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社會 
許志嘉、盛蕙珍 

 

█社會 7 大問題：農民收入低工人就業難、產業結構不合理、幹部

腐敗、挪用資金、執法不嚴、公安事故多、治安不良。 

█大慶市 5萬工人示威抗議，遼寧省遼陽市 3萬工人跨廠聯合示威。 

█2000年大規模示威抗議 3萬起，平均每天超過 80起。 

█實際失業率約 15∼20﹪，尚不包括農村 1億潛在失業人口。 

█城市貧困人口 3千萬，已成社會隱憂。 

█2000年縣級以上機關集體上訪人次超過 565萬。  

█去年法院審結重大刑事案 34萬多件，黑社會組織犯罪增加 6.3倍。 

█去年立案偵察貪污犯 4萬 195人，2萬 120名貪污犯被判刑。 

█8大腐敗領域：炒股票、工程受賄、侵吞土地開發資金、逃漏稅、

國有資產流失、金融系統不良資產、中資公司虧損、住宅超標。 

█華南教會 2名負責人被判死刑。 

█沙塵暴襲北京，平均每人分沙 2公斤。 

█4億大陸人感染結核菌，肺結核病人 500萬。 

█中共利用國際場合指責「東突」暴力色彩。 

█中共加緊控制新疆回教教職人員教育。 

█江澤民要求對西藏新疆加速擴大報導官方政策。 

█新疆維族流亡組織籲國際社會譴責中共藉反恐迫害人權。 

█西藏自治區宣稱堅持「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之藏胞政策；

朱鎔基訪印，指達賴喇仍從事「藏獨」活動。 

█中共企圖藉口以保障少數民族代表名額，藉以拉攏少數民族地區

人心。 

 

一、社會不穩定因素 

◆社會 7大問題 
「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今年 3 月舉行的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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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提出政府工作報告時承認，大陸當前經濟和社會生活還存在 7 大問題，亟待

解決（中央社，2002.3.5；新華網，2002.3.16）： 

（一）農民收入成長緩慢，一些糧食主產區和嚴重受災區，農民收入減少，

有些地方拖欠工資嚴重，部分企業生產和職工生活仍有困難，就業壓力大。 

（二）產業結構不合理和經濟體制深層次問題尚未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相當

突出，地方保護主義屢禁不止，市場經濟秩序有待整頓。 

（三）地方、部門領導幹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盛行，弄虛作假、舖張浪費

嚴重，腐敗現象突出。 

（四）部分單位違規挪用財政資金和專項資金。 

（五）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問題普遍。 

（六）重大安全事故時有發生。 

（七）有些地方社會治安狀況不好。 

從朱鎔基政府工作報告所提出的問題來看，這些問題基本上是當前大陸社會

不穩定因素的主要來源，總體來看，農民與工人的失業下崗與貪污腐敗仍是大陸

社會不穩定的最主要因素，其次，社會重大安全事故、治安不良也是重大問題。 

 

◆大慶油田 5萬下崗工人示威 
就在中共熱熱鬧鬧舉行第九屆全國人大、政協兩會之際，東北大慶及遼陽兩

地爆發大規模示威抗議活動，凸顯大陸近年來經濟改革過程中，嚴重的下崗失業

問題。 

3月 1日起，大慶油田 5萬名下崗工人，由於不滿當局未依承諾發放下崗補償

金，連續 3個多星期在大慶市大慶油田管理局門前靜坐示威抗議，平均每天約有 1

萬名下崗工人在當地聚集。在數千軍警武力鎮壓下，且大慶油田管理局允諾發放

補償金後，這場大規模工人示威活動暫告平息（中國時報，2002.3.15、3.23，p.11；BBC，2002.3.13）。 

毛澤東時代曾喊出「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口號的工業「楷模」大慶油

田，在改革開放衝擊下，自 1999年起，將原有的 26萬工人，裁減了 8萬 6千名（工

商時報，2002.3.20）。引發工人抗議的主要原因是，大慶油田所屬的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

公司是大陸最大的企業之一，去年營收達 300 億美金，但下崗工人所獲補償金 1

年不到 500 美金，而大慶油田管理局一方面未發足補償金，另方面又片面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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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到資遣費的工人將停止供應暖氣及醫療保險（中國時報，2002.3.18，p.11），因而引爆這次

的示威工潮。 

此外，部分下崗工人還要求組建自己的工會，以保障工人權益（BBC，2002.3.13）。 

 

◆遼陽 3萬下崗工人聯合示威抗議 
3 月 11 日，遼寧省遼陽市遼陽鐵合金廠、遼陽紡織廠、遼陽活塞環廠、遼陽

儀表廠、遼陽皮革廠及遼陽精密元件廠等，六家瀕臨破產或已破產的工廠為主體

的 5 千名工人，聯合舉行示威抗議，先將遼陽市主要道路堵死，並包圍市政府進

行抗議，要求發放積欠工人的工資，並徹查該市及工廠領導的貪污行為（中國時報，

2002.3.12，p.11）。 

在公安人員逮捕示威工人領袖姚福信後，這場示威抗議進一步擴大，遼陽市

20多家工廠 3萬名工人，18日包圍市政府及公安局請願，要求釋放被捕的示威工

人（中國時報，2002.3.19，p.11）。 

在軍警武力增強，遼陽市政府同意拿出 250 萬元人民幣，作為解決下崗工人

緊急需求之用，並允諾釋放被補工人領袖後，示威活動暫告平息（中國時報，2002.3.23，

p.11）。 

不過，最新消息指出，遼陽市檢察官已經以「非法集會、遊行和示威」罪名，

控告姚福信等 4名工人代表（中國時報，2002.4.1，p.11）。 

 

◆失業風潮引爆示威抗議 
除了前述兩項重大工人示威抗議事件之外，1月 21日，河南省洛陽市近 2千

名退休工人，因生活困難，上街示威抗議（聯合報，2002.1.24，p.13）；3月 11日，新疆「十

月拖拉機廠」1千餘名工人，因不滿遲未發放辭職安置費，上街堵路示威抗議（中央

社，2002.3.12）；四川省廣元也在 3月中旬，爆發 1千餘名紡織廠工人示威議行動（中國

時報，2002.3.19，p.11）；3月 27日，2百名北京汽車工廠下崗職工，也佔據北京市 1條主

要道路，抗議工廠發放退休金及補償金不公，並指控工廠幹部貪污腐敗（中國時報，

2002.3.28，11版）。 

大陸官方 1 份報告顯示，工人示威抗議正邁入高峰期，目前參與示威的工人

數目，是 1990年代前半葉的 2倍。另 1份內部刊物也指出，2000年大陸大規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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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抗議達 3萬起，亦即平均每天超過 80起（Philip P. Pan, “’High Tide’ of Labor Unrest in China,” 

Washington Post, 2001.1.21, p. A1.）。 
事實上，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特別是近年來大陸當局積極推動國企改革，

造成大批下崗失業工人，失業、生活無依是造成工人大規模示威抗議的主要原因。

大陸政協委員、北京大學教授蕭灼基就以「世界失業率最嚴重的地區」來形容大

陸，他指出，大陸的實際失業率約在 15∼20﹪，這還不包括農村近 1 億的潛在失

業人口，大陸農業人口約 3 億 5 千萬，但實際農地只需 1 億農民耕作，亦即有 2

億 5 千萬農民就業不足，其中有 1 億多在城市打工，另外 1 億多則成為潛在失業

人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問題將更嚴重（中國時報，2002.3.9，p.11）。 

東北地區在國企改革風潮下，失業問題更為嚴重，因為東北地區過去便是大

陸國有企業集中的重鎮，且以重工業為主，在市場化發展過程中，東北地區產業

體制不符當前市場需求，面臨相當大的衝擊，造成龐大的失業工人。遼寧省是東

北經濟情況較好的地區，估計有 4 成 3 工人失業，黑龍江與吉林兩省情況更為嚴

重，未來下崗失業工人抗爭事件可能會更加嚴重（中國時報，2002.3.28，p.11）。 

 

◆農民、民眾大規模示威抗議 
除了工人因下崗失業、生活困難走上街頭抗議外，大陸農民及一般民眾也不

滿地方政府幹部等原因，進行大規模示威抗議。 

1月 6日，廣東省東莞上萬名農民，因不滿當地官員貪污腐敗，因而走上街頭

示威抗議（聯合報，2002.1.8，p.13）。 

1月 30日，山東省青島市石老人村 4百餘位村民，因不滿村委會選舉不公、

舞弊，因而群集青島市政府請願示威，要求重新選舉（中國時報，2002.2.1，p.11）。 

2月 6日，近百名民眾群集北京市人大辦公室前示威抗議，要求全國人大委員

長李鵬還錢，因為李鵬之子李小勇涉及新國大期貨經紀公司投資詐騙案（聯合報，

2002.2.8，p.13）。 

 

◆城市貧民問題日益嚴重 
大陸貧富差距問題日益嚴重，法國媒體引述專家談話指出，大陸經濟雖持續

維持高成長率，但主要是依賴重大工程投資及刺激人民消費來促進經濟成長，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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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政策只對大陸 20﹪的人民有利，並造成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統計顯示，去

年大陸城市人口的平均所得為 6,860 元人民幣，成長率為 8.5﹪，但農村人口年均

所得卻只有 2,366元人民幣，成長率僅 4.2﹪（中央社，2002.3.7）。 

城鄉差距持續擴大的同時，貧富差距問題也日益嚴重，大陸媒體報導指出，

目前大陸城市貧困人口約 3 千萬人，和農村未脫貧人口數目相當。農村貧困人口

的標準，是指年均所得低於 500 元人民幣，城市貧民年平均所得雖高於 500 元，

但因城市消費條件和生活環境不同，反而比農村貧困人口更難解決。農村貧困人

口占農業人口的 3﹪，且人口分布較分散，城市貧民占大陸非農業人口 7∼10﹪，

不但有進一步增加可能，且分布相對集中，對社會穩定的影響更大（聯合報，2002.3.12，

p.13）。 

 

◆500多萬上訪大軍聚集信訪辦 
在大陸各種社會問題浮現的同時，再加上地方政府未能妥善因應民怨，統計

資料顯示，2000 年，大陸縣以上黨政機關受理民眾信件投訴上訪的「信訪」件數

達 1,024萬餘件，集體赴上級單位投訴上訪的人，超過 565 萬人次。上訪主要有 9

種類型：農業和農村問題、國企改制問題、幹部違法違紀問題、治安狀況混亂、

金融機構違法違規、城鎮拆遷改造問題、法院判決不公、部門風氣不良、參政議

政（前哨月刊，2002年 3月號，p.42-43）。 

值得注意的是，農民問題是上訪問題中最嚴重的部分。資料顯示，在信訪的

民眾中，農民佔 50﹪以上，集體上訪的民眾中，農民佔 60﹪左右。 

 

◆公安事故頻傳 
大陸公共安全事故頻傳，根據「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副主任張寶明的說

法，近年來查處安全生產事故所揭露出的大量情況看，幾乎每起特大事故背後，

都與腐敗現象有關。國家安全生產管理局的資料顯示，去年大陸共發生安全生產

事故 1 百多萬起，死亡人數超過 13 萬人。其中，一次死亡 10 人以上的特大事故

140起，死亡 2,556人（多維新聞社，2002.3.27）。 

事實上，大陸公共安全事故時有所聞，包括煙花爆竹爆炸事故、特大透水事

故及煤礦瓦斯爆炸等。僅煤礦安全一項，每年因礦災死亡的人數就約 1萬人，去（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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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到 11月，大陸工礦企業共發生傷亡事故 9,650起，死亡 1 萬 1,047人，比前

年同期分別上升 15.3﹪和 6.8﹪（中新社，2002.3.21）。 

大陸公安事故頻傳的主要原因包括：過份偏重經濟利益、安全設備不足、地

方保護主義、被停產整頓和取締關閉的小企業、小煤礦、小爆竹工廠，違規擅自

營業（中新社，2002.3.21）。 

 

◆治安惡化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蕭揚在九屆人大五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中指出，去年大

陸法院審結嚴重刑事犯罪案件 34萬多件，判處 5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

刑的罪犯 15 萬多人，比前年上升 15.07﹪，審理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案件，去

年比前年增加 6.3倍（中國時報，2002.3.12，p.11）。 

 

二、貪腐問題 
◆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犯 4萬餘人 
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韓杼濱在今年九屆人大五次會議的報告指出，

去年大陸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犯罪案件 36,447件，查處 4,0195人，挽回直接經濟

損失 41億多元。犯罪數額百萬元以上的 1,319件，涉嫌犯罪的黨政領導機關、行

政執法機關、司法機關和經濟管理部門工作人員 9,452 人，縣處級以上幹部 2,670

人，包括李嘉廷等 6名省部級幹部（新華網，2002.3.19）。 

在國有企業轉制、重組過程中，私分、侵吞、轉移國有資産的貪污賄賂犯罪

嫌疑人 17,920 人。查處情節嚴重的行賄犯罪，共立案偵查 1,906 件，比前年同期

增加 39.4﹪（新華網，2002.3.19）。 

去年全年總共有 20,120名貪污犯被判處徒刑，其中包括 5名省部級官員，89

名地廳級官員，419名縣處級官員（信報，2002.3.12，p.10）。 

 

◆8大腐敗領域  
香港媒體報導指出，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 2001年反腐敗鬥爭工作總結

報告中，公布大陸當前 8大腐敗領域（爭鳴，2002年 1月，p.17-19）： 

高級幹部炒作股票牟利：85﹪以上大陸縣處級以上幹部，利用職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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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關係，以非正常手段，買賣、炒作股票，廣東、福建、上海、山東、江蘇、

河南等地縣處級以上幹部及其家屬，92∼98﹪的人持有 20萬股以上股票。 

基建工程貪污收賄情況嚴重：黨政幹部收賄、收取回扣高達 20∼60﹪，

1999-2000年，地方基本設施建設中，有 8,000億至 1兆元人幣，被有關部門官員

貪污、侵吞，交通建設有 500∼600億被挪用、侵吞、貪污。 

土地開發出售資金被大量侵吞：大陸土地開發出售資金大量被挪用、侵吞，

1993年以來，有 4,500多億元的土地開發資金收入下落不明。 

逃漏稅款：地方各種稅收、工商稅，少收或逃漏稅約 800 億元，個人所得稅

少收或逃漏稅約 600億元以上，主要原因是官商勾結、收賄、收取回扣。 

國有資產、資金流失嚴重：1997∼2000 年，大陸國有資產每年流失約 1,500

∼2,000億元以上，70﹪流入黨政幹部及其親屬手中。 

金融系統不良資產嚴重：至 2000年底，大陸 4大商業銀行壞賬高達 4兆 2,300

億元，其中有 6,200多億是銀行違規炒作損失，5,000多億是違法挪用。 

港澳中資公司虧損、壞賬嚴重：大陸在港澳投資公司虧損嚴重，主因是幹部

侵吞、挪用、在外私設公司，動用資金招待親屬。 

幹部住宅普遍超過標準：大陸幹部住房超過官方標準情況嚴重，廣東省副廳

級以上幹部，平均每人擁有市值 100∼200萬元的房屋。 

 

◆建設銀行行長王雪冰遭雙規撤職 
建設銀行行長王雪冰日前被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進行「雙規」，同時被撤

職，據了解，主要是因為建設銀行海內外分支機構重要主管，捲入違規貸款、洗

錢、詐騙及盜取公款等大案（中國時報，2002.1.13，p.11）。 

 

◆貪腐案件頻傳 
原海關總署調查局副局長王立偉，因為涉嫌受收賄賂 24 萬多元人民幣，1月

8日被北京市東城區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 11年（北京青年報，2002.1.9）。 

浙江省溫州市原鹿城區委常委、鹿城公安分局局長王天義涉嫌受賄、巨額財

產來源不明，3 月 13 日，被溫州市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王天義被指為「浙江第

一貪」，被控先後 39次非法收受 15人的賄賂，共計人民幣 240多萬元，美金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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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查獲總財產折合人民幣共計 1,800餘萬元，其中 1,000餘萬元不能說明合法來

源（多維新聞社，2002.3.14）。 

湖北省天門市委書記張二江，因收賄、賣官、嫖妓、聚賭、虛報統計數據等，

被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指為「吹、賣、嫖、賭、貪」五毒俱全，成為「五毒書記」。

張二江收賄、私設金庫達 300多萬元人民幣（聯合報，2002.2.3，p.13）。 

 

三、人權 
美國國務院今年公布的人權報告指出，去年 1整年，大陸人權紀錄依然不良，

仍然出現多起政府嚴重侵犯人權的案例，尤其是在宗教自由方面，報告強調，大

陸政府對於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的尊重「惡化」。去年，有數千名法輪功學員遭到

逮捕和羈押，據稱自 1999年以來，已有 200多名法輪功學員死於獄中（中央社，2002.3.4）。 

今年以來，大陸對宗教的鎮壓仍然持續增強。 

 

◆華南教會負責人被判死刑 

大陸地下教會「華南教會」17名負責人，被湖北省荊門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邪

教」和「流氓」等罪名，判處重刑，其中，兩名負責人龔勝亮和李英被判處死刑，

是 1999年大陸實施反迷信法以來，宗教團體負責人首度被判處死刑的案例（聯合報，

2002.1.1，p.13）。 

華南教會係「全範圍教會」分出的地下教會，去年 4 月被大陸公安部正式定

為邪教。教會創辦人龔勝亮被判死刑，李英被判死緩，另外 15名負責人則被判處

2年至無期徒刑的重刑。 

 

◆鎮壓地下教會 

國外媒體報導，大陸當局秘密文件顯示，將繼續鎮壓地下教會，文件指出，

大陸當局要求各地公安人員，鎮壓不為政府承認的地下教會，強調要消除「南中

國教會」及「真主教會」，因為這些教會被視為有如法輪功一樣，會對國家造成威

脅（聯合報，2002.2.15，p.13）。 

此外，1 名香港商人黎廣強，因為偷運聖經進入大陸，1 月 28 日被福建省福

清市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判處 2 年徒刑，另外 2 名與黎廣強同時被捕的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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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被判處 2年及 3年徒刑（中國時報，2002.1.29，p.11）。 

3 名大陸人因為參加臺灣人左坤創辦的「聖靈重建教會」，而被福建省廈門湖

里區法院，以「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名，被判處 7年徒刑（聯合報，

2002.1.1，p.13）。 

人權團體「自由之家」則指控大陸當局對宗教進行殘暴的鎮壓，指北京政權

已殺害至少 129名教徒，並逮捕約 24,000人（中國時報，2002.2.13，p.11）。 

 

◆異議人士被判重刑 

大陸「中國民主黨」湖北黨部創辦人、知名異議人士呂新華，1 月 12 日，被

武漢市中級人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判處有期徒刑 4 年。山東省另

一名中國民主黨負責人王金波，則於 2001年 12月 13日，被以顛覆罪，判刑 4年

（北京之春，2002年 3月號，p.101）。 

香港學者徐澤榮，被深圳法院以洩漏國家機密和非法經營等罪名，判刑 13年；

另 1名與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教授李少民熟識，深圳市黨校科研處副教授時憲民，

也因被指控對外提供國家機密，而被判 2年徒刑（聯合報，2002.2.，p.13）。 

 

四、生態環保與衛生 
◆沙塵暴襲北京等城市 
強沙塵暴 3月 18日開始橫掃大陸北部後，吹襲日、韓。據了解，僅北京市降

下的沙塵就高達 3萬噸，每平方公尺的降塵量達到 29公克。以總量和人口數計算，

約每個北京居民收到超過 2公斤沙土。 

嚴重的沙塵暴也對交通造成影響，從西安開往新疆的火車，因沙塵掩埋鐵路，

被迫停駛一天（中國時報，2002.3.24，p.11）。 

 

◆4億人感染結核菌 

大陸媒體引述湖北省結核病防治研究所近日提供的最新統計資料指出，大陸

是全球 22個結核病發病最高的地區之一，肺結核病人數居世界第二位，大陸目前

有 4億健康人感染了結核菌，肺結核病人高達 500萬人（中國時報，2002.3.19，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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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氾濫 

大陸當局宣布破獲亞洲最大宗販毒案，繳獲海洛因 672.9公斤。顯示大陸毒品

氾濫問題嚴重，大陸「公安部」副部長 白景富表示，去年前 11 個月，大陸公安

共查獲 12.3噸毒品，187萬顆迷幻藥，逮捕 67,500多名涉嫌販毒的毒販（中國時報，

2002.1.7，p.11）。 

 

五、少數民族 
◆中共利用國際場合指責「東突」暴力色彩 
美國總統布希 2 月間赴大陸訪問，中共趁此機會極力企圖把新疆的分離主義

者歸為賓拉登恐怖集團的一分子（國家通訊社，2002.01.22）。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於 1月 21日發表題為「『東突』恐怖勢力難脫罪責」的文章（新華社，2002.01.21），指稱

為達到分裂和控制新疆的目的，某些「老殖民主義者」進而把新疆稱為「東突厥

斯坦」，編造所謂新疆是東突厥人家園之謬論；「東突」組織在中國大陸及國際進

行恐怖活動，與奧薩瑪有密切關聯，激進教徒受其訓練及指使，10 年來在大陸造

成 6百多人傷亡。文章並表示，「為了保護各民族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和共同利益，

為了維護中國新疆及其周邊地區的穩定，為了維護國家統一、社會穩定和現代化

建設的順利進行，中國對『東突』恐怖勢力所從事的暴力恐怖活動堅決依法予以

打擊」。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孫玉璽隨後（2 月 24 日）表示，北京當局有決心、有能力

堅決打擊「東突」恐怖勢力，並希望得到世界各國的支持與配合（中國新聞社，2002.01.24）。

新疆維族自治區書記王樂泉亦指出，新疆的恐怖分子與國際極端回教勢力掛勾，

在新疆製造暴亂，企圖成立獨立伊斯蘭共和國；目前，當局已抓獲一百多名自境

外受訓潛回大陸的恐怖分子，在新疆也破獲疆獨秘密訓練組織及大量槍枝彈藥及

手雷等（中國時報，2002.01.22，4版）。 

另一方面，美國雖表示與中共在反恐怖主義方面的合作，反對新疆或中國大

陸其他地方的恐怖活動，但也向中共表明，打擊國際恐怖主義「不是鎮壓合法表

達政治意見的藉口」（國家通訊社，2002.01.22）。 

然而，新疆自治區維吾爾族共產黨高級幹部於 1月 12日的新疆宗教工作會議

上，仍表示必須堅決取締「扭曲新疆歷史、散布民族分裂思想及鼓吹宗教狂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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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傳資料。此舉亦反映出，當局準備在回教居民佔多數的新疆地區展開思想戰，

加強打擊所謂「民族分裂分子」的行動（國家通訊社，2002.01.18）。 

 
◆中共加緊控制新疆回教教職人員教育 

北京當局為加強控制西部新疆維族自治區的回教教職人員教育，逐步廢棄傳

統的教內「傳幫帶」方式，以國家正規培訓、培養的方式逐漸取代（國家通訊社，2002.01.04）；

展開 50年來規模最大的少數民族宗教人士培訓工程，8千名清真寺的主持受到「正

規培訓」。目前新疆三所回教經文學院校正積極培養新一代的教職人員，以成為新

疆回教教職人員的主力（中國新聞社，2002.01.04）。 

另外，東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表示，新疆伊釐當局下達一「關於辦理婚喪喜

事、發揚文明健康新婚上的意見通知」中，批評一些傳統民族禮儀腐化人民思想，

要求採取各種方式引導廣大民眾及少數民族。該「通知」規定，有關回教的割禮，

必須在嚴格規定範圍內進行；此外，民族幹部辦理婚事及喪事，亦須事前請示、

事後彙報（國家通訊社，2002.01.08）。 

 

◆江澤民要求對西藏新疆加速擴大報導官方政策 
美國展開反恐戰爭後，國際恐怖活動在南亞和中亞地區的緊張情勢日愈升

高。為此，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要求中共廣播電臺和電視臺等媒體，對西藏和新

疆等西北地區加強報導官方政策，以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他特別強調，此

項計畫尤其針對邊遠地區，是非常重要而必須加速努力的工作（國家通訊社，2002.02.02）。 

此外，中共業於 1999年成立「中國西藏信息中心」，該中心以互聯網為基礎，

係一集出版、影視、信息服務等資源於一身的專業化涉藏信息傳播機構（中國新聞社，

2002.02.01），為大陸對外介紹西藏並作為政策宣導的重要窗口。 
 

◆新疆維族流亡組織籲國際社會譴責中共藉反恐迫害人權 
新疆維吾爾族流亡組織呼籲國際社會譴責北京當局假借反恐行動，迫害回教

徒佔多數的新疆地區人權。設於德國的「東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發表聲明指出，

九一一事件後，北京當局已加強鎮壓新疆維族，借口反恐而以政治罪名逮捕了 3

千多名維族人，期間，中共當局對「分裂分子和非法宗教分子」進行至少 12次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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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中國時報，2002.02.06，p.11）。 
 

◆西藏自治區宣稱將堅持「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之藏胞政策；

朱鎔基訪印，指達賴喇嘛仍從事「藏獨」活動 
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巴桑於 2 月 4 日召開的「自治區接待歸國藏胞委員會

全體會議」中表示，西藏將堅決執行「中央」對國外藏胞制定的「愛國一家、愛

國不分先後」政策。巴桑解釋，即使過去有分裂主義行為的人，只要是真心放棄

「西藏獨立」立場，切實停止從事分裂「祖國」活動，就會受到政府和人民的歡

迎；惟她話鋒一轉，又說「少數分裂主義分子利用來去自由的機會進行分裂『祖

國』的活動，甚至在西藏策劃、煽動騷亂，這是絕對不允許的」（新華社，2002.02.04）。 

1月中旬，中共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訪印與印度總理瓦巴依會談中亦表示，達賴

喇嘛仍在進行西藏獨立的活動。朱鎔基並向媒體表示，瓦巴依稱印度已遵守承諾，

不准達賴利用印度從事反對中共的活動（國家通訊社，2002.01.15）。 

惟在此之前，西藏流亡政府領袖達賴喇嘛在一場於新德里舉辦的研討會中亟

聲呼籲，希望印度政府積極主動支持西藏的自治運動，並完成西藏人民長期渴望

的心願。達賴也強調，他已放棄完全獨立的主張，只要求讓西藏自治（東森新聞報，

2002.01.07）。 

然事實上，即使達賴已對外宣稱放棄完全獨立主張，中共仍未予採信，繼續

指責達賴與其支持者正在製造社會緊張（國家通訊社，2002.02.02），視其為「民族分裂分

子」。 

 

◆中共企圖藉口以保障少數民族代表名額，藉以拉攏少數民族地區人心 
中共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決定，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

表中，少數民族代表的名額應佔總名額的 12﹪；人口特少的民族，則至少應有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人（新華社，2002.03.15），此舉顯現出中共企圖以此塑造平等對待

少數民族的形象。惟據東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指出，北京當局對維吾爾族人的經

濟歧視逐漸加劇，就業機會優先提供給漢人（中國時報，2002.02.06，p.4）。對維族人來說，

獲得民生經濟上一視同仁的對待，恐更甚過政治參與平等的口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