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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析重點主要分成兩部分，第一部份主要探討中國經濟人權發展
的問題與治理策略，主要是探討肆意亂收費、物價水準影響公眾生活、政
府樓市調控政策與房價上漲控制、工資指導線漲幅、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及
地方政府違法徵地行為問題。第二部份主要是探討中國環境人權所遭遇問
題，首先是探討水資源污染問題，包括海洋環境近岸海域污染持續惡化、
河川及地下水污染嚴重問題、各種水源污染問題；其次，分析空氣污染問
題；再者，分析土壤污染課題與治理，土壤受重金屬污染、土壤退化與農
業污染及濕地面積減少問題。最後，本文研究結果初步指出中國推動經濟
環境人權困境，在於國家環保部門職能未能整合；政府管制放鬆違法成本
低；難脫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雙重抉擇困境。與此同時，推動經濟環境人
權策略，主要包括強化公眾環境保護參與權與知情權、建立環境救濟權公
益訴訟機制、變革地方官員政績升遷指標考核模式。

關鍵字：經濟人權、環境人權、綠色 GDP、維權抗爭、生態文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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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4 年發佈的中國《經濟藍皮書》指出，預計 2013 年全年中國 GDP
增長 7.7%，增速與 2012 年持平；2014 年經濟增長則預測 GDP 將增長 7.5%
左右。顯見，「穩中求進」已成為未來中國經濟發展的總基調。事實上，
從 2011 年至 2030 年期間，中國潛在增長率將呈現不斷下降的趨勢，增長
1

區間將從 7.8% 至 8.7% 下降至 5.4% 至 6.3%。 2013 年 12 月所召開的中
央經濟工作會議最大特色是「寓改革於調控之中」，為改革創造空間，將
「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重要內容予以強調，表明「擴大內需，
刺激消費」仍為經濟發展的主導方向，同時強調「努力提高居民消費能力，
2

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 「穩增長」的內涵已不再僅限於經濟增速，而需
3

兼顧住房、收入、物價、居民就業等多領域的「底線管理」； 同時論及中
4

國生態環境之惡化並未獲得有效緩解。 而此正顯現中國公眾的經濟權與
環境權發展可能存在著相互抵換關係，即在享受經濟增長的果實之餘，也
必須面臨嚴重的環境污染成本。
2012 - 2015 年為中國政府實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年規
劃綱要》期間，此不僅為深化改革開放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之關鍵時
期；同時也是加強人權建設之重要時期。基此，中國政府乃制定《國家人
權行動計畫（2012 － 2015 年）》（簡稱《行動計畫》），提出必須全面保障
經濟、社會和文化、環境等權利，及依法有效保障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
5

可見，經濟權與環境權皆被納入人權建設中，《2012 年中國人權事業的

進展》白皮書「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人權保障」章節中即特別指出，面對資
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下，應將「生態文
明建設」視為建設美麗中國的「重中之重」，切實保障公民的環境權。
基本上，環境權係指公民得以要求其所處的環境資源具有基本生態功
能的權利，包括四方面的內容：一是優良環境享有權，亦即公民有要求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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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優良（即健康、安全和舒適）環境的權利；二是惡化環境拒絕權，即公
民有拒絕惡化環境（即水氣污染、噪音、自然景觀受損等）的權利；三是
環境知情權，即公民有知曉環境資源生態狀況的權利；四是環境參與權，
即公民有參與環境保護的權利。環境權中的「環境」一詞主要是指人類生
活的自然環境。根據中國《環境保護法》（1989）規定，環境「是指影響
人類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體，包括大
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林、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遺跡、人文遺跡、
6

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城市和鄉村等。」（第 2 條） 為使環境議題的
討論更為聚焦，本文集中在空氣、水及土壤污染之分析。
根據 1966 年通過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利國際公約》指出，「本公
約締約國承認人人有權為他自己和家庭獲得相當的生活水準，包括足夠的
食物、衣著和住房，並能不斷改進生活的條件。」（第 11 條）「承認人人有
權享有能達到的最高的體質和心理健康的標準。」（第 12 條）同時通過的
《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也規定：「所有人民得為他們自己的目
的自由處置他們的天然財富和資源，而不損害根據基於互利原則的國際經
濟合作和國際法而產生的任何義務。」（第 1 條），此條文明示個體只有在
不妨礙他人與他國的情形下才能自由處置其天然資源。1972 年的「聯合國
人類環境會議宣言」第 1 條中，具體表述為：「人類有權在一種能夠過尊
嚴的和福利的生活環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條件的基本權利
，並且負有保證和改善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環境的莊嚴責任」。1982 年聯
合國的「世界自然憲章」以及 1992 年聯合國「里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再
再都提到保護環境生態與維護人類永續生存的重要。這促進各國以憲法或
環境保護基本法確認環境權，並開始環境權的司法實踐。

7

近年來，中國政府積極努力推動已形成較為完整的環境保護相關法律
體系，包括污染防治領域、資源保護領域、自然區域和生物多樣性保護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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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等等。尤其是 2010 年以來更制定《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
《節能減排「十二五」規劃》等政策，修訂《水土保持法》和《環境空氣
品質標準》，頒佈《消耗臭氧層物質管理條例》等行政法規，此似乎提高
保障公民環境權益、建設生態文明國家的法制水準。與此同時，在環境保
護領域的財政投入亦不斷加大。「十一五」期間全國財政投入環保經費是
「十五」期間的 3.71 倍，2012 年全國財政環保投入 2932 億元，比 2009
年增長 51.6%。

8

然而，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間關係似乎存在著難以同時兼顧之「抉擇
困境」。中國政府長期急功近利的採取「趕超戰略」的經濟發展模式，已
迫使其環境污染難以有效治理。嚴重的環境污染往往導致主要大城市常年
被霧霾籠罩，河流被生活和工業污水所污染；工業化過程中土地被重金屬
等污染，甚至不少地方出現「癌症村。儘管環境法律體系建構已有逐漸完
善趨勢，但仍缺乏嚴格有效的法律來遏制環境之日益惡化，以致公眾維權
抗爭事件有增無減。換言之，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之同時，環境已然受
到嚴重破壞及犧牲，尤其空氣污染、河流污染、土壤污染嚴重威脅人民的
生活和健康。儘管中國政府表示其環境立法日趨健全，環境污染問題正在
得到有效控制和改善。然而，中國政府基於經濟增長目標，在環保法上存
在「有法不依，執法不嚴、違法不究」的現象十分普遍，其環境污染治理
仍然任重而道遠。
中國頻頻發生以環保問題為引爆點的群體性事件，主因也在公眾無法
9

運用正常的法律的途徑解決環保問題。 其主要原因以徵地拆遷衝突、環
境污染衝突和勞動爭議為主，涉及環境權與經濟權抗爭幾乎佔有 80%，足
見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並存現象刺激了公眾社會抗爭事件頻頻爆發及公民
10

權保護之崛起。 據 2013 年環境保護部公布環保舉報案件顯示，僅 7 月受
理群眾舉報 179 件，比上月增長 20%。其中，河北（22 件）、山東（2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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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19 件）三省的舉報數量位於全國前列，這三個省在全國經濟發展中
也是名列前茅。從各地環保部門調查處理的情況看，存在環境違法問題的
有 155 件，佔受理總數的 87%，有 24 件未發現群眾反映的問題。存在污
染問題的案件中，涉及大氣的 101 件，佔 65%，涉及水的 31 件、涉及噪
聲的 28 件、涉及固體廢棄物的 6 件、涉及項目審批的 49 件。據此推知，
空氣、水源污染比重較為高。

11

本文分析重點主要分成兩部分，第一部份主要探討中國經濟人權發展
的問題。首先是探討肆意亂收費問題，包括地方政府利用企業年檢亂收費、
教育亂收費行為仍普遍、金融機構亂收費問題、公共服務機關亂收費問題、
罰款經濟成為地方財政創收管道及缺乏市場規範陷入消費陷阱；第二是探
討物價水準影響公眾生活問題；第三是分析政府樓市調控政策與房價上漲
控制問題；第四為工資指導線漲幅問題；五、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問題；六、
地方政府違法徵地行為問題。第二部份主要是探討中國環境人權保護所遭
遇問題，首先是探討水資源污染問題，包括海洋環境近岸海域污染持續惡
化、河川及地下水污染嚴重問題、各種水源污染問題；再者，分析土壤污
染課題與治理，土壤受重金屬污染、土壤退化與農業污染及濕地面積減少
問題。本文研究結果初步指出中國推動經濟環境人權困境，在於國家環保
部門職能未能整合；政府管制放鬆違法成本低；難脫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
雙重抉擇困境。與此同時，推動經濟環境人權策略，則包括強化公眾環境
保護參與權與知情權、建立環境救濟權公益訴訟機制，及變革地方官員考
核機制與納入綠色 GDP 指標。

二、經濟人權發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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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肆意收費問題相當普遍

1.地方政府利用企業年檢亂收費：
不少地方政府趁機利用企業年檢採取「捆綁」收費方式，要求一般個
體戶要繳幾百元，而私營企業卻要繳上千元。企業必須在年底面臨各種名
目的檢查和會議，例如查衛生、查賬目、入網入會、訂報紙、搞培訓、開
座談會等等。表面上企業交的很多費用是由社團組織和仲介服務機構收
取，但實質上這些收費的背後隱約可見地方政府權力部門的影子。例如企
業註冊、年檢時被收取會費，交費是在工商所完成；大貨車壞在路上被收
取上萬元的「天價」拖車費，拖車公司係由交管部門指定；個體戶參加座
談會被收取高額會議費，會議通知是政府部門以文件的形式所發出。由於
企業顧慮到權力部門與收費者的緊密關係，因而不敢輕言拒繳。

12

2.教育亂收費行為仍十分普遍：
6 月中旬教育部派出 10 個檢查組，在全國嚴查各種形式的與入學掛鉤
13

的擇校費、捐資助學費等違規收費行為。 同月海南省提出重點整治教育
亂收費行為方案，堅決治理「課堂內容課外補」、公辦教師在校外培訓機
構兼職補課、學校組織集體補課亂收費等突出問題。對經查實有擇校亂收
費行為的中小學，不得評定為「規範化學校」或「一級學校」；對已經評
定的，應取消其稱號，並向其主管部門建議追究校長和相關責任人的責任。
14

7 月重慶市開展中小學教師亂辦班亂補課、義務教育擇校亂收費、學校

亂招生等專項檢查，受理亂收費、招生錄取等舉報投訴 56 件次。共查處
40 名教師暑期亂辦班亂收費、3 起義務教育擇校亂收費共 952 萬元。

3.金融機構亂收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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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 2010 年，銀行收費項目從 300 項增加到 3000 項，增加 10 倍。
銀行涉嫌亂收費的幾種表現：銀行涉嫌虛假告知，很多銀行的首頁上根本
查不到銀行卡資費表，有些銀行雖然能夠查到但頗費周折。並且即使設置
16

標準也不是「最終標準」，各分行可以另立標準。 2013 年 11 月農業銀行
北京市分行發佈公告稱，將從 12 月 1 日開始收取個人消息通知服務費，
收費標準為每帳戶每月 2 元。至此，國有四大商業銀行全部開收交易短信
通知費，銀行在收費方面擁有絕對的話語權，主要源於其自身強勢的壟斷
地位。因此，不少公眾認為應深化金融改革破除壟斷，降低銀行業市場准
入門檻，通過競爭機制倒逼銀行提供低收費甚至免費的優質服務。

17

4.公共服務機關亂收費問題：
(1) 影印費問題：江西省宜春市中級人民法院複印卷宗時，每頁收費 3
元，法院複印費多高於市場價；而在哈爾濱、武漢、南昌等地的中級法院
複印費一般是 5 角 / 頁，以哈爾濱為例，在外複印一般收費是 2 角。在醫
院、高校、圖書館、檔案館、行政部門等提供公共服務的機關，也存在同
18

樣的問題。 (2) 停車收費問題：廣州市公園停車場產生亂收費問題，公園
停車場為公共停車場，即使公園將其外包給其他私人業主，其收費標準應
根據物價局制定的價格標準，物價局規定 2 元 / 小時，公園停車場收 3 元
19

或 5 元 / 小時。 (3) 結婚登記收費：湖北省公安縣不少新婚夫婦在該縣登
記結婚時，「被要求」進行宣誓，並繳納 198 元的「宣誓費」，這些服務收
費達近 40 萬元。基本上，公共服務部門應為民眾提供方便，私設收費名
20

目可能存在民政部門與企業間的利益鏈條，以及個別人的腐敗行為。 (4)
醫療服務收費問題：1 月山東省青島市某孕婦懷雙胞胎，做孕檢竟被醫院
收雙倍檢查費。根據山東省規定無論是單胞胎還是多胞胎，皆是按照單胞
胎的收費標準來收費。醫院未經物價局批准，自定標準多收雙胞胎孕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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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檢查費，係屬亂收費行為。 5 月重慶市爆發 5 家民營醫院被查處，的確
存在重複收費、自立專案收費、超標準收費和超過最高限價、規定差價率
銷售藥品、耗材等價格違法行為，違法所得金額 80 多萬元被全額沒收。

22

5.罰款經濟成為地方財政創收管道：
各地方政府規定公民應義務植樹及繳納綠化費，全國主要地市的綠化
費徵收標準相差不一，例如鄭州 25 元、瀋陽 20 元、南京 13 元、武漢 12 元、
廣州 10 元、重慶 10 元。事實上，根據國務院《關於開展全民義務植樹運
動的實施辦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的規定中所提到收取綠化費的問
題，此規定並不具有強制性及收繳綠化費亦無全國統一標準，但一些地方
政府出臺法規擴大《實施辦法》規定，加入收取綠化費、甚至罰款等規定
皆非適宜。另根據《憲法》第 26 條第 2 款規定「國家組織和鼓勵植樹造林，
保護林木」，植樹造林應由國家出資，而不應該由公民出資；若強制公民
完成植樹任務並繳納綠化費係違背《憲法》規定。無庸置疑的，這已侵犯
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地方政府以綠化為名實則為「創收」目標，透過「罰
款經濟」增加財政收入。

23

6.缺乏市場規範陷入消費陷阱：
(1) 家電修理亂收費：家電維修行業存在的亂報費不合理現象，讓消費
者深惡痛絕。6 月報導指出北京市聯通公司清查 172 家家電維修經營者的
服務電話，百度公司清理近 1500 個虛假家電維修網站，駁回和下線處理
214 家資質不合格的家電維修經營者商業推廣請求。根據中國家電維修協
會的要求，家電維修經營者在店面顯著位置應懸掛明碼標價公示欄 ( 牌 )，
24

家電維修從業人員上門服務應攜帶並主動出示收費價格手冊。 (2) 旅遊消
費陷阱：旅遊消費陷阱增加一項即是小心「拍照陷阱」，通過各種手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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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索取，亂收強收「合影費」及「取景費」，這種強買強賣、不明碼標
價的擾亂市場秩序之不法行為，乃因風景區管理不當及巧立名目收費並不
會遭受嚴懲，其違規成本太低，導致此類現象一再層出不窮。

25

(二)物價水準偏高民眾難接受
中國經濟正從高速增長期向平穩增長期過渡，經濟轉型和市場競爭加
劇有利於物價穩定。然而，面對貨幣存量規模偏大、地方政府投資衝動、
食品漲價壓力較大、輸入性通貨膨脹風險較大等諸多挑戰，中國物價形勢
仍比較嚴峻。其中，要素價格提高使成本推動的漲價壓力加大，勞動工
資、土地、水等資源價格、原材料價格是決定企業生產成本的主要因素。
2002 － 2011 年，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貨幣工資由每年 12373 元增加到
每年 41799 元，增長 237%；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指數上漲 70%，建築安
裝工程價格指數上漲 52%，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數上漲了 35.8%。無疑地，
要素價格上漲及生產成本提高，將加大物價上漲壓力。

26
27

2013 年物價進入新一輪上升階段，CPI 步入 3%-3.5% 區間。 例如前
10 個月江蘇省 CPI 平均為 2.3%，全國為 2.6%，均和年初確定的 3.5% 左
右調控目標保持著「安全」距離，但後來 CPI 持續溫和走高，前 10 個月
全國和江蘇的 CPI 平均漲幅再升 0.1 個百分點，通脹已處上升週期中 11 月
份全國和江蘇的 CPI 均越過 3% 的溫和通脹水準線，全國創下近 8 個月以
來新高，而江蘇則是首次超過。

28

2013 年第 2 季度，由中國人民銀行在全國 50 個城市進行的 2 萬戶城
鎮儲戶問卷調查顯示：物價感受方面，居民物價滿意指數為 21.8%，比上
季提高 1.8 個百分點，高於前兩年的平均值。其中，59.1% 的居民認為物
價「高，難以接受」，比上季下降 3 個百分點。居民未來物價預期指數為
66.8%，與上季基本持平。其中，36.8% 的居民預期下季物價水準「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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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的居民預期「基本不變」或「下降」，11.4% 的居民「看不準」。此
顯示，大部分民眾仍認為物價太高難以接受，儘管環比略有下降些許。

29

2013 年第三季度儲戶問卷調查顯示，居民物價滿意指數為 21.4%，比上季
度回落 0.4 個百分點。居民未來物價預期指數為 70.5%，比上季度提高了 3.7
個百分點。

30

(三)房價偏高中央調控效果有限
據中國指數研究院統計，就同比而言，2012 年 12 月全國 100 個城市
住宅均價與 2011 年 12 月相比微幅上漲 0.03%，結束此前連續 8 個月的下
跌。就環比而言，57 個城市環比上漲，43 個城市環比下跌。由於 2013 年
中央政府樓市調控政策依然維持比較強的力度，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繼
續堅持房地產調控緩解價格向上動力，抑制房價過快上漲，房地產市場出
現大起大落的概率不高。基本上，房價上漲已是事實，例如百城房價環比
連漲 7 月、部分城市地王再現；但未來大幅反彈可能性不大，房價將溫和
上漲。

31

國家統計局公布數據印證全國房價普漲現象。70 個大中城市中，69
個同比上漲，65 個環比上漲。這是自 2013 年初「國五條」施行以來房價
再創新高，面對行政化調控「越調越漲」的怪圈，中共中央十八屆三中全
會提出：調控回歸市場化，完善土地供應和房產稅改革將成為調控樓價的
32

主要手段。 房價漲跌關鍵取決於樓市的供求關係，而土地供應量作為樓
市潛在供應量指標，則將直接影響未來半年或一年樓市的市場供應量，因
此確保未來土地供應有助於穩定市場預期。北京市 1 月供應的土地近七成
將以招標方式出讓，解讀為嚴防「地王」之舉。

33

國家統計局發布數據也顯示，1-5 月份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購置面積
11756 萬平方米，同比下降 13.1%，降幅比 1-4 月份擴大 4.5 個百分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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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房地產企業拿地外移狀態相比，2013 年以來房企拿地有向一線及其他
34

重點城市回歸的趨勢，受此影響全國地價有整體上行趨勢。 同比來看，5
月十大城市全部同比上漲，平均價格增幅達 9.68%，連續第 7 個月上漲，
漲幅擴大 1.79%。其中廣州、北京、深圳、成都漲幅均超過 10%；十大城
市主城區二手房均價同比漲幅近二成。另土地市場在 5 月繼續升溫，北京、
上海、長沙等地頻現「地王」或高溢價成交。國家統計局公佈前 10 月 70
個大中城市房價，據統計與 2012 年的同月相比，10 月份，70 個大中城市
當中，新建的商品住宅價格上漲的城市有 69 個，僅溫州一地下降，降幅
1.5%。其中，北京、上海、廣州、深圳價格均同比上漲超過了 20%。21
35

城市房價漲幅高於 10%。 部分城市的新開樓盤儘管面臨「國五條」、限價
等調控政策限制，但多數項目價格穩中有漲；在土地價格上漲、熱點城市
當前供應依然不足、貨幣政策預期放寬的大環境下，未來房價繼續上漲的
預期依然較強。

36

儘管房價月度平均價格指數的漲幅再次收窄，但一線城市領銜下的房
價同比漲幅仍處於高位，在 5 月全國土地市場再度升溫的背景下，房價上
漲的預期依舊存在。由於「國五條」在各地落地的執行細則力度過小，按
37

照目前的大部分城市調控力度，房價大漲的可能性降低。 值得關注的是，
為控制房價過快上漲，廣州市國土房管局對高價盤採取「限簽約」、「限預
售」的行政干預措施，然實行後並未改變民眾對於房價上漲的預期，當地
房價依然難掩漲勢，該市房價同比漲幅連續 5 個月領跑內地大中城市。

38

廣州市從 2011 年開始超出合理性範圍，步入高房價時代。根據聯合國和
世界銀行的「房價收入比」標準為 4-6 倍。2001 － 2005 年廣州市房價收
入比低於 6，2006 年上升到 7，2011 年房價收入比已達到 9.602，超出房
價標準的合理性範圍。

39

中國人民銀行發佈 2013 年第 2 季度儲戶問卷調查報告顯示，66.7%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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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認為目前房價「高，難以接受」，比上季下降 1.3 個百分點，比 2011
年 3 季度時的最高值下降 9 個百分點。31% 的居民認為目前房價「可以接
受」，2.3% 的居民認為「令人滿意」。對下季房價，34.1% 的居民預期房價
「上漲」，45.3% 的居民預期「基本不變」，7.3% 的居民預期「下降」。

40

同時，房地產價格也出現一定上漲，尤其是一線城市房價上漲幅度較大，
有可能向租金及其他相關領域傳導，增大成本壓力。

41

為遏制房價持續大幅上漲的態勢，京滬深等一線樓市調控政策進一步
趨緊，已將二套房貸首付比例增至七成，多地銀行審批條件從嚴、首套房
貸利率優惠取消等現象，一些城市的個別銀行甚至已經暫停個人房貸業
42

務。 11 月 8 日上海發佈《進一步嚴格執行國家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相關
措施》（下稱「滬七條」），以期遏制價格上漲趨勢。事實上，深圳、北京
等一線城市均已發佈新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措施「深八條」和「京七條」。「滬
七條」最受市場關注的是對限購、限貸政策的升級。其中，購房條件「從
能提供自購房之日起算的前 2 年內在本市累計繳納 1 年以上，調整為能提
供自購房之日起算的前 3 年內在本市累計繳納 2 年以上」。二套房首付比
43

例，從不得低於 60% 提高至不得低於 70% 及以上。 11 月 18 日廣州市出
臺《廣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做好房地產市場調控工作的意見》
（簡稱「穗六條」），規定非本市戶籍五年內連續納稅滿三年才可買房，二
44

套房首付比例 70%。 整體而論，不論是「國五條」，還是「深八條」、「京
七條」、「滬七條」等，多是以限購、限貸為核心的調控政策，打擊投資投
機性購房，並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供給的問題，因此影響房價上漲的因素依
45

然存在，後續房價整體上漲趨勢依然明顯。 儘管北京、上海、廣州、深
圳等地不同程度加強政府對於房價的行政控制，但政府的調控之手仍然難
以拉住房價的脫韁之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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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資指導線漲幅問題
2008 年以來，中國全國最低工資標準年均增幅 12.6%。根據《最低工
資規定》，各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每兩年至少要調整一次。2011 年全國有
24 個省份年內調整最低工資標準，2012 年有 25 個省份調整最低工資標準，
平均增幅為 20.2%；2012 年度 23 個省份發佈工資指導線，基準線普遍在
14% 左右。截至 2013 年 9 月，全國已有 14 個省（區、市）發佈 2013 年
的企業工資指導線。其中，甘肅基準線最高，達 17%，廣東基準線最低，
為 10.5%。在這 14 個地區中，除福建省未設定上線外，山東省的上線最高，
為 22%，上海市和廣東省的上線最低，均為 16%；而下線最高的是甘肅省、
四川省和吉林省，同為 7%；最低的是寧夏，為零增長。

47

中國政府強調必須完善企業工資制度，其內涵包括完善人力資源市場
工資指導價位和行業人工成本資訊指導制度，加快建立企業薪酬調查和
資訊發佈制度，探索發佈重點行業工資指導線。同時，積極擴大工資集
體協商覆蓋範圍，推動建立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探索建立最低工資標準評
48

估機制，穩慎調整最低工資標準。 河南、陝西、浙江、北京四省市最低
工資標準 1 月 1 日起再次上調。上調後，河南省一類行政區域月最低工資
標準為 1240 元，陝西省一類工資區月最低工資標準 1150 元，浙江省最
高檔的月最低工資標準為 1470 元，北京市最低工資標準由每月 1260 元
調整為 1400 元。2013 年北京市設定企業工資指導線，企業職工平均工資
增長的平均線確定為 12%，為 2010 年以來的最高值，工資漲幅最高不超
16.5%。同時，首次明確普通職工工資不增長的企業，經營者和管理層也
不能增長工資。

49

廣 東 省 東 莞 市 提 出 東 莞 企 業 2013 年 調 整 工 資 的 指 導 線 基 準 線 為
10.5%，上線（警戒線）為 16%，下線為 4%。然而應漲薪 10.5% 只是具
有指導性，並沒有強制性，許多企業員工認為按指導線漲薪希望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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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 8 月份蘇州工業園區企業全體職工平均基本工資為 3961 元 / 月，
同比增長 13.8%；2013 年 1 至 8 月，園區企業全體職工基本工資的調薪幅
度為 8.1%，全年增幅預計可達 10.5%，高於《指導建議》提出的「增長基
準線」（10%）0.5 個百分點。

51

基本上，解決目前收入分配問題上的不公平現象，絕非簡單的理解為
只要漲工資即可以達到政策目標。如果政府利用行政手段漲工資，結果可
能將導致群體間的收入差距更加擴大化。目前城鄉、地區和行業間的收入
差距仍較大，一些行業薪酬明顯高於全社會平均工資水準。中國公眾盼望
革除不合理因素帶來的收入鴻溝，讓勞動、資本、技術和管理等生產要素
按貢獻大小得到公平合理的回報。中國政府若要解決「分配不公」的問題，
關鍵在於打破壟斷、縮小行業間和人員間的收入差距，讓勞動者的合法收
入和財產性收入成為收入的主體；在分配過程中約束權力影響作用，阻止
權力與金錢的交換。

52

(五)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問題
按照中國國家統計局估計，從 2000 年至 2008 年期間全國收入差距一
直處於擴大趨勢，基尼係數從 0.44 上升到 0.49 以上。近幾年收入差距出
現緩慢下降的勢頭，例如全國的基尼係數從 2008 年的 0.491 下降到 2012
年的 0.474。從收入差距上看，農村內部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趨勢有所放
緩，而且近兩年甚至出現收入差距縮小的情況。同時，城鎮內部的實際收
入差距加速擴大，全國收入差距擴大達到半個世紀以來的最高水準。

53

尤其是農民收入持續快速增長，2012 年農民增收實現「九連快」，預
計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 7800 元左右，比 2003 年增加 5000 多元，九年間
年均名義增長 13%。特別是 2009 年以來，農民收入增速持續超過城鎮居
民，城鄉收入相對差距逐漸縮小。自 2010 年起，農村居民每人平均純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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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增速已連續 3 年超過城鎮居民，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在 2000-2009 年期
間出現明顯擴大，城鄉居民收入比率從 2.78 倍上升到 3.33 倍，2009 年為
歷史上的最高水準；3 倍以上的城鄉收入差距在一定程度反映基本現實。
54

全年城鄉居民收入比由 2010 年的 3.23：1 下降至 2012 年的 3.10：1。

2012 年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565 元，農村居民純收入 7917 元，
55

城鄉居民收入比為 3.10:1，為 10 年來最低值。 城鄉居民收入增長比 GDP
「跑得快」，農民收入增長比城鎮居民收入「跑得快」，符合中共所提出的
「努力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
配中的比重」的要求。

56

2012 年前三季度農民人均現金收入增長 12.3%，超過城鎮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速 2.5 個百分點。基本上，依此增長率要實現農民收入翻番目
標難度並不大。2005-2011 年，農民人均純收入從 3255 元增加到 6977 元，
收入翻番用 6 年，如期完成 2020 年收入翻番目標是很有希望的農民收入
增速下滑，收入倍增壓力加大。中共黨的十八大提出 2020 年城鄉居民收
入比 2010 年翻一番，意味著農民人均純收入每年需實際增長 7% 左右。農
民收入儘管保持較快增長，但增速已出現明顯下降的趨勢。2013 年前三季
度農村居民人均現金收入 7627 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 9.6%，比 2012
年同期下降了 2.7 個百分點，比 2011 年同期下降 4 個百分點。其中，受農
業生產成本提高和農產品價格比較低迷的影響，占農民收入一半以上的家
57

庭經營性收入增幅大幅下降，農村居民收入倍增面臨著很大的挑戰 。預
計全年農民收入仍將繼續保持較快增長，人均純收入可以實現 7.5% 以上
58

的增長目標，增速繼續快於城鎮居民。 然而農民增收真正的難點在於縮
小城鄉收入差距，儘管相對差距雖然有所下降，但城鄉收入絕對差距一直
在不斷擴大。總體而論，城鄉收入差距縮小的趨勢仍然很不穩固。

59

中國政府已將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核心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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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報告亦將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任
務，並提出收入分配差距縮小，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扶貧對象大幅
減少的目標。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是實施擴大內需戰略的根本途徑，目前城
鄉居民人均消費比值是 3 : 1 左右，擴大內需戰略能否順利實現，其關鍵
在於農民收入能否持續快速提高。從目前到 2020 年左右，中國皆處在跨
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因此必須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順利跨
60

過陷阱，經濟發展始能再上新的平台。 有鑑於此，中國必須加大財政投
入，2007 － 2012 年中央財政「三農」累計支出 4.47 萬億元，年均增長
23.5%。同時，建立健全種糧農民補貼制度和主產區利益補償機制，補貼
標準逐年提高，覆蓋範圍不斷擴大，補貼資金從 2007 年的 639 億元增加
到 2012 年的 1923 億元。

61

(六)地方政府違法徵地行為
根據國土資源部統計顯示，截至 2011 年底全國保有耕地 18.2476 億畝，
比 1997 年的 19.49 億畝減少 1.24 億畝，人均耕地僅 1.35 畝，不到世界平
均水準的一半，中低產田占耕地總面積近 70%。耕地面積關係糧食供應體
系的安全運行，近年來城市化加速刺激大量土地需求，衝擊和侵蝕所謂「18
億畝耕地紅線」。目前耕地總量保護難度加大，建設用地供需矛盾突出，
城鎮和農村建設雙向擠佔耕地，刺激違規違法佔用耕地動力，儘管堅持實
行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度，為維護糧食安全的基礎和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的
重要內容。

62

《2013 年社會藍皮書》指出每年因各種社會矛盾而發生的群體性事件
多達數萬起甚至十餘萬起，其中，徵地拆遷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佔一半左
右」。地方政府多以低價從農民手中徵地，再以數倍甚至幾十倍的價格出
讓給開發商等單位。2011 年土地出讓金總額即高達到 3.15 萬億元，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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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全 國 300 個 城 市 土 地 出 讓 金 總 額 為 19504.3 億 元， 同 比 減 少 13%；

63

2013 年前 11 個月 300 個城市土地出讓金收入超過 2.7 萬億元，比 2012 年
64

同期增加 62.65%。 事實上，「土地財政」已是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的重要
來源，有些地方的土地收入佔地方預算支出的 50%，甚至更高；至於全國
的平均水準約在 30% － 40%。

65

這導致地方政府基於財政收入刺激，大肆任意利用「公共利益」名義
徵地，然而徵地補償費不足，致失地農民頻繁維權抗爭。儘管從 2008 －
2011 年期間，徵地補償標準提高 30% 以上，主要用於徵地拆遷補償、農
民補助等支出 3.5 萬億元，2500 多萬被徵地農民納入社會保障。然一次性
66

貨幣安置為主的單一模式，弊端越來越凸顯。 有鑑於此，2012 年 12 月，
國務院提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的草案，刪除現行法律第 47 條中按土地
原有用途補償和 30 倍補償上限的規定，確定「公平補償」原則，但對如
何計算補償數額未明確規定。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改革徵地制度，提
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益中的分配比例」，此為第一次將徵地制度改革內容
寫入黨代會報告。

67

2013 年 1 月 23 日國務院再次強調徵收農民集體土地應當按照合法、
公正、公開的原則，制定嚴格的程式，給予公平補償，在土地補償費上取
消 30 倍的「天花板上限」。十八屆三中全會針對農村土地改革內涵，揭櫫
建立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實行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
；
縮小徵地範圍、規範徵地程式、減少非公益性用地劃撥；建立兼顧國家、
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收益分配機制。這有助於打破土地利益過度集中於
地方政府與開發商分享，形成村集體與農民在城鄉統一交易市場中同權同
價的公平交易，衝破現行土地市場的雙元結構。然而即使這樣的改革仍存
在若干問題，包括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是否等同商業用地爭議、動搖 18
68

億畝耕地紅線、危及糧食安全及增加失地農民。 因之，這是一種「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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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並無法根本解決農村土地問題。
針對個別地方發生的暴力徵地事件，國土部、監察部相繼發出通知要
求各地國土部門和監察部門嚴查違規違法暴力徵地。5 月 13 日，國土資源
部辦公廳下發《關於嚴格管理防止違法違規徵地的緊急通知》，要求進一
步加強徵地管理，不得強行實施徵地及杜絕暴力徵地，對徵地程序不規範、
補償不到位、安置不落實的，必須立即進行整改，要完善徵地實施程序，
69

落實徵地資訊公開要求，切實保障農民的知情權、參與權。 根據《國家
土地督察公告（第 6 號）》顯示，2012 年國家土地督察機構僅僅對對北京
市門頭溝區等各地 54 個地區、361 個縣（市、區）開展例行督察，即發現
部分地區依然存在違法違規批准農用地轉用和土地徵收、徵地補償安置；
土地批而未供、擅自改變土地用途；違法違規佔用土地、土地執法監管職
責履行不到位等八類問題。國家土地督察機構督促地方立案查處土地違法
案件達 8550 件，追繳土地出讓收入和收繳罰款 170.82 億元，收回閒置土
地和盤活批而未供土地 53.11 萬畝，拆除和沒收地上違法建（構）築物面
積 3571.84 萬平方米，2311 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
責任 216 人。

70

地方政府違法徵收土地的案例，不勝枚舉。例如：(1) 廣東省廣州市
江門新會區睦州鎮南安村的數百村民因對本村土地被政府賣掉不滿，隨後
發生聚集並與前去調解的當地工作人員發生衝突。該村 273 畝土地於 2006
年由村委會租賃給睦州鎮政府達 50 年，但鎮政府隨後把土地租賣給華津
71

集團，且無給村民任何土地補償費。 (2) 河南省新蔡縣政府將 6.7579 公
頃的新增建設用地以招標出讓的方式出讓給江蘇偉利投資有限公司，將尚
未徵收的、農民手中的集體農用地作為國有建設用地出讓，出讓金額為約
25 萬多元一畝。而與其一路之隔，相距不遠的一塊商業、住宅用地，使用
年限一致，成交價格卻達約 62 萬元一畝。地方政府與開發商拆房毀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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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3) 江蘇省南京市浦口區國土局一地二嫁涉違法，土地權益人竟然對
73

土地被出讓、劃歸國有毫不知情。 (4) 陝西省西安市灃京工業園開發服務
實業公司違法徵地占地案，違法徵收集體耕地 702.92 畝，其中戶縣規劃建
設和住房保障局違法佔用徵地範圍內的 56.4 畝建設道路，陝西省國土資源
74

廳決定整改期間暫停戶縣的農用地轉用和土地徵收審批。 (5) 陝西省韓城
市重陽村群眾反映當地政府在未取得徵地審批手續前，村民們賴以生活的
75

300 畝良田被強行徵佔，並已開始施工。 (6) 山東省濟南市建設的濟西濕
地公園，其開發投資方為濟南市西區投融資管理中心（現為「濟南西城投
資開發集團有限公司」），以土地租用形式給予被占地的村民每年每畝 1400
元的補償，涉及被「租用」的耕地部分屬於基本農田，不得違反法律規定
的許可權和程式徵收集體所有的土地，並且土地用途實行國家管制，禁止
76

任何單位或個人非法佔用耕地及破壞基本農田。 (7)11 月爆發江蘇省南通
市先鋒鎮政府在集體土地尚未被批准徵收時，即提早 6 個月脅迫農民拆遷，
77

且在沒有法院授權下強拆民房。 (8) 同月報導廣東省英德市橫石塘鎮編造
「虛假無效的材料」作為申報國土批文的依據，把村民的集體出租地報批
為國有建設用地，圈佔 2000 多畝「騙徵」農民的土地，並拍賣給該專案
開發商進行「仙湖溫泉」開發項目。

78

三、環境人權發展困境
(一)水資源污染問題與治理
中國日益嚴重的水污染正引發越來越高的關注，政府投入的治理資
金 也 快 速 增 長。2010 年 工 業 廢 水 排 放 237.5 億 噸， 占 廢 水 排 放 總 量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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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7%。中國大陸水資源三分之一是地下水，2011 年全國 200 個城市開展
了地下水水質監測，共計 4727 個監測點，其中優良 - 良好 - 較好水質監測
點比例為 45.0%、較差 - 極差水質監測點比例為 55.0%，污染情況較為嚴重。
事實上中國大陸 90% 的城市地下水不同程度地遭受著有機和無機有毒有害
79

污染物的污染。 「十二五」水污染環保計畫投入 11786 億元，主要針對
生活污水、工業廢水、流域治理等。其中，全國城鎮汙水處理設施建設規
80

劃投資 4300 億元，全國工業廢水治理投資至少 1292 億元。 2011 年，環
保部、國土部與水利部聯合公佈的《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中，預計 2015
年年底前，將完成地下水污染狀況調查和評估工作。到 2020 年，對典型
地下水污染源實現全面監控，地下水污染防治體系基本建成。

81

1.海洋環境近岸海域污染持續惡化
據中國國家海洋局發布的《2012 年中國海洋環境狀況公報》指出，海
洋環境質量狀況總體較好，但近岸海域環境問題依然突出。其中蓬萊 19-3
油田溢油事故和大連新港「7•16」油污染事件對鄰近海域生態環境造成
的污染損害依然存在。整體言之，管轄海域海水環境狀況總體較好，符合
第一類海水水質標準的海域面積約佔管轄海域面積的 94%；近岸以外海域
水質總體良好並保持穩定。但部分近岸海域污染依然嚴重，未達到第一類
海水水質標準的海域面積為 17.0 萬平方公里，高於 2007-2011 年 15.0 萬
平方公里的平均水準。

82

個別省分以廣東省為例，該省發布 2012 年《海洋環境狀況公報》指
出近岸海域海洋生態環境質量有持續惡化的趨勢，暫未得到根本扭轉。部
分近岸海域污染依然嚴重，水質劣於《海水水質標準》第四類的海域面積
約佔廣東省近岸海域面積的 6.5%，較 2011 年增加約 1 個百分點，劣四類
水質海域主要集中在珠江口等河口海域，約 44% 的海洋功能區海水質量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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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全滿足其功能區海水質量的要求。2012 年實施監測的 82 個各類代表
性入海排污口中，有 28 個入海排污口排放的污水中污染物濃度超過《廣
東省水污染物排放標準》，超標率約 34%。其中，工業廢水入海排污口
超標率約為 14%，而污水入海排污口的超標率為 56.8%，比 2011 年增加
14.3%。這導致沿海珊瑚礁減少，南海的珊瑚礁發生驚人的生態退化，中
國和毗鄰海南島的海岸沿線，原本豐富的珊瑚礁已減少超過 80％，珊瑚礁
的情況為「嚴重的下降、退化和破壞」。換言之，經濟持續擴張，加劇許
多惡劣的環境問題，其中包括沿海的經濟開發及不可持續性的捕撈、污染，
使得廣泛棲息地大規模消失。

83

2.河川、地下水污染嚴重
據《中國環境狀況公報》指出在對全國近 14 萬公里河流進行的水質評
價中，發現近 40% 的河水受到嚴重污染。在七大水系的 571 個水質監測斷
面中，Ⅰ～Ⅲ類水質斷面比例占 63.9%，劣Ⅴ類水質斷面比例占 12.4%。
七大水系水質總體為輕度污染，水質保持基本穩定。在近岸海域 301 個海
水水質監測點中，達到國家一、二類海水水質標準的監測點占 69.4%，三
84

類海水占 6.6%，四類、劣四類海水占 23.9%。 另一項調查也顯示在被統
計 131 條流經城市的河流中，嚴重污染的有 36 條，重度污染的有 21 條，
中度污染的有 38 條。中國水資源總量的 1/3 是地下水，全國有 90% 的地
下水皆遭受不同程度的污染，其中 60% 污染嚴重。有關部門對 118 個城市
2-7 年的連續監測資料約有 64% 的城市地下水遭受嚴重污染，33% 的地下
85

水受到輕度污染，基本清潔的城市地下水只有 3%。 依據 4 月江蘇省地質
調查研究院公布「江蘇地下水污染調查評價」顯示，雖然全省大部分深層
地下水經過適當處理可作為生活飲用水水源，但地表以下 60 米內的淺層
地下水卻不容樂觀。《中國綠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表明，2008 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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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因包括水污染在內的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 5000 多億元，約
占當年 GDP 的 4%。2010-2012 連續三年進行的「小康環境調查」則顯示，
水污染一直排在公眾感知的環境威脅的前三位。2012 年調查顯示 71.8% 的
受訪者感覺目前正受到水污染的威脅，比 2011 年增加了 6.5 個百分點。

86

目前中國仍有 2.98 億農村居民的飲用水不安全，20% 城市居民的飲用
水水源地不達標。2000—2002 年期間，國土資源部曾調查全國地下水資源
符合Ⅰ類至Ⅲ類標準達 63%；2009 年經對北京、遼寧等 8 個省份 641 眼
井的水質分析，水質Ⅳ類至Ⅴ類的卻占到了 73.8%；2011 年全國 200 個城
市的地下水水質監測中，「較差至極差」質的監測點比例為 55%。顯見，
地下水的水質惡化趨勢非常明顯。城市地下水品質狀況更是不容樂觀的，
根據「新一輪全國地下水資源評價」成果顯示，按照《地下水品質標準》，
全國地下水資源符合Ⅰ類－Ⅲ類水質標準的占 63%，符合Ⅳ類－Ⅴ類水質
標準的占 37%。主要城市及近郊地區地下水中普遍檢測出有毒微量有機污
染指標。從數字上來說，2011 年全國共 200 個城市開展地下水水質監測，
其中「較差 - 極差」水質的監測點比例為 55%，占了一多半。與 2010 年
相比，15.2% 的監測點，水質在變差。
中國地質科學院曾公佈的一項名為《華北平原地下水污染調查評價》
的調查報告也顯示，華北平原近半數淺層地下水被污染，即使是在首都北
京，淺層地下水中也普遍檢測出了三致（致癌、致畸、致突變）物質。華
北平原局部地區地下水存在重金屬超標現象，主要污染指標為汞、鉻、鎘、
鉛等，主要分佈在天津市和河北省石家莊、唐山以及山東省德州等城市周
邊及工礦企業周圍；局部地區地下水有機物污染較嚴重，主要污染指標為
苯、四氯化碳、三氯乙烯等，主要分佈在北京市南部郊區，河北省石家莊、
邢臺、邯鄲城市周邊，山東省濟南地區—德州東部，河南省豫北平原等地
區。華北平原淺層地下水綜合品質整體較差，且污染較為嚴重，未受污染

© 2013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經濟與環境人權觀察

149

的地下水僅占採樣點的 55.87%，遭受不同程度污染的地下水高達 44.13%。
2013 年初湖南省城鎮公共供水存在一些問題，近一半的省控水質監測
斷面為三類及以上水質，無法滿足集中式生活飲用水地表水源地水質不高
於三類的國家標準。超過 85% 的水廠依據老標準設計建設，出廠水質達不
到新標準要求。由於未採取防腐措施致銹蝕嚴重，爆管率、漏失率高，二
87

次污染突出。 1 月金山泖港發生船載化學品洩漏事件，此給上海水上危
險品運輸安全敲響警鐘，故上海規劃在全國率先建立化學品水上專業救援
隊，同時通過擴大青草沙水庫保護區等措施，確保上海水源地的安全。過
境上海的危險品船舶必須向上海海事局進行申報，並由海事巡邏船進行跟
蹤護航。目前，上海在長江口建立船舶溢油應急設備庫，上海水域的一次
性溢油控制能力已達到 1000 噸。

88

2 月潮州市潮安縣彩塘鎮擁有「中國不銹鋼製品之鄉」和「不銹鋼王
國」的美稱，但此光鮮的稱號背後為任意排放的廢氣和肆意橫流的污水。
潮安縣政府下發要求整治彩塘鎮不銹鋼產業污染的紅頭文件，開啟為環境
持續破壞的還債之路。不銹鋼產業每年為彩塘鎮帶來超過 1.4 億元的稅收，
89

超過全鎮總稅收的 70%。 2 月位於上海市車墩鎮申港路的蘋果零部件供
應商——日騰電腦配件（上海）有限公司第三工廠，日前將廢切削液和含
油廢液直排至雨水管網後流入鐵路河，造成河道大面積污染鐵路河變成一
90

條「牛奶河」。 3 月大量的死猪從浙江省嘉興市漂到上海市黃浦江水源地，
松江區啟動緊急預案，打撈人員和船隻 24 小時堅守崗位在確保死猪在松
江境內打撈完畢的同時，對水質進行即時監測，上海市水務局宣稱「出廠
水各項指標符合國家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此反映黃浦江上游對廢棄物
處置缺乏相應的監管，這類影響公共安全的違法違規行為需要加強執法處
罰力度。

91

3 月湖南省淥江株洲縣段多處漂浮死猪，流入易俗河最終流進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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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省葉縣城關鄉溝李村為該縣產業集聚區，附近設有水泥廠、鹽化廠、

燒鹼廠、鹽酸廠等多家企業，尤其是鹽化廠投產以來，村民們賴以生存的
地下水已經無法飲用，該鹽化廠竟然通過省環保廳的環境評估，幾名村民
93

跑到省環保廳請領導「喝水」。 4 月，河北滄縣張官屯鄉小朱莊的地下水
變成了紅色，村裡養雞場近 800 隻雞喝後死亡，同時當地三十人患癌。

94

浙江省嘉興縣一造紙廠直排污水，後被多部門聯合強制關停，由於生產設
95

備簡陋，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水、廢氣嚴重污染周邊環境。 雲南省小江
96

部分河段因受到污染成為「牛奶河」事件。 5 月寧波市北侖區春曉鎮慈
嶴村村民因為懷疑村裡的井水遭到農藥污染，500 多戶村民的喝水問題全
靠消防車送水來解決；甘肅省白銀市東大溝流域進行河道底泥重金屬污染
97

治理，污染底泥的厚度約為 50 至 120 釐米，鎘和汞是主要污染物。 9 月
環保部華北環境保護督查中心對北京地表水環境品質狀況監測發現，北京
全市五大水系中所查的 50 條河流，水質幾乎全部超標，河流中化學需氧
98

量、氨氮和總磷分別超標 94.75 倍、75.5 倍和 26 倍。 同月浙江省杭州市
西湖景區一溪流漂浮大量奶白色不明物體，該「牛奶河」經沖洗三遍仍發
99

臭。 11 月江西省發生大量的黑色污水從排污口排出，匯成一股水流流入
贛江。

100

其他水源污染尚包括：(1) 污泥重污染：根據中國污泥處理處置市場分
析報告，每年城鎮汙水處理量相當於一個三峽水庫總庫容，其中污泥 80%
未得到處理，極易對環境造成二次污染。「含有重金屬、有毒有害的各類
污泥，已經成為城市環境的定時炸彈。」污泥中既含有氮、磷、鉀，又含
有重金屬、寄生蟲卵、病菌，不僅殃及地下水、江河水、農田的環境安全
，還會直接通過食物鏈危害人體健康。到 2020 年，預計污泥產量將突破
年 6000 萬噸，國家有關部門應儘速因應。例如深圳市寶安區近海每天上
萬方淤泥傾倒深圳近海造成重污染，打漁量比 2011 年減少三分之一。深

© 2013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經濟與環境人權觀察

151

圳海監 2012 年共查獲海洋環境違法的案件 39 宗，2013 年不到 3 個月的時
間裡，已查獲類似案件 7 宗。

101

(2) 養殖業污染：1 月 5 日環保部、農業部聯合印發《全國畜禽養殖污
染防治「十二五」規劃》，提出「十二五」期間重點治理單元是規模化養
殖場（小區）、污染嚴重的養殖密集區域，重點區域是養殖總量大、污染
負荷重、國家水污染防控重點流域和區域等。《規劃》目標是到 2015 年
畜禽養殖污染防治法規標準體係基本健全，畜禽養殖環境監管和污染防治
科技支撐能力明顯提升，畜禽養殖廢棄物綜合利用和污染治理設施建設得
到加強，嚴重危害群眾健康的突出畜禽養殖污染問題基本解決。根據污染
源普查動態更新調查數據表明，2010 年全國畜禽養殖業的化學需氧量、
氨氮排放量分別達到 1184 萬噸、65 萬噸，佔全國排放總量的比例分別為
45%、25%，佔農業源的 95%、79%，畜禽養殖污染已經成為環境污染的
102

重要因素。 以養猪業為例，中國養猪量占全球總量一半，每年產生糞便
6 億多噸。這些污染散佈在農村，收集和處理困難。隨著生活水準提高，
肉禽在日常消費中的占比提高，養殖業的規模不斷增大，養殖業污染總量
和所占污染的比重呈上升態勢。

103

(二)空氣污染問題
2013 年 1 月中國大陸第一批 74 個率先實現空氣品質新標準監測城市
中，京津冀區域城市的 80 個國家網監測點位中半數以上出現空氣品質連
續超標現象；長三角區域城市的 129 個國家網監測點位約有三分之一出現
空氣品質連續超標現象；其他直轄市及省會城市的監測點位也有不同程度
空氣品質超標。顆粒物（PM2.5 和 PM10）為連續霧霾過程影響空氣品質
最顯著的首要污染物，以嚴重影響環境健康和環境能見度的污染物 PM2.5
為例，上述城市部分點位元的小時最大值達到 900 微克 / 立方米，超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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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品質日均值標準（75 微克 / 立方米）的十倍以上，並超過 AQI（環境空
氣品質指數）日報嚴重污染等級（500 微克 / 立方米）的約一倍，33 個城
市空氣品質達到嚴重污染。可以說，中國大陸目前已經成為世界 PM2.5 污
染最嚴重的地區。
根據環保部監測資料顯示全國空氣品質最差的 10 個城市，主要是包
括邢臺、石家莊、保定、邯鄲、廊坊、衡水、濟南、唐山、北京、鄭州——
京津冀地區就占了 8 個。這種大面積、反復出現的灰霾天的成因，既有來
自本地的污染源，也有本地區與周邊污染的疊加效應。而能源結構不合理、
煤炭消費量過高是導致京津冀地區空氣污染嚴重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
若要推進空氣污染治理，環保部門必須聯合規劃和產業部門對京津冀地區
的城市規劃、產業結構調整重新構思，否則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京津冀地區
104

的空氣污染。 2013 年上半年，74 個城市平均達標天數比例為 54.8%，
超標天數比例為 45.2%，其中輕度污染佔 25.4%，中度污染佔 9.5%，重
度污染佔 7.5%，嚴重污染佔 2.8%。京津冀地區空氣品質平均達標天數比
例為 31.0%，低於 74 個城市平均值 23.8 個百分點，重度污染以上天次佔
26.2%，高於 74 個城市平均值 15.9 個百分點，主要污染物為 PM2.5，其
次是 PM10 和 O3。

105

2013 年北京正式實施新的《環境空氣品質標準》，依據更嚴格標準對
空氣品質開展監測、做出評價、發佈資訊。35 個監測站 1 日開始即時發佈
PM2.5 等污染物的濃度資訊，以及前 24 小時空氣品質指數。新標準空氣
品質指數將空氣品質分為優、良、輕度污染、中度污染、重度污染、嚴重
污染六個級別，而老標準只有五個級別。北京市 2012 年底出臺《北京市
空氣重污染日應急方案（暫行）》，方案將空氣重污染日分為重度、嚴重、
極重，分級採取相應的污染應對措施。這是北京首次實施「極重污染日應
急措施」。重污染日的分級將根據 AQI 指數的高低劃分。當一個或多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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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24 小時 AQI 指數達到 500 則為極重污染日。在極重污染日，施工工地
停止土方施工，冶金、建材、化工行業的污染減排量上升到 30％，在京黨
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帶頭停駛公務用車 30%。

106

北京、天津、石家莊等城市由於低空近地面的空氣污染物久積不散，
主城區點位連續出現空氣品質重度污染和嚴重污染，包括 PM2.5、PM10、
SO2、NO2 等主要污染物徘徊在較高超標濃度水準。而北京無論城區、郊
區還是交通環境評價點，其代表的全部區域被意味著最嚴重污染的「深褐
色」覆蓋，屬六級嚴重污染，產生「灰霾紫禁城」現象。尤其是老人、兒童、
呼吸系統疾病和心血管系統疾病患者，儘量縮短外出時間，室外停留時做
107

好自身防護，不要做呼吸量較大的劇烈運動。 從 2012 年 3 月珠三角空氣
質量數據公佈至 2013 年初，珠三角的空氣品質指數最高只達到「重度污
染」，從未達到過更高一級的「嚴重污染」。儘管廣東的空氣污染水準不可
108

能達到北方的高污染狀態，但也是難以治理。 1 月份 74 個城市中空氣污
染最重的 10 個城市依次是邢臺、石家莊、保定、邯鄲、廊坊、衡水、濟南、
唐山、北京、鄭州；空氣污染較輕的 10 個城市依次是海口、福州、舟山、
廈門、惠州、肇慶、深圳、昆明、拉薩、珠海。在 74 個城市中，只有北京、
上海、鄭州真正落實了重污染空氣應急預案，相當一部分城市沒有落實應
急預案。

109

4 月環保部公布 2012 年全國省會城市和直轄市的空氣品質情況的排名
中，海口連續第五年在 31 個城市中排名居首，排名前五位的依次還有昆
明、拉薩、福州、廣州。在排名靠後的城市中，蘭州連續 4 年排名墊底，
北京排名倒數第二，較 2011 年排名下降一位。除了蘭州和北京，在 2012
年全國省會城市和直轄市的空氣品質情況排名較後的城市尚有烏魯木齊、
成都和西安。值得關注的是，
「2012 中國公眾參與環境保護十大事件」中，
110

其中「嚴重空氣污染激發強烈公眾輿論」就在列。 5 月環保部通報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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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全國主要污染物總量減排核查處罰情況，攀枝花的兩家企業：華電四
川攀枝花三維發電廠和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因脫硫設施不正常運
行、監測數據弄虛作假，被掛牌督辦，責令限期整改，追繳排污費。通時，
對脫硫設施不正常運行、監測數據弄虛作假的河北鋼鐵集團等 15 家企業
111

掛牌督辦，責令限期整改，追繳二氧化硫排污費。 9 月浙江省樂清市爆
發 49 家企業涉嫌非法生產和排汙，導致發生「受異常氣味影響 19 名學生
流鼻血」事件，主因為學校周邊含有有害物質的空氣（如鉻酸霧、氯化氫
112

等） 全國污染最嚴重的 10 個城市中河北省每月都占 5-7 個，大氣環境形
勢極其嚴峻，鋼鐵企業綜合能源消耗占全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消費量的近
50%，是名副其實的耗煤、排放大戶。河北省 60% 的鋼鐵企業運行存在環
113

保問題，70% 的除塵設施運行不正常，80% 的生產廢水違規排放。 9 月
爆發曾被環保部門多次叫停，公安部門強行拆除的蘭州市一家廢舊塑膠加
工場，持續開工三年每年焚燒處理 50 噸廢舊塑膠垃圾，對黃河周圍土壤、
水源及大氣環境產生污染。

114

11 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等機構聯合發佈《氣候變化綠皮書：應對氣候變
化報告（2013）》，重點關注低碳城鎮化、綠色城鎮化，認為城市人口的快
速增長需要在社會服務、資源、能源等方面同步供給，同時也對城市環境
造成污染。為滿足投資需求，中國大陸城市將消耗全球能源的 20%，並消
耗最高可達全球石油需求增量的四分之一。20 世紀 80 年代以來，中東部
地區霧日數呈減少趨勢，而霾日數呈增加趨勢，特別是 2011 － 2012 年的
霾日數均超過霧日數。中東部大部地區年霧霾日數為 25 天至 100 天，局
115

部地區超過 100 天。 霧霾天氣增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化石能源消費增多
造成的大氣污染物排放逐年增加。這些污染主要來源是熱電排放、工業尤
其是重化工生產、汽車尾氣、冬季供暖、居民生活（烹飪、熱水）以及地
面灰塵。以北京為例，PM2.5 氣體的產生大約有 30% 至 40% 來自原始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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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20% 至 30% 來自大氣中的光化學轉化，30% 至 40% 來自區域輸送。
霧霾天氣現象出現的頻率不斷提高，將給氣候、環境、健康、經濟等方面
造成顯著的負面影響。

116

(三)土壤污染課題

1.土壤重金屬污染嚴重
土壤污染已經成為繼大氣污染和水污染後必須面對的環境污染難題。
國土資源部宣稱約有 10% 的耕地面積受到重金屬污染，而且污染有從城區
向農村轉移，由地表向地下轉移，由上游向下游轉移，由水土污染向食品
面轉移的趨勢，污染事件頻頻發生，所有污染（包括水污染、大氣污染在
117

內）的 90% 最終都要歸於土壤。 甚至有的統計估算認為受重金屬污染的
耕地面積已達 2000 萬公頃，占全國總耕地面積的 1/6。全國每年因重金屬
118

污染的糧食高達 1200 萬噸，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 200 億元。 民間環
保組織自然之友發佈環境綠皮書《中國環境發展報告（2013）》，指出近年
來連續發生的多起特大重金屬污染事件，重金屬污染具有長期性、累積性、
隱蔽性、潛伏性和不可逆性等特點，因此亟待建立基於生物標誌物檢測的
環境健康風險預警機制。
2009 年以來，已連續發生 30 多起特大重金屬污染事件，包括湖南瀏
陽鎘污染、中金嶺南鉈超標事件、四川內江鉛污染事件、山東臨沂砷污染、
福建紫金礦業潰壩事件等等一系列重金屬污染事件。此類鉛污染環境健康
事件的直接原因，多數是由於有色金屬冶煉和鉛蓄電池生產企業廢氣違規
排放，以及衛生防護距離內人群未按規定搬遷所致。除此之外，地方政府
盲目追求地方經濟發展、相關部門監管及應對不力、職工衛生防護意識薄
弱等也是造成重金屬污染事件頻發的重要原因。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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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 3 月召開的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一號提案鎖定「綠色農
業」，九三學社中央提案稱宣稱：廣州市 50% 耕地遭重金屬污染。中國大
陸農業污染日趨嚴重，全國耕地重金屬污染面積在 16% 以上。3 月山東省
鄒平縣乾利公司非法處置工業渣土污染環境案，經環保部門對填埋平整工
120

程內的紅色積水取樣檢測，總砷濃度超標 6.38 倍，確定為有毒物質。 4
月公布新疆目前可實施地膜栽培面積在 5500 萬畝左右，「十二五」期間新
疆地膜栽培面積將增加到 4500 萬畝。大量農田地膜的使用，對土壤和農
作物生長造成了嚴重危害，主要體現在：土壤環境污染嚴重，地膜降解將
121

產生有害物質，同時降低土壤含水量，削弱抗旱能力。 位於呼和浩特市
賽罕區金河鎮新營子村三戶村民共計 13 畝土地被污染，原本產量頗為可
122

觀的良田現在已經成了一塊「荒地」。 4 月河北省密雲縣清理 502.14 噸
危險廢物及污染土壤。5 月湖南省發現大量耕地遭受重金屬污染，污染的
農田土壤面積不低於 20%，農田鎘污染正大面積發展。大城市、工礦區周
邊情況更為嚴重，對水環境和食品安全帶來嚴重隱患。目前農業面源污染
已經成為水環境污染的重要原因，如廣州市耕地遭受鎘、砷、汞等重金屬
污染；遼寧省八家子鉛鋅礦區周邊耕地鎘、鉛含量超標都在 60% 以上。重
123

金屬污染使得農產品質量安全堪憂，對「餐桌安全」構成威脅。 9 月廣
東省公布受工業「三廢」和礦山污染造成減產的農田面積達 77.6 萬畝，其
中有 1.15 萬畝因嚴重污染遭廢棄或改變用途，土壤污染導致珠三角多地蔬
菜重金屬超標率達 10-20%，農產品品質安全問題日益嚴重。

124

2.土壤退化與農藥污染問題
中國農村的耕地利用強度高，導致耕地品質退化嚴重，土壤貧瘠化、
酸化、鹽化、污染等問題使耕地品質退化面積 40% 以上。同時，耕地品質
整體偏低，中低產田占三分之二，不適用於農業生產的耕地約占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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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京市中低產田比例占到 67% 左右。整體言之，農田基礎地力貢獻率平均
為 50% 左右，比歐美發達國家低約 20 個百分點。全國有機養分投入不足
作物總養分投入的 30%，較 30 年前下降 20 個百分點。固氮肥田作物面積
不斷減少，綠肥種植面積由 1978 年的 1.8 億畝減少到目前的 7680 萬畝。
正因有機肥投入不足，造成土壤耕性變差，保肥保水性能減弱，耕地土壤
基礎肥力下降。全國耕地品質監測結果顯示，東北黑土區耕地土壤有機質
含量大幅下降。同時，南方土壤酸化、華北耕層變淺、西北耕地鹽漬化等
土壤退化問題日益突出。

125

目前慢性病患者數量以每年 300 多萬的速度增加，主要原因是飲食安
全出現問題，雖僅擁有地球上 7% 的耕地，但化肥和農藥的使用量卻是全
球總量的 35%，高農藥、高化肥、高殘留、高污染的農業生產，不利於保
126

護環境和建立資源持續利用的生態農業。 中國大陸農藥需求量在世界範
圍內排第一，65% 都是作為污染物排入在環境中，而所有的污染物最終都
歸到土壤，糧食生產「9 連增」卻是以環境生態為代價。

3.濕地面積不斷減少問題
中國是世界上濕地資源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目前重要濕地數量達到
41 處，面積達 370.9853 萬公頃，但自然濕地面積僅占國土面積的 3.77%，
遠低於世界 8.6% 的平均水準，且長期遭受人口急劇膨脹和經濟快速發展
帶來的嚴重威脅。整體上全國濕地仍面臨乾旱缺水、開墾圍墾、泥沙淤積、
水體污染和生物資源過度利用等嚴重威脅，濕地面積減少、功能退化的趨
勢尚未得到根本遏制，濕地仍然是最脆弱、最容易遭到侵佔和破壞的生態
127

系統。 例如北京市的濕地總面積減少 2000 多平方公里，占北京市總面積
比例從 15.28% 下降到 3.13%。1573 年時北京的濕地面積占到 5700 餘平方
公里，占北京總面積的三分之一；而 20 世紀 50 年代，北濕地已經「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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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568.23 平方公里，占總面積 15.28%，2009 年濕地面積僅有 526.38 平
方公里，占總面積的 3.13%。此乃因人口膨脹、城鎮化的快速擴張及工業
污染是造成北京濕地面積不斷減少的原因。為加強保護北京濕地，自 5 月
1 日起《北京濕地保護條例》開始正式實施。

128

中國政府已成立由環保部牽頭，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工信部、
農業部、住建部、科技部、國家衛計委（原衛生部）等部門參加的土壤環
境保護法規起草工作領導小組、工作組，初步形成《土壤環境保護法》（草
案）。土壤污染防治立法供給不足，缺乏切實可行的制度性安排，為土壤
污染防治不力的重要因素。在環境污染防治方面，中國目前已制定《水污
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
防治法》、《環境雜訊污染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但對於作為
129

污染防治重要內容的土壤污染防治立法卻是空白。 儘管如此，中國政府
仍積極推動土地污染之治理，例如雲南省為重金屬污染防治重點區域，國
家規劃確定的全國 138 個重點防控區中即占 11 個。雲南省按照「一區一
策」原則，分別編制 11 個重點防控區重金屬污染綜合防治規劃。整體言之，
雲南省治理重金屬污染土壤雖有一定成效，重點河流水質有好轉。但重金
屬污染防治工作仍面臨三大主要困難：一、淘汰落後產能和區域性綜合治
理專案實施難度大；二、重金屬污染歷史遺留問題治理專案不能形成重金
屬考核減排量；三、有色金屬冶煉老工業基地污染場地及土壤治理修復缺
乏成熟實用技術。

130

四、推動經濟與環境人權困境展望
(一)推動經濟環境人權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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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陷入「財政之幸與生態之殤」兩難困境
地方政府招商引資雖帶來地方經濟發展及財政收入，但卻也破壞生態
環境，形成「財政之幸與生態之殤」兩難困境。燃煤、機動車、工業、建
築和交通揚塵是主要的排放源，從 74 個城市上半年空氣品質監測數據分
析，大氣污染呈現以細顆粒物（PM2.5）、臭氧為特徵的快速蔓延性、污染
綜合性和影響區域性等複合型大氣污染特徵，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地
區區域污染和本地污染疊加，使 PM2.5 等污染物濃度水準進一步升高，加
重空氣污染程度。上述三個地區皆是經濟發展區域。
根據上海交通大學民意與輿情調查研究中心發佈《2013 年中國城市居
民環保態度調查》。調查對北京、上海、天津、長春、呼和浩特等全國 34
個主要城市的 3400 個居民進行抽樣和問卷。從環境污染、環保認知認識、
環保態度、政府行為等指標，評測「中國城市居民環保態度與行為指數」。
結果顯示超過 85% 的民眾表示願意為環保做出很大、許多或一些貢獻，
77.2%（超過 2/3）的民眾認為環境保護應該優於經濟發展。由於意識到近
年環境污染的加劇，超過 90% 的民眾願意將垃圾分類，87.1% 的人願意自
帶購物袋去超市購物，63.5% 的公眾願意為環保組織捐款，77.1% 的城市
居民願意為環保組織做義工，民眾環保踐行度提高。

2.欠缺環境權立法及環保部職能未整合
中國憲法第 9 條規定：「國家保障自然資源的合理利用，保護珍貴的
動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組織或個人用任何手段侵佔或者破壞自然資源」。
第 26 條規定：「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
害」。從中國憲法對環境保護內容的規定來看，第 26 條是從國家的基本
職責角度對保護環境和維護生態平衡進行規定；第 9 條則是明確規定要保
護環境合理利用自然資源。與其他國家的憲法相比，中國的憲法中沒有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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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權利的層面強調保護環境的重要性。此意味著保護環境僅是國家的責
任，是政府的一種主動行為，而非公民享有的權利。公民的基本權利是其
他一切權利得以保障的基礎。目前憲法中公民的基本權利包括平等權、自
由權、財產權、政治自由權等等，缺乏對環境權的確認，這導致當公民的
合法環境權遭到妨礙和破壞時，難以找到合理的法律依據，從而造成公民
的合法權利得不到有效的救濟和保護。

131

2008 年大部制改革時，原國家環保總局升格為國家環境保護部，環保
總局升格為環保部後，實際職能沒有太大變化。西方的大部制把環保、建
築、核安全放在一起，中國目前為止單一領域都沒有把相關職能結合在一
起，而大氣、水問題都涉及到很多部門。完備監督體系，修正環保法非常
重要，能夠解決一些壟斷行業的環保問題，環保法原本可約束政府，但在
實施過程中要約束政府行為將遇到更多阻力。與環保部機構改革相比，環
保法的修訂更加遲緩。始訂於 1989 年《環境保護法》在 2011 年啟動修訂，
未能立即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132

3.政府管制放鬆違法成本低
5 月 9 日環境保護部向社會通報華北六省市 55 家企業存在向地下排汙
問題，然而執法部門對 55 家企業的罰款平均不到 7 萬元，環保法律明顯
偏軟，企業違法成本偏低。根據 7 月發改委發佈《2013 年上半年節能減排
形勢分析》宣稱，上半年節能減排形勢嚴峻，一些地方政府對節能減排工
作有所放鬆，地方政府執行政策難與國家政策銜接，嚴重影響「十二五」
節能目標完成。如果在穩增長過程中放鬆節能減排要求，勢必造成能源消
費大幅增長，要實現全年單位 GDP 能耗下降 3.7% 以上，二氧化硫、化學
需氧量、氨氮、氮氧化物排放總量分別下降 2%、2%、2.5%、3% 的目標，
勢將難以達到。「山東等地企業將污水用高壓水井壓至地下致水污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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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備受關注，地下水污染事件曝光之後，地方政府卻充耳不聞，以曖昧
態度應對媒體曝光，甚至私下進京公關封口堵截報導，公然為違法排汙企
業背書，亦說明治理環境污染之艱難。目前地方環保部門權力有限，缺乏
獨立性，往往依附於地方政府，難有所作為。歷次整治亦是雷聲大雨點小，
大批遭到關停並轉的污染企業，往往在風頭過後即死灰復燃。

(二)推動經濟環境人權展望

1.強化公眾環境保護參與權與知情權
根據《國家人權行動計劃 (2012-2015 年 )》規定，中國政府將環境權
利作為七項公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利之一。環境保護法修訂草案已注
意公眾的環境保護參與機制，在環境保護的基本原則中增加公民參與原
則。然公民究竟有何參與權利、參與程序和方式，在修訂草案中規定並未
規定十分明確。事實上，任何環境保護部門都不可能有時間、精力和人力
對所有污染源進行實時監控 , 污染源附近的公眾即是最好的監督者，因此
建立健全公眾參與機制有其必要性。環境權作為第三代人權理論已經為國
際社會所普遍接受，目前世界上很多國家都將它作為公民的一項基本人權
而寫入憲法。同時擴大公眾的環境知情權，促進公眾更多地參與環境保護。
例如定期發佈城市空氣品質週報或日報、主要河流水質環境或城市飲用水
源水質公報，鼓勵或允許公眾、環保社團通過聽證、書面表示意見、制度
性協商、遊說和宣傳等方式參與環境管理和決策，加大對於環境權侵害後
果責任的追究和懲治等。
與此同時，環境信息公開和公眾知情權息息相關。例如根據國家環境
監測網監測資料表明 2012 年城市環境狀況，例如空氣中二氧化硫 (SO2)、
二氧化氮 (NO2)、可吸入顆粒物 (PM10)3 項主要污染物平均濃度均有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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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依據《環境空氣品質標準》(GB3095 － 2012) 對 SO2、NO2 和 PM10
進行評價，地級以上城市達標比例僅為 40.9%；酸雨污染程度依然較重，
全國酸雨城市比例為 30.8%，同比降低 1.7 個百分點；地表水總體為輕度
污染；環保重點城市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地達標水量 218.9 億噸，水質達成
率為 95.3%；近岸海域總體為輕度污染，四大海區中，黃海、南海水質良
好，渤海為輕度污染，東海為重度污染。與 2011 年相比，渤海、南海水
質有所改善，黃海總體保持穩定，東海有所變差。9 個重要海灣中，黃河
口水質優，北部灣水質良好，遼東灣、膠州灣和閩江口中度污染，渤海灣、
133

長江口、杭州灣和珠江口重度污染。 進一步說明，中國大陸生態環境狀
況指數略有下降，指數 (EI) 值為 49.6，同比降低 0.8。生態環境品質「優」、
「良」、「一般」、「較差」和「差」的國土面積占國土總面積的比例分別為
134

8.6%、27.6%、41.8%、4.5% 和 17.5%，依然保持在「一般」水準。 這些
環境指標的公布，有助提升公眾的環境權。
中國環保部曾開展「2012 年國控重點監控企業污染源自行監測能力檢
查」工作，參與檢查的 13352 家國家重點監控企業中，開展污染源自行監
測的有 10285 家，占檢查企業總數的 67%。其中有 3067 家國控企業由於
無監測能力、缺少經費、缺少監測人員、缺少設備、無廢水外排等原因尚
未開展自行監測工作。2013 年國家重點監管的污染企業有 15979 家，須對
其生產過程中涉及的污染物進行自行監測並公開監測資訊。然依據《環境
資訊公開辦法》規定的企業污染物資訊公開基本上處於失效狀態，絕大多
數公眾仍處於沈默的一群。環保部鼓勵公眾舉報違規企業，「公民、法人
和其他組織認為企業不依法履行自行監測和資訊公開義務的，可以向環保
部門舉報」、暫停其建設專案環境影響評價檔審批；暫停各類環保專項資
金補助；建議金融、保險不予信貸支持或者提高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費率；
建議取消其政府採購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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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立環境救濟權公益訴訟機制
中國的環境污染案件數量較多，且呈逐年上升趨勢，但環境民事案件
數量相當少，許多重大環境污染糾紛並未能進入訴訟程序，法律對公民環
境權益保護缺乏明晰界定，此為環境損害救濟制度等一系列環境權益保護
制度的基礎。公民的環境權，包含知悉權、建言權、建言獲得尊重的權利、
獲得救濟的權利等四個具體內容。尤其是環境救濟權中的公益訴訟問題，
環保法修訂中一定要明確規定公益訴訟的主體，特別是要明確那些國家機
135

關享有訴權，應與《民事訴訟法》的銜接。 依據 2013 年 1 月 1 日生效的
《民事訴訟法》第 55 條規定：「對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益等
損害社會公共利益的行為，法律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起訴訟」。此為中國政府第一次就環境公益訴訟制度做出明確規定，然對
提起訴訟的主體資格，卻無明確規範。
值得關注的是，同年 7 月發生「自然之友」、「自然大學」兩家環保
NGO 提起環境公益訴訟案件，狀告中國境內最大的煤炭公司神華在其位
於內蒙古鄂爾多斯市的煤制油專案中大量抽取地下水，並違法排放污水，
導致當地生態環境惡化。8 月 30 日北京市東城區法院卻「不予立案」，並
表示「雖然民事訴訟法第 55 條有規定，但究竟什麼樣的原告能夠提起環
136

境訴訟，法律規定的不清楚」 。事實上，這並非中國國內環保 NGO 第
一次在法院進行環境訴訟第一次受挫。先前 2011 年「自然之友」等環保
組織曾就雲南省曲靖鉻渣污染事件提起公益訴訟，受理法院為雲南省曲靖
市中級法院。當時《民事訴訟法》雖尚未對公益訴訟進行法律規定，雲南
省根據省內高等法院對於環保法庭的有關規定，即「以保護環境為目的的
公益性社會組織可以作為環境公益訴訟的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環境公益訴
訟」，受理此案。此次訴訟也被認為是環境公益訴訟的「破冰之旅」，影響
後來《民事訴訟法》、
《行政訴訟法》之修訂。然此起訴訟在拖延兩年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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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然未能開庭。

137

同年 10 月 21 日，《環境保護法修訂案（草案）》提交全國人大進行第
三次審議，並對環境公益訴訟主體範圍進行界定。根據上述草案規定：
「對
污染環境、破壞生態、損害社會公共利益的行為，依法在國務院民政部門
登記，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益活動連續五年以上且信譽良好的全國性社會
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此草案看似對於訴訟主體範圍進行「有
138

限的」擴大。 但擴大的訴訟主體範圍，主要有中華環保聯合會總會、中
國環境科學學會、中國環保產業協會以及中國生態文明研究與促進會等，
其中除中華環保聯合會總會外的其他三家從未提起過任何環境公益訴訟。
139

此無異是一項禁止性的規定，限縮提起公益訴訟主體。 足見儘管中國政
府雖已針對環境公益訴訟進行法律制度設計，但卻未能具體實踐，徒法難
以自行。基本上，若要提升公眾的環境參與權，理應鼓勵更多主體參與環
境公益訴訟，而非將公益訴訟主體限制在較為狹小的範圍內。

3.變革地方官員政績升遷指標考核模式
地方政府官員應改變「唯 GDP 論英雄」的政績評價方式，這導致政
府施政只顧經濟增長而不顧環境保護。目前大氣、水質、土壤等污染問題
日益突出，主因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率（GDP）成為地方官員升遷考核的
指揮棒。一些地方政府大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以大量基礎設施投資拉
動 GDP 數字增長，「十二五」時期中央政府確定的年均經濟增速是 7%，
5 年下來總的增速是 40%，但全國共有 9 個省區卻提出 GDP 總量和人均
GDP 翻一番的目標。這種高耗能、高污染的「黑色 GDP」或以生命換來
的「帶血 GDP」，雖提升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就業機會率及經濟發展增長。
140

但是，很多地方政府的公共污染事件應急處理機制尚非十分健全，反而

加重污染的嚴重性。因此，若要控制公共污染事件的發生，地方政府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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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懲罰力度；建設「美麗中國」從根本上必須完善現有的地方政府考核機
制，認真回應關切公眾生存的環境訴求。
就此而論，中國政府有必要推動綠色 GDP 核算，這對推動地方政績
考核體系的轉變具有促進作用，利於生態文明建設。儘管綠色 GDP 要成
為一個可以實際計量的指標，目前還存在許多理論上和實踐上的困難和障
礙，尚難像 GDP 作為經常統計的結果加以應用，更難以在不同經濟層面
141

上計量，滿足各級政府的考核管理需要。 在綠色 GDP 核算沒有完全規範
化前，可選擇一些與綠色 GDP 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的環境經濟指標，納入
地方官員績效考核指標體系中，如萬元 GDP 能耗、萬元 GDP 水耗、萬元
GDP 土地消耗、萬元 GDP 污染物排放、環境支出占 GDP 比例、主要水體
水質達標、空氣品質達標等指標。換言之，有必要將設定總量減排的責任
主體是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由環境保護部會同發展改革、統計和監察部門，
對各地區主要污染物總量減排情況進行考核，作為對各地區官員綜合考核
評價的重要依據。同時，建立大氣環境生態補償制，藉由建構國家考核指
標，提高環境准入門檻，實施大氣污染防治規劃，加大產業調整力度，加
快淘汰落後產能；並將 PM2.5 納入政府績效考核體系，構建以「空氣品質
改善為核心」的環保目標責任考核體系。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必須通過迴圈發展帶動綠色發展、低碳發展，
改變「先污染，後治理」的傳統發展模式，全面提高生態文明水準。這種
迴圈經濟是一種以資源的高效利用和迴圈利用為核心，以「減量化、再利
用、資源化」為原則，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率」為基本特徵，符合
可持續發展理念的經濟增長模式，此對「大量生產、大量消費、大量廢棄」
的傳統增長模式的根本變革。就此而論，中國政府的治理角色若要發揮以
「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的作用，以利其國家永續發展，必須改變
傳統以經濟指標為標準的「自上而下」的地方首長選拔制，轉換成兼顧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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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指標、環境生態指標、轄區居民福利增長率多元標準的自下而上的地方
首長選舉機制。扭轉長期以來以純粹經濟增長指標所產生的片面性激勵作
用及機會主義行為，改為引入「綠色 GDP」考核指標，將生態保護、民生
建設、居民滿意度及國民幸福感納入考核機制，加強公共衛生、教育、醫
療、公共信息及住房保障，此或可有效保護及提升中國公眾的經濟與環境
人權狀況。

（作者：柳金財／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 2013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經濟與環境人權觀察

167

注釋
1

顏菊陽，「社科院發2014年經濟藍皮書：告別超高速增長期」， 中
國商報 ，2013年12月19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1219/5639515.shtml .

2

夏天，「2014年中國經濟：改革加速進行，樂觀中更需謹慎」，
新華網，2014年1月2日，http://finance.takungpao.com.hk/hgjj/
q/2014/0102/2147772.html

3

公才金，「寓改革於調控之中是中央經濟工作的最大亮點」，
檢察日報，2013年2月23日，http://finance.takungpao.com.hk/
q/2013/1223/2125389.html

4

李清，「習近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網，2013
年12月13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
photo/2013-12/13/c_125857613_2.htm

5

徐尚禮，「陸發布新國家人權行動計畫」， 旺報 ，2012年6月13日，
http://www.nownews.com/2012/06/12/11806-2823306.htm

6

「環境權：人類與社會和自然的契約」， 學習時報 ，http://big5.china.
com.cn/chinese/zhuanti/xxsb/613642.htm

7

「環境權：人類與社會和自然的契約」， 學習時報 ，http://big5.china.
com.cn/chinese/zhuanti/xxsb/613642.htm

8

余曉潔、傅雙琪，「白皮書:中國基本建立保障公民環境權益法律體
系」，新華網，2013年5月14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514/4817127.shtml

9

東方，「中國學者：讓公益訴訟在環境法發揮作用」，美國之音，2013
年8月29日，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chinese.com/
articleprintview/1739430.html

10

徵地拆遷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佔一半左右，環境污染和勞動爭議引發的群

© 2013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168 《2013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體性事件佔30%左右，其他社會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佔20%左右，參
見「社會藍皮書顯示我國每年群體性事件達數萬起」， 人民網 ，2012
年12月18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
house/2012-12/05/c_113920987.htm
11

顧瑞珍、翟玉珠，「保舉報熱線7月受理案件比上月增長20%，公布3起
典型案例」， 新華網 ，2013年11月5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
big5/news.xinhuanet.com/2013-11/05/c_118017253.htm

12

李麗輝，「企業年關被強制捆綁收費，專家稱亂收費問題嚴重」，
人民日報 ，2013年1月14日，http://finance.sina.com/bg/economy/
chinanews/20130113/1658674513.html

13

郭瑩，「教育部派檢查組嚴查學校亂收費」， 京華時報 ，2013年6月11
日，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3-06/11/content_1996449.htm

14

郭景水，「教師收取補課費或被解聘」， 海南日報 ，2013年6月18日，
http://hnrb.hinews.cn/html/2013-06/18/content_3_1.htm

15

陳波、王雯雯，「市教委: 查處亂辦班亂收費行為」， 重慶日報 ，2013
年11月14日，http://cqrb.cqnews.net/html/2013-11/14/content_28636656.
htm

16

吳學安，「銀行收費越來越多依仗的還是壟斷」，經濟參考報，2013年
11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11/28/c_125773825.
htm

17

趙東東，「根治銀行亂收費須打破壟斷」， 經濟參考報 ，2013年11
月22日，http://dz.jjckb.cn/www/pages/webpage2009/html/2013-11/22/
content_82280.htm?div=-1

18

葛瑜瑋，「網曝法院複印收費高，公共服務機關複印費普遍高」，人民
日報，2013年1月20日，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www.
chinanews.com/sh/2013/01-20/4503168.shtml

19

蟻暢、王浩，「廣州多公園停車場現收費亂象，臨時停車可講價」，

© 2013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經濟與環境人權觀察

169

廣州日報，2013年11月26日，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
www.chinanews.com/sh/2013/11-26/5546326.shtml
20

徐海波、梁建強，「結婚要交『宣誓費』，當地民政局被指『趁喜打
劫』」， 北京晚報 ，2013年11月13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
big5/news.xinhuanet.com/local/2013-11/13/c_118129874.htm

21

高健，「山東孕婦懷雙胞胎，做孕檢被醫院收雙倍檢查費」， 中國廣
播網，2013年1月10日，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finance.china.
com.cn/industry/medicine/yysf/20130111/1232798.shtml

22

萬里，「五家民營醫院亂收費沒收違法所得80萬元」，重慶晚報，2013
年6月5日，http://news.sina.com.cn/o/2013-06-05/061927314432.shtml

23

郝帥，「多地規定未義務植樹公民需交綠化費，引發質疑」，中國青年
報，2013年1月4日，http://gx.people.com.cn/BIG5/n/2013/0105/c17945817967280.html

24

肖丹，「家電維修亂報價，近1500家虛假維修網站被屏蔽」，北
京晨報 ，2013年6月11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
xinhuanet.com/fortune/2013-06/05/c_116034192.htm

25

周人果，「分析人士稱杜絕景區亂收費須從管理入手」， 南方日報 ，
2013年1月9日，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finance.
chinanews.com/cj/2013/01-09/4472234.shtml

26

種卿，「中國正處經濟轉型期，物價上漲壓力仍不容低估」， 經濟日
報 ，2013年6月7日，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finance.
chinanews.com/cj/2013/06-07/4904598.shtml

27

方燁，「2013年中國物價將進入新一輪上升階段」，經濟參考報，2013
年1月4日，http://220.181.41.22/jm/hgjj/201301/t20130104_3509881.htm

28

吉強，「江蘇CPI今年首次過3，通脹抬頭不可掉以輕心」，新華日報，
2013年11月10日，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finance.
chinanews.com/cj/2013/11-10/5483353.shtml

© 2013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170 《2013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29

王安寧，「央行:近6成居民認為物價高到難以接受，環比略降」， 中
國新聞網 ，2013年6月21日，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
www.chinanews.com/gn/2013/06-21/4956415.shtml

30

賈壯，「央行：經濟或需較長時間降杠杆去產能」，證券時報，2013年
11月6日，http://news.stcn.com/2013/1106/10886527.shtml

31

陳璞，「百城房價『七連漲』，業內稱大幅反彈可能性不大」， 海
南特區報 ，2013年1月6日，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
finance.chinanews.com/house/2013/01-06/4462080.shtml

32

蔣彥鑫馬力，「內地房價『越調越漲』，《決定》開三劑藥方」，
新京報 ，2013年11月19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
xinhuanet.com/fortune/2013-11/19/c_118192090.htm

33

陳璞，「北京國土部門提前穩預期，招標賣地防『地王』」， 中國新
聞網，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finance.chinanews.com/
house/2013/01-14/4484272.shtml

34

張敏，「前五月房企土地購置面積下降13%，地價呈上行之勢」，
中國證券報 ，2013年6月12日，http://finance.sina.com/bg/economy/
chinanews/20130612/2354789768.html

35

張霖，「多地樓市房價上漲，調控仍需觀望」，山東商報，2013年11月
21日，http://qinzhou.house.sina.com.cn/news/2013-11-21/09173742391.
shtml

36

王崢，「百城住宅均價連漲12月，房企5月拿地花費增26%」， 證券
日報 ，2013年6月4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6/04/
c_124808868.htm

37

羅宇凡、華曄迪，「全國房價漲勢減緩，大勢未改調控仍需給力」，新
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6/18/c_116190827.htm

38

劉燁，「廣州房價連續5月領漲內地，雙限令致樓價越限越高」， 中
國新聞網 ，2013年6月18日，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

© 2013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經濟與環境人權觀察

171

finance.chinanews.com/house/2013/06-18/4942065.shtml
39

夏楊、欒儷雲，「穗房價收入比已達到9.602，超出房價標準合理
範圍」， 羊城晚報 ，2013年6月27日，http://finance.china.com.cn/
roll/20130627/1589072.shtml

40

王安寧，「央行:近6成居民認為物價高到難以接受，環比略降」， 中
國新聞網 ，2013年6月21日，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
www.chinanews.com/gn/2013/06-21/4956415.shtml

41

賈壯，「央行：經濟或需較長時間降杠杆去產能」，證券時報，2013年
11月6日，http://news.stcn.com/2013/1106/10886527.shtml

42

「全國樓市銷量增速趨緩，有效供給增加將穩定預期」，深圳特區報，
2013年11月11日，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finance.
chinanews.com/house/2013/11-11/5488392.shtml

43

高偉，「一線城市新政或可抑制房價漲速」，經濟參考報，2013年11月
12日，http://www.ce.cn/cysc/fdc/fc/201311/12/t20131112_1736262.shtml

44

于兵兵，「廣州緊跟京滬深出台穗六條，二套房首付比例
70%」， 北京新浪網 ，2013年11月19日，http://news.sina.com.tw/
article/20131119/11148874.html

45

張霖，「多地樓市房價上漲，調控仍需觀望」，山東商報，2013年11月
21日，http://qinzhou.house.sina.com.cn/news/2013-11-21/09173742391.
shtml

46

李 佳 鵬 ， 「 樓 市 調 控 應 加 速 去 行 政 化 」 ， 經 濟 參 考 報 ， 2 0 1 3 年 11
月27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
fortune/2013-11/19/c_118192090.htm

47

「14省市發佈2013年工資指導線， 甘肅最高廣東最低」，中國新
聞網 ，2013年09月27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927/5327967.shtml

48

肖遙，「四省市再提最低工資標準，各地需每兩年至少調1次」， 人民

© 2013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172 《2013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日報 ，2013年1月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1/05/
c_124184434.htm
49

解麗，「企業職工不漲工資高管不能漲」， 北京青年報 ，2013年6月1
日，http://bjyouth.ynet.com/3.1/1306/01/8048634.html

50

關旭東，「東莞企業漲薪指導線出爐，漲薪最高16%最低4%」， 廣州
日報，2013年11月1日，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www.
chinanews.com/gn/2013/11-01/5452711.shtml

51

丁傳楓，「企業職工平均月薪3961元」， 蘇州新聞網 ，2013年11月8
日，http://epaper.subaonet.com/jyq/html/2013-11/08/content_89780.htm

52

楊亞軍，「收入分配應把公平放在第一位」，觀點中國，2013年
6月1日，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opinion.china.com.cn/
opinion_67_72067.html

53

金輝，「專家稱腐敗及腐敗帶來分配不公仍是社會通病」，經
濟 參 考 報 ， 2 0 1 3 年 11 月 1 日 ， h t t p : / / n e w s . s i n a . c o m . c n / c / 2 0 1 3 - 11 01/022228587539.shtml

54

金輝，「專家稱腐敗及腐敗帶來分配不公仍是社會通病」，經
濟 參 考 報 ， 2 0 1 3 年 11 月 1 日 ， h t t p : / / n e w s . s i n a . c o m . c n / c / 2 0 1 3 - 11 01/022228587539.shtml

55

馬常艷，「中國城鄉收入比10年來最低『佐證』基尼系數下
降」，經濟日報，2013年1月23日，http://news.sina.com.tw/
article/20130123/8833962.html

56

袁軍寶、席敏，「居民收入增速連續3年超GDP，為收入倍增夯實基
礎」， 新華網 ，2013年1月21日，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
big5/finance.chinanews.com/cj/2013/01-21/4507118.shtml

57

關欣，「報告稱2013年農民收入增速可超7.5%」，經濟參考報，
2013年11月29日，http://jjckb.xinhuanet.com/opinion/2013-11/29/
content_479240.htm

© 2013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經濟與環境人權觀察

58

173

關欣，「報告稱2013年農民收入增速可超7.5%」，經濟參考報，
2013年11月29日，http://jjckb.xinhuanet.com/opinion/2013-11/29/
content_479240.htm

59

張紅宇，「實現農民收入超常規增長要有新舉措」， 農民日報 ，2013
年1月11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n/2013/0111/c100420172778.html

60

張紅宇，「實現農民收入超常規增長要有新舉措」， 農民日報 ，2013
年1月11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n/2013/0111/c100420172778.html

61

肖媛媛，「溫家寶:2010年以來城鄉居民相對收入差距逐步縮小」， 中
國新聞網 ，2013年3月5日，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
www.chinanews.com/gn/2013/03-05/4615448.shtml

62

吉哲鵬、劉彤、賈釗，「中國『18億畝耕地紅線』遭城市化衝擊和侵
蝕」， 新華網 ，2013年2月6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206/4554415.shtml

63

王婷婷，「2012年全國土地出讓金滑落14%，年初或見
好轉」，網易房產，2013年1月5日，2http://gz.house.163.
com/13/0105/11/8KF0U34200873C6D.html

64

劉毅，「大陸土地出讓金超2.7萬億，房企銷售利潤下降」， 大紀元 ，
2013年11月19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3/12/16/n4035608.htm

65

張哉麟，「媒體揭秘『徵地補償制度改革』延遲出臺背後」， 中國青
年報，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finance.chinanews.com/
house/2013/01-12/4481881.shtml

66

陳芳、葉鋒、潘林青，「徵地改革提速：土地“紅利＂如何惠及於
農」， 新華網 ，2013年1月26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
news.xinhuanet.com/2013-01/26/c_114510885.htm

67

張哉麟，「媒體揭秘『徵地補償制度改革』延遲出臺背後」， 中國青

© 2013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174 《2013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年報，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finance.chinanews.com/
house/2013/01-12/4481881.shtml
68

田君美，「農村土地改革內涵、運作與影響」，收錄於亞太區域發展暨
治理學會主辦「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政策取向、意涵與影響評估」研討
會（台北：遠東國際大飯店，2013年12月21日）

69

「陝西韓城國土局違規統徵數百畝良田遭質疑」， 中國商業期刊網 ，
2013年6月5日，http://www.cbmag.cn/news/31672.html

70

張蕾，「去年地方立案查處土地違法案件8550件」，光明日報，2013年
3月25日，http://www.ce.cn/cysc/fdc/fc/201303/25/t20130325_21453619.
shtml

71

趙應齊，「廣東江門村民因土地問題聚集，清場衝突中3人受傷」，
羊城晚報 ，2013年1月18日，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
www.chinanews.com/fz/2013/01-18/4501248.shtml

72

侯偉勝，「河南新蔡一招商項目涉嫌違規，相關部門『說不清』」，
中國新聞網，2013年6月5日，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
www.chinanews.com/fz/2013/06-05/4898488.shtml

73

王雅潔，「南京浦口國土局一地二嫁涉違法」，每日經濟
新聞，2013年6月17日，http://finance.sina.com/bg/chinamkt/
sinacn/20130617/1629792755.html

74

郭曉蓉，「戶縣百畝耕地被違法徵收，政府作書面檢查7人被
處 理 」 ， 華 商 網 - 華 商 報 ， 2 0 1 3 年 6 月 1 8 日 ， h t t p : / / n e w s . h s w. c n /
system/2013/06/14/051690044.shtml

75

「陝西韓城國土局違規統征數百畝良田遭質疑」， 中國商業期刊網 ，
2013年6月5日，http://www.cbmag.cn/news/31672.html

76

張宜俊，「租用191畝耕地的修路遊戲，濟西濕地公園『以租代征』
涉嫌違」， 經濟導報 ，2013年6月30日，http://finance.sina.com.cn/
roll/20130630/230615966411.shtml

© 2013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經濟與環境人權觀察

77

175

徐霄桐，「江蘇南通一鄉鎮違法強拆，副鎮長稱有村民『借條』」，中
國青年報 ，2013年11月7日，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
www.chinanews.com/sh/2013/11-07/5472421.shtml

78

李建國、邱明，「租變徵,靠編造假材料『與民搶地』」，新華
網 ，2013年11月14日，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3-11/14/
c_132886347.htm

79

吳鴻亮，「水利部高官：中國將有計劃對地下水污染進行修復」，
中國新聞網 ，2013年3月8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308/4628267.shtml

80

郭力方，「污水直排染紅『高壓線』水處理公司或迎環保行情」， 中
國證券報 ，2013年2月1日，http://finance.chinanews.com/ny/2013/0219/4575180.shtml

81

劉一丁、王瑞峰，「中國200城55%地下水質差，污染致癌高發牛羊絕
育」，新京報，2013年2月24日，http://www.chinanews.com/sh/2013/0224/4590083.shtml

82

馬力，「國家海洋局：蓬萊溢油事故污染損害依然存在」， 新京報 ，
2013年3月21日，http://finance.sina.com.hk/news/-33452-5724925/1.html

83

王明、張東光，「中國過度開發，南海珊瑚礁消失80％」， 大紀元 ，
2013年1月5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3/1/5/n3769199.htm）

84

錢成、劉錚，「去年中國能源消費總量為36.2億噸標準煤」，新華網，
2013年2月22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
com/fortune/2013-02/22/c_114771980.htm

85

向楠，「調查顯示71.8%受訪者感覺正受水污染威脅」，中國
青年報，2013年2月7日，http://zqb.cyol.com/html/2013-02/07/
nw.D110000zgqnb_20130207_1-07.htm

86

向楠，「調查顯示71.8%受訪者感覺正受水污染威脅」，中國
青年報，2013年2月7日，http://zqb.cyol.com/html/2013-02/07/

© 2013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176 《2013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nw.D110000zgqnb_20130207_1-07.htm
87

周小華，「長沙超85%水廠出廠水質不達新標，專家建議改造」，
長沙晚報 ，2013年2月1日，http://finance.chinanews.com/ny/2013/0201/4541182.shtml

88

王志彥，「上海擬建化學品水上救援隊，確保水源地安全」， 解放日
報，2013年2月5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3-02-05/
content_8222423.html

89

胥柏波、李永傑，「潮安縣彩塘鎮工業污染久治不愈『不銹鋼王國』
環保困局待解」， 南方日報 ，2013年2月8日，http://news.southcn.com/
d/2013-02/08/content_63733971.htm

90

史博臻、任書建，「蘋果供應商工廠涉嫌偷排廢水，河道大面積
污染」， 文匯報 ，2013年2月21日，http://finance.chinanews.com/
it/2013/02-21/4583396.shtml

91

王海燕、談燕，「水源地須建自動監測網路系統」，解放日報，
2013年3月14日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3-03/14/
content_989165.htm；周凱，「上海14日撈起死猪944頭，官方要求確
保飲用水安全」， 中國青年報 ，2013年3月15日，http://politics.people.
com.cn/BIG5/n/2013/0315/c70731-20802468.html

92

曹偉、蔣文躍，「湖南株洲兩水域再現大量死猪，一水塘已被污染」，
瀟湘晨報 ，2013年3月19日，http://big5.chinanews.com:89/sh/2013/0319/4657025.shtml

93

曹美麗，「寧波北侖區一水源疑遭高毒農藥污染，村民有水不敢
喝」， 中國廣播網 ，2013年5月3日，http://china.cnr.cn/news/201305/
t20130503_512497112.shtml

94

呂劍波，「河北滄縣地下水污染呈鐵紅色，喝死800隻雞」，新民
晚報 ，2013年4月5日，http://finance.chinanews.com/life/2013/0405/4704566.shtml

© 2013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經濟與環境人權觀察

95

177

趙小燕、海薇，「浙江嘉興一造紙廠直排污水被多部門聯合強制
關停」， 中國新聞網 ，2013年4月9日，http://www.chinanews.com/
df/2013/04-09/4716057.shtml

96

張錦，「王道興調研『牛奶河』事件：儘快查明飲用水是否污染」，
昆明日報 ，2013年4月15日，http://yn.yunnan.cn/html/2013-04/15/
content_2691142.htm

97

連振祥，「黃河上游進行河道底泥重金屬污染治理」，經濟參考
報 ，2013年5月20日，http://finance.china.com.cn/industry/energy/
jnjp/20130520/1481253.shtml

98

徐焱，「北京五大水系污染全超標」， 生命時報 ，2013年9月6日，
http://paper.people.com.cn/smsb/html/2013-09/06/content_1294340.htm

99

夏毅，「杭州西湖景區「牛奶河」沖洗三遍仍發臭」，中國新聞
網 ，2013年9月9日，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www.
chinanews.com/sh/2013/09-09/5264148.shtml

100

譚震，「污水直排贛江南支，污水發黑發臭染黑附近泥土」， 南昌晚
報，2013年11月1日，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3/1101/c13665723399387.html

101
102

王穎春，「兩部委：『十二五』將重點治理畜禽養殖污染」，中國證券
報，2013年1月5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jjckb.xinhuanet.
com/2013-01/05/content_422016.htm）

103

裘立華、王政，「『死猪事件』敲響養殖業污染警鐘」，新華網，2013
年3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3/21/c_115112673.
htm

104

劉世昕，「環保部問計PM2.5減排路線圖」，中國青年
報，2013年2月6日，http://zqb.cyol.com/html/2013-02/06/
nw.D110000zgqnb_20130206_6-06.htm

© 2013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178 《2013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105

王珊珊，「環保部公佈6月城市空氣品質，19城達標天數不足50%」，
中國新聞網 ，2013年7月31日，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
big5/www.chinanews.com/gn/2013/07-31/5104617.shtml

106

張淼淼，「北京：嚴重污染繼續將分區啟動極重污染日應急措施」，
新華網 ，2013年1月13日，http://finance.huanqiu.com/data/201301/3484251.html

107

杜鵑，「空氣污染不是霧霾惹的禍」， 中華工商時報 ，2013年1月14
日，http://finance.huanqiu.com/data/2013-01/3487911.html

108

楊輝，「專家分析稱廣東空氣污染相對較輕，但治理壓力仍大」，
羊城晚報 ，2013年1月14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114/4486068.shtml

109

謝慶裕，「10輕污染城市廣東占4席」， 南方日報 ，2013年2月8日，
http://finance.chinanews.com/ny/2013/02-08/4558601.shtml

110

「省會城市和直轄市空氣品質排名：北京倒數第二」，http://www.
chinanews.com/gn/2013/04-11/4722911.shtml

111

蔣琪、姜穎，「盤點：2013年上半年十大企業環境污染事件」， 人民
網，2013年7月11日，http://env.people.com.cn/BIG5/n/2013/0711/c101022165214.html

112

苗麗娜、王君權、王益敏，「浙江樂清紀委牽頭調查『19名學生
流 鼻 血 』 污 染 源 」 ， 錢 江 晚 報 ， 2 0 1 3 年 9 月 11 日 ， h t t p : / / h j . c e . c n /
gdxw/201309/11/t20130911_1089233.shtml

113

張濤，「『排汙大戶』鋼鐵業利微，環保投入動力不足」， 新華網 ，
2013年9月17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zgjj/2013-09-17/
content_10137977.html

114

崔琳、馮忠海，「蘭州警方破獲廢舊塑膠污染環境案」， 中國新聞
網 ，2013年9月21日，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www.
chinanews.com/fz/2013/09-21/5303927.shtml

© 2013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經濟與環境人權觀察

115

179

「大氣污染是霧霾高發『主凶』」， 深圳特區報 ，2013年11月7日，
http://sztqb.sznews.com/html/2013-11/08/content_2677468.htm

116

童曙泉，「《氣候變化綠皮書》發佈，全國霧霾天總體呈增加趨勢」，
北京日報 ，2013年11月6日，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
finance.chinanews.com/cj/2013/11-06/5467432.shtml

117

夏陽，「分析稱中國約有10%的耕地面積受到重金屬污染」，中國廣播
網 ，2013年5月6日，http://finance.eastday.com/economic/m1/20130506/
u1a7372185.html

118

李慧，「調查顯示中國現有2000萬公頃耕地受重金屬污染」，光
明日報 ，2013年5月26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526/4856375.shtml

119

闞楓，「報告稱：中國亟待建立環境健康風險預警機制」，中國
新聞網 ，2013年4月11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411/4723020.shtml

120

尹深，「公安部公佈昆明『牛奶河』污染等4起環境污染重大案件」，
人民網 ，2013年7月8日，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3/0708/
c1008-22122276.html

121

陶拴科，「新疆農田殘膜污染嚴重，白色污染觸目驚心」，中國
新聞網 ，2013年4月15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415/4732238.shtml

122

董璐、徐岩，「良田成荒地，農民愁春耕──呼和浩特金河鎮13畝
良田被污染事件調查」， 新華網 ，2013年4月26日，http://www.nmg.
xinhuanet.com/xwzx/yljd/2013-04/26/c_115561793.htm

123

孫朝方、張林、孫晶，「九三學社中央提案稱廣州50%耕地遭重金屬污
染」， 羊城晚報 ，2013年3月3日，http://finance.sina.com/bg/chinamkt/
sinacn/20130303/0057711328.html

124

王鶴、餘家明、沈暉，「珠三角蔬菜重金屬超標，化肥用量超發達國

© 2013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180 《2013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家限值」，廣州日報，2013年9月25日，http://gx.people.com.cn/finance/
n/2013/0925/c352207-19591037.html
125

「耕地品質整體偏低，專家談如何讓耕地『肥』起來」， 經濟日報 ，
2013年11月1日，http://www.lcrc.org.cn/publish/portal0/tab65/info18939.
htm

126

文靜，「專家稱中國化肥全世界密度最高，土壤破壞很厲害」，京華時
報， 2013年11月10日，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www.
chinanews.com/gn/2013/11-10/5483195.shtml

127

燕磊，「中國濕地面臨缺水污染等威脅，面積減少功能退化」， 中
國新聞網 ，2013年3月14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314/4642448.shtml

128

饒沛，「北京濕地面積從15%降至3%，減少2000多平方公里」， 新京
報，2013年2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13-02/03/
c_124315669.htm

129

郤建榮，「八部委共同把脈土壤環境保護立法」， 法制日報 ，2013
年5月3日，http://www.legaldaily.com.cn/locality/content/2013-05/03/
content_4431251.htm

130

馬驍，「雲南治理重金屬污染見成效，重點河流水質有好轉」，
中國環境報，2013年5月2日，http://hj.ce.cn/gdxw/201305/02/
t20130502_723915.shtml

131

周瑩，「環境權入憲的法律构想」， 理論前言 ，2008年8月6日，http://
theory.people.com.cn/GB/49150/49153/7623524.html

132

吳鴻亮，「環境熱點事件頻發，代表呼籲修法完善監督體系」， 中
國新聞網 ，2013年3月3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303/4610736.shtml

133

王珊珊，「環保部通報2012年全國環境品質，空氣污染嚴重」， 中
國環境報 ，2013年4月22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4-

© 2013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經濟與環境人權觀察

181

22/4751805.shtml
134

王珊珊，「環保部通報2012年全國環境品質，空氣污染嚴重」， 中
國環境報 ，2013年4月22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422/4751805.shtml

135

孫秀豔，「環保法修訂，能否突破三大瓶頸(綠色焦點)」，人民日
報 ，2013年5月18日，http://legal.people.com.cn/n/2013/0518/c4251021526433.html

136

袁瑛，「中國環境公益訴訟的身份難題」，紐約時報中文網，2013年11
月13日，http://cn.nytimes.com/science/20131113/cc13yuanying/

137

袁瑛，「中國環境公益訴訟的身份難題」，紐約時報中文網，2013年11
月13日，http://cn.nytimes.com/science/20131113/cc13yuanying/

138

二審草案規定的主體只有中華環保聯合會和各省、自治區、直轄市設立
的環保聯合會。

139

袁瑛，「中國環境公益訴訟的身份難題」，紐約時報中文網，2013年11
月13日，http://cn.nytimes.com/science/20131113/cc13yuanying/

140

樊大彧，「北京青年報：打破『唯GDP論英雄』需要新的量化指標」，
北京青年報 ，2013年7月1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701/4989915.shtml

141

通過環境經濟核算估算綠色GDP，就是要將經濟生產對資源環境的利用
予以價值核算，將該環境成本從GDP中予以扣除。GDP的核算方法是比
較成熟和穩定的，綠色GDP核算的關鍵就是環境成本估算。

© 2013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