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 社會
■中國大陸智庫進行社會調查發現，大陸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張，
並已出現具有「高收入、高消費」、「關注政治事務」特徵的新
興社會階層，目前已成為中共統戰的新興重點群體。
■網路輿情的整體發展趨勢呈現政治參與功能降低的傾向，但司法
不公、環境治理不力的議題，持續引發民眾不滿情緒。
■中國大陸官方公布「電影產業促進法」、「網路安全法」，以法
律形式持續強化對境外相關企業與公民個人的控制能力。
中國大陸官方持續推進少數民族地區治理與脫貧工作，採取「精
準扶貧、精準脫貧」策略，企圖克服「貧困代際傳遞」現象，以
有效解決少數民族貧困問題，成效仍有待觀察。

一、社會階層分化與網路輿情趨勢
中國大陸居民收入差距縮小、新興社會階層浮現
去年（2016）12 月，中國社科院發布「社會藍皮書：2017 年中國社會形式分
析與預測」
，指出 2016 年中國大陸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明顯下降，但城鄉收入差
距持續縮小，基尼係數已從 2008 年的 0.491 下降至 2015 年的 0.462，這也意味
著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擴大（壹讀，2016.12.21）。該書也指出，在北上廣（北京、上海、廣
州）開始出現
「新社會階層」
，主要是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以及自由擇業的知識份子，

其平均收入是全社會平均收入的 2.21 倍，支出總額則是社會平均的 1.71 倍，呈
現「高收入、高消費」的特徵。但在不同城市，新社會階層的收入差距有巨大差
異，上海最高、北京次之，而廣州最少。然而，調查發現八成以上的新社會階層
人士，在高房價、高物價與工作壓力下，普遍認為自己的收入與消費能力不足以
被稱為「中產階層」（中國經濟新聞網，2016.12.23）。此外，新社會階層在政治事務討論、
參與公益活動的比例上，也均高於社會平均水平。
而根據中共統戰部在 1 月公布的統計資料顯示，全體新社會階層的總體規模
已達 7,200 萬人，其中 95.5%為黨外人士（搜狐新聞，2017.1.8）。2016 年 7 月，中共統
戰部成立「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局」，將此類人士納入新的重點統戰對象，顯
見中共當局已開始重視新興社會群體的政治影響。

網路輿情呈現新趨勢，政治參與功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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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輿情監測室於 2016 年 12 月發布「2016 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
，
指出至當年 6 月中國大陸網民已達 6.56 億人，而網路輿論格局呈現六個變化，
包括（1）網民結構與社會人口結構趨同，但仍受到經濟發展不均的影響，呈現
城鄉差異及區域差異；
（2）微博、微信已經超越社交應用範圍，成為各種資訊傳
播的主要渠道，以及政府政務公開的重要媒介；
（3）網路資訊的傳播不再是由媒
體精英過濾後傳播，而是由新媒體平臺依據各個網民的不同興趣來進行選擇與推
薦，從而將使網民個體成為資訊孤島；
（4）西安大學生魏則西因網路資訊誤導，
導致就醫致死事件，說明網路平臺的公共影響需要依法制約；
（5）新生代網民逐
漸出現，女性及三四線城市用戶快速增加，將改變網路輿論的生態，而各類娛樂
議題的關注程度已經超過時政議題；
（6）專業自媒體的興盛，在天津爆炸案、假
疫苗案等公共議題中，開始發揮「平息謠言」
、
「穩定輿情」的功能（群眾網，2016.12.27）。
從上述趨勢來看，隨著社會結構變遷與政府管制方式的變化，已經逐漸改變
中國大陸網路輿情的發展趨勢與影響能量，新生代網民更為傾向利用網路空間作
為自我表達與娛樂工具，而中國大陸政府引導輿論的能力則得到強化，恐將逐漸
降低網路作為政治參與空間的功能。

二、司法問題
「賈敬龍案」引發民眾質疑司法不公
2015 年河北農民賈敬龍因住房遭當地政府強制拆遷，在四處申訴未果後憤
而殺死主持拆遷的村書記何建華。賈敬龍在一、二審均被判處死刑，並於去年（2016）
10 月，由中國大陸最高法院宣布核准死刑。社會輿論普遍認為在不公平的農村
徵地強拆體制下，賈敬龍的報復性殺人行為情有可原、應該輕判（大紀元，2016.11.17）。
雖然多位法界人士聯名上書呼籲暫緩執行死刑，但河北石家莊市人民法院仍於
11 月 15 日執行死刑，進一步引發民眾不滿（紐約時報中文網，2016.11.16）。
外媒評論指出，賈敬龍案引起中國大陸農民工階層的廣泛憤怒，因為相較於
薄熙來妻子谷開來毒殺英國商人案時被判處「緩死」，反映出中國大陸司法部門
傾向偏袒高官權貴而對弱勢群體施以嚴厲懲罰，呈現出「高官判生、農民判死」
的雙重標準（紐約時報中文網，2016.11.21）。而在賈敬龍被執行死刑後，中國大陸社會接
連發生多起農民殺害村官事件，並且都出現連續殺人情節。評論認為，相關事件
反映賈敬龍案引起民眾更強烈的民憤，而司法不公更導致因義憤犯案者因難逃一
死，產生多殺幾人的心理（大紀元，2016.11.23）。

「雷洋案」涉案警員不起訴，引發民眾抗議司法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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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5 月北京市便衣警察因懷疑市民雷洋嫖娼而將其拘捕，過程中導致雷洋
突發死亡。中國大陸民眾廣泛質疑警方執法失當，並強烈要求司法部門進行公正
調查與審理。在輿論壓力下，北京檢方宣布對涉案員警進行偵察，並促使中國大
陸政府對公安部門執法失當行為展現高度重視（法廣，2017.1.5）。然而，在輿論持續
關注下，12 月北京人民檢察院仍以「犯罪情節輕微」為由對 5 名涉案警員做出
不起訴決定，而雷洋家屬更因龐大壓力而宣布放棄訴訟，進一步引發中國大陸民
眾對司法部門公正性的廣泛抗議（自由亞洲電台，2016.12.26）。
雷洋是中國大陸人民大學碩士，政治態度保守，且任職於具有官方背景的環
保研究機構；而其死亡暴露出即使是社經地位較高的中產階層群體，也無法避免
遭受國家權力的粗暴對待。因此，雷洋案引起各階層民眾的廣泛關注 （大紀元，
2016.05.17）。相關評論認為，北京檢方釋放涉案員警，已經粉碎中共權力的最後一

點公信力，將激起社會憤怒（中國觀察，2016.12.30）。但也有評論指出，相較於 2003 年
「孫志剛案」導致收容遣送制度遭廢除，雷洋案很難引起類似的制度改革，這是
因為在近年中共當局壓制下，已經大幅削弱了社會透過調查報導、網路動員及法
制維權影響制度運作的能力（明鏡新聞，2016.05.28）。

三、環境問題
中國大陸政府掩蓋冬季霧霾問題引起民眾反彈
去年 12 月起中國大陸霧霾問題持續惡化，影響範圍超過 100 個城市，其中
華北地區 24 城市發布重污染的紅色預警（法廣，2016.12.21）。東北、西南地區省市也
受到嚴重霧霾侵襲。然而，各地政府試圖掩蓋霧霾嚴重性的作為，引發民眾的情
緒反彈。北京市政府 12 月修訂氣象災害防治條例時，將霧霾列為自然產生的「氣
象災害」，此舉被視為試圖迴避政府治理污染問題不力的責任而引發社會熱議，
甚至罕見的引起中共官媒人民日報的批評（聯合新聞網，2016.12.14）。而在同樣受到嚴重
霧霾侵襲的四川成都，一群攝影師指控因公布霧霾照片而遭到警方約談，也有民
眾指出當地醫院禁止醫師向病患說明霧霾導致呼吸道疾病，當局也禁止學生戴口
罩及討論霧霾話題（自由亞洲電台，2016.12.16；新唐人，2016.12.13）。
中共當局在「掩耳盜鈴」心態下迴避承認霧霾問題，已經引起各地民眾出現
情緒反彈。北京 5 名律師具狀控告北京、河北、天津政府治理不力，成都亦有民
眾靜坐抗議，但均遭到當局壓制（自由時報，2016.12.13；希望之聲，2016.12.20）。評論認為，
相較於 21 世紀初期中國大陸政府承諾加強治理污染問題，目前當局態度已經從
「口頭責任政治」轉向「無責任政治」，無法期待中國大陸政府能有效解決霧霾
污染問題（美國之音，2016.12.21）。此外，中國大陸政府掩蓋霧霾問題的作為，也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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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民眾對政府的批判及究責，可能成為公民社會發展的突破口（頭條日報，2017.1.10）。

四、意識型態與言論控制
中國大陸政府藉由「電影產業促進法」強化對影視產業之箝制
去年（2016）11 月，中共「全國人大」通過「電影產業促進法」，該法表面上
在鼓勵中國大陸本土電影產業發展，但內容條文也對中國大陸電影產業的發展做
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興限制，使其成為中國大陸進一步箝制文藝創作與言論自由
的工具。依據該法規定，中國大陸國內廠商不得與曾從事「傷害民族情感活動」
之國外電影廠商合作，而曾涉及「臺獨」、港獨活動的電影廠商及從業人員，也
會因此無法進入中國大陸電影市場（自由時報，2016.11.09）。同時，該法也要求電影內
容「不得含有損害國家尊嚴、榮譽和利益的內容」，而涉及國家安全、外交、民
族、宗教題材的電影劇本，也都需要報送審查（新唐人，2016.11.08）。
該法在審議時，便被認為將嚴格監控西方價值觀透過電影管道流入中國大陸
（多維新聞，2016.08.30）。而在其正式規範中，不但對電影文藝的表達空間提出更嚴格

的意識型態約束，更等同於以中國大陸市場為籌碼，要求國際電影廠商在涉及中
國大陸問題的影視內容及個人行動上進行自我審查。

中國大陸政府公布「網絡安全法」，加強對企業與公民的控制
去年 11 月中共「全國人大」通過「網絡安全法」
，該法許多內容涉及網路安
全問題，針對蒐集、洩漏個人用戶資訊及網路詐騙，提出具體規範及限制。同時，
該法規定禁止發表損害國家團結、擾亂經濟秩序或企圖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容，
並且賦予中國大陸官方在緊急情況下停斷網路的權力。相關規範引起外界廣泛憂
慮，認為該法是將中國大陸過去已經使用的言論控制手段合法化，將進一步壓縮
網路自由言論（端傳媒，2016.11.08；BBC，2016.11.07）。該法也同時以法律形式要求網路服
務商必須對電話及網路通訊用戶進行實名制登記，以強化對「不當言論」的管制
能力。中國大陸可以藉由對網路服務商的控制，掌握所有網路使用者的真實身份，
使其得以嚴格管制不符合「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的網路資訊 （科技新報，
2016.11.11）。

此外，該法基於「國家安全」目的，要求網路營運商必須為中國大陸國安及
公安機構提供技術支持並接受安全檢查，也必須將來自中國大陸的數據資料儲存
在中國大陸境內。此舉被認為將提高外國科技企業的營運成本，導致各國外商團
體將其視為變相的貿易壁壘，並紛紛提出抗議（數位時代，2016.11.8）。
國際媒體認為，該法宣示中國大陸政府將在其提出的「網絡主權」概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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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義及規範網路的使用方式，並且在嚴格控制企業的同時，也加強對公民個
人的監控（紐約時報中文網，2016.11.8）。然而，外商在進入中國大陸龐大市場的考量下，
往往只能遵循中國大陸政府的安全規範（數位時代，2016.11.8）。而在該法公布後，由於
中國大陸境內大多數的相關評論都受到了當局審查，而難以看到批評或反對的意
見，也反映中國大陸政府對網路輿論控制的高度管控。

五、少數民族
中共當局持續推進少數民族地區治理與脫貧工作，期實現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
中國大陸少數民族地區受限於自然環境、社會發展程度、生產條件、教育文
化等問題，易於形成「貧困代際傳遞」（指貧困及致貧因素在家庭內部或特定社區、群體、階層範圍
內的代際間延續，造成後代承襲前代貧困境遇之社會現象。中國民族報，2016.12.9）
。依據中國大陸官方統

計，中國大陸 5,578 萬貧困人口中，民族自治縣貧困人口有 546 萬；592 個國家
扶貧開發重點縣中，有 66 個民族自治縣；14 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 680 個縣中，
民族自治縣有 71 個（農民人均純收入 2,676 元，僅相當於中國大陸平均水準的一半；在綜合排名最低的 600
個縣中，有 521 個在片區內，占 86.8%。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6.11.10；新華社，2016.12.3），其中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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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貧困縣中，少數民族縣佔 267 個（中國大陸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網站，2016.12.8），凸
顯少數民族自治縣脫貧問題之嚴峻。因此，如何有效解決貧困問題成為中國大陸
發展的難題，特別是少數民族自治區脫貧工作。
「十八大」以來，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多次深入民族地區調研，先後召開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等，
對民族工作展開相關部署（新華社，2016.10.6）。2015 年 3 月，習近平參加廣西人大代
表團審議時強調，「要把扶貧攻堅抓緊抓準，堅持精準扶貧，絕不讓一個少數民
族，一個地區掉隊」。2016 年 1 至 8 月，習近平 7 次出京調研考察（分赴重慶、江西、
安徽、黑龍江、寧夏、河北、青海等地，訪視大陸中西部和欠發達地區）
，多次與少數民族群眾進行深度

接觸（中新社，2016.12.8）。2016 年 9 月，習近平出席在杭州舉行 G20 開幕式時強調，
要加大對困難群眾的精準幫扶力度，在 2020 年前實現現行標準下 5,700 多萬農
村貧困人口脫貧（新華社，2016.9.3）。11 月 10 日，中共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簡稱國家民
委）在北京召開會議，強調貫徹落實「十八屆六中全會」
、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中

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精神，促進自治縣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同步實現全面小康
社會（中國大陸國家民委網站，2016.11.10）。12 月 2 日，中共國務院公布「『十三五』脫貧攻
堅規劃」，提出要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為方略，並以革命老區、民族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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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疆地區和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為發展重點，確保 2020 年現行標準下 5,000 多萬
貧困人口實現脫貧，以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中國大陸國務院網站，2016.12.2）。
中共過去長年採取扶貧發展模式，主要透過集中資金資源挹注在少數民族自
治區，短期內雖能幫助部分貧困人口或群體脫貧，但傳統輸血式扶貧政策忽視貧
困之背後產生原因（許多地方的貧困屬於資訊貧困、知識貧困，單純輸血無法引發造血效應），致使扶貧
成效不彰，促使大陸當局發展「精準扶貧」政策（2013 年習近平在湖南湘西考察少數民族自治
區時首次提出。人民日報，2016.12.28），認為扶貧要因地制宜，要扶貧對象精準、項目安排

精準、資金使用精準等，希擺脫「等、靠、要」的傳統扶貧思路，促進扶貧開發
由「輸血」向「造血」轉變，希為少數民族地區找到支柱產業與發展社會工作（環
球時報，2016.11.18）
，以貴州省的「精準扶貧」為例，該省對

2,047 個少數民族特別貧

困村提出差别化精準扶持措施，與分階段脫貧提出政策配套文件，並要求「六個
優先」
（即要求各地要在基礎設施建設、易地扶貧搬遷、特色產業發展、技能培訓、電子商務、基層組織建設六個方
面給予優先安排。貴州日報，2016.1.2）。

以往中國大陸對少數民族之地區治理，由於無法克服少數民族自治縣的「貧
困代際傳遞」現象，致使扶貧發展成效不彰，促使中國大陸當局推行「精準扶貧、
精準脫貧」，惟未來脫貧攻堅工作能否有效落實主體責任、堅持改革創新、善用
群眾生產力，增強貧困地區造血能力，提升區域發展能力，以期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後續陸方相關作為，殊值觀察。
（社會階層、網路輿情、司法與言論問題等由王占璽主稿；
少數民族由文教處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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