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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吾尔人权项目报告 



	   	   	  
	  

1	  

 

目录  

I. 摘要 ................................................................................................................2 

II. 背景 ................................................................................................................3 

III.  新疆工作会议：政策与落实 .....................................................................9 

IV.   新疆工作会议评估 ....................................................................................17 

V.  建议 ..............................................................................................................25 

VI.   鸣谢 ..............................................................................................................35 
 

 

 

 

 

 

 

 

 

 

 

 

 

 



	   	   	  
	  

2	  

摘要  

2010年5月召开的新疆工作会议在东突厥斯坦开启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由中央政府领导下的
发展。新疆工作会议制定政策主要聚焦于自然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拆迁、促进商务、

税务改革以及从中国东部输入人员和资金、投资。直至两年后的今天，中国政府还未能建

立起一个有效监督评估这一涵盖全区发展政策的系统。中国官员从来没有清楚的表明这一

政策要达目标的衡量标准，如果说还有一个目标的话。如同过去的毛泽东主义政策的实施；

对西部大开发政策有效监督评估系统的缺失； 使得中国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领导在过去
两年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只依赖自上而小的发展，完全忽略了事先制定一份政策蓝图、获得

基层群众反馈意见的机会。 

新疆工作会议的匆忙召开证实中共官员默认中共在东突厥斯坦的经济政策的失败，未能达

到中共预期目标，至少是未能带来经济发展上的平等机会。维吾尔人和其他非汉民族遭遇

的、由这些失败政策带来的不平等，导致了震惊全区的乌鲁木齐7.5骚乱。然而，新疆经
济工作会议制定的政策仍然未能正视引起7.5骚乱的民族间不平等和民族歧视问题。乌鲁
木齐骚乱三年后，该区发展战略还是在继续回避建立一种有效评估及减缓不平等分配机制、

高贫困人数、就业歧视等影响非汉族群经济状况机制的建立。核心问题是；区域发展计划

的制定根本未经直接受影响当地居住维吾尔及其他非汉民族的参与、协商。 

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的本报告试图对始自新疆工作会议的、两年来正在实施的发展
政策本质作一检视。该报告同时也指出了新疆工作会议制定的政策未能保证（东突厥斯坦）

各族群公平分享发展机遇的事实。除非中共的区域发展政策得到修正、存在的极大不平等

得以正视，东突厥斯坦未来的发展仍将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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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因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极大不平衡，中国中央政府发起了作为第十个五年计划

（2001-2005）组成部分的‘西部大开发’工程1。考虑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可能带来的动荡，

特别是在非汉少数民族人口为主区域；中共发起的‘西部大开发’本来目的是试图在西部经
济发展中实现经济上的公平。 

‘西部大开发’工程涵盖非常大的一个地理区域，包括5个自治区、6个省及一个直辖市。在
占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六分之一的东突厥斯坦，‘西部大开发’以投资大规模自然资源开发、
基础设施建设为特点2。 

自实施‘西部大开发’工程直至2009年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发生大规模民族骚乱，‘西部大开
发’政策不仅未能实现经济发展的公平、反而加大了维吾尔人和汉人间的收入不平衡。报
告本部分将聚焦评估‘西部大开发’中各级政府在就业机会、收入分配及消除贫困中的作为。 

就业机会  

2009年《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记者奥斯丁·拉姆兹（Austin Ramzy）就东突厥斯坦维吾
尔人就业形势引用了一位被采访维吾尔人的话：“如果你是汉人，你有的是机会；但是，
如果你是维吾尔人，你就没事干… … 我们贫穷。我们到处找工作，但他们总说不要维吾
尔人。”3 

 维吾尔经济学家伊利哈姆·托赫提（Ilham Tohti）指出；到第九个五年计划结束为止东突
厥斯坦大约有1，500，000失业4。尽管伊利哈姆·托赫提未能给予准确数字指标，但他推
断这些失业者中的绝大多数是维吾尔人。结合《时代杂志》引用维吾尔年青人的话和伊利

哈姆托赫提的研究，不难看出维吾尔人的失业率非常之高，且这种高失业率是就业歧视的

结果。尽管缺乏政府提供区域族群就业分配数据；但是大量存在的事实证实在很多行业、

维吾尔人在获得就业发面面临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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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贤纳士’喀什噶尔邮政宾馆外的找工启示；慑于2009年7月。最后一行写着：“以上招聘限汉族，

要求18-30岁”©大西洋报 

美国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CECC）及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都曾指出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和自治区教育领域招聘启事中对维吾尔人应聘者公开歧视的存在5。在线招聘广告非

常清楚地声明只招汉人。国会工作委员会检测了新疆政府发布的894待聘工作岗位招聘广
告，其中744个声明只招汉人；在阿克苏地区436教育领域岗位中，347个岗位只招汉人6。

维吾尔人权项目（URHP）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歧视现象存在于喀什噶尔、和田教育研究
领域及其他公务员岗位招聘中7。 

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的研究同时指出自‘西部大开发’以来正在实施的政府招聘中的民族歧
视、其实并不新鲜。2005年的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报告指出；中国中央政府及自治区政府
在东突厥斯坦南部维吾尔人主要聚居区任命的500-700个新的公务员岗位全都授予了汉人8。

一年后，另一份国会工作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公务员培训中的歧视并未消失9。 

各民族间就业分配的巨大差别也可以由 ‘西部大开发’ 投资自然资源开发得利公司员工比
例看出10。就业歧视问题始终贯穿‘西部大开发’工程。2000年《华盛顿邮报》指出：“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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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完全有汉人控制。在东突厥斯坦中国石化公司完全绕开新疆石油局带着自己来自中国

其它各地的员工进行石油开发。”11   十年过去了，国会中国工作委员会并未看到自然资源

开发工业就业分配上有丝毫改进；该委员会指出2011年8月新疆中国石化管道工程公司发
布的50个岗位招聘广告全部声明只招汉人12。 

尽管很多中国法律禁止就业歧视，但是对维吾尔人的就业歧视仍然继续泛滥。中国《宪法》

第4条；《民族区域自治法》第9、第22条；《劳动法》第12、14条以及《促进就业法》第
3、第28条都非常清楚地写着少数民族在就业市场必须拥有公平就业机会13。 

 
东突厥斯坦天然气工业中的汉人员工。©天山网 

2009年，学者本·胡颇（Ben Hopper）和迈克尔·韦伯（Michael Webber）在一篇文章里发
布了他们就维吾尔人和汉人对就业机会所抱希望的民意调查结果。当被问到东突厥斯坦就

业形势是否好于10年前时；相对于48.6% 的汉人不满意数，76.3%的维吾尔人回答就业形
势不如十年前；和31.1%的汉人回答相对10年前、现在的就业形势好，只有17.1%的维吾
尔被采访者回答现在的就业形势好于10年前；“被采访者同时被要求给出就业形势恶化的
原因。大多数归因于求职人数的大幅度上升；且85%的维吾尔人将其特别归因于汉人移民。
一些人以不愿意讨论政治为由拒绝回答此问题。”14 胡颇和韦伯的研究引用了一位被采访

维吾尔人反映东突厥斯坦大多维吾尔人同感的话：“如果是一位汉人从内地来的话，总是
有工作做；但是如果是维吾尔人，汉人就不会把工作给他，即便是这个维吾尔人会汉

语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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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及贫困线  

2001年，东突厥斯坦被证实的石油储量为260，000，000吨，天然气储量为6，470，000，
000立方米。16 2008年东突厥斯坦生产原油27，000，000吨，生产天然气2，400，000，
000立方米。17 2009年的自治区GDP增长率为8.1%，稍低于中国的GDP增长率8.7%。18  

 
维吾尔孩子在乌鲁木齐被拆迁区域玩耍。©东亚论坛 

尽管东突厥斯坦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当地维吾尔人却比汉人贫穷。引用波拉

（Boorah）、古斯塔夫森（Gustafsson）和施（Shi）的研究结果，学者曹胡华（Huhua 
Cao）指出：“估计西部贫困人数，少数民族民困数高于汉人5到7个百分点。”19 2004年，
在 ‘西部大开发’ 实施了四年之后，人权观察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白奎琳（Nicholas 
Bequelin）观察到：东突厥斯坦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指数继续落后于汉人；南部（95%非
汉民族）人均收入仅为自治区人均收入的一半。在坐落于哈萨克斯坦边界、较为繁荣的伊

犁哈萨克自治州，官方确认贫困人口中的98%为非汉民族。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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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阴影下的维吾尔小商贩。©罗伯特（Roberts）报告 

2004年，凯拉·维玛（Calla Wiemer）也指出了东突厥斯坦这种少数民族的低收入、高贫困
的现象；她指出：“那里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与族群关联的不平等现象；汉人聚集在相对
经济发达地区，突厥民族则相对集中在贫困地区。”这种以区域、族群划分的经济不平等
现象的存在证实，‘西部大开发’在改善维吾尔人经济状况方面几乎未取得任何进展。 

曹胡华2010年就东突厥斯坦区域、族群经济不平等研究发现：“全区官方确认贫困县总数
中的80%，绝大数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90%；即便是和汉人为主农村比较，低收入是少
数民族聚居区的显著特征。”21 

胡颇和韦伯的研究还发现，即便是在东突厥斯坦的城市，维吾尔人和汉人间的经济不平等

非常明显。胡颇和韦伯的记录证实乌鲁木齐维吾尔人的月平均收入为¥613.14，低于被调
查汉人的月平均收入近¥200。根据学者的调查，这种收入上的不平等导致了维吾尔居住条
件的恶化：“细致的分析显示维吾尔人因为收入低、只能付相对低租金，所以居住条件相
对汉人差。根据反映融入城市两个指标（收入、居住），汉人相对维吾尔人具优势。”22 

如果东突厥斯坦一些维吾尔人聚居农区的高贫困人数、还可以以地理位置原因未能融入国

家经济解释的话；然而，胡颇和韦伯对城市维吾尔人的调查证实；少数民族中普遍的低收

入、高贫困就不仅仅是个区域问题，而是民族问题。曹胡华指出：“少数民族的聚居不仅
反映族群分离，同时也反映少数民族被隔离与社会经济发展之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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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制订发展计划，如在东突厥斯坦的‘西部大开发’；证实在汉人与维吾尔人之间的发展
利益的不平衡。对非维吾尔传统经济领域的投资使人得出政府投资是偏向汉人的结论： 

给予人们的印象是发展战略有利于汉人，而不利于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这种

印象强  化对发展的负面看法——即由证据显示的维吾尔人即便是在城市技术工种
及第三产业就业率的下降只能强化对发展的负面看法。25  

学者伊莎贝勒·杨（Isabel Yang）也指出国家发展政策拉大了维吾尔人和汉人间的经济不
平等，使民族关系恶化： 

新疆的投资主要有汉人引进、且只有汉人获利。维吾尔人聚居地区经济落后、且几

乎没有投资机遇。所以，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显现为民族歧视，且这种政府投资反而

不利于消除民族间隔阂、紧张。26  

中央政府制定‘西部大开发’政策不仅未能达到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目的，而且反过来加深
了东突厥斯坦非汉少数民族中的贫困程度。相反，中央‘西部大开发’政策在强化维吾尔人
及其他少数民族认识——中央有意将他们排除在本区经济发展之外的同时，使民族问题更
糟。2010年中央领导设立新疆工作会议，目的是反思和改进对自治区的政策。在下一部分，
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将评估有新疆工作会议制定政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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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工作会议：政策与落实  

新疆工作会议，于2010年5月17日到19日在北京举行；是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参与的为
东突厥斯坦制定国家经济、政治发展政策的会议。没有一个维吾尔人参与会议，甚至没有

一个共产党体制内的维吾尔人参与会议。27 会议召开前，中央政府就已经制定了一个战略

发展计划、以确保东突厥斯坦的‘跳跃式发展和长治久安’。28 新上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

贤列出：“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资金、基础设施及技术的缺失，社会的不稳定”是阻滞自治
区经济发展的因素。29  

 
在北京参加新疆工作会议的中国代表，2010年5月。©天山网  

新疆工作会议和由张春贤顶替不受欢迎前任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显示中央和区域领导默

认对东突厥斯坦过去政策进行调整必要性。2009年7月5日在自治区首府发生震惊世界的示
威及其后的骚乱，揭示中央以发展经济、稳定东突厥斯坦为目的‘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失败。
2009年7月前自治区的双位数经济发展指标并未能防范骚乱，也未能缓和维吾尔年轻男人
中的高失业率；连政府供养的研究人员都肯定说经济领域应当承担至少“一半责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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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官员举行有关妇女儿童发展新闻发布会。©天山网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告诉出席会议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队、武装警察代表；32 新疆经

济工作会议的两个主要目标；发展经济、维护稳定是由“‘分裂势力企图分裂祖国’以及群
众日益增长‘物质文化’需求间的‘矛盾’所引起”33 胡锦涛同时强调落实现有国家民族政策、

宗教管理政策，显示现存对文化、宗教的限制性政策还将持续。官方媒体报道说官员们将

实施新工程强化边境地区安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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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突厥斯坦的中国石化加油站。©维基百科 

新疆工作会议是第一个针对东突厥斯坦的会议。中国官方就西藏已经举行了5次类似会议，
最近一次举办于2010年1月。36 新疆工作会议官员规划了由政府援助投资的、价值上千亿

美元的大规模发展计划；37 以实现其建设自治区工业、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和提高教育的

目的。38 他们同时宣布将制造就业机会、消除贫困；39 扩大退休金覆盖范围，40将GDP投
资收益提高到全国平均水平，提高区域收入水平以及扩大公共服务能力。41 新疆工作会议

制定的一项新政策是增加自治区税收，这政策规定天然气税收收入由销售价格确定而不是

产量。42 新疆工作会议举行两个月后，中国石化公司宣布在未来十年中国石化将把东突厥

斯坦建设成为中国主要石油化工生产、加工、储藏基地；公司老总说这将‘对自治区的稳
定做出贡献’。43 

工作会议在肯定中央聚焦基础设施建设和自然资源开发为目的的现有政策的同时，也制定

了一些将中央投资由以汉人为主地区向南部东突厥斯坦转移的政策。这种政策之一是对口

支援，中国东部19个发达省市以人力和资金投资支援东突厥斯坦82个地区。44  

新疆工作会议自始至终没有讨论的一个问题是：维吾尔人在不停地、重复呼吁的，也是引

起7.5骚乱的、有关维吾尔人政治、宗教、经济和文化上受到打压的问题。引发乌鲁木齐
骚乱的7.5和平示威是维吾尔人对中国政府未能有效保护生活在中国维吾尔人而组织的；
和平游行特别针对发生于2009年6月广东韶关玩具厂一群汉人暴徒袭击并屠杀维吾尔员工，
以及政府的不作为且未采取措施逮捕法办肇事者而举行。 

新疆工作会议没有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民族间的不平等；包括私人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在

招工中的就业歧视，以及反映维汉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不公及少数民族高贫困问题。没有制

定任何特别政策要求就中央新投资必须要有维吾尔人或其他少数民族的参与。此外，工作

会议也没有要求落实能够保障维吾尔人正在面临危机的、包括语言以及维吾尔人物质文化

和社会、社区文化的任何政策。 

参加会议的官员制定了一个在2015年前在全东突厥斯坦实行‘双语教育’的计划，主要聚焦
东突厥斯坦南部；目的是要达到在2020年前实现全部学生能熟练讲汉语普通话。45 中国政

府正在以‘双语教育’为名，以政治手段、自上而下地将维吾尔语挤出教育界。在工作会议
召开前，自治区政协主席艾斯海提克里木拜（Eshat Kerimbay）对（Wen Wei Po）说：
“学好汉语对新疆人非常重要，因为不可能每次你都带着翻译和汉人交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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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噶尔地区麦盖提县的一位汉人老师在教维吾尔族学生。©天山网 

对口支援  

新疆工作会议重新强调了‘对口支援’工程，即由相对发达的中国东部省市以资金、人员及
其他对口支援东突厥斯坦地方县市。47 尽管‘对口支援’工程存在了15年，但是工作会议制
定的政策将对口支援的东部14个省市扩大到19个；并要求这些东部省市在未来5年内支援
东突厥斯坦，特别是东突厥斯坦南部县市$1，500，000，000。48 接受‘对口支援’的县市也
有先前的56个增加到了82个。‘对口支援’省市必须拿出他们财政年度收入的03%到06%50投

资受援县市地区。51        

 
到深圳受训的喀什噶尔维吾尔学生。横幅：“感恩伟大祖国 服务喀什各族人民。”©市政府网 



	   	   	  
	  

13	  

对口支援东突厥斯坦总援助的几乎一半被划归喀什噶尔市。坐落于香港南部发展神速的深

圳市被指定对口支援喀什噶尔，负责提供喀什噶尔几乎全部受援项目。52 上海被指定对口

支援喀什噶尔地区，上海声称除了投资支援喀什噶尔地区四个县的医疗、教育及其他项目

外，还将在三年内‘完成80，000户家庭的再安居工程’53 广东也被指定对口支援喀什噶尔地

区两个县，被指定2011年需投资¥1，078，000，000（$166,340,000）对口支援受援县区居
住房屋、基础设施、公共事务、就业等73个民生项目。54 此外，山东省也被指定对口支援

喀什噶尔其他四县区，山东省各大公司将出资¥24，600，000，000支援受援县区200个项
目。 

对口支援和此前在‘西部大开发’中制定的、将维吾尔人从经济发展中边缘化的战略发展计
划是一样的。考虑到政府有意将维吾尔人排除在对口支援项目规划之外，加上政府鼓励下

的大规模移民到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没有理由不担心自己将被更加边缘化。 

经济特区  

参加新疆经济工作会议的官员以提供政策优势和税收优惠政策而划定自治区两个地区为

“经济特区”；一个在喀什噶尔，另一个在毗邻哈萨克斯坦的霍尔果斯。喀什噶尔的新定位
不仅促成了由北京及香港直飞喀什噶尔航线的开通；而且促成了直接由中央财政拨款投资

的近几十个亿美元的建筑工程项目。56 北京官员宣称新投资特区不仅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

点，而且将成为自治区吸收引进中亚、南亚、西亚及东欧商机的经济中心。57  

两个经济特区的建立在时间上和政府投资建设有中国到中亚、到巴基斯坦铁路几乎同时，

且刚完成由乌鲁木齐经由喀什噶尔到和田的南疆铁路建设。由乌鲁木齐到喀什噶尔的旅客

列车于1999年12月开始运营，喀什噶尔到和田的旅客列车于2011年6月开始运营。由于汉
人移民趋向跟从火车交通线；自旅客列车运行以来，尽管喀什噶尔和和田的主要居民还是

维吾尔人，我们也不知道移入汉人移民的准确数目，但两个城市的人口构成已经发生了极

大的变化。这两个城市伴随铁路通车正在发生的变化，和正发生在全东突厥斯坦的、由人

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维吾尔文化基础被侵蚀，以及由汉化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代

替一切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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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航自广州至喀什噶尔首飞仪式。©CARNOC.com 

2011年，中国中央政府宣布电器、纺织、金属及再生能源确立为喀什噶尔主要发展方向。
60 截至2011年，确定除发展化工、农牧产品和医药外，62且用以吸引边境加工生产、边境

贸易投资的、61新设立霍尔果斯经济特区已经完成投资¥88，000，000。 

在喀什噶尔市长买买提·依明·白克力（Memet Emin Bakri）企图动员喀什噶尔市的维吾尔
宗教界人士及其随从去迎接‘大建设、大开发、大发展’时。63 政府媒体鼓噪喀什噶尔新建

经济特区可以制造600，000多个就业机会，超过喀什噶尔市区现有人口数。同时，官方媒
体报道还不尽号召内地退役解放军战士前来移民就业，而且还要求对口支援喀什噶尔的中

国东部地区鼓励熟练民工前来移民、工作。64  

喀什噶尔新开发区2010年就吸引投资¥107，000，000，比上年增长52%，而且绝大多数投
资来自东突厥斯坦之外。65 在现有5平方公里范围工业园区基础上，初步计划将开发区扩
建为8.5个平方公里 ，最终扩建到160平方公里。66 截至2011年10月，涵盖73平方公里面积
的霍尔果斯新高新技术开发区向12个初始项目、引来投资¥208，000，000（$33，000，
000）。67 一位负责高官告诉《中国日报》；新开发区计划中的一个铁路项目将使其成为

“亚洲最大的交通枢纽”。68  

拆迁   

新疆工作会议同时决定加快在全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城镇、维吾尔社区的拆迁步骤，且决

定将使100，000户牧民实现定居。新疆工作会议召开之后，《中国日报》宣布将有700，
000户城市居民将在2015年前搬入“安全抗震房”，“危旧房城镇”将在“5年内从城市消失”。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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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大多数因为拆迁重建工程而失去房屋的居民是维吾尔人。对喀什噶尔老城——一个充
满活力的古老维吾尔文化中心的拆迁，是全东突厥斯坦最大的对维吾尔社区的改造。以官

方 “居民安居工程”为名义的、始自2009年2月的对喀什噶尔老城的大规模拆迁工程，目标
是拆毁老城85%的房屋，70 将老城220，000（几乎占喀什噶尔市区总人口的一半）维吾尔
居民移居到喀什噶尔其他地方。 

喀什噶尔老城拆迁工程在2010年得到扩展。2010年3月天山网的报道指出；第一期对老城5
个维吾尔社区的拆迁试点、将在2010年大范围扩大。71 自2010年来，自治区范围内，其他
维吾尔社区也同样面临大规模拆迁重建，包括（但不限于）喀什噶尔地区其他县市；乌鲁

木齐塔什布拉克（Tashbulaq）区（汉语；黑甲山）；吐鲁番；和田；伊犁；哈密；阿克
苏；库尔勒以及克拉玛依的维吾尔社区和博尔塔拉的维吾尔社区。 

 
被重新安置的喀什噶尔老城维吾尔人。©开罗林杜雷克（Carolyn Drake） 

税收改革  

新疆工作会议制定的自然资源税收新政策规定；石油和天然气的税率由先前的低于百分之

一提高到百分之五，由过去的¥12（$1.76）每吨增长到¥200（$29.29）每吨。根据《环球
时报》的报道；新税收政策将使该地区的年税入、仅从中国最大两个石油公司，中国石油

天然气公司和中国石化公司增加¥5，000，000，000 （$732，000，000）。72 2011年，自
治区官方纪录显示¥100，000，000，000（$15，900，000，000）的年收入。73 新的税收

优惠政策和政府扶持被给予了最底层小型企事业，特别是强调要保证就业。74 同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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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继续强调对自然资源开发的大规模投资。此外，工作会议除了制定其他相关发展政策

外，没有制定任何特别针对维吾尔人的税收优惠。 

安保新规  

 
深圳帮助喀什噶尔扩大警力。©新疆和平网（Xjpeace.cn） 

和官方以高度政治化的形式强化东突厥斯坦的安保和稳定遥相呼应，新疆工作会议强调各

地方政府机关要竭尽全力实现工作会目标。比如，自治区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呼吁；要求各

地方法院本着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在处理案件是以‘服务’‘跳跃式发展’为出发点。75 此外，

通知还强调要以严惩破坏‘国家安全’的实际行动保障本地区的‘长治久安’。76  

在新疆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强调要强化兵团。77 主管政法的周永康告

诉与会官员；新疆兵团在‘解放人民思想’方面必须起主导作用，利用‘历史的机遇’为创造
一个‘小康社会’努力。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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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工作会议评估  

新疆工作会议召开已经有两年了。全面评估由新疆工作会议制定的调整‘西部大开发’政策，
以实现在东突厥斯坦 的‘较为平衡区域发展’还为时过早。然而，这并不排除对新疆工作会
议之战略实施方法、政策落实策略进行的评估，特别是和以前对维吾尔人来说是失败的经

济政策进行比较评估。 

中央政府在新疆工作会议的政策制定及其落实方面和此前的‘西部大开发’是一样的。特别
明显的是；在中央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地方政府落实过程都没有维吾尔人的参与。这种中央

到地方形成的机制反映在2010年在乌鲁木齐举行的一次经济座谈会，座谈会的目的是要新
疆领导学习领会中央有关新疆经济政策的指示。79 尽管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无法独
立证实，但是新疆政策研究学者在和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的谈话中肯定了这种‘自
上而下’权威政策带来紧张的存在。官员经常对中央是否了解该地区现实情况，特别是中
央为实现地区稳定‘发展’而一再强调提高安保表示怀疑。 

新疆工作会议政策制定以及落实过程中维吾尔人的缺失将使中央失去全面了解当地实际情

况的机会；特别是考虑到培训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3749名干部去自治区协助落实制定政策
这一现象。80 干部调动在中国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考虑到在和基层维吾尔人工作时的语

言和风俗习惯差别，使用了解当地情况的干部将有助于政策落实。就像是学者斯坦利图普

斯（Stanley Toops）就对口支援工程指出的：“合作实施这些项目的过程肯定很困难，因
为来自中国东部的专家肯定不了解新疆当地的情况。”81  

对新疆工作会议制定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机制也显然缺失。新疆工作会议没有清楚的中期

目标及独立监督机制的明显缺失，是和此前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制定情况是相一致的。这种

监督机制的缺失，使得任何因为来自维吾尔人对政策实施的反馈、而对政策实施进行调整

使其有利于维吾尔人变得不可能。82  

另外，如果维吾尔人就利益分配不公的埋怨要得到解决，对维吾尔人获得多少自源税调整

后自治区增加岁入份额的监督就是必须的。尽管在中国几乎不存在任何的公民监督、干涉

国家政策实施的机制，但就东突厥斯坦维吾尔问题来说，人权观察研究员尼古拉斯·白奎
琳（Nicholas Bequelin）明白地指出；中国对东突厥斯坦制定的‘发展模式’是要将该地区
融入中国。83 至少在中国政府看来，维吾尔人对该项目的监督将直接影响中国政府的长期

战略政策。 

从基层看来新疆工作会议对西部大开发政策进行了稍微的调整。政策的一点变化是；更多

投资倾向人力资源以及地区均衡的资金投入，和西部大开发只偏向具丰富自然资源的北部

地区不同。84 尽管如此，这种调整微不足道；和此前的西部大开发一样，新疆工作会议的

主旨还是增加对建设和自然资源开发的投资。观察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许建英（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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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ying）就公开指出；在东突厥斯坦政府应该为被边缘化的族群团体做更多。85 尽管新

疆工作会议的政策包括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以鼓励银行向边缘地区小型企事业贷款；但是，

对自然资源工业（几乎将维吾尔人排除在外的经济体）的大规模投资使其相形见绌。86 没

有看到自然资源开发工业将增加维吾尔人就业比例的任何明显迹象。 

在2011年《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记者凯瑟琳·黑勒（Kathrin Hille）详细记录了浙江
省是如何资金援助在和田的一个工业园区建筑的；在文章中她说援建项目“对和田民众根
本没有带来任何利益。”87 黑勒指出： 

大多数在工业园区买地皮的商家并不急着建工厂。新疆的石油、天然气、煤储藏区，吸引

中国国有大企业的地方，在远离和田几百公里的北部… …仅有的几个高官位置早已经有
北京派来的官员填满；批评者最担心的是对口支援将使腐败和土地投机泛滥。‘北京的中
央政府关心的只是如何获利’一位因担心政府报复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和田居民说。 

最近的一期《中国日报》报道了山东对口支援喀什噶尔的一大笔投资。非常有意思的是，

尽管工作会议在政策上有稍微的向小型企事业提供优惠的调整，但文章揭示的却是维吾尔

人在投资机遇中的缺失。通篇文章没有提到一个维吾尔人受惠山东投资，全部被采访企事

业老板是汉人。另外，由政府强制拆迁喀什噶尔老城获利的是制砖公司和水泥公司。88  

 
中国工人正在喀什噶尔附近建设山东钢铁集团设施。©中国日报 

在一次中国官方媒体的采访中，当问到新疆工作会议两年后带来的改变时，新疆党委书记

张春贤得回答非常短、不细致。他给出了该地区总的增长，但就是没有有关维吾尔人获利

的数字——在中国经济运行统计中从未见到的数字。89 当然，对党委书记的采访包括了有

关安保的问题，也是新疆工作会议的关键问题之一。张春贤得回答还是老生常谈；严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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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三股势力’90，加强对宗教管理及社会社区管理等。这些措施自新疆工作会议起就在东

突厥斯坦开始实施；2010年到2012年间，就有几起严打（三股势力）和未经法律程序枪杀
的报道。91 如此看来，实现‘稳定’的短期目标是强化安保措施而不是什么‘发展’。但是，
继续将维吾尔人边缘化、排除在东突厥斯坦及中国经济发展获利机遇，以及一轮又一轮的

重复的严打；不仅和要实现该地区稳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而且日益增长的不满还将酝酿

类似2009年7月的骚乱。 

经济特区  

 
宣扬作为深圳对口支援喀什噶尔一部分的捐款庆祝仪式。©广东人民政府网 

在新疆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建立喀什噶尔和霍尔果斯两个经济特区两年来，中国官员和官方

媒体一再赞美项目的成功和经济特区对周围居民产生的影响。新经济特区的划定本是要在

特定时间将远离中国本土的边疆城市和中国经济及中国文化圈拉近，再通过紧密的商业投

资将该地区融入毗邻中亚及南亚。中国经济学家王宁（Wang Ning）指出中国将利用霍尔
果斯经贸特区打进中亚市场、吸引潜在的60，000，000顾客。92 喀什噶尔市委书记增村再

2010年说：“我们要把喀什噶尔建设成世界级的大都市。”93 但是，观点上的不一致，地理

位置、经济水平的不同；将使中国要把喀什噶尔建成类似中国最富有城市之一深圳的目标

面临挑战。此外，如果说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是个对照的话，可以肯定，只有新来的汉人移

民将从新经济特区带来的经济繁荣特别获利，当地维吾尔人将继续被排斥在经济繁荣机遇

之外。  

中国深圳、珠海及其他四个城市经济特区的建立以及非常优势的政治经济环境提高了中国

对外开放的程度。94 深圳三十年的建设使其由一渔村变成了经济奇迹，深圳获得的相对自

由、得益于深圳的毗邻香港、台湾。在喀什噶尔，尽管资金自由流转于发展商之间，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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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府对其所谓的‘非法宗教’‘反动’势力的极端严厉打击政策，使民族关系紧张、暗流涌
动。95 政府为了威胁吓唬维吾尔人而不得不加大喀什噶尔军警的存在，甚至骚扰外国记者。
96 自治区历来是将提高农牧区经济条件和强化对农牧区的政治控制、加强民族团结及打击

分裂主义公开相联。97  

尽管深圳也经历了其经济增长引发的大量民工涌入寻求就业机会等的痛楚；98 但深圳不存

在喀什噶尔及东突厥斯坦存在的民族问题；而且深圳避开了东突厥斯坦似的的中央干涉。 

海外学者注意到了维吾尔人的担忧；尽管商业贸易、公路、铁路正将该地区和世界大多数

地区紧密联系起来，但维吾尔人因为遇到的民族歧视而无法在市场上竞争，被史无前例地

排斥在外。99  

 
“依法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共同维护喀什和谐稳定。”©爱凤网（Ifeng.com） 

尽管中亚市场到处充斥的是中国商品，100 中亚广泛的贫困及其有效分配网络的不健全，

使中亚成为了中国长期的商品和服务市场。101 但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面临的挑战被中国官

方的地区政治考虑所平衡，中国和中亚的商业贸易额现在超过了俄罗斯；102 而且中国领

导人很想在俄罗斯长期影响下的中亚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但是，因为该地区历史遗留、不

成熟的后勤系统，政府以政策形式对东突厥斯坦与中亚间未能形成市场推进下的贸易繁荣

而进行补偿是应该的。中国领导人用政治愿望替代了投资鼓励并以政治愿望为商贸的快速

发展辩解。 

中国评论家指出；喀什噶尔周围不存在可持续的市场，土地的贫瘠、农业经济为主都将成

为潜在商贸经济增长的挑战。103 与此相反，深圳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跨境既是香港，

拥有长期国际市场交流，拥有停泊跨越大洋、连接繁荣市场船舶的港口，这一切为深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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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特区的发展和成功给予了支持，同时也使深圳具有和国际市场的直接连接、具备现成出

口程式。104  

中国——亚欧博览会  

 
参加亚欧博览会的参观者。©天山网 

在发展喀什噶尔、霍尔果斯经济贸易特区的同时，中国政府自2010年的新疆工作会议之后
也制定了发展、促进乌鲁木齐商业贸易、工业及其他行业的政策。105 这些政策使乌鲁木

齐开发园区及工业园区的经济指标得以提高。此外，参加新疆工作会议的官员还宣布乌鲁

木齐每年举行的商贸会将提升为“中国——欧亚博览会”，106 并宣称该博览会是扩大与中、

南亚贸易的一个商机。 

半岛电视台由2011年博览会发来的消息记录了维吾尔人的被排斥以及维吾尔人对该地区发
展的失声。107 半岛电视台记者马丽莎·陈（Melissa Chan）报道说因为便衣警察的审问和威
胁，她的报道组准备雇用的维吾尔翻译不得不拒绝了聘用，而且警察还骚扰一位接触他们

的维吾尔铁匠；后来因为报道敏感问题玛丽莎·陈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108 特别是，玛丽

莎陈注意到博览会几乎看不到维吾尔人的参与；这和中国政府强调的要利用类似博览会的

各种平台、实现使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获利促进该地区稳定的口号成鲜明对比。 

 

 

维吾尔社区的被拆毁  

2010年5月张春贤告诉记者在过去两年已经有500，000户东土耳其斯坦居民被拆迁安置；
29，000户游牧民被安置。209 中国官方媒体对于报道拆迁维吾尔人的房屋、将他们安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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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现代化公寓的报道热情始终不减。《中国日报》的报道引用一位喀什噶尔地区英吉

沙县农村维吾尔人的话，他一开始非常犹豫：“我真希望自己能在新房里活到一百岁。”110  

但是，在没有独立媒体或论坛可以进行讨论的情况下，中国官方媒体编造出了一幅维吾尔

人非常高兴房屋被拆毁的、一边倒的舆论倾向。考虑到不在中国政府控制下媒体反映的维

吾尔人对强拆的不满，对中国官方媒体提供的一边倒的、赞成强拆的观点必须存疑。111  

用来安置由喀什噶尔老城拆迁而来维吾尔人的、建在喀什噶尔郊区的新公寓，不仅建筑风

格完全不同于老城的维吾尔建筑，而且离老城非常远。这使得维吾尔人根本无法继续他们

的传统宗教生活。比如，很多维吾尔人发现在这里根本不如老城，既不容易每天去清真寺

礼拜，也不像在老城出门就可以买到日用品。113 被赶出老城维吾尔人在新社区的生存问

题也令人不安，因为早前被赶出老城的居民中有很多人离开老城后就都失去收入来源。114  

 
一个喀什噶尔维吾尔人站在被拆迁的房屋前。©Melting  Colours  

海外媒体对建在喀什噶尔郊区安置被拆迁维吾尔人的、新公寓的安全及其他功能表示了怀

疑，尽管中国官方宣称公寓抗震能力能够承受最高8级地震。115 一位《澳大利亚广播集团》

的记者报道说；坐落于离老城五公里远的、‘用农村砖厂生产砖、没有钢筋网、没有先进
抗震结构’116的新建‘石榴庄园’公寓早已经开始出现脱落、开裂。此外，记者看到的安置在
新公寓外的众多监视摄像头、显示政府对维吾尔人在新社区的监视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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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妇女行走在正快速消失的喀什噶尔老城。©中国新疆网 

在新疆工作会议之后，乌鲁木齐官员也以‘保障社会稳定’的名义，自2010年7月开始拆迁
乌鲁木齐的‘棚户区’，包括维吾尔人集中居住区塔什布拉克[Tashbulaq（汉语；黑甲山）]
区。118 该区很多居民历来是来自东突厥斯坦南部的、来乌鲁木齐做生意的维吾尔人。119 

政府官员相信因为‘塔什布拉克区的管理混乱’导致很多移民来此的维吾尔人参与了2009年
7月的骚乱。120  

一些居住在如塔什布拉克区的居民被再安居到拥有自来水和中央空调的、新六层楼建筑上；
121 但只有那些在乌鲁木齐市居住了至少两年以上的居民才有资格搬进新居，而那些贫穷、

来自东突厥斯坦南部的维吾尔人在乌鲁木齐就变成了无家可归者。122  

在繁荣的边缘线上  

伴随拆迁、重建、投资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前进，东突厥斯坦的绝大多数维吾尔人却被扔在

一边、被边缘化，根本无法像该区移民汉人一样有此获利。自治区及中央领导早已经开始

赞美新疆工作会议在发展该区方面取得的成功，但问题是，发展给谁带来了机遇、谁在获

利。 

在进行东突厥斯坦的发展、建设时，能够包容维吾尔人参与机制的缺失，使得官方的成功

评价变得苍白无力。未经和维吾尔人就如何繁荣他们的经济、如何改造他们的社区而进行

的任何发展、改造只能是反映汉民族的发展利益。在东突厥斯坦拔地而起新兴城市郊区，

维吾尔人正徘徊等待这些伟大发展何时能给他们带来久等的机遇。除非维吾尔人被给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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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提供维吾尔人看法、切实参与的机会，而不是用报纸上一面倒的连篇累牍报道编造的维

吾尔人如何感谢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糊弄人；维吾尔人自己设想的未来将被他们门前空前现

代的商贸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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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对中国政府的建议  

•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劳动法》及《就业促进
法》，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保障在东突厥斯坦新开的商贸、发展项目给予维吾尔人

及其他非汉少数民族公平就业机会制定政策提高资源开发工业中维吾尔人就业比例。 
•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劳动法》及《就业促进
法》，彻底根除政府及兵团招工聘用中的民族歧视。 

• 除了搜集、研究、对比东突厥斯坦区域就、失业率外，就该区不同族群就业状况、
收入差异、贫困率进行搜集、研究、对比；并公布结果。 

• 制定能够被公民社会实施监督的措施、机构，如：特定目标、独立监督机构，以保
障系统地、公开公平地评估打着2010年新疆工作会议旗帜进行的全部发展项目的效
率。 

• 制定公开制度以便监督由资源税改革带来政府增收收入的分配去向。 
• 落实《发展权利宣言》第二条之规定；“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采取措施保障
维吾尔人有意义地参与东突厥斯坦个层次有关发展、投资、就业、教育等政策的制

定评估。 
• 采取行动扩大发展项目，不仅限于基础设施建设及自然资源开发工业；扩展发展范
围，设法提高地方基层的发展、小型企事业的发展。 

• 制定措施规定在实施来自其他中国地区的‘先进’‘对口支援’工程必须时、必须和当
地维吾尔人及其他非汉少数民族进行协商；为了保障维吾尔人能够自发展获利，发

展项目须符合当地地理条件，包括语言、习惯。 
• 停止政治干涉司法程序，如，停止落实在2010年新疆工作会议中为了有利于发展战
略而对审判、惩治提出的政治要求。 

• 停止实施自2010年新疆工作会议以来以发展名义开展的、高度政治化的严打、‘稳
定’、‘民族团结’运动。 

• 停止全东突厥斯坦范围内对维吾尔社区的强拆，直到一个和居民进行有效协商的机
制建立为止。 

对有关政府及私立机构的建议  

• 在和中国进行的人权双边会谈中提出发展问题，呼吁中国政府尊重维吾尔人就发展
的参与权，要求中国政府制定切实可行措施、保障维吾尔人也能够共同分享发展带

来的繁荣。 
• 呼吁在东突厥斯坦投资的中国合作伙伴采取措施保障维吾尔及其他非汉少数民族居
民的公平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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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维吾尔协会 

美国维吾尔协（UAA）致力于促进丰富、人文、多元维吾尔文华的保存和繁荣，支持维吾尔人民
以和平、民主的形式追求他们在东突厥斯坦的政治前途。 

 

 

 

 

维吾尔人权项目 

本着落实基本人权就可以推进实现一个群体民主梦想的启示，美国维吾尔协会与2004年成立的维
吾尔人权项目（UHRP），以提升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及其他民族的人权状况。 

维吾尔人权项目通过如下活动来揭示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及其他土著民族的困境： 

研究、撰写同民权、政治权利、社会及经济权利相关的反应基本人权状况的新闻和长篇报道。 

就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及其他土著民族所面临人权状况以书面或个人面对面形式向记者、学者、

外交官、政治家进行吹分报道。 

 

美国维吾尔人协会 
1420 K Street NW Suite 350 
Washington, DC 20005 
www.uyghuramerican.org  
info@uyghuramerican.org    

维吾尔人权项目 
1420 K Street NW Suite 350 
Washington, DC 20005 
www.uhrp.org  
info@uhrp.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