璃，還堵路示威抗議，在警方 3 度施放摧淚彈後才解散（中國時報，2005.8.8，A11 版）。民
眾因不滿政府施政，表達不滿，在政府不當處置後，發生更重大的示威抗爭事件，
這樣的抗爭事件不斷在中國大陸各地上演。
廣州番禺區魚鍋頭鎮太石村近百村民，抗議當局拒絕村民對村主任作出的罷
免動議，並要求重新選舉村主任，8 月 31 日聚集在區政府門口靜坐絕食，現場聚
集數百人，大批員警到場戒備（中央社，2005.9.1）。
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農民因不滿地方當局強行徵地，多次上訪、陳情、檢舉，
地方當局則採取強硬措施徵地，強行摧毀農作物，進行填土工程，7 月 2 日 1 名美
國學者與司機因拍攝當地情況被捕，2 千多名村民因而包圍當地警局要求放人，導
致警民互毆衝突（聯合新聞網，2005.7.4）。
數百名來自中國大陸各地的退伍軍人 7 月上旬在北京國家信訪局上訪，要求
當局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這些退伍軍人都是在退伍後被分配到國有企業工作，
但在國企民營化過程中下崗，因而一起到北京上訪要求解決生活問題 （中 央 社 ，
2005.7.21）。

內蒙古包頭北方重工業集團數百名被買斷工齡的工人，7 月 4、5 日聚集在廠
區大門口舉行請願活動，要求工廠償還拖欠他們的工資，並解決他們日益困難的
生活問題，請願過程，廠方動用保安人員，幾名請願工人因而受傷（美國之音，2005.7.8）。
廣東省梅州市政府為顯示取締非法煤礦決心，以炸藥炸毀未獲許可的煤礦，
但引起礦場業主及以煤礦維生的民眾不滿，8 月 26 日 1 千多名煤礦礦主及家屬前
往市政府抗議，要求賠償損失，發生激烈警民衝突（中央日報，2005.8.28）。

◆煤礦災難死亡人數冠全球，中共下令關閉 7 千煤礦
中共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統計，2001-2004 年，中國大陸發生一次死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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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上特大煤礦事故 188 起，平均每 7.4 天就有一起。2004 年中國大陸共產煤 16
億 6 千萬噸，占世界煤礦產量 33.2％，但礦難死亡人數達 6,027 人，占全球礦難死
亡人數的 80％，死亡人數居全球之冠。根據統計，中國大陸去年每百萬噸產煤的
死亡率為 3.96 人，美國是 0.039 人，中國大陸產煤死亡率是美國的 100 倍（中央社，
2005.8.13）。

中國大陸煤礦安全監察局局長趙鐵錘指出，2005 年上半年，中國大陸煤礦事
故造成 2,672 人死亡，比去年同期增加 85 人，發生一次死亡 10 人以上特大煤礦事
故 24 起，遼寧阜新海州煤礦 2 月 14 日發生的重大瓦斯爆炸便造成 214 人死亡。
上半年，中國大陸煤礦事故有 3 特點：死亡總人數上升、特大事故多、國有重點
煤礦發生特大事故和死亡總人數增加（中央社，2005.7.19）。
7 月以來又發生幾起特大及重大煤礦事務，如陝西銅川私營金鎖五礦煤礦場 7
月 19 日發生瓦斯爆炸，造成 26 名礦工死亡（大紀元，2005.7.20）；河南省禹州市文殊鎮
興發煤礦 8 月 2 日發生特大瓦斯事故，瓦斯大量湧入煤礦坑內，導致 24 人死亡（新
華社，2005.8.3）
；貴州省六盤子市灣子煤礦，8

月 8 日也傳出瓦斯爆炸意外，造成 14

人死亡，2 人失蹤（東森新聞報，2005.8.8）；廣東省興寧市私營大興煤礦 8 月 7 日發生滲
水事故，大量地下水瞬間滲入 420 公尺深的通道中，現場礦工逃生不及，造成 123
名礦工命喪井底。此事引起中共高層高度關切，當局調查結果發現，大興煤礦背
後有官商勾結的共犯集團，礦場負責人以插乾股方式行賄官員，涉案金額達 15 億
元人民幣（聯合新聞網，2005.8.15）。
由於煤礦災難不斷，中共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針對 26 個省區 7,000
多座煤礦，發出停產整頓和關閉的命令，年底前達不到標準一律關閉。目前全中
國大陸有 5,290 個沒有申辦安全生產許可證的煤礦，2,000 多個經審查不予發給許
可證的煤礦（中央社，2005.8.16）。

◆每年重大事故造成 2,500 億元經濟損失
中共「全國人大」調查報告指出，中國大陸平均每天發生 7 起一次死亡 3 人
以上的重大事故，每 3 天發生 1 起一次死亡 10 人以上的特大事故，每個月發生 1
起一次死亡 30 人以上的特別重大事故，每年因事故造成 70 多萬人傷殘，經濟損
失達 2,500 億元人民幣（約 1 兆新臺幣）（新華社，200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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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公安部公布社會治安狀況統計指出，2005 年上半年全中國大陸發生道路
交通事故 22 萬 9,000 起，死於交通意外事故人數達 4 萬 6,000 人，造成直接經濟
損失 9 億 6,000 萬元人民幣；死於火災人數為 1,513 人（中央社，2005.8.11）。
2005 年上半年中國大陸發生一次死亡人數超過 10 人的特重大事故共 59 起，
死亡 1,319 人，比去年同期增加 164 人（中央社，2005.7.16）。

二、貪腐問題
◆5 年查處貪官 20 多萬人
中國大陸媒體報導，從 2000 年以來的 5 年間，中共檢察機關依法查處包括
多名省部級高級幹部在內的貪污賄賂等腐敗犯罪分子 20 多萬人，公安部資料顯
示，至 2004 年底，中國大陸外逃經濟犯罪嫌疑人有 500 多人，其中多為貪官，
涉案金額達 700 億元人民幣（新京報，2005.9.7）。
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王振川指出，自 2000 年到 2005 年 6 月，中共檢察
機關共查辦各類瀆職犯罪 3 萬 4,685 件，3 萬 8,554 人涉案，這些犯罪造成經濟損
失 480 億元人民幣（香港文匯報，2005.7.27）。

◆山西省委副書記侯伍杰涉嫌受賄被免去人大代表
中共山西省委副書記侯伍杰，2004 年 12 月因涉嫌受賄，構成嚴重違法違紀，
被停職並立案查處，9 月 6 日，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宣布，罷免其山西省人大代表
職務（新華網，2005.9.30）。

◆安徽省政協副主席王昭耀嚴重違紀遭罷免人大代表職務
安徽省政協副主席王昭耀因涉嫌經濟問題，中共中央紀律委員會特地組成小
組進行調查，在調查結果未公布前，安徽省人民代表大會決定，王昭耀因嚴重違
紀，依有關規定，罷免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中央社，2005.8.19）。

◆原中國銀行副董事長劉金寶受賄被判死緩
原中國銀行副董事長劉金寶因貪污、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8 月 12 日吉
林省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以貪污罪、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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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判處劉金寶死刑，緩期 2 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劉金寶涉嫌利用職務之便，採取轉移帳戶資金、做假賬、銷毀賬目等手段，貪污
人民幣 752 萬餘元，收受賄賂人民幣 143 萬餘元，另有折合人民幣 1,451 萬餘元
巨額財產來源不能說明來源合法（人民網，2005.8.12）。

◆貪污腐敗猖獗威脅中共統治合法性
中共湖北省襄樊市委書記孫楚寅，涉嫌利用職務之便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
工程建設、解決資金困難、調整職務和安排工作等方面謀取利益，收受他人賄賂，
合計人民幣 102 萬餘元，同時，有 211 萬餘元人民幣財產無法交代來源，武漢市
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受賄罪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孫楚寅有期徒刑 17
年，剝奪政治權利 3 年（中央社，2005.8.20）。
中共黑龍江省綏化市委書記馬德，涉嫌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非
法收受、索取他人錢財，合計人民幣 603 萬餘元，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7 月
28 日做出一審判決，以受賄罪判處馬德死刑，緩期 2 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並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中共黑龍江省綏化市委副書記王慎義，涉嫌利用職務之
便，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合計 188 萬餘元人民幣賄賂，北京市第二中級人
民法院 7 月 28 日做出一審判決，以受賄罪判處王慎義有期徒刑 15 年，並沒收個
人財產 15 萬元人民幣（新華網，2005.7.28）。
山東省濟寧市原副市長李信，涉嫌利用職務便利，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
為他人謀取利益，先後收受賄款合計人民幣 450 萬餘元，山東省濰坊市中級人民
法院 7 月 4 日做出判決，以受賄罪判處李信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所得
贓款全部沒收（中央社，2005.7.5）。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表一份報告指出，腐敗造成的損失占中國
大陸國內生產總值 3-5％，約合 4,090-6,830 億元人民幣，腐敗猖獗正在威脅中共
統治的合法性（中央社，2005.10.2）。

三、生態環保與衛生
◆自然災害嚴重，前 3 季已損失 1,600 多億
中共民政部常務副部長賈治邦公布統計資料顯示，2005 年 1 月至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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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中國大陸各類自然災害已造成 1,630 人死亡，經濟損失達 1,630 億元人民幣，
自然災害還造成 145 萬間房屋倒塌，因而轉移安置 1,335 萬人。2005 年中國大陸
已發生洪澇、颱風、旱災、風雹、雪災和山體滑坡、土石流、地震等各種災害，
自 1990 年代以來，自然災害對中國大陸造成的經濟損失呈現明顯上升趨勢，自
然災害已成為影響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的重要因素（中央社，2005.9.22）。

◆年產 180 多億顆電池回收率偏低
中共一項最新統計資料指出，中國大陸每年生產 180 多億顆電池，占世界總
產量 30％以上，但廢舊電池回收率僅 1-2％，造成嚴重污染。1 顆 1 號電池爛在
土地裡，30-40 年後能使 1 平方公尺土壤永久失去利用價值，1 顆鈕扣電池則可使
600 噸水受到污染，相當於 1 個人一生的飲水量（中央社，2005.8.7）。

◆數十億畝天然草原生態告急
中國大陸天然草原明顯退化，包括內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地牧區都出
現退化現象，成了黑土灘、黃沙頭，數十億畝天然草原生態告急。草原沙化已成
大患，除了 87 萬 6,300 公頃的沙地面積，還有 300 萬公頃的潛在沙化地區，以內
蒙古為例，與 1980 年代相較，內蒙古草原面積縮小了 5,800 多萬畝，每畝草場產
草量下降 19.3％、載畜量下降 21.51％（中央社，2005.8.23）。

四、人權
◆新聞自由亞洲倒數第 2
香港政經風險顧問公司一份針對記者、研究員及人權份子的意見調查報告顯
示，中國大陸新聞自由程度在亞洲倒數第 2，僅高於北韓，這項調查由 0 分至 110
分，0 分代表干預最少，中國大陸得到 92.3 分。報告批評中共當局仍高度操控新
聞媒體，不少新聞工作者經常被指洩露國家機密而遭拘禁，而報導一些被視為錯
誤新聞的報紙，更會被迫停刊（中央社，2005.7.14）。

◆網路批評政府，民運人士被判刑
中國大陸民運人士張林因為在網際網路發表批評中共的文章，被安徽省蚌埠

52

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 5 年、剝奪政治權利 4 年。
張林因從事民運活動曾在 1989、1995、1998 年 3 次被捕入獄，對於此次的判決，
張林提出上訴，總部設在紐約的中國人權和總部設在巴黎的記者無國界組織，都
呼籲中共當局釋放張林（中央社，2005.8.3）。

五、人口
◆男女出生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衡
聯合國一份調查顯示，中國大陸男女出生人口性別比為 119.86：100，遠高
於正常比例 103~107：100，男女出生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衡。中共「全國人大」常
委會副委員長顧秀蓮指出，中國大陸目前出生人口性別比男性比女性偏高，主要
原因有 3：一是社會原因，重男輕女、男尊女卑的現象仍然存在；第二，農村生
產力比較低，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完善，民眾覺得生男比生女好；第三，現代醫學
可檢查胎兒性別，有傳統觀念者可能會選擇生男孩（中央社，2005.8.24）。

◆光棍人口 2,300 萬
中國大陸人口專家指出，由於控制生育加上重男輕女觀念，中國大陸男人越
來越多，使得許多適婚年齡男子找不到太太，成為光棍，中國大陸目前有 2,300
萬光棍，是全球最大的光棍族群。專家警告，這些男人求偶卻屢屢失敗，可能導
致行為偏差，甚至犯罪，中共當局必須重視（中廣新聞網，2005.7.20）。

◆老年人口 1 億 3,000 萬
中國大陸老年人口數正在快速增加，每年成長比率約 3％，目前 60 歲以上的
老年人口已達到 1 億 3,000 萬人，超過總人口數的 10％。中國大陸的出生率正不
斷下降，平均壽命卻不斷提高，據推測，到 2015 年，中國大陸 60 歲以上人口將
超過 2 億，約占總人口的 14％，到 2025 年，60 歲以上人口將達到 2 億 8,000 萬，
占總人口數的 18.4％（中央社，2005.9.24）。

◆流動人口 1 億 4,000 萬
中國大陸流動人口數量已從 1993 年的 7,000 萬，增加到 2003 年 1 億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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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超過人口總數的 10％，約占農村勞動力的 30％，流動人口權益往往受到
侵害，形成嚴重社會問題。中共人口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張維慶表示，中國大陸
長期實行城鄉二元體制，使得許多行政管理部門忽視對流動人口，特別是農村流
動人口合法權益的保護，流動人口常見病發病率、嬰兒死亡率及孕產婦死亡率，
都高於城市人口，據公安部門統計，中國大陸各地查處的侵害流動人口合法權益
的案件達 15 萬餘起，流動人口中，年輕人口占絕大多數，其中，15-35 歲的流動
人口，占全部流動人口的 80％以上（中央社，2005.7.27）。

六、少數民族
◆大力推展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工作
z溫家寶要求加強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
今年 5 月 18 日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中討論並原
。會議認為，由於歷史、自然條
則通過「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規劃（2005—2010 年）」
件等方面的原因，少數民族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水平仍較落後，貧困問題仍較
突出。要求各有關地區和部門要高度重視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工作，按照國家
扶持、省（區）負總責、縣抓落實、整村推進的原則，加大工作力度和資金投入，
並組織沿海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大型企業對口幫扶，通過 5 年左右努力，使這
些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達到當地中等或中等以上水平

(新華網，2005.5.18)

。

在溫家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加大支持力度，研究制定扶持人口較少民族加
快發展的具體規劃和政策措施後，今年 8 月 29 日至 30 日，在國務院召開之中國
大陸全國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工作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強調，扶持人
口較少民族加快發展，是中共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重大決策，是新世紀新階段
中國大陸民族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要求切實貫徹實施經國務院批准的「扶持人
口較少民族發展規劃（2005—2010

年）
」原則，以改善人口較少民族聚居村基本生產及

生活條件和增加農牧民收入為重點，落實 5 月份國務院常務會議的決議(新華網，
2005.8.30)。

z雲南省少數民族地區是全省發展的重點和難點
對於中共中央要求加大力度扶持人口較少民族加快發展乙事，今年 9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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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省政府在一份「關於進一步加強民族工作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
發展的決定」的報告中指出，雲南民族工作面臨的困難，是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
發展的基礎十分薄弱，貧困落後問題相對突出；民族問題與當今社會生活中一些
深層次問題相互交織，引發矛盾的因素有所增加；各民族間交流日益頻繁，但因
利益關係、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因素引發的摩擦和糾紛仍然存在；隨著國際形
勢的深刻變化，境外敵對勢力不斷利用民族、宗教問題進行滲透破壞，反分裂、
反滲透的鬥爭形勢更加複雜。這些問題，直接影響著雲南省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的
發展。
雲南省省長徐榮凱進一步表示，雲南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較慢，社會發展
水平較低，貧困人口多、貧困程度深，一直是全省發展的重點和難點地區。一些
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的困難還相當大，如民族自治地方的困難、邊境地區的困難、
散居民族地區的困難、7 個人口較少特有民族的困難等。特別是在邊境一些地區，
民族宗教問題複雜，貧困與毒品、愛滋病等問題交織(中新社，2005.8.21)。
面對少數民族工作推展之困境，該省計畫透過教育、衛生、人才資源開發、
少數民族幹部培養等項目加大工作效能。在教育方面，該省希望爭取在「十一五」
期間，基本實現省內普通高等院校和中專學校招收少數民族學生比例與人口比例
相當；從 2006 年起，41 所省定民族中小學、33 所貧困縣一中民族部的寄宿制學
生生活補助費由每月 25 元提高到 30 元，並逐步擴大補助範圍。在衛生方面，在
「十一五」末，實現房屋、設備、人員、技術「四配套」目標。在人才資源開發
方面，從 2006 年起，每年從民族地區選派 200 名左右少數民族專業技術人才到省
內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學習培訓；在「十一五」末，爭取使少數民族高、中級
專業技術人員、企業經營管理人才、技能型人才和農村實用技術人才數量有較大
幅度增加。在少數民族幹部培養上，目前已實現 5,000 人以上的 25 個少數民族都
有 1 名以上幹部擔任省級機關廳級領導幹部，在此基礎上將進一步加大在省各部
委辦廳局領導班子中配備少數民族領導幹部的工作力度。每年選派 30 名左右縣處
級以上少數民族幹部到中央機關和省外經濟發達地區掛職，選派 50 名以上縣處級
少數民族幹部到省級機關和省內經濟發達地區掛職。此外該省還透過每 5 年召開 1
次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宣傳加強民族團結理念；每年召開 1 次專題會議研究
部署民族工作，要求建立民族工作的目標責任制，把民族工作作為考核黨政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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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工作的重要內容；及加強民族工作部門建設等作為推展少數民族工作（中共國家
。
民族事務委員會網站，2005.9.31）

z其他省(區)推展少數民族工作各有重點
新疆在培養少數民族幹部上略見成效。新疆少數民族幹部目前已達 34 萬人，
占全區幹部總數的 52％，較中共建政初期增加了約 100 倍；新疆採取多種方式加
強少數民族幹部隊伍建設，每年都有一批少數民族幹部分別到中央黨校、天津大
學、大連理工學院等高校學習經濟管理和企業管理，此外至目前為止已有 600 多
名少數民族幹部先後到江西、山東等地異地掛職，開拓視野(新華社，2005.9.9)。
內蒙古推動各項經濟措施協助少數民族脫貧。內蒙古通過財政扶貧資金與以
工代賑資金，及加強少數民族貧困地區的移民安置與勞動力培訓、轉移工作、加
強農畜產品生產基地建設，推廣先進的養殖模式，協助人民脫貧，脫貧措施確實
使極端貧困人口減少 4 成多，但包括達斡爾、鄂倫春、俄羅斯等民族在內的 47 萬
少數民族人口尚未脫貧（新華社，2005.9.10）。
西藏以「雙語版」身份證拉攏藏族。8 月 21 日在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舉行的
西藏第二代居民身份證首發儀式上，西藏第二代身份證全部資訊均採用藏、漢文
登記的「雙語版」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條例」規定，中國第 2 代身
份證要充分尊重少數民族權益，方便少數民族使用，即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
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可以決定同時使用本民族的文字或者選用一種當地通用
的民族文字。其他少數民族也將採用「雙語」身份證，如朝鮮族語與漢語、蒙古
語與漢語、壯語與漢語、維吾爾語與漢語等(新華社，2005.8.21)。
中國大陸少數民族共有 1 億多人口，少數民族問題重重，除了民族認同問題，
貧困問題一直是個極為突出的問題，中國大陸少數民族貧困面廣、程度深、返貧
率高，在全中國大陸 592 個貧困縣中，少數民族貧困縣就有 258 個，占全中國大
陸總數的 43.4％（中央社，2005.10.5）。中共如何透過教育、少數民族人才開發、幹部培
養、扶貧、拉攏等措施作好少數民族工作有待觀察。
備註：本篇「社會不穩定因素」、「貪腐問題」、「生態環保與衛生」、「人權」及「人口」由許志嘉撰稿，「少數民族」由段
有芳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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