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社會
大陸官方大規模約談、拘留維權律師，藉犯罪調查鎮壓大陸維權運
動，引發各界批評。
大陸新「環境保護法」有利環境公益訴訟進入司法程序，惟實踐成
效尚需觀察。另天津市濱海新區危險品倉庫發生大爆炸，暴露大
陸社會安全及政府職能問題。
大陸方面加強辦理大學畢業生就業輔導活動，以緩和就業問題。另
大陸官媒指大陸勞動者放假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過長的工時造
成「過勞死」頻發，亦顯示勞動法規未能確實落實。
習近平首提「治藏方略」重申「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藏」戰略思
想，藉西藏自治區成立50週年擴大話語權。

一、社會矛盾
大規模約談、拘留維權律師，引發各界關注與批評
據總部設在香港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表示，自 2015 年 7 月 9 日北京著
名人權律師王宇、其丈夫包龍軍律師被捕以來，截至 2015 年 8 月 14 日止，至少
有 269 名律師或律所人員、人權捍衛者，遭大陸當局拘留、帶走、約談、傳喚或
短期限制人身自由。此外，被查抄的律師事務所，除王宇所服務的鋒銳律師事務
所外，尚有李金星律師辦公室及李和平律師北京辦公室（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2015.8.14）。
對於逮捕維權律師的原因，人民日報報導稱：「公安部部署指揮北京等地公
安機關集中行動，摧毀一個以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為平臺，自 2012 年 7 月以來先
後組織策劃炒作 40 餘起敏感案事件、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團夥。至
此，一個由『維權』律師、推手、『訪民』相互勾連，組織嚴密、人數眾多、分
工精細的涉嫌犯罪團夥浮出水面」（人民日報，2015.7.12）。
大陸方面以刑事案件事由來箝制維權發展的作法，實難具說服力。例如美國
紐約時報評論即指出，此舉是中共再次用犯罪調查來鎮壓中國大陸的維權運動，
因為維權運動經常是以訴願方式進行，或倡導挑戰政府對於言論自由、法律體系
及政治生活的限制（紐約時報，2015.7.10）。有論者指出，此次行動是大陸自 2011 年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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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運動期間預防性鎮壓 100 多人以來，最大規模的逮捕、約談、監控行動，主要
原因是基於大陸於 7 月 1 日施行「國家安全法」，以及大陸股市發生重大股災，
不少股民到證券機關前抗議示威，為免社會秩序失控，因此展開新一波的預防性
鎮壓（臺灣海外網，2015.7.14）。

二、環境與安全
新「環境保護法」有利環境公益訴訟進入司法程序，制度實踐尚需
長期努力
大陸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第 58 條規定「依法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
民政部門登記，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無違法記錄的社會組
織，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
訟，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據大陸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統計，大陸新「環
境保護法」自 2015 年 1 月 1 日實施以來至 7 月 31 日，大陸共有貴陽公眾環境教
育中心、中華環保聯合會、自然之友、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簡
稱「中國綠發會」） 等

9 家環境保護社會組織，提起 23 起環境公益訴訟進入司法程序，

其中 1 起調解結案，1 起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並達成訴前和解，其餘 21 起正在審
理中（自然之友，2015.8.12）。
2015 年 8 月 8 日，自然之友、「中國綠發會」共同邀請上述環保社會組織與
發起環境公益訴訟的代理律師，以及有意願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環保民間組織，
討論上述 23 起環境公益訴訟案例。自然之友總幹事張伯駒表示，大陸環境公益訴
訟制度的實踐，需要長期、艱苦的努力，需要足夠的勇氣和智慧（自然之友，2015.8.12）。
例如，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主體不適格」為由，駁回「中國
綠發會」起訴當地 8 家企業涉嫌污染騰格里沙漠的案件，說明環境公益訴訟還有
一段長路要走，能否外溢至其他領域，則更需要時間觀察（自然之友，2015.9.28）。

天津市濱海新區危險品倉庫發生大爆炸，暴露大陸社會安全及政府
職能問題
天津市濱海新區危險品倉庫於今（2015）年 8 月 12 日發生大爆炸，據新華社報導，
截至 9 月 5 日共有 161 人遇難、12 人失聯；包括公安消防人員 23 人、天津港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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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73 人、民警 11 人以及其他人員 54 人。失聯者包括公安消防人員 1 人、天津港
消防人員 7 人以及其他人員 4 人。報導亦表示，天津港碼頭已運行如常（新華社，2015.9.5）。
關於事件究責部分，新華社報導指出，檢察機關指天津市交通運輸委員會、
天津市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市交通運輸委員會港口管理處、濱海新區安全生產
監督管理局、濱海新區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新港海關、天津港（集團） 公司和交
通運輸部水運局等 8 個政府機關 11 名的官員，涉「玩忽職守」和「濫用職權罪」，
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新華社，2015.8.27）。報導也指出，涉事企業「瑞海國際物流」公司
包括董事長于學偉，副董事長董社軒等 12 人，亦已採取刑事強制措施，其中 10
人刑事居留，2 人監視居住（新華社，2015.8.27）。
綠色和平組織東亞部發布報告指出，天津大爆炸只是問題的冰山一角（今年 7 月
南京一家化工廠發生爆炸，波及附近的 3 個化學品倉庫），顯示多年來大陸政府忽視危險化學物管理

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美國智庫學者表示，化工是大陸工業的重要部分，管理條例
卻沒有跟上，希望大陸政府從危機中吸取教訓，趕快制定有關政策，同時加強執
法（威爾遜中心中國論壇主任吳嵐，環球時報，2015.8.21）。此外，大陸當局進行嚴格資訊控制，致
使人們至今不知爆炸原因，以及爆炸後可能洩漏的有毒有害物質資訊（麻生晴一郎，新
唐人，2015.8.24） 。聯合國人權與有害物質和廢料問題特別報告員通塞克發表聲明，呼

籲大陸政府和相關企業確保在事件的調查過程保持透明性，並公布爆炸原因及影
響等相關資訊（環球時報，2015.8.21）。另亞洲週刊評論指出，長期以來，大陸的最高目
標是經濟成長，社會安全形同廢弛（空氣和水的污染、噪音污染、勞工的工作安全，以及人民居住安全無
人聞問）。天津大爆炸暴露大陸社會安全及政府職能的大問題；大陸當局應在體制及

做法上大刀闊斧展開社會安全改革，將社會安全的職權分散在各部會及地方政府，
並在大陸國務院應設立統籌社會安全的監督協調機構（亞洲週刊，2015.8.30）。

三、就業與勞動
加強辦理大學畢業生就業輔導活動，以增加就業率
為解決日益嚴重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大陸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以下簡稱人社部）
在今年 7 月 1 日發布「關於加強離校未就業高校畢業生實名制就業服務工作的通知」，
要求做好離校未就業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服務工作，重要內容除建立離校未就業大學畢
業生實名資訊資料庫，並不斷完善以實名制為基礎的就業服務（大陸人社部，20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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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充分發揮大中城市公共就業和人才服務機構在促進大學畢業生就業
的作用，並推動大中城市就業資訊的整合和共用，為大學畢業生跨地區求職就業
提供便利，促進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大陸人社部通知所屬擬於 2015 年 10 月和
2016 年 3 月舉辦第三屆部分大中城市聯合招聘大學畢業生活動（大陸人社部，2015.8.26）。
此外，大陸方面擬在各省市開展「2015 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服務月」活動，促
進 2015 屆離校未就業的大學畢業生儘快就業（大陸人社部，2015.8.26）。此一現象說明，
每年大量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已成為大陸當局面臨難題之一。

大陸勞動者工時過長，突顯勞動制度落實問題
新華社發表文章稱，「勞動者連續工作一年以上的，可享受帶薪年休假」，
此一權利被寫入大陸「勞動法」已有 20 年；但據大陸人社部調查顯示，大陸帶薪
休假落實率僅有 50％，較能落實者主要集中於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大型國有企
業、外資企業，而部分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落實度相對較低（新華社，2015.8.10）。
根據北京師範大學發布之「2014 中國勞動力市場發展報告」，大陸勞動者的
年工作時間為 2,000 小時至 2,200 小時；9 成行業每周工時超過 40 小時，過半數
行業每周要加班 4 小時以上，另住宿、餐飲、建築等行業的勞動者，每周加班更
超過 8 小時。整體而言，大陸勞動者放假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過長的工作時間
造成過度勞累，已成為大陸勞工職業病和「過勞死」頻發的重要原因（新華社，2014.11.22、
2015.8.10）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于顯洋教授表示，很多企業不遵守「勞動法」，

導致加班、休假不足的狀況頻繁發生，突顯勞動制度落實問題（新華社，2015.8.10）。

四、少數民族
習近平首提「治藏方略」
，藉西藏自治區成立 50 週年擴大話語權
今年係西藏自治區成立 50 週年，習近平於 8 月 24 日至 25 日召開之中央第六
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大陸迄今共舉行過六次，分別是 1980 年、1984 年、1994 年、2001 年、2010 年及今年，江澤
民時期舉行過 2 次，胡錦濤時期舉行 1 次，本次為習任內首次召開）中提出「治藏方略」，重申「治國

必治邊、治邊先穩藏」戰略思想，堅持「依法治藏、富民興藏、長期建藏、凝聚
人心、夯實基礎」原則，提出「4 個堅定不移」和「4 個確保」（堅定不移開展反分裂鬥爭、
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確保國家安全和長治久安、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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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生態環境良好） ，強調依法打擊一切分裂、破壞社會穩定的行

為，堅持對達賴集團鬥爭的方針政策不動搖（新華網，2015.8.25）。
隨後，大陸國新辦於 9 月 6 日發表「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實踐」
白皮書，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政聲於 9 月 8 日率代表團赴藏參加西藏自治區
成立 50 周年慶祝大會及相關活動，持續說明中共對藏貢獻、既定政策立場，並抨
擊「達賴集團」出於「西藏獨立」之政治目的鼓吹「中間道路」、「大藏區」及
「高度自治」，其行徑完全背離大陸法制（人民網，2015.9.7、2015.9.8）。
相關評論認為，習近平首次提出「治藏方略」概念，並直接點名達賴的分裂
意圖，與胡錦濤在第五次會議中僅表示持久反分裂鬥爭，防範和打擊藏獨分裂勢
力之談話有所不同；達賴與北京的後續互動，值予觀察。另習近平強調「治國必
治邊、治邊先穩藏」的治理原則，凸顯「穩藏」為未來西藏工作核心要旨；在西
藏問題上「穩定」與「反分裂」含義一致，即控制任何形式的異議和批評（美國之音
網站，2015.8.26） 。另西藏歷年經濟增長無惠及普通百姓，習雖期望提高治藏官員道德

水準，但堅持以往失敗的治藏政策並無法改變現況，反而將使西藏問題更為複雜（自
由亞洲電臺，2015.9.7） 。

大陸官方冀民族地區落實「一帶一路」戰略，以達脫貧及促進區域
經濟等綜效
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簡稱國家民委）主任王正偉於今年 7 月 17 日所撰「民族
地區要在服務『一帶一路』戰略大局中大有作為」乙文指出，習近平在中央民族
工作會議上表示，建設「一帶一路」對民族地區、特別是邊疆地區，是個大利好；
要加快邊疆地區開放開發，拓展支撐國家發展的新空間，藉以翻轉 30 多年經濟改
革開放造成之西快東慢、海強路弱格局，加快向西開放、沿邊開放的力度（大陸國家
民委網站，2015.7.17）。大陸邊疆地區包括陝西（絲路起點）、甘肅、寧夏（回族自治區）、青海、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雲南、廣西（壯族自治區）及貴州等民族地區，「一帶一路」主要
目的是透過交通基礎建設開發（高鐵、鐵路及公路），促使大陸民族地區內「互連互動」，
並進而與外部相鄰之南亞、東南亞、中亞、西亞及巴孟印緬等國家聯接互動，促
成「走出去、拉進來」之區域及次區域經濟合作綜效（據估計沿線國家有 65 個，總人口約 44 億、
經濟總量 21 兆美元，分別占全球 63％和 29％。新華網，2015.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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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上述民族地區具有歷史淵源、區位獨特（大陸有 1.9 萬公里【總計 2.2 萬公里】陸地邊界
線及 109 個【總計 138 個】邊境縣【市、區】在民族地區。大陸國家民委網站，2015.7.17）、語言文化相通、廣

闊市場等發展「一帶一路」之優勢存在，亦存有豐富能源及礦產，透過「一帶一
路」戰略布局，希望促使民族地區由傳統內陸「窮鄉僻壤」，翻轉成為經濟發展
前沿，實現脫貧小康與促進對外區域經濟合作發展之綜效目的，並似有將以往推
動「西部大開發」和「興邊富民」政策，融合納入「一帶一路」發展範疇之涵義。
根據「被隱藏的中國」一書作者大衛‧艾默（曾任「周日電報」【Sunday Telegraph】北京特派
員）從新疆到西藏、雲南、東北親身走訪觀察指出，新疆或因「一帶一路」而在經濟

有所發展，但當地維吾爾人總說自己和中國大陸沒有關係，維吾爾人大多從事店員
或更低階工作，經濟發展並沒有使多數維吾爾人得到好處。艾默並指出，大陸應給
少數民族發言機會，並看清大陸與 14 個鄰國的宗教及探索邊境緊迫問題、文化與語
言認同落差（旺報，2015.6.20）。另大陸學者率團對中亞、南亞、東南亞、非洲、中東歐
及歐盟等地進行實地考察，認為「一帶一路」在民族地區發展存在著超乎想像的有
形及無形障礙，諸如情感障礙（如對蒙古征戰屠殺恐懼之歷史記憶）、溝通障礙（族群繁多，存有語言、
文化及宗教不同）
、道路障礙（沿途雪山峻嶺、戈壁沙漠，沿線國家海關對跨境貿易徵收高額關稅、存在貪腐及效率低）、

制度障礙（多數國家存在社會及環境壁壘），人為障礙（境外恐怖勢力、貿易保護主義、大國之間利益調和），
內部障礙（爭政策、抓資源、占先機）等。亦有論者指出，大陸多數專家學者對「一帶一路」
認知錯誤，首先是一擁而上的搶「定位」（如絲綢之路真正起點、新起點、黃金段等），其次是地
方政府太重視「宣傳」來「等靠要」（希望中央政府給特殊政策、給資金，忽略地方資本、菁英和人員的
「走出去」動力），缺少對於「一帶一路」實際情況的清晰認知，導致「理論滿天飛、實

踐跟不上」的窘境；對於當地實際情形缺乏瞭解，導致研究報告簡單片面，過於偏
重能源及政治算計，引起相關國家反感（新加坡南華早報，2015.5.26）。
習近平將「一帶一路」經濟大戰略，視為對大陸民族地區的一份經濟大禮，
及發展軸線翻轉的「大利好」機會。「十三五」規劃實施在即，「一帶一路」帶
來的經濟果實對民族地區是利或弊、是福是禍，還是移民「漢族」興利或促進鄰
國「區域經濟」的機遇，有待持續觀察。

（社會矛盾、環境與安全、就業與勞動由戴東清主稿；
少數民族由文教處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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