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到尽头：⼀带⼀路， 

逐步在经济上正将维吾尔⼈边缘化 

 

 

 

 



 2 

⽬录 

 

摘要 ……………………………………………………………………………………3 

 

⼀带⼀路及其先例 ……………………………………………………………………5 

 

⼀带⼀路在东突厥斯坦：中国的政策及其⽬的 ……………………………………13 

 

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维吾尔⼈的影响 ……………………………………………23 

 

总结 ……………………………………………………………………………………31 

 

建议 ……………………………………………………………………………………34 

 

致谢 ……………………………………………………………………………………36 

 

注释  ………………………………………………………………………………… 37 

 

 

封⾯：塔⾥⽊沙漠公路©Humanoshpere 



 3 

摘要 

2016年8⽉23⽇，联合国⼈权事务⾼级专员办公室发布的⼀份新闻稿介绍了联合国极端贫

穷与⼈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阿尔斯通 (Philip Alston)教授访华后的调查结果。 

中国在消除贫困⽅⾯取得了巨⼤进展，但它也需要建⽴有意义的问责机制，以便公

民权利在发展名义下受到侵犯时可以追责。1 

在结束其使命的演讲中，阿尔斯通表⽰，极端贫困率在 “中国西部⾼达10％，⽽东部仅为

1.8％”；他补充说：“某些群体极其弱势，如少数民族的贫困率就为12.1%。”2 

尽管中国改⾰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惊⼈，并且也针对少数民族地区进⾏了⼀些列的经

济发展项⽬；但中国西部维吾尔⼈、图伯特⼈的极端贫困率，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极

端贫困率，和汉⼈居多的华东地区相⽐，还是⾮常⾼。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9⽉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学发表的讲话中，提出了丝

绸之路经济带（SREB）倡议3，该倡议涵盖了包括南亚，中亚，欧亚，欧洲和中东；该倡

议使东突厥斯坦成为了中国通往欧亚⼤陆的主要陆地通道。4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的是通

过中国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5将这些地区连接起来。根据中国政府的政策⽂件：

东突厥斯坦将成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区域。”6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将其置于东半球贸易链中⼼的雄⼼⼤计；该计划被

地笼统称为“⼀带⼀路”（“⼀带⼀路”/OBOR），⽬的是对外投射影中国的响⼒对内维护经

济持续增长，据⼀位观察家的说法：使中国成为⼀个事实上的超级⼤国。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是⾃苏联解体以来，在东突厥斯坦进⾏的以中央为主导的经济开发

项⽬中最近的⼀个。先前的开发项⽬包括开发⼤西北（1992），西部开发（2000），2010

和2014年的新疆⼯作会议，上海五国组织（1996）以及后来的上海合作组织（2001）等。

然⽽，这些经济开发刺激下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规模移民，却丝毫未能改变维吾尔

⼈的经济机遇；因为维吾尔⼈在其家园正经历的规划、建设和评估中却被排除在外。尽管

中国政府常常急功近利的宣布已经帮其⼤量公民摆脱贫困；然⽽，对于这种不平等的发展

却⼀贯视⽽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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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突厥斯坦的新经济政策，对维吾尔⼈来说和以前是⼀样的; 维吾尔⼈在其家园经济规

划、建设和评估过程中依然被排除在外。维吾尔⼈权项⽬曾经报道了因北京对东突厥斯坦

的直接⼲预，使维吾尔⼈在经济上被边缘化的实施。本报告以极具说服⼒的事实列举，以

及对失业、不平等经济机遇等的分析，突显⾃苏联解体以来，经济开发未能改变维吾尔⼈

贫穷的现实。 

本报告强化以前研究中的结论，即，维吾尔⼈权项⽬的结论：由中央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

给维吾尔⼈带来的除流离失所外，⼀⽆所有！原地发⽣的⼀种形式，⽽不是涉及⼤规模清

除的过程。由于发布经济发展活动⽽没有任何⾃治区持有⼈控制措施，导致原位流离失所。

这种排他性的做法⿎励了移民和更多的国家⼊侵维吾尔⼈的⽣活。 维吾尔⼈权项⽬认为，

“⼀带⼀路”在北京拉动东突厥斯坦经济发展⽅⾯没有任何改变。维吾尔⼈有权参与发展进

程的家庭模式仍然违反国际标准。 

改造维吾尔族社区，特别是 喀什噶尔地区的重建，是维吾尔社会在当局⼀⼿策划重建中

被压抑的体现；重建后的东突厥斯坦城市外貌和⼈⼜分布与中国东部变得⼀样；尽管维吾

尔⼈占据相同的空间，但却失去了重建之前维吾尔社区的特⾊和活⼒。本质上，体现维吾

尔⽂化和⽂明的特点正处在不能质疑的⼀⾯之词的“发展”之破坏。 

但是，⾯临威胁的不仅仅是维吾尔⽂化、语⾔、传统和⾝份。如果⼀带⼀路成功，邻国的

少数民族，如巴基斯坦的俾路⽀省，他们也将⾯临类似的挑战；鉴于此果，维吾尔⼈权项

⽬以为中国的开发是为党和政府巩固对东突厥斯坦的领⼟控制，同化维吾尔⼈，将维吾尔

⼈融⼊中国主流⽂化之需要服务的；同时，强化中国在欧亚⼤陆的影响⼒。 

维吾尔⼈权项⽬呼吁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在国际⼈权标准中，将国家主导、以发展名义⼈

为改变⼈⼜分布之⾏为列为侵犯⼈权。因为“⼀带⼀路”项⽬，特别是东突厥斯坦和其他少

数民族地区所提供之机会前来投资的政府和私营企业，必须出⽰其投资开发符合国际⼈权

标准，并能给该地区维吾尔⼈带来利益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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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路及其历史先例 

中央领导下的东突厥斯坦开发 1949 - 2013 

2012年10⽉，在《环球时报》的⼀篇⽂章中，北京⼤学教授王吉思提出，因为美国在2011

年推出了以亚太为重点的“转向亚洲”政策；中国应该向中亚、西亚和中东转向，“西进”将

为中国在这些地区提供政治及经济优势的战略性政策建议。 8 

'西进'不仅会为东突厥斯坦和中亚的经济⼀体化提供有利条件，⽽且还会使东亚潜在的战

略梗阻找到向欧亚⼤陆的⼀个出⼜。9在阐明其'西进'概念之前，王在其 2011年的⽂章指出

了东突厥斯坦在中国国内贸易与欧亚⼤陆外贸之间的渐进关系： 

⼗多年来，中央政府⼀直在许多西部省份和地区开展西部⼤开发项⽬，特别是西藏

和新疆。 现在，它在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中亚以及整个⾥海地区开始并参

与新的发展项⽬，⼀直延伸到欧洲；这种新的向西战略可能会重塑中国的地缘战略

愿景以及欧亚地理。10 

王的⽂章令⼈瞩⽬的是他如何引⽤发展阐述其“新的向西突破”观点；如学者迈克尔·克拉

克(Michael Clarke)所指出：“实质上，新疆在中国历史政权中是以其战略地位”， 后苏联时

代，中国向西转的驱动则是以创造替代经济增长扩展机会。 

“西进”不仅标志着⼀个新的政策转向，也是⾃苏联解体以来中国中⼼向“西部”倾斜，巩固

国内发展，增强外贸协定和战略合作。为了实现这⼀⽬标，中国政府将东突厥斯坦发展，

分阶段进⾏。11包括开放⼤西北（1992年），西部⼤开发（2000年），2010年和2014年的

新疆⼯作会议，及上海五国组织的成⽴（1996年），即后来的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

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等。 

尽管东突厥斯坦在1949年被并⼊中国，北京也⼤量补贴经济，但中共对利⽤该区域在欧亚

⼤陆之战略地位是有所保留的。12然⽽，苏联的解体却为中国带来了机会。迈克尔·克拉

克将中国后苏联时期的中亚政策分为三个阶段：形成及巩固新秩序中政治、经济和战略利

益之先后次序阶段（1991-95）；以强化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完善其全⾯战略利益设计

阶段（1996 - 2001年），克拉克指出，这⼀阶段的特点在于中国将其外交政策与在东突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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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实施的战略利益融合；最后阶段，即后9.11时期（2002- 2009年），以“北京强化新疆

整合为⽬的——汉移民、经济开发、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对表达不满或反抗的当地⼟著民

族实施严厉镇压”政策；克拉克给出的时间表突显中央利益向西部的倾斜，以及与之相应

的移民政策，及⽇益强化的对东突厥斯坦控制。以下以北京中央倡议下对东突厥斯坦、中

亚及欧亚⼤陆发展的分析，揭⽰中国政府逐步渗透该区域的过程。 

1992年的⼤西北开发的特点是以实现双重⽬标为主：第⼀，对基础设施进⾏⼤量投资，开

始将该地区纳⼊中国整体；其次是以国家补贴的形式⽀撑地⽅政府预算，是国家补贴占到

地⽅政府收⼊的50％。13根据官⽅统计，90年代，⼤西北开发中，东突厥斯坦实现了持续

的⾼增长，⼀位学者的报告以为，⼗年来的平均增长率超过了10％。 

然⽽，快速增长并不能改变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中国的主要增长中⼼是在华东地区。 

1980年深圳（1980年），珠海（1980年）和⼴东汕头（1981年），福建厦门（1980年）和

海南省（1988年）建⽴了经济特区，强调优先考虑沿海地区，占领出⼜市场。随着中国东

部地区经济的激增，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明显滞后。15到2004年，国家统计显⽰东西部失

衡规模极⼤。西部占国⼟⾯积的71％，占总⼈⼜28％，国民⽣产总值却只占17％。16 

为解决东西发展的不平衡，中央2000年以政策决定实施西部⼤开发，对开发的内容进⾏了

调整，⽬标是实现区域间平等；标志要实现与中⼼区域⼀体化的承诺。鉴于政策是在北京

中央制定的，西部⼤开发是⾃上⽽下的开发，⽽不是以基层参与的开发。 

对⽐西⽅发展政策历史的回顾，学者Heike Holbig确定了发展的五个优先领域：（1）实现

平等，（2）吸引外国投资，（3）强化基础设施投资，（4）解决民族问题，（5）实现可

持续发展。17西⽅在实现发展的同时，⽬的在于强化区域⼀体化意识；西北⼤开发也⼀样，

强调通过发展促进民族团结。此外，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是对1990年代发展政策的继续。 

鉴于这两项开发的特点是将国家补贴转移到地⽅政府预算中，且数额明显⼤于1996 - 2000

年五年计划的财政资⾦，表明该区域的中⼼地位正在快速提升。18 

学者Arthur Barnett在1993年预测，北京将注重东突厥斯坦的⾃然资源开发，⽬的是实现区

域及国家经济⽬标。19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东突厥斯坦预计⽤有209亿吨⽯油和10.8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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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20占中国总储量的25％左右（2015年这⼀⽐例⾼达40％，当时的政府报告

指出14万亿⽴⽅⽶天然⽓待开采）.21 

能源 资源储藏 占中国百分⽐ 在中国排名 

煤 2190亿吨 38.00% 第⼀ 

⽯油 23.4亿吨 21.50% 第⼀ 

天然⽓ 13.000亿⽴⽅⽶ 23.30% 第⼀ 

表格⼀：“新疆能源资源储藏。源⾃：新疆维吾尔⾃治区能源和经济⽰意图，2012，中国

地图出版社。”22 

美国学者琳达·本森 (Linda Benson)介绍了在西部⼤开发中，国家投资是如何“专门⽤于重

⼤建设项⽬，包括要开发新疆的⾃然资源、道路、公路，⽯油及天然⽓管道，以及其他基

础设施的”。 232008年，东突厥斯坦的⽯油产量⾃1990年的700万吨增长到2740万吨。24新华

社⼀份报道描述了2015年的天然⽓⽣产和1955年的产量相⽐是增加了30,000次；据同⼀篇

⽂章，东突厥斯坦的三个主要天然⽓⽣产区域（塔⾥⽊，准噶尔和⼟鲁番-哈密）是如何

⾃2005年的106亿⽴⽅⽶增加到2014年的296亿⽴⽅⽶的，这⼀数量占中国总产量的近24％。

快速增长的主因是“西⽓东输”项⽬的落实”。 25在西部⼤开发中建⽴⾃然资源⾏业，将⽯

油、天然⽓运到能源饥渴的市场，投资基础设施，将中国中⼼与东突厥斯坦联系起来，对

⿎励移民到该地区寻找就业，并将维吾尔族家园置于中国经济安全的关键⾓⾊⾄关重要.26 

年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煤（亿吨） 
24.35 30.34 39.87 60.64 76.46 99.27 119.97 136.47 147.11 143.27 

⽯油（亿

吨） 24.08 24.75 26.04 27.15 25.13 25.58 26.16 26.71 27.12 27.39 

天然⽓（亿

⽴⽅⽶） 10.66 16.42 21.03 23.59 24.54 25.99 23.54 25.32 27.23 29.15 

表格⼆：“新疆的能源⽣产。中国统计年鉴2015，中国国家统计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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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西部⼤开发政策导致汉、维吾尔在经济上的不平等的变相承认，2009年乌鲁⽊齐事

件后，中共领导层于2010年5⽉在北京召开了第⼀届新疆⼯作座谈会，以评估调整中央对

维吾尔区的经济战略。乌鲁⽊齐事件发⽣的原因虽然复杂，但突显了在就业和贫穷化⽅⾯

的族别差异；汉移民因其在⽂化和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在利⽤国家投资中占有优势，这特

别表现在⾃然资源开采业中。 

虽然第⼀次新疆⼯作会议在很⼤程度上重申发展焦点仍未北部⾃然资源开发⼯业，但也包

括区域平衡，向维吾尔⼈占多数南部倾斜倡议，如在 喀什噶尔设⽴经济特区，28⽀持19个

东部省份与新疆82个地⽅结对在⼈⼒和财政资⾦上进⾏援助。29结对援助发展仍以中央利

⽤外来援助主导，地⽅被动接受实现其平衡发展。30结对援助还使政府在东突厥斯坦南部

维吾尔⼈经济⽣活中占有了更⼤的作⽤。第⼆次新疆⼯作会议（2014）也是在暴⼒阴影下

召开的。如果说第⼀次新疆⼯作会议为政府⼤举进⼊维吾尔为主南部开了通道的话，第⼆

次会议就是为“民族团结“鸣⿎；尽管少数民族就业的指标也提出来了，但作为中⼼的“民

族融合”，却为政府提供了⼀个利⽤区域发展实现模糊民族特性之平台。31  

在东突厥斯坦实施其发展战略的同时，中国、俄罗斯和前苏联其他国家⼀起建⽴了促进利

益向后苏联过渡的机构。1996年，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和塔吉克斯

坦建⽴了上海五国组织；2001年乌兹别克斯坦加⼊后，上海合作组织（SCO）形成了。上

海合作组织为中国、中亚和俄罗斯提供了⼀个在多种内部及地区安全问题上达成共识的论

坛。在中国看来，该组织作为⽐邻东突厥斯坦的⼀个多边机构有利益其掌控维吾尔政治。 

然⽽，将上海合作组织仅仅解释成是为了遏制东突厥斯坦及中亚维吾尔⼈的⼯具，将是对

上合组织成⽴时发表宣⾔中提出的各种⽬标的忽视；除了地区安全承诺外，宣⾔还倡议

“成员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和贸易、科技、⽂化、教育、能源、通讯、环境和其他领域进

⾏有效合作。“32如下表所⽰，在2001 - 2005年间，这些兴趣领域中，贸易剧增，尤其是中

国和中亚各国之间。 

 

 



 9 

 2001 2005 增加 

俄国 10，670，550 29，103，140 173% 

哈萨克斯坦 1，288，370 6，810，320 429% 

吉尔吉斯斯坦 118，860 972，200 718% 

塔吉克斯坦 10，760 157，940 1，368% 

乌兹别克斯坦 58，300 680，560 1，067% 

总和 12，146，840 37，724，160 311% 

表格三：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的贸易 2001 -2005（美元$1000）33 

2013年，中国与其他上和成员国(SOC)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1300亿美元。34到2014年，⼏个

有国有中国⽯油天然⽓集团公司与当地公司合作的、始于⼟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天然

⽓、⽯油管道将中亚和东突厥斯坦连起来了。根据2015年的报告，中亚天然⽓管道A线

（2009）和B线（2010）为中国提供了280亿⽴⽅⽶天然⽓，⼏乎占中国天然⽓的1/6。35新

建的C线 （2014年）预计将从⼟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运送250亿⽴⽅⽶，

正在建设的D线将通过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向中国出⼜⼟库曼斯坦

天然⽓。36哈萨克-中国⽯油管道（2009年）的年输送量于2014年达到了2000万吨。37 

 

@外交关系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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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3年，中国⾼级官员就建议设⽴上合组织 （SCO)⾃由贸易区；38进展的不顺利，使

商务部副部长钟珊于2011年再次呼吁设⽴⾃贸区；据此，⼀位观察员说：“北京⼏乎是上

合组织中唯⼀⼀个呼吁建⽴经济贸易区成员国”39，并承诺向成员国提供优惠贷款及组建上

合发展银⾏。40 

⼀带⼀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9⽉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学发表讲话时，推出了丝绸

之路经济带（SREB）倡议，41⼀项包括南亚、中亚、欧亚⼤陆、欧洲和中东的贸易倡议，

其将使东突厥斯坦成为中国通往欧亚⼤陆之门户。42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的是，通过中国

承担必要建设成本，以基础设施建设及贸易将该地区与中国连为⼀体。43习近平在2013年

的演讲中以：“拥有30亿 ⼈⼜及⽆与伦⽐的市场潜⼒“来解释⼀带⼀路倡议。44 2015年的⼀

篇官媒报道认为，通过刺激制造业近距离⾯对市场，丝绸之路经济带将成为西部⼤开发发

展东突厥斯坦的补充。45  

 

习近平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推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SREB）倡议, 2013@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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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突显中国的雄⼼勃勃⽬标，即使中国成为东半球贸易的中

⼼；被⼤家笼统称为“⼀带⼀路”的这⼀倡议，旨在提⾼对外影响⼒、保持国内增长；据⼀

位观察家，⽬的是确⽴中国的超级⼤国地位。46习近平⾮常重视“⼀带⼀路”的成功，期望

以其作为其执政间对外政策的亮点。  

“⼀带⼀路”的重要性在于其对美国及其对世界贸易之传统思维的挑战；传统思维，两个主

要的贸易集团——跨⼤西洋、跨太平洋，欧洲第⼀，亚洲第⼆，美国同时为两个贸易集团

之焦点；两个拟议中的区域贸易协定，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跨⼤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

正是体现这思维；但⼀带⼀路却把亚洲和欧洲视为⼀个单⼀空间，不是美国⽽是中国为其

焦点。47 

在“⼀带⼀路”框架下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标志着北京在后苏联期试图对中亚提⾼影响⼒。在

国内，丝绸之路经济带，在维吾尔⼈不满情绪⾼涨情况下，48以强化“融合项⽬”，为其特

点。政府⽇益增加的存在不仅是要以政府强制⼒将维吾尔⼈融⼊中国，⽽且是要通过中央

政府控制的东突厥斯坦及跨边境项⽬之开发发展强使维吾尔⼈对中国表达忠诚。为达到以

欧亚⼤陆贸易实现其地缘政治强国地位，北京需要全⾯掌控东突厥斯坦。 

中国承诺通过⾦融机构⽀持丝绸之路经济带并致⼒援助⼏个⼦项⽬：如丝绸之路框架下的

中-巴经济⾛廊；从融资⾓度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AIIB）和丝路基⾦已成为丝绸

之路经济带项⽬的主要资助机构。 2013年10⽉，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了以“促进相互

交流和经济融合。”的亚投⾏； 49然⽽，批评者认为亚投⾏是中国以重新调整全球经济掌

控权，弥补中国在世界银⾏、国际货币基⾦组织和亚洲开发银⾏50等机构中影响⼒之缺失。

亚投⾏是以100亿美元股权，以提⾼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前57个正式成

员国参加⽽成⽴。尽管“亚投⾏不是“⼀带⼀路”的正式组成部分......但在其第⼀次全体会议

中批准的贷款是在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修路，都是丝绸之路沿岸国家。” 
51丝路基⾦，于2014年11⽉成⽴，是直接以丝绸之路经济带融资为⽬的，以$ 40⼗亿中国资

本⽽设⽴的。52 

⼀带⼀路的动机看起来是国内、国际因素之驱动。除了通过海外市场消融产能过剩之外，

“中国有更多的因素在亚洲、中东、⾮洲和欧洲推动这⼀倡议：地缘战略、获取原材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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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以及新市场；同时，它也创造就业机会。”53然⽽，分析师们则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

缺乏具体细节，特别是在何时何⽅收益等⽅⾯：“中国表⽰，它将向‘⼀带⼀路’沿岸国家投

资累计4万亿美元，但没有说明何时；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官员怒斥不可与马歇尔计划相

⽐，他们以为马歇尔计划是⼆战后美国奖励其朋友排除其敌⼈的计划。‘⼀带⼀路’，他们

吹嘘说是向所有⼈开放的。”54然⽽，国际战略研究中⼼的报告认为“⼀带⼀路”包括的60个

“成员”国及近50个“相关组织”中绝⼤多数都是汉⼈。55 

在接受英国《⾦融时报》采访时，国际战略研究中⼼副主任斯科特·肯尼迪特别之处了与

“⼀带⼀路“投资承诺有关的问题：“很多政策⽬标挂在嘴上，但没有⼈做过适当的经济分

析；投⼊的政府资⾦不⾜；他们希望能引⼊私⼈资本，但是私⼈资本愿意投资吗？ 回报

如何？”56据同⼀篇⽂章，另⼀个问题是哪些国家被纳⼊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57下⾯

的段落准确总结了具体细节之缺失： 

没有迹象表明它将如何运作——是通过已有官僚机构，还是以分开的不同部委及政

策银⾏运作；随着外国政府及跨国银⾏急切想搞清北京含糊表述之含义，模糊和混

乱并未消解。58 

对“⼀带⼀路”的其他关切是横跨欧亚⼤陆货物的安全、准时运达，即便欧亚贸易航线意味

着减少对紧张的海运航线南中国海的依赖；此外，可能很多国家的政府针对投资可能很热

情，但不同欧亚⼈⼜是否顺从政府热情则是另⼀回事。然⽽，如⼈民解放军的⼀位⾼级军

官所指出的，鉴于中国以“⼀带⼀路“在海外的庞⼤投资，或许中国军队在未来可以扮演保

护国家投资安全的⾓⾊。59 

“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国政府保障经济持续增长项⽬中的重要性，加上习近平亲⾃倡导的

作为其执政事业之中⼼的“⼀带⼀路，”使这⼀重复的、中央驱使下的开发成为中国的核⼼

利益所在。东突厥斯坦的地理位置，不仅仅是作为向欧亚⼤陆延伸政治和经济影响⼒的战

略地位，使维吾尔⼈和北京利益紧密相关；控制东突厥斯坦和其居民维吾尔⼈变成了习近

平个⼈功绩的关键点，同时也事关中国未来世界领导地位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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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路在东突厥斯坦：中国的政策及其⽬的 

以上概述了东突厥斯坦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带⼀路”及其附属项⽬“丝绸之路经济带”成

功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本节聚焦“⼀带⼀路”中国家政策及其⽬的两个⽅⾯对东突厥斯坦

的影响。⾸先是对2013年之前的政府发展政策倡议与“⼀带⼀路”倡议下开发东突厥斯坦之

间的密切联系进⾏详细评估；这⼀评估表明，在维吾尔⼈家园的“⼀带⼀路”仅只是以政府

为中⼼经济开发的延续⽽已，根本不是⼀种新发展⽅式。实际上，中国政府也并没有对东

突厥斯坦由中央为中⼼的的发展进⾏再协商以使维吾尔⼈受益。 

维吾尔⼈权项⽬在本部分研究的第⼆点是对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有关“⼀带⼀路“发展之

⽬的的理解。中国政府在推动基础设施改进的同时，并未对维吾尔⼈是否也能公平分享

“⼀带⼀路”带来利益进⾏反思。事实上，“⼀带⼀路”开发为了服务于国家利益，持续加剧

了维吾尔⼈的流离失所。当我们分析“⼀带⼀路”政策实施期间以同化为⽬的的措施，如增

加移民及对民族⽂化⾝份设置的限制，不难发现和此前的经济开发其实并没有很⼤不同。

从维吾尔的⾓度看；“⼀带⼀路”是中国在该地区的国族建设及将该地区融⼊中国本⼟之⽬

的的新版本。 

北京不仅依靠经济发展来实现其同化⽬的；东突厥斯坦的警察化，以及对该区信息的控制，

使得任何来⾃维吾尔⼈社区的、对经济不平等现象之不满都被有效遏制。可能观察家们会

认为中国以东突厥斯坦现有项⽬推动“⼀带⼀路”为审慎的投资⽅式，但这些增加的投资实

际上只是加剧了已存在的边缘化、经济歧视之紧张局势。 

政策 

2015年3⽉，中国国家发展和改⾰委员会与其他国家机构共同发表了⼀篇《关于共同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展望和⾏动》的、概述“⼀带⼀路”倡议之框架⽂件。

该报告前⾔称将“为推进实施‘⼀带⼀路’重⼤倡议，让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机活⼒，以新

的形式使亚欧⾮国家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度。” 在⽂件试图阐明“⼀

带⼀路”所涉及具体问题时，中国政府部门和官员争先恐后使习近平2013年宣布这⼀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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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意义。正如⼀位学者所指出的：“‘⼀带⼀路’倡议的提出明显带有习近平不安定的⾃上

⽽下的政策印记，” 61⼀种缺乏公民社会参与制定政策⾛向的突出表现。 

在与东突厥斯坦相关的⼀段中，《关于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展

望和⾏动》指出： 

我们必须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作⽤，深化与中亚、南亚、

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化科

教中⼼，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区62。 

上⾯的摘录说明了东突厥斯坦在“⼀带⼀路”中的地位；也就是说，应该被利⽤的是其地理

位置，⽽不是其⼈⼒资源；这与所谓的“让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机活⼒”政策⽬标相去甚

远；对维吾尔⼈来说，这只是保持现状的继续。 

鉴于之前由中央主导的经济发展优先项⽬，运输业在投资清单中站头条位置并不令⼈意外。

为了给中国转向欧亚⼤陆奠定基础，东突厥斯坦的道路、铁路⽹⾄关重要。中国学者贾庆

国勾画了中国⼤陆为中⼼种⼦是如何突显于中国与中亚运输⽹之建设。63为满⾜向西外贸

易发展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之需要，中国对有效连接中国东部的东突厥斯坦铁路和公路⽹

进⾏了⼤的改进。 

⾄2006年，Sznajer记载了东突厥斯坦建成的长达86,000公⾥的道路⽹，其中⼏条是通往若

⼲中亚国家边境的公路。64据政府数据，国家⾃2001年⾄2006年在公路建设上花费了330亿

元⼈民币（41亿美元），是1955年到2000年花费总额的三倍多。65据贾庆国的数据，中国

计划在2007 - 2012年间，再投资23亿元⼈民币（2.94亿美元）⽤于升级连接边境贸易区⾼

速公路。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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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取图⽚来⾃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新疆区域路况提升项⽬⽹©CAREC 

2006年的⼀份政府⽂件详细介绍了国家投资升级东突厥斯坦农村道路基础设施的计划。⾃

2006⾄2010年，政府打算投资100亿元⼈民币（16亿美元）⽤于农村公路建设；该投资将

使城郊公路⽹增加⾄32,000 公⾥。67 2012年国家公布投⼊30亿⼈民币资⾦（$484）增加

5000多公⾥。68 2015年政府承诺进⼀步投⼊额外270亿⼈民币（440亿美元）在增加4000公

⾥，使整个公路⽹络超过115000公⾥，使整个地区99%的城镇和98%的乡村相连区。69然⽽，

公路⽹的升级尽管使该区各地⼈员交流相对容易，但对⼈员流动设置的内部限制，却使政

府将其⼿伸⼊乡村⽣活。70 2017年1⽉18⽇新华社的⼀篇⽂章报道说这⼀年该区将“花费超

过2千亿⼈民币（29.2⼗亿美元）”⽤以改善道路；此外，⽂章还透露：“2016年⾄2020年，

将斥资10万亿元⽤以交通基础设施，包括4700多亿⼈民币⽤以⾼速公路建设。” 71 

在整个后苏联时代，中国实现了通过东突厥斯坦建设、开发向西欧亚⼤陆铁路之想法。

1990年，中国官员提出了旨在连接中国东部港⼜与荷兰⿅特丹的新欧亚⼤陆桥设想。该倡

议以1992年完成的⾃乌鲁⽊齐⾄哈萨克斯坦边界的北疆铁路建设⽽成为现实。⼀位中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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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就此评论说：“新疆正在向西开放。”72 1994年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李鹏总理表达了中国

对欧亚⼤陆贸易的渴望，呼吁建⽴⼀条“新丝绸之路”将中亚和中国相连。”73 

⾄ 喀什噶尔和和⽥的铁路分别于1999年和2011年建成。兰州⾄乌鲁⽊齐的铁路是1966年完

成的，2014年升级后，可运营⾼速列车，使这两个城市之间的旅⾏时间由23⼩时缩短⾄11

⼩时。2009年宣布的北疆的四条新铁路中的⼀条，⾃乌鲁⽊齐⾄哈萨克斯坦边境城镇霍尔

果斯⼜岸。74连接乌鲁⽊齐与古城、吉⽊萨尔煤⽥铁路线于2009年完成，2012年完成的⾃

哈密⾄罗布泊的铁路使钾盐矿开发更易于运输。 75连接东突厥斯坦和内蒙古、青海的两条

线路已经开⼯。内蒙古线拟将天津与哈萨克斯坦相连。76尽管仍处于提案阶段，但中国已

经在讨论通过吉尔吉斯斯坦通往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计划.77 

据海外媒体报道，⾃习近平宣布丝绸之路经济带后，交通项⽬投资正在加速。中国政府发

改委驻疆副主任程建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下，最后，我们罗

列了320个铁路、公路和航空基础设施建设清单，投资⾦额达到2万亿元⼈民币。” 引⽤

Raffaello Pantucci和Alexandros Petersen的话，学者Michael Clarke指出：“中国在整个地区

建⽴的交通⽹......是实现'新丝绸之路'愿景......但交通⽹的⽬的是连接新疆。”78 

 

在哈密的兰州 - 乌鲁⽊齐⾼速铁路, 2014年©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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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物流在上引⽂件《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展望和⾏动》实

⽤清单中占第⼆和第三位。中国对外贸易制成品的中⼼是霍尔果斯和喀什噶尔。就像发展

⾼效交通⽹络⼀样，利⽤早于“⼀带⼀路”设⽴的霍尔果斯和 喀什噶尔经济特区，也突显

中国官员是娴熟于以扩建升级利⽤现有基础设施的；两个经济特区的设⽴追溯⾄2010年的

第⼀届新疆⼯作会议。北京宣传新的贸易区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来点，⽽且将促进与中亚、

南亚和西亚，及东欧各国的贸易。79 

国家媒体报道说， 喀什噶尔新贸易区可以安置，超过喀什噶尔2010年⼈⼜普查统计总⼈

⼜的、多达60万⼈就业。80  2010年， 喀什噶尔新开发区引进了1070亿⼈民币投资（160亿

美元），⽐上年同期增长52%，投资主要来⾃东突厥斯坦境外。81由最初的5平⽅公⾥开发

区，该开发区初步计划扩展到8.5平⽅公⾥，最后达到160平⽅公⾥。82观察家们对喀什噶

尔开发项⽬的可⾏性表⽰怀疑并将其称为是“新瓶装陈醋。”83学者Bill  Chou和丁学洁说：

“深圳模式是否可以移植到  喀什噶尔令⼈怀疑......过去的经济发展开发并没有从根本上解

决民族紧张，包括压制⽂化⾃主及对经济增长带来福利及社会成本的不公平分配；再说，

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是⼀个例外，不是规律。”84 

 

中国 - 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岸©詹姆斯顿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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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霍尔果斯的经济特区占地73平⽅公⾥，截⾄2011年10⽉，从12个投资倡议中筹到现⾦

208亿元⼈民币（3.3亿美元）。852011年，⼀位政府⾼级官员告诉《中国⽇报》，计划中的

⼀个铁路设施将使其成为“亚洲最⼤的转运站”。86霍尔果斯⽬前拥有4个⼯业园区，引⽤

2016年⼀位中国政府官员⾃相⽭盾的话，⾃贸区引⼊投资超过了60亿元⼈民币（971亿美

元），来访⾃贸区的游客⼈数正⼤幅增加。87在2016年8⽉的⼀篇⽂章中，《海峡时报》概

述霍尔果斯“即将成为丝绸之路倡议之陆上运输路线关键”。88正如⼀位海外记者所指出的： 

这个位于新疆边境的新镇已成为中国进⼊边境另⼀端欧亚⼤陆市场的门户。随着中

国西部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再将这些产品穿越整个国⼟运⾄东部港⼜，再通过海运

转返西⽅就是浪费了。然⽽，中国与欧盟贸易的80％以上还是通过海运的，往返需

要40⾄60天；就如中国过去需要丝绸之路贸易⼀样，现在的中国也需要⼀个西部门

户，这就是霍尔果斯重新繁荣的原因。89 

2016年11⽉30⽇由国际战略研究中⼼发布的⼀篇⽂章详细介绍了陆路贸易，如何以增长交

易量20倍，安置50，000⼈就业证实霍尔果斯成功成为“新迪拜”；然⽽，⽂章同时以上述

数据“囊括了周边地区⽬前⼈⼜的40%”暗⽰⽬前该区⼈⼜分布⽆法⽀撑上述增长。90 

在喀什噶尔，霍尔果斯设⽴经济特区的同时，中国当局在“⼀带⼀路”之前的经济发展中就

开启了促进贸易、⼯业和其他⾏业的实业。91以东突厥斯坦为战略中⼼，这些实业在⼴阔

的欧亚⼤陆上被⽤于推销“⼀带⼀路”。2010年，官⽅公布始于1992年的乌鲁⽊齐对外经济

贸易洽谈会，升级后将以“中国 - 亚欧博览会”名义重新推出，该博览会将为扩⼤中亚、南

亚贸易提供机会。922016年9⽉举⾏的第五届中国 - 亚欧博览会，邀请到了⼀些外国政要、

国际组织、各国驻华使节和部长及⼀些国家的代表出席，表明世博会档次提⾼了。93根据

世博会⽹站，2016年世博会作为⾃东突厥斯坦被指定为“⼀带⼀路”核⼼区域之后的第⼀次，

中国和外国代表团讨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尽管“与众多⼤学达成了⼀系列的合作

协议，以促进新疆和周边国家在科学技术和教育间的合作，”但缺乏⼴泛政策细节。94 

2016年世博会官⽅⽂献陈述如下：“在中外⽂化周期间，展出了⼀系列中外优秀⽂化作品，

包括歌舞表演、影视节⽬和⽂物展览，这些展览进⼀步加强了新疆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化

交流“。95海外观察家则指出，维吾尔⼈参加世博会只限于⽂化表演，⽽不是以中国与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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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投资对话的关键性中间⼈⾝份。⾃2011年世博会现场，半岛电视台报道了维吾尔⼈被

排除在外的新闻，96 2014年，⼀位博客写道，只有屈指可数的⼏个维吾尔⼈参加了2014年

的世博会。97 

 

克拉玛依论坛，2016©中国⽇报 

中国还在远离乌鲁⽊齐的其他地⽅开始了贸易活动。2016年8⽉举⾏的“丝绸之路经济

带·克拉玛依论坛”，也被官⽅媒体称为“中国西部的达沃斯论坛”，98就是⼀个例⼦；此活

动包括了来⾃中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代表，官⽅媒体规划的⽬标是强化

“中国和⼀带⼀路沿线各国间的合作，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99选择克拉玛依做论坛地

点，考虑到克拉玛依在中国⾃然资源⾏业中的重要性及中国对安全开采中亚⾃然资源的兴

趣，并不令⼈感到奇怪。以据2013年公布的官⽅数据，克拉玛依的经济指标显⽰其在全区

地级⾏政单位中是经济最好的⼀个，100凸显维吾尔⼈被排斥事实，克拉玛依是吸引最多从

事⾃然资源开发⼯作汉⼈的城市。以不同地理分布吸引投资为⽬的，经济特区的成功为⽬

标的“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 是另⼀个贸易活动；如中国 - 亚欧博览会，“喀什

交会”以更长的历史先于”⼀带⼀路”，于2004年设⽴；第⼗⼆次“喀什交易会”于2016年6⽉

举办。101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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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苏联时代中国对维吾尔、东突厥斯坦的政策部分受到外部环境之影响，特别是欧亚⼤陆

的影响；遏制海外各国对维吾尔⼈政治抱负的⽀持，扩⼤对⾃苏联独⽴出来国家的贸易，

是中国在边境内外施加影响的两个突出例⼦。 

此外，欧亚地区的境外机遇超越巩固领⼟和新出⼜市场。获取⾃然资源，特别是⽯油和天

然⽓主要驱动。 为了满⾜这些外部机遇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中国已发起了⼀系列开发活

动，如上⽂和前⼀节所述，⽬的是将中原和东突厥斯坦及欧亚⼤陆相联系。 

经济开发政策增加了国家、汉移民对维吾尔⼈的影响⼒；经济发展过程中维吾尔⼈以其价

值参与发展作⽤的缺失，以及以集体利益为纽带机遇的缺失，突显以经济增长为说辞扭曲

东突厥斯坦现⾏政策之现象。作为权⼒关系失衡之结果，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说辞被

称为“以中国统治消除[维吾尔⼈权项⽬强调]少数民族不满的⼯具。” 102以维吾尔⼈为例，

迈克尔·克拉克将中央主导的经济开发借⼜称为“发展主义”，他继续补充指出：“这对维

吾尔⼈在政治、经济和⽂化上的边缘化贡献颇多”。103以这种经济开发⽅式，中国政府不

仅保证了对东突厥斯坦境外的投资，也保证了向东突厥斯坦的移民，同时也使任何对不公

平政策的不满沉默。 

虽然“发展主义”概念指出了政府是如何企图通过⼲预⽅式实现将少数民族融⼊中国，同时，

“发展主义”也适应继续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机遇之需要，以及将边疆地区视为可以任意开

发的认识。从本质上说，东突厥斯坦的经济发展为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担忧提供⼀个开拓

空间。正如2015年12⽉9⽇中国官⽅媒体《环球时报》的⽂章声称的“⼀带⼀路”将“给新疆

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促进新疆与世界各地区间的业务往来，因⽽，振兴中国西北经

济”。 104然⽽，在展⽰了⼴泛地区发展⽬标间与消除维吾尔政治反对派之间的密切关系后，

⽂章补充说：“因新疆的分裂势⼒有......海外关系，需更加努⼒捍卫⾃治区社会稳定，防范

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105 

迈克尔·克拉克在2015年9⽉10⽇写给《外交》杂志的⽂章中写道：“⼀带⼀路（尤其是做

成部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北京对国内的担忧，及⼤战略优先选择相关”。106他补充说：

“维吾尔⼈和藏⼈⾃2008年以来激烈的反对中国统治，使北京认为必须加快这些地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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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现代化步骤，以其作为实现其融⼊中国现代化国家的主要⼿段......所以，这些地区被

指定为“⼀带⼀路”发展的关键点也不是偶然的”。107 

中国共产党在承认种族差异的同时，“长期⽬标是要让⼈们慢慢融合成⼀个民族”。108⼀⽅

⾯，民族划分将中国⼈分为各个民族，另⼀⽅⾯，所有民族构成⼀个中华民族。109鉴于国

家的统⼀⽬标，民族划分制度最终消失。以民族为基础的划分，不仅因中国各民族群体同

民族、不同民族间的优势和劣势会造成国家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盾，同时，也会因融合过

程，⽽使50多个少数民族流离失所。 

事实上，在中国两种⾃相⽭盾的排斥类型同时并存：第⼀，将中国国内55个少数民

族务实包容进⼀个中国民族，即迫使少数民族从边缘被压⼊国家核⼼; 其次，通过

政治和社会排斥⼒将这些少数民族挤出中国政治实体和社会。110 

经济发展⼀直是实现民族融合的主要驱动。虽然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性是整个中国国家政策

要点，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些学者意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还含

有开化启迪之意。据学者斯提芬海瑞勒（ Stevan Harrell），共产党对现代化的理解不是

将边疆地区融⼊中⼼，⽽是将他们⾃落后提升到普世现代化；海瑞勒补充说，在中国，包

括中共统治期，汉⽂化作为标准被推崇为是主流的和现代的：“只要这种与⽣据在的、内

在的汉⼈优越感存在，任何共产党推出的项⽬都将基于汉⼈⽣活⽅式更优越、更现代化的

潜意识作⽤下；受过汉化教育的边疆⼈、亲汉者、汉化者才会被其汉同胞⼀视同仁”。海

瑞勒的说法揭⽰共产党是如何在少数民族中以物质发展迫使边疆民族，为主流——汉⽂化

⽽抛弃⾃⼰的⽂化⾝份；由于少数民族⾝份的再定义被“开化者”垄断；少数民族只被允许

只就开化项⽬发⾔权。111 

使反对中国政策者，以及以“发展主义”同化维吾尔⼈者，保持沉默是中共的长远⽬标；在

下⼀节我们将探讨中共是如何通过经济发展使维吾尔⼈在⾃⼰家园流离失所的现象，并使

领⼟和⽂化上的融合得以继续，⽽“⼀带⼀路”正是实现这⽬标的又⼀新举措；但正如上述

指出的，“发展主义”为了巩固所得，也使东突厥斯坦趋向了严重的警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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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些分析⼈⼠纯粹从经济⾓度看待东突厥斯坦发展进程时，其他⼀些⼈则意为“⼀带⼀

路”内含更⼤的战略⽬标。据⼀位学者：“‘⼀带⼀路’实际上是在及时地提醒我们中国共产

党正在建⽴⼀个新的帝国”。112据2015年10⽉12⽇《⾦融时报》的⼀篇⽂章：“中国的强⼒

进⼊中亚将部分填补冷战结束莫斯科撤退，及华盛顿从阿富汗撤军后留下的真空”。113迈

克尔·克拉克将这⼀战略称为为中国的“欧亚跳板”，同时也被认为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

的回应。他 补充说：“以这个⾓度看，中亚成为中国扩张的战略安全阀”。114 

2000年，西部开发刚发起时，学者德鲁格拉尼（Dru  Glandney）为《中亚、⾼加索的能

源和冲突》为题的书写了有关中国在中亚利益的⼀章，中国的中亚利益，他称之为：“能

源和民族安全”；再开篇，格拉德尼介绍说： 

中国经常被描绘为在边界之外寻求经济和能源安全扩张，⽽且中亚被认为是中国最

直接的欲征服地区之⼀。在这⼀图景中，最突出的是中国的边疆少数民族，特别是

被称为维吾尔族的穆斯林民众，以及他们在阻碍中国扩张或使中国经济发展动⼒梗

阻⽅⾯可能起的作⽤。 

正如这段话所表明的，维吾尔⼈的存在成了中国在后苏联中亚实现其扩张野⼼之潜在障碍。

下⼀节我们将详细陈述为解决这⼀潜在“障碍”中国政府如何在东突厥斯坦使维吾尔⼈流离

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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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及其对维吾尔⼈的影响 

拆迁 

东突厥斯坦在后苏联时期由中央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改⾰之特征是政府计划。由中国政府⾓

度看，与公民参与协商发展相⽐，有国家发起的经济发展政策的好处是显⽽易见的，如

“⼤规模、资本密集型开发项⽬加快了迈向更加美好未来的步伐。”115为了实现国家更为伟

⼤的⽬标，需要⼀些个⼈和社区拆迁的话，这应该被视为是为伟⼤⽬标做出的牺牲。 

然⽽，由发展引起的流离失所和重新安置研究⼈员认为，发展过程、相关费⽤、应该从下

往上算。中央主导的开发往往以强势使边缘化弱势群体对发⽣在⾃⼰社区的变化⽆能为⼒。
116⼀下的分析检视中国政府前后的发展开发是如何使维吾尔⼈在⾃⼰家园流离失所，以及

“⼀带⼀路”如何会使这⼀正在持续的趋势更趋恶化。 

⼤多关于流离失所再安置研究主要聚焦于物质⽅⾯，即个体的流离失所；⽂献咨询表明流

离失所再安置发⽣在发展开发主要焦点为：（1）供⽔（灌溉，⽔库和⼤坝项⽬）; （2）

城市化和交通运输（公路，铁路，建筑施⼯）; （3）能源（采矿，管道，⾃然资源开采）; 

（4）农业和⾃然资源（单⼀种植，扩⼤种植和保护）及（5）对⼈⼜的再分布。117 

就维吾尔⼈⽽⾔，上述五种情况下流离失所的例⼦很多。1990年代，由于粗放型农业导致

的塔⾥⽊河下游⼟地退化和⽔质恶化使该区域⼈⼜不得不迁移。118⼀项对塔⾥⽊河盆地的

研究表明，因为⼟地退化⽽引发的⼈⼜上移最终将导致塔⾥⽊河缩短及东突厥斯坦⽔资源

短缺。119⽔资源保护也使该地区⼈民流离失所；世界银⾏为了帮助⼀百多位因吐鲁番节⽔

灌溉项⽬⽽流离失所的⼈员提⾼收⼊，对该项⽬施予援助。120能源开采直接带来的流离失

所，⽽不是能源开采带来的机遇，并未能很好的记录报道。121 

尽管维吾尔⼈权项⽬认为，中国的发展开发已经使维吾尔个⼈和家庭流离失所，维吾尔⼈

的流离失所以在⾃⼰家园的为其特征（即维吾尔⼈基本上还是在原家乡），同时因为汉⼈

移民和政府影响⼒在东突厥斯坦的增加造成了极⼤的压⼒。汉族移民的增加不仅制造了压

⼒，⽽且还使进⼀步在东突厥斯坦增加供⽔和开垦耕地成为必要。此外，据⾃由亚洲电台，

向南部移民已经使争取政府对开垦耕地项⽬投资的争抢转变为民族冲突。122在2013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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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的报道中，⾃由亚洲电台报道了维吾尔⼈抱怨⾃⼰在接受开垦耕地补贴时被汉⼈移民

排斥；⽂章引⽤两位阿克苏维吾尔农民的话揭⽰了政府是如何偏向汉⼈分配⼟地和补贴的。
123此外，更多有关在东突厥斯坦南部掠夺⼟地，使郊区维吾尔⼈处于劣势的报道，可参看

维吾尔⼈权项⽬的报告《没有⼟地，何以求⽣：中国政府镇压维吾尔环保运动》。124 

在2004年的专著中，⼈⼜学家斯坦利图普斯(Stanley Toops )介绍了有关中国边疆地区地⼤

物博、发展机会多的看法⿎励了⼤批移民⾄新疆。125斯坦利图普斯意为，向新疆移民并不

是⾃发的，政府对东突厥斯坦的⼤⼒宣传及“利诱奖励”，尤其是西部⼤开发才是原因。126

迈克尔·克拉克指出：“认为东突厥斯坦是⼀个‘未开发’的资源丰富、⼟地⼴袤的概念，事

实上被新疆⼤多数可耕地已被开垦、⽔资源⽇益稀缺的事实所击破；⾃1949年以来的汉移

民带来的城市化、过度灌溉和开垦耕地已经造成了⼤规模沙化”。学者霍威勒（Howell ）

和范（Fan）将向东突厥斯坦的⼤规模移民因素归因于经济改⾰、对移民政策的放松限制，

特别是西部⼤开发政策。128 

斯坦利图普斯还预测，包括流动⼈⼜在内的移民增加将导致该地区汉族⼈⼜的增长。129 

1953年⾄1990年间，汉⼈⼜从30万增加到570万。130从1990年到 2000年⼈⼜普查时，汉⼈⼜

增加到750万⼈，到2010年⼈⼜普查时，汉⼈⼜达到了880万⼈。131 2000年⾄2012年间，东

突厥斯坦的汉⼈⼜又增加了120⼈。132在后苏联 直到2012年（共22年），汉⼈⼜增加430万

⼈，⽽在1953-1990年间的37年间汉⼈⼜共增加540万⼈。然⽽，尽管汉⼈⼈⼜在1990 - 2010

年间在该地区显著增长，但所占⽐例还是保持在38-40％的⽔平，明显是由于维吾尔⼈⼜

绝对数量的增加；尽管如此，在中共统治期，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所占⽐例由75％下降

到了45％。133 

向东突厥斯坦的移民⼤部分安置在北部；尤其是乌鲁⽊齐、⽯河⼦和克拉玛依；如上所述，

克拉玛依是⾃然资源⾏业中⼼，也是汉⼈垄断了的经济⾏业。134 1949年，东突厥斯坦⼈⼜

的75％居住在维吾尔⼈为主的南部；然⽽，到1990年，东突厥斯坦的主要⼈⼜居住在北部。
135 2000年的⼈⼜普查数据显⽰，⾸都⼈⼜的75％以上是汉⼈，⽽1949年乌鲁⽊齐的汉⼈⼜

才是20％。136如热扎哈斯马斯（Reza  Hasmath）观察到的，苏联解体后的19年中，除了喀

什噶尔和和⽥外，维吾尔⼈⼜在城市显着下降。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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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移民⼯在哈密附近摘棉花, 2013@新华 

在政府⿎励下的移民数量的激增使北部维吾尔⼈被挤压，2010年和2014年的新疆⼯作会议

则激发了向维吾尔⼈⼜为主的南部的移民。2010年新疆⼯作会议确⽴的设⽴喀什噶尔经济

特区被推销为是吸引外资投资的机遇。以来⾃⼴东的14亿⼈民币资本总额（1.86亿美元），

将喀什噶尔变成以深圳为模型的中亚贸易中⼼的雄⼼勃勃的远景被描绘。138 

根据海外记者收集到的⼀些轶事证据，喀什噶尔经济开发区确⽴后，建筑和房地产投资机

会来了，尤其是对那些想要投机并拥有社会和资本⾦的汉⼈。⼀个汉⼈房地产商告诉《新

闻周刊》记者：“当我于2010年5⽉26⽇去喀什噶尔准备做建筑（原⽂如此）时，发现所有

的好地段都已被拿⾛了……我3⽉份跟⼀些当地谈话时，还告诉我他们连⾃⼰的公寓都卖

不掉，到了5⽉本地⼈、外来者，来⾃⼴州、上海、江西的全都再买进。”1392010年，喀什

噶尔⼀个房地产推销员告诉《纽约时报》记者：“我们建公寓的速度跟不上需求……五年

后你再来这，你会认不出来的。”同⼀个记者观察到：“除个别⼏个外，砌砖⼯、⽔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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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都是汉⼈，购房者的90％也是汉⼈。”当被问及“为何销售材料[特为新房地产]没有维

吾尔⽂时，推销员……很坦率。 '有啥⽤？……他们买不起这个房产'”。140 

2014年第⼆届新疆⼯作会议宣传的“民族融合”，⿎励地⽅官员采取措施⿎励汉⼈移民南部；

有关现⾦奖励且末民族间婚姻的做法及和⽥附近民族融合居住⼩区的宣布，突显这⼀做法。
141放宽东突厥斯坦南部的户⼜管理更是政府试图⿎励向南部移民的⼀种⼿段；142 这些政策

加上将那些不愿意参加“民族融合”的维吾尔⼈排挤于南部刚起步的经济和社会主流；如果

这些政策还继续，如果“⼀带⼀路“还继续强调要吸引外，早已不平衡的南北经济轴线将更

为条块⼉化和民族化。143 

然⽽，说汉⼈移民⼀波⼀波的在向东突厥斯坦南部流动之说必须进⾏⼀下⼈⼜分析；例如，

根据1990年的⼈⼜统计，喀什噶尔地区约有202,000汉⼈居住；144 到2012年，喀什噶尔汉⼈

⼈⼜增为285,000（约三分之⼀的增长）。 2000年，和⽥地区汉⼈⼜近56,000⼈，到2012年，

这⼀数字约为7.5万⼈（约增长⼀半）。对和⽥和喀什噶尔两地区2011年和2012年的数据进

⾏⽐较，总⼈⼜略有增长，尤其当与维吾尔⼈的⼈⼜绝对数进⾏相⽐时。然⽽，⼈⼜统计

数字表明，南部维吾尔-汉两个社区⼈⼜增长和⼈⼜分布的增长，南部曾长期以来不欢迎

移民。此外，维吾尔⼈看起来也没有⼤规模的从南部移出去；145 鉴于向新疆的移民⼀贯是

伴随交通基础设施的提升，“⼀带⼀路”也不例外地将继续⿎励向南部⼤量移民。146 

豪威尔和范认为20世纪70年代想东突厥斯坦的移民是政府安排的，改⾰时代的多数移民则

是⾃愿的。此外，Agnieszka Joniak-Liithi意为：“向新疆的汉移民不应该被理解为是政府为

了控制该地区⽽国家控制下的全体⼀致的单⼀项⽬…… 在形势允许时，移民按⾃⼰的意

图，⽽不是按政府的计划⾏事。”147这也可能是事实，但政府在策划该地区⼈⼜分布时的

作⽤却不可被忽视。中央主导经济开发过程中承诺的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机遇是移民的诱导

驱动；148鉴于需要全国范围内的持续经济增长，政府有很强的动机提供那些承诺的机会，

并⿎励汉⼈移民全东突厥斯坦，以⽤于强化⾃治区与中国本⼟／中⼼之间联系的⼿段。149 

2009年2⽉，中国当局宣布拆除8平⽅公⾥喀什噶尔⽼城中的5平⽅公⾥，当项⽬完成时，

估计受影响⼈群约为65，000个家庭，占喀什总⼈⼜42%的22万⼈。150到2011年，喀什⽼城

的三分之⼆被拆毁；151当拆迁开始时，根据⼀个海外记者的话“那⾥将矗⽴⼀个新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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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着不太⾼的公寓楼、⼤厦，⼩巷将被扩⼤为⼤道”。 1522015年的⼀篇题为《跨越中国：

喀什噶尔的丝绸之路雄⼼——从后沟⾛向桥头堡》的⽂章中，官媒描绘了喀什噶尔是如何

变成了“⼀个建筑⼯地城市”的。153然⽽，⽂章却没有提喀什噶尔在“⼀带⼀路”倡议下是如

何以拆迁⽼城的代价变成了建筑⼯地的。153 全东突厥斯坦的⼀些维吾尔社区被当作了拆

迁对象，包括喀什噶尔地区、乌鲁⽊齐⿊甲⼭区、吐鲁番、和⽥、伊宁、哈密、阿克苏、

库尔勒，以及克拉玛依和博尔塔拉的维吾尔社区。154 

 

新与⽼城碰撞在喀什噶尔 

维吾尔族社区的重建是维吾尔社会和⽂化⽣活在⾃⼰家园流离失所的体现。伴随东突厥斯

坦城市外貌与中国东部城市没有区别，虽然维吾尔⼈将在新区占据同样的空间，但却失去

了重建前维吾尔社区原有的那种有机活⼒。据海外媒体，尤其是据喀什噶尔⽼城的居民，

重新安置的社区以丧失原有围绕⼩清真寺的社区⼈⽂⽽使居民失去个体价值。155 

Agnieszka Joniak-Liithi令⼈信服指出，东突厥斯坦正成为⼀个令汉⼈移民感觉相熟、安逸

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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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巨⼤的汉移民导致汉⼈空间不断在新疆扩⼤。由于临时、季节性和永久汉移民

数量史⽆前例，⼀个移民来了另⼀个又接着，接着是服务于移民的、令移民有“在

家“感觉的中间商……越来越多的移民，完全丧失了的可控机制；使过去⼆⼗年的

汉移民能够在新疆史⽆前例的重建他们“熟悉的空间”……⼆⼗世纪 80年代后的⼤多

数移民都是冲着⾦钱和机遇“淘⾦热“来的，这使得维吾尔⼈以及当地的汉⼈和早期

汉移民后裔⽆法与这些新来者建⽴积极的关系。156 

在“⼀带⼀路”背景下，在⼀篇题为《⼀带⼀路下的新兴政治经济》的⽂章中，战略与国际

研究中⼼的亚历⼭⼤·库利写道：“中国⼈对运输基础设施带来稳定的错觉是，并⾮所有

新疆的维吾尔居民认为⾃⼰是北京投资的主要受益者。⼤规模的建设项⽬或国家主导的投

资有时因不成⽐例的让拥有关系的或国有企业如⽣产建设兵团的汉⼈受益⽽遭到批评，⽽

且⿎励额外新移民前来”。157 维吾尔⼈权项⽬认为“⼀带⼀路”是以发展经济为名进⼀步侵

⼊维吾尔⼈⽣活，增加移民和城市化只会加剧维吾尔⼈在⾃⼰家园的流离失所现象。 

边缘化、失业 

在对发展带来流离失所再安置进⾏的研究中，社会学家迈克尔塞尔尼亚（Michael Cernea）

概述了⼀个试图展⽰流离失所者所⾯临之脆弱性，以及摆脱有流离失所带来贫穷之可能性

的模型；158在其贫困风险及重建、模型中，塞尔尼亚列出了流离失所者⾯临潜在风险：失

去⼟地、失业、⽆家可归、边缘化、粮⾷不够、 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失去获得共有

资产和服务、和与社会的脱节。塞尔尼亚指出的最令⼈担忧的维吾尔⼈劣势是将被边缘化

和失业。 

根据塞尔尼亚的观点，流离失所者被边缘化的标志之⼀是由于社会发展的停滞⽽带来的⾃

卑。虽然这种经历主要是体现在物质性流离失所的个⼈和社区，但这⼀现象在原地流离失

所维吾尔⼈中也存在。史密斯芬利（Smith -Finley）记录了第⼀代民考汉的“内在压⼒”。

⼀个接受史密斯芬利采访的第⼀代民考汉维吾尔⼈“显然已将官⽅对维吾尔⼈的负⾯宣传

接受为”落后“（与先进的汉相⽐），她后悔⾃⼰没有出⽣为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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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尼亚还声称，边缘化可能会在流离失所者遭遇拆迁发⽣之前，因为基础设施和服务因

预期的流离失所⽽被减少。在东突厥斯坦，因相反情况的发⽣，这个过程可从另⼀个⾓度

观察；基础设施和服务在有中央指导开发中经历了显着的变化；然⽽，维吾尔⼈并不是这

种改进的主要受益者。正如⼀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政府及其在东突厥斯坦的代理

⼈的经济开发并不是种族中⽴的。相反，他们使东突厥斯坦的汉⼈获得了极⼤的好处，⽽

且看起来似乎很多⼈是刻意⿎励汉⼈移民”。159 

 

在伊宁乘公共汽车的维吾尔⼈©Gilles Sabrié 

曹胡华在其2008年有关新疆经济的论⽂，其发现制定贫困县和少数民族超过总⼈⼜90％的

县之间村在很⾼的相关性。曹指出东突厥斯坦农村少数民族集中区域和⾮少数民族农村相

⽐收⼊⽔平极低；160 《凤凰周刊》的⼀篇报告显⽰，东突厥斯坦四个南部地区（喀什噶

尔、和⽥、克孜勒苏和阿克苏）⼈均国民⽣产总值低于东突厥斯坦平均值的45％。此外，

85%农村贫困⼈⼜和63%的失业⼈⼜都在南部四个地区。161根据官⽅在2013年发布的数据，

在地级⾏政区域中经济运⾏指标最好的是克拉玛依、⽯河⼦、乌鲁⽊齐；这三个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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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国民⽣产总值排名、平均⼯资、就业率都较⾼。汉⼈⼈⼜为主七个地区中的六个，⾄少

在上述三项指标中⾄少有⼀项在所有地区级⾏政中排名前三位。162 

失业，是维吾尔⼈在东突厥斯坦经历后苏联时期⼤开发中在⾃⼰家园被排斥的关键性指标。

据⾹港⼀位学者：招聘中种族歧视种加剧了维吾尔，汉⼈之间的经济不平等。163招⼯中的

歧视也体现在⼀系列熟练⼯和⾮熟练⼯的招聘上。⾥德和Raschke认为东突厥斯坦制造、

运输、通讯、⽯油和天然⽓、以及科学和技术⼯种80%聘⽤的是汉⼈；此外，汉⼈占了建

⼯⾏业90％的就业岗位。164美国国会及⾏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研究了跨越6年的西部⼤开

发后发现在新疆⽣产建设兵团、公务员招聘、区域教育领域存在针对维吾尔⼈的就业歧视。
165 根据Vicziany和张的实证数据显⽰维吾尔获得招聘机会⾮常低，由此可以得出在该地区

的发展主要是⾯向中国汉⼈的结论；166 这也符合霍普和韦伯在2004年对维吾尔⼈和汉⼈进

⾏民意调查的结论；当被问及就业状况在新疆是⽐⼗年前好了还是更差了时，76%的维吾

尔⼈表⽰就业形势恶化了，⽽只有49%的⼈认为情况恶化。167 

 

 

 

 

 

 

 

 

 

 

 



 31 

总结 

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和欧亚⼤陆不断推出的经济发展举措并未使维吾尔族⼈受益；按设想，

北京发展经济的⾸要重点是国家、党的利益，⽽不是东突厥斯坦名义上的⾃治权持有者。 

因⽽，将该地区由中央主导开发称为“发展”是不符合现实的，鉴于维吾尔⼈被排除于制定

经济优先政策和平等享受经济发展之机会等现象。 中国政府的“⼀带⼀路”的“⼤战略”出发

点对更多照顾本地发展并不是⼀个好兆头。 

⾃1990年以来，由苏联垮台带来的外部因素驱动下的中央主导的经济开发导致维吾尔⼈在

⾃⼰家园的流离失所。尽管对跨境边境维吾尔⼈政治活动的担忧是促成开发的主要因素，

但本报告也不否认，中国以创造新的经济机遇企图强化对东突厥斯坦的全⾯控制。将维吾

尔⼈通过当地的开发和发展在原地使其流离失所是⼀种压迫，⽽不是驱离；这是⼀种通过

增加中央存在，增加汉⼈移民绝对数量，压榨⾃然资源、强化政治影响⼒及压缩⽣存空间。 

交通基础设施提⾼，以及发展名义下的城市化推动了东突厥斯坦的流离失；发展开发名义

下的⾃然资源开采业之蓬勃发展，成为引发外来移民的重要因素。这类⼈⼜流动使所谓

“汉⼈空间”得到拓展，并使汉⽂化史⽆前例的成为维吾尔家园的主流。 

维吾尔⼈在⼀个早已扭曲了的由中央指导的发展中不拥有⽂化和社会必要资本。在东突厥

斯坦的经济开发是以其作为⼯具同化维吾尔⼈并迫使维吾尔⼈对中央主导的对该区愿景表

⽰接受。维吾尔⼈⾯临的选择只有合作、或流离失所。在⼀个在政策上已经将维吾尔⼈排

除在发展决策过程的开发中，那些选择合作的维吾尔⼈也没有可能从内部实现变⾰之机会。 

本报告主要聚焦在东突厥斯坦由中央主导的开发所带来的压⼒；⽂化之被排斥，特别是作

为原⽣的维吾尔语⾔和伊斯兰信仰，在⾃⼰家园因被排斥⽽遭遇的深刻影响。确实，如民

族政策学者如马荣所提出的在法律和政策制定上忽视⽂化多样性，以及对民族⾝份去区域

化；⽬的，正如学者Bovingdon所指出：“是在语⾔、宗教实践、着装、⽣育等⽅⾯实现⼤

⼀统”。168 

本报告的研究重点是通过聚焦中央主导的经济开发，是如何使维吾尔⼈在⾃⼰家园流离失

所之过程；然⽽，不能忽视的是中国政府也以⾏政命令使维吾尔⼈流离失所。将维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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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突厥斯坦的政治主导地位以釜底抽薪的⽅式，排斥的⼿段另⼀种做法是给予其他民族

名义上的次级⾃治（地州和县）；控制⼤量⼟地的⽣产建设兵团是⼀个直属中央的实体，

其在东突厥斯坦南部设⽴的地级市，如阿拉尔，更加剧了维吾尔⼈⾃治权的碎⽚化。 

国际规范 

《联合国关于国内流离失所问题指导原则》对“发展引发流离失所及重新安置”的国际标准

提供了最清晰的解释。尽管，《指导原则》对于保护原地流离失所之⼈⼜并不全⾯。169然

⽽，对这些标准更⼴泛意义的理解有助于保护因政府的政策及外来移民⽽引发⼟著流离失

所者权利。原则6.2（a）和（c）阐明了政府有义务在失所区域不制造改变⼈⼜成分的条

件，尤其是在汉⼈占多数的中国条件下。条款规定： 

被禁⽌的任意迁移包括下列形式的迁移： 

（a）根据种族隔离政策、“族裔清洗”或其他类似的迁移，意图或导致改变受影响

⼈民的族裔、宗教或种族组成； 

（c）在⼤规模发展项⽬下的迁移，除⾮是为了绝对的、不可抗拒的公共利益；170 

原则7.1和7.3适合维吾尔⼈就地流离失所情况； 原则7概述了国家避免流离失所的责任，

但更具针对性地规定了与受影响⼈群进⾏磋商之程序及解决⽅法： 

原则7.1。在决定需要群体迁移之前，有关当局应确保事先探讨所有可⾏的备选⽅

法，以避免任何程度的迁移。如果不存在任何备选⽅法，那么就应采取所有措施，

设法尽量减少迁移，也尽量减少其反⾯的影响。 

原则7.3。 除⾮迁移是在武装冲突或灾难的紧急阶段进⾏，否则应遵守下列保证： 

（b）应采取适当措施，保证被迁移者得到充分的情报，说明迁移的理由和程序，

并酌情说明赔偿和重新安置的条件； 

（c）设法争取被迁移者的⾃由的、彻底了解情况的同意； 

（d）有关当局应设法争取受影响的⼈、特别是妇⼥参与迁移的计划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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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有效的补救权利，包括对适当司法当局决定的复审，应得到尊重。 

与维吾尔⼈有关的第三条原则是对弱势⼈群的保障： 

原则9. 国家有特别义务保护⼟著⼈民、少数⼈民、农民、牧民和其他特别依靠⼟地、

同⼟地关系特别密切的群体，使他们免受迁移。 

在⼀项⽜津⼤学发起的审视《指导原则》，《强制移民审查》中描述了该⽂件所列标准⾯

临的挑战。第⼀项建议是要各国将“指导原则”纳⼊其国家法律体系。172根据Cernea：“中国

的⼟地和移民安置司法体系是以强⼤的国家为中⼼模式”。173尽管Cernea注意到⾃1986年

以来，中国赔偿⼟地流失的纪录有所改变，但在东突厥斯坦的公平赔偿仍存争议。174此外，

针对少数民族在开发发展运动中⾯临同化和原地流离失所缺乏具体保护措施。《民族区域

⾃治法》第六章上级国家机关的责任，第五⼗五条仅是规定： 

国家应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和⿎励民族⾃治地⽅的国内和国际投资。 

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发展计划时，上级国家机关要考虑民族⾃治地⽅的需要

和特点。175 

维吾尔⼈权项⽬认为如果中国政府履⾏了参与权之国际规定的话，由国家发起之发展带来

的流离失所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以146票在1986年联合国⼤会批准了的《发展权利宣

⾔》，提供了对参与权的⼴泛全⾯的定义。宣⾔的10个条款可以被解读为是对参与权的保

障；宣⾔第1条和第2条分别定义个⼈和集体在经济、社会、⽂化和政治发展的参与权；第

2条补充指出，虽然对发展做出贡献是每⼀个⼈的责任，但各国政府必须在各⼈⼜群体中

平等地落实其发展政策；延续第⼆条，第3条扩展开，夯实国家之平等落实发展政策及参

与权具体规定之，宣⾔第8条第2款规定：“各国应⿎励民众在各个领域的参与，这是发展

和充分实现所有⼈权的重要因素。“176 

学者安妮·奥尔福德（Anne Orford）评议宣⾔第8条第2款之含义，即发展权应该被“定性

为‘参与权’......参与权作为⼀种权⼒意味着⼈们应该对发展过程及其⽅向有发⾔权，⽽不是

简单地被告知已经决定了的项⽬或政策”。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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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对中国政府的建议 

• 采取措施，确保在“⼀带⼀路”倡议下，在东突厥斯坦建⽴的新实业，为维吾尔⼈提

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投资机会。 

• 给予维吾尔公民社会团体，独⽴、透明地评估“⼀带⼀路”倡议下发展项⽬之效率权

利。 

• 落实⼈权标准第6条之规定的，确保国内流离失弱势群体，不被政府以政策操纵改

变⼈⼜成分之指导原则。 

• 落实关于国内流离失所⽂件第7条指导原则所规定之确保弱势群体在发展过程中的

协商和参与权利条款。 

• 落实发展权利宣⾔第⼆条之规定：该条款规定“积极、⾃由和有意义的参与”，并采

取措施确保维吾尔⼈对东突厥斯坦“⼀带⼀路”项⽬有关投资和就业政策制定的有意

义的评估与全⾯参与。 

• 采取⾏动，突破以基础设施建设、⾃然资源开发为重点的发展规模，扩⼤旨在发展

地⽅、基层建设和⼩型企业的倡议。 

• 确保在东突厥斯坦的现代交通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建设能确实保障保维吾尔⼈

在⾃治区境内外⾃由⾏动之权利。 

• 允许维吾尔⼈真正参与国家举办贸易展，允许维吾尔公民社团⾃⼰组织旨在推销维

吾尔⼈经营企业的活动。 

• 缓和东突厥斯坦警察化趋势；如果中国政府真诚地相信经济发展能为该地区带来稳

定，超常的安全部队就不是必要的。 

• 给予东突厥斯坦真正有意义的⾃治，给予公众认可的代表⾃由发表针对语⾔、宗教

及重建社区和基层管理政策反对意见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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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关国家的建议 

• 提⾼“⼀带⼀路”倡议下在中国的私⼈投资者的道德标准。在东突厥斯坦投资的公司

不仅要遵守国际⼈权准则，⽽且还应该突出新企业将如何使该地区维吾尔⼈受益。 

• 在与中华⼈民共和国进⾏的双边⼈权对话中，就中国政府对维吾尔⼈真正参与发展，

以及和平反对东突厥斯坦⼈⼜改变所设限制表达关切。 

• 在东突厥斯坦地区⾸府乌鲁⽊齐开设领事馆，以便近距离观察“⼀带⼀路”发展阶段

该地区的公平发展情况。 

• 在国家外交部设⽴“维吾尔⼈事物特别协调员”。 

• 通过包括保护维吾尔⼈发展权和真实意义上的发展参与代表权的“维吾尔⼈政策法

案”。 

对国际社会的建议 

• 向东突厥斯坦派观察员，特别是观察意见和⾔论⾃由、 少数民族问题、⼟著⼈及

其⽂化权利的特别报告员；特别报告员必须能够畅⾏⽆阻地进⼊维吾尔族社区，公

正地评估中国遵守国际⼈权标准，保护维吾尔⼈⼈权的状况。 

• 在中国政府通过如：世界银⾏和亚洲开发银⾏等机构获得发展项⽬及资⾦援助获批

之前，确保中国政府落实⼈权标准，特别是有关流离失所⽅⾯的⼈权标准。 

• 在现有的流离失所⼈权标准中纳⼊条款，以保护弱势群体免受发展政策带来的⼈⼜

成分改变和民族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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