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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人權觀察：制度困境下的風險擴散
王占璽*

摘要
本文觀察 2019 年中國在社會人權領域的保障情況與民眾權益受損案
例，並聚焦在社會保障權、健康權、適當生活水準權三個重要面向。觀察
發現，雖然中國政府近年來在社會保障制度、扶貧工作與醫療衛生體制改
革上，仍有持續投入並積極宣揚政績，但各領域仍存在許多威脅或侵害
民眾基本權益的重要趨勢或案例，如社會保障體制的制度困境與養老金缺
口、養老服務市場化現象、層出不窮的藥物與食品安全事件、扶貧工作中
呈現的官僚作風等爭議性問題。此些持續發生的現象呈現出各項社會政策
在實踐層面依舊存在許多難以克服的問題，同時也說明既有社會政策的涵
蓋範圍仍未足以提供充分的基本人權保障。整體而言，中國威權體制的內
在侷限不但使社會人權領域的各類問題無法得到有效解決，並且也使相關
社會問題複雜化而出現風險轉化與擴散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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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社會人權指涉人民在生存條件與生活品質上的需求是否能得到應有的
保障，並能因此確保基本的尊嚴。作為第二代人權觀的重要內容，在 1976
年聯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公約》中，對於工作權（第 6 ～ 8 條）、社
會保障權（第 9 條）、家庭與兒童（第 10 條）、適當生活程度（第 11 條）、
健康權（第 12 條）、教育權（第 13 ～ 14 條）、文化科學（第 15 條）等面
向的規範，均屬於廣泛的社會人權內涵。而在中國，中共政權自十八大以
來在「全面達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下推動各種社會福利服務與保障政策，
以及相關領域中人民實際生活條件的改善程度，是吾人觀察中國社會人權
進展的主要切入點。
本文延續 2017、2018 年中國人權報告中社會人權觀察的分析方向，
聚焦在社會保障權、健康權、適當生活水準權三個社會人權的核心領域。
具體而言，對社會保障權的觀察焦點在於各類社會保障制度與政策的發展
及實踐，對健康權的觀察著眼於醫療衛生政策及食品安全治理的調整，以
及相對應的國民健康發展情況（包括疾病控制、公衛問題、醫療問題），
而適當生活水準權則關注在以緩解貧困問題為目的之扶貧政策，以及其他
涉及影響人民維持基本生活水準的問題。本文的分析資料來自於臺灣民主
基金會建置的《中國人權觀察資料庫》，主要來源包括中國政府在相關領
域的官方論述、政策及制度內容，以及國內外媒體的報導。1
社會人權的保障與促進，是以國家對於各相關社會政策的完整規劃與
充分實踐為基礎。在此面向上，中共宣稱將在 2020 年完成「第一個百年」
目標，並「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並因此在 2019 年極力推動各項社會政策
領域的既定工作，也有許多重要的政策產出。在健康權領域，國務院於 7
1 本文使用各類報導資料均已收錄於《中國人權觀察資料庫》，文中不另詳加列舉資料來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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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印發《關於實施健康中國行動的意見》與《健康中國行動（2019-2030
年）》規劃，制訂多項國民健康促進指標與專項行動。在政策定位上，呈
現出從以治病為中心向以健康為中心轉變的重要趨勢。此外，在 12 月通
過公布的《基本醫療衛生與健康促進法》，以法律形式確認公民的各項健
康權利。而在社會保障權領域，在全民參保計畫持續推動下，2019 年領
取社會保障卡的國民已達 13 億 500 萬人，簽發電子社保卡 9,000 萬張以
上。在社會保障的財政支持上，將養老保險基金的中央投入比例提高至
3.5%，企業與機關事業單位退休養老金、城鄉居民基本養老保險金、失業
人員保障的發放水平均有所提高。而在涉及提高適當生活水準權的扶貧工
作上，除了中央扶貧財政投入較 2018 年增加 200 億元外，中國政府亦於
12 月宣稱已經完成 2019 年減少 1,000 萬貧困人口的年度目標，並大幅降
低貧困縣的數量至 60 個以下。
然而，在這些中國官方大力宣傳、看似亮眼的政策產出下，社會人權
的實際保障情況仍須藉由批判性的視角進行檢視。相較於 2017、2018 年
社會人權的觀察兼具政策發展與爭議問題，2019 年的觀察更為聚焦在各領
域的重要案例中呈現的爭議性問題，據以分析中國社會人權的發展水平及
民眾權益受到威脅及損害的情形。以下內容將依序討論 2019 年中國在社
會保障權、健康權、適當生活水準權上的重要趨勢及事件，最後提出本文
結論。

貳、社會保障權
一、養老保險的制度困境
從 1999 年進入人口老齡化社會到 2018 年的 19 年間，中國老年人口
淨增 1 億 1,800 萬人，成為目前世界上唯一老年人口超過 2 億的國家。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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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人口老齡化進程的不斷加速，中國養老保障制度改革也開始進入深水
期。各種制度性問題及發展失衡情況不斷浮現。

（一）養老保險的制度不平等
2017 年官方數據顯示，「城鄉居民基本養老保險」每月人均領取約
117 元 人 民 幣，「 城 鎮 職 工 基 本 養 老 保 險 」 約 2,362 元。 而 以 2013 年 數
據為例，每位退休人員平均領取 700 元，退休老人群體的基尼係數高達
0.68，顯示中國極不平等的老年退休社會（Zhu and Alan, 2018）。同時，
對養老生活有較大貢獻的「城鎮職工基本養老保險」，投保者數量卻仍然
偏低，僅佔全部就業人口的三成至四成。2017 年農民工約 2 億 8,000 萬
人，但只有 6,200 萬參加「城鎮職工基本養老保險」。這意味著即使中國政
府規定強制投保，但絕大多數的城鎮企業為節省人力成本而不願意為臨時
性的農民工投保；加上農民工多不具大城市戶籍，隨時可能會失去在城市
的工作，因而寧可省下投保費自己花用。整體而言，此些現象均呈現不同
養老制度之間保障程度不平等的現象。

（二）養老保險的地域不平等
中國各個省份養老金人賬戶當期結餘「兩級分化」現象非常嚴重。
中國社科院公布的最新報告指出，在引入中央調劑制度後，2019 年當期
結餘排在第 1 位的廣東為 1,296 億元，遠遠超過排在第 2 位四川的 478 億
3,000 萬元和第 3 位北京的 477 億 2,000 萬元。相對而言，2019 年中國養
老保險基金當期收不抵支的省份高達 16 個。其中內蒙古、吉林、遼寧、
青海、黑龍江這幾個省份處於警戒線之上，意味著各省政府可支付養老金
的時間不足 3 個月。所有這些還是在引入中央調劑制度的情況下。而未引
入中央調劑制度前，2019 年當期結餘排在第 1 位的廣東高達 2,000 億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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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幾乎是排在 2-10 位即北京、湖南、四川、福建、雲南、貴州、新
疆、安徽和天津的當期結餘總和（鄭秉文，2019）。相關現象也顯示區域
經濟發展失衡對養老保險有深刻影響。

二、養老服務市場化的問題
中共「十三五規劃」中訂下每千名老人擁有養老床位 35 張到 45 張的
養老政策目標，亦即在 2020 年養老床位數量應在 800 萬張以上。不過目
前中國每千名老年人口擁有養老床位約 29.9 張，離前述目標仍有不小差
距。為了實現此一政策承諾，中共官方近年大幅放寬甚至取消對設置養老
機構的管制，嘗試透過推動養老服務市場化改革、鼓勵民間企業投入養老
服務的提供，來解決官方推動養老服務能力不足的困境。及至 2019 年 8
月初，已經有包括江蘇、北京、上海、天津、山東、湖北、甘肅、新疆、
山西、廣東和廣西等十一個省區市在省級層面宣布取消養老機構設立許
可。此外，河南南陽市、河北遷西縣、貴州盤州市、寧夏石嘴山市等城
市，也在縣、市級層面宣布取消養老機構設立許可。
然而，養老服務市場化的改革仍存在許多重要問題。首先，目前民營
養老機構的收費過高，大部分老年人無法負擔，導致公營養老院一位難
求、而民營養老院門可羅雀的現象，形成老年人口照護上的社會不平等。
其次，中共官方在急於放寬民營養老機構管制規範的同時，其實也代表對
於養老機構在消防安全、環境衛生、照護能力等營運條件上降低監管的
力度，使許多條件不足的業者僅需在民政部門備案後，就能夠開設養老
機構。由此導致養老服務在品質與安全上的許多疑慮與風險（人民網，
2019）。
前述問題也反映出大幅度推動養老服務的市場化，其實是中共政府對
於國家提供合理養老保障的卸責作法，而在缺乏完整配套措施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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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市場力量進入養老服務雖然可能在短期內達到中共官方設定的政策目
標，但卻未必能夠提供足夠而完整的養老服務，反而可能導致缺乏規範的
市場化侵蝕老人群體維繫生活品質的基本社會權利。

三、社保基金缺口難以填補
中國社科院 4 月發佈報告稱，即使中國持續維持目前補貼的額度，中
國養老金仍將在 2028 年出現赤字、2035 年破產。換言之，如果中共官方
無法有效解決社保的財政問題，極有可能導致 1975 年以後出生的中國公
民無法在退休後得到適當的生活保障。
對 此， 若 中 共 政 府 要 填 補 財 政 黑 洞， 到 2050 年 以 前 需 投 入 11 兆
2,800 億人民幣。2019 年 7 月中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理委員會表示，
考慮將 35 間國有企業，價值 5,217 億人民幣的股份注資到「全國社會保障
基金」；此前中國已注資 18 間國有企業，價值 821 億人民幣的股份。事實
上中國國務院在 2017 年 11 月就作出決議，社保基金可持有企業 10% 的股
份，而中國國有企業 10% 的股份價值整體約為 6 兆 6,000 億人民幣，不過
這決議近年來卻遭到中國國有企業消極抵制，因為國有企業不希望讓社保
基金在董事會有更多發言權，一直到國務院決定推動後，才有所進展。然
而，國有企業是否願意全面配合社保基金的運作仍待觀察，而且即使此一
投入國企股份的政策順利推動，也仍無法滿足社保基金持續擴大的財政缺
口。
另一方面，降低企業繳費比例的政策，也侵蝕了養老保險的財政基
礎。國務院辦公廳 4 月印發《降低社會保險費率綜合方案》，明確規定自
2019 年 5 月 1 日起，降低城鎮職工基本養老保險單位繳費比例；單位繳
費比例高於 16% 的，可降至 16%；目前低於 16% 的，要研究提出過渡辦
法。就此，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上海研究院院長李培林表示：雖然降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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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經濟發展有利，但會加速消耗基本養老保險基金，再加上老年人口快速
增加的問題，將使中國基本養老保險制度的財務可持續問題更加惡化（風
傳媒，2019）。
此外，養老保險基金也過度依賴政府的財政補貼。中國總理李克強在
人大會議中提出已在 2018 年從每月人民幣 70 元上調到 88 元的「城鄉居
民基本養老保險」，未來計劃將繼續提高最低的給付標準；同時，李克強
也指出中央已成立所謂的「調劑基金」，以確保各地養老金按時足額發放。
然而，在養老保險本身制度問題無法解決的情況下，政府財政補貼無法長
期彌補保險基金的缺口，最後仍將面對養老保險崩潰的風險。

參、健康權
一、醫療保障體系崩潰與「癌症難民」
雖然中國政府聲稱已經為 95% 的公民提供醫療給付，但中國的醫療照
護體系恐已面臨崩潰。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每位醫生照顧民衆數應
為 1,500 到 2,000 人，但在中國，一位醫師卻要負責治療 6,666 位民衆，
醫療資源明顯無法滿足民眾所需（黃瑞黎，2018）。在中國社會某些癌症
病患因為無法順利看到醫生，或是負擔不起高額醫療費用，甚至還得上論
壇搜尋製藥方法，到網路上購買藥品原料，自行在家配製癌症藥物。而在
醫療資源更缺乏的鄉下地區，居民生重病時也必須前往大城市就醫。在中
國鄉村地區的居民在被診斷出癌症後，死亡的機率比都市地區的居民要高
30%。這些「癌症難民」現象，突顯出中國醫療資源整體不足、分配不均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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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老人群體健康堪慮
中國老年人口超過 17%，除已經成為高齡社會外，並正在邁入超高齡
社會（老年人口 21% 以上）。除了各種養老問題外，健康問題也成為老年
群體維持合理生活的重要隱憂。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8 年國民經
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8 年年末，中國 60 周歲及以上人數 2
億 4,949 萬，占總人口比重 17.9%。從 2000 年到 2018 年，60 歲及以上的
老年人口從 1 億 2,600 萬增加到 2 億 4,900 萬，幾乎增加一倍。而伴隨老
年人口增加，老年群體的健康問題也逐漸凸顯。根據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
員會公布資料，中國去年人均預期壽命為 77 歲，健康預期壽命僅為 68.7
歲，說明民眾有逾 8 年時間是在帶病狀態。此外，根據國家衞健委老齡健
康司公布的數據，顯示中國社會有超過 1 億 8,000 萬老人患有慢性病，其
中患有一種以上慢性病的老人佔 75%，另約有 4000 萬老人殘疾或半殘疾。
前述現象反映老年化問題與醫療健康問題的結合，並且凸顯老年人口
在當前中國醫療體制下無法得到良好的醫療服務服務，因而無法擁有健康
而合宜的老年生活水準的問題。同時，這也將導致整個社會必須投入大量
資源在老人照護工作上，將逐漸成為影響中國社會持續發展的重要問題。

三、藥品安全問題：上海血液製品污染愛滋病
2 月初，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公布的一份文件，指出江西省衛健委
疾控中心檢測到上海新興醫藥公司一批免疫球蛋白含有愛滋抗體陽性，並
要求各省級衛生健康行政部門立即通知轄區內醫療機構暫停使用該批號產
品並封存，對已經使用的患者進行監測等相應作為。業內消息指出，由於
貨源一直緊張，該批號產品 1 萬 2000 瓶絕大部份已經使用，導致問題更
加複雜。上海新興公司隨後發出「致歉信」，稱實際感染的可能性非常低，
並指若因產品造成感染將提供賠償，引發民眾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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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6 日，國家衛健委發布《關於「靜注人免疫球蛋白愛滋病抗體陽
性」有關問題的回應》：已第一時間派出工作組赴地方指導工作，並召集
專家對有關問題進行分析研判。同日，國家藥監局也公布《上海新興相關
產品初步調查情況》，披露上海方面對涉事批次靜注人免疫球蛋白進行的
愛滋病、乙肝、丙肝三種病毒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江西方面對患者
的愛滋病病毒核酸檢測，結果為陰性。2 月 10 日晚間，上海新興宣布全面
停產查核問題批次產品的原料來源、生產及質量控制全流程等各重要環節
中可能存在的問題。至此，此一事件逐漸退出公眾視野。
涉事的上海新興被指出同時具有央企及軍方背景。該公司由中共國務
院管理的央企中國新興（集團）總公司等單位共同發起，在原中共總後衛
生部上海新興血液製品研究所基礎上改制而成，於 2009 年隨新興集團整
體重組併入中國通用技術集團。2018 年，該公司凈利率高達 50.5%。另
一方面，上海新興的生產能力與程序存在許多漏洞。上海新興醫藥下有兩
個單採血漿站，可年採血漿約 70 噸的規模；但該公司原料血漿處理能力
達 300 多噸，明顯供不應求，卻無法清楚說明血漿原料來源。該公司也在
2018 年和 2016 年曾遭遇多起法律糾紛，在生產程序上顯有問題。
在這起藥品污染事件中，突顯出中國醫藥產業與藥品監管工作的幾項
潛在問題。首先，醫藥產業背後的國家資本與政府監管機制的失靈。各種
形式的國家資本或政商力量憑藉著既有的制度資源，掌握利潤龐大、技術
門檻較高的醫藥產業。而以國家權力為基礎的制度資源，也使中國政府對
藥品風險的監管機制形成制約，難以充分為人民健康把關。其次，政府監
管機制缺乏社會監督。此次上海新興事件的突然爆發與草草落幕，似呈
現權力集團「茶壺裡的風暴」。但面對民眾質疑，中國政府仍能單方面宣
稱污染藥品的感染風險不存在，呈現出監管機制本身不受監督的特性。其
三，威權體制作為中國民眾健康風險的制度根源。威權體制一方面導致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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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資本與統治階層政商集團對關鍵產業的控制，進而制約政府在公共利益
上的監管能力；另一方面限制人民對政策過程與監管機制的參與及監督。
制度性因素將導致難以察覺卻可能影響廣泛的系統性健康風險。

四、食品安全問題：四川成都中學食安事件
3 月份四川成都七中實驗學校發生食品安全問題，引發學生身體出現
不適。3 月 13 日，有大批家長到學校門外抗議示威，要求當局給家長一個
交待，更有家長跪求市長出面調查。但當局派出大批警力鎮壓，雙方爆發
衝突，警方噴辣椒水暴力驅散家長。
該校的食堂外包給第三方公司「四川德羽後勤管理服務有限公司」，
該公司創建於 2015 年，除出事的成都七中實驗學校，還承包四川其它約
20 家學校或單位的食堂，服務學生群體 20 萬餘人。據悉，德羽集團贊助
成立了一個四川省中學校長協會—校長之家，該協會擁有近 200 家遍及
全省的會員單位，以及四家特邀理事單位。當地家長批評這樣的操作模式
採取類似長春長生疫苗的推廣方式，亦即通過贊助各地疾控中心的各種會
議，甚至給予獎勵，以此獲得人脈關係與政商連結。
「# 成都七中實驗學校」一度成為中國社交媒體微博上的熱搜話題。
但隨後招致刪貼，話題熱度下跌。在四川之外，憤怒蔓延至中國的社交網
絡。中國學者批評：這不是某一群體，地域或者階層的問題，這是沒有從
根本制度上確立標準（多維新聞網，2019）。中國在市場經濟制度下沒有
真正做到保障消費者的權益。目前中國解決食品安全的方式是社會分層突
出的體現。例如目前有特供農場為某些部門和高層專供綠色環保安全無污
染食品，專門供給社會的特殊群體。而有能力支付高價「健康」食物的群
體則用價格來確保食品安全。但剩下的貧民和農民工等弱勢群體的食品安
全沒有人管。如果不進行政治革新，這種情況會越來越嚴重，人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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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健康只會越來越沒有保障。

五、健康風險問題

（一）環境健康風險：奧迪汽車使用有毒材料事件
3 月有 6 名奧迪車主和家屬共同舉報，一汽大眾汽車公司生產的國產
奧迪汽車可能使用有毒材料，致使多人罹患白血病。業界人士透露，車商
使用有毒材料是一個普遍現象。而專家表示，呼吸這類有毒材料，有致癌
可能。在網路流傳的一份記錄了 85 名患者的名單中，詳細統計了患病奧
迪車主的省份、姓名、性別、年齡、車型、車輛識別代碼、病型、購車時
間以及發病時間。其中 33 名車主的詳細信息（診斷、車本、死亡證明等）
已經遞交給國家市場監督管理總局、深圳市消費者委員會。事實上，類似
問題早已發現卻一直未獲中國政府重視與處理。央視 2013 年 3 月曾揭露：
奧迪車的異味來源之一是「一汽大眾」使用了瀝青充當阻尼片，而瀝青能
釋放「苯」等有毒氣體。2017 年，在媒體和車主代表的見證下，深圳市消
費者委員會通過抽檢，證實奧迪車車內空氣質量普遍不合格。

（二）環境健康風險：空氣污染導致的健康風險仍然嚴峻
美國健康效應研究所發佈《2019 全球空氣狀況》報告（基於 2017 年
數據）顯示，2017 年全球因長期暴露於室外和室內空氣污染而死於中風、
心臟病、肺癌、糖尿病和慢性肺病的人數達到近 500 萬；而在中國，該數
字是 120 萬。經估算，2017 年在中國，空氣污染使人均預期壽命縮短 23
個月，其中，室外、室內空氣污染分別減少人均預期壽命 15 個月和 8 個
月。在非傳染性疾病中，空氣污染對肺癌發病的貢獻率是 26%，對心臟
病、中風的貢獻率分別是 17%、12%。此外，根據香港中文大學的最新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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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中國的空氣污染已造成每年平均一百多萬人早死，每年平均 2,760 億
人民幣的經濟損失（關鍵評論，2019）。
另一方面，中國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也形成鄰近國家的健康風險。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統計數據，南韓每年約有 1 萬 8000 人死於
和汙染相關的疾病。2018 年南韓環境部表示，該國 97％的人表明「空氣
污染令他們身心痛苦」，南韓政府也宣佈此一問題為社會災難。在界定污
染源問題時，南韓官員發現，越接近中國，空氣污染就越嚴重，而海中的
黑碳和二氧化硫都遠高於在南韓內陸濃度，意即污染物是從他處流入韓國
的。首爾市長樸元淳（Park Won-soon）曾引述環境研究人員的說法，指出
「中國應對韓國的污染問題負 50-60％的責任（自由時報，2019）。」

（三）醫療健康風險：醫療垃圾非法再利用
輸液管、醫用手套、輸液袋、尿袋、儲血袋等廢棄醫療垃圾所含的病
菌，是普通生活垃圾的幾十倍甚至上千倍，甚至可能存在傳染性病菌、病
毒及放射性等有害物質。央視曝光醫療廢棄物被黑心商人再利用並形成產
業鏈，引起社會關注。中國外賣消費金額去年已達 2,430 億元人民幣（約
361 億美元），然而為了省時便利而點餐的外賣，消費者卻也將汙染風險吃
下肚。
根據中國《醫療廢棄物管理條例》以及相關規定，輸液瓶、輸液袋必
須符合相關資格的單位才能回收處理；相關醫療廢棄物必須交由符合資格
單位集中焚燒等無害化處理，不能重覆再利用。但 2019 年 3 月 15 日央視
曝光，醫療垃圾黑色產業鏈下，帶血的輸液管、尿袋等醫療垃圾的處理方
式，竟然是直接被粉碎成破碎料，再經過簡單的加工，變成灰白色或者是
灰黃色、俗稱「再生料」的顆粒，再次加工後很可能變成外賣盒，一批又
一批地送到民眾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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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不是媒體第一次披露醫療垃圾的問題，但多年來整治成效不彰。中
共在 2003 年 SARS 風暴後，頒布《醫療廢物管理條例》，嚴禁任何單位和
個人買賣醫療廢物。但十多年來，這種現象絲毫沒有減少，醫療廢物的買
賣加工已經形成「一條龍」的黑色產業利益鏈。如 2012 年，「3 · 15」晚
會曾曝光過廣東汕頭澄海，不少玩具製造企業將醫療垃圾回收成二料，並
溶解填充成玩具。這也一度轟動外界。再如 2017 年 1 月媒體報導，江蘇
省南京市、湖南省長沙市及湖北省襄陽市等等，都有不法商人利用輸液袋
及輸液瓶等醫療廢棄物，加工製成餐具及玩具。民眾對此表示憤怒，部分
人對外賣徹底失去信心，卻也無可奈何。官方對醫療垃圾黑色產業鏈的監
管無力，也成社會風險的未爆彈。

（四）醫療健康風險：行政命令下的剖腹產控制
十餘年前世界衛生組織提醒，在非必要情況下，不要實施剖腹產，並
且警告中國的剖腹產率一度達到 46％，是全球剖腹產率最高的國家之一。
近十年來中國在國際壓力下迅速做出改變。哈佛大學與北京大學共同發表
的一份研究報告中，說明當巴西等其它國家束手無策時，中國已經成功降
低剖腹產增長率。該報告並指出 2001 年中國國家衛計委把降低剖腹產率
作為工作重點，並且利用行政處罰作為政策工具，從而對降低剖腹產率發
揮了決定性作用。這些行政處罰手段包括將政府補貼、醫院執照與剖腹
產率掛鉤；如在 2012 年，湖北省高剖腹產率的醫院被告知他們將被「改
革」。然而，世衛組織指出世界上沒有其他國家因高剖腹產率而懲罰醫護
人士，並強調「中國政府的政策允許醫生違背女性意願。臨床和法律的指
導方針告訴醫生他們可以違背女性意願」，而僅僅關注剖腹產率的控制，
將會忽略母親依據自身意願選擇適宜生產方式的權力（BBC, 2019）。相對
而言，北歐國家剖腹產率一直較低，其原因並非採取了專門降低剖腹產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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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而是因為盡可能提供優質護理。

肆、適當生活水準權
一、貧困問題與扶貧工程
2020 年是習近平宣示在「確保貧困人口如期脫貧」的目標。10 月 17
日，習再次稱「絕對貧困問題，即將歷史性地得到解決，這將為全球減貧
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然而，自中共中央的大量補助款，反而滋生了地方
政府「搶著變窮」、「扶貧腐敗」的一連串怪現象。許多地方政府一旦拿到
了資金，不是將扶貧款貪汙私吞，就是浪費在形象工程上，而非協助民眾
脫貧。此外，在扶貧工作即將收尾的階段，地方政府更強化了形式主義、
官僚主義的作風，突顯出中共威權政體下，扶貧工作的荒謬，而其改善底
層人民的成效也難以充分落實。2019 年觀察的具體問題包括：

（一）扶貧績效難以取得民眾認同
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 40 週年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40 年來，「我國
貧困人口累計減少 7 億 4,000 萬人，貧困發生率下降 94.4 個百分點。事實
上，每年過年前，中共都要派出村官給當地貧困戶送米送油，即所謂的送
「溫暖」。但今年二月的兩段視頻顯示，農民對這些政府作為並不領情，
直接把送去的「溫暖」扔了出去。

（二）統計標準掩蓋貧困事實
中國國家統計局於 2 月提出一項統計報告，把月收入 2,000 ～ 5,000
人民幣的人群稱為中等收入群體引發民眾熱議。對此，中國經濟學家表示

© 2020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社會人權觀察

101

雖然群體內部仍然存在著貧富差異，但如果月入 2,000 元也可以進入中等
收入群體，太寬泛的定義將會使一個概念失去可信度及解釋力（財經新
報，2019）。目前來看中等收入群體中的低收入人口過得還是很艱難，無
論是實際收入還是生活壓力都難以讓他們感受到生活的輕鬆、樂趣和尊嚴。

（三）扶貧工程成為政績工程
兩會期間，習近平在參加甘肅人大代表團審議時強調實現脫貧攻堅目
標，強調越到關鍵時候越要響鼓重錘、警鐘長鳴。不要搞「大躍進」、「浮
誇風」，不要搞急功近利、虛假政績的東西。然而，扶貧工作的負面事件
仍不斷出現，凸顯扶貧工作難以克服虛偽造假的體制性問題。2019 年間扶
貧工程涉及的重要負面事件包括：


四月住建部公布兩則關於搞面子工程的通報。一則是甘肅蘭州市的
國家扶貧工作重點榆中縣；另一個是有 62 個貧困村的陝西韓城縣。
報導稱，榆中縣於 2016 年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僅 5 億 9,300 萬人民
幣，但地方當局卻斥資 6,200 萬鉅資造了一座仿古城門，花掉全年
十分之一的主要財政收入；韓城縣則是投資 1 億 9,000 萬打造「鯉
魚躍龍門」景觀，建設超大體量的假山跌瀑、人造水系及亮化工
程，被指為「政績工程」。陝西民眾表示：「目前在中國，我了解的
扶貧都是假的。給貧戶在鎮上蓋房子，都交錢了，最後沒有得到房
子。」



河南省商水縣譚莊鎮某村在今年 2 月 21 日，村民發現一名九旬老
人在自己的小屋裡已經過世，這名老人並非正常死亡，當地政府人
員為實現脫貧定額，強制要求老人與子女住在一起，以便讓上級檢
查。村民透露，當地幹部曾多次要求老人與子女同住，但老人與兒
子產生矛盾，覺得壓抑痛苦，就又搬回自己的小屋住，之後老人就

© 2020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102 《2019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被發現在屋中自盡。


六月間，河北省的一位農民，丈夫臥病在床，一兒一女也都有病，
2016 年被列入貧困戶，但當地政府為了達成「有房住」的脫貧標
準，多次逼他們搬離窯洞，住進新房，但新房連門窗都沒有，根本
沒辦法入住，也無法承擔高額的裝修費，政府仍然強制執行，讓她
在醫療費和裝修費上兩頭燒，沒有拿到任何補助，她生病的丈夫只
好瞞著家人偷偷去賣血，被迫「脫貧」。



中國柔道冠軍馬端斌日前通過微博，實名舉報家鄉遼寧省本溪市兩
任村支書，這兩名村支書貪污扶貧款 1,000 多萬人民幣，霸佔村公
有企業，欺壓村民。有村民披露，曾因舉報村支書遭威脅，「你再告
就弄死你。」其中劉忠軍通過虛報五味子種植畝數，套取國家扶貧基
金 1,000 多萬。後來在村民的舉報下劉忠軍被迫辭職，但其貪污的
上千萬元扶貧款卻下落不明。



湖南湘西土家族鄉村女教師李田田，因批評地方官員的形式主義而
遭打壓，事件戳破了習近平所聲稱的絕對貧困問題即將得到解決的
脫貧神話。日前，25 歲的湘西土家族鄉村女教師李田田發表一篇題
為「一群正被毀掉的鄉村孩子」的文章，指出學校為了應付頻繁的
上級檢查，隔兩天就要帶學生大掃除，「停課掃地」已是常態，在這
些形式主義的背後，真正被犧牲的是學生。李田田曾表示作為偏遠
地區的老師，她身上還有 5 個貧困戶的扶貧任務，必須時常與他們
聯繫，計算他們的收入、收集整理訊息、填寫各種資料等。但為了
上級檢查，老師不得不停課去政府加班。事後，李田田在微信朋友
圈說，自己因此被教育局官員要求連夜進城約談，驚嚇中在微信求
助。事件引發輿論廣泛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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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扶貧政策導致過度舉債風險
中國近年大力動員國家財政資源推動扶貧政策，但地方政府與民間往
往為了應付來自上級的扶貧要求，舉債投入各類扶貧工作，導致過度舉
債的經濟發展風險。中國人民銀行 2019 年 3 月印發《關於切實做好 2019
年 -2020 年金融精准扶貧工作的指導意見》。《意見》指出，高度關注片面
追求貸款規模和覆蓋面、以扶貧名義過度舉債等可能存在的風險。事實上
截至 2019 年 3 月末，中國全國扶貧再貸款餘額達到 1,679 億元人民幣。建
檔立卡貧困人口及脫貧人口精准扶貧貸款餘額 7,126 億元人民幣，產業精
準扶貧貸款餘額 1 兆 1,700 億元人民幣。此一政策投射出扶貧政策背後其
實是各地政府與產業為了完成上級的行政指標，透過過度舉債推動扶貧工
作的潛在問題。

二、非洲猪瘟持續蔓延，引發全國性物價波動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猪肉生產與消費國，但自 2018 年 8 月至今，非洲
猪瘟肆虐中國全境，猪隻數量遭撲殺而銳減。截至今年 8 月，中國的生猪
存欄量年降幅已近 4 成，也帶動猪價節節攀升。目前較去年同期提高近
50%。至少有三個地方政府為了確保消費者能繼續吃得起猪肉，已動用了
國家的猪肉戰略儲備。10 月公布的居民消費價格指數顯示，消費者的負擔
日益加重。9 月消費者物價指數（CPI）年漲 3%，創下近 6 年來最大漲幅。
與去年相比，食品價格上漲了 10%。畜肉類價格上漲 46.9%，影響 CPI 上
漲約 2.03 個百分點，其中，猪肉價格上漲 69.3%，影響 CPI 上漲約 1.65
個百分點。可見猪價帶動了其他肉品及整體物價上揚。
為了平穩猪價，政府祭出多項補貼措施，甚至釋放萬噸戰略儲備猪
肉，當局也呼籲農民加速繁殖猪隻。中國國務院副總理胡春華日前曾警
告，至 2020 年上半年為止，會面臨非常嚴峻的猪肉供應短缺，由於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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猪肉量超過 1,000 萬噸，即使透過進口也供不應求，因此在國內增加生產
也成為當務之急。在此情況下，當前增加肉品產量已經成為中國國內重要
的「政治任務」。胡春華 9 月訪視山東、河北、河南等主要畜牧業省分時，
也敦促地方政府目標在明年恢復猪肉正常供應。
在「養猪成為政治任務」的背景下，中國到 9 月底已有 10 個省市提
出養殖生猪的目標，連市長都定下了轄區內必須出欄的猪隻養殖目標，列
作考核標準，官方透過各種方式一定程度提高養猪比率，並要求大的畜牧
企業盡力配合增加產能。
然而，中國對非洲猪瘟的防疫措施仍是關鍵，否則復養後又復發疫
情，只會造成更多的損失。中國農業農村部下令每個養猪場有疑似疫情一
定要通報，否則會受罰；但是撲殺猪隻每頭的補償金人民幣 1,200 元要由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共同承擔，地方政府基於財政壓力以及遇事「大化
小、小化無」的習慣，能避就避。結果造成基層猪農搶賣猪隻減少損失，
增加了染病猪流向市面的機會，病毒得以持續散布。

三、社會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基本生活水準缺乏保障
晚近經濟數據指出，約 5 億 6,000 萬中國人的銀行存款為零。銀行存
款數據：中國當下有 5%（約 7,000 萬）是富人，他們的人均存款高達 47
萬以上，而 95% 的人銀行存款只有 2 萬 4,000 元。此外，在這 95% 的群
體當中，有 40% 的人銀行存款為零，也就是說大約 5 億 6,000 萬中國人沒
有銀行存款。更有甚者，在這 5 億 6,000 萬人當中，又有 92%（5 億 1,000
萬）的人存在收入低於支出的問題。根據中共官方 2019 年第一季度數據
顯示，中國居民消費支出額已經超過了收入額。而根據國家統計局 2018
年的數據顯示，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 萬 5,974 元，農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 萬 3,432 元。全國有 21 個省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於 2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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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元。換言之，全國居民月可支配收入只有 2000 多元，農村居民月可
支配收入僅僅為 1,000 多元。
相關現象反映出雖然中共近年來大力推動扶貧政策，但中國社會存在
著大量的低收入人群，而貧富差距問題也日益嚴重。扶貧政策可能在極度
偏遠農村以政策手段創造脫貧的表象，但更多一般人民的基本生活水準卻
仍難得到保障，無法獲得免於匱乏的自由。

四、房價維穩與民眾負債
中國社科院發布的熱點城市房價數據顯示，中國一線城市房價下跌，
北京和上海的跌幅還在擴大。而二三線城市的房市則早已進入寒冬。除了
悄然消失的中小房地產企業外，大型房地產商也在紛紛降價售房。然而，
許多地方政府卻出手阻止房價下跌，如桂林市政府在 9 月 20 號召開房價
維穩會議。會上點名批評大型房地產開發集團碧桂園降價售房，要求各大
房企抵制「惡意降價拋售」行為，並要各大房企能「抱團自律，堅持住，
確保房價堅挺」。除此之外，湖北武漢、恩施、江西省贛州市贛縣區、邳
州市、河南等地均出現了地方政府出面「約談」和「護盤」的做法。
近 10 年以來，政府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占財政總收入的比重平均數
在 25% 左右。2008 年財政總收入 6 兆，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 9,600 億元，
占比約 16%；而在 2010 年財政收入 8 兆 3,000 億元，土地使用權出讓收
入 2 兆 7,000 億元，占比約 32%。2018 年財政總收入 26 兆元，土地使用
權出讓收入 6 兆 5,096 億元，占比約 25%。財政收入 10 年增加了 4 倍，
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 10 年增加了大約 7 倍。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在地方
政府的財政收入占比更高。2008 年中共地方財政收入 4 兆 1,600 億元，土
地使用權出讓收入 9,600 億元，占比不到 25%；2013 年中共地方財政收入
接近 6 兆 9,000 億元，中共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 4 兆 1,000 億元，占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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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60%，2018 年地方財政收入 9.79 兆元，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 6 兆 5,000
億元，占比將近 66%。
與土地和房地產相關的稅收還包括契稅、土地增值稅、房產稅、城鎮
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等也是一筆可觀的收入，2018 年合計為 1 兆 8,000
億元。房地產稅費等各種收入占比全國財政收入 32%，占地方財政收入的
80% 以上。此外，根據國家統計局和統計年鑑的數字，土地出讓金占商品
房銷售額的 41%，最高時 2010 年占 55.8%，也就是商品房一半的收入歸
了地方財政。
事實上，居高不下的房價是中國大陸家庭債務及資金槓桿率持續上升
的主要原因。據統計，中國大陸城市房價持續上揚，7 月 70 個大中城市房
價按年升 9.7%，連續上升已達 46 個月；按月比則連漲 51 個月。而資金投
入房市後，也直接抑制了居民將收入使用在生活消費上的能力。以深圳為
例，在 2012 年，深圳的社會消費品零售總額僅次於北京、上海、廣州，
位居全國第四，但到了 2018 年，深圳僅位居全國第七，落後於重慶、武
漢和成都。其中，深圳居民將更多資金用於購房投資是一大因素。統計顯
示，2018 年深圳平均房價，高達中國家庭平均每年收入 34 倍，而深圳的
住戶貸款餘額達 1 兆 9,942 億 9,500 萬元人民幣。進一步來看，居民槓桿
率的過快上升將帶來銀行資產惡化、金融風險積聚以及抑制居民消費增長
等不良影響，長期而言將限制經濟發展的動能。
另一方面，根據中共官方近期公佈的數據，2018 年家庭債務總額占收
入總額的比例達到 53%，亦即每 100 元的家庭收入中，就有 53 元必須用
來償還債務，該數字較 2008 年金融海嘯時高出 34%。而在扣除固定支出
後，家庭債務占可支配收入比率更達到 120%。在中國大陸中央銀行發布
的《中國金融穩定報告（2018）》中則指稱，2008 年住戶部門槓桿率（住
戶貸款餘額 /GDP）為 17.9%，到 2017 年末已經達到了 49%，且南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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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槓桿率普遍高於北方城市。此一數據不但反映中國民眾家戶收入呈現入
不敷出的情況，其增長速度也居全球主要經濟體之冠，已經和 1980 年代
日本經濟泡沫時期相當類似。

五、洪災援助工作的治理問題
7 月以來，中國十多個省市發生洪災，湖南湘江出現多處險情。7 月
15 日的湖南省應急管理廳消息宣稱，截至 7 月 14 日 8 點，兩次暴雨洪澇
災害共造成湖南省 14 個市州、90 個縣市區 393 萬多人受災，因災死亡、
失踪 17 人，緊急轉移安置人口 47 萬 1,000 人，需緊急生活救助人口 17 萬
9,000 人；農作物受災面積 29 萬 3,000 公頃，絕收面積 6 萬 7,000 公頃；
倒塌房屋 3,250 戶、7,087 間等，直接經濟損失 103 億元。不過，當地政府
為受災者下撥的救災款僅有 120 萬元人民幣，等同人均 3 毛錢。中共政府
對救災援助的投入相對於災民重建的需求可以是杯水車薪，突顯出救災應
急體系的治理能力不足，以及政府對於災民需求無動於衷的態度。此外，
相較於中國政府動輒對非洲國家提供數百億美元的大手筆援助，也形成極
為諷刺的對比。
另一方面，7 月廣東省河源市也遭受嚴重洪災，受災鄉鎮 63 個、因災
死亡 8 人、受災人口 11 萬多人。可是，在受災最嚴重的連平縣上坪鎮，
卻出現當地民眾指出，地方政府利用水災，將當地沒有受到淹沒且狀況良
好的房舍視為危樓並強制拆除，並藉著將居民轉移安置的理由騰空土地。
相較於前述救災應急體系整體失靈的情況，此一案例更突顯出地方政府利
用天災作為手段，強制遷移民眾已取得土地的荒謬作為。

六、「以房養老」政策助長高齡群體陷入房產騙局
四、五月間，北京中安民生公司被以從事非法集資活動立案偵查。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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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選擇了中安民生等公司以房養老模式投資的老年人，陷入了房財兩空境
地。而類似騙局在中國各地層出不窮，越來越多老年人正掉進這個騙局。
例如江西南昌有一家名為天地自然的養老機構，號稱要打造成江西一流的
標杆養老企業，運營兩年多招募了幾千名會員。在今年 4 月，這家養老機
構的負責人一夜之間消失，老人們這才發現自己上當了。據悉，中安民生
在各種宣傳中借用了中共官方的「以房養老」政策，打著民政部、全國老
齡委、中國老齡事業發展基金會等的名義，誘騙老人簽下不合理的《房產
抵押合同》，使房產公司得以將老人的房產進行折價變賣或拍賣。
老人們頻頻受騙的關鍵原因，與中共的養老政策有很大關聯。在養老
金缺口持續增大、養老壓力劇增的大背景下，中共提出的「以房養老」政
策，宣稱「不能單靠政府承擔養老責任」，並試點推展至全國。所謂的「以
房養老」，就是鼓勵老年人把房子重新抵押給銀行或保險公司，以銀行貸
款支付日後的老年生活，老人去世後，房子成為銀行的資產。中共全力推
動這一政策，實際上是推卸政府應該承擔的最基本責任。而許多房產公司
打著以房養老旗號、進行非法集資的騙局，將老年人的房產和錢財卷席一
空。此一案例呈現中國推行的多項社會政策僅重視表面的政策績效，而忽
略政府維持社會公平與民眾權益的基本責任，也易於引發各種社會問題。

伍、結論
本文聚焦於 2019 年在中國社會人權領域中出現的重要事件與趨勢，
以此評估中國政府在保障社會人權工作上存在的問題。關注的面向包括社
會保障權、健康權與適當生活水準權。
在社會保障權上，中國養老保險的困境包括人口發展與養老保險的地
域不平等、不同類型保險的制度不平等，以及過於依賴財政補貼與降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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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責任的問題。此些問題將威脅中國養老保險的穩定運作，並加劇老年社
會的問題。而養老保險制度框架中隱含的社會不平等，則說明中國政府在
各種制度遺產與發展需求的複雜制約下，難以針對社會變遷問題提出有效
治理方案的困境。此外，在養老服務上則展現出政府試圖引進市場力量提
高養老服務供給，卻也突顯出政府迴避提供社會福利責任與履行行政監管
職能的問題。另一方面，許多社會問題的治理失靈，也影響了人民維持適
當生活水準的能力。在地方政府防疫政策執行不力的情況下，非洲猪瘟在
中國的持續蔓延，已經引發系統性的危機，帶動肉品、食品及整體物價的
上揚，進而影響一般民眾的穩定生活品質。其次，面對中國房價近期出現
的下跌趨勢，地方政府「房價維穩」的措施，忽略了過高的房價已經成為
民眾沈重的經濟負擔，並且導致家戶負債率偏高的結果。
在健康權相關議題上，老年健康問題的浮現，呈現出老年群體因缺乏
良好醫療服務而面對健康預期壽命偏低的問題。藥品污染事件中，突顯出
中國醫藥產業與藥品監管工作的嚴重問題其實根源於國家資本主義掌控醫
藥產業的制度性問題。；而四川食安事件則反映廠商透過經營政商網絡開
拓市場，以及中國社會健康不平等的問題。此外，各類健康風險仍然層出
不窮。奧迪汽車使用有毒材料以及醫療垃圾非法回收加工事件，突顯出各
類威脅民眾健康的風險因素長期以來未能受到中國政府的重視與有效監
管。此外，中國政府透過行政強制手段干預醫院進行剖腹生產的作為，則
忽略了產婦自主選擇生產方式的權利。各類監管不力形成的健康風險，說
明對於民眾重視的日常生活基本保障，基層政府部門往往在缺乏民眾監督
下出現行政怠惰與卸責作為。諷刺的是，對於國家認為重要的目標，如推
動扶貧工作、控制剖腹生產率等問題，則經常展現出為創造政績工程，透
過行政強制手段強勢推動而侵害人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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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適當生活水準權的保障上，中國政府積極推動扶貧攻堅，但各種負
面事件頻傳說明扶貧工作難以克服虛偽造假的體制性問題。扶貧工作除了
各種貪腐及執行不力等問題外，地方政府的官僚主義作風也擠壓了基層民
眾的正常生活。而在扶貧工作雷厲風行的同時，導致地方過度舉債的風
險，同時也無法解決社會貧富差距持續擴大、人民實際可支配收入過低
而陷入真實貧窮的問題。相關現象說明中共推動社會政策僅為創造政績工
程，而無法充分保障民眾基本社會權利的真實情況。另一方面，2019 年也
出現許多影響人民維持基本生活水準的問題。非洲猪瘟雖然並不直接威脅
人民的健康，但作為必要民生物資，中國政府在防治猪瘟蔓延工作上的無
效作為卻導致物價上漲、人民經濟負擔加重的結果。由此形成防疫體系失
靈影響人民基本生活權益的重要案例。而地方政府為了維持來自土地使用
的相關利益、「抑制」房價下跌的作為，則反應出政府為維持自身利益，
忽略高房價對於民眾生活品質與消費能力的影響。洪災援助的過程也反映
中共官方忽略災民基本生存權利、甚至藉此牟取土地利益的作為。相關現
象說明中共在各類社會政策的推動過程中，囿於威權執政心態與體制制約
而無法充分保障民眾基本社會權利的真實情況。
綜觀 2019 年中國社會人權相關議題的發展，呈現出中國在社會人權
的保障上仍然存在許多缺漏與問題，這些問題多半來自中國政府在威權政
體制約下的重要弊端。首先，中國威權政治體制下重視形式主義與過度的
行政動員，往往導致錯誤的政策制訂方向及侵害人民社會權益的後果。其
次，政府體系治理失能及監管失靈的現象仍普遍存在，使民眾基本生活權
益難以得到保障。其三，中國政府推行的多項社會政策僅重視表面的政策
績效，而忽略民眾的真實需求，除了難以解決既有的社會問題外，甚至在
政策的推進過程中衍生出其他的社會問題，從而導致各類社會風險持續擴
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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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 2017 年、2018 年的觀察，2019 年中國社會人權領域仍然無法
擺脫威權政體下政府監管失靈、治理能力不彰、過度依賴行政動員且追求
短期政策績效而忽略根本問題的弊病，並且在整體上難以克服人民基本社
會權利因前述原因受損的情況。換言之，中國政府雖然仍持續推展各項社
會政策，但在提升政策服務的量的同時，並未改善政策實踐的品質問題。
另一方面，2019 年許多可能造成社會人權受損的新興社會問題陸續浮現，
這些問題很大程度上其實來自於中國政府既有政策執行不力，或是受到其
他行政部門制度性弊端的影響。同時，由於威權體制下欠缺民意監督機
制，這些新興的社會問題未能即時受到中國政府的重視與回應，亦未能有
效的促進政策調整。事實上，對於社會人權的評估對象不僅限於中國政府
已經制定的社會政策，亦需評估民眾的實際需求是否能有效而即時的轉化
為政策內容並得到落實。
由此來看，由於既有的制度性困境並未獲得有效解決，而新興的社會
風險又持續出現且未能得到適當回應，2019 年中國社會人權保障的表現
應屬於整體停滯不前且存在些微倒退的情況。另一方面，近年來中共雖然
因為欲完成「全面進入小康社會」的歷史目標而在社會權利領域有積極投
入，但隨其在 2020 年度過「第一個百年」後，各種社會政策的投入與實
踐是否出現縮減、並導致社會領域基本人民權利的倒退，亦將是未來需持
續觀察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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