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大陸及港澳情勢 
 

一、中共武器外購與運作歐盟取消禁運之關連 
 

歐博士錫富主稿 

 
▓中共武器外購原則為從俄國引進成品武器，從歐盟進口

零件與科技，吸收後再應用到自製武器。 
▓中共運作歐盟解除武器禁運在凸顯中國崛起。短期內要

引進成品武器不易，但技術可能會提升。 
▓中共軍事裝備屬俄國規格，且俄製武器價格低。大量購

買歐盟武器成品風險高，不利信息化戰爭需要。 
▓中共不滿俄國武器性能設限，放出購買法國戰機消息意

在向俄國施壓。 
 

（一）軍購以俄國為主、歐盟為輔 
最近歐盟對是否取消對中共武器禁運一事，因要求與人權問題一

併考慮而暫時不會解除（http://nytimes.com/2005/04/15/international/europe/15embargo.html）。事實

上，即使不解除禁運，歐盟早以化整為零的方式向中共輸出軍事科技

與武器零組件。出口金額從 2001年的 6千 3百萬歐元增加至 2003 年
的 4億歐元（http://tw.news.yahoo.com/050314/43/113rc.html）。 

2002 年，中共向俄羅斯購買 50 億美元的武器；2004 年中共進口
俄國武器裝備達 20億美元，主要是 Su-30戰機、基洛級潛艦等（自由亞洲

之聲，2004.12.13）。目前中共對先進科技掌握不足，武器自製與引進並重；在

引進原則方面主要是俄國為主，歐盟為輔。從俄國進口先進成品武器，

從歐盟進口零組件與科技，消化吸收後再應用到自製武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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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進歐洲武器不易 
世界武器系統可分為美國、俄國、西歐 3 大系統。由於各國軍事

戰略與科技發展程度不同，形成不同的風格。美、俄貨色齊全，西歐

國家國力不足，只能少樣重點突出。俄製武器的面毀傷能力強，美製

武器的點殺傷精度高。俄製武器粗獷，美製武器精巧（京雨，頁 35）。俄國

電子落後歐、美，加上蘇聯解體後研發投入不足，這在信息戰爭可能

是致命的弱點（余陽，頁 63）。 
一旦歐盟取消對中共武器禁運，中共有興趣的歐盟武器包括：1、

法國的太陽神 2（Helios）偵察衛星、紫菀（Aster）飛彈、幻象（Mirage）或陣風（Rafale）

戰機。2、德國的豹 2戰車與 U31潛艦。3、捷克的維拉（Vera）雷達，維

拉是目前世界唯一能發現匿跡戰機的雷達（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5-03/01/content 

_2633073.htm）。歐盟表示，即使取消對中共武器禁運，它同時會加強一項

武器出口的行動準則（codes of conduct），確保能夠阻止危險或戰略性的武器

最終被輸往中國大陸（http://news.xunhuanet.com/world/2005-03/15/content_2698680.htm）。短期內中

共想要引進尖端武器並不容易，但化整為零的零組件與科技可能會有

所提升（Defense news，2005.3.14，p.8）。中共積極運作歐盟解除武器禁運顯然在凸

顯中國的崛起，企圖分化歐、美關係而達到所謂多極的世界。 
 

（三）拉抬身價的採購心戰喊話 
中共裝備規格至今還屬於俄國規格，尤其 90年代進口大量俄國武

器後，更強化這種趨勢，這是自製與外購的基本事實。中共不會大量

購買歐盟武器在於：1、不利信息化戰爭需要。未來信息化戰爭是系統
的對抗，由於俄國與歐盟武器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系統，如果從歐盟引

進多種武器，將不利武器裝備形成配套系統。2、歐、美成品武器風險
高。引進成品武器若未掌握關鍵技術，技術保障將長期依賴西方，遇

到類似天安門事件，再先進武器也是一堆廢鐵。3、俄國武器價格低廉。
俄國武器普遍低廉，在國際市場具有競爭力，歐盟聯合生產的 EF-2000
颱風戰機，每架價格在 5 千 5 百萬到 6 千萬美元間，無法滿足需求量
龐大的解放軍空軍（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078/32379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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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媒體報導中共進口 210架法國幻象 2000-9戰機的可能
性不是很高（http://tw.yahoo.com/050410/43/looqr.html）。除了讓臺灣緊張一陣外，這項

報導可能針對俄國的採購心理戰。俄製武器遭到武器抵制與禁運的風

險低，但北京對俄國輸往中國大陸武器嚴格設限早有不滿。俄國賣給

印度的 Su-30MKI 性能要比中共的 Su-30MKK/MK2 好，中共的 Su-30
戰機沒有前翼（canards）、向量引擎及電子掃瞄雷達。先前媒體報導中共

將停產 Su-27 戰機，因為性能老舊，同樣也是向俄國討價還價的心戰
喊話（Piotr Butowski，pp.52、55）。 

 
（四）中、俄軍工合作關係微妙 

俄國對中共崛起存有戒心，對輸出中國大陸武器性能設限。中共

放出一旦歐盟解除禁運將採購的武器項目，主要在刺激俄國，希望俄

國放寬武器性能的限制。美國國務卿萊斯表示，美國不希望俄國賣武

器給中共（http://tw.yahoo.com/050422/43/1qa16.html）。歐盟暫時不解除對中共武器禁運，

俄國當然願意順水推舟，讓問題回到中共只有依賴俄國武器的原點。 
俄國表示，將派遣可能出售中共的 Tu-95與 Tu-22M3遠程戰略轟

炸機，參加中、俄聯合反恐演習，甚至邀請中共參加俄國第 5 代戰機
的研製（Jane’s Defense Weekly，2005.1.26，p.17；http://www.people.com.cn/junshi/1077/3133295.html）。俄國利

用聯合演習，合作研製戰機為餌，意在紓緩中共對其限制武器性能的

不滿。中共則利用聯合演習，企圖將演習針對第 3國（http://military.people.com.cn/ 

GB/1076/3256121.html），可見兩國軍工關係既競爭又合作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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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反日入常」對兩國外交關係之影響 
 

楊研究員志恆主稿 

 

▓中共反對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日本而

言無異是對中外交目標的重創，日本應會調整其對中外

交戰略，兩國外交戰場可能會轉移到東亞地區，特別是

倍受關注的東亞經濟整合議題。 
▓日、中兩國關係的發展，今年有多項的高層互訪計劃，

應會漸趨穩定，但臺灣問題已被中共點名要求妥善處

理，短期內臺、日關係可能會被拿來當操作性議題，不

過，臺灣對日本的戰略利益是中共無法替代的，因此，

臺、日關係不可能受到衝擊。 
 
4月 17日，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前往北京參加日、中、韓 3國外長

會議時，正是中國大陸反日示威風潮的高峰，特別是日本外長到訪，

北京政府竟沒有採取有效的管制措施，還讓日本駐上海的領事館遭到

群眾的攻擊，這種情形讓町村與李肇星會晤時，態度也很強硬，要求

中共要道歉及賠償損失。事實上，這次中國大陸的反日示威已經成為

日、中外交關係的分水嶺，日本長期以來推動的對中共外交戰略目標，

在這次的反日風潮中被潑冷水。「反日入常」是中共這次軟處理反日

活動的主要關鍵，中共反對日本成為全球性的政治大國的立場，已把

日本對中共的外交變得沒有方向感，其對兩國外交之影響是深遠的。 
 

（一）改善關係的「日中共同作業計畫」 
事實上，日、中關係不睦已有 2 年多，從歷史認識問題到小泉總

理參拜靖國神社，再到最近又被掀起的教科書內容等歷史情感問題，

加上中共在東海海域開採天然氣田爭議、釣魚臺群島主權爭議，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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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發生的中共「漢級」潛艦入侵日本領海事件等等的國家實質利

益的衝突。這些問題由於過去 2 年來雙方政府的態度相當強硬，以致
於政治關係一直沒有突破性的進展。在經濟合作方面，中共認為是中

國大陸經濟高成長帶動日本經濟走出低迷，對日本的姿態也擺得相當

高。但是日本卻從去年起就揚言要削減對中共的經濟援助（ODA），並在

今年正式向中共表達將在 2008 年之前結束長達 25 年左右的 ODA 援
助。整體而言，日、中關係是逐漸在淡化合作，朝競爭的方向傾斜。 

有鑑於日、中關係不睦對兩國在東亞地區的發展是不利的，因此

兩國政府從今年初就開始商談如何改善關係的外交努力。在今年 1月，
日本外務省亞太局局長佐佐江賢一郎與中共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崔天

凱，雙方已就改善關係擬訂「日中共同作業計畫」，其內容主要是希

望擴大雙方的交流層面來增進互信，改善關係。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

有 4月 17日町村信孝赴北京與李肇星會談；5月 6日李肇星赴京都參
加亞歐會議時與町村再舉行會談；5月 15日吳儀訪日並參加 19日愛知
博覽會「中國日」活動，其間可能與小泉總理會晤；8月中共總理溫家
寶參加愛知萬國博覽會閉幕式與小泉總理舉行高峰會，期間還包括唐

家璇的訪日行程。這項高層互訪的計劃如能順利進行，對最近惡化的

兩國關係之改善，是會有相當大的幫助，不過這應該是短期的外交成

果，對於像「日本入常」這個具深遠的、戰略性的議題是否會發揮作

用，實在沒有樂觀的理由。 
 

（二）回歸區域性議題的合作關係 
現今，中共已經把反對日本入常的立場講得很清楚，那麼日、中

的合作關係在以聯合國為舞臺的全球性事務議題也很難實現，日本要

扮演全球性角色主要還是靠美國的提攜。日、中合作領域仍要回歸到

區域性的議題，目前主要是 ASEAN＋3的合作架構，還有今年底即將
在馬來西亞舉行的東亞經濟整合會議。不過，就過去日、中兩國各自

推出的與東協國家的「自由貿易區」合作計劃來看，雙方其實也是處

於各自登山的競爭狀態。因此，有關東亞經濟整合議題將會是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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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的第二戰場。特別是日本在聯合國改革案很有可能受挫的考量

下，會將外交重心轉移到東亞共同體領導國角色之爭取。事實上，這

次「反日入常」東南亞國家並沒有受中共的影響而隨反日風潮起舞，

這是因日本最近與東南亞國家加強經濟合作有關，尤其是對東協國家

ODA的援助大幅提高。另外，美國東亞戰略最弱的一環就是東南亞，
美國是樂見日本能主導東亞共同體。因此，就區域角度言，這次日、

中緊張關係後，東南亞將會是日、中外交競爭的熱點。 
 

（三）對臺、日關係的衝擊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反日風潮逐漸落幕之際，中共領導人胡錦

濤在印尼雅加達舉行的亞非高峰會，與日本總理小泉會晤時提到 5 點
改善兩國關係意見中，第 3 點特別講到要日本好好處理臺灣問題。這
點在最近町村外相與李肇星、唐家璇會晤時中共方面都提到，顯然，

中共是有策略、有步驟地利用日本現今急於改善與中共的關係，附加

上去要求日本接受的條件。而日本的立場也表明的很清楚，其一貫的

政策將維持不變，也就是 1972年的日、中建交公報，1978年的日、中
和平友好條約，1998年 10月的日、中共同宣言仍將是日、中關係的基
礎。 

事實上，中共最近再炒熱臺灣問題，是其通過「反分裂國家法」

以來的國際戰略一環。該法對臺灣而言是沒有意義的，中共也心知肚

明，中共的戰略目標是放在國際社會的認同，特別是對美國與日本。

不過，美、日在今年 2 月的「2＋2」戰略會議中就已經確認維持臺海
和平穩定是兩國共同的戰略目標，臺灣對美、日的戰略利益早有定位。

中共這次特別把臺灣問題提出來要求日本好好處理，無非就是要挑戰

日本的戰略利益，這點中共可能要再失望。蓋臺灣對日本的戰略利益

是中共無法替代的，臺、日關係有可能被日本親中共的政治人物在短

期內為了改善與中共的關係當作外交操作的籌碼。不過，放眼長遠的

國家利益，日本是沒有太大的空間可以作這種短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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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中共打壓日本在聯合國的發展空間，不僅是國家戰略利益之爭的

問題，更深層的意義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不論是現在的 5 強，抑或
是這次改革方案中被提到可能入常的候選國，只有中共是非民主選舉

領導人的國家。日本是美國軍事盟邦，同時也是民主價值的同盟，他

的入常有助於聯合國推動民主、人權的普及化。臺灣在去年就已公開

表示支持日本在聯合國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中共是擔心其專制政權的

本質，在日本甚至德國、印度、巴西等國入常後，在國際上會更加孤

立。因此，我們不難理解中共最近公開表示，要有 90％以上的國家同
意才能進行聯合國改革，中共防的其實不僅是日本，而是所有的民主

國家。 

 

三、中國大陸水資源安全面臨挑戰 

 

銘傳大學許助理教授志嘉主稿 

 
▓農村地區 3 億多人口飲水不安全，1 億 9 千萬人飲用水
有害物質超標。 

▓6百多座城市中，3分之 2以上供水不足。人均水資源僅
為世界水準的 4分之 1，城市缺水總量達 60億立方公尺。 

▓水資源 4大挑戰：洪澇災害頻發、水資源供需矛盾嚴重、
水土流失嚴重、水污染未得到有效控制。 

▓水土流失面積 356萬平方公里，佔國土面積 37％。70％
以上河流湖泊遭受不同程度污染，城市地下水 25％嚴重
污染。 

▓具有安全隱憂危險水庫達 3萬 413座，約佔水庫總數的
36％。未來 5年投入人民幣 80億元，先行解決 6∼8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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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口飲用水問題。 
 

（一）水質未達標準，缺水問題嚴重 
中共水利部進行的「全國水資源調查評價」結果顯示，中國大陸

地區飲水安全問題非常嚴峻，許多地區面臨水質嚴重未達標準、供水

保證率低及水質性地方病等問題，農村地區有 3億多人口飲水不安全，
城市水源污染嚴重，嚴重威脅人民的生命健康（北京青年報，2005.2.27）。農村 3
億多面臨飲水不安全人口中，6千 3百多萬人飲用高氟水，2百萬人飲
用高砷水，3千 8百多萬人飲用苦鹹水，1億 9千萬人飲用水有害物質
含量超過標準，1千 1百多萬人飲用水受到血吸蟲病威脅（人民日報，2005.3.22，

6版）。 
中共建設部調查資料則指出，中國大陸城市水資源嚴重不足，6

百多座城市中，4百多座缺水，3分之 2以上城市供水不足，城市缺水
總量達 60億立方公尺，11個省市的 1百多座城市明顯供水短缺，其中
屬於嚴重缺水的城市佔 56％（中新社，2005.3.22）。 

飲用水不安全、嚴重缺水，不僅影響居住人口的健康，對於中國

大陸持續發展也是一項嚴峻挑戰，事實上，城市地區因為嚴重缺水、

飲用水不乾淨，許多家庭都被迫要購買礦泉水作為飲用水，農村 3 分
之 1人口飲水不安全，連生活都有問題。 

中國大陸原本就是一個乾旱而缺水嚴重的地區，淡水資源總量僅

2兆 8千億立方公尺，佔全球水資源的 6％，居世界第 4位，但人均水
資源僅 2千 2百立方公尺，僅為世界人均水資源的 4分之 1，居全球第
121位，是人均水資源最貧乏的國家之一（新華社，2005.3.21）。如果再扣除難

以利用的洪水徑流和散布在偏遠地區的地下水資源後，實際可利用淡

水資源僅 1兆 1千億立方公尺，人均可利用水資源僅 9百立方公尺（新

華社，2004.11.16）。 
 

（二）水資源問題面臨 4大挑戰 
中國大陸天然人均水資源原本就已嚴重不足，再加上人為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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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水資源安全問題更加惡化。中共水利部指出，目前中國大陸水資

源面臨 4大挑戰（新華社，2005.3.21）： 
1.洪澇災害頻發：主要河流 10年中有 6年發生大洪水。 
2.水資源供需矛盾嚴重：每年缺水總量約 3百至 4百億立方公尺。 
3.水土流失嚴重：流失面積 356 萬平方公里，佔國土面積 37％，每年
流失土壤總量 50 億噸，導致土地退化、草場沙化、河道湖泊泥沙淤
積。 

4.水污染未得到有效控制：50％淺層地下水遭到一定程度污染，每年約
有 3分之 1工業廢水和 3分之 2生活污水未經處理便排入水中。 
事實上，環境污染問題已嚴重破壞中國大陸生態，瑞士達弗斯世

界經濟論壇發布的世界各國環境質量可持續指數顯示，全球 144 個國
家中，中國大陸排名 133位，環境污染非常嚴重（聯合新聞網，2005.2.20）。在水

資源方面，中共水利部資料顯示，全中國大陸 70％以上的河流湖泊遭
受不同程度污染（新華社，2004.12.22），中國大陸城市地下水開採地段 25％有
嚴重污染現象（中央社，2005.4.21）。 

水資源嚴重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人為的破壞，根據中共環境保護總

局分析，中國大陸水污染嚴重的 3 大原因，一是粗放型經濟成長模式
沒變，排污量大，遠遠超過水環境容量；二是生態用水缺乏，黃河、

海河、淮河等主要大河水資源開發利用率都超過 50％，超過國際 40％
合理標準；三是水污染防治立法不健全，幹部和民眾環保與守法意識

不高（新華社，2005.3.21）。 
 

（三）加大投注力方能解決問題 
除了污染問題之外，水庫年久失修，更進一步加劇水資源不足問

題。官方統計資料顯示，水利部門管轄的 8 萬 3 千 7 百多座水庫中，
具有安全隱憂的危險水庫達 3萬 413座，約佔總數的 36％。危險水庫
中，大型水庫 145座，中型水庫 1,118座，大中型水庫危險比率高達 4
成以上（中央社，2005.2.22）。 

面對惡劣的水資源安全環境，中共當局計劃今後 5 年投入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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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億元（約新臺幣 320億元），先行解決 6 千萬到 8 千萬人口的飲用水問題，
預計 2020 年基本解決農村飲水問題（中央社，2005.3.22）。中共當局雖然已意

識到水資源安全嚴峻的問題，但投注的力度似乎仍不夠大、不夠全面，

這項長期積累的問題攸關中國大陸民眾的生命安全，並將影響到整個

中國大陸居住環境品質及長遠的發展。對中共當局而言，在追求經濟

建設之際，除了有效進行環境保護，避免水資源問題持續惡化之外，

更應積極改善水資源環境，讓中國大陸成為一個更適合居住的環境。 

 

四、資本家可獲選為勞動模範的意涵 
粟明德先生主稿 

 
▓今年度的中國大陸「全國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候選人」

榜單上，出現了多個資本家和農民工的名字，真正在生

產第一線上打拚的人反而成了配角，顯示中共已承認在

經濟結構巨變下，社會已步入多元化的事實。 
 
今（2005）年度的中國大陸「全國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候選人」榜

單上，居然出現了 30個資本家（中國大陸稱為「民營企業家」）和 23個「農民工」
的名字。全部 2,977個候選人中，職稱帶「長」字（如局長、處長之類）和「書

記」的特別多，真正在生產第一線上打拚的反而成了配角。這是從 1950
年建立勞模選拔制度以來，首次出現的異相，中國大陸各界人士都對

此稱奇不已。 
中國大陸每 5 年舉辦 1 次的「全國勞模」選拔，在過去完全是黑

箱作業，名單由中共黨委內定，但會經過「群眾醞釀」的階段，讓人

覺得「勞模」還真是群眾推舉出來的。在過去這幾十年來，無論這套

機制如何運作，選出的「勞模」總還是工、農生產第一線的成員，而

且有一個共同點：絕對沒有帶「長」字的領導幹部。中共當時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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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領導幹部若成了勞動模範，那便是沒有出息的「事務主義者」；

也就是說，幹部和工農業生產者是兩個不同層次，既然當了幹部，就

不能去與工、農爭這種虛譽。 
在中國大陸過去那種齊頭平等的時代，被「評」為「勞模」是有

許多好處的。第一，可以到北京出席「全國先進生產者大會」，會中

除吃喝外並受中共高層人物接見，會後在媒體上大肆宣揚，並被安排

到風景名勝之地「休養」一陣；第二，很可能被提拔為幹部，例如過

去的中共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以及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郝建秀，就

是這樣來的。 
但是，「勞模」如果跟錯了人，也可能有很大的風險。60年代初

期有個北京掏糞工人時傳祥，是劉少奇擔任中共國家主席時親自樹起

來的「標兵」，劉少奇一垮臺，時傳祥也受到清算，被諡為「糞霸」，

整得死去活來，後來因為周恩來說了一句：「文化大革命不是為整一

個掏糞工人而發動的」，才免了一死，只是成了神經病患。 
現在的「勞動模範」具有這樣的多種成分，在過去是不可想像的。

這也說明，中共已承認在中國大陸經濟結構巨變下，社會已步入多元

化的事實。中國大陸一個著名大學教授認為：「私營企業家入選勞模，

是中國大陸政治開明、社會進步的表現，也是非公有經濟迅速壯大，

對經濟的貢獻日益增大的必然結果」（新華社，2005.4.15）。 
至於「農民工」能夠獲選為全國勞動模範，這是因為現在進城務

工的農民已超過 1億 4千萬（新華社，2005.4.16），在中國大陸總人口中所佔比

例越來越大；而他們參與城市建設、國家建設的貢獻，不容再予忽視。

由於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問題、社會保障問題

等仍懸而未決，農民工能夠入選「勞模」，則多少說明他們的努力已

獲得社會承認，有助於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 
這次，中共首次在「全國勞動模範」候選階段便向社會公告名單，

也說明中共已逐步打破既往的黑箱作業，而開始尊重公眾的知情權、

參與權、選擇權及監督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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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共近期箝制新聞自由情形 
文教處主稿 

 
▓限制媒體報導中共當局貪腐情事。 
▓限制 BBS網站。 
▓打壓新唐人電視臺。 
▓打壓言論自由。 
 
今年 2月的第 2個週末，美國華盛頓郵報等 340多家報紙的週末

版副刊「廣場雜誌」（parade）報導說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世界最殘暴的

10大獨裁者中排名第 4位，理由之一為動用 3萬名保安人員監視網民，
控制媒體。至於排在胡錦濤之前的則有蘇丹總統巴希爾、北韓領導人

金正日及緬甸軍事政府領導人丹瑞（中央日報，2005.2.14）。 
由於中共一向視媒體為黨的喉舌，除對新聞編採人員的政治立

場、思想觀念有具體的要求外，並刻意打壓不符合其要求的媒體，茲

列舉近期中共對新聞自由的打壓情形如后： 
 

（一）限制媒體報導中共當局貪腐情事 
最新 1 期亞洲週刊報導，上海第一財經、北京經濟觀察報、廣州

21世紀經濟報導 3家報紙，最近相繼收到中共中宣部警告，要它們「3
個月不准做負面報導」；並派遣兩名幹部到廣東「南方報業集團」，

對管理層「加強指導工作」。與此同時，香港「鳳凰衛視」報導山西

省委副書記和省委組織部長操守問題，山西當局於是進行報復行動，

切斷該電視臺經由有線電視在當地的播出，並上告中宣部，中宣部隨

即通知「鳳凰衛視」，不得再作類似報導。在政治壓力下，中國大陸

一些媒體內部規定「慎重把握熱點，嚴格控制負面，嚴禁報導外省負

面新聞」；也有媒體規定，一旦被中宣部「閱評小組」點名，記者、

編輯到主管都要扣數月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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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限制BBS網站 
去年底中共教育部長周濟在一次座談會上指出，大學生不看報紙

和電視，主要資訊得自網路；BBS 網站上可隨意亂說，國外發動很強
大的力量寫各種不同的網路資訊，我們的學生不僅看，還相信，形成

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課題。隨後中共教育部以加強大學生思想教

育為名，禁止北京清華大學「水木清華」等大學 BBS與外界互動；關
閉南京大學 BBS「小百合」，並刪除所有資料（聯合報，2005.3.25）。 

 
（三）打壓新唐人電視臺 

另據悉總部設在法國的「歐洲衛星公司」，因迫於中共的政治和

經濟壓力，單方面和有法輪功背景的華語「新唐人電視臺」解約，使

中國大陸和東南亞觀眾無法繼續收看新唐人的電視節目。分析人士

說，中共政府加強控制言論新聞自由的觸角，可能已伸向歐洲，這種

情況開始引起批評人士的警惕（美國之音，2005.4.14）。 
 

（四）打壓言論自由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焦國標，因發表一篇討伐中宣部

的文章而遭到撤職處分。文章強烈批評北京當局對新聞傳播業的嚴格

控制現象，指中宣部不但扼殺了言論自由，同時也保護了那些貪官污

吏，因此，他呼籲撤銷中宣部。而根據美國保護記者協會的年度觀察

報告指出，去年全球總共有 122 名記者被關押，中國大陸佔總數 3 分
之 1，中國大陸已經連續 6年成為關押記者人數最多的國家（news mail@cbs. 

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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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共第 3度對香港基本法進行釋法 
 

施研究員逸銘主稿 

 
▓中共「人大釋法」確定補選特首的任期為前任的餘下任

期。 
▓密集的「人大釋法」讓港人對基本法失去信心，損害香

港法治。 
 

（一）「人大釋法」確定補選特首任期 
董建華 3月 12日請辭行政長官獲准，原職由政務司司長曾蔭權代

理。依據香港基本法第 53 條規定，應於 6 個月內舉行特首補選（已訂於 7

月 10日舉行），但基本法未規定補選後的特首任期係原任特首剩餘任期 2年
（北京、港府【原先主張 5年，但在詢問過北京意見後改變態度】、親中陣營的主張），或是應以新一屆特

首 5年計算（香港政界、法界、學界的主張），引發正反意見的爭執。 
港府擬具 2 方案解決爭議，一為向立法會提出「行政長官選舉條

例修正案」，明定當特首於任內出缺時，繼任者任期應為原任特首剩

餘任期，惟港府亦擔心修正案無法及時於特首補選前通過，故港府另

一解決方案即為提請「人大釋法」，以確定補選特首的任期。 
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4 月 27 日通過關於香港基本法第 53

條第 2 款的解釋，確認補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任期為原行政長官未任滿
的剩餘任期；同時也確定，2007 年以後若出現行政長官缺位的情況，
補選特首的任期則根據當時的行政長官具體產生辦法確定。 

根據這項釋法，7 月 10 日補選出來的特首任期為 2 年（至 2007年），

2007 年以後如再有特首於任內出缺時，補選特首的任期則依即將在立
法會審議的「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修正案」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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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界反應 
１. 支持釋法的意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表示，「人大釋法」有利香港
正確實施基本法及如期選出新特首，故釋法是完全必要與適時（文匯報，

2005.4.28）；港府發表聲明，歡迎「人大」做出的解釋，強調釋法是及

時與必需的（港府新聞公報，2005.4.27）；親中政黨如民建聯及自由黨除表歡迎

外，亦認為有助於「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修正案」在立法會中順利通

過（東方日報，2005.4.28）。大公報社評表示「依法而行的人大釋法，更是特

區法治重要的組成部分，指人大釋法『損害』特區法治，只是一種

政治偏見而非法理之言」（2005.4.28）。 
２. 反對釋法的意見：民主派對於「人大釋法」表示失望與極度遺憾。
民主黨主席李永達表示，本次釋法粗暴踐踏基本法，損害香港基石，

釋法會陸續而來（明報，2005.4.28）。基本法 45 條關注組發表聲明指出，
「釋法在意料之中，不減其令人抱憾之實」。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

思強調，不滿政府在法院處理有關特首補選任期之際「先發制人」

強行要求釋法（信報，2005.4.28）。 
此次「人大釋法」由於涉及法律條文對特首任期認定較專業性的

爭議，在香港引起的爭論不若前兩次的「人大釋法」來得大，但是，

學者指出此次釋法對香港法治發展的長遠影響卻不容忽視。香港大學

法律學院副院長戴耀庭即指出，這次釋法並非涉及重大憲政原則，釋

法的理據薄弱，純粹為確保特首補選順利通過，他擔心一旦釋法變成

常規，必然對香港法治有長遠的影響（信報，2005.4.28）。科技大學社會科學

部助理教授馬嶽及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公共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亦表

示，密集的釋法（香港移交近 8 年，已有 3 次釋法）可能令港人麻木，對基本法也失

去信心，這對香港法治將有不利影響（蘋果日報，2005.4.6）。 
 
 

 

大陸工作簡報 2005.5.11 -15-



七、中國大陸新聞拾零 
企劃處整理 

◆中共加強追捕逃亡外國的腐敗官員 
外交部副部長武大偉表示，將採取多項措施，追捕逃亡外國的中

共腐敗官員，並追回贓款。據報導，自改革開放以來，大約有 4 千名
腐敗官員逃往國外，帶走大約 5 百多億美元的資金，平均每個外逃貪
官捲走至少 1億人民幣（新加坡國際廣播電臺，2005.4.8）。 

◆首部「公務員法」界定公務員範圍 
中國大陸首部「公務員法」經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明確界

定公務員的範圍：「本法所稱公務員，是指依法履行公職、納入國家

行政編制、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工作人員」（新華社，2005.4.27）。 

◆中共有系統鎮壓新疆回教徒 
總部設在美國的「人權觀察」和「中國人權」共同發表報告指出，

「有系統地鎮壓（新疆）宗教現已成為了國家政策」。新疆共有 1千 9百
萬人口，其中 8百萬是維吾爾族人，幾乎所有維族都是穆斯林（回教徒）（英
國 BBC電臺，2005.4.12）。 

◆胡錦濤兒子享特權遭民怨 
今年清明節，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兒子胡海峰回老家江蘇省泰州市

為祖父母掃墓時，泰州市政府動用上千名警察封路開道，引起民眾的

不滿（自由亞洲之聲，2005.4.27）。 

◆預估今年中國大陸經濟將增長 8.9％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最新經濟分析報告預測，今年中國大陸經濟

將增長 8.9％左右（新華社，2005.4.22）。 

◆中國大陸至 3月末外匯餘額 6,591億美元 
中國人民銀行公布最新外匯儲備數字：到今年 3 月末，外匯儲備

餘額為 6,591億美元（新華社，200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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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將展開中國大陸紡織品傾銷調查 
歐盟決定對中國大陸紡織品大量出口歐洲展開調查，所涉及的紡

織產品共 9 種。歐盟貿易專員曼德爾森指出，據統計，今年初以來，
中國大陸紡織品對歐盟出口增長從 51％到 534％不等（法國廣播電臺，2005.4.25）。 

◆中共反駁美國貿易璧壘的指責 
在美國貿易代表署發表全球貿易報告，大篇幅指責中國大陸的貿

易壁壘後，中共商務部發表 2005年外國市場資訊報告說，中國大陸在
美國遭遇比全球其他地方更多的貿易和投資障礙（自由亞洲之聲，2005.4.2）。 

◆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逆差 15年增加 20倍 
美國「美中經濟和安全審議委員會」報告顯示，1989 年到 2003

年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逆差增加 20 倍，從 62 億美元增加到 1,240
億美元，2004年將超過 1千 5百億美元。同時，美國總共減少 150萬
個工作機會（美國之音，2005.4.11）。 

◆中國大陸經濟排名前 10名城市 
中國大陸經濟總量位居前 10名的城市是：上海、北京、廣州、蘇

州、深圳、天津、重慶、杭州、成都和青島。值得注意的是，2004 年
蘇州的 GDP超過深圳，深圳退至第 5位（南方網，2005.4.1）。 

◆中國大陸廉價勞動力優勢漸失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說，中國大陸的廉價勞動力是

國際競爭優勢，這個優勢可能在 10餘年內喪失。因為目前中國大陸人
均 GDP已達 1千美元，勞動力成本呈現明顯上升的趨勢。同時，沿海
經濟發達地區土地成本的快速上升，也會抵消勞動力廉價的優勢（新華社，

博鰲，2005.4.22）。 

◆中國大陸南北均出現嚴重旱情 
去年入冬以來，海南、廣東大部、廣西南部以及福建局部地區旱

情持續；黃河以北 9 個省分的 134 座大型水庫比多年同期平均少蓄 7
億多立方米。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說，耕地受旱面積近 1.8億畝，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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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於今年全部預計播種面積的約 11％（新華社，2005.4.25）。 

◆中共管制網路有關教皇逝世消息 
天主教教皇去世之後，在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教皇一詞成為過

濾詞。新浪網、搜狐網的線上論壇一度出現非常多有關教皇的貼文，

但是已被刪除。假如在網路搜尋「教皇」這個詞，會得到「沒有相關

的搜索結果」（美國之音，2005.4.6）。 

◆香港大學近 7成學生贊成特首普選 
香港大學班聯會在校內舉行投票，徵求學生對香港特首普選的看

法。共有 2,147人投票，其中支持 2007年開始普選特首的有 1,474人，
佔投票總數的 69％（美國之音，2005.4.5）。 

◆中國大陸礦災事故人數仍增長 
雖然北京當局一再嚴令改善，但是中國大陸今年第 1 季死於礦災

事故人數仍增長逾 20％，達到 1,113人（澳大利亞廣播電臺，2005.4.5）。 

◆中國大陸民眾營養不良問題嚴重 
國家公眾營養改善項目辦公室統計：中國大陸民眾營養不良發生

率為 20％－30％，西部貧困地區高達 50％。與營養相關的慢性病已佔
死亡原因 7 成以上；因營養不良而患佝僂病、缺鐵性貧血的兒童約有
近 2 千萬人；因營養過剩造成的肥胖及相關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在
16至 64歲的勞動人口中發生率超過一半（中新社，2005.4.6）。 

◆中國大陸兒童因道路交通死傷增長 
中共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與公安部的「中國兒童步行安全狀況調研」

報告顯示，2004 年中國大陸共有 7,078 名兒童因道路交通傷害死亡、
28,017名兒童在道路交通傷害中受傷，傷者人數比 2000年增長 6％。
平均每天至少有 19 名 15 歲以下的中國大陸兒童因道路交通意外死
亡、77人受傷（新華社，2005.4.12）。 

◆中國大陸職業病危害日益嚴重 
衛生部副部長蔣作君說，目前中國大陸法定的職業病已有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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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依最新統計，中國大陸有毒有害企業超過 1 千 6 百萬家，受到職
業危害的超過 2億人。2003年各類職業病發病數為 10,467例，其中塵
肺病佔 80％，急、慢性中毒約佔 20％。然而專家估計實際病例數要比
報告的多 10倍，塵肺實際不少於 1百萬例（新華社，2005.4.19）。 

◆中國大陸已成功發射 60多顆衛星和 5艘太空船 
中共太空技術研究院負責人說，35年來，中國大陸已成功發射 60

多顆衛星和 5 艘「神舟」號太空船。目前仍在軌道運行和使用的衛星
有 12顆（中新社，2005.4.21）。 

◆中共將取消旅遊「地陪制」 
國家旅遊局負責人表示，將努力逐步取消中國大陸旅遊「地陪

制」，實施區域旅遊「一社通」，並鼓勵旅遊產業連鎖經營（新華社，2005.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