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异言网简介

异言网收集并分享中国抗议事件之频率与多样性的信息。本项目之目标为填补下列因素所导致的信息缺口：中

国对媒体的限制，以及在中国境内收集异议及抗议事件信息所面临的风险。本项目优先收录线下的公开集体行

动，然而，公开程度较低或线上抗议事件同样为本网的纪录对象，藉以展现抗议行动的多样性。异言网数据

库的数据来源包括新闻报导、公民社会组织与中国境内营运的社群媒体平台。完整的数据集和方法论详见本

网：chinadissent.net/zh 

数据要点

• 线下抗议遍布全国：在 2022 年 6 月至 2022 年 9 月期间，本网共记录了 668 起抗议事件。其中 636 起

（95%）发生于线下，例如集会抗议、罢工和占领抗议，另外 32 起（5%）为网上抗议。河北省（77 件）、河

南省（72 件）、广东省（49 件）和陕西省（49 件）发生的事件最多。

• 上千参与者：10 到 99 名参与者的线下事件占 60%；2 到 9 名参与者的线下事件占 18%；100 到 999 名参与

者的线下事件占 7%。在此报告的分析期间内，至少共 8,755 人参与线下抗议活动。

• 主要议题：在所有收录案例中，共 214 起（32%）涉及烂尾及延迟交屋；110 起（17%）涉及薪资和福利；106 

起（16%）涉及欺诈。其中有 37 起反对新冠防疫政策的抗议事件，包括大型街头示威及涉及14个省份或直辖

市、数十万条帖子的线上主题标签运动。

• 至少四分之一案例受到压迫：本网记录到 25% 的抗议事件可证实遭受压迫。政府或非政府人员以暴力对待抗议

人士是最常见的压迫形式，共有 75 起事件涉及暴力行为。

• 对象和妥协：企业（64%）和地方政府（33%）较中央政府（3%）更常成为抗议的对象。本网记录了 37 起促使

政府或公司做出某种妥协的案例，如地方政府在公民抗议后改变政策。

• 专题分析：无家可归的业主：中國爛尾樓與停貸浪潮；实名举报运动：一场去中心、跨省份的大规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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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中国的多元抗议行为

集体抗议。根据异言网于 6 月到 9 月间所收录数据，四分之三的案件（521 起）为集体抗议、游行及堵路。政府

将此类抗议行为视为最具争议性、最需加以压迫审查的对象。因此，异言网优先收集记录这类公开行动的证据。纪

录期间的网下抗议事件中，380 起（60%）为 10 到 99 人参与的中等规模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另有 47 起为 100 

到 999 人参与的大规模事件。

其他网下抗议模式。集体抗议并非中国唯一的抗议形式。异言网另外记录了 36 起标语抗议、28 起单人抗议、25 

起争议性较高的集体信访、15 起罢工、9 起占领抗议、9 起不合作抗议，以及 1 起宁波出租车司机以车队抗议导

致营业成本上升的政府政策。此外，异言网并收录了 8 起信徒践行或传播信仰以表示抗议的案件。

网上抗议。即使政府多年来一直致力於防止线上抗议行为与运动发生、降低其可见度，网上仍充满了大量个别或集

体的抗议活动。异言网收集了部份网上事件作为范例，以便读者了解其规模与动态。在本次研究期间，我们记录

了 18 起网上主题标签运动，其中每起事件都有上千名用户发表帖子，批评政府或有权势的民间人士与团体。异言

抗议事件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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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数据库收录的网上运动往往有上亿的用户互动次数，

展现出这些事件的广泛影响力。其中 10 起为微博、微

信或其他社媒平台的热门帖子，2 起为高争议性的个别

帖子，如鲁东大学一名学生在微信圈发 ”捌玖陆肆“

（暗指 1989 年 6 月 4 日的天安门大屠杀）。另有 2 

起网上抗议事件为赛博游行，其中一例为多位网民在微

博上发 “It’s my duty“、”麦丢替“ 等言论，引

用 1989 年一名学生在前往天安门广场时受访的名言。

中国多常发生抗议事件？上述数据很可能严重低估中国

抗议事件的发生率。除了集体抗议之外，异言网的目

标并非完整纪录所有抗议事件，而是分享其他类型抗

议事件的样本，以彰显其形式的多样性。我们能确定的

是，中国公民经常使用不同的方式 — 从个人性的抵抗

到不同形式的集体行动 — 来挑战社会与政治领域的权

威者、促进自身权益。虽然个别抗议事件的平均规模

不大，但异言网记录的 636 起案件之参与总人数至少

达 8,775 人。  

 

专题分析: 无家可归的
业主：中国烂尾与停贷浪潮

N抗议活动遍及全国。异言网数据库现有的数据显示，

物业买家占所有抗议群体的43％ (288起)，其中的73％

皆与项目烂尾有关 (213起)，遍及22个省分与直辖市。

多数烂尾楼买家以横幅抗议或集体上访的方式表达其要

求。尽管此类事件最常见的抗议对象为开发商，其中仍

有27%要求政府 (通常为地方政府) 负责。  

根源。中国于30年前推出预售屋制度，允许开发商更

有弹性地运用资金，开发商往往挪用现有项目的工程

款拿下新项目的开发用地后，再以新项目的预售收入

回补原项目的资金缺口。 

由于中国经济当时正在快速发展，这种资金调动方式

并未引发太大问题。但习近平于2016年提出”房住不

炒”指导原则后，中国推动控制房企负债率的”三道红

线”政策，紧缩资金放贷标准，使开发商难以如以往

般轻易取得融资，其后恒大地产、佳兆业与融创等知

名房企相继出现债务问题、无力支付工程款项，各地

大量房地产项目就此烂尾。许多业主由于无力同时承担

每月的房贷与租金，选择搬入没有窗户、电梯与水电

的水泥空壳中生活，在工地水坑里取水、爬十几层楼回

「家」、用木板挡住没玻璃的窗户和大门。在异言网

纪录的其中一案中，超过百名西安购房者占据烂尾楼

以抗议华岳实业未能完工。

停贷运动。由于工程烂尾问题多肇因于监管资金遭到挪

杭州银行储户抗议无法取款，直接向“习主
席”求助  (来源：微博)

在太原市一群人多日挡路以抗议地方贪官（来源：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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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部份业主因此将抗议对象转往负责资金监管的银行，宣告如开发商未能复工交房，业主将停止还贷款，以此向

银行施压。早在2021年4月，山西省太原泰禾金尊府的购房者便曾因楼盘烂尾多年而发出停贷声明，但大规模的停贷

潮一直到2022年7月才成形。 

6月30日，江西景德镇市恒大珑庭全体业主率先发出强制停贷告知书，短短几天后，这股停贷风潮便扩散全国。根据 

GitHub “全国各省市停贷通知汇总” (该页面的维护者显然为中国用户) 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7月至9月间，

就有119个城市、343个楼盘的业主签署发出停贷声明，最多停贷项目的省份为河南省 (69)，恒大则是最多停贷项

目的开发商 (86)。业主发出通知书的方式虽多以数字方式进行，但异言网仍纪录到6起线下抗议事件，共计数百名

抗议者上街宣告停缴房贷。

政府回应。不同省份业主的抗议行动最终迫使中国政府承诺对房地产政策做出检讨调整。9月时，中国政府宣布将透

过政策性银行专款支持已售逾期交付的住宅项目完工交房，并允许业主缓缴房贷，但在房地产资金仍旧紧缩、预售

房制度未进行任何修改的情况下，这股停贷风潮似乎难在短时间内消散，而被迫搬进烂尾楼的业主或将继续增加。

实名举报运动: 一场去中心、跨省份的大规模运动

唐山点燃导火线。2022 年 6 月 10 日，一群男子在河南唐山一家烧烤店内殴打四名女子。随后，一名蛋糕店

经理手持身份证拍摄了一段实名举报视频，表示自己曾被同一群团伙砸店。包含视频及 “男子实名举报唐山

黑社会团伙” 主题标签的帖子在微博上广为流传，引起舆论关注并迫使政府必须回应与进行调查。由于该视

频成功获得回应，许多当地民众纷纷发布类似的举报视频，最终形成一场在全国蔓延的大规模 “实名举报运

动”（下称 “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举报者通常在线下聚集、以手持身份证的方式向权威者表达不满。自 6 月 10 日起两个月内，异言

网记录了 61 起 3 人以上的实名举报行动，其范围遍布 17 个省份和 35 个城市。大多数人举报官员的不当行为及

滥用职权，但也有人举报企业欺诈。值得注意的是，甚至有离职警察以同样方式举报检察机关。

线上实名举报。与此同时，自 6 月 11 日以来，微博上大量出现以 “实名举报” 为主题标签的帖子。这一波

主题标签运动的高峰发生在 6 月 13 日至 6 月 19 日之间，单日最高曾达 6,000 则帖子及 3,000 万的互动次

广西柳州购房者示威抗议烂尾 （来源：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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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这场运动在 6 月 19 日之后趋缓，线下集体实名

举报事件逐渐减少，使用该标签的帖数也相应递减。

然而，截至 9 月底，微博上每天仍有数十条使用 “

实名举报” 标签的帖子。

实名举报的起源。手持身份证进行 “实名举报” 的象

征性权力源于中国一系列行之有年的法律，这些法规允

许公民或组织举报涉嫌贪污贿赂、渎职或滥用职权的公

务员。其中许多规则更鼓励人民以 “真实姓名” 进行

举报。然而，提出举报的合法渠道仅限于电话、信件、

政府网路平台或亲自前往政府机构。实际上，这些渠道

往往不能解决人民的冤苦。过去，这导致一些人在官

方渠道之外进行 “实名举报”，手持身份证在社交媒

体上表达不满。虽然这种个人性的 “实名举报” 曾

在微博上出现过，但直到 6 月份这场运动之前，似乎

从未相互连结或形成大势。

通过象征性行为连结的运动。至少在 35 个城市蔓延的 

“实名举报运动” 是一场去中心、未经组织的社会运

动。由于异言网专注于记录集体事件，我们只收录至少

由三个人发起的线下集体实名举报活动，部份事件甚至

多达数十人。然而，未记录到的个人实名举报事件远多

于 64 起，也绝不仅限于 35 个城市。尽管这场运动的

参与者并没有直接组织起来，但受惠于微博的主题标签

及其他社媒的功能，他们学习其他有类似遭遇者的抗议

模式，并采取相似的方式进行实名举报。换句话说，参

与者之间虽然未必有同样的遭遇，但他们采用了相同的

实名举报形式、构成彼此间的共同象征，成功使 “实

名举报” 在中国形成一场大规模运动。  

 

河南储户的实名举报抗议 （来源：微博）

指控成都一家金融公司欺诈的实名举报抗议（来源：微博）

看数据: 压迫抗议活动

在报告所设定的分析期间，异言网共记录 238 起可确认的压迫、168 起遭受压迫的抗议事件 - 占所有事件的 25%

。此数值可能低於实际遭受压迫的事件数。由于异言网所收集的抗议活动相片、视频与帖子多为某一时间点的快

照，因此我们无法确认当局是否对抗议活动有所回应、以何种方式回应。

管有以上限制，但从数据中仍可看出压迫并不少见。左图展示出不同压迫类型的发生次数，右图则指出不同群体遭

受压迫的频率。将国家与非国家暴力加总后，可发现暴力才是最为常见的压迫形式（通常为对抗议者的推挤拉扯）

。物业买家遭受压迫的次数远高於其他抗议群体，几占所有受压迫事件的一半，此比例与物业买家所发起抗议事

件所占比例大致相等。相较之下，宗教团体目前仅占数据库所有抗议事件的 2%，遭受压迫的比例却达 6%。此情

况部份地反映出宗教团体活动遭受的严厉监控，但也可能存在部份报导偏差，因遭受压迫的宗教性抗议活动更可能

被运动人士或记者所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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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抗议之多样议题

在异言网记录的 668 起抗议事件中，其中一半肇因於烂尾楼与劳工问题，但除此之外，中国仍有许多其他议题可引

起抗议，如欺诈、土地权、新冠肺炎防疫政策与国家暴力等。企业与地方政府远较中央政府容易成为抗议或其他抗

议活动的目标，但诉求内容则可能因议题与群体而有所不同。虽然地方政府常遭受抗议，但原因既可能是控诉政府

的错误行为，也可能是要求政府介入处理其他对象的错误行为（通常为企业）。 

事件按议题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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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对象区分的事件百分比 按群体区分的事件百分比

按要求区分的事件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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