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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摘要
◆政治
2009 年底，大陸當局召開經濟、農村、法政工作會議，部署 2010
年工作。經濟方面，首要任務在「促轉變、調結構」
，同時保持經濟平
穩較快發展；
「三農」方面，強調增進統籌城鄉發展，夯實農業農村發
展基礎；政法方面，著重管理創新、執法廉潔，以化解社會矛盾、維
護社會穩定。
大陸當局相繼發布「關於建立促進科學發展的黨政領導班子和領
導幹部考核評價機制的意見」
、
「關於進一步從嚴管理幹部的意見」
，及
「2010-2020 年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規劃綱要」，加強人事制度改革
與幹部考核管理，以提升領導幹部素質與能力。並於 11、12 月調整農
業部、教育部部長及河北、河南、福建、吉林、遼寧、內蒙古省區委
書記、省長與重慶市長人事，進行幹部遞補與幹部交流，啟動「十八
大」人事布局準備。
大陸當局透過理論、法規、文化教育、監督等多管道推動「反腐
倡廉」工作；持續加強商業賄賂、「小金庫」、工程建設、擴大內需促
進經濟增長政策落實情形、公款出國（境）旅遊等 5 個重點領域專項治理
工作；查處多位省部級官員涉嫌受賄案件，破獲多起涉及工程受賄重
大案件；中共中央政治局並在 12 月 29 日召開會議部署 2010 年黨風廉
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展現反貪腐決心，惟相關作為能否破除根深的
貪腐文化，為當局的一大挑戰。
大陸上訪人數逐年增加，甚至形成所謂的「上訪潮」
；特別是在重
大會議、活動前，
「進京上訪」群眾聚集，各地方政府亦派員進京接訪、
截訪，勸返分流場所甚至遭媒體指稱淪為「黑監獄」
。雖然安度 10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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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建政 60 周年紀念日，當局對網路、媒體有關政治敏感議題的控制未
曾放鬆；並有多名異議人士遭調查、監控、重判，引發國際關注，大
陸當局回應指為「粗暴干涉『中國』司法內政」。

◆經濟
由於大陸刺激經濟政策奏效，2009 年前 3 季的經濟成長達 7.7%，
估計全年經濟成長率將可達到大陸當局設定的「保 8」目標。就需求面
而言，今年 1-11 月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增率高達 15.3%，城鎮固
定資產投資自今年 5 月起均維持 30%以上的成長，尤其是與基礎建設
相關的工業成長速度最快，消費與投資成為支持經濟成長的主要推動
力量。
大陸為了因應全球金融海嘯所造成的衝擊，自 2008 年底就實施積
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而大陸當局採行強有力的財政
政策與貨幣政策，有效拉擡了投資與消費。然而大陸當局為了提振經
濟復甦所採行的寬鬆政策，為大陸經濟帶來了不確定的風險。大陸當
局創造極寬鬆的貨幣政策，其目的是想支撐實體經濟的復甦，然而寬
鬆的貨幣政策所釋放出來的鉅額資金卻轉向資產市場，使得大陸房
市、股市價格持續高漲，目前大陸資產市場雖尚未出現嚴重的泡沫化，
但是預期大陸資產價格將進一步上漲。此外，金融海嘯發生後，大陸
地方政府與國有企業為了配合大陸當局擴大內需政策，爭相投入資源
至相關產業，在重複投資的情況下，產能過剩的問題將再度浮現。隨
著總體經濟環境的好轉，再加上持續寬鬆的貨幣環境，大陸當局面對
的通貨膨脹壓力將逐漸高漲。
展望未來，藉由提振消費改善經濟結構失衡仍為大陸當局主要政
策目標，大陸當局於 2009 年 12 月初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中表示，除了
繼續實施家電下鄉外，汽車下鄉將延長實施至 2010 年年底，以及家電
以舊換新在 2010 年 5 月底試點結束後繼續實施，顯示大陸 2010 年刺
激消費的力道仍將延續。此外，由於 2009 年公部門投資扮演了重要角
色，但是民間投資才是經濟健康的表現，所以未來如何刺激民間自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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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投資，將會是大陸當局政策施行的重點之一。

◆社會
2009 年 11 月大陸北方發生雪災，低溫導致天然氣用量大增而發生
「氣荒」，調漲天然氣價格呼聲隨之而起，加上調漲的水、電價，和
不斷飇漲的房價，民眾日常生活負擔加重。
全球金融風暴過後，大陸就業情勢已趨穩定，沿海地區甚至出現
「民工荒」，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情勢仍然十分嚴峻，當局雖推出多
項措施，惟僅能發揮部分緩解效果，造成大學生就業困難的結構性因
素猶待解決。黑龍江鶴崗市國營的新興煤礦發生礦難事故，造成 108
人死亡，事件顯示當局整治煤礦安全作法不對症、不徹底。
河南濟源市與廣東清遠市再爆兒童血鉛事件，顯示大陸重金屬污
染問題嚴重，環境治理迫在眉睫。「十一」長假後，大陸 H1N1 疫情
進入暴發期，當局雖展開大規模疫苗接種，但尚未形成有效免疫保護
屏障，未來仍可能進一步向農村、社區擴散。2009 年大陸愛滋病新增
病例速度放慢，但同性性傳播快速飆升，並由高危險群體向一般人群
擴散。
廣州市番禺區垃圾焚化發電廠興建計畫遭居民反對，在抗爭壓力
下，區政府表示選址和建設延遲進行；成都市金牛區與北京市海澱區
發生屋主以自焚方式抗拒拆遷事件，促使中央開始檢討拆遷管理法規。
新疆人民代表大會於 2009 年 12 月 29 日通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民族團結教育條例」
，有學者認為大陸並未施行真正的少數民族自治，
才是民族問題的根源，大陸政府推動民族團結教育、愛國教育並不能
解決少數民族問題。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舉辦「應急管理專職人員培訓示範
班」
，評論者認為這或許說明大陸政府想淡化民族問題，並改變自上而
下的處理方式，希望將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的事件當成一般社會治安
事件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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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2009 年大陸多省教育部門規劃未來大學招生除了以「高考」成績
篩選學生外，還將列入高中學業水平成績及綜合素質評價。然而，綜
合素質評價的公平性備受質疑，如何使制度更具公信力，各方關注。
2009 年底大陸當代藝術圈最熱門的話題是「中國當代藝術院」的
成立，引發當代藝術家是否被「招安」的討論。大陸青春文學代表人
物之一韓寒獲選為亞洲週刊 2009 年度風雲人物。
2009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日，新華社在北京舉辦「世界媒體高峰會」
。
本次峰會由新華社與時代華納集團、英國 BBC、美聯社、路透社、日
本共同社等全球 8 大知名媒體發起，參加的廣播、電視、報紙、網路
等媒體多達 170 多家，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更親臨致詞，顯見大陸對
在全球媒體界發聲充滿企圖心，期望能藉此提升其國際影響力。
2009 年 10 月 14-18 日，以大陸為主題國的第 61 屆法蘭克福書展
在德國舉行，大陸亦派出龐大官方代表團前往參展。大陸原欲藉此向
世界展示其「軟實力」，卻因主辦單位邀請大陸異議人士出席書展，
陷入了言論自由議題的尷尬，毀譽參半。

◆軍事
大陸展開新一輪軍事高層人事調動，章沁生任總參謀部常務副總
參謀長；童世平、杜金才兩人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徐粉林、王建平分
別任廣州軍區、武警司令員；田修思、劉福連、劉亞洲分別任成都與
北京軍區、國防大學政委。「094」晉級彈道導彈潛艇噪音大，配備之
「巨浪-2」導彈射程無法直接攻擊美國本土。2015 年將部署 5 艘「095」
核攻擊潛艇，先進柴電潛艇噪音與俄製潛艇相近。考慮向聯合國派遣
維和作戰部隊，但只參加聯合國主導的維和行動，不參加多國或地區
主導的維和行動。聯合訓練問題在思想觀念落後、理論實踐缺乏特色、
運行機制不夠順暢。試射「東風-31A」洲際導彈。發射「實踐 11 號」
及「遙感 7 號」、
「遙感 8 號」衛星；裝備空射型長劍巡航導彈。俄國
開始交付給大陸「D-30KP-2」發動機及「Ka-28」反潛直升機；大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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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 200 噸級中型運輸機。舉行「前鋒-2009」
、
「空降機動-2009」
、
「必
勝-2009」等軍事演習；2009 年軍事演習特點為向實戰化發展、不斷透
明化及關注非戰爭軍事行動能力建設。

◆外交
近期大陸的外交政策與對外活動，主要重點包括：關注氣候變化
問題、維持大國關係穩定、持續重視能源外交。
大陸面對國際社會越來越關注氣候變化問題，開始利用各種雙邊
與多邊機制，展現和外國在相關議題合作的意願，並且表達大陸對減
排問題的基本立場。首屆「
『中』美清潔能源務實合作戰略論壇」於 10
月 22 日在北京召開，大陸副總理李克強在會中提出發展清潔能源合作
的具體作法，建議選擇若干清潔能源技術和產業領域，形成結合「中」
美兩國產學研的交流機制。另外，大陸總理溫家寶在「哥本哈根氣候
變化會議領導人會議」中指出，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是國際合
作因應氣候變化的核心和基石，已開發國家必須率先大幅減排，並向
開發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基本上，大陸對減排問題的立場有
二：第一、防止大陸成為各方批評的焦點；第二、避免會議共識限制
大陸未來設定減排目標的行動自由度。
在「中」美關係方面，大陸領導人胡錦濤於 11 月 17 日與美國總
統歐巴馬舉行雙邊會談，並對外發表「聯合聲明」
，重申兩國將致力於
建設「21 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係」
，並將採取切實行動建立
「應對共同挑戰的夥伴關係」
。在「中」歐關係方面，大陸總理溫家寶
在第 12 次「中」歐領導人會晤中表示，「中」歐應加強戰略互信，持
續反對霸權主義，推動世界多極化。在「中」俄關係方面，溫家寶與
俄羅斯總理普丁在北京舉行「中」俄總理第 14 次定期會晤，溫家寶向
俄方強調「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睦鄰友好的典範、大國關係
的楷模」。
「中」俄兩國總理於 10 月 13 日宣布，雙方將擴大能源合作，確
保「中」俄原油管道 2010 年底前全線貫通，並於 2011 年起穩定供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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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雙方也簽署「中」俄天然氣合作路線圖，決定東、西兩線同步
啟動，並於 2014 年至 2015 年開始供氣。另外，胡錦濤本人也於 12 月
14 日親自出席「
『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通氣儀式，該天然氣油管
至 2013 年完全營運後，每年將可提供大陸 400 億立方米的天然氣，穩
定大陸的油氣供應來源。

◆港澳
香港方面：香港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選舉辦法諮詢引發爭議，
泛民主派批評港府及大陸當局並無推動普選的誠意；香港經濟持續改
善，港府並將 2009 年的經濟成長率預測值調升為-3.3％；香港舉辦第 5
屆東亞運動會，並獲得 110 面獎牌，這是香港參加東亞運以來的最佳
成績；大陸稱讚澳門，引發暗批香港之聯想，香港民主黨主席何俊仁
認為，大陸明顯是向香港施壓；英、美持續關注香港民主進程，並希
望香港的政制安排足以邁向 2017 年及 2020 年的普選；港府宣布將成
立「港臺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以推動與我方多範疇和多層次的交
流；為配合政府擴大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之政策，內政部放寬
旅居國外及港澳之大陸人士僅 1 年即可申請來臺觀光。
澳門方面：第 3 屆澳門政府於 2009 年 12 月 20 日成立，澳門行政
長官崔世安指出，將積極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澳門 2009 年第
3 季的經濟成長率為 8.2％，結束了連續 3 季的經濟負成長局面；澳門
2009 年第 3 季的治安情況延續第 1 季及第 2 季的下降趨勢，顯示治安
狀況持續改善；為了進一步滿足澳門個人人民幣業務發展的需要，中
國人民銀行宣布放寬及擴大澳門銀行辦理個人人民幣業務的限制與範
圍；為加強打擊販賣人口活動之力度，澳門邀請美國司法部及美國國
土安全部之專家分享執法經驗；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首度組織工商界
代表團來臺參訪，並與臺北世界貿易中心簽署合作協議。

◆對臺政策
胡錦濤、賈慶林、王毅等大陸高層領導及相關主要官員藉「胡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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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一周年機會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堅決「反臺獨
」與堅持「九二共識」，鞏固「兩岸同屬一中」的框架，繼續貫徹推
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胡六點」，構建和平發展框架。大陸方
面對推動兩岸協商仍維持「先經後政、先易後難、把握節奏、循序漸
進」立場，並未急於推動兩岸政治協商。兩岸兩會於12月22日在臺中
舉行第四次會談，簽署3項協議，並同意將「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以及「智慧財產權保護」作為明年第五次兩會會談的協商議
題。此外，中共也將洽簽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協議列為後續推動目標。
為落實「胡六點」中「加強人員往來，擴大各界交流」的方針，
大陸方面近期持續積極邀請臺灣各界民眾赴大陸參加相關交流、或組
團來臺與會，近期的兩岸交流活動主要仍以經貿、文化性質居多，並
加強爭取我農漁民、原住民。對於臺灣國際空間議題，大陸仍重申「
一中原則」，並採取有限度的彈性模糊作法。針對部份非官方性質的
國際NGO組織或活動，大陸方面迄今尚未充分展現善意，如2009年仍
有多起我NGO遭要求更改會籍名稱的情形。大陸方面現階段仍持續藉
由美「中」高層官員會晤之場合，強調臺海議題對「中」美合作的重
要性及可能影響；針對美國對臺軍售訊息，大陸外交部、國臺辦在此
段期間多次重申堅決反對美國售臺武器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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