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两会称，2020年

中国 GDP达2.3%，2021

年GDP成长目标为6%。据

中共官方统计数据，除了上

海、北京、广东、浙江之外，

其余省市财政自给率均低于

七成，其中有4个省份的财

政赤字超过5000亿元，排

名第一的四川，一年间财政

赤字数额直逼7000亿元。

中共地方政府除了有

财政认可的“显性债务”，

还有其成立“城市建设投资

公司”等各类平台融资的

“隐性债务”。根据中国诚信

国际信评估计，包括地方政

府融资平台的借款在内，到

2019年底，隐性债务总额

为43万亿元，几乎接近经

济规模的一半。这些潜在债

务是一个“充满巨大风险的

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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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社部2月26号在国新办发布

会上说，中国目前退休年龄总体偏低的

问题十分突出。中共称中国人口结构呈

老龄化趋势，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幅度正

不断加大。人社部表示正在制定延迟退

休具体方案。

计划生育
是人口红利消失的最大杀手

中共残酷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导致劳

动人口减少的元凶。2010年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显示，13.4亿人的中国总和

生育率仅为1.18，是世界最低水平。大

陆经济学者认为，计划生育导致人口严

重减少，再加上垄断、任意涨价、暴力

剥削和遍地贪官，国内民众负担严重度，

比正常国家高出不是几倍而是几十倍。

中共从2015年开始陆续废除一胎

化政策，但时政观察人士表示：“中国的

人口生育率太低，因为它计划生育。而

且现在老百姓，普通劳动者也结不起婚，

养不起孩子，买不起房，所以它没人干

活了，就得延迟退休。”

养老金爆雷
延迟退休是变相盘剥

中国的养老缴费模式被业界称作“庞

氏骗局”，中共一直隐瞒养老金存在巨大

人老力量大？
中共推行延迟退休为哪般

地方隐性债务达
43万亿
约占GDP近一半

简 讯 缺口。一旦危机爆发，养老金将难以支

付。养老金亏损问题在2011年就开始

显现。2016年，中共财政部数据显示，

中国社保基金收支赤字为6058亿元。

2017年12月，河北、内蒙古等7个省

（自治区）为赤字。其中黑龙江最为严重，

“负债”232亿元人民币。

经济学者曹远征曾估计，大陆养老

金缺口到2033年可能将达到68.2万

亿元。这一数字约占2020年GDP的

70%。经济学家郎咸平2012年曾表示，

目前是在用年轻人缴纳的养老金支付给

现在的老年人。等于说，现在缴纳养老

金的年轻人退休时，他们的退休金已经

没有了，这是很危险的。

旅美经济学者何清涟曾分析：“中

共过去实行养老金双轨制，中共党政事

业机关的人，过去很多年不缴纳养老保

险，退休后却拿相当于退休前工资的

80%～ 90%的养老金，而企业员工的

养老保险负担非常高，退休后只能领到

低于工资50%的养老金。”养老金双轨

制造成的巨大亏空已经无法弥补。此外，

大陆养老金等社保基金管理存在严重的

腐败现象，社保基金成贪官“提款机”。

2006年上海社保基金被挪用339亿元。

因推延迟退休引民众吐槽反对，近

日中共改口称延迟退休不搞“一刀切”。

漫画《延迟退休》（绘制：善玉）



7,365元，湖南、重庆均接近5,000

元，陕西西安约为2万元。如果以年

人均消耗财政支出5,000元～ 2万

元计算，完成清理工作的7个省份一

年共增加支出3.5亿元～ 14亿元。

而中共高官的亲属“吃空饷”的

胃口则大得惊人。仅以落马高官为例。

如，中共发改委前副主任刘铁男的儿

子刘德成，2007年6月至2012年12

月，未实际工作而从广州骏威公司领

取薪酬共计逾121万元；中共前政协

副主席苏荣之妻于丽芳曾挂名民生银

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年薪200

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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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夺走了这些善良老人的退休金？

2021年3月2日，唐蕊向海外

媒体回顾了7年前她向原工作单位申

请退休金的一幕。按2007年中国公

务员标准计算，她的每月退休金应得

三千多元人民币；按照2020年的标

准，同一所学校和她同等资格的教师，

退休工资标准为五千多元人民币。唐

蕊说，按少了算，每个月三千多元退

休金，她14年来损失的退休金已超

过50万元人民币。

唐蕊的遭遇只是一个缩影。从

1999年至今，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

的迫害中，有多少人的退休养老金被

非法剥夺？谁拿走了他们的退休金？

唐蕊的故事
唐蕊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原本虚弱的身体，变得健康，教学成

绩也越来越突出。1998年，唐蕊被

评选为全校唯一的一次由全体学生投

票选出来的优秀教师。这次评选，引

发了小小的轰动，成为全楚雄州的媒

体与街头热议的话题。

天有不测风云。中共时任总书记

江泽民，因妒忌和恐惧法轮功学员人

数超过中共党员，于1999年7月20

日下令全力迫害法轮功。2005年，

唐蕊因坚持修炼，向民众发放法轮功

真相材料，被非法送进云南第二女子

监狱迫害，判刑两年。唐蕊同时被云

南楚雄高级技工学院非法开除。

2007年，唐蕊出狱。她找到原

工作单位，希望能够延续社保手续，

以便两年后申请退休金，未果。后

中共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有民众戏称：“中共打江

山就是打人命，坐江山就是坐人民。”

多年来，退居二线后的中共官员“吃

空饷”，不仅阵容庞大，而且成为社

会常态。

早在2012年，中共《检察日报》

就报道，当年已完成“吃空饷”清理

工作的四川、海南、重庆、湖南、河

南、宁夏、内蒙古7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共清理出7万多人“吃空饷”。

“吃空饷”人员年人均消耗财政支出

的数额是多少，各地不一。有媒体根

据当时披露的有关数据测算，河南为

中共官员退二线后“吃空饷”  阵容庞大回 顾

2014年，唐蕊找到云南省楚雄

州劳动人事局。给出的答复是：因其

它原因被判刑的，只要达到规定的工

作年限，达到退休年龄后，都可以享

受养老金（社会保障金），而因修炼

法轮功被判刑的，就不能享受。

原大连女企业家：完全把我的
生活来源给掐断了

法轮功学员王春彦，大专学历，

原辽宁省大连女企业家，有三十多年

工龄。现旅居美国，虽然王春彦手持

律师、州政府、美国国务院等部门和

专业人士出具的其身在美国的证明；

但中共在得知她抵达美国后，开始动

手卡她的退休金。目前王春彦已经4

年没能领取合法的退休金了。王春彦

说：“完全把我的生活来源给掐断了，

养老金就是一个活命钱，只要人活着，

就应该给开的。这就是置人于死地嘛。”

原北京律师、原中国政法大学法

律硕士赖建平表示：“养老金是每个公

民拥有的财产权利，这是他的基本合

法财产收入、基本人权，是不可以被

剥夺的。”“没有法律规定说，享受养

老待遇，必须人在国内。”

来，她自行补交了后面的社会保险金。

2009年，唐蕊写了一份申诉，投递

到楚雄州检察院。但石沉大海。

出狱后，唐蕊面临巨大的经济压

力，维持生活都很艰难。为了抚养儿

子，她不得不离开工作机会很少的楚

雄市，远赴昆明，寻找打工机会。昆

明一所民办的培训学校聘用了她。但

待遇和原来讲师没法比。为了省钱，

她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

她将户口转到昆明市，按照昆明

市的规定，只要工龄满15年，就可

以领取退休工资了。于是，她找到昆

明劳动局重新申请。昆明市劳动局给

她的回复大意是：你曾被刑事判刑，

不给办。

左图：原大专院校讲师唐蕊。右图：原大连女企业家王春彦。（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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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职位——中共610办公室副主任落马动 态

中共官员退二线后“吃空饷”  阵容庞大

中共发起的“大跃进”运动，直接导致中
国大陆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图为“大
跃进”中，农村伪造水稻亩产20万斤。（图
片来源：网络）

西安火车站，一位农民工顶风冒雪坐在铁
铸车上等生意。他脸色蜡黄直流鼻涕，不
断咳嗽打哆嗦，手上拿着面包大口吃着，
吃着吃着突然低头哭泣。（图片来源：网络）

重启上山下乡！中共要求高校毕业生到西
部农村就业。（图片来源：网络）

“3000孤儿入內蒙”与“2亿多人灵活就业”
中共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内蒙古

代表团提到“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悲惨

事件。这起事件发生于1960年大饥荒

时期，几千万中国人被饿死，数千名孤

儿被迫送入内蒙古求生，交给牧民抚养。

1959年～1961年，由于中共发

起“大跃进”运动，各地竞相伪造粮食

高产，引发大饥荒惨剧。前新华社记

者、《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杨继绳在

他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

实》一书中指出，从1958年到1962

年期间，中国大陆饿死3600万人。

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此时突然提

到“三千孤儿入内蒙”，不禁令人联想

到大饥荒时期的悲惨经历。如今中国

经济萧条，粮食危机，有可能再次上

演危及民生的悲剧。中共官方公布的

文件也预示这一担忧。

粮食危机显现
2月21日，中共发布2021年一号

文件，重点聚焦在三农问题，比往年

更加强调粮食安全问题。文件指出，

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并支撑中国

粮食安全。要求在2021年，粮食播

种面积保持稳定，产量达到13亿吨

以上等。同时要求推进乡村振兴，对

脱贫设5年过渡期。

《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

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此文件透露中

共高层两大担忧，即脱贫和粮荒问题。

官方将所谓的“全面脱贫”当作中共

一大政绩宣传，但一位体制内官员早

前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脱贫主要有

4大戏法：一是全面降低脱贫标准线；

二是脱贫数据全面造假；三是“突击

慰问全民脱贫”；四是“野蛮封嘴”。

胡平认为，脱贫只是口号式的政治脱

贫，底层百姓是越脱越贫。

中国是粮食进口大国，每年要进

口超过1亿吨粮食，2020年创记录

进口粮食超1.4亿吨。但在疫情冲击

下，全球主要粮食大国纷纷限制出口，

中国面临严峻的粮荒问题。2020年

8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

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指出，到2025年，

中国有可能出现1.3亿吨左右的粮食

缺口，其中谷物缺口约为2,500万吨。

2021年1月21日，年轻的网络

主播墨茶（official）被爆光饿死在

出租屋里，引发舆论关注。在当今这

个年代，居然有人活活饿死，这令大

陆民众十分震惊。

2亿多人灵活就业
2020年爆发中共病毒疫情以来，

中小企业大量倒闭，失业人口激增。

中共极端的防疫措施，加重对民众的

伤害，不少底层民众没有工作，没有

收入来源，还得面对疫情之下飞涨的

物价，生活极为艰难，网上传出多起

民众绝望跳楼自杀的事件。但官方不

仅对此只字不提，还封杀相关信息。

对于中国民众就业难的问题，中

共总理李克强3月11日在中外记者会

上再度说了大实话。他直言，中国有

高达2亿多人灵活就业，有的一人打

几份工很辛苦，政府应该给他们社保

补贴，提供基本的权益保障。

“灵活就业”其实就是打零工。

2021年3月13日，中共消息称，

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调查。彭波是今年中共

“两会”过后落马的首虎，也是中共

十八大以来，继周永康、李东生、张越、

孙力军之后，第5个被拿下的中央一

级的“610”头目。

1999年6月10日，江泽民为迫

害法轮功，成立了法外机构“610”系

统。“610”极似盖世太保、文革小组，

可以调动所有党政军资源用以迫害法

轮功。22年间，至少有4600多位有

据可查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此

外，“610”系统还深度参与中共“活摘

器官”罪行。1999年以来，因“610”

人员作恶太多而恶报频现，“610办

公室”被称为死亡职位，成为中共官

场讳莫如深的“禁区”。即便中共内部，

“610办公室”也饱受诟病。



后，这股力量就消退了，从我身上慢

慢退出去了！”

对法轮大法的敬仰
来自生命的体验

14年前的神奇体验，今天潘先

生仍觉得历历在目。他强调人在危

难关头，一定要真念“法轮大法好”，

可救命。

潘先生内心对法轮功创始人李大

师的敬仰和感恩油然而生。他感慨地

说：“我主要念的是‘法轮大法好’这

五个字，他在我的生命体验当中，是

绝对呈现完全与众不同的价值。所以

我从内心，你想想看我对法轮大法的

那种内心的敬仰，那完完全全是来自

我生命体验的，你说能不真实吗？我

从心里，当然是对法轮大法有这样一

种敬仰。”

4 真相 2021年3月18日

冷很冷，冰冷、冰冷的一股阴气，慢

慢地就包围了我的身体，然后从下往

上，就开始逼上来，有股力量，我心

里知道，这是来自魔的力量，这是一

种邪灵，一种来自阴间的这样一种力

量……最后压迫到胸口，当压迫到胸

口的时候，呼吸已经不行了，都不能

呼吸了。它带来的那种痛苦，是非常、

非常强烈的，你会直接感觉到：这是

要你命来的。”

潘先生表示，人在危难关头的本

能反应是希望得到救助。他说：“你

知道，在我当时，我直接产生的反应

是什么？脑子里一个念头就出来，就

是：‘法轮大法好！’五个字就出来了。

然后，我因为那时候呼吸都不行了，

被一个阴寒的、极冷的东西包围住了，

捆住了……手也不能动，脚也不能动，

胸口的气都透不过来，心脏都要快停

止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心里默念‘法

轮大法好！’，连续地默念，我把自己

所有的意识，把它收缩到这五个字上

面来：‘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

慢慢的、大约持续了有二十多分钟以

潘晴：默念“法轮大法好”救了我的命

潘先生出身于名门世家，母亲

（范八维）是范仲淹嫡传34代裔孙女，

外祖父范熙壬是中华民国非常国会主

席。潘先生的父亲上世纪40年代后

期在上海主编报纸。深受传统文化熏

陶的潘晴虽然不是法轮功学员，但他

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非常敬仰。

默念“法轮大法好”
救了我的命

潘先生说：“我觉得，我个人就

是一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的得救者。我这样一讲有点玄了，但

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2007年，为防止奥运和中共活

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同时在

中国进行，“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

调查团”（CIPFG）发起了人权圣火

活动，潘先生全程参与了此活动。回

到家后，奔波数月的他感觉精疲力尽，

而一股邪魔势力此时乘虚对年过半百

的他展开了极其凶恶地攻击……

潘先生回忆道：“在睡觉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一股非常寒的阴气，很

2007年，为防止奥运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同时在中国进行，“法轮功受
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发起了人权圣火活动，潘先生（左二）全程参与了此活动。

（图片来源：网络）

退党（团队）方法

拨打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电话：

001-718-888-9552
001-702-873-1734

翻墙登录退党网站办理“三退”：

tuidang.epochtimes.com，

用海外邮箱发送电子邮件至：

tuidang@epochtimes.com。

扫码“三退”

“三退”保平安。神看人心，
真名、化名、小名皆可。

网门扫码即看自由门电脑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