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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人權觀察

一、前言
本報告對於 2012 年度中國大陸社會人權的觀察，基本上承襲過去的
觀察脈絡，但也有一些調整。若將聯合國於 1966 年 12 月 16 日通過的《經
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這是中國大陸已經簽署的國際人權公約
1

之一）加以整理， 大致上可以歸納出以下的各項權利：婦女經濟和社會
生活反歧視與平等的權利、工作自由和工作機會的權利、工作環境良好報
酬合理的權利、組織工會和罷工的權利、享有社會保障的權利、給予母親
和兒童特別保護的權利、享有合宜食品、衣物和住房的權利、享有基本健
康服務的權利、受教育的權利、以及參與文化生活和科學進步的權利。

2

過去幾年，《中國人權觀察報告》中〈社會人權觀察〉的部份，主要關注
在社會保障、工作權、勞工安全和貧富差距四大領域。其中，工作權（工
作自由與工作機會）和貧富差距的部份因為較偏向經濟人權的概念，所以，
本次的觀察報告暫時省略，但繼續追縱觀察勞工安全和社會保障的部份。
在勞工安全和社會保障之外，依據《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所提供的思考線索，本次的觀察分析特別注意人數較為龐大的弱勢群體，
如老人和兒童的權益問題。所以，報告中對於中國大陸人口快速老化所帶
來的養老問題著墨較多，並對於城市兒童受到百般呵護的同時，農村留守
兒童的問題做必要的觀察報導。另外，由於中國大陸正在經歷快速的城鎮
化和從事大量的公共建設，因此，需要進行許多土地徵收和房屋拆遷的工
作。但是，在徵收和拆遷的過程中，原有土地使用人或屋主的權益經常未
能得到應有的補償或適當的維護，由此引發的糾紛和抗爭，經常佔據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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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版面，成為社會大眾和維權人士關心的議題，值得我們注意。再者，
黑心食品泛濫一直是中國大陸民眾日常生活中的重大的困擾，也是過去幾
年《中國人權觀察報告》中〈社會人權觀察〉注意的議題，在本次的報告
中，我們繼續追蹤這方面的訊息。
如同過去的處理方式，本次報告乃依據《中國人權觀察資料庫》中〈社
會人權日誌〉的內容歸納整理而得。我們採用內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對出
現次數較多的新聞報導做歸納整理，將內容綱目分為勞工安全、老人安養、
農村留守兒童照顧、土地徵收和房屋拆遷、以及食品安全等五個領域，分
別做相應的觀察報導。

二、勞工安全
對於勞工安全領域的觀察，我們採取比較寬泛的定義，除了工作環境
的安全與衛生之外，並探討僱傭方式（勞務派遣）以及最低工資的問題，
以下分別說明。

(一)工作環境
1.礦難事件與採礦職業病
在工業化的快速進程中，中國大陸一些生產單位的工作環境不夠安全
與衛生，因而釀成事故的情形，經常成為傳播媒體報導的焦點。其中，比
較常被關注和報導的，是煤礦發生災變的事件。針對煤礦的安全，中國大
陸官方也採取了一些因應措施，例如，2008 年 9 月的時候，國務院就發布
了一份《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礦山安全生產工作的緊急通知》的
3

文件， 要求相關的部委、省市、部屬單位、乃至於各高校，注意礦山的
安全與災難的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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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回顧 2012 年，「礦難」仍然是傳播媒體上出現頻率較高的字眼。
根據一項不完全的統計，2012 年較重大的礦難事件共有 20 起，遇難人數達
到 297 人。這個統計數字和 2011 年官方公布的礦難數字，共發生礦難 1201
起，死亡人數 1973 人比較起來，頗有進步。事實上，中國大陸每生產百萬
噸媒炭的死亡率，已經從 2002 年的 4.97 人，降到了 2011 年的 0.56 人，以
及 2012 年前 10 個月的 0.35 人。但是，這個數字和美國比較起來，仍然高
出了 10 倍。所以，在中國大陸，煤礦採掘仍然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

4

除了礦難之外，採礦（包括煤礦和其他礦產）的工作環境條件不佳，
因而導致職業病的情形也時有所聞。在《2010 中國人權觀察報告》中，曾
經提到新疆的煤礦工人進行塵肺的灌洗治療，洗出如墨汁般的黑水。2012
年的一項報導指出，中國大陸的採礦環境惡劣，礦工長年吸入大量粉塵，
使得塵肺病成為中國頭號的職業病。根據中國衛生部統計，截至 2011 年
為止，中國大陸塵肺病的累積病例超過 60 萬例，死亡達到 13 萬 7 千餘人。
同時，至今每年新發現的病例仍有將近 2 萬例，因而致死者每年 6 千至 8
千人，遠多於礦難的死亡人數。

5

中國大陸官方並未忽略塵肺病的問題，由官方支持的《中國人權》網
站特別為塵肺病開闢了欄目，報導各地發生塵肺病的情形，以及相關的救
6

濟措施。 不過，由於僱主隱瞞事實或染病者缺乏權利意識之類的情事干
擾，使得許多病例未能被官方察覺，受害者也未能得到妥善照顧。在《中
國經濟時報》一篇題為〈我國塵肺病人數不斷增多，維權問題成阻力〉的
報導中，記者在列舉衛生部的統計資料後，點出了衛生部統計數字未能涵
括的病例：「但這一資料並不包括甘肅古浪已確診未拿到《職業病診斷證
明書》的 146 名塵肺病農民工，以及他們已經死難的 11 位病友，也不包
括四川樂山已經拿到《職業病診斷證明書》的 60 名農民工，更不包括那
些跟他們一起打工，至今未進行職業病檢查，但與他們有著同樣病情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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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友，以及已經死難的近百名病友。」 所以，儘管官方和民間都對塵肺病問
題表達了相當程度的關注，並且採取了相應的救濟措施，但是，更為詳細
確實的監督和通報體制，仍然有待建立或強化。

2.毒膠水事件
除了採礦的工作環境普遍呈現惡劣情勢之外，2012 年的中國大陸也發
生了不少因為工廠安全和衛生條件不足，因而導致不幸的事件。其中，發
生在廣州地區的「膠水中毒」事件，曾經引起媒體的大量報導以及社會大
眾的廣泛注意。
從 2011 年底以來，廣州接連發生了皮鞋和皮包工廠的工人身體嚴重
不適而送院就醫的情事，患者紛紛出現記憶力衰退和失禁等症狀，其中並
有 4 個人死亡。進一步的調查發現，自從 2011 年 9 月 28 日發生第一個疑
似職業性急性二氯乙烷中毒的病例之後，截至 2012 年 2 月 20 日為止，廣
州全市共有 38 個類似的病例，這些病例都分布在廣州市白雲區和荔灣區的
38 家用人單位，這些用人單位裡有 36 家是無牌無證的私人小作坊。這些
工廠的作業未遵循安全規範，使用劣質的膠水來作為皮件的黏合劑，而工
作場所的通風不良，又沒有要求工人戴口罩，於是釀成了中毒的事故。

8

事情發生之後，廣州市的勞工安全監管部門和公安部門對於白雲區和
荔灣區的工廠和作坊做了全面性清查，下令超過 900 家無牌作坊停產停業，
9

並抓獲涉嫌提供有毒膠水或非法儲存危險品的違法犯罪嫌疑人 21 人。 其
後，廣州市安全生產委員會展開了更徹底的清查，一共清查了 21,008 家企
業，其中，有 3 千餘家企業受到了行政處罰。工商管理部門發現，受清查
的對象中，儲存或者使用有毒膠水的無證照經營戶有 206 戶，除了勒令這
些場所停工之外，同時取締了 325 家無證照的經營戶，查封了無證照的經
營場所 100 個。另外，廣州市流動人員出租屋管理辦公室也查封了 226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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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廣州市是中國大陸相對較為進步的大城市，仍然出現了由於工廠的作
業環境欠佳，管理不夠完善，而導致膠水中毒致死的事件，類似的情形也
難免出現在其他地方的工作環境中。這類事件的發生，意味著中國大陸的
工作環境，在安全和衛生方面仍有許多缺失，需要認真面對，力求改進。

(二)勞務派遣
快速的工業化和基礎建設的開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農村通常是新增
勞動力主要的來源。不過，由於中國大陸目前仍然維持城鄉二元的戶籍制
度，所以，戶籍是農民身份但在城市居留打工的所謂「農民工」，是中國
大陸勞動力市場的一個特殊現象。農民工的境遇是學界和媒體長期關注的
議題，此次報告不做全面性的觀察分析，但對於 2012 年比較受到重視的
「勞務派遣」現象，本報告做了一些資料的蒐集整理。
在工業先進的社會中，勞務派遣已經成為僱傭關係的一種新興形式。
正面來說，它的彈性組合可以讓人力資源的配置更為有效；負面而言，在
社會保障不夠完善的情況下，它會成為僱主逃避責任的一種機制。在中國
大陸的勞動力市場中，透過勞務派遣獲得工作的勞工不限於農民工，但在
數量上，農民工顯然是勞務派遣的主力，所以，我們關注的焦點是勞務派
遣形式下，農民工的工作處境。
有報導提到，中國大陸中華全國總工會的調研報告顯示，2011 年全中
國大陸的勞務派遣工達到了 6000 多萬人，大約占城鎮就業人員的 20%。
這個數字比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所公布的 2010 年的數字 2700 萬，要增
長了一倍多。同時，北京市的統計發現，2008 年以前，勞動合同派遣的人
數不到 8 萬人，2011 年底的時候則已激增到 60 萬人。從這些統計數字，
可以看出勞務派遣在中國大陸勞動市場增長或被濫用的情形。 由於原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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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對於這種僱傭方式缺乏規範，於是出現了僱主利用法規不完善，剝削
工人權益的情形。
12

中國大陸本身的專家學者指出， 在西方工業社會裡，勞動力市場缺乏
彈性，僵化程度比較嚴重。在這種情況下，透過勞務派遣的僱傭方式，可
以增加企業用工的靈活性，解決它們勞動力市場過度僵化之餘，對於經濟
所形成的不利影響。勞務派遣的僱傭方式傳到中國大陸時，中國大陸的勞
動力還處在人力過剩、無限供給的階段，人浮於事的情況非常突出。透過
勞務派遣的形式能夠把勞動者尤其是農民工組織起來，給企業提供一種比
較好的用工來源，因此，中國大陸也逐漸開始推行這種僱傭形式。由於這
種僱傭形式能夠有效減輕企業的用人成本，使得用工制度變得比較靈活，
從而轉嫁了企業的用工風險和成本，於是，本來應該用在臨時性、輔助性
或替代性工作的勞務派遣僱傭形式，也被許多企業採用，以規避本應負擔
的勞工照顧責任。它的結果是，同工不同酬、同職不同權的現象開始泛濫，
在勞務派遣的身份下去工廠工作的農民工，其收入往往只有正式任職工人
的 3 分之 2，也無法享受正式任職工人所擁有的醫療保險等等權利。

13

在農民工就業待遇不平等的同時，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合的問題也跟
著浮現。2011 年之時，中國大陸從農村進到城市裡工作的農民工，人數達
到了 1 億 5 千 863 萬。其中，80 年代後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估計超過 1 億
人，成了農民工大軍的主體力量。與上一代的農民工做比較，新生代的農
民工呈現出了四個特徵：一、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數從來沒有種過地，對土
地沒有父輩那樣的感情，對農村沒有父輩那樣的依戀，他們既然來到城裡，
就不想再回到農村。二、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數受教育的程度較高，更懂得
利用先進的方式獲取外部資訊，對於城市生活更加嚮往和認同。三、新生
代農民工大多數是為了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而離鄉進城工作，他們對於工
作待遇的期望值較高，但工作的忍耐力和吃苦精神往往不及父輩。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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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平衡機制比他們的上一輩差，對於現有的生活狀況和
14

公平或者平等的感受容易不滿，維權意識更為強烈。 於是，新生代農民
工的心理特質，在勞務派遣的僱傭形式之下，是否會形成較嚴重的社會問
題，值得我們做後續觀察。
可喜的是，中國大陸官方已經注意到了勞務派遣對於農民工權益的可
能傷害，並採取了因應措施，包括修改《勞動合同法》，對勞動派遣做更
合宜的規範。2012 年 3 月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於實施了 4 年的《勞
動合同法》做首次修正，修法的重點是明確勞務派遣的「三性」
：臨時性、
輔助性或者替代性。修正後的法規，細化了勞務派遣的適用範圍，強化了
對派遣單位和用工單位的監督管理，要求保障勞務派遣人員的勞動報酬和
15

社保待遇等等權益， 並上修了違規者的處罰標準。

16

(三)最低工資
中國大陸從 1980 年開始執行「一胎化」政策，成功地降低了人口增
長率，但也在近年來造成新增勞動力下滑、人口結構老化的問題。這種人
口發展趨勢搭配上快速的工業化進程，使得中國的勞動力從無限供應邁向
了供應不足，工廠缺工的「用工荒」已經成為普遍性的現象。
與「用工荒」同時存在的，則是大學畢業生和部份農民工「就業難」
17

的問題。 有記者採訪調查中國大陸的就業情形發現，有許多服務、銷售、
中小企業和加工製造業等等用人單位，早就出現了缺工現象，但 2012 年
的情況尤為嚴重，有不少的求職者寧願不就業也不願意去小企業。就業市
場上，一方面大學生多，農民工多；另一方面專業、技術型人才少，高端
人才更少。人才供應和市場需求不平衡的同時，許多大學生的求職觀念沒
有轉變，瞧不起需要體力的工作，而普通的農民工則達不到企業所需要的
專業技能水準。所以，「用工荒」和「就業難」總是同時存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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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整體來說，中國大陸已經普遍出現勞動力不足的情形，其結果，
就是用人單位必須以更好的待遇，如較高的工資和較低的工時，來招攬本
身所需要的工作人員。中國大陸自從頒佈施行所謂新《勞動合同法》以來，
一直將提高最低工資，作為改善勞工待遇和縮短貧富差距的重要政策。於
是，配合勞動力開始邁向供應不足，2012 年的中國大陸，出現了各省市競
19

相調整最低工資的情形。 其中，許多中西部省市的調整幅度頗大，超過
沿海省市的調整幅度，使得內地和沿海最低工資的差距大幅縮小，一方面
為中西部的省市留住了本身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另一方面，則加劇了沿
海省市缺工的問題。

20

調高最低工資一方面是缺工的自然發展，另一方面也是政策鼓勵的結
果，就此而言，2012 年的中國大陸，在廣義的勞工安全上，出現了較為明
顯的進步現象。

三、老人安養
由於一胎化政策和年青世代不願意多生育的影響，中國大陸人口的老
齡化不斷加劇。2011 年中國大陸 60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達到 1.85 億，
佔總人口的 13.7%，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依據中國大陸本
身推估，2014 年時，60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突破 2 億，2034 年將突破 4 億，
2055 年將逼近 5 億的峰值。在此同時，目前中國大陸有 50% 的城鄉空巢家
庭、3000 多萬失能老年人、2000 多萬高齡老年人、以及 4000 萬農村留守
老年人。另外，根據調查顯示，整個中國大陸有 2200 萬的老年人希望入住
養老機構，52.7% 的高齡老年人存在不能自理或自理困難的情況，其中，有
800 萬的高齡老年人有日常生活照料的需求。工業先進國家一般是在人均
GDP 到達 1 萬美元左右的時候，開始邁入老齡化，而中國大陸則是在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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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840 美元的時候，就邁入老齡社會了。所以，有人感歎，從經濟發展
程度和人口年齡結構的關係來說，中國大陸是典型的「未富先老」。

21

基於上述事實，近年來中國大陸官方已經陸續推出一些措施來因應老
人安養的問題，其中，我們特別觀察養老金和養老服務這兩個面向。

(一)養老金
2012 年期間，中國大陸在老年人社會權益上所採取的一項較為重大的
措施，是在 6 月 11 日公布了《國家人權行動計劃 (2012—2015 年 )》。這
項《行動計劃》表示，中國大陸在 2012 年到 2015 年期間，將努力完善養
老保險制度，相關行動目標包括：一、到 2015 年之時，城鎮職工和居民
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人數達到 3.57 億人，實現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城
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二、將與企業已經建立了穩定勞動關係
的農民工，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和醫療保險中。三、做好城鎮職工基本
養老保險關係的轉移接續，逐步推進城鄉養老保險制度相互銜接。四、全
面落實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由省級來統籌規劃管理，並實現基礎養老金
由中央在全國範圍來統籌規劃管理。和五、改善基本養老金正常調整機制，
逐步提高企業退休人員所能受享有的基本養老金給付水準。

22

與老人生活需求密切相關，因而值得一提的，是這項《行動計劃》對
於醫療保險制度的規劃，這些規劃包括：一、到 2015 年之時，醫療保險
基本上不僅覆蓋城市居民，也能覆蓋農村居民。二、職工醫療保險、城鎮
居民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參保人數，要較 2010 年新增 6000 萬
人以上。三、參加城鄉基本醫療保險的人數，要達到 13.2 億人。四、提高
對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農村合作醫療的財政補助標準。五、職工醫
療保險、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新農村合作醫療這三種保險形式，其住院醫
療費用的支付比例都能夠達到 75% 左右。六、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新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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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醫療的門診費用，在所有納入統籌規劃管理的地區，其支付比例能夠
提高到 50% 以上。七、到 2015 年之時，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新農村合作
醫療的政府補助標準，提高到每人每年 360 元以上，新農村合作保險參保
23

人數比率能夠穩定在 95% 以上。 這些規劃若能落實，中國大陸民眾的健
康權利將出現相當實質的進步。
如同許多開辦養老金的國家一樣，中國大陸必須面對人口老化的趨勢
下，養老金的負擔越來越沉重，於是可能出現的財務缺口。中國大陸的城
鎮職工目前是將工資的 8%，用來繳納養老金，並建立個人的累積帳戶；
另外，雇主則按照工資總額的 20% 繳納養老金，由政府來建立基本養老金
的社會統籌帳戶。其中，社會統籌帳戶中的資金，經常會因為地方政府的
過度支出而出現赤字，於是，挪用個人帳戶的資金，形成了個人帳戶的「空
帳」，也就是雖有帳戶之名，但帳戶內卻沒有錢。儘管目前中國大陸養老
金的整體結算還是有剩餘，但是，面對社會老齡化的速度加快，許多人都
開始擔心將來養老金入不敷出的問題。

24

解決養老金財務危機的主要作法之一，就是延長退休年齡，讓人口結
構中生產人口的比例能夠增加，被撫養的老年人口比例減少。目前在一般
情況下，中國大陸的退休年齡，男性是 60 歲，女性工人是 50 歲，女性幹
25

部是 55 歲。近年來，一直有人提出呼籲，需要調高退休年齡， 但是，反
對的聲浪也非常大。這一方面是因為如果延長退休年齡，對於新生就業人
口的謀職，會造成階段性明顯的負面影響，使得年青世代謀職不易的問題
在一定時間內變得嚴重；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延長退休年齡對於職位高、
待遇好的人有利，但是，對於一般勞苦大眾，尤其是基層的婦女勞動者，
並沒有什麼好處，只是多辛苦個幾年而已，所以，民眾的反應並不熱烈。

26

長期看來，中國大陸勢必要透過延長退休年齡的措施，來因應養老金
負擔加重的問題，但是，要如何安排適當的過渡時期和轉型機制，增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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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效益，減少負面衝擊，保障老年人的權益，值得我們繼續觀察。

(二)養老服務
養老金對於身體健康還有活動能力的退休老人提供了必要的社會保
障，但是，對於體力衰退、行動不方便的老人家來說，光是養老金並不足
以解決問題，一定程度的生活起居照顧，成為更迫切的需求，此時，養老
服務機構的設置和養老服務體系的建構，成為老人安養工作的重要環節。
中 國 大 陸 在 養 老 服 務 方 面 提 出 了 所 謂「9073」 的 規 劃， 就 是 要 在
「十二五規劃」期間，逐步實現讓 90% 的老年人通過社會化服務實現居家
養老，7% 的老年人通過社區服務設施實現社區養老，以及 3% 的老年人
通過入住養老機構實現集中養老。要達到這個規劃目標，各地方政府必須
投注相當的資源，去改善相關的軟硬體設施，包括興建老人安養機構和培
養從事養老服務的工作人員。
以四川省為例，該省的民政廳在今年 5 月出台了《關於開展“社會養
老服務體系建設推進年＂活動暨啟動“敬老愛老助老工程＂的實施意見》，
要在「十二五規劃」期間，推動「敬老、愛老、助老」的 7 大工程，包括
地級以上城市老年養護機構建設、縣區綜合社會福利中心建設、城市社區
養老服務設施建設、農村五保供養服務設施建設、農村養老服務建設、愛
心護理院建設和老年康復輔具配置等。建立所謂「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
依託、機構為支撐」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希望到「十二五規劃」結束時，
能夠在四川省初步形成「9073」養老格局。
如果這些工程能夠順利推動，2015 年之時，四川省將初步完成城市社
區居家養老服務資訊管理系統、老年人居家呼叫服務系統和應急救援服務
網路全面覆蓋。創建出以日間生活照料、醫療康復、文化娛樂、精神慰藉、
權益維護、應急救助等服務功能為一體的養老服務示範社區 300 個。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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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有 29.1 萬張養老服務設施床位的基礎上，再增加新床位 21 萬張，使
總床位數達到 50 萬張左右，讓每千名老年人擁有的養老床位數達到 30 張。
另外，培訓出養老服務所需的各類專業人員，他們持證上崗的比率達到
60% 以上。

27

類似上述的這些養老服務的規劃，也在中國大陸其他的省市推動，例
28

29

30

31

如，上海、 河北、 南通、 、乃至於廣西的梧州， 都提出了「9073」
的政府工作計畫。所以，我們可以預期，從形式上來看，未來這幾年中國
大陸的養老服務工作會有相當程度的進展。不過，比較深入的調查發現，
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的養老服務仍然存在諸多問題，包括：一、公營的
養老機構收費低廉，但供應不足，造成一位難求，而民營養老機構的收費
標準和所提供的服務內容，與民眾的期待有落差，造成空床情形。二、缺
乏專業評估的情況下，養老機構的設置和民眾的需求未能吻合，比如說定
32

位選址不當，機構內設施（如圖書室）內容貧乏，民眾的使用率低。 和三、
養老護理人員和社工人員的需求量大，但經過專業訓練符合資格者數量不
足，造成明顯的人才缺口，但是，年青人投入此一行業的意願不高，流動
性大。

33

所以，在可見的未來，中國大陸的養老服務，無論在數量或者品質上，
都還有需要改進的空間，並值得我們繼續觀察。

四、農村留守兒童照顧
一胎化政策使得中國大陸獨生子女的現象十分普遍，在一般的情況
下，這些獨生子女都能夠得到父母親乃至於祖父母輩的百般呵護，所以，
兒童照顧的社會人權在中國大陸似乎不該成為問題。不過，城鄉二元的戶
籍制度再加上大量的農村居民到城市裡討生活，使得「農村留守兒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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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在中國大陸成為不可忽視的議題。
根據大陸全國婦女聯合會在 2008 年所發佈的《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狀
況研究報告》顯示，中國大陸農村留守兒童的數量超過了 5,800 萬人，占
全部農村兒童總數的 28.29%。其中，有 57.2% 的留守兒童是父母一方外
出，42.8% 的留守兒童是父母同時外出。留守兒童中的 79.7% 由爺爺、奶
奶或外公、外婆撫養，13% 的孩子被託付給親戚、朋友，7.3% 為不確定
或無人監護。

34

(一)學習障礙與偏差行為
這些由祖父母隔代監護或者親友臨時監護的兒童，比較容易出現生活
和學習上的障礙。因為，年事已高、文化素質較低的祖輩監護人，基本上
沒有能力輔導和監督孩子學習，而受託照顧兒童的親友畢竟不是親生父
母，難以達到親子之間自然的親密關係。同時，農村的學校受到辦學條件、
師資質量和教學理念的局限與制約，無法針對留守兒童的需求提供特殊有
效的教育，學校與家庭之間也不免欠缺溝通。在家庭和學校監護不力的情
況下，很容易導致留守兒童產生厭學、翹課、輟學等等現象。中國人民大
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結果就顯示，留守兒童的學習成績以及
初中教育的在學率，都低於正常家庭兒童。該項研究發現，進入初中階段
以後，留守兒童在校率大幅度下降，14 歲的留守兒童整體的在校率僅為
88%。

35

同樣的，2012 年 7 月，中國大陸的全國農民工文化送溫暖行動組委會
和中國人口宣教中心在北京舉辦了「2012 全國留守兒童健康人格研討會」，
會上發佈了中國首份《留守兒童健康人格報告》。這份報告顯示，中國大
陸農村留守兒童的人格缺陷問題堪憂，這些人格缺陷包括了學習焦慮、與
人溝通焦慮、處事敏感和容易衝動等等。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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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和學習上得不到適當監護的結果，就是留守兒童比較容易產生
行為偏差，特別是到了青少年時期更為嚴重。有一項由熱心的記者在廣西
和湖南進行的調研發現，由於疏於管教，加上社會誘惑增多，部分留守少
年兒童沾染上沉迷遊戲、吸毒和賭博等等惡習，最後走上違法犯罪道路。
前述的調查研究列舉了幾個具體案例。例如，今年初，廣西北流市連
續破獲兩個搶劫團夥案件，涉案嫌疑人近 20 人，全部為「90 後」。其中一
個搶劫集團的部分成員由於沾染上吸毒的惡習，為了購買毒品，先後犯案
十多次。因為父母親長期在外打工，這些涉案嫌疑人大部分是由爺爺奶奶
帶大的。另外，今年 2 月，廣西合浦縣偵破了一起連環搶劫案，3 名主要
嫌疑人最大的 18 歲，最小的才 14 歲，從 2010 年下半年起實施多次搶劫。
這 3 名主要嫌疑人因為父母不在身邊，缺乏適當的管教，輟學之後整天沉
溺於上網玩遊戲，搶劫的目的只是為了湊上網費用。
前述的調研在湖南所進行的訪查發現，留守兒童身份的青少年其犯罪
率近年來不斷攀高，16 歲到 18 歲階段少年犯罪占總案件的比例，2008 年
為 10%，2009 年為 13%，2010 年則達到了 17%。這些行為偏差的留守兒
童踏上犯罪之路的大致過程是，在 10 歲至 12 歲期間，先開始出現翹課、
好爭鬥、小偷小摸等行為，隨著輟學之後走進社會，逐漸沾染上不良社會
風氣，13 歲左右就會實施違法犯罪活動，17 歲是他們違法犯罪的高峰年
齡。這項調查研究指出，整體趨勢看來，留守少年兒童犯罪的確呈現出低
齡化的趨勢。

37

(二)「小候鳥」現象
就算是學習正常未曾出現偏差行為，留守兒童也要比一般的孩子遭遇
更多生活上的折騰和安全風險。中國大陸每逢春節，到城裡打工的農民工
返鄉過年和回工作崗位上班的「春運」現象，是一項浩大的運輸工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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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中國大陸的傳播媒體高度關注，也經常成為全球媒體報導的話題。其實，
每年放暑假的時候以及暑假快要結束時，也會有一大波人口運輸現象，只
是，運送的不是農民工，而是農民工的子女，農村的留守兒童。這些兒童
利用暑假的時候，到父母親工作的城市與父母親團聚，快開學時，再回到
農村老家上學。所以，每年暑假的頭尾，就會出現大量農村留守兒童進城
和返鄉的畫面，有人把這些農村留守兒童稱之為「小候鳥」。

38

有一篇以「暑假成留守兒童遷徒季，南下北上似蝌蚪找媽媽」為題的
新聞報導指出，
「暑假，對於城裡的孩子來講，意味著夏令營，興趣班……，
對於農村的留守兒童來講，暑假是他們“遷徙＂的日子。……在漯河市火
車站……，大批孩子擁擠在售票處、候車廳，像“候鳥＂般乘坐到廣東、
39

北京、上海等地的火車，或南下或北上，急著去和父母團聚」。 然後，到
了快開學時，「小候鳥」們開始陸續返鄉，這時，浙江地區的一篇新聞報
導指出，「臨近開學，“小候鳥＂們開始陸續返鄉。……8 月以來，全省日
均查獲各類超員違法行為 100 餘起，特別讓人擔心的是，客車超員現象又
逐漸抬頭，給交通安全帶來不少隱患」。客運車頻頻超載，使得返鄉的留
守兒童不僅要經歷舟車勞頓，還得面對交通安全上的風險。

40

除了舟車勞頓和交通風險之外，有人注意到，由於留守兒童的父母親
工作忙碌，在住處的時間不多，又不放心讓孩子在陌生的環境中出外玩耍，
於是，進城和父母親團聚的「小候鳥」們，其實大部份的時間都只能呆在
父母親的住處，無法外出，形成了所謂「二次留守」的現象。對此，大陸
的學者指出，「小候鳥」現象的出現是城市化的進展過程中，城鄉二元社
會體系的差異，教育保障體系不公平，以及社會福利跟進不及時所致。在
生活和學習上，「小候鳥」可能遇到問題大致有四個方面：一、遷徙期間
的融入問題，面對不一樣的環境，是否能融入新的生活方式和節奏。二、
遷徙期間的學習、生活和娛樂問題，儘管與父母親團聚，但是，父母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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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為忙碌而無法適當回應「小候鳥」的真實需要。三、遷徙期間的安全
問題，「小候鳥」大多居住在城鄉接壤地帶或者「城中村」裡，這些地方的
治安和社會配套設施往往不太完善。和四、遷徙期後返鄉時的融入問題，
當從城市再回到農村之時，「小候鳥」可能會出現學習、生活和娛樂等方
面需要重新熟悉、適應的問題。

41

可喜的是，中國大陸的輿論和社會各界已經注意到留守兒童照顧的問
題，有關當局也開始採取因應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在新修訂的《未成年人
保護法》以及一些地方性條例中，對農村留守流動兒童的特殊權益保護做
出明確規定；中央和一些地方的「十二五規劃」，把農村留守流動兒童關
愛服務納入其中；北京宣佈將啟動戶籍改革試點，二元戶籍管理制度將向
居民統一戶籍登記管理制度過渡；以及廣東省推出居住證「一證通」制度，
探索流動人口服務和管理的新機制等等。這些措施若能順利推動，切實執
行，對於農村留守兒童的權益當然會有一定程度的改善，所以，它們的進
展情形值得納入後續觀察。

五、土地徵收和房屋拆遷
快速的工商業發展讓中國大陸的城市化步伐迅猛，也帶動大量公共建
設需求，於是，徵收土地並拆除舊房舍以騰出土地興建工廠、辦公樓和公
共設施，成為中國大陸到處都可以看到的景象。但是，因為土地徵收和房
屋拆遷而引起的糾紛時有所聞，有些甚至於釀成不幸的事故，其中所涉及
的民眾居住和謀生權利的問題值得關注。
2012 年廣被報導的一樁因為土地徵收和房屋拆遷而導致悲劇的事件，
發生在雲南昭通市巧家縣白鶴灘鎮花橋社區。因為城鎮建設的需要，巧家
縣政府要徵收白鶴灘鎮一部份的農地，但是，前後不同時期發出的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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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徵收土地的面積和補償的標準不一樣，而且後發的公文其補償標準比先
發的公文還低。同時，還發生了用過期的公文作為徵地依據的情事。結果
引起了被徵收土地農民的不滿，分別表達了不同程度的抗議行動。巧家縣
政府對於這些抗議行動採取強勢壓制手段，甚至於有村民因為抵制徵地被
圍毆致死，因而導致民眾更強烈的反彈。結果是 5 月 10 日當天，有人在
巧家縣白鶴灘鎮花橋社區便民服務大廳引爆炸彈。炸彈引爆後，造成 4 死
16 傷的慘劇。

42

事發後，當地的公安局長透過新聞發布會宣稱肇事者為死者之一的某
位外地人，其行為動機是因為夫妻不和導致厭世傾向和報復社會的心理，
與白鶴灘鎮的徵地事件無關，並且公布此位被懷疑者的個人資料。此種作
法，造成該位被懷疑者的家人遭受很大的社會壓力。但是，後續的調查結
果發現，該位被懷疑肇事的人其實也是一位無辜的受害者，真正引爆炸彈
的另有其人，而且的確和土地徵收有關。同時，巧家縣的有關單位在處理
土地徵收和爆炸慘劇的事宜上，出現了頗多黑箱作業，有刻意隱瞞乃至於
故意誤導的行為。被冤枉的嫌疑人的家屬在這一段時間裡，飽受異樣眼光
和和各種指責批評，乃憤而提起訴訟，要求法院判令巧家縣公安局登門致
歉，在指定報刊上連續 7 天刊登致歉聲明，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 200 萬元
並承擔訴訟費用。

43

除了上述這個重大慘劇之外，因為房屋拆遷而導致致命事故的案例也
在其他地方發生。例如，浙江省武義縣有一位吳姓的農民，因為他的房基
被強拆而與村幹部產生了肢體衝突，在派出所接受調查時，在候問室衛生
44

間自縊死亡。 河南省扶溝縣練寺鎮的地方政府，為了推行新農村建設，
強徵強拆農民的房舍和土地，乃至於小學的校舍，並摧毀農民的莊稼，給
45

的補償十分不合理，結果，有一位朱姓老農憤而在鎮政府跳樓身亡。 這
些案例都顯示，中國大陸在土地徵收和房屋拆遷的工作上，仍有諸多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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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的情事。
面對地方政府土地房屋徵收和拆遷的作為，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民眾
都只好順應地配合，不過，也有一部份的案例，是民眾堅持本身權益的結
果，促使政府做出某種程度的讓步。2012 年在大陸廣為流傳的「浙江溫嶺
釘子戶」，可以視為一個代表性的案例。該案例的情況是，浙江省溫嶺市
為了配合高速鐵路車站的運營而開闢新的馬路，此項工程需要徵收大溪鎮
下洋張村的土地並拆遷該地段上的民房。其中，有一戶羅姓人家的房屋正
好座落在新馬路的中央，由於不滿意官方所提供的補償，該戶人家堅持不
46

肯搬走。 於是，形成了大馬路的中央矗立著房屋，車輛行經該地必須繞
道而行的奇特景象。對於這個案例，當地政府的處理方式並沒有採取強行
拆遷的動作，而是提出不同的補償方案與屋主協商，並準備在協商不成之
餘，提請司法部門仲裁。在協商或仲裁的結果出來之前，當地政府向屋主
47

承諾，不會斷水、斷電。 這個案例經過網路報導之後，引起了世人廣泛
注意，甚至於吸引了英國的媒體進行採訪報導，視為中國大陸人權進步的
現象。

48

中國大陸官方也瞭解土地徵收和房屋拆遷有著侵害人民權益的問題，
以及此一作為引發民怨的嚴重性，所以，在 2011 年 1 月頒布了《國有土
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該條例對於拆遷補償、公共利益的界定、徵
收程式和強制搬遷等問題做出了明確規定，試圖協調拆遷方、政府、被拆
遷方三者關係，希望在公共利益和被徵收房屋所有權人的權益之間找到平
衡點。其內容重點包括了將「先補償、後徵收」的原則確定下來，取消了
行政強制拆遷，改變有關行政部門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狀況，由司法
機關來裁定能否進行強制拆遷，縮小了政府使用強制權獲得土地的範圍，
49

也給民眾維護本身權益增加了一些管道。 另外，在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
表大會報告的〈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部份，專門提到了改革徵地制度，

© 2012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社會人權觀察

41

要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這是徵地制度改革首次寫進中
國共產黨全國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可以看出來，中國大陸官方對於土地
徵收和房屋拆遷問題相當重視。

50

不過，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方上是否能切實執行《國有
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的規定，以及貫徹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改革土
地徵收制度的宣示，仍然有待觀察。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的一份報告就指出，
利用農地和農舍的徵收與拆遷賺取利益，包括將補償費用中飽私囊，是北
51

京市最常見的貪污瀆職手法之一。 首都地區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更可想
而知。這是中國大陸在保障人民居住和謀生權利以及治理貪腐上必需更認
真面對的問題，並值得我們繼續做追縱觀察。

六、食品安全
「吃不安心」是長年困擾中國大陸一般民眾的生活大事，雖然官方對
於食品安全的把關不斷加強，但是，中國大陸的許多老百姓仍然生活在食
品不衛生、不安全的陰影中。
2012 年廣州市曾經做了一項電話訪問調查，瞭解民眾對於食品安全的
看法，結果發現，有 39% 的人感覺食品消費「不安全」和「不太安全」；
其中，年齡在 51 到 60 歲的中老年人感覺不安全的比例最高，高達 48%；
同時，有 37% 的受訪者在過去的一年間，曾經遭遇過問題食品。同時，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對於廣州食品安全狀況的不滿意度達 46%，遠高於
滿意的 35%。有 44% 的受訪者認為過去一年中食品安全狀況「沒變化」，
30% 的人認為「變好了」，20% 的人認為「變差了」。在認為食品安全「變
好了」的人看來，改善的原因最主要得力於「市民更懂得防範」和「輿論
監督加強」，比例都在 35% 左右，認為是「政府執法更嚴格」因而改善了
食品安全的比例，只有 28%。另外，有 16% 的人因為吃了問題食品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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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身體不適。廣州作為比較進步的城市，民眾對於食品安全還有這麼多的
不滿意，中國大陸的其他地方免不了會有同樣的憂慮。
在中國大陸，食品不安全和餐廳不衛生之類的新聞報導經常出現在傳
播媒體上。例如，2012 年 3 月，哈爾濱市有 5 家知名的燒烤店被曝光使用
52

假羊肉、毛肚湯重複使用、餐具不消毒和廚房衛生差等問題。 2012 年 4
月，廣州市在一家工廠生產的花生油中檢測出了黃麴霉毒素 B1，該種毒
53

素被劃定為最毒的 1 類致癌物，毒性比砒霜大 68 倍。 2012 年 5 月，國
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公布對 16 個省份的食用醋、醬油、食糖和醬四
種調料品質抽查的結果，發現有 39 種醬油、醋、醬、食糖不合格。同時，
江蘇省泰州市發現日產 6,000 斤的豆芽加工廠，為了漂白和防腐，在產品
54

中添加了多種違禁添加劑，包括獸用藥品在內。 2012 年 6 月，廣東省江
門市有關部門聯合執法，在一個商鋪查獲了 10.22 萬個工業用鹽腌制的鹹
55

蛋和 2.2 噸工業用鹽，這種工業用鹽長期食用會致癌。 同一個月，在中
國大陸產銷範圍相當大的煙台富士蘋果，被指稱以加了農藥的「藥袋」來
包裹未成熟的果實，當地的主管單位對此雖然有禁令，但執行效果不彰，
56

引起農藥殘留超標的疑慮。 諸如此類的報導，經常出現，不勝枚舉。
在各種食品不安全的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蔓延中國大陸許多地
方的「地溝油」事件。地溝油就是曾經在台灣轟動一時的「餿水油」，可
以合法地使用在工業用途上，但是，不能再做食用油。然而，不肖商人將
已經使用過的食用油回收，經過化學處理和提煉成地溝油，再混充一般的
食用油，販賣到市場上去。這種行為被注意之後，人們發現，中國大陸各
地都有類似的不法情事。從廣東、廣西、四川、浙江、江蘇、安徽、河南、
河北、陝西到山東，許多省份都陸續查獲這種不法行為。
更有甚者，地溝油不僅進了廚房，上了餐桌，也變成家禽家畜的飼料，
甚至於進入製藥業。調查發現，河南有兩家油脂企業涉嫌將與地溝油勾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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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豆油，以正常豆油名義銷售給食品、飼料和藥品原料生產企業，用來
生產食品、飼料和藥品原料，從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涉及到購買這些摻
有地溝油的原料的廠商有 62 家，其中，包括了中國大陸知名的製藥業者
健康元公司。該公司在長達一年半的時間裡，連續採購了 1.45 億元人民幣
的地溝油，用於生產抗生素市場的主角頭孢菌素關鍵部分。健康元公司的
此類產品，佔據市場總量的 1/4，不僅廣泛流向中國醫藥市場，且暢銷美、
歐、日、韓、印度等 20 多個國家和地區。消息曝光後，自然引起市場上
的恐慌。同樣涉及購買地溝油勾兌油的藥廠還有濟南的齊發藥業、內蒙古
57

的齊魯製藥和山東的倚天藥業等公司。 另外，有多家飼料廠也涉及使用
地溝油勾兌油作為飼料，包括上市公司的唐人神和大北農等等。

58

事情發生後，衛生部對外公布了《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十二五＂規劃》
的有關訊息，表示中國大陸將在「十二五」規劃的末期，基本構建食品安
全國家標準體系。對於記者詢問地溝油一事，衛生部官員的回應是，從健
康的指標來看，食品膳食是影響健康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國人的健康水準
在穩步提高。「現在公眾關注一些報導，認為違法使用添加物、
“地溝油＂
等導致了健康危害，這種違法犯罪的性質惡劣，應當嚴肅查處，但是真正
59

會造成多大的健康影響還需要進一步評估」。 媒體對於衛生部官員的說法
提出了一些批評，認為這種說法表現得不夠積極負責。

60

我們可以說，在食品安全的這個議題上，中國大陸的社會人權還有很
大的改進空間，需要政府和民間一起努力，做出改善。

七、結語
綜觀 2012 年中國大陸的社會人權，我們發現，由於經濟持續高速成
長，中國大陸的官方和民間已經有較充裕的資源和較敏感的意識，來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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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其中，透過《勞動合同法》的修改和基
本工資的調漲，工人的待遇正在不斷改善。老人安養的工作和一般兒童的
照顧，在政府和民間投入資源增加的情況下，也有相當程度的進步，尤其
在硬體建設方面，進步明顯。
不過，在此同時，我們也觀察到，當勞工待遇改善之際，中國大陸礦
場和工廠的安全與衛生仍然需要改進，同時，宜注意勞務派遣不被濫用。
老人安養工作的硬體建設進步固然明顯，軟體的內容和服務人才的質量仍
然顯得貧乏。城市兒童受到呵護的同時，農村留守兒童的境遇讓人十分同
情。城鎮化成為「十二五」規劃重點工作之餘，土地徵收和房屋拆遷所涉
及的民眾權益的維護不容忽視。至於食品安全的問題，顯然需要加把勁。
由於社會人權涵蓋面甚廣，本項觀察研究不免有掛一漏萬之嫌。以中
61

國大陸本身公布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2-2015）》來說， 除了在〈經
濟、社會和文化權利〉這一章標舉出社會保障權利和健康權利之外，同時
將〈少數民族、婦女、兒童、老年人和殘疾人的權利〉另列一個專章。在
本次的觀察報告中，我們對於健康權利的部份只約略提到了醫療保險制度
的規劃，同時，未能觸及少數民族、婦女和殘疾人的權利。這一方面是由
於資料蒐集的結果顯示，勞工安全、老人安養、農村留守兒童照顧、土地
徵收和房屋拆遷、以及食品安全等五個議題引起的媒體關注度較大；另一
方面，是因為有些議題，如少數民族和婦女的權利，可能和政治、經濟或
者文化的人權關係更為密切；再者，則是考慮到篇幅有限，不得不有所取
捨。但是，這並不表示另外幾個議題不需要或不值得做社會人權角度的觀
察分析，所以，在往後的觀察報告中，有必要時，我們會將這些議題適度
納入觀察分析的範圍。

（作者：龐建國/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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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中國大陸目前共簽署了包括《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公約》和《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公約》在內的18項國際人權公約，有
關資料可參閱《新華網》的〈中國人權〉欄目，http://news.xinhuanet.
com/ziliao/2003-01/22/content_702907.htm。

2

此 一 整 理 歸 納 乃 參 考 《 史 丹 福 大 學 哲 學 百 科 全 書 》 （S t a n f o r 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中〈人權〉（Human Rights）條目的內
容，有關資料可參閱該校網頁，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rightshuman/。
3

參閱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安全生產司網頁 ，http://aqs.miit.
gov.cn/n11293472/n11295108/n11299740/11618149.html。

4

「2012中國礦難回顧」，財新網，2012年12月6日，http://special.caixin.
com/2012-12-06/100469397.html。

5

「塵肺病成中國頭號職業病，死亡人數高於礦難」， 健康一輩子網 ，
2012年7月3日， http://www.jk666.cn/baojianyangsheng/teshurenqun/
chengeibing-6882-1.html。

6

「塵肺病農民工的救助與維權」， 中國人權網 ，2012年12月15日，
http://www.humanrights.cn/cn/zt/xwgzrd/2011/10/index.htm。

7

「我國塵肺病人數不斷增多，維權問題成阻力」，搜狐網，2012年12月
15日，http://business.sohu.com/20110221/n279441286.shtml。

8

「廣州抓獲21名致4人死亡毒膠水事件嫌犯」，網易新聞中心，2012年2
月26日，http://news.163.com/12/0226/15/7R6RSP8J00014JB5.html。

9

「廣州膠水中毒致死事件六人被捕」， BBC新聞網 ，2012年2月15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2/02/120215_
china_glue_poisoning.shtml。

10

「廣州膠水中毒事件倒逼用工環境改善」，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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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0日，http://zqb.cyol.com/html/2012-04/10/
nw.D110000zgqnb_20120410_1-05.html。
11

「全國總工會建議修改勞動法，勞務派遣或設行業限制」，前程無憂，
2012年6月27日，http://big5.51job.com/gate/big5/hro.51job.com/osnews/
arts98/391428.html。

12

「勞務派遣被濫用現象嚴重，專家：規範勞動合同法是關鍵」，
和訊網新聞頻道 ，2012年3月10日，http://news.hexun.com/2012-0310/139169843.html。

13

「糾正勞務派遣亂象，讓勞動者有尊嚴」， 和訊網新聞頻道 ，2012年3
月13日，http://news.hexun.com/2012-03-13/139237126.html。

14

「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合是個重大問題」， 和訊網新聞頻道 ，2012年3
月16日，http://news.hexun.com/2012-03-16/139381238.html。

15

「《勞動合同法》首修，勞動派遣規則從嚴」，和訊網新聞頻道，2012
年4月1日，http://news.hexun.com/2012-04-01/140007106.html。

16

「勞動合同法修改成稿，勞動派遣違規處罰翻倍」，和訊網新
聞頻道，2012年4月13日，http://news.hexun.com/2012-0413/140390435.html。

17

「報告顯示2011屆大學生57萬人失業」， 網易新聞中心 ，2012年6月11
日，http://news.163.com/12/0611/15/83NQ93ER00014AED.html。

18

「記者調查：用工荒遇上就業難，就業取向亟需引導」， 和訊網新聞
頻道 ，2012年3月9日，http://news.hexun.com/2012-03-09/139127248.
html。

19

「最低工資上調陷競爭怪圈」， 和訊網新聞頻道 ，2012年5月2日，
http://news.hexun.com/2012-05-02/140976910.html。

20

「中西部加快上調最低工資，沿海“假性民工荒＂或加劇」，和
訊網新聞頻道 ，2012年4月24日，http://news.hexun.com/2012-0424/1407177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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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民政部官員：中國屬於典型“未富先老＂社會」，國際日報，2012年
6月14日，http://www.chinesetoday.com/big/article/628436。

22

「2015年我國城鎮參加醫療保險人數將超3.5億」，鉅亨網新聞
中心 ，2012年1月12日，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20612/
KFKXGI1FLUA66.shtml?c=sh_stock。

23

中國大陸的醫療保險原先只有覆蓋公私立機構中正式任職者的職工醫療
保險，從2002年開始，陸續推出覆蓋其他人口的新農村合作醫療和城鎮
居民醫療保險。

24

「中國養老金空帳約1.7萬億」， 騰訊網 ，2012年6月10日，http://view.
news.qq.com/a/20120610/000005.html。

25

「鄭秉文：職工退休年齡必須延遲」，騰訊網，2012年3月16日，http://
view.news.qq.com/a/20120316/000023.htm。

26

「帝國良民：“彈性退休制＂背後的利益糾結」，騰訊網，2012年2月3
日，http://view.news.qq.com/a/20120203/000012.htm。

27

「四川力爭“十二五規劃＂末初步形成“9073＂養老格局」， 四川
線上-四川日報 ，2012年5月24日，http://sichuan.scol.com.cn/dwzw/
content/2012-05/24/content_3744099.htm。

28

「完善“9073＂養老格局，上海探索“全生態養老社區＂」， 文新
傳媒 ，2012年5月18日，http://www.news365.com.cn/xwzx/gd/201205/
t20120518_413539.html。

29

「河北：多模式構建“9073＂養老格局」， 新華網河北頻道 ，2012年
8月27日，http://www.he.xinhuanet.com/news/2012-08/27/c_112854791.
htm。

30

「南通將用3年基本形成“9073＂養老格局」， 江海明珠新聞中心 ，
2012年6月5日，http://tv.ntjoy.com/xwsph/nttv1/nttv/2012/06/2012-0605119083.html。

31

「梧州計劃構建“9073＂養老新格局」， 廣西新聞網 ，2012年10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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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http://news.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21024/newgx508755d36283754.shtml。
32

「中國式養老」，搜狐新聞，2012年5月21日，http://roll.sohu.
com/20120521/n343713075.shtml。

33

「養老護理員缺口達500萬，就業潛力大卻乏人問津」， 中工網 ，2012
年5月26日，http://news.workercn.cn/c/2012/05/26/120526173345869262
268.html。

34

「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狀況研究報告」，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網站，2008
年3月5日，http://www.women.org.cn/allnews/02/1985.html。

35

「留守少年兒童犯罪調查：呈多發低齡化趨勢」，騰訊新聞中心，2012
年7月03日，http://news.qq.com/a/20120703/001561.html。

36

「報告顯示我國農村留守兒童人格缺陷問題堪憂」， 騰訊新聞中心 ，
2012年7月20日，http://news.qq.com/a/20120720/000112.html。

37

「留守少年兒童犯罪調查：呈多發低齡化趨勢」，騰訊新聞中心，2012
年7月03日，http://news.qq.com/a/20120703/001561.html。

38

「暑假，“小候鳥＂南北飛，誰來關心誰來愛？」，中國教育和科研計
算機網，2012年8月6日，http://www.edu.cn/html/e/jysd/lset.shtml。

39

「暑假成留守兒童遷徒季，南下北上似蝌蚪找媽媽」，騰訊新聞中心，
2012年7月12日，http://news.qq.com/a/20120712/000661.html。

40

「開學臨近民工子女陸續返鄉，客車超載隱患大」， 新華網 ，2012年
8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8/22/c_121892461.
html。

41

「關注留守兒童：為“小候鳥＂二次築巢，避免“二次留守＂」，
新華網 ，2012年8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2-08/02/
c_123514014.htm。

42

「雲南巧家被指強行徵地：有村民因抵制拆遷被打死」， 北京新浪

© 2012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社會人權觀察

49

網，2012年5月16日，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0516/6768143.
html。
43

「雲南巧家爆炸案受害者家人向警方索賠200萬」， 香港新浪新聞 ，
2012年9月03日，http://news.sina.com.hk/news/9/1/1/2760943/1.html。

44

「5旬老人因強拆打村幹部被抓，派出所內自縊身亡」， 騰訊新聞中
心，2012年8月13日，http://news.qq.com/a/20120813/000097.html。

45

「河南扶溝縣老人不滿鎮政府強徵強拆在鎮政府跳樓身亡」，騰訊新聞
中心，2012年8月29日，http://news.qq.com/a/20120829/002116.html。

46

「浙江溫嶺釘子戶：60萬建的房賠26萬當然不搬」， 騰訊新聞中心 ，
2012年11月23日，http://news.qq.com/a/20121123/000223.htm。

47

「浙江溫嶺稱將對最牛釘子戶房屋裝修再估價」，騰訊新聞中心，2012
年11月23日，http://news.qq.com/a/20121123/000009.htm。

48

「英媒關注浙江溫嶺釘子戶，稱一樓可開免下車商店」， 騰訊新聞中
心，2012年11月24日，http://news.qq.com/a/20121124/000109.htm。

49

「我們還關注暴力拆遷」， 新浪財經 ，2012年11月2日，http://finance.
sina.com.cn/chanjing/cyxw/20121102/224013566446.shtml。

50

「徵地制度改革寫進十八大報告，代表認為補償低」，騰訊新聞中心，
2012年11月12日，http://news.qq.com/a/20121112/000907.html。

51

「報告稱徵地拆遷成為涉農職務犯罪高發區」，騰訊新聞中心，2012年
11月7日，http://news.qq.com/a/20121107/000354.html。

52

「哈爾濱五家燒烤店被曝出問題，承諾直播工作流程」， 搜狐新聞 ，
2012年3月22日，http://news.sohu.com/20120322/n338552920.shtml。

53

「廣州曝光問題花生油，致癌成份毒性比砒霜大68倍」，鳳凰網，2012
年4月24日，http://big5.ifeng.com/gate/big5/news.ifeng.com/mainland/
special/shipinanquan/content-2/detail_2012_04/24/14109220_0.shtml?_
from_ra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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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江蘇查處日產6000斤“毒豆芽＂窩點，查出獸用藥品」，中國
經濟網 ，2012年5月23日，http://www.ce.cn/cysc/sp/info/201205/23/
t20120523_21167516.shtml。

55

「廣東江門查獲逾10萬個“致癌鹼蛋＂，已流入市場」， 鳳凰網 ，
2012年6月2日，http://big5.ifeng.com/gate/big5/news.ifeng.com/mainland/
special/shipinanquan/content-2/detail_2012_06/02/15001026_0.shtml?_
from_ralated。

56

「媒體曝山東煙台部份紅富士蘋果套農藥袋長大」， 鳳凰網 ，2012
年6月11日，http://big5.ifeng.com/gate/big5/news.ifeng.com/mainland/
special/shipinanquan/content-2/detail_2012_06/11/15187228_0.shtml。

57

「地溝油“暗河＂橫穿食品、醫藥、飼料三大行業」，騰訊新聞中心，
2012年9月4日，http://news.qq.com/a/20120904/000942.htm。

58

「60多家企業捲入地溝油首案，飼料業受衝擊」，新浪
財經，2012年9月7日，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
gsnews/20120907/013513069500.shtm。

59

「衛生部：“地溝油＂對健康影響需進一步評估」， 騰訊新聞中心 ，
2012年8月13日，http://finance.qq.com/a/20120813/005035.htm。

60

「食品標準不能跑不過“地溝油＂」， 搜狐新聞 ，2012年8月15日，
http://roll.sohu.com/20120815/n350695580.shtm。

61

「新聞辦發布《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2-2015）》」，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 ，http://www.gov.cn/jrzg/2012-06/11/
content_21581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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