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參、社會 
 

¢「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凸顯大陸爭取新聞自由的能量，但是

反抗能量今後恐怕很難繼續維持。 

¢廣東揭陽市上浦村村民因不滿官商勾結賤賣田地而爆發示威，大陸

官方採取類烏坎事件手法平息群怒，似在說明大陸中央欲藉由村

民力量來防治基層幹部貪腐問題。 

¢大陸維權人士號召反對戶籍隔離，要求廢止「信訪條例」，連署呼

籲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維權人士持續遭受打

壓，大陸民主、自由指數有待提升。 

¢大陸官方公佈2012自然災害受災情況，以洪澇、地質災害、颱風、

風雹為主，其中四川、雲南、甘肅等省份似已成為自然災害的重

災區。 

¢大陸環保部門監管不力，各工業區徒有污水處理設備，但排污功能

卻十分有限，甚至出現環保部門刻意包庇現象。北京霾害問題嚴

重，上海黃浦江大陸死豬恐影響飲用水源。 

¢大陸人口老齡化高峰將在農村地區提前出現，現規劃採取「90-7-3

」的養老模式，即90%的人居家養老，7%的人在社區養老，3%

的人在養老機構養老。 

 

一、社會矛盾與維權運動 

u「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凸顯大陸爭取新聞自由能量 

南方周末於 2013年初發表「中國夢，憲政夢」一文，後經廣東省宣傳部門審

查刪減，1月 3日以另一題目和形式發表見報，南方周末雖於 1月 6日在微博發表

聲明，稱「1月 3日新年特刊所刊發的新年獻詞，係該報編輯配合專題『追夢』撰

寫，特刊封面導言系報社一負責人草擬，網上有關傳言不實」（BBC 中文網，2013.1.9）。

不過，南周採編人員藉由微發表聲明稱：「南方周末官微失守！所做聲明不能代表

南方周末採編人員態度，為有關當局施壓南方周末管理層的結果。南方周末採編

人員將與此不實聲明抗爭到底」，南周員工並在發表聲明後宣佈罷工（BBC 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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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4）。事件得以平息係因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親自介入，承諾將不會對編採人

員秋後算賬，並暗示將對報社以及廣東省宣傳部門相關官員有所處理。本次的南

方周末事件，被有關人士認為是大陸各界人士爭取新聞自由的一個分水嶺；不過，

香港浸會大學傳媒學院黃煜教授卻沒有那麼樂觀，認為本次在網絡上出現的反抗

能量今後恐怕很難繼續維持（BBC中文網，2013.1.9）。 

 

u廣東揭陽市上浦村爆發示威，大陸官方採取類烏坎事件手法平息群

怒 

廣東省揭陽市揭西縣棉湖鎮上浦村村民，因不滿官商勾結賤賣該村 500 畝田

地，自 2013年 2月 22日開始佔領村廣場並爆發示威，要求選出新的村委會負責

人。2月 24日，當地官員雇用「惡棍」清場，但遭到抗議村民的反抗，現場一片

混亂，大約有 30部車輛遭砸毀（多維新聞網，2013.3.1）。3月 9日，大陸官方派出警察包

圍上浦村後，暫時切斷供電和對外聯絡，並清理被毀車輛和村民們設置的路障，

使示威事件暫告平息。廣東政法委並於 3月 10日公布已拘捕原村委負責人李寶玉

等 10 人，及追捕涉嫌惡勢力頭目吳桂存等 21 人，原村委簽訂的土地承包合同，

已被揭西法院裁定撤銷，棉湖鎮委書記和鎮長被免職；部份媒體將「上浦事件」

稱作「第二個烏坎」（BBC中文網，2013.3.10）。 

大陸民政部副部長姜力 3月 13日表示，烏坎村問題的解決需要一個過程，要

有醞釀協商、反覆徵求意見、在村民中達成一致意見，並聲稱：「烏坎村民主選舉

不是獨有的。它已是中國農村廣大農民參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建設最廣泛

的實踐形式」。「烏坎事件」係村民因不滿村委將土地非法轉賣和侵佔賣地收入，

從 2011年起進行了大規模的示威；示威吸引了媒體廣泛關注，最終迫使大陸官方

向村民做出讓步（BBC 中文網，2013. 3.13）。既然「烏坎事件」被大陸民政部視為處理類

似事件的樣板，「上浦事件」亦有循同樣模式處理的跡象，似在說明大陸中央欲藉

由村民力量來防治基層幹部貪腐問題，至於擴大基層民主恐言之尚早。 

 

u千人規模以上的罷工和討薪事件頻生，春運再度突顯農民工之弱勢

處境 

2013 年 1 月，大陸發生多起千人規模以上的罷工和討薪事件，包括：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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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陝西逾千名農工集體下跪討薪；1月 11日江西約千名富士康的工人上街遊行，抗

議薪資問題和待遇問題；1月 21日廣東澳利電器公司的 1,500名工開始集體罷工；1

月 22日江蘇常州市鐘樓區昌瑞汽車部品公司上千名工人罷工，抗議工資待遇等。 

另根據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估計，自上個世紀 80年代改革開放後 30

年以來，大陸春運總人數從 80年代的約 1.2億人次，到 1994年有記錄以來的 12

億多人次，增加到 2012 年的 31 億人次，2013 年並已高達 34 億人次（BBC中文網，

2013.2.13）。其中每逢春運令人格外關注的一個群體就是農民工，2013 年電腦搶票是

春運期間的新現象、新名詞，也再次讓農民工在城市中的窘境顯現無遺，因為大

部分農民工因為不熟悉網路和電腦，在電腦搶票過程中再次成為失敗者（BBC中文網，

2013.2.13）。即使中國大陸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若是農民工問題不解決，恐亦難以

成為引領世界的標竿大國。 

 

u維權人士在網路號召民眾聚集，反對戶籍隔離，爭取教育平權 

大陸法律專家、公民維權人士許志永等人在網路上發起行動，號召民眾請假

於北京奧運大廈聚集，反對戶籍隔離，爭取教育平權。許志永是公盟（北京公盟諮詢有

限責任公司簡稱，下設公盟法律研究中心，以推動大陸的民主、法治與社會正義為目標）創始人之一，是公民

維權的倡導者。其倡導教育平權是基於「同稅同權」的理念，認為公民都是納稅

人，應不分戶籍和居住城市而受到同等待遇，隨遷子女應該有就地參與大學考試

的權利。其並表示城市化是大陸現代化的必經之路，但現行的戶籍隔離制度把孩

子隔離在城市之外，既不公正也不人道，是現代化的一大障礙。 

許志永在社交網站上發出呼籲，要 800萬「北漂」（泛指大陸其他省份到北京謀生，但沒有

北京戶口的民眾）團結起來，在 3月 28日當天聚集示威、爭取權益（多維新聞網，2013.3.22）。

不過許志永在 3月 27日起就被限制人身自由，不許離家外出，致使該活動未能確

實產生影響（美國之音，2013.4.7）。不過，經過他們多年的努力，大陸已有近 30 個省市

承諾取消大學考試戶籍限制，數千萬留守兒童得以和父母團聚，未來在北京、上

海等大城市或亦有機會實施（美國之音，2013.4.7）。 

 

u民間要求廢止「信訪條例」，維權人士持續遭受打壓 

大陸維權人士和訪民在今年 1 月至 3 月「兩會」前積極行動，從大陸各地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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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到北京，呼籲廢止「信訪條例」，並且要求官員公布財產。2月 21日，來自大陸

各地的幾十名上訪維權人士在北京發起「兩會」請願，請求設立申訴、控告、舉

報監督機構，制定「申訴、控告、舉報監督法」，同時廢止「信訪條例」；另一方

面，北京維權人士更發起「我們要找人大代表」活動，多年呼籲公開人大代表聯

繫方式的北京律師劉曉原表示，大陸人大代表不容易聯繫到，除了代表大都是黨

政官員、不願公佈聯繫方式這個因素之外，人大代表產生的制度原因不容忽視。 

維權人士如朱承志、毛恆鳳、郭飛雄和胡佳等，仍持續遭受打壓，遭警方以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或「尋釁滋事」為由逮捕、拘禁、軟禁、量處徒刑或是

至此失蹤。大陸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 1月 29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國會山領取「蘭

托斯人權獎」，但其侄子陳克貴於去年 11月山東臨沂市沂南縣法院庭，以被在「故

意傷害罪」判刑 3年零 3個月，目前正在山東臨沂監獄服刑，於 1月 31日服刑九

個月後才獲准得以與家人碰面。陳光誠家人說，陳克貴在當地官員半夜衝進他家

並對他毆打時使用菜刀自衛，並非故意傷害；而其父陳光福則披露，今年 2月 28

日第二次到監獄探視，獲知陳克貴在拘留過程曾遭毆打，並受當局施加壓力逼迫

服刑放棄上訴。 

 

u公民連署呼籲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大陸之自由及

民主指數有待提升 

繼 2 月底首份敦促大陸「全國人大」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的「公民建言」後，又一份由 151 人簽署的呼籲書也向「全國人大」提出了這一

要求。這份呼籲書的簽署者中包括維權人士郭飛雄、上訪人士毛恆鳳和王扣瑪、

政治異議人士胡石根、記者昝愛宗、維權律師李蘇濱以及藝術家嚴正學等。第一

份呼籲書「公民建言」有 121 人簽署，除了許多普通民眾外，還包括一些大陸體

制內的著名知識分子，他們和普通民眾一起參加簽署公開信或呼籲書，為近年來

所少見。他們中有學者茅于軾、秦暉、賀衛方、朱學勤，獨立作家戴晴、王力雄，

以及退休老幹部何方和馮蘭瑞等。然「全國人大」第十二屆第一次會議已於 3 月

17日閉幕，並未對此一呼聲做出回應（中國人權網站，2013.3.3）。 

回顧國際間年初所發佈的 2012年度全球自由或民主報告，大陸在多項指數與

排名皆敬陪末座，如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公佈最新 2013年全球自由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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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報告按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兩類別排序優劣（分成 7 等，1 為最好），大陸政治權

利為 7，公民自由為 6；依據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社旗下所屬智庫公佈 2012 民

主指數年度報告，在 167個國家地區中，大陸位列第 142，與榜末的北朝鮮同屬「獨

裁政體」。 

3月的「兩會」在維權人士的期許與抗爭中揭幕，但大陸官方在經濟掛帥與政

權穩固考量下，權力中央在人權相關議題上仍未多所著墨，在內部維權運動、司

法改革、表意自由、環境、勞工權益和邊境等議題上，大陸仍採取保守態度與鎮

壓手段，並未因為習李新領導體系而有所改變。權力交接後習近平對於大陸人權

將採取怎樣的表述與型塑，仍有待事件發展與各界持續關注。 

 

二、環境議題與安全監管 
u大陸公佈2012自然災害受災情況，呈現災害分佈點多面廣、災貧疊

加效應顯著等特點 

大陸國務院民政部、國家減災委員會辦公室於 2013年 1月 6日，會同相關部

門對 2012年大陸自然災害情況進行會商分析。總體上，2012年大陸自然災害以洪

澇、地質災害、颱風、風雹為主，災情較常年偏輕，但局部地區受災嚴重；其中，

四川、雲南、甘肅、河北、湖南等省災情較為突出。主要呈現以下特點：一是災

害分佈點多面廣，局部地區受災嚴重；二是南方春汛夏汛明顯，北方洪澇異常偏

重；三是颱風頻繁密集登陸，影響範圍較大；四是風雹災害局地較重，乾旱災情

明顯偏輕；五是西部地震頻繁發生，低溫雪災連襲北方；六是貧困地區災頻災重，

災貧疊加效應顯著（大陸民政部網站，2013.1.6）。若是不能改變地方貧困現象，未來受到災

害的影響恐更深。此外，2013年 3月 28日，大陸國家減災委員會辦公室旱災會商

會，分析雲南、甘肅、四川等地旱情發展趨勢，研究旱災救災工作，四川、雲南、

甘肅等省份似已成為大陸自然災害的重災區（大陸民政部網站，2013.3.28）。 

 

u環保部門監管不力，大陸各工業區徒有污水處理設備，但排污功能

有限 

1997年 8月由江蘇省政府批准設立的連雲港高新技術產業園區，是大陸國家

高技術產業基地、國家高性能纖維及複合材料高新技術產業基地；2013年 1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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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被當地環保人士發現，該園區西側的大浦河東岸有兩個排污口排放刺鼻污水，

夾雜著濃厚泡沫，直接排入大浦河入海閘口（新華網，2013. 1.17）。在山東濰坊，許多化

工廠、造紙廠將致命性污水透過高壓水井壓到地下，逃避監管，據報導此種地下

排污法已在很多地方悄悄進行多年，估計有六成城市地下水受到影響（南方都市報，

2013.2.16）。另山東菏澤開發區上海路洙水河橋下，兩邊排污口亦不斷排出黑色污水，

使洙水河水濃厚渾濁，並經由污水處理廠閘口污染下游巨野、嘉祥、徽山湖等（人

民網，2013.2.21）。 

另，浙江省溫州市里安仙降街道一河流工業污染嚴重，該省甚至有企業家表

示，若環保局長敢在河裡游泳 20分鐘，就拿出 20萬（中新網，2013.2.18）。內江市污水

處理有限責任公司負責人表示，目前有 8 個排污口向甜城湖排放污水，然而在排

污口附近的甜城湖水表面，則有成片漂浮的雜質和泡沫，污水明顯未經有效處理，

不過環保部門卻稱所有排進甜城湖的污水都進行處理並達標準（新浪網，2013.2.20）。上

述水污染事件發生都有個共通點，即為環保部門監管不力，致使工廠雖有污水處

理設施，依然無法達到排污目的。 

 

u北京霾害問題嚴重，上海黃浦江大陸死豬恐影響飲用水源 

2013年 1月，北京有毒霧霾濃度幾乎達世衛組織認定健康量度超標 40倍，每

立方公尺空氣 PM 2.5濃度高達近 1,000微克。過去三十年來大陸經濟大幅躍升，

但因為空汙同時肺癌的死亡率翻升六倍，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 1月 30日接受大

陸中央電視臺訪問時表示，空氣污染對人體的危害，甚至超過先前全球聞之色變

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在霾害最嚴重的冬季，經濟活動也因此受影響，

觀光客人數驟減，大陸政府勒令製造污染的企業與工地暫時停工，多班飛機停飛，

政府公務車也被禁止上路。 

據上海市政府新聞辦官方微博指出，自今年 3 月 5 日起累計打撈上海死豬，

至 3月 19日止共計達 10,164頭。上海市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則採集了漂浮死豬

的內臟樣品，檢測 6種病原，結果在一份樣品中檢出豬圓環病毒病原陽性（世界衛生

組織及大陸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於 2013年 4月 8日召開記者會，對外公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疫情控制情況。世衛

組織表示，經過臨床檢測發現，黃浦江死豬與 H7N9禽流感並不相關）。豬圓環病毒病是一種近年來比較

多發的豬傳染性疫病，嚴重傳染會導致豬隻死亡。上海市民擔心飲用水源遭到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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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上海的飲用水主要來於黃浦江水域。 

 

三、農村養老 
u人口老齡化高峰將在農村地區提前出現，農村養老成為「三農」問

題的重中之重 

大陸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常務副主任陳傳書 2013年 3月 7日表示，大

陸人口老齡化高峰將在農村地區提前出現，截至 2012 年底，大陸 60 歲以上老年

人口是 1.939億，占總人口的 14.32％，其中農村老年人口有 1.12億，占農村總人

口的 17％。估計到 2016年，大陸農村的老年人口就要超過 20％，2030 年將達到

33％，屆時可能高於城鎮 11.7 個百分點。若應對不利，將對農業生產、農村建設

和農民生活產生巨大影響。目前大陸部分地區留守老人、留守婦女、留守兒童日

益增多，「農業兼職化、村莊空心化」的發展趨勢明顯，必須高度重視城鎮化和人

口老齡化進程中「三農」工作，面臨的新形勢、新矛盾、新任務，大陸方面將解

決「三農」問題視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除將大力推動農村經濟社會加速發展，

並採取「90-7-3」的養老模式，即 90%的人居家養老，7%的人在社區養老，3%的

人在養老機構養老，期能解決相關問題（人民網，2013.3.7）。 

 
四、少數民族 
u甘肅省透過結合當地文化產業或民族發展特色方式，推展產業經濟

發展 
為實現甘肅跨越式發展，大陸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於大陸「兩會」期間接受

專訪時表示：「努力推動甘肅跨越式發展，要做到小康不能拖全國後腿，生態不能

給全國添亂，藏區穩定不能影響全局」，並表示「甘肅正在打造『三個平臺』：以

蘭州新區為重點的經濟平臺、以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為重點的文化平臺，和以大

陸國家生態安全屏障綜合試驗區為重點的生態平臺」（中新社，2013.3.15）。他並進一步指

出：「我們在建構戰略平臺的基礎上，對全省 14 市州項目建設進行觀摩分析後，

研究啟動了『3341』項目工程，提出要打造經濟、文化、生態『三大戰略平臺』，

實施交通提升、信息暢通和城鎮化『三大基礎建設』，瞄準戰略新興產業、特色優

勢產業、富民多元產業、區域首位產業『四大產業方向』，確保到 2016 年全省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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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資產投資規模超過 1萬億元，力爭達到 1.5萬億」（大公報，2013.3.14）。 

其中，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並圍繞以「一帶」、建設「三區」，打造「十三板塊」，

簡稱「1313工程」為建設之總體布局。所謂「一帶」是指絲綢之路文化發展帶；「三

區」是以始祖文化為核心的隴東南文化歷史區、以敦煌文化為核心的河西走廊文化生

態區和以黃河文化為核心的蘭州都市圈文化產業區；「十三板塊」是文物保護、大遺

址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利用、民族文化傳承、

古籍整理出版、紅色文化弘揚、城鄉文化一體化發展、文化與旅遊深度融合、文化產

業發展、文化品牌打造、文化人才隊伍建設、節慶賽事會展舉辦（甘肅日報，2013.3.12）。 

此外，大陸「全國人大」代表、甘肅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部長連輯於大陸「兩

會」期間也提交了「關於對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建設給予必要政策支持的建議」，請

求大陸當局給予財政投入（包括設立「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基金」用於支持重大項目建設；允許甘肅試點發行文化

公益彩票，以募集資金等措施）、稅收減免（將該區納入營業稅改增值稅試點範圍，並對該區文化企業給予稅費減免）、

投融資（包括支持該區內企業儘快上市融資，並鼓勵各大金融機構在該區試點支持文化建設的金融產品等措施）、項目

建設（包括將甘肅少數民族地區納入到大陸實施的春雨工程、東風工程、支持甘肅建設少數民族文化數字化出版基地和少

數民族語言文字出版基地、支持敦煌創建大陸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園區、建議建立大陸國家有關部委與該區「十三板塊」建設

對口援助機制等建議）、人才隊伍建設（支持甘肅建設文化傳媒方面的綜合性高等院校，並從大陸國家機關、大專院

校等單位選派文化經營高層次管理人才到甘肅掛職）等五個方面的政策支持（甘肅日報，2013.3.16）。 

從甘肅省對於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政策推行之情形顯示，大陸各省市所推動

之跨越式發展，除強化以經濟措施形式推展外，於具民族發展或文化特色之地區，

也逐步透過結合推展當地文化產業或民族發展特色之方式，來擴大產業經濟發展。 

 

u大陸當局希透過各種措施推動新疆之發展，惟面對不斷發生的族群

暴力衝突事件，仍考驗其治理成效 

為強化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司馬義•鐵力

瓦爾地於 1月 31日在北京舉行之首都各民族人士迎春茶話會表示，2013年是民族

工作承前啟後，努力實現新發展的重要一年，要毫不動搖地維護民族團結和社會

穩定。他並指出，2013 年是全面貫徹落實「十八大」精神的開局之年，要認真落

實大陸中央關於推動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堅持和完善民

族區域自治制度，健全和完善大陸特色民族法律法規體系，加強對民族政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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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規和中央決策部署的貫徹落實，大力推動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科學

發展、和諧發展（中新社，2013.1.31）。 

此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於 3 月 7 日

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疆代表團舉行時，也表示當前新疆大局總體面向

好，局部形勢也在趨於好轉，穩定已成民心。新疆將繼續在大陸國家西部開放中

發揮重要戰略作用（大公報，2013.3.8）。他並指出，新疆現在雖然情況嚴峻，但新疆穩

定趨好的形勢仍十分明顯，且現在很多關於新疆的信息是無中生有的、和真實情

況相反（星洲日報，2013.3.9）。新疆建設兵團書記車俊也否認新疆民族問題激化，他指出

一些媒體對新疆的瞭解不全面，令外界產生中國大陸重視經濟而忽視新疆人民的

自主生活；並表示：中國大陸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在新疆得到認真落實，「應該

說各民族的生產生活條件不斷改善，隨著經濟發展，民族的文化相互認同，總體

形勢向好，但需要有一個過程」（南洋商報，2013.3.9）。 

然而，就在新疆自治區書記張春賢對新疆目前整體形勢表示樂觀時，新疆便再

度發生維吾爾族和漢族間的衝突。3 月 8日正在北京參加大陸全國「兩會」的新疆

自治區新聞辦公室主任侯漢敏，於接受媒體詢問時表示，新疆庫爾勒市 7日發生襲

擊事件（東方日報，2013.3.9；星洲日報，2013.3.9；香港商報，2013.3.9；明報，2013.3.9），惟大陸主要官方媒

體封鎖消息，各網論壇和微博亦紛紛刪除有關訊息，這使得庫爾勒漢族青年不滿大

陸當局隱瞞真相，在網上聲言將發起示威或對維族人展開報復行動，並有人呼籲漢

人要自強和團結，號召當地漢人組織聯防隊，「以暴制暴」（東方日報，2013.3.9）。對此，

疆獨組織「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迪里夏則提出譴責表示，大陸當局目前推動的歧

視性政策，助長漢人對維吾爾族人的歧視，成為種族衝突不斷的元兇。他認為有關

地區發生這種衝突，並不令人意外，也指出庫爾勒政府近日為了維穩，不斷加大清

查行動，甚至任意扣押維族人，已造成大量維族人不滿（太陽報，2013.3.9；星洲日報，2013.3.9）。 

從此事件顯示，目前大陸當局雖希望透過各種措施推動新疆之發展，以穩定

新疆內部情勢之變化，並對外聲稱新疆地區大局整體良好，惟面對不斷發生的族

群暴力衝突事件，如何有效且穩定的治理新疆，則仍是其所面臨之嚴峻考驗。 

 

（社會矛盾與維權運動、環境議題與安全監管由戴東清、陳至潔主稿； 

農村養老由戴東清主稿；少數民族由文教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