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社會 
                                 許志嘉、盛蕙珍 

 

█傳江澤民指威脅社會穩定因素包括：失業人數增加、農民負擔

沈重、東西部差距拉大、刑事犯罪猖獗、貪污受賄層出不窮，

及西方國家製造麻煩、海內外分裂活動。 

█廣東湛江江門發生連續 23 起爆炸案，造成 5 人死亡，7 人受傷。 

█平均每天發生 588 起火災，平均每天有 6 人死於火災。 

█大陸平均每個月 500 人左右死於礦災。 

█嚴打鬥爭不到一個月，緝獲 2 萬 3,194 名逃犯。 

█失業人口中，35 歲以下的青年所佔比例高達 53％。 

█至去年上半年為止﹐「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已達 1 千 6 百萬人。 

█瀋陽市長慕綏新受賄被判死緩，122 官員涉案。 

█「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貪污被判死緩，廣西自治區副主席劉

知炳受賄移送法辦。 

█據估計 2010 年大陸感染愛滋病人數將達 1 千萬人。 

█土地沙化嚴重，危及 1 億人口生存，每年損失 540 億元人民幣。 

█中共增派 10 師兵力進駐「中」阿邊界，並在新疆地區建立專門

在山地與沙漠作戰的特種部隊，企圖維持新疆的穩定與邊疆安

全。 

█中共與美國對新疆分離主義勢力的處理立場出現分歧。 

█國際恐怖行動與大陸爆炸案頻傳，提供北京當局鎮壓「疆獨」 

的正當性。 

█中共強硬治疆政策恐將拉大漢維距離。 

 

一、社會發展趨勢 

大陸「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出版的「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

藍皮書指出，今年大陸社會形勢走向有七大趨勢（中國網，2001. 12. 20）：１、中共「十

六大」的召開將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目標將得到確立，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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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創新將取得新的進展；２、經濟發展將保持一個比較快速的勢頭，爲社會形

勢健康平穩格局的實現提供基礎；３、黨風和社會道德風氣問題將引起更集中的

關注；４、公衆對社會穩定和生活水平改善的預期將提高；５、各個領域的改革

將獲得進一步的推進；６、加入 WTO將促進社會的進一步開放；７、失業（下崗）

依然是一個困擾政府和部分公衆的嚴峻問題。 

「社科院「的這本藍皮書對大陸地區今年的展望顯然較為樂觀。不過，仍值

得注意的是，報告強調黨風、社會道德風氣和下崗問題，透露出貪污腐敗、治安

和失業下崗仍是未來一年較為嚴竣的挑戰，是大陸當局必須正視的課題。尤其是

加入世貿組織後，農村地區的失業情況很可能進一步加劇。 

 

二、社會不穩定因素 

大陸社會治安惡化、公安事故頻傳，已直接影響民眾的生活安寧，12中下

旬數起重大爆炸案，嚴重威脅民眾生命安全。中共已於去（2001）年底正式成為世

貿組織會員，隨著大陸的入會，失業問題將進一步惡化。各地示威抗議事件仍然

不斷發生，城市與農村都有暴動出現。 

香港媒體報導指出，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最近 8度在重要場合強調，保持大陸

社會穩定是「重中之重」，並要求做到「穩定確保發展，發展促進穩定」。而這些

威脅大陸社會穩定的因素包括：失業人數增加、農民負擔沈重、東西部差距拉大

等問題（中央社，2001.11.30）。 

此外，影響大陸境內不穩定因素還包括﹕１、東南沿海地區刑事犯罪猖獗，

特別是帶黑社會性質的集團犯罪和惡勢力橫行，炸彈恐嚇與綁架勒索案件增加，

嚴重威脅民眾安全；２、經濟案件和高科技犯罪案件上升，損害市場的經濟秩序。

特別是近年來中共官員貪污受賄案件層出不窮，造成人心不穩，影響社會穩定（中

央社，2001.11.30）。 

影響大陸社會穩定的因素還有境外的因素，包括：西方國家利用人權、宗教、 

西藏等問題製造麻煩，試圖牽制大陸發展。海外民運分子、藏獨、疆獨和法輪功

組織相互串連，把分裂活動深入大陸，嚴重威脅大陸社會穩定（中央社，200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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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西安等地多起重大爆炸事件 

12月14日廣東湛江市及江門市發生連續23起爆炸案，造成5人死亡，7人

受傷。由於爆炸地點位於市中心區，且發生於早晨4時50分至7時10分，許多

人被連續爆炸驚醒，對當地造成相當大的震憾。當地公安36小時後就宣布破案，

指兇嫌因為家庭及經濟糾紛，而策畫的報復行動，兇嫌利用傳呼機（BB CALL）遙控

引爆，最後自爆身亡（新民晚報，2001. 12. 18）。 

這起重大爆炸案引起各界高度關切，臺港媒體大幅報導，大陸公安迅速破

案，更引起媒體的質疑（聯合報，2001.12.16，3 版）。但不論爆炸案真相如何，大陸治安

惡化已是重大警訊，更令人震驚的是，隔日，西安麥當勞也發生重大爆炸案。 

12月15日晚間，西安麥當勞也發生重大爆炸案，當時店內人潮相當多，爆

炸聲起，千逾人逃離現場，但仍造成2人死亡，26人受傷（人民網，2001.12.16）。由於

美國911恐怖攻擊事件陰影仍在，位處大陸西部，接近少數民族地區的西安市鬧

區發生重大爆炸案，特別引起關注。香港媒體質疑此案可能是民族分裂主義份子

涉嫌（中央社，2001.12.17），大陸警方初步調查可能是下崗工人打劫不成引爆（聯合報，

2001.12.17，14 版）。不論真正的爆炸原因為何，這個案件仍然凸顯大陸社會治安惡化，

民眾生命財產飽受威脅。 

香港媒體傳聞，連續爆炸案已引起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高度關切，已下令採

取有效措施，保障民眾安全，中共中央政法委也下令，加強打擊恐怖份子的力道

（聯合報，2001.12.18，14 版）。 

事實上，除了上述兩起重大爆炸案之外，近幾個月大陸各地已發生多起人為

爆炸案，12月 23日山東省青島市家樂福明達超市也傳出土製炸彈爆炸案，3輛

汽車玻璃被毀（中新社，2001.12.24）。24日浙江省泰順縣一工地發生爆炸，造成一家3

口死亡（人民網，2001.12.24）。25日一輛暗藏雷管、爆竹等易燃物的運煤車，在江西省

修水縣爆炸，造成9人死亡，14人受傷（新華社，2001.12.26）。稍早，11月14日重慶

市第三人民醫院也發生爆炸案，造成4人死亡，35人受傷（中央社，2001.11.15）。 

這些人為爆炸案，多數是蓄意犯罪，顯示大陸社會治安惡化情況非常嚴重，

人們極易取得炸藥原料（中央社，2001.12.16；中國時報，2001.12.24，14 版）。對大陸民眾的安

全及社會安定，構成嚴重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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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公安事故頻傳 

除了重大人為蓄意爆炸事件事件外，大陸各地公共安全意外仍然不斷。除了

前述引起關切的重大爆炸案外，大陸各地還傳出多起爆炸事件。 

10月23日山東省臨沂一輛公車發生爆炸，整輛車變成空的鐵架，造成3人

死亡，57人受傷（北京晚報，2001.10.21）。 

11月7日重慶市長壽縣一家化工廠發生嚴重爆炸，造成2人死亡，1人失蹤，

7人受傷（中央社，2001.11.8）。 

10月31日湖北襄樊市一家酒精廠，沼氣罐發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1人

重傷（新華網，2001.10.31）。 

除了人為爆炸事件外，大陸公共工程品質不佳，發生水壩、橋樑崩塌等，影

響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的重大公共安全事故。 

10月 3日四川省涼山州會理縣大路溝水庫大壩，因為白蟻蝕壞壩體，再加

上暴雨，水位太滿，因而崩塌，造成 16人死亡，10人失蹤，10多人受傷，48

戶農房被沖毀（中央社，2001.10.6）。 

11月7日四川省宜賓南門大橋凌晨4點半，突然斷裂，10幾20分鐘內，南

門大橋前後3次垮塌，造成3人死亡，3人受傷（北京青年報，2001.11.14）。 

此外，海難事件也頻傳。根據廣東省海上搜救中心的統計顯示，去年第三季，

廣東省海難共死亡失蹤23人，比前一年同期增加了二成多，沉船數也達19艘（中

央社，2001.11.1）。 

10月 28日山東省一艘載運 9輛車子的輪船，突然爆炸起火，造成 21人死

亡，6人失蹤（中央社，2001.10.29；新華網，2001.10.30）。 

火災發生頻率也呈現上升情勢，根據大陸官方統計資料，去年1至9月大陸

共發生15萬8,744起火災，1,655人在火災中喪生，平均每天發生588起火災，

平均每天有6人死於火災，直接財產損失達10億1千萬人民幣。火災發生件數，

比前一年同起增加 9.1％，而且這些火災，還未包括森林、草原及軍隊發生的火

災事故（新華網，2001.11.10）。 

12月19日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呼和浩特賓館發生重大火災，中組部下派掛職

幹部、呼和浩特市委常委、副市長林選才等 3人被燒死，17人燒傷，2人失蹤（新

華網，2001.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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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發生頻仍，以及死亡人數居高不下，與大陸消防設施不足有關。根據「公

安部」的資料顯示，大陸266個地級以上城市中，消防站應建2,655個，但實際

僅有 1,548個，不足 41.7％；消防栓不足率達 29.2％；消防車應配 8,734輛，

實有 6,893輛，不足 21.1％。消防調度指揮系統不足率更高度 60％（新華網，

2001.11.10）。 

煤礦災變仍是大陸公共安全最嚴重的重災區之一，根據大陸「國家安全生產

監督局局長」張寶明指出，去年1至11月，全大陸有5千多人死於礦災。亦即，

全大陸平均每個月500人左右死於礦災。礦業安全已經亮起紅燈，嚴重威脅無辜

的礦工生命（中國時報，2001.12.27，14 版）。 

 

◆治安惡化黑槍氾濫 

統計顯示，大陸前（2000）年涉及槍砲犯罪案件共有2萬6,456起，比前一年

增加近7％。然而，研究犯罪學的大陸學者強調，事實上，只有30％的實際犯罪

數據被納入統計數據。去年3至6月，全大陸查獲黑槍60萬支，其中包括8800

支軍用槍(”The Wild East,” The Economist, 2001.11.8）。 

大陸黑社會組織日益擴張。去年4月展開的「嚴打」鬥爭，至10月初，「最

高檢察院」督辦4批共308件涉黑案件，2批共85件破壞市場經濟秩序重大犯罪

案件。各省級檢察院也督辦了579件涉黑重大案件。福建省檢察院受理群眾舉辦、

控告刑事犯罪案件線索，比前一年同期上升了45.7％（法制日報，2001.10.16）。 

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大陸社會治安日益惡化，黑槍氾濫。造成治安惡化的重

要原因之一，是黑社會組織勢力的擴大，造成黑社會組織日益壯大的根本原因之

一，則是「官黑勾結」。嚴打鬥爭中，黑龍江、吉林、貴州、湖南等地，都查獲

「地下黑市長」等包庇黑幫的幹部（人民日報，2001.11.14，11 版）。 

面對「官黑勾結」的犯罪結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韓杼濱也公開表

示，要把打黑除惡同深挖他們的後台和「保護傘」結合起來，深挖黑惡勢力背後

的腐敗份子（法制日報，2001.11.5）。 

大陸官方宣稱嚴打鬥爭取得重大績效，不到一個月就緝獲 2萬 3194名在逃

的嫌犯（法制日報，2001.10.13）。然而，查獲罪犯的數目雖代表辦案績效，但也凸顯大

陸治安惡化的事實，這些危害大陸社會安定的黑幫組織，與貪腐的官員結合，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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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成為威脅大陸安定的亂源。 

 

◆下崗失業嚴竣 

根據大陸「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去年 5、6 月間，針對瀋陽、南京、鄭州、

宜昌、齊齊哈爾等 10 城市下崗職工、失業人員，所進行的抽樣調查報告顯示，

大陸失業人口中，35 歲以下的青年所佔比例，高達 53％。這項調查報告還列舉

了大陸失業人口的 4個特點，第一就是青年失業者多，其他依次是經濟性裁員和

合同到期導致的失業者多等（中央社，2001.10.9）。 

大陸「勞動保障科學研究院」專家莫榮也指出，大陸年輕人口的失業比例已

達 40％左右，去年上半年大陸在勞動力市場的求職人口，有 70％的求職者，年

齡介於 16到 34歲之間。造成大陸年輕失業人口比例增加的主因，是大陸勞動力

市場供過於求，平均 100個勞動者，競爭 65個工作機會（中央社，2001.10.22）。 

面對日益惡化的下崗、失業問題，「國家經貿委主任」李榮融也坦承，隨著

「國有」企業改革步伐的加快，失業下崗人數增加。截至去年上半年為止﹐「國

有」企業下崗職工已達 1千 6百萬人。大陸當局對失業下崗人員的安排難度已越

來越大（中央社，2001.10.17）。 

   

◆示威抗爭 

遼寧省遼陽鐵合金廠因廠長腐敗導致企業宣告破產，工人生計無法解決，10

月 18 日 1 千多名該場工人將瀋陽至遼陽的高速公路堵死示威。據了解，遼陽市

目前真正的失業率已超過 25％。去年 6月遼陽紡織廠 2千多名工人，因一年未發

工資，堵死鐵路抗議。9 月遼陽製藥廠因拖欠工資，3 千名職工也上街抗議，將

鐵路堵死（北京之春，2001 年 12 月號，p.99-100）。 

10月中旬 500名青島居民因不滿市政府拆遷政策，集體至市政府請願，並與

公安發生衝突（北京之春，2001 年 12 月號，p.99）。 

香港媒體報導，因建設三峽大壩而被迫遷移到湖南省永州市的近千名三峽移

民，因要求返回三峽庫區，發放生活補貼，在市政府進行示威抗議（北京之春，2001

年 10 月號，p.101）。 

12月 22日深圳市發生暴力抗拒執法事件，近百名非法占用人行道的攤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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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執行取締的員警，以磚頭、鐵棍攻擊執法人員，造成 6名執法人員受傷（中央

日報，2001.12.24，9 版）。 

事實上，大陸近年來示威抗爭事件不斷，在大陸當局的嚴控下，多數抗爭事

件均未被媒體披露。但資料顯示，大陸各地抗爭事件頻仍，農村地區的規模和次

數更大。中共中央社會綜治委的一份報告便透露，1999年大陸各地農村共發生示

威、集會、抗議等活達達 11萬 2,500多起，參與抗爭人數達 802萬人。去年農

村大規模抗爭事件更是有增無減，主要是農民因負稅過重、權益受損、地方幹部

處理不公等問題引發的抗爭最多（本會資料）。 

「國家統計局」統計資料顯示，近幾年農民繳稅和上繳集體承包費，已達其

現金收入的15％，再加上農村居民並未享有義務教育、公費醫療等福利，與城市

居民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此外，大陸農業生產率逐年下降，從1990年的36.5

％，下降至 1999年的 25.4％，生產率下降造成農民收入的減少，農民生活水準

更難提高，相對被剝奪感也增強，一旦權益受損，便易爆發大規模抗爭事件（本會

資料）。 

 

三、貪腐問題 

雖然大陸當局強調打擊貪污腐敗，同時已有多名省部級高幹被叛重刑，但貪

腐問題仍然普遍存在，成為大陸當局最頭痛的課題之一。 

 

◆瀋陽貪腐案，122人涉案，市長慕綏新被判死緩  
原遼寧省副省長、瀋陽市委副書記、瀋陽市市長慕綏新，因涉嫌收受661萬

多元人民幣的賄款，並有269萬多元人民幣鉅額財產交代不明，被法院判處死刑，

緩期2年執行（新華社，2001.10.10）。 

除慕綏新被判死緩外，原瀋陽市常務副市長馬向東、國有資產管理局局長郭

久嗣等也因涉嫌貪污鉅款，被判處死刑。這件罕見的遼寧省高幹集體貪污受賄事

件，涉案人數已達 122人，其中 62人已被移送司法機關，涉案人包括副省級幹

部 1人，瀋陽市副市級幹部 4人，正局級幹部 11人，副局級幹部 7人，收繳、

扣押的贓款、非法所得達2億多元人民幣。同案被判死刑的瀋陽市官員還有城鄉

建設委員會主任寧先傑、煙草專賣局局長周偉，另外還有市府秘書長及法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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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副院長等多名高幹被判處重刑（北京青年報，2001.10.15；新華社，2001.10.10）。 

 

◆前「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貪污被判死緩 

涉及廈門遠華集團走私案的前「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10月 22日被北京

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受賄罪、玩忽職守罪數罪併罰，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

行。李紀周被指收受遠華集團負責人賴昌星通過各種手段賄賂的賄款人民幣 100

萬元，美金50萬元，港幣3萬元（人民日報海外版，2001.10.23）。 

 

◆26天報銷 4個省部級高幹 
中共高幹貪污腐敗下台者愈來愈多，且很多幹部層級相當高。從 9月 26日

到10月22日李紀周被判死緩，已有4名省部級官員被移送法辦或判刑。包括9

月 26日被移送法辦的原雲南省長李嘉廷，及涉及遠華案的原福建省委副書記、

廈門市委書記石兆彬，被判死緩的原遼寧省副省長、瀋陽市市長慕綏新，以及被

判死緩的「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這些人違紀犯法的共同點都包括了受賄和濫

用職權，已成了中共幹部貪腐犯罪的共同特徵。 

中共建政初期，因貪腐被查處的省部級高幹幾乎沒有。第一個被查處的省部

級官員是 1980年因索賄受賄，而被撤銷黨籍的「商業部長」王磊。不過王磊並

未被移送法辦，1987年江西省委書記、省長倪獻策，因濫用職權、生活腐化、包

庇走私，被判處 2年徒刑，成了第一個因腐敗被刑事處分的省部級高官（中新網，

2001.11.15）。 

    1989年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沙比爾因濫權被開除黨籍，中共

海南省委副書記、海南省省長梁湘因以權謀私被撤職。當年，有關單位審理的省

部級官員腐敗案件達200多件，涉及省部級幹部155人，其中正部級幹部35人，

最後受到處理的省部級官員有28人（中新網，2001.11.15）。 

中共高官貪污腐敗日益惡化，1990年代末 3年更為嚴重。1998年查處省部

級領導幹部 12人，包括：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原副主席徐炳松，廣東省人大原

副主任于飛，河北省人大原副主任姜殿武違紀違法案，湖北省原副省長孟慶平。

1999年查處 17人，包括：寧波市原市委書記許運鴻，江西省原副省長胡長清；

2000年查處 22人，包括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傑，重慶市人大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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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原副主任秦昌典，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原副主席周文吉，湖北省原副省長李

大強，國防科工委原副主任徐鵬航，全國紡織總會原會長吳文英（中新網，2001.11.15）。 

 

◆廣西自治區副主席劉知炳受賄移送法辦 

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常務副主席劉知炳，因濫用職權、受賄，被中共中央開

除黨籍，並移送法辦。劉知炳被指控長期以來收受賄賂，干涉司法機關辦案，並

與有夫之婦通姦，已被最高人民檢察院逮捕（新華網，2001.12.5）。 

 

◆江蘇省政府原副秘書長李三元涉受賄被逮捕 

江蘇省政府原秘書長、體改委主任李三元，涉嫌在審核有關企業上市過程

中，利用職務之便收受鉅額賄款、挪用公款，被檢察機關逮捕，並被中共江蘇省

委開除黨籍。同案被捕的官員還包括：原體改委副主任李士傑、原省證管辦副主

任張射等人（中新網，2001.11.20）。 

 

◆貪腐案件頻傳 

除了高幹貪腐案頻頻之外，大陸各級幹部貪腐案件也非常多。 

10月 22日原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住院處主任石巧玲，涉嫌濫權、貪污

鉅額公款 1,098萬餘元人民幣，被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人民日報海外

版，2001.11.1）。 

原浙江省臨安市副市長鄭柏松，因在建築工程中收受「好處費」，被杭州市

上城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0年（新華網，2001.11.6）。 

廣東省檢察院和反貪局的資料顯示，去年1至9月，廣東省共查處貪污受賄

犯罪的處級以上幹部 188名，其中廳局級幹部 12人，挽回經濟損失 1億 6,500

萬元人民幣（中新網，2001.10.22）。 

廣西省紀律檢查委員會資料顯示，過去5年多時間，廣西各級紀委查處的黨

員幹部貪污受賄、走私販私、失職贖職、貪贓枉法、挪用公款、揮霍浪費、侵吞

私分國有資産、腐化墮落和嚴重違反政治、組織人事紀律等方面的案件，全區共

立案查處 1萬 7千 919件（中新網，2001.10.22）。 

 

 41 
 



四、生態環保與衛生 

◆土地沙化危及 1億多人生存 
大陸土地荒漠化問題愈來愈嚴重。大陸媒體指出，大陸沙化土地面積達 168

萬 9千平方公里，約佔土地總面積的 17.6％，涉及近千個縣、旗，且土地沙化面

積仍以每年平均 2千 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展，相當於損失一個中等縣的土地面

積。土地沙化嚴重，已經危及大陸 1億多人口的生存和發展（中央社，2001.10.7）。 

大陸土地沙化情況，又以華北和西北地區最為嚴重，日前東北地區還出現罕

見的「黃雪」。「國家林業局防治治沙管理中心副主任」胡培興表示，大陸當局仍

未能遏制「沙進人退」現象，防沙、治沙總體持續惡化，每年因沙化造成的損失

更高達 540億元人民幣（聯合報，2001.12.19，13 版）。 

 

◆黃河源頭連續 3年斷流 
位於青海的黃河源頭，自 1998 年出現首次跨年度斷流後，已出現歷史上首

見的紀錄，連續 3年出現斷流現象。黃河源頭出水口 7公里後便斷流，完全裸露

的河床更長達 8公里。 

黃河源頭斷流的主要原因有 3：一是受全球氣候變暖影響，黃河源頭地區連

年乾旱，內補充黃河河水的眾多河流，得不到天然降雨；二是草原退化、沙化嚴

重，水源涵養能力明顯下降，導致許多大小泉眼乾枯；三是生態環境惡化（中央社，

2001.10.9）。 

事實上，受到連年乾旱影響，黃河源頭地區的高原湖泊正迅速消失，目前此

地區 4千多個湖泊，半數以上已經完全乾涸（北京晨報，2001.11.11）。 

 

◆水資源不足污染嚴重 

大陸水資源嚴重不足，全大陸水共有 2萬 8,000多億立方公尺，但人均只有

2 萬 300 立方公尺，且時空分佈不平衡，主要的大江、大河都在南方（中央社，

2001.10.3）。 

不但水資源嚴重不足，且水污染情況也相當嚴重，北京市 80％的城市水系統

已被污染，河湖周邊環境髒亂（中央社，2001.10.4）。 

知名的太湖因為遭受污染相當嚴重，江蘇省已決定未來 5年投資 146億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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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幣，實施太湖治污十大工程（中央社，2001.10.4）。 

 

◆2010年愛滋病患近 1千萬 
大陸專家測算指出，大陸愛滋病感染和發病人數如以每年 30％速度成長，到

2010年大陸感染愛滋病人數將達 1千萬人。事實上，大陸感染愛滋病的成長速度

非常快，去年上半年，大陸愛滋病感染人數比前一年同期成長 67.4％（新華網，

2001.11.13）。 

愛滋病感染人數快速增加，且感染愛滋病者也未受到良好的照顧，根據大陸

官方資料顯示，全大陸接受目前最有效的「雞尾酒療法」的愛滋病患只有 74人，

亦即絕大多數病患並未能接受此種較有效的治療。主要原因之一是，此項治療花

費太高，在大陸，一套完整的雞尾酒療法，1年須 1萬元人民幣，絕大多數的患

者根本付不起（中國時報，2001.11.13，14 版）。 

 

◆女性吸煙人口 3,300萬 
大陸官方統計資料顯示，全大陸約有 3,300 萬名女性吸煙，佔女性總人口的

7％（中央社，2001.10.2）。 

 

◆衛生條件差 

大陸有關單位統計指出，全大陸衛生廁所普及率僅 44.81％，糞便無毒化處

理率僅 31.22％，由此引發的腸道傳染病發病率更高達 70％（中新社，2001.11.7）。 

 

五、 人權 

◆異議人士被判重刑、逮捕 

總部設於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指出，大陸民運人士、中國民主

黨山東分部負責人王金波，因為涉嫌在網路上發表要求平反「六四」及有關該黨

及多黨制的文章，12月 13日被山東省臨沂市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罪名判刑 4年（北京之春，2001 年 11 月號，p.102）。 

總部設在紐約的保護新聞記者委員會(CPJ)表示，大陸資深記者姜維平，已被

遼寧省大連中級人民法院依洩露國家機密等罪名判處 9年徒刑。姜維平甫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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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7日獲保護新聞記者委員會遴選為 2001年國際新聞自由獎得獎人（中央社，

2001.11.3）。 

江蘇省徐州異議人士郭少坤，10月16日深夜被公安從家中帶走，下落不明，

被逮捕的原因可能與他想在上海亞太經合會非正式領袖會議開會期間，前往抗議

有關（中央社，2001.10.13）。 

 

◆進行大規模處決 

紐約時報報導指出，大陸當局利用嚴刑逼供的不人道方法逼迫人民認罪，處

決數以萬計無辜百姓。過去 25年來，大陸當局已進行兩次大規模處決，如今正

進行的是第三波，被處決的人數是其它國家的總和。 

紐約時報表示，根據大陸媒體最近的報導，大陸當局處決的人犯平時一天就

達191人。自從去年4月份「國家主席」江澤民宣布將大規模掃蕩以來，至少有

3千人被處決，而有此數目 2倍甚至 3倍的人被處以終生監禁。國際特赦組織和

駐大陸外交官估計，今年被處決的大陸民眾將會超過5千人，甚或可能高達1萬

人（中央社，2001.10.9）。 

 

六、少數民族 

◆中共增派10師兵力進駐「中」阿邊界，並在新疆地區建立專門在山

地與沙漠作戰的特種部隊，企圖維持新疆的穩定與邊疆安全 

    「九一一事件」後，中共在「中」阿邊境布下重兵，派駐比平常增加 10個

師的兵力，進行嚴密部署，以應付任何突發事件。中共中央軍委、總參及蘭州軍

區、新疆軍區等軍方高層人員，於2001年10月6日由「中」阿邊境的塔什庫爾

干縣赴紅其拉甫口岸視察，並慰問邊防官兵，實地勘察「中」阿邊境情況。此外，

中共亦特別加強對邊境牧民的教育，以防止種族分離份子內外勾結，製造事端（聯

合報，2001.10.08，4版）。 

另一方面，中共為加強打擊新疆分離主義和宗教極端份子，並維護新疆的穩

定與邊疆安全，實行許多因應措施，包括部署更多的武器和軍隊，特別建構山地

與沙漠作戰的特種部隊。在此之前，駐紮在和田的新疆軍區第六摩托師，曾在喀

喇崑崙山腹地展開了長達一個月的高原適應性訓練。此外，中共軍隊還成立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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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沙漠作戰部隊──新疆軍區第四摩托步兵師，為取得實戰經驗，這支部隊還曾

進入塔克拉瑪干沙漠進行實戰訓練（中央日報，2001.12.28，7版）。 

 

◆ 中共與美國對新疆分離主義勢力的處理立場出現分歧 

美國國務院反恐怖事務協調員泰勒於2001年12月5至6日在北京與中共就

反恐問題磋商，爭取讓美國聯邦調查局人員派駐北京協調反恐怖行動時，雙方雖

同意在打擊國際恐怖主義上加強合作，但卻在處理新疆分離主義勢力的問題上出

現分歧。美國不認為新疆回教分離人士是恐怖份子，因此不會將推動「疆獨」的

東土耳其斯坦組織認定是恐怖組織（聯合報，2001.12.07，13版）。 

然而中共卻對外宣稱有數百名新疆獨立主義份子曾在阿富汗接受訓練，並獲

得國際恐怖組織蓋達的資助。此一說法遭人權觀察組織華府分部亞洲主任顏德濟

駁斥。人權觀察組織指出，中共自 1996年發動「嚴厲打擊重大刑事犯罪」（即「嚴

打」）運動以來，已任意逮捕許多未參與分離運動的維族人，並關閉清真寺、學校

和維族人經營的企業。自「九一一事件」後，中共已拘押 3千多名維族人（國家通

訊社，2001.11.21）。許多被處死之疆獨份子所犯的罪多屬輕微，有些甚至只因向當地政

府要求一些基本權利，即遭指控為疆獨份子(The New York Times，2001.12.16)。 

 

◆ 國際恐怖行動與大陸爆炸案頻傳，提供北京當局鎮壓「疆獨」的正

當性 

    中共新疆區黨委決定自2001年12月10日至本年春節期間，持續進行「嚴

打」行動（中國時報，2001.12.26，11版）。並以打擊「三股勢力」：恐怖份子、分裂份子和

宗教極端份子作為重點。同時還要加強管理宗教事務，嚴厲打擊宗教極端勢力，

取締非法宗教活動(http://www. .cnn.com/2001/WORD/asiapcf/east/12/11/china.terror/index.html )。過去3個月當

地警方僅在首府烏魯木齊就逮捕了166名所謂分裂份子及其他罪犯。新疆當局對

外表示新疆分裂份子可能會變成恐怖份子，堅稱有權對其鎮壓（國家通訊社，2002.01.04），

因此指示當地各級黨、政、軍、警機關保持高度警惕，各部門均執行全天候值班

制度，並且在部分滋事頻繁的地區加強巡查(http://www.cnn.com/2002/WORD/asiapcf/east/01/05/ 

china.terror/index.html)。另中共當局也發出通告，命令境內「三股勢力」向警方自首，期

限自即日起至春節為止。自首者可獲寬大對待，檢舉者可獲高額獎金，至於包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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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則將視犯罪情況予以起訴（聯合報，2001.12.26，13版）。 

「九一一事件」後國際恐怖行動及大陸各省近來的爆炸案件頻傳，已提供北

京當局正當化其鎮壓手段的機會，但如新疆維族所要求的制度化自治無法實現，

則長期嚴打效果仍將不彰，「疆獨」問題將是中共揮之不去的夢魘（中央日報，2002.01.07，

13版）。 

 

◆ 中共強硬治疆政策恐將拉大漢維距離 

在維族人佔 90%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雖名為自治區，卻無自治之實。大部分

重要的職位均由漢人擔任，重要決策亦由漢人（即中共高層）決定（中國時報，2001.12.17，11

版）。中共雖亦希望藉由發展新疆經濟來爭取少數民族的民心，然而迄今大多數當

地新的發展項目，主要仍只是投入資金於漢人控制的「國營」企業，尤其以石油

部門為主（信報，2001.11.21）。 

中共以強硬手段治理新疆，已導致少數民族的強烈反抗。新疆地區的開發，

從過去的共同防沙，到現今由漢人推動的西部開發都不可避免地牽動到少數民族

（1999年烏魯木齊市當局曾計劃拆除位於市中心、全市最大的維族清真寺「漢騰格里寺」，改建為商業樓，結果因維族

遊行抗議而作罷。但現今寺外地下樓已變成維族的商業樓，而在鄰近中國銀行外，更滿是手拿人民幣，要與旅客換外匯

的維族商人）。漢族和維族同樣面臨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文化衝擊，民族矛盾雖不能說

已成過去，但卻非各族最主要的考量。只可惜中共治疆政策仍無法體會此一情勢

的變化（中國時報，2001.12.26，11版），反以強硬手段治理新疆，未來恐將更加拉大漢維距

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