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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初，数百名原居住在越南的华侨、华裔，越过中越边界进入中国境内，

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没有预见到这一行动竟是本世纪内举世惊骇、惨绝人寰的大

批越南难民出逃事件的先声。自那时始，数以百万计的越南难民，为求生存被迫

离开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或翻山涉水，流入邻国；或抱着朦胧的幻想，投奔怒

海，企望得到富裕国家定居的机会。据报导，已有 153 万余人转移到世界各地，

其中 137 万人闯开了一条新的生路，定居于世界 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余的 16

万人尚未有国家或地区愿意接纳，只好在难民营度日。而病毙丛林或葬身鱼腹者

则无法计算。时至今日，10年过去了，印支难民问题还远未看到尽头，每年仍有

两万多难民从越南出逃，流散世界各地。我国是安置印支难民最多的国家之一，

广西与越南山水相连，在难民流中首当其冲，10年来，各地、各有关部门为安置

印支难民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有成功的、也有曲折的，值得我们

认真回顾与反思。

一、促不及防和应急安置

当第一批不堪越南当局在政治上、经济上迫害的华侨、华裔难民被迫离开越

南逃入中国后，很快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出逃的行列，他们忍痛放弃了几代

人用双手辛勤垦拓建成的家园，跋山涉水，流入中国，其势如决堤之水。而我们

对越南当局忘恩负义的行为虽有所觉察，但对其驱赶华侨、华裔的规模之大、手

段之残酷，显然估计不足。当我们真正注意到这一方面时，已面对着一个大批难

民蜂涌而入、口岸压力与日俱增的局面。据当时统计，这一期涌入广西的印支难

民共达 214,000 余人，仅东兴口岸，每天进入 1,000—2,000 余人，最多的一天

竟达 4,000 人。大批涌入我境的难民，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不少人伤病交加，

哭嚎不已。使我边境口岸在粮食、日用品供应及住宿、医疗、卫生等各方面都面

临前所未有的困难，面对这一情况，有关方面就如何做好接待安置印支难民工作

作出决定。对难民安置费用标准，难民户口，工资待遇，生活福利补助以及专业

技术人员对口安置等有关问题制订了一系列的政策，保证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



但由于促不及防，初期的工作难免带有一定随机性，应急性。

二、“面向农村、集中安置”的方针

截至 1987 年末统计，10年间，从广西各口岸入境的印支难民共 218,725 人，

其中近 12 万人转至广东、福建、云南、江西等省安置。在广西安置了 100,420

人，由于需安置的难民数量之大，原作为安置归侨基地的武鸣、宁明、来宾、柳

城、桂林、百色等 6 个华侨农场已难以承担此重负，于是先后又新增建了 16 个

华侨农林场，并将安置点范围从侨务系统扩大到农业和林业系统。将难民安排在

南宁、钦州、柳州、百色 4 个地区、28个县（市）44个农林场和 15个工矿企业，

2 个渔业社队，其中安置在国营农林场的约占 77.3%，安排在厂矿、企事业单位

的约占 6.51%，安置在渔业社队的约占 14.1%。苗瑶等少数民族难民则安置在边

境苗、瑶集居的山村，约占 2%。对难民中专业技术人员的安置问题，自治区侨办、

区人事局、区劳动局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在 1978 年安置初期就制订了对口

安置的政策，一些按专业对口可以及时安排的难民技术人员，安置时就对口安排；

一时没有合适单位的或专业尚不明的则暂过渡安置到农林场，这部分难民经过几

年的调整，基本上也都进行了对口安置。

“面向农村”、“集中安置”的做法，应该说是符合难民在国外的职业构成和

就业技能，也适应我国的国情的。即使是现在也不可能将如此众多的难民安置到

城镇。50年代对归、难侨采取“分散安置”的方针，结果是归、难侨分散到各个

农村，难以照顾、管理，有关侨务政策不易落实，而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归、

难侨受到的歧视又格外严重。“集中安置”则较好地避免了上述弊病，便于贯彻

和落实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也便于对他们进行管理、教育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

益。

为安置好 10 万难民，国家在广西已支付了 3.4 亿多元人民币，为难民提供

耕地 14.31 万亩，林地 56.69 万亩，各种农机具 948 台（包括汽车、拖拉机）；

建造住房 855349.75m2；学校 54座 44905m2，医院、医务所 17间 8031.lm2，其它

公共设施 44268.4m2；水电站 2 座，水库 26 座；修筑道路 841.9 公里。各难民安

置点为安排难民的生产、生活做了大量的工作。此外，自 80 年以来，我区还接



受了联合国难民署、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提供的援助共 2961.42 万美元。

按协议安排给有关安置单位发展难民生产和生活福利事业。经过 10 年来各级政

府、主管部门和安置单位的共同努力，大部分难民的生产渐上正轨，生活已有改

善，特别是通过近几年经济体制改革，少部分难民开始走上劳动致富的道路。1687

年统计结果表明，44 个安置难民的农林场中有 25 个已进入盈利行列，有 9个开

始减亏，按年终决算统计，1987 年农林场的难民人均收入在 500-700 元的占

25.35%，300-500 元的占 46.33%，300 元以下的占 28.32%。难民安置点收入最高

的是北海市侨港镇，1987 年劳力平均收入达 3711 元，人均收入达 1045 元，难民

中的人才也逐渐得到合理使用，当选自治，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有 9人，任

县（市）政协副主席的有 4 人，任副县长的有 2 人。按专业评上副教授、副研究

员、副主任兽医师职称的有 6人，评上工程师的有 26人，另外，有 39人担任了

农林场和工厂级领导。

我们为安置难民所作的努力在国际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去年 11 月底联合

国难民署派出由技术部主任欧玛·巴克先生率领的评估组来我区考察，对我安置

难民的情况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巴克先生说：“评估组已走遍世界各安置国，在

其他国家是吸取教训，而来中国是看到了经验。中国安置难民是成功的，是其他

国家无法比拟的。”难民署驻华代表黎明·贺尔先生说：“巴克先生讲的是实实在

在的话，中国安置难民确实是成功的，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你们安置那么多人，

有这样的成果，很不容易，可以引以自豪。”

难民安置工作有一定成绩，但毋庸讳言，由于客观和主观上的原因，这一工

作仍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而近年新入境难民数又呈上升势头，其中有的在国内

有亲可投，有的则纯是越南人，虽经反复动员劝阻，绝大多数不愿返回越南去。

由于农林场已不再接受安置难民的任务，而农村在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地、山

林基本上都已分包到户，因此，新入境难民的安置问题十分棘手，难于解决。呈

现在我们面前的难民安置工作，无疑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

三、难民安置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如果说，将难民从口岸疏散到各安置点这一初期安置工作具有刻不容缓的特



点，那么，使安置下来的难民在思想上逐渐安定下来，在生产、生活上走上正轨

的工作则具有长期、复杂、艰巨的特点。这是因为难民安置工作有诸多制约因素，

此消彼长，在安定与波动的交替中摆动前进。

时起时伏的难民外流风，正是这一特点的形象表现。难民安置 10 年来，外

流现象年年发生，安置初期的 1978、1979、1980、1981 年，每年离开安置单位

外流难民都有数千人。1982 年后呈下降趋势，经几年沉寂后，1915 年起又有所

回升，1987 年出现新高峰，全区有 7000 余人离开安置点，其中 1000 多人流入香

港。究其原因有：

（一）难民头脑中的思想因素。难民从原居住国（主要是越南）出逃，主要

是受越南当局的驱赶、胁迫。但有些人也存在着对西方富裕国家物质生活向往的

因素。也就是说，他们更希望能安置到西方富裕国家去，而不很乐意安置在中国。

所以，他们当中许多人在安置初期不断外流重新加入海上难民的行列；而在经过

经济体制改革后，虽然有的难民年纯收入已达到近万元，但仍然有人外流。

（二）国外诱惑力的存在。难民问题是一个国际性问题，时至今日，已有 100

多万难民定居于世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

来，这种联系越来越频繁，信息的交流不可避免地要在难民头脑中引起波动。，

物质生活上的差距、，盼望与国外亲人的团聚等都会强烈地激起他们头脑中固有

的到第三国去安置的欲望。

（三）国内因素。表现为旧的经济体制、难民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难民

政策执行程度的差距以及干部的工作作风等。

首先，经济体制改革前，农场囿于过去的经济体制和管理模式，所有权和经

营权没有分开，经济管理权过于集中，生产结构单一，吃大锅饭，无法调动劳动

者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生产力难以发展。大部分农场生产发展缓慢，济经效

益差，亏损严重，职工生活困难。安置到农场去的印支难民，同样面临这一困境。

其次，应急安置带来的遗留问题越来越明显地影响难民的生产与生活。由于

选点仓促，一些安置点安置过于集中，人多地少；有的安置点自然条件较差，随

着难民人口增殖，问题越来越严重。一些难民在就业、住房、教育、卫生等方面



困难较多。

再次，个别地方难民安置点附近的一些村民对难民持歧视排斥态度，自安置

伊始、侵占难民耕地、哄抢难民劳动成果的现象屡禁不止，使难民感到不安。

另外，某些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存在问题，也对难民的安定产生影响。

四、改革开放与难民安置工作

难民安置工作的难度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而渐有改观。《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国营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下达后，为处在困境中的难民安

置点展现了一个光明的前景，经济体制改革能较好地消除原有的僵化经济模式的

种种弊端，为建立一个有生机有活力的新经济体制开辟了道路。改革几年来，不

少难民安置点的面貌有了很大变化。以崇左县左江华侨农场为例，该场认真执行

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从 1984 年起，合理调整了生产结构，大刀阔斧地砍

掉了那些投资大、经济效益差、长期亏损的生产项目，种植业以发展菠萝为主，

养殖业以发展养鸡、鸭、瘦肉型猪为主，同时搞好农副产品加工工业的配套。接

着，从 1985 年开始，全面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家庭承包户接受分场的计划指

导，分散经营，独立核算，包干上缴，取消按原工资等级逐月发放的办法，有效

地调动了广大归、难侨和其它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该场菠萝罐头、淀粉、剑麻纤

维和三黄鸡等产品都已打入国际市场。1987 年工农总产值达 1530.87 万元，比

1979 年增长 17.6 倍，比 1982 年增长 3.69 倍，实现利润 97.81 万元，职工平均

收入达 1263 元，比 1982 年增长 1.7 倍。

武鸣华侨农场多年来是亏损大户，通过改革，该场 1987 年也步入盈利单位

行列，工农业总产值达 4945.28 万元，年盈利 96.06 万元，职工年收入为 1127

元。

几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只有改革才是改善难民生产、生活状况的唯一出路，

要使安置点的经济状况得到长期稳定的发展，必须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

化，而且要通过分阶段的推行配套改革，使改革能坚持下去，并通过种种有效的

努力使难民安置点的发展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即通过经济效益的提高来改善难民

生产状况和生活水平，而生产、生活状况的改善反过来增强难民对改革的信心，



信心带来积极性，又进一步推进经济效益的提高。因此，安置单位必须做到既要

积极推动企业内部的改革，又要讲求实效、稳步前进。尤其是难民安置点大多是

新建点，且多是穷乡僻壤，基础差，这是我们在改革中不能忽略的。

立足未稳，“造血”功能不强，是难民安置点的特点之一。在改革中，若操

之过急，反而会使难民对改革丧失热情和信心。柳州有个农场安置难民 2202 人，

可耕地仅 4000 余亩。平均每个劳动力 5.88 亩，人均则不到 2 亩，而且土质瘦瘠

（含锰矿沙），保水保肥力差，又无水利设施，作物产量很低，在风调雨顺之年，

甘蔗平均亩产也仅 2.22 吨，因而连年亏损，依靠国家每年给予亏损补贴勉强维

持。该场 1984 年实行联产计酬，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难民的生产积极性，收入

有所增加。此时本应因势利导，逐步改变。但在 1985 年却操之过急，骤然改为

家庭农场，自负盈亏，既要难民完成指令性计划又不再补贴亏损，在“造血”功

能不强的情况下停止了“输血”，致使难民的生活立遭影响，生产积极性大受挫

伤，甘蔗亩产降至 1.09 吨，收入大幅度下降，严重影响了难民人心安定。这一

例子说明了，在改革中若不审时度势，根据实际制订改革措施和步骤，反而会“欲

速则不达”，对改革、对难民的安定都十分有害。对于安置在贫困地区的难民，

由于当地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生产方式陈旧，生产结构单一，

商品生产与流通还远未发达，更要注意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万不可一哄而上，

搞一刀切。

帮助有条件自谋职业的难民从土地上分离出来，是改革中的一项重要政策，

既有利于难民广开生产门路，发展多种经营，实现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又能减

轻农场人多地少的压力。要做好这项工作，有两个先决条件，一要看难民自谋职

业的主客观条件是否成熟，二需要有关政策的同步保证。

难民自谋职业的主观条件指难民本人的经营谋生能力，客观条件则指社会需

求。主客观条件如不具备，难以成功。如上思县昌墩煤矿，安置难民 400 多人。

该矿因煤质低劣无销路于 1982 年停产，难民拟就地“消化”。但因县城容量有限，

致谋业无门。难民扬子伦从煤矿借款 3000 元在县城开设米粉店，由于经营不善，

加上县城对饮食摊点的需求有限，终致倒闭，欠款至今无法偿还。



在难民的自谋职业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的前提下，有关政策的同步保证就

成为成败的关键。因难民自谋职业是一项牵涉面很大的工作，如户口、粮食、建

房用地，领取营业执照等等问题，需要各方面认真配合，一环不可缺。在目前城

镇经济尚未大发展、劳动力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情况下，难民进城自谋职业困难

不少，非一纸公文就能解决一揽子问题。现在各有关部门的政策协调不够，难民

自谋职业往往因一个环节的空缺而整个落空。故在解决难民自谋职业的艰苦努力

中还需有关政策方面予以配套，进行综合改革，促成地方上各有关部门协调行动。

难民安置 10年来，影响难民不安定的因素之一是安置点附近的某些村民对

难民的歧视、排斥。例如挑起土地纠纷，侵占难民安置点的土地，哄抢难民劳动

成果，砸抢难民安置点甚至打死打伤难民，致使国家资财与难民生命财产蒙受了

重大损失。仅从侨务系统 21个安置难民的农林场统计，自 1978 年至今，共被侵

占土地 14.8 万亩，被哄抢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375.3 万元。更为严重的是，这些

不法事件已对难民安置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造成了破坏，打击了难民对改革的信

心。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尽管有些事件已明显触犯有关刑律，却往往因为某些

地方的个别干部偏袒当地村民，不能秉公执法，使这些事件得不到彻底的公正的

处理，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引起难民的愤懑和惶惑，感到缺乏安全感。因此，

务必切实加强法治，保障难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为难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提

供一个安全的环境。总之，深化改革，是搞好难民安置工作的根本保证。

五、难民外流风及其教训

难民安置初期大批是的外流，恰好说明前面提到的在难民头脑中存有对西方

富裕国家物质生活向往的因素。不少难民是多次被香港遣返又多次重新出走，而

经过几年沉寂后的 1987 年再次爆发难民外流的高峰，其原因比较复杂。难民头

脑中长期存有的伺机争取到第三国去安置的思想是一个重要因素；也有当年出逃

时亲人失散，随着这几年安置到西方富裕国家去的亲人逐渐在新定居国扎下根，

不少难民寻找到亲人下落，有的遂想通过外逃谋求与亲人团聚；同时，这几年难

民回国探亲访友日益增多，难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在信息交流中，不可避

免地要在物质生活水平上作比较，与富裕的安置国相比，生活水平上的差距是显



而易见的，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缩小这一差距。耳闻目睹，难民受到的影响更

直接、更具体、更形象，从而使他们本来就存有的争取到第三国去定居的欲望强

烈复荫。另外，我们的工作存在问题，表现为：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许多应该

办好的事情没有办好，一些可以避免的事未注意避免，不少地方还存在严重的官

僚主义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一些难民安置点教育机构不足而且简陋，

难民子女受教育的条件难于保障。于是与富裕国家的安置状况相比，有很强烈的

反差。此外，难民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抵触，我们有的单位在执行计划生育

政策、处理超生问题中也存在未认真考虑难民特点之处，这也是造成难民外流的

原因之一。如有一个林场的外流难民相当多，就是由于对林场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的过激做法不满而出走的。

1987 年难民外流风的重新刮起，是由上述各种因素的综合而激起的。其中起

主导的因素是什么？我们认为，仍是难民头脑中对西方国家的向往和富裕安置国

物质生活水平的吸引。这个看法基于下面的调查：外流难民中，相当一部分在这

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已经摆脱贫困，开始走上富裕道路，如柳城华侨农场第九

生产队，1986 年劳动力平均得超产奖 2200 多元，加上工资，劳动力平均年收入

达 3000 元。但在这次外流风中该队 30%的劳动力离场外流，人数占全场之首。这

种情况说明这一次难民外流不全是因为生活困难，而是冀求更富足的生活。

由于国内外工资收入的差距，人民币与外币比值的变化，国内外物价水平的

差异等因素，难民中普遍存在希望自己家庭中有一个或多个成员能安置到西方富

裕国家去的想法。因为，一笔对国外来说数目不大的外汇，汇至国内就相当可观，

且有商品供应上的优惠，可大大改善国内亲人的经济处境。再有，富裕国家的教

育水平较高且十分普及，对难民的子女极有吸引力，所以在这次外逃风中以青年

人居多，尤其是待业的难民青年。老一辈难民则倾力支持子女的行动。

难民的外流，给各方面都造成了不良影响。它要求我们对 10 年来的安置工

作作深刻的反思，以求将难民安置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难民问题是一个国际性问题，难民工作做得如何必然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我

们应当充分认识这个国际性，并由此而认识难民工作具有政治性、政策性强，涉



及面广，影响范围大，以及难民思想常随国际形势波动牵制的特点。这个特点在

这次难民外流中表现得很充分，对外震动也很大。因此，要做好难民安置工作，

稳定难民情绪，急切需要解决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单靠主管部门和安置单位努

力是不够的，而要党政重视，各方配合，综合治理，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分而言

之：

(1) 要加强领导，克服官僚主义。由于难民安置工作的特点，这项工作做得

好坏，涉及我们国家的声誉，关系到我国的安定团结和四化建设，关系到爱国统

一战线和国际上涉外斗争大业。因此，需要提高各有关地、市、县和安置单位对

难民安置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认识。我们在前面说过，已经有 137

万印支难民定居于世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印支难民以其巨大的数量，惨苦的

经历令世人瞩目。这几年，作为新移民，他们逐渐在移居国扎下根，打开了局面。

仅以移居美国的印支华人状况的统计数字为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70%左右）

家庭年收入在 2-4 万美元之间，已达到美国中等水平家庭标准，拥有自己的住房

和轿车，彩电、冰箱、微波炉等现代化家用电器，小孩子们都有良好的受教育条

件，不少已在学业上初露锋芒，这批新移民的后代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出现有成

就的科学家，企业家。此外，有少数（百分之几）难民甚至已挤身中等企业家阶

层，经营超级市场、开办集团公司、加工厂等。印支难民在今天的世界上已逐渐

形成一支有其特殊内涵的力量，对社会结构、社会力量的均态都有不容忽视的影

响。印支难民由于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十分重视血缘、亲族关系，他们之间的

联系相当密切，故印支难民问题极易在国际上引起反响，成为各有关国家在外交

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因此，我们务必真正认识到做好印支难民安置工作，既是维

护安定团结、促进四化建设的需要，又是推进“一国两制”构想、实现祖国统一

大业的重要桥梁；而且还是扩大对外影响，发展同各国人民团结友好，维护世界

和平的重要纽带。在这个思想高度上，要求我们要把接待安置工作的重点转到巩

固和发展难民安置成果上来，转到发展难民生产力、为难民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

上来。对安置在我国的难民，应切实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照顾他们的特点，关

心他们的生活，鼓励他们努力工作，走勤劳致富的道路，并发挥他们的优势，为



发展地方经济做出贡献；对移居到世界各国的华人难民（包括由国内移居第三国

的难民），要广交朋友、联络情谊，关心他们在国外的生存和发展，激励他们爱

国爱乡的热情，为统一祖国和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为此，我们要进一步增强

做好这一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要采取落实领导责任制的办法，进一

步明确责任，加强对难民安置工作的领导；要采取切实措施，教育干部和群众，

加深对我安置难民政策的理解，摒弃对难民的错误认识，纠正一切歧视、排斥难

民的错误做法，迅速、正确地调解处理难民安置点和村民之间的土地纠纷和社会

矛盾；要认真执行有关法制和政策，在处理难民问题时要秉公执法，依法办事，

切实保障难民的合法权益，坚决制止那些肆意侵占农场土地、哄抢难民劳动成果、

打死打伤难民等违法事件。与此同时，还要根据当地情况，研究和制订帮助难民

脱贫致富的具体计划和步骤，使他们的生活切实得到改善，逐步树立在当地长期

安居乐业的思想。各有关地、市、县应有一名主要领导同志分管难民工作，协调

和支持有关部门和安置单位落实有关政策。要定期研究难民工作情况，对于难民

生产、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要及时解决，对于难民子弟的教育问题要给予足够的重

视。安置单位应派出有水平，懂政策的干部去管难民工作，切实做好难民的思想

政治工作，加强形势、政策教育和法制教育。思想教育要有针对性，要采取疏导

的方法，教育难民识大局，顾大体，正确对待眼前和长远利益。

(2) 要搞好经济体制改革，巩固和发展难民安置成果，尽快提高难民生产力。

当前各主管部门和安置单位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在开发各

类资源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林果牧产品、土特产品。各种矿产品的多层次加工

业，发展传统手工业及其配套的各种服务业，拓宽难民的就业门路。在农场经营

方面，要积极推行多种经营方式，发展横向经济联系，改善经营管理，不断扩大

生产经营者的自主权，通过完善联产承包和发展家庭农场以及各行各业的承包

户、专业户、联合体等经济形式，充分调动难民生产的积极性。对生产条件差，

产量低的要给予必要的扶持，帮助他们改造低产状况，逐步提高产量。在对难民

给予必要的资金、税收优惠照顾的同时，应在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加强指导，使难

民通过劳动致富，不断增加收入，尽快提高生活水平。当难民真正感觉到在国内



生活水平虽不如某些富裕国家高，但也相当不错，并且具有安全感。没有富裕国

家那种朝不保夕的忧虑时，难民就会逐渐安定下来，安置工作中的不稳定因素就

会相应减少。

近年来，安置点存在的人多地少和难民成年人口猛增的状况使难民安置点中

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就业压力日大一日，1987 年末待业青年已有 5700 余人。

目前各安置点一般采取调整产业结构的办法为多余劳力找出路，但这不能从根本

上改变自给半自给的经济格局，基本上仍停留在自我消化就地转移的状况，劳力

转移的渠道不宽不畅。为解决这个问题，一是争取外援（或集资）在中小城镇建

立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吸收难民剩余劳力；二是采取“离土不离场”的形式，不

变动户口，将难民多余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以劳务输出为目的的多向流动。党

中央制定的加快发展沿海地区经济的战略方针，为我区劳务输出创造了有利的时

机和条件，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必然引起劳务价格的提高，这样又会造成

两种流动趋势，即投资向低劳务费用地区转移的趋势和劳力向高劳务价格地区转

移的趋势。这两种趋势都有利于我们解决难民剩余劳力的出路问题，既可吸引国

外资金办劳力密集型企业，也可组织难民劳力输往区外。后一种形式又挣工资又

开眼界，从长远的观点看，是一项带工资的职业培训，对提高难民的素质，增强

其在商品生产中的竞争能力有不可低估的意义。有关部门和安置单位，还应随着

非农业的发展，逐步设立社会福利基金制度，使离开土地的难民劳动力在经营非

农业失败后，能通过社会福利方式获得一定的经济支持，以便他们能再次获得就

业机会，不重返农场土地上。

(3) 必须加强对难民的智力开发。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劳动合同制的

实行及企业破产法的实施，劳动者的职业选择和流动性必将大大增强，而难民的

文化技术素质较低下，不能适应城乡产业结构的变化，也不适应劳动就业制度的

改革，在富有竞争性的商品经济中十分被动。因此，采取积极措施，提高难民的

文化素质，发展职业教育和就业前培训，增强难民就业适应性，是一项迫在眉睫

的工作。在国家教育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除通过争取外援创办难民中小学外，还

应组织难民安置单位集资创办普通中学和职业学校。难民技术培训中心要充分发



挥作用，扩大招生，并根据社会劳动需要增设科班，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

根据区情、市情研究和找出一种自奋自强的有效办法，如办实验场、厂和服务公

司，为发展难民教育事业注入活力。

（4）对难民的政策还须作适当的调整。应允许安置难民的农林场按难民人

数比例给予免税照顾。用免税资金扶持难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条件。各安置系

统的工业单位，尤其是场办工业、服务行业招工时，应注意安排难民子女。在积

极发展中等学校的职业教育和就业前培训时，要考虑难民子女的名额，应在年龄

和文化水平方面给予适当照顾。另外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对超生的难民给予

处分时，应注意难民特点，给予出路。

在即将结束本文的时候，我们说，对 10 年难民安置工作的回顾表明，难民

安置工作是一顼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工作。这个工作具有集团性、（不是那

一家事，需要许多部门互相配合，密切协作才能做好）、综合性、（不仅有政治的，

还有经济、文化教育和生活方面的等一系列工作）和交叉性（不仅要处理好其和

国内职工、干部、当地农民的关系，而且要注意其和国外安置的难民与华侨、华

人之间发生的联系与影响）的特点。做好这一项工作确实不容易。安置中的某些

不安定因素看来将长期存在，因为安置工作既受国内形势（政治的、经济的状况、

难民生活水平的变化等等）的左右，也为国际形势所波动。我们无疑还要做许多

艰苦细致的工作。这些工作做好了，将有利于难民情绪的稳定，进而有助于国内

的安定团结和四化建设，有利于海外工作的开展。但由于前面我们已阐述过的种

种因素的影响，即使我们做好了一切应做好的工作，仍不能说就完全把握住了难

民安置动态。难民的稳定只能是相对的，难民工作只能是在稳定和动荡反复交替

的循环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