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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會 
 

█北方發生雪災，造成32人死亡。低溫並導致天然氣用量大增而發

生「氣荒」。 

█2009年以來大陸房價高漲，一線城市的漲幅約50％，漲風並向二

線城市蔓延。以「住房問題」為主題的電視劇「蝸居」，引起民

眾熱烈回響。 

█就業情勢已趨於穩定，沿海地區甚至出現「民工荒」。但大學畢

業生的就業情勢仍然十分嚴峻。 

█黑龍江鶴崗市國營的新興煤礦2009年11月21日發生礦難事故，造

成108人死亡。事件顯示大型國營煤礦安全問題，之前整併小型私

人煤礦的成效亦受到質疑。 

█繼陝西、湖南、福建之後，河南濟源與廣東清遠再爆兒童血鉛事

件，顯示大陸重金屬污染問題嚴重，環境治理迫在眉睫。 

█「十一」長假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公布的H1N1新型流感病

例總量逐漸增加，當局展開大規模疫苗接種。 

█愛滋病在同性戀群體中已呈現暴發式的成長，並由高危險群體向

一般人群擴散。 

█廣州市番禺區的垃圾焚化發電廠興建計畫遭到當地居民的反對。

成都市金牛區與北京海澱區發生屋主以自焚的方式抗拒拆遷的事

件。 

 

一、天災與民生 
◆北方發生雪災，造成32人死亡 

大陸北方2009年11月9日開始降下為期約1周的暴雪。河北、山西、河南等地

的降雪量和積雪深度達到60年一遇，局部地區甚至達100年一遇。根據大陸民政部

救災司統計，至15日下午14時止，大雪共造成北方8省（河北、山西、山東、河南、湖北、陜西、

新疆、寧夏）32人死亡（不含交通事故導致的死亡人數），962.2萬人受災，疏散公路滯留和轉移

安置16.6萬人，農作物受災面積295.3千公頃，倒塌房屋1.5萬餘間，直接經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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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億元人民幣(新華社，2009.11.15)。 

大陸中央及地方當局為因應雪災災情，啟動包括食、衣、交通等各種應急措

施支援因災滯留旅客。媒體認為此為汲取 2008年初華中華南雪災的經驗，以防止

雪災導致交通大亂、民眾鼓譟的情況再度出現，避免天災牽動社會穩定(香港經濟日報，

2009.11.13)。 

 

◆低溫導致天然氣「氣荒」，多項民生必須物資上漲 

大陸北方的雪災，除了造成直接災情之外，低溫亦使天然氣用氣量大增，間

接導致華北、兩湖、西北和華東地區出現天然氣供應短缺的「氣荒」（包括河南鄭州出

現加氣計程車大排長龍；浙江杭州有 1/3 城區居民受衝擊，並決定將 11 家大企業「斷氣」；湖北武漢停止對所有出租車供

氣，26座加氣站緊急喊停；重慶市以加收人民幣 2 元計程車燃油附加費等作為緊急應對措施。經濟日報，2009.11.20）。 

在全球天然氣過剩的背景下，大陸卻仍出現氣荒，凸顯出大陸天然氣定價不

合理的問題。由於大陸天然氣定價過低，而部分來源又倚賴進口，使經營商面臨

進口高成本壓力，市場機制無法發揮而造成供氣短缺。隨著價格改革呼聲的出現，

預料未來將隨國際價格浮動而出現調漲（新華社，2009.12.1）。 

除了天然氣之外，大陸的水電價格也面臨相同的問題。大陸非民用電價自 2009

年 11 月 20 日起，每度平均提高人民幣 0.028 元(經濟日報，2009.11.20)；大陸 35 個中、

大城市中，有一半的城市在 2009年提高水價，另有 1/3的城市準備於 2010年提高

水價（中國通訊社，2009.11.11）。多項民生必須物資的調漲，顯示大陸民眾面臨生活成本

愈來愈高的問題。 

  

◆高房價引發民怨，電視劇「蝸居」引發熱烈回響  

2009年年初以來，大陸房地產市場量價齊升，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4個

一線城市中，除廣州的全年漲幅明顯低於50％外，其餘3個城市的房價平均漲幅都

接近甚至超過50％。根據北京統計局公布2008年北京市職工年平均工資計算，北

京一對雙薪夫妻(合計年薪約人民幣10萬元)，若要購買一套北京的普通五環附近商品房(平均

115平方公尺，平均單價每平方公尺1.7萬元，總價約為人民幣200萬元)，要不吃不喝20年才能達成；上海

人是18年；深圳居民是16年（中國國家訊息中心，2009.10.20）。高房價的趨勢並漸漸由一線

城市向武漢、合肥、長沙、濟南、西安等二線城市蔓延，「買房難」成一般都市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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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普遍心聲。 

以「住房問題」為主題的電視劇「蝸居」（2009年7、8月間在上海電視臺等地方臺播出，11月5

日在北京電視臺播出），在大陸掀起了一陣旋風。該劇內容描述上海幾位白領市民為了買

房引發的悲情故事，並曝露了大陸飆升的樓市背後，官商勾結、權色交換和民間

疾苦等社會問題。由於故事反映出民眾對高房價的無奈，引起大陸民眾的高度共

鳴（人民網，2009.11.26；香港蘋果日報， 2009.12.15）。 

「蝸居」在北京電視臺影視頻道結束播出，同臺青少年頻道11月重播該劇時，

突然遭到停播的命運（中國通訊社，2009.12.12），顯示此劇的影響已受到大陸當局注意。

大陸廣電總局電視劇管理司長李京盛也批評該劇「低俗、負面」，是「靠葷段子、

官場和性話題炒作」。但此番言論一出，卻引起網民強烈反感，被人肉搜索調查

身家，揭露出他在北京擁有二棟豪宅。網民搜索資料雖被質疑並不正確，但可由

此看出，大陸高漲的房價已引起強烈的民怨，形成社會不穩定的因素（自由亞洲之聲網

站，2009.12.16日；明報，2009.12.15）。 

 

二、就業與勞工安全 
◆就業情勢趨於穩定，沿海出現「民工荒」 

大陸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表示，大陸2009年的就業形勢優於官方預期，每

個月的城鎮新增就業人數都保持在90萬以上，預計到2009年底城鎮新增就業將達

到1,100萬人以上(優於原本官方預期目標的900萬人，已達到2008年的水準)，城鎮登記失業率穩定在

4.3％的水準。根據大陸國家統計局統計，2009年前3季，全大陸跨地區就業的農民

工總量達到1億5,198萬人，比2008年底增加1,157萬人(新華社2009.12.19；大公報，2009.10.24)，

顯示大陸已逐漸脫離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整體就業情勢趨於穩定，沿海部分城

市甚至出現「民工荒」。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人尹成基認為，「民工荒」

是暫時的、結構性的、局部區域的現象，主要原因是大陸對外貿易恢復，沿海地

區部分外銷型企業訂單增加（大公報，2009.10.24）。由此看來，大陸的就業情勢仍深受全

球經濟景氣與國外需求的影響。 

除了外在環境影響之外，出現「民工荒」的內在原因是大量的中、小企業面

臨金融危機時，主要以裁員來縮減成本。大陸人力資源專家汪長認為，要解決此

一問題應建立一套長期的人力資源管理機制，以避免中小企業採取危機時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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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需時又高薪招聘的情況發生，「這樣既有利於企業隊伍穩定節約成本，也有利於

改善民工對中小企業用工態度的看法」（中新社，2009.10.12）。 

 

◆大學畢業生就業情勢依然嚴峻，顯示人才培育與產業結構有落差 

根據大陸教育部統計，截至2009年9月1日，大學畢業生就業率達到74％，與

2008年基本持平（新華社，2009.11.20）。惟教育部長袁貴仁指出，2010年普通高校畢業

生規模將達630餘萬人(中評社，2009.11.21)；若加上之前畢業未就業者約300萬人，預估

2010年湧入就業市場的大學畢業生人數將達到史無前例的1,000萬人，就業形勢依

然十分嚴峻（BBC中文網，2009.11.29）。 

相較於低學歷農民工隨著經濟復甦而發生的「民工荒」，這幾年大學生就業困

難卻從未緩解，其中原因就是大學生人數太多，不適合大陸的產業結構，顯示出

大陸的人才培育與產業結構已產生落差。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院長劉爾

鐸教授接受BBC中文網採訪時表示，多年來的大學擴招是造成目前嚴峻形勢的根

本原因。大學生每年招生人數增加，每年畢業人數就會增加，「就業難」短期內恐

怕很難解決，而隨著失業大學生族群逐漸增大，也形成社會的不穩定因素（BBC中文

網，2009.11.29）。 

針對大學生就業困難問題，大陸當局早已提出多項政策（包括農村教師特崗計畫、大學

生村官計劃、「三支一扶」等），2009年更推出多項優惠措施，擴大徵召大學生入伍（包括補助大

學期間的學費；優先選士官、考軍校或擔任技術職；表現優秀者可以直接選為軍隊基層幹部；退役後享考試優惠；退伍後

就業安置等措施）。在政策激勵下，2009年大學畢業生參軍的人數共達到13萬人，是2001

年以來大學生入伍最多的一年（新華網，2009.12.29；中新社，2009.10.26），並已於2009年12月陸

續入伍（中國廣播網網站，2009.12.13），對當前大學生就業的困難情勢起部分的緩解作用。 

但由於此類政策大多有期限的限制，使得參與的大學畢業生2、3年後又面臨

轉業的問題（例如北京在2006年首批選聘的近2,000名大學生「村官」在3年合同期滿後，已在2009年面臨再就業的問

題，其中有92％更換新的工作。北京人民廣播電臺網站，2009.12.2）。相關的就業政策仍只能發揮短期的

作用，大學生過多的結構性問題並未解決。 

 

◆黑龍江大礦災造成108人死亡，凸顯煤礦安全整治不對症、不徹底 

2009年11月21日凌晨，黑龍江省鶴崗市新興煤礦發生瓦斯爆炸，造成108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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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法制網，2009.11.23）。事故發生後，煤礦礦長、副礦長及總工程師遭到撤職，大陸

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趕赴事故現場指導救援工作，最高人民檢察院瀆職侵權檢察

廳派員介入調查。此次事故是自2007年12月山西105人罹難的礦難以來，最嚴重的

一次。不同於以往出事的大多是安全設施不足的小煤礦，此次出事的新興煤礦是

一般被認為設施充足的國有大型煤礦(香港經濟日報，2009.11.23)。根據大陸國務院安全生

產委員會的通報指出，此起事故暴露出「企業採掘布置不合理，井下現場管理和

勞動組織混亂，超強度組織生產，通風系統複雜，抗災能力弱，應急預案不完善」

等問題，反映出企業安全生產責任不落實，隱患排查不認真、不徹底，是一起責

任事故（新華社，2009.11.25）。 

黑龍江礦礦並非個別事件，而是大陸近年來層出不窮的大小礦災之一。大陸

2008年共有3,200多人死於各類礦難，人數雖較2003-2004 年的「高峰期」(分別為6,424 

人和6,027人)為低，但仍然遠高於世界水準(以煤產量和礦難死亡人數相比，大陸礦難死亡率高達世界平均水

準的100多倍。平均來說，大陸每產百萬噸煤的死亡率接近4％，美國接近0.04％，僅為大陸的1％。其他國家如印度是0.42

％，俄羅斯為0.34％，南非則為0.13％。新報，2009.11.25)，況且礦方瞞報或低報死亡人數的現象異常

普遍，故實際的死亡人數可能更高。雖然大陸當局三令五申要求各地加強安全生

產，但問題並未有實質改善(成報，2009.11.22)。國際媒體評論表示這是大陸「經濟全速

增長景象的另一面」、「礦工在為經濟機器的全速運轉付出沉重代價」；甚至稱之為

「帶血的GDP」(國際先驅導報，2009.11.26)，層出不窮的礦難已重創大陸的國際形象。 

由於大陸以往的礦災多數發生在一些小型無證煤礦，近年來，大陸中央當局關

閉數百家規模較小的私營煤礦，或將它們併入被認為比較安全的國營煤礦（國際先驅

導報，2009.11.26）。其中最受注目的山西省政府（山西是大陸煤炭資源最豐富的地區，全省含煤面積占近40

％，已經探明煤炭資源保有儲量2,600多億噸，占全大陸的26％，位居全大陸之首。中國國家訊息中心，2005.12.6）在2008

年秋天採取措施關閉一些小煤礦，並鼓勵國有煤礦兼併民營煤礦(成報，2009.11.22)。 

不過，隨著煤炭日益增長的需求和監管不力，一系列的治理措施依舊沒有防止

重大事故的發生。2009年2月22日，號稱大陸設備最先進、安全紀錄最好的國有山

西屯蘭煤礦發生氣體爆炸，造成78人遇難(成報，2009/11/22)。而此次鶴崗煤礦是黑龍江

4大礦區中煤質最好、產量最高的煤礦，安全設施也是大陸最先進的，擁有地下定

位及煤氣自動監測系統；其所屬的龍煤集團亦是黑龍江大型國企（520家國有重點企業之

一。國際先驅導報，2009.11.26）。經過此次礦難，顯示國營的大型煤礦亦有安全問題，整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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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績效受到質疑。要提高煤礦安全降低死亡人數，勢必另尋它途。 

 

三、環保與公共衛生 
◆河南濟源、廣東清遠發現兒童血鉛超標，顯示重金屬污染問題嚴重 

2009年以來，繼陝西(鳳翔縣疑受鄰近的大型鋅冶煉廠的排放物污染，8月初檢測後發現6百多名兒童血鉛

超標。法國廣播電臺，2009.8.23)、湖南（武崗巿一間錳礦冶煉廠嚴重污染，8月間檢測出1千多名兒童血鉛疑似超標。

自由亞洲之聲網站，2009.8.21）、福建(9月間上杭市發現1百多人血鉛超標，元兇疑為附近電池廠。太陽報，2009.9.28)

發現大批兒童血鉛含量超標後，大陸重要鉛冶煉生產基地河南省濟源市(為大陸重要的

鉛冶煉生產基地，其中豫光金鉛為全球第2大冶鉛廠，每年銷售額高達100億元人民幣。世界日報，2009.10.19)於10月證

實有近千名兒童血鉛超標，部分中毒情況嚴重需入院接受治療；事件引發大批村

民圍堵工廠示威。由於事態嚴重，當局已下令當地35間電解鉛企業之中的32間停

產整頓，並將當地3間大型鉛冶煉企業附近1,000公尺範圍內10個村莊列為防護區，

預定投入10億人民幣遷徙居住在冶煉廠周邊的1萬5,000名居民，負擔受影響居民70

％的搬遷費用(東方日報，2009.10.14；世界日報，2009.10.19)。 

2009年12月底，大陸再度發生兒童大規模鉛中毒事件，廣東清遠市銀源工業

區1座公寓至少44名兒童被驗出血鉛含量嚴重超標，其中年齡最大的是16歲，最小

的僅4個月（事件起因為2009年3月，當地一名小孩患咳嗽久治不愈，到醫院檢查時意外驗出血鉛超標；其他家長聞訊

帶子女到醫院檢驗，結果揭發鉛毒事件）。當地居民表示附近工廠「白天停工、夜晚猛排放」，

導致每天都瀰漫刺鼻臭味，經過幾度向清遠市環保部門反映，清遠市經濟開發區

環保局和清遠市環保局環境監察分局已認定鉛污染來源是與居民生活區約30米遠

的一家蓄電池廠，但因測試污染值合格，故遲遲未令其停產；事件發生後才於26

日責令其停工(東方日報，2009.12.26；新華社，2009.12.27)。 

血鉛事件顯示出大陸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忽略環境保護的重要，後遺症已漸漸

浮現。重金屬污染的源頭是礦業開採和金屬冶煉，而礦業支撐了占大陸GDP70％

的經濟部門的運轉（中國國家資訊中心，2009.9.4）。以濟源市為例，由偏遠的山區農業縣發

展成為現代化的工業城市，冶鉛工業的迅速發展功不可沒。濟源市不僅擁有豫光

金鉛、萬洋集團、金利鉛業3家大陸排名前5位的大型鉛冶煉企業。鉛工業收入亦

是濟源經濟的重要來源(2008年該市鉛企主營業務收入254.6億元，占該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的

40%。中國經濟週刊，2009.12.2)。然而，礦業經過多年的粗放型開採，已經讓大陸經濟和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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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面臨不可承受之重，環境治理迫在眉睫。 

 

◆H1N1新型流感進入爆發期，當局啟動疫苗接種工作  

進入秋冬季節後，H1N1新型流感亦開始進入第2波大爆發。「十一」長假後，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公布的全大陸病例總量逐漸增加，從10月初的每天300例激

增到11月初的每天近3,300例左右(中國國家訊息中心，2009.11.2)。根據大陸衛生部通報，截

至2009年12月31日，全大陸累計報告H1N1新型流感確診病例120,498例，已治癒

110,064例，在院治療7,092例，死亡648例(其中孕婦占18.6% 。中新社，2010.1.2)。 

為預防H1N1新型流感傳染，大陸當局也展開大規模疫苗接種。從去2009年6

月8日拿到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生產用毒株，到9月2日首支疫苗獲准上市，大陸成

為世界上第一個H1N1疫苗正式上市的國家，但因疫苗的產能短期內無法實現擴

張，產能瓶頸一時難以突破。9月21日於北京市優先對1萬餘名參與「十一」慶典

人員進行接種之後(新華社，2009.9.22)，大規模的接種遲至10月間才陸續於各地方展開(中

國國家訊息中心，2009.11.2)。截至2009年12月31日，大陸累計完成接種4,991萬人（新華社，

2010.1.2）。其中疑似預防接種異常反應報告發生率約為每10萬人中有12.4例，嚴重異

常反應報告發生率約為每10萬人中有0.1例，並有6人接種疫苗後死亡(香港商報，

2009.12.3；新華社，2010.1.2)。接種疫苗後的異常反應與死亡案例引起民眾對疫苗安全性的

質疑，也降低民眾的接種意願，尤以年輕族群為最（中國江蘇網，2009.11.16）。但大陸衛

生部官員表示經過檢驗，除1人死因仍待查證外，其餘5人死亡與注射疫苗無關(香港

商報，2009.12.3；新華社，2010.1.2)。 

由於接種疫苗人數佔全體人口比例仍低，尚未形成有效免疫保護屏障，未來

一段時間病毒傳播預估將持續活躍，疫情範圍可能進一步向農村、社區擴散（中新社，

2010.1.4）。 

 

◆愛滋病透過同性戀傳染出現高流行態勢，並蔓延至一般族群 

2009年 12月 1日為第 22個世界愛滋病日，大陸衛生部選在此日公布最新愛

滋病疫情評估報告，截至去 2009年 10月 31日，大陸累計愛滋病感染者(已感染愛滋病

病毒，但還未有明顯的臨床症狀)和愛滋病病人（已感染愛滋病病毒，並已出現明顯臨床症狀者）共 31萬 9,877

例，其中愛滋病病人 10 萬 2,323 例，報告死亡病例 4 萬 9,845 例。但依大陸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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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與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世界衛生組織的評估結果顯示，截至 2009年底，估計

大陸存活愛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約 74 萬人，此一數字意味大陸大概有 40 餘萬感染

者沒有登記在案，其中一些人甚至連自己都不知道已被感染，成為大陸預防愛滋

病的一大盲點（新華社，2009.12.1）。 

根據去 2009年 11月 24日，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發布的「2009年全球愛滋病

流行報告」顯示：性行為傳播已經成為大陸愛滋病傳播的主要途徑。其中同性性

行為所引起的愛滋病傳播已經占到傳播總數的 32.5％。而根據南方農村報的報導

指出，目前在大陸的男同性戀群體中，愛滋病已成暴發式的成長。2005 年，大陸

男同性戀人群感染率僅為 0.4％，這兩年傳播速度大為加快。據估計，2009年，新

增感染者為 4.8萬人，雖然新增病例速度放慢，但同性性傳播卻快速飆升（中國通訊社，

2009.12.2）。 

此外，當前大陸愛滋病疫情正從高危險群體（男同性戀者、注射毒品成癮者、性工作者等）

向一般人群擴散（聯合報，2009.12.3；大公報，2009.12.1），老年人和學生中感染者和病人人數

也呈上升趨勢，愛滋病流行模式更加多樣化，受影響人群正在不斷增加（新華社，

2009.12.23）。 

  然而，面對愛滋病流行升高的態勢，目前大陸仍然面臨著歧視患者、教育不

足、資金缺乏、藥品昂貴、局部人群性觀念過於開放以及流動人口規模超大並且

管控難等防治困局（新華社，2009.12.1）。 

 

四、維權與抗爭 
◆民眾抗爭奏效，廣州市番禺區垃圾焚化發電廠暫緩興建  

廣州市番禺區面臨垃圾過多無法處理的問題，因而於2009年年初提出計劃，

擬在大石鎮會江村原垃圾掩埋廠基礎上興建日處理能力2,000噸的垃圾焚化發電

廠，預計今2010年11月舉行廣州亞運會前完成。但當地居民因擔憂空氣污染和房

價下跌而反對，環保團體亦於2009年10月底發動連署要求停止興建，1萬多名當地

居民簽名連署支持（中央社，2009.11.3）。 

由於官方推動興建的立場強硬，引發官民矛盾升級， 11月23日逾1,200名民眾

（包括港人聚居地祈福新村、麗江花園的房屋屋主及焚化爐選址附近的村鎮居民）於廣州城市管理委員會召

開大會時聚集在廣州市政府大樓外，抗議當局漠視民意，並要負責此一工程的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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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政府副秘書長呂志毅下臺。部分抗議民眾戴上防毒面具，表示對焚燒垃圾散

發的致癌氣體「戴奧辛」的擔憂（明報、香港經濟日報，2009.11.24）。 

在民眾強烈抗議下，廣州市番禺區委員會、區人民代表大會、區政府、區政

協於12月10日聯合召開座談會，明確表示將垃圾焚化發電廠的選址和建設延遲至

2011年１月後進行，並讓全區民眾參與可行性研究和環評工作，決定垃圾處理方

式和選址（新華社，2009.12.10）。但亦有反對興建者認為緩建為官方「緩兵之計」，當局

想繼續興建垃圾焚燒廠的初衷並沒有改變，因而呼籲各界繼續關注事件未來的發

展（自由亞洲之聲網站，2009.12.22）。 

此一事件顯示，面對影響切身權益的爭議事件，大陸民眾已無法任由地方行

政機關專斷獨行，因而造成兩者之間的衝突。但亦有地方官員（廣東省政府參事王則楚）

提出廣東市和番禺區應嘗試將權力還給人民代表大會，用「有序的政治參與」來

打破僵局(新民周刊，2009.12.2)。未來該地的「行政機關」、「民意機關」和「民眾」三方

如何互動，對爭議性事件是否能形成新的決策模式，值得持續觀察。 

 

◆四川、北京釘子戶自焚引起輿論關注，修改拆遷條例呼聲再起 

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對一處「違章建築」進行

強行拆遷，屋主唐福珍以自焚的方式抗拒，並於16天後(11月29日)因傷勢過重搶救無

效死亡。地方政府將該事件定調為「暴力抗法」，唐福珍的數名親人也遭到拘禁或

因受傷入院（南方都市報，2009.12.2）。事件發生後，引起媒體與民眾的關注。北京大學法

學院5名學者（姜明安、沈巋、王錫鋅、錢明星和陳端洪）於12月7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

了「關於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進行審查的建議」，建議立法機關對「城市

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進行審查，撤銷這一條例；或由「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向

國務院提出書面審查意見，建議國務院進行修改。 

2009年12月15日，北京海澱區四季青鎮北塢村又發生村民席新柱為抵制拆

除，往自己身上澆灑汽油，執法人員不但未予制止，反而予以言語挑釁，造成席

新柱一時衝動自焚而嚴重燒傷(澳洲日報，2009.12.16)的事件。大陸媒體和網民對不斷報導

的暴力拆遷紛紛提出批評，多位法學專家亦指出，目前的拆遷條例無法保護對被

拆遷者的補償和利益（BBC中文網 ，2009.12.18)。  

一連串的事件引起大陸中央對相關問題的重視。12月16日大陸國務院法制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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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邀請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等單位的多位憲法學

者和民商法學者（包括向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建議的5位北大學者）召開有關「國有土地上房

屋徵收與拆遷補償條例(草案)」的座談會。據瞭解，該條例的立法將在公共利益界定、

徵收方式、低收入家庭居住條件保障、非公益性拆遷等方面做出明確的規定。若

生效後，現行「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將被廢止（南方都市報，2009.12.16），對民眾財

產的保障，將有重大的影響。 

但按照大陸國務院行政立法的一般性做法，在聽取專家意見後，到公布實施

之間，仍有許多立法程序。若無意外，「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拆遷補償條例(草案)」

亦將按照正常的行政立法程序進行，短期內不會公布實施（南方都市報，2009.12.16；南方網，

2009.12.17）。此外，修改法令是否能解決抗拒拆遷的問題仍受到質疑。香港科技大學

教授丁學良即認為就算拆遷條例得到修改，由於涉及地方利益集團的利益，能否

在地方上推行還是不容樂觀（BBC中文網 ，2009.12.18)。  

 

五、少數民族 
◆新疆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族團結教育條例」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族團結教育條例」於 2008年 8月開始起草，形成初稿

後印發新疆有關廳局、高等院校、社會團體、各州市人大常委會、人大代表及政

協委員徵詢意見，經過多次修改，於 2009年 12月 29日由新疆第十一屆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將於 2010年 2月 1日起實施，這是大陸

第一個有關民族團結教育的地方性法規（中國廣播網，2009.12.30）。 

該「條例」對新疆民族團結教育的原則、機構職責、內容與方式、保障措施、

法律責任等作出了規定。「條例」規定反對民族分裂、加強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

一，是公民的職責和義務；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散布不利民族團結的言論，不得

蒐集、提供、製作或傳播不利民族團結的消息；明確規定一切破壞民族團結、煽

動民族仇恨、製造民族分裂行為的法律責任；並指出各級國家機關、社會團體、

企事業單位在民族團結教育工作中應盡的責任（人民日報海外版，2009.12.31）。  

自 1983 年以來，新疆連續 27 年開展民族團結教育月活動，但民族衝突仍不

斷發生，例如首府烏魯木齊於 2009年 7月 5日發生維吾爾人大規模的示威抗議，

結果演變成嚴重的流血衝突事件，對新疆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嚴重的打擊。該「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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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主要目的即為因應新疆境內的民族矛盾，以及新疆民族團結出現的新問題（中

國廣播網，2009.12.30）。 

美國西東大學大陸問題專家楊力宇教授表示：大陸當局不瞭解少數民族的基

本的問題，仍然抱持統戰的心態對待，認為以民族團結教育就能夠減輕這些問題；

大陸對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一向採取雙軌策略，一方面使用武力鎮壓，另方面運

用民族團結教育、愛國教育等進行統戰，但這些作法並不能解決民族問題。他認

為大陸目前只是表面上實行少數民族自治，事實上是黨治，少數民族不能決定自

己的命運，才是大陸民族問題的根源（自由亞洲之聲廣播電臺網站，2009.12.24）。大陸政府要解

決民族問題，似應深入探尋民族問題的根源，再根據問題提出方法，才是解決之

道。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舉辦「應急管理專職人員培訓示範班」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應急管理辦公室、公務員局、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等單位

共同舉辦「應急管理專職人員培訓示範班」。該培訓班被列入國家級培訓項目，旨

在提高新疆地區幹部對於預防和處置突發事件的能力，安排的課程包括「突發事

件應對法」、新疆應急管理工作綜述、危機管理的組織與指揮、危機管理的推演等。 

培訓班共分兩期，每期 4 天，共計培訓 260 餘人，第 1 期於 2009 年 12 月 1

日開辦，接受培訓的人員為各地(州、市、行政公署)主管應急管理工作的副秘書長或辦公

室主任、各縣(市、區)主管應急管理的領導、自治區有關廳局主管應急管理或信訪工

作的負責人。第 2期於同年 12月 8日開辦，培訓的人員是各地(州、市)、各縣(市、區)

承辦應急管理日常工作的負責人或業務幹部及自治區廳局有關人員  (中國廣播網，

2009.12.3)。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務員局局長康廷鳳表示，當前新疆應急管理工作存在的

困難和問題包括：應急管理理念仍停留在單一災害的管理上，全方位的應急管理

體系尚不健全；應急救援的基礎條件薄弱；災情快速獲取和在第一時間對突發事

件進行處置的效率有待提高等(中國廣播網，2009.12.3)。 

有關新疆舉辦「應急管理專職人員培訓示範班」乙事，旅美政治評論家謝選

駿表示：有很多人主張不要突出民族問題，民族問題是越強調越是問題，不強調

反而不是問題。例如之前大陸政府在天安門廣場樹立 56根民族團結柱來象徵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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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團結，但這種作法在網路上引起很多討伐，認為柱子不但破壞天安門的景觀，

同時反而誇大了大陸的民族問題；有消息指出大陸政府已決定將這些柱子從廣場

移走。培訓班的開辦，或許表明大陸政府想淡化民族問題，把發生在新疆等少數

民族地區的事件當成一般社會治安事件來處理，而不是把這類事件說成是民族問

題。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西太平洋研究所所長李小兵教授表示，對少數民族地區

發生的事情，大陸政府看來改變了自上而下的處理辦法，希望就地解決問題。他

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政策調整（自由亞洲之聲廣播電臺網站，2009.12.5）。 

 

（天災與民生、就業與勞工安全、環保與公共衛生、維權與抗爭部分由企劃處主稿） 

（少數民族部分由文教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