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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人權觀察

壹、前言
2010 年度中國社會人權觀察報告，專注在社會保障、工作權、勞工安
全、貧富差距四大領域。這四個領域互有關聯，又以社會保障最為重要，它
是指保證公民基本生活、免除公民因年老、疾病、失業、死亡或災害等原
因而遭受損失的各種措施的總稱。良好的社會保障制度對實現公民的生存
權、健康權、發展權等各項基本權利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這既是政府對公
民的義務也是政府的法律責任。沒有社會保障，心靈的安寧和個人的自由
都是不可想像的，對中國來說，沒有真正的社會保障，就沒有辦法達成其
和諧社會的目標。
根據公開的資料，中國政府正不惜一切代價維護社會穩定，並構建一
個極為昂貴的國內安全體系，中國 2009 年維穩費用高達 5,140 億元人民
幣。以至於部分專家和官員稱，該體系抽走了其他領域所需的資金，從而
影響到中國經濟與社會的健康發展。在這種維穩模式下，威脅社會穩定的
根本原因一直被迴避或拖延解決，這讓社會崩潰的代價變得越來越沉重，


當前的維穩模式已經無法持續 。
為了維持穩定，中國當局習慣性的加強政治緊縮及社會控制，與此同
時，中國當局也持續對社會保障加大財政投入，但其效果似乎並不明顯，
看病難，仍是壓在大多數中國人民生上的三座大山之一。此外，在社會人
權的幾個重要領域，仍然重覆發生過去重大傷害人權保障的事件，這包括
制度與法律侵犯人權、體制保護侵犯人權的官員、重大煤礦災變及貧富差
距持續惡化。從今年的社會人權觀察來看，問題的癥結仍是保障社會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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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與法律無法有效落實。人權觀察亞洲部主任索菲亞·裏查森說，中
國並不需要人權白皮書，中國需要的是落實國際和國內法已經保障的人


權 ，本報告的結論也持相同的觀點。
最後，本報告判斷中國社會人權保障是否進步或是退步的標準，主要
有兩大方向，第一個方向是根據普世價值的人權標準，及國際社會尤其是
社會學所發展出來的各類社會指標，至於為何是普世價值標準而不是「有
中國特色的」價值標準？作者已進行過相關的討論，基於諸多理由而認同


普世價值標準，這一部分請參閱拙作「中國人權觀察總論 2004」 。第二個
方向是建立在中國自身發展的歷史比較上，這是為了顧及中國的特殊環境
及條件，因此判斷中國社會人權保障事業的進步與否，必須從時間序列及
中國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待。

貳、社會保障的死結
一、勞工保障
2009 年廣泛引起注意的案例，是農民張海超的「開胸驗肺」事件。


今年，相同的事件重演，據 11 月 9 日《都市消費晨報》報道：新疆一名

患有塵肺病的煤礦工人，從肺內洗出了 48 瓶黑水！這些墨水，不僅僅說明
瞭職業安全保障的貧乏，更是點出日漸嚴重的職業病與實際法令保護無法
相同步之矛盾。

（一）令人震驚的 48 瓶礦工「肺墨」
事情始於新疆拜城縣鐵熱克煤業有限責任公司近期幹了「罕見」的
事：主動送職工到烏魯木齊進行公費的塵肺灌洗治療。10 月 15 日送到自治
區職業病醫院治療的 11 人中，最小的 36 歲，最大的 59 歲，其中 51 歲的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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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龍懷文，洗出來如墨汁一樣的黑水，竟多達 48 瓶。 就新聞圖片來看，
手持其中一瓶「墨汁」的龍懷文滿臉是笑，是呀，不用開胸驗肺，就能公
費洗出多年來積聚在肺中的異物，他和他的一些同伴還真是算幸運的。但


或許只有他們自己知道，得了塵肺病的日子是怎麼熬過來的。

另外一個重要案例，是山西大同南郊區雲岡鎮的竹林寺煤礦工人鐘光
偉。今年 37 歲的鐘光偉是陝西安康人，2006 年在山西大同南郊區雲岡鎮竹
林寺煤礦打工，半年後即染上塵肺。此後，他花了一年的時間和礦主打官
司，官司贏了卻遲遲得不到法院判決的 49 萬元賠償。最後在病情不斷嚴重
惡化、債務積欠無法看病情況下，於今年接受礦主開出的的 27 萬元。「這
27 萬元，就是用我的半條命換來的！」 鐘光偉語氣依然沉重，還不時地
咳嗽。



老闆追求超額利潤，地方追求 GDP 政績，一些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的
企業照樣開工，很多工人不知不覺就患上了職業病，嚴重者更喪失了勞動
能力。而他們的維權之路往往充滿坎坷，公司不肯承擔責任，鑑定機構有
意無意地包庇公司，法律和政策自我矛盾，維權者在冷漠的面孔中被推來
推去，在繩捆索綁的環境中走投無路，上述幾個血淋淋實例就是中國勞工
職業安全無保障的真實寫照。
在新近召開的全國煤礦職業安全健康經驗交流會暨全國煤礦塵肺病防
治現場會上，國家安監總局副局長、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局長趙鐵錘透露
了一組沉重的資料：2010 年 1~10 月份，全國煤礦安全事故死亡 2080 人，
但每年塵肺病死亡人數卻超過了 6000，是生產安全事故死亡人數的 2 倍。


「這個量實在太大了。」趙鐵錘表情凝重地說，言語間頗為憂慮。

（二）九成煤礦企業對職業衛生工作不重視
2010 年 3 月，一份《煤礦職業危害防治調研技術報告》



(以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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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出爐了。該《報告》預測，
「按全國煤礦 265 萬接塵人員、塵肺病
現患率 7.72%、死亡率 3.24%測算，每年中國僅煤炭塵肺病患者的死亡人數
至少 6000 人，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地方和鄉鎮煤礦。」這份技術報告源自
2009 年 6 月到 12 月，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職業安
全健康協會聯合開展的一次大規模煤礦職業危害防治情況調研。三個單位
組成調研組，對北京、山東、遼寧、安徽、湖南、山西、河北、重慶 8 個
省市的 14 個國有重點煤礦企業集團和部分地方國有及鄉鎮煤礦的職業危
害，特別是粉塵情況進行了調研，關聯煤礦職工 85 萬，占煤炭行業職工總
數的 20%。
結果發現，絕大部分地方國有煤礦和鄉鎮煤礦職業病防治主體責任和
管理職能沒有落實，沒有開展職業危害防治工作。參與調研的中國職業安
全健康協會負責人表示，大多數煤礦企業對職業衛生工作不重視，僅以煤
礦企業集團為例，其中，92.9%未制定職業危害防治工作規劃，85.7%未將
職業衛生工作納入企業的管理，領導的責任和管理職能不到位。與此同
時，調研還發現 57.1%的企業簽訂勞動合同時未履行告知義務，使職工對所
從事工作產生的職業危害知之甚少，缺乏自我防護意識，不能正確使用個
體防護用品和使用防降塵設施。絕大部分企業對職業病防治的法規和相關
知識的宣傳、培訓、教育力度不夠。

（三）成本考量，單位願意承擔醫藥費治療者「寥寥無幾」
《職業病防治法》明確規定，企業的職業病防治經費從生產成本中列
支，然而，絕大部分企業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減少了對職業病防治工作的
投入。參與調研的 14 家煤礦企業集團為接觸粉塵人員配備了防塵口罩，但
有半數企業使用的是廉價、低效的防塵口罩，甚至有個別企業以普通紗布
口罩代替專業的防塵口罩。粉塵是煤礦企業作業現場存在的主要職業危
害，但許多企業對粉塵日常監測不規範。7.1%的煤炭企業集團沒有進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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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監測。92.9%煤礦雖然進行了日常監測，但其中有三分之一使用儀器不
當，不能真實反映作業場所粉塵危害情況。
《報告》還顯示，煤礦企業職業健康檢查率低，職業病診斷漏診。企
業為自身利益，只重視崗前體檢和離崗體檢，在崗職工的職業健康檢查組
織不力，平均體檢率為 60.8%，最低為 32.2%，退休職工體檢率更低，
64.3%煤炭集團沒按照規定對退休工人進行體檢。此外，企業普遍存在職業
病診斷漏診的問題，平均漏診率 3.72%，漏診率最高達 20%。一些職業衛生
技術服務機構技術水準不高，特別是拍攝 X 線胸片的品質差，34.2%的胸片
不能用於塵肺診斷，8.9%為廢片。
據新疆職業病防治機構資料顯示，塵肺病人每人僅住院治療費約每年
1.2 萬元（約 5500 令吉）
，按照新疆塵肺病人 1.5 萬計算，僅這一項每年帶
來的直接經濟損失將達 1.8 億元（約 8300 萬令吉）。事實上，能夠掏得起
8000 多元（3700 令吉）錢進行肺灌洗治療的工人屈指可數，由單位承擔醫
藥費治療的更是寥寥無幾。全新疆只有約 15%的從業者做了職業健康檢
查，還有 80%以上接觸有害作業的工人沒有進行職業健康檢查，還在受職
業病的「威脅」
。

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
2009 年末，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在全國 10%的縣、市、區開
始試點，約有 1500 萬農村人口受惠。2010 年，政府決定進一步擴大試點，


以統籌解決未參保集體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問題。 自 2009 年開始試點的新
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正在全國部分地區全面推行，試點一年來，全國
已有近 6000 萬農民參加，四川從去年 12 月在首批 21 個縣(市、區)試點開
展新農保工作，截至今年 6 月底，全省已有 543.2 萬人參加了新農保，其中
繳費人數達 370.6 萬人，待遇領取人數 172.6 萬人，參保率達 77%。新型農
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試點工作發展勢頭良好。國務院第 101 次常務會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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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今年中央財政將新增安排 25 億元，擴大新農保試點到 23%左右。然
而，無論是新農保試點還是全面鋪開，都面臨許多困難和問題。

（一）當前新農保工作中的困難和問題



1、新農保的推進時間較長。中國國務院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實現「對
農村適齡居民的全覆蓋」，也就是說，中國新型農村養老保險要用
10 年的時間完成，形成穩定的制度。但在中國所公佈的調研發現，
幾乎所有被調查的農民都希望儘早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解
決他們養老的後顧之憂。沒有作為試點縣的農民，既沒有享受到補
貼，也沒有為養老所作的必要積累，他們老年後的養老待遇，將比
試點縣農民低很多。長此以往，有可能影響農民的社會公平感和農
村的社會穩定。
2、基金投資管道單一、管理制度滯後。傳統農保制度嚴格限定基金只
能存銀行，年收益率 2%，導致農保基金保值增值困難。目前新農
保制度在籌資和支付環節的制度規定已經十分清晰，關於新農保個
人帳戶基金的投資問題還沒有制度化的規定，隨著基金規模的擴
大，這個問題會越來越緊迫。
3、青年參保積極性不高。據資料顯示，目前全國 44 歲以下的中青年
參保率只有 36.21%，遠低於 45 歲以上的參保率。這一方面是由於
一些中青年農民認為養老問題離自己還很遙遠，對參保關心程度
低，存在觀望心理。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鼓勵年輕人長期繳費，
但繳費時間越長、繳費金額越多，得到實惠越多的效果並不明顯，
長此以往，將影響這一惠民政策的可持續性；再者，新農保和城鎮
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在制度轉移接續上存在一些問題，目前尚未出臺
具體的轉移接續方法，使一些在外務工的農村青年在新農保和城鎮
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上的選擇上猶疑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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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分群眾對老農保的政策心存顧慮。由於歷史原因，老農保問題未
能順利實施，這讓部分群眾對新農保政策的穩定性和可靠性產生一
定的質疑，新農保政策能否長久實施下去，參保資金是否安全，以
後政策會不會改變，萬一試點失敗群眾的錢能否返還等等問題，困
擾新農保的順利開展。
5、試點縣地方財政壓力大，且新農保基金中的集體補助政策在一些經
濟水準較低的地區很難實行。新農保基金由個人繳費、集體補助、
政府補貼三方構成，但在一些經濟水準較低的地區，這項政策的落
實有難度。如四川南充市南部縣，每年不僅要支付農民參保補貼
1200 多萬元，還要支付部分基礎養老金補貼近 2000 萬元，僅此一
項每年需財政支出 3000 多萬元，地方財政壓力大。在集體補助方
面，在經濟欠發達地區，集體經濟組織幾乎不復存在，集體收入更
是微乎其微，這直接導致「新農保」集體補助實現乏力。以南充市
南部縣某村為例，如果該村應保農戶全部參保，則該村集體總共需
要為農戶每年補助近 2 萬元，而該村集體目前收入相對補助款項來
說，根本是杯水車薪。
6、經辦能力不足的矛盾凸顯，硬體設施配備不到位。從調查瞭解的情
況看，不少試點縣暴露出了人手不足、設備設施缺乏的問題，辦公
條件簡陋，資訊管理系統跟不上，難以滿足經辦業務的實際需要。
且經辦手段比較落後，業務流程不統一。不少地方經辦工作還以手
工操作為主，經辦成本高、效率低。目前全國沒有統一的系統軟體
和網路建設規劃。一些地區為解燃眉之急，開發了過渡性應用軟
體，但在系統結構、業務模組、資料介面、指標體系等方面均存在
不同程度的差異。另外，各地的新農保經辦管理模式不統一，操作
流程差別較大，增加了管理成本和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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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新農保的調查研究：

有兩份地方的調查研究，有助於瞭解新農保在農村執行的實際情況為
何，第一份是學者所做的「山東省臨沂市的調查研究」；第二份是地方政府
統計局所做的「宿豫區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調查與思考」。第一份
通過對山東省臨沂市羅莊區、蒼山縣、郯城縣三個區縣的農村社會養老保
險運行情況的實地調查，結合臨沂市正在運行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理論
與實踐相結合；可以看出，現行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體現不出社會保
險的根本屬性．社會經濟資源配置離帕累托最優狀態甚遠；地方政府還需
加大力度進行制度建設和財政投入，探索科學的養老保險城鄉銜接機制．
建立新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以下為臨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實
踐情況實地調查。
首先，臨沂市三個區縣的被調查者都表示「願意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
險」
，而明確回答「不願意」的僅占 13.12％。但是，2/3 以上的被調查者表


示知道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但不瞭解其具體內容。 其次，雖然大部分被調查
農村居民表達了對其他養老方式的需求，但更為現實的想法仍是「靠自
己」和「靠子女」來養老，選擇「靠社會養老保險」達到養老目的的僅占
17.19％。第三，有些被調查者只有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意願，但他們並沒
有參加社會養老保險。受調查區的養老保險實際參加者占回答「願意參加
社會養老保險」者的比例為 48.15％。 第四，調查點 67.56％的農民對制度
能否持續和能否保障養老尚存疑慮。顯然，農民渴望有新型養老方式來滿
足未來養老的需求，而目前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辦法卻作用有限，並未得
到農民的完全認同。
在調查中發現，雖然大多數村民瞭解並願意參加社會養老保險，但是
人們並不指望通過這種方式來達到養老目的。村民對「養老方式」的選擇
方式及其所占比例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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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臨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運行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分析
1、制度設計不完善，體現不出社會保險的根本屬性。(1)在制度設計
上，由於缺少法律依據，實施制度僅作為一種行政行為，加之政策
缺少連貫性，因此在具體實施中就帶有隨意性。(2)社會保險的基本
特徵是國家立法、政府強制組織實施，正在實施的《基本方案》規
定政府組織、引導與農民自願相結合，沒有體現社會保險的強制性
特徵，難以形成制度。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也沒有行政法規，
影響了政策落實的效果和執法監督的力度。(3)現行制度缺乏公平
性。主要表現在：第一，
《基本方案》規定保險對象的參保年齡為 1
周歲一 60 周歲，對於超過 60 歲的老年人並沒有像城鎮職工養老保
險那樣予以補償。他們成了制度的「真空」人群。第二，《基本方
案》採取個人繳費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和國家政策扶持三方相結合
的原則，勞動者由於個人能力不同，收人有高有低：集體補助主要
依靠當地鄉鎮企業，而鄉鎮企業經濟實力也有很大差別，因而參保
農民的個人帳戶積累額相差較大。第三，參保的絕大多數村和鄉鎮
只補助幹部。不補助群眾；少數村即使補助所有參保者，也存在幹
部多補、群眾少補的情況。(4)現行制度缺乏社會保險應有的互濟
性。《基本方案》採取個人帳戶積累制模式，由於大部分地區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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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逐漸弱化，農村集體補助資金缺乏保證，再加上政府沒有對投
保者有最基本生活保障的承諾，現行農民養老保險類似於商業保
險，實行的是個人自我平衡，養老金既不能實現代際調劑，也不能
實現同代人之間不同收入者之間的調劑。
2、貧困群體未能從中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社會經濟資源配置離帕累托
最優狀態甚遠。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很多農民反映目前的生活僅夠
維持家庭的日常開銷。並沒有富裕的錢拿來參保。農村養老問題的
重心在「經濟收入問題」。低收入農戶和貧困戶是大多數農村地區
的社會階層中的「弱勢群體」，農村老齡化問題在相當程度上正是
這一群體的問題。窮困者不能從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中受益，參
保群體與未參保群體所占受調查總人口百分比和年家庭人均收入分
別為 11％、0.54 萬元和 85％、0.134 萬元，這無疑違背了社會保險
制度再分配的根本原則。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群體基本上是較為富
裕的農民，而經濟狀況較差的農民則不能從社會保險制度中獲益。
3、沒有建立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銜接機制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在城鄉
之間不能相互銜接，限制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的發展空間。在
市場經濟體制下，農村居民、失地農民和農民工在農村和城市間流
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和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如何轉移和銜
接，《基本方案》沒有明確規定，這使得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與
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相互隔離，給今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和
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合併造成制度障礙。
在第二份「宿豫區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調查與思考」報告
中，統計局指出農民普遍知道政策，但大多數無法說出新農保制度的詳細
運作程式。而嚴重的問題在於政策多變，使農民不信任政府。從 1992 年底
開始，到 1995 年左右，老農保在原宿遷農村是全面開展，每家每戶都參加
至少 1 人，繳費是從賣糧款中直接扣除的，當時的村集體帳目中應該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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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的。但多數費用沒有繳到農戶帳戶上，通過調查瞭解，大致有三種情
況：一是被村集體截留抵充其他繳費項目；二是集中給一部份年齡大的人
先辦理；三是被繳到當時村組幹部的戶頭。目前相關部門正在積極做好新
農保工作，在合適時間也要對老農保的繳費進行梳理，被侵佔挪用的該退
的退，及時返還給農戶。
而去年推行一個新農保，今年還是新農保，但制度大不一樣，結果有
關部門就搞了兩個名詞「原新農保」和「新農保」，再加上 1992 年年底開
始的老農保，農戶一下子還真的搞不明白。1992 年繳費雖不多，無論是否
到領取年齡，但基本沒有人領取，甚至於錢繳過後，手中沒有任何憑據；
2009 年一次性存進一大筆錢才可以領取養老金；到了今年，變化為到 60 歲
不用繳費也能領錢，或不到年齡的分年繳費，到時就可以領錢，有的農戶


對政府制定制度的連續性提出質疑，擔心以後制度還會不會再改 。

三、勞工工作安全
中國的礦場安全備受垢病，礦災頻傳，2009 年中國便有 2600 人死於礦


難，但獨立勞工團體認為，實際死亡數字要高得多。 另外，也有數字顯示
中國煤礦事故死亡人數是美國的 100 多倍，印度的 13 倍，是全世界煤礦死


亡事故的 3 倍。 在今年底，國家安監總局副局長、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局
長趙鐵錘在全國煤礦職業安全健康經驗交流會上，透露了一組沉重的資
料，2010 年 1~10 月份，全國煤礦安全事故死亡 2080 人，預測這個數字到


年底將在 3000 人左右之內。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產國。統計顯示從 2003 年至今，中國煤炭
產量由 13 億噸增長至 30.5 億噸，煤礦死亡人數由 7000 人減少為去年的
2631 人，煤炭百萬噸死亡率由最高的 4.97 降到去年的 0.86。國家煤礦安全
監察局副局長黃毅表示，雖然兩組資料都在逐漸變小，但中國煤炭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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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形勢依然嚴峻。 且在煤礦事故的死亡人數中，有 75%是農民工，農民工


既是事故的肇事者，也是事故的傷害者， 如何提高他們的文化安全素質、
安全技能，這是安全生產要解決的重點問題。
據中國之聲《新聞和報紙摘要》報道，今年 1 到 9 月份，全國煤炭產
量同比增長，煤礦事故起數同比下降，死亡人數同比持平，但是在第三季
度發生的重特大事故同比明顯上升。



百萬噸死亡率為 0.783，同比下降

13.9%。不過，國家安全監管總局副局長、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局長趙鐵錘


強調煤礦安全生產形勢嚴峻， 他在全國煤礦職業安全健康工作座談會亦舉
出了一個數字，即現在新建煤礦的項目達到了 7039 處，這個攤子顯然是太


大的，導致監管力度不夠，是傷亡人數增加一大主因。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今年 7 月 7 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強
調必須牢固樹立以人為本、安全發展的理念，堅持「安全第一、預防為


主、綜合治理」的方針，全面加強企業安全生產工作。 這次國務院會議作
出決定，要求企業領導輪流到現場帶班，以保證安全生產，而煤礦和非煤


礦山的領導在帶班的同時還要與工人同時下井升井。 事實上，早在 2007
年 5 月，國家安監局等七部門就發佈了一個《關於加強小煤礦安全基礎管


理的指導意見》
，要求小煤礦企業法定代表人每月下井不得少於 10 次。 而
從此次國務院會議發佈的規章看，無論是從適用的範圍還是下井的次數，
對領導責任的規定是空前嚴格的。



但是許多人呼籲：現在的問題是「規定」是嚴格的，但能否真正落實
下去仍有待觀察。對於「如果領導拒絕與工人同下井」的相關處罰條例也


應儘快出臺，防止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事實上，現在中國安全生產存在著
「硬規定」下「軟執行」的嚴重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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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硬規定」下「軟執行」弊病
從近期連續發生的礦難，安全生產存在「硬規定」下「軟執行」的弊
病。7 月 17 日到 18 日，河南、陝西、湖南、甘肅、遼寧五省接連發生 5 起
煤礦事故，截至 22 日淩晨，造成了 49 名礦工遇難、6 人被困。從 5 起礦難


暴露的問題看，煤礦在落實國家政策規定中仍存在諸多「死角」。

死角 1：「領導帶班制」紙上談兵：
「煤礦領導帶班下井」，變異成「礦長
助理帶班下井」
7 月 7 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要求嚴格企業安全管理，
「企業領導
要輪流現場帶班，煤礦和非煤礦山要有礦領導帶班並與工人同時下井、升
井。」社會高度關注，認為煤礦領導與工人同時下井、升井，必將有效遏
制煤礦事故的高發勢頭。但根據記者在調查中發現，5 起礦難基本上都沒有
礦領導守在現場。自 2010 年 10 月 7 日起，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
局發佈的《煤礦領導帶班下井及安全監督檢查規定》已正式開始施行，但
是，根據實際突擊檢查發現，規定中的「煤礦領導帶班下井」，變異成「礦
長助理帶班下井」，印證了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對付煤礦領導下
井的規定，地方總是想得到替代方式。因此，儘管中央不斷重申要「嚴肅


處理」 以杜絕礦長助理下井，但「嚴肅處理」的前提是「嚴查」，但倘若
查的時候是「走馬觀花」、或者事先「廣而告之」，那將也就不可能會有實


際的「嚴肅處理」。

死角 2：安全生產基本工作不到位
按照煤礦安全生產規定，一個礦井應至少有兩個出口，以備發生事故
時應急逃生所用。但小南溝煤礦建設的一個出口卻太過簡陋，為立井出
口，且沒有逃生扶梯，在發生礦難時，根本起不到應急逃生的作用。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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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礦難頻發暴露安防監控系統四大問題：1、大部分煤礦安全監測監控設
備落後及老化；2、新一代數位化監控系統並不能很好地適應井下環境；
3、煤礦安全監測監控系統各自為政，沒有形成合力；4、新的感測器技術


並沒有完全應用到井下檢測中。

死角 3：追求市場「抓時間，趕進度，多掙錢」而忽視安全重要性
今年以來中國煤炭市場需求強勁，市場價格走高。即使是一個年產 9
萬噸的小煤礦，輕輕鬆鬆一年也能賺兩三千萬元。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各
類大小煤礦都在加緊生產，「抓時間，趕進度，多掙錢」。國家明令禁止在
煤礦技術改造期間邊建設邊生產，但韓城市小南溝煤礦卻在尚未取得煤炭
生產許可證和安全生產許可證的情況下就進行生產，最終導致 28 名礦工遇
難。且按照規定，煤礦發生事故後，煤礦應在 1 小時內報告，一些地方甚
至出現明顯的遲報礦難現象。

（二）四川煤礦總數全國第一，一些地方政府為經濟忽略監管
四川現有 1300 個煤礦，居全國第一。今年 1 月至 11 月 21 日，全省各
類煤礦發生死亡事故 219 起死亡 266 人。省安監局、煤監局局長林書成昨
日坦言，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地方經濟發展，監管不到位，是造成煤礦事故


頻發的原因之一。以下分析：

1、新煤礦事故頻發
林書成說，今年煤礦死亡事故和人數同比增加 20 起、15 人，分別上升
10.50%和 5.97%；煤礦百萬噸死亡率 3.998，同比下降 15.09%，比控制指標
低 0.061。今年建設（新建、改擴建、整合）礦井事故多發，共發生事故
100 起死亡 139 人，分別占事故總起數、總人數的一半左右。15 個採煤市
（州）中，內江、自貢、廣安、德陽 4 市突破年度控制指標；綿陽、樂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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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已臨界年度控制指標；宜賓、達州、雅安 3 市超進度目標。林書成說，
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地方經濟發展，對煤礦非法違法生產活動監

2、管不到位，「打非治違」力度不夠。為經濟忽略監管
今年 7 月，國務院下發了 23 號檔，四川省各地也迅速行動，精心組織
煤礦的「打非治違」行動。截至 10 月底，煤礦「打非治違」專項行動已檢
查 317 處煤礦，責令停止作業（建設）231 礦次，責令停產整頓 12 礦次，
暫扣安全生產許可證 78 礦次。
然而，「打非治違」行動中，仍有資源整合礦井非法、違法生產建設情
況時有發生。林書成舉例稱，達州市宣漢縣七裡亂石溝煤礦在未取得開工
許可和無任何安全措施的情況下，擅自啟封被整合的七裡煤礦主井密閉發
生「7·16」較大瓦斯中毒事故導致 6 人死亡；同是達州的萬源市趙家河煤礦
借技改之名，行生產之實，在井下東西兩翼非法佈置採煤工作面組織生
產，發生「10·29」瓦斯爆炸事故，導致 8 人死亡。



（三）問責制度漏洞：市長礦難停職 4 個月後竟然原級調任省職
據河南省人民政府網站 11 月初消息，今年 7 月因「6•21」礦難事故受
到降級處分並被停職的平頂山市委原副書記、原市長李恩東已出任河南省
水利廳副廳長，級別與平頂山市長相同，為正廳級。李恩東復出的消息被
新華網、人民網以及新浪、網易各大門戶網站轉載，引起公眾熱議。事實
上，李恩東絕對不是第一個高調問責後「閃電」復出的官員，同類事件近
年頻頻見諸報端。當公眾還在為問責叫好鼓掌時，慢則一年半載，快則一
周甚至數天，他們已經一個比一個快地在異地東山再起，這種「雷聲大，
雨點小」的現象不斷刺激著公眾的神經，也使公眾對問責的力度和效果產
生質疑。
根據《中國共產黨黨員紀律處分條例》與《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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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相關黨紀、政紀規定，李恩東所受的「停職」處理並不屬於黨紀或
政紀處分，但根據《行政機構公務員處分條例》，李恩東受到的「降級」處
分，有效期應該為 24 個月。然而，如今僅僅 4 個月後，李恩東的行政職位
已經恢復原來的正廳級。
這是因為，官員問責制度在不斷完善，而與之相對的」復出「機制卻


並不健全，甚至存在著疏漏。 因此，一些政府部門就故意混淆「免職」與
「撤職」的區別，將問題官員「免職」處理，從而使免職官員復出時間完
全不受有關規定限制。



於是我們總能發現這種一個怪圈--在礦難發生之後，有關部門會整頓一
番，有問題沒問題的礦井一併跟著倒楣，整頓過後，領導沒發話了，礦井
慢慢就會重新進入無序狀態，直至下一次礦難發生。新華四礦連發事故，
恰恰就是這種怪圈的縮影。不過從根本上看，這樣的判決已然無法解決導
致礦難發生的本源，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判決，根本無法隔斷礦難


事故中的利益鏈，無法消除礦難的隱患。

四、社會貧富差距問題
北京社科院近日發佈的 2010 北京社會藍皮書，過半數受訪者生活壓力
加重、擇校成了教育不公之源頭，公眾的「仇富心理」值得警惕。房價、
醫療和養老是市民生活壓力的三個最重要的源頭：七成受訪者生活壓力加
重。其中 71.9％的受訪者表示對於房價上漲非常擔心，57.8％的受訪者表示
對於醫療費用問題非常擔心，48.1％的受訪者表示對養老保障問題非常擔
心。



（一）公眾的「仇富心理」
貧富差距過大是當前比較突出的社會現象之一，對於這一社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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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民有何看法？藍皮書披露的調查結果顯示︰就對當前貧富差距的認
知與判斷而言，有九成人認為中國目前貧富差距的程度非常大，有七成多
人認為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狀況不合理；在貧富差距擴大的歸因上，對
「富人以不正當的方式牟利」這一項的選擇率最高；在貧富差距的前景預
期上，有近七成人持不樂觀的態度；對於縮小差距應該採取的主要措施，
有九成多人主張從政策制定和機制建設以及加速經濟發展這兩種策略入
手。
就對富人群體的態度傾向來說，有九成多的人主張對富人群體應該客
觀而有分別的加以對待。特別值得警惕的是，對于富人致富的歸因，有近
二成人認為大多數富人主要靠不正當方式致富，多數人對大部分富人的致
富方式表現出懷疑和蔑視的態度。對問卷調查資料的進一步分析發現，當
前一定範圍的社會公眾中存在著「仇富」心理，這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


會心理中對貧富差距擴大及其凸現的社會公正問題的極大關注。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 2010 年第 11 期《中國改革》提到
了：貧富差距懸殊是中國當前嚴重社會問題。對於由市場經濟引起的收入
差別，特別是它對弱勢群體基本生活造成的消極影響，應該用政策和民間
組織的工作來加以消減。目前有些人運用民粹主義的說辭來轉移目標，把
大眾對貪腐分子的厭惡、仇恨轉移到一般的富裕人群身上。富人有各種各


樣的，提倡盲目仇富，會擾亂社會陣線，引起嚴重的社會後果。

（二）社會階層流動「固化」
近年來，「農民工二代」、「貧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壟二代」
的概念日漸清晰，中國人們感到改變命運的管道越來越窄。日前《人民日
報》發表了長篇通訊《社會底層人群向上流動面臨困難》，提出一個疑問：
窮會成為窮的原因，富會成為富的原因嗎？文章感歎，貧富差距加大的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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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日趨嚴重，「階層固化」所導致的嚴峻社會現實已經擺在我們面前，再不


可漠視。

「我覺得非常遺憾，近幾年社會底層特別是農民以及農民工家庭的子
女，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動力越來越小，成本越來越高，總體上看，
管道有變窄的趨勢。」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委員會會長蘇海南做了
以上表示。



對那些亟須也渴望改變命運的底層人來說，恐怕再也沒有比階層固化


更讓人沮喪的了。 但不得不承認，階層固化確是事實，這可從無數案例和
社會現象中得到佐證，例如，中國社科院的一項調查報告指出：幹部子女


成為幹部的機會，是非幹部子女的 2.1 倍多。 再比如，數字顯示，北大農
村學生的比例從上世紀 50 年代的 70%降至如今的 16.3%。即便是以農學為
主的中國農業大學，2007 年，農村新生也已跌至 31%。農家子弟在就業時
也許只能哀歎，
「他們有的是背景，我有的只是背影」。



階層固化無疑很可怕，已引起多方關注和憂思。其實在筆者看來，比
階層固化更可怕的是階層下流，例如，因教（育）返貧。前不久，《南方週
末》就報導了高學費和低就業導致返貧的現象：在甘肅會甯，大量農村大
學生畢業即失業，長期舉債供養學生的農村家庭血本無歸，「因教返貧」屢


見不鮮。 在會甯，教育曾是絕大多數農村家庭改變自身命運的惟一通道，
也是這個國家級貧困縣的「立縣之本」。如今卻發現「教育立縣」已遭遇
「教育破產」。教育本來是改變命運的最好通道，可是反倒成了返貧的催化
劑，這真是絕妙的諷刺和悲情的一幕。
針對階層流動，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顧駿提認為，中國階層劃分應該
用一個同心圓來表述。而同心圓的核心就是「權力」。離權力越遠的人，就


像螺旋轉動一樣，被拋出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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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入分配問題
在剛剛公佈的「十二五」規劃的建議稿中提出，要合理調整收入分配
關係，「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
配中的比重。而在十七大報告中，對兩個比重的用詞是「逐步提高」。本次
全會還宣示，「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是今後五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
要目標之一。中國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超過國際公認警戒線，已是不爭的
事實。但鴻溝如何填平、短期能否破局，卻面臨較大分歧。

1、收入分配不公，受益者皆是固定既得利益階層
社會學家孫立平認為，從上世紀 90 年代開始，差不多每次改革，受益
的都是固定的既得利益階層。也就是說，經濟增長為底層提供的個人發展
機會越來越少。是什麼造成了現在的這種分配機制？經濟學家吳敬璉說是
腐敗和壟斷拉大了貧富差距，社會學家孫立平認為是政府過多攫取。由此
即可看出，根子就在「權力通吃」
。



2、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超過 3 倍，行業收入差距超過 10 倍，地區之間的
差距在 2 倍以上。
國際上一般認為，在人均 GDP 超過 3000 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
後，會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腐敗叢生等現象。2009 年，中國人均 GDP 已
超過 3600 美元。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的研
究，衡量貧富分化的基尼係數，在 2002 年首次突破 0.4 的國際警戒線後繼
續向 0.5 的紅線靠攏。他的研究顯示，近十多年來，收入分配向政府、企業
(或雇主)傾斜，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續下降，已由原來的 55%以
上降低到 40%左右，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明顯滯後於 GDP 與財政的增
長速度；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超過 3 倍，行業收入差距超過 10 倍，地區之間
的差距在 2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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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問題顯性化非一日之寒，決策層和有關部門亦早已對此進行
籌畫。如 2006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專門召開會議，研究改革收入分
配制度和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問題。另據報導，從 2004 年開始，由國家發改
委牽頭起草的《關於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已 6 次易
稿，但至今未能出臺。



3、利益格局難打破
今年 6 月，人社部專家蘇海南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可以借鑒在日
本成功實施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列入「十二五」規劃或政府工作計
劃，「如果年均工資增長 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不妨提出這樣
的目標。」
對此，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王小廣撰文回應認為，居民收入倍增意味
著需要比 GDP 增長快近一倍，要做到這一點理論上有兩個辦法：一是向居
民多發貨幣，但是這會影響到國民經濟的穩定，並帶來通貨膨脹的風險，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國家執行過此類政策；二是通過經濟存量的調整來實
現，比如將國有資產分配給居民，但是這樣做的阻力非常大，執行難度也
很大。在他看來，「中國連物業稅的徵收都做不到，在當今社會從富人或富


裕地區拿錢補貼窮人比虎口拔牙還難。」 鄭功成也認為，收入分配改革多
年難見實質行動，首要原因便是利益格局已經形成，既得利益者或特殊利
益集團不可能自動放棄在財富分配格局中的優勢地位。
當改革進入新階段之後，能否超越這些利益集團的羈絆， 是一個關乎
改革全域的重大問題。「由政府自己改自己，用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兒，恐
怕是最難的。」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常修澤說，「這涉及深層


的政治和社會體制改革問題。」

（作者：董立文 /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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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Chris Buckley，「中國維穩成本敲響警鐘」2010 年 10 月 14 日，路透
社：http://cn.reuters.com/article/wtNews/idCNCHINA-3159120101014?page
Number=2&virtualBrandChannel=0



「人權觀察批駁中國人權白皮書」，BBC：http://www.bbc.co.uk/zhongwen/
trad/china/2010/09/100926_china_human_rights.shtml



相關討論請參閱董立文，「中國人權觀察總論」，收錄於台灣民主基金會
編，2004 年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台北：台灣民主基金會，2005 年 1-22
頁）




詳細分析請見 2009 年社會人權總結報告。
〈新疆 60 余塵肺病患者洗肺 一工人洗出 48 瓶黑水(圖〉，2010 年 11 月 1
0 日，http://www.p358.com/news/society/2010/1110/58266.html；〈洪信
良：礦工的 48 瓶「肺墨」能書寫什麼〉
，2010 年 11 月 10 日，http://new
s.ifeng.com/opinion/society/detail_2010_11/10/3057712_0.shtml。



〈礦工肺墨 書寫礦主暴富之路〉
，2010 年 11 月 11 日，http://www.gdindu
stry.com.cn/newsview-8424.html。



〈塵肺病礦工 700 篇微博曝維權遭遇〉，2010 年 11 月 4 日，http://newspa
per.jfdaily.com/xwcb/html/2010-11/04/content_446203.htm。



〈調查顯示：中國九成煤企未有職業病防治規劃〉，2010 年 11 月 22 日，
http://city.qianlong.com/news/HZ/csyf/5/2010/1122/3504.htm。




同上註。
〈鄭風田：新農保不宜強行推動〉，2010 年 3 月 3 日，http://www.careerc
hina.cn/bbs/viewthread.php?tid=13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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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農保試點工作中幾個問題亟待解決〉
，2010 年 11 月 16 日，http://ww
w.sczx.gov.cn/system/2010/11/16/010324866.shtml。



〈淺談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實踐與問題反思——基於山東省臨沂市的
調查研究〉
，2010 年 5 月 21 日，http://www.studa.net/shehuiqita/100521/1
6452046-2.html。



同樣的情況亦出現在〈宿豫區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調查與思
考〉
，2010 年 4 月 21 日，http://tjj.suqian.gov.cn/tjjfx/4829446802.htm。




同上註。
〈中國 河南煤氣爆炸 239 人安全撤離 礦難 20 死 17 人被困〉
，2010 年 1
0 月 16 日，http://www.sinchew.com.my/node/179620。



〈煤礦安防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安防設備〉
，2010 年 11 月 24 日，http://ww
w.21csp.com.cn/zhanti/mkaf/index.htm#



〈調查顯示：中國九成煤企未有職業病防治規劃〉，2010 年 11 月 22 日，
http://city.qianlong.com/news/HZ/csyf/5/2010/1122/3504.htm。



今年 1-8 月所有礦難可參照〈盤點：2010 年 1-8 月各地煤礦事故以及傷
亡情況〉
，2010 年 8 月 25 日，http://info.yidaba.com/201008/25153405100
7100100000121640.shtml。



現在 550 萬煤礦工人中，農民工占了一半，小煤礦幾乎都是農民工。用
人單位沒有對農民工進行很好的培訓，這是對他們生命的不尊重，不愛
惜，有些小煤礦從馬路邊召集上十幾個人，就讓下井挖煤，結果當天下
井，當天喪生，這樣的例子很多。所以我們說，產業結構發生變化，也
是增加安全隱患的一個因素。



有關負責人介紹，第三季度全國發生重大事故 63 起，死亡 860 人，同
比增加 21 起，292 人，分別上升 50%和 51.4%。其中，煤礦事故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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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8 起，死亡人數增加 140 人，分別上升 100%和 120.7%。全國發生特
別重大事故 8 起，死亡 315 人，同比增加 4 起，131 人，分別上升 100%
和 71.2%。
〈安監總局:三季度特大事故同比增 100%〉
，2010 年 10 月 14
日，http://big5.ce.cn/xwzx/gnsz/gdxw/201010/14/t20101014_21888236.shtm
l。


〈安監總局副局長:中國煤礦安全生產形勢依然嚴峻〉，2010 年 10 月 12
日，http://big5.ce.cn/xwzx/gnsz/gdxw/201010/12/t20101012_21881240.shtm
l。




同註 5。
〈溫家寶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審計問題整改和安全生產工作〉，2010
年 7 月 8 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64093/64094/12083557.html。



〈國務院：煤礦領導要輪流帶班和工人同時下井升井〉，2010 年 7 月 8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2083251.html。



〈七部委聯合下發加強小煤礦安全基礎管理指導意見〉
，2010 年 5 月 11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5/11/content_6085031.htm。



這是因為不久前，一場全國範圍的安全生產大檢查正在進行，檢查始于
山西王家嶺煤礦透水事故，詳細報導見專題網頁：http://news.sohu.com/s
2010/wangjialingkuangnan/。檢查主要針對企業存在的安全隱患。



〈新華社：
「領導下井」的鐵腕規章說明瞭什麼？〉，2010 年 7 月 9 日，h
ttp://energy.people.com.cn/GB/12103501.html。



〈近期連發 5 起礦難 49 人遇難 領導下井規定執行難〉
，2010 年 7 月 23
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2010-07/23/content_11039623_2.ht
m。



〈國家安監總局：將嚴肅處理替代礦領導下井代班〉
，2010 年 10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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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ig5.ifeng.com/gate/big5/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10/07/
2711804_0.shtml。


〈替代礦領導下井 嚴處的前提是嚴查〉，2010 年 10 月 8 日，http://leader
s.people.com.cn/GB/12895518.html。



〈礦難頻發暴露安防監控系統四大問題〉
，2010 年 5 月 12 日，http://www.
21csp.com.cn/zhanti/mkaf/article.asp-ID=54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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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1 月 24 日，http://www.wccd
aily.com.cn/epaper/hxdsb/html/2010-11/24/content_259686.htm。



〈安監總局要求各地在非煤礦山領域開展"打非"專項行動〉，2010 年 11
月 10 日，http://big5.ce.cn/xwzx/gnsz/gdxw/201011/10/t20101110_2195889
8.shtml。



例如，一個屢受詬病的問題是所謂的「免職」決定。由於「免職」並不
在《中國共產黨黨員紀律處分條例》中規定的五種處分形式之列（警
告，嚴重警告，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開除黨籍），也不在《行政
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的六種處分之列（警告，記過，記大過，降級，
撤職），不論是從黨紀還是政紀來看，「免職」實際上等於「免於處
分」
。



〈市長礦難停職 4 月後原級調任省直，專家指官員複出存制度漏洞〉，20
10 年 11 月 17 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52442。



〈極刑難阻礦難〉
，2010 年 11 月 15 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
1035573?page=1#utm_campaign=2G100112&utm_source=marketing&utm_
medium=campaign；〈中國首次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 4 名事故煤礦礦
長〉
，2010 年 11 月 18 日，http://www.mkaq.cn/news/guonei/2010/1118/64
2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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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藍皮書——生活壓力、教育和公民「仇富心理」〉，2010 年 10 月 1
2 日，http://www.clb.org.hk/schi/node/1301357。



〈2010 年北京社會藍皮書發布 稱收入提高者僅 3 成〉
，2010 年 11 月 11
日，http://big5.ycwb.com/news/2010-10/11/content_2891026.htm。



〈吳敬璉：貧富差距懸殊是中國當前嚴重社會問題〉，2010 年 10 月 29
日，http://opinion.hexun.com.tw/2010-10-29/125324554.html。



〈專家稱底層人群向上層流動受阻，成本高管道變窄〉
，2010 年 11 月 3
日，http://news.big5.anhuinews.com/system/2010/11/03/003425364_01.shtm
l。



〈蘇海南：社會底層人群向上流動面臨困難〉，2010 年 11 月 4 日，http://
www.hnxz.org/html/qwgd/iUthWn1.html。另外也可以參考專訪〈蘇海南
談社會保障和收入分配〉，2010 年 11 月 10 日，http://live.people.com.cn/
note.php?id=743101109085506_ctdzb_034。



〈社會「階層固化」後果嚴重〉
，2010 年 11 月 5 日，http://big5.xinhu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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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observation/2010-11/03/c_1273
3171.htm。



原創來自廣東省惠州市惠東縣白花鎮樟山村的一個女孩，她表達了「別
人有的是背景，而我有的只是背影」之平凡人面對社會不公遭遇之無
奈。詳細請見 http://www.tianya.cn/techforum/content/665/42393.shtml。



本篇調查是來自〈從「讀書改變命運到求學負債累累」〉，2010 年 2 月 5
日，http://www.crhsi.com.cn/html/jyyj_news_show.asp?news_id=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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