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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研判報告 
 
壹、政治 
 

¢大陸召開十二屆「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一次會議，「習李體

制」正式成形，施政目標著重經濟發展、改善民生及社會公正。 

¢大陸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實行鐵路政企分開

，並整合及強化衛生和計劃生育、食品藥品、新聞出版和廣播電

影電視、海洋、能源管理機構。 

¢本次國務院改革方案亦著重轉變政府職能，以減少行政審批事項、

簡化社會組織管理等制度性改革，向市場、社會放權。 

¢習近平提出「中國夢」之實現路徑，外界推測或成為其理論基礎；

近期相關政治言論既重申「堅持黨的領導」，又要求中共要「容

得下尖銳批評」。 

¢大陸官方強調制度反腐，李克強提出年度工作部署，表示任期內將

落實對社會的反腐廉政承諾。 

 

一、召開十二屆「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一次會議 
大陸於今（2013）年3月5-17日、3月3-12日在北京召開十二屆「全國人大」、「全

國政協」一次會議（以下簡稱「兩會」）。本次會議是中共「十八大」後首次召開的「兩

會」，除決定新一屆國務院及「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等重要人事組成，依例提

出年度整體施政規劃，並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此外，大陸新

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於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式中發表講話，新任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於閉幕式後召開中外記者會，闡述施政目標與願景，廣受外界矚目。 

 

u政府高層人事底定，「習李體制」正式成形 

大陸政府高層領導名單（詳附表一）已於今年2月下旬「十八屆二中全會」確定，

但須經「全國人大」進行形式上的選舉。結果如次：習近平出任大陸國家主席（得

票率99.86％。超越江澤民【1993年得票率97.93％】、胡錦濤【2003年得票率99.76％】，僅次於毛澤東【1954年全票當選



 2 

】）、國家軍委主席（得票率99.86％），李源潮出任國家副主席（得票率96.04％）。李克強出

任國務院總理，4名國務院副總理均為新任，分別是張高麗（常務副總理）、劉延東、

汪洋、馬凱；5名國務委員亦為新任，依序為楊晶（兼國務院秘書長）、常萬全（兼國防部長

）、楊潔篪（一般推測可能負責外交及對臺）、郭聲琨（兼公安部長）、王勇（兼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

員會主任）。國務院25位部委領導人多為「50後」（1950年後出生者，占8成）、高學歷（具大學

以上學歷者約占9成），並多由具國際視野或地方歷練者出任；其中新上任者有9位（外交部

長王毅、國防部長常萬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徐紹史、商務部長高虎城、財政部長樓繼偉、國土資源部長姜大明

、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王正偉、國家衛生和計畫生育委員會主任李斌、監察部長黃樹賢），約占36％（新華社，

2013.3.17）。 

在「兩會」領導人方面，張德江出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獲99.69％得票率），同

時選出13名副委員長，並以8%差額選出161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上屆差額比例

7%）。俞正聲出任「全國政協」主席（獲99.77％得票率），同時選出23名副主席（其中令計劃

得票率最低，得票率不足95％），299名常務委員。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由周強出任，最

高人民檢察院院長則由曹建民續任；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成員則是「十八屆一中

全會」確定的中共中央軍委會原班人馬（新華社，2013.3.17）。觀察家指出，新一屆大陸

政府組成兼具穩定考量（25個組成部門中，16名部委首長為連任，其餘9名雖為新任，惟多屬部門間調任或回任

及部門內升任）及改革色彩（李克強、汪洋、徐紹史、樓繼偉、高虎城等多名官員，被外界視為較具改革意識），

顯示如何在保持政策延續性及突破改革阻力之間求取平衡，為相關人事布局的主

要考量（新加坡聯合早報，2013.3.17；中國評論新聞網，2013.3.24；南風窗，2013.3.31）。 

 

u「政府工作報告」總結 5 年施政經驗，經社發展與財政規劃著重保

障和改善民生 

    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發表任內最後一次「政府工作報告」，總結過去5年工

作成就，包括國內生產毛額（GDP）躍居世界第二位，綜合國力、國際地位及國際影

響力顯著提高；惟亦自承仍面臨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社會矛盾明顯增多，政府

職能轉變不到位等多重問題。報告並要求以提高經濟增長品質和效益為中心，深

化改革開放，全面推進「五位一體」（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主要預期

目標包括：GDP增長7.5%左右、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5%左右、城鎮新增就業900萬

人以上、城鎮登記失業率低於4.6%。另部署今年政府工作4大主要任務，依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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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強化農業農村發展基礎，推動

城鄉發展一體化；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全面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準；

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深入推進改革開放（新華社，2013.3.17）。 

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提出之201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配合政

府工作報告部署，具體規劃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任務和措施（包括：加強和改善宏觀

調控、著力擴大內需、切實做好「三農」工作、保持價格總水準基本穩定、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推

動區域協調發展、紮實推進資源節約型及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另依

據大陸財政部之預算報告，2013年大陸擬編列全國財政赤字1.2兆元（人民幣，以下同。

其中中央財政赤字8,500億元，代地方發債3,500億元，合計較去年增加4,000億元），占GDP比重2％，創歷史

新高。中央財政主要支出項目涵蓋教育、科技、文化、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節

能環保等；其中國防預算為7,201.68億元（增長10.7％），公共安全預算為2,029.37億元

（增長7.9％）（惟據該預算報告草案附表所示，大陸2013年國防預算數為7,406.22億元，公共安全預算數為7,690.8億元，

此間落差應係包含地方預算支出）。另今年首次將社會保險基金預算列入報告，有助於加強

相關經費之管理與監督（新華社，2013.3.5、2013.3.8）。 

此外，大陸新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3月17日中外記者會中，提出新一屆政府

之施政目標，關注經濟發展、改善民生及促進社會公正。另其在記者會中的相關

詢答，例如強調其所推動的新型城鎮化係以人為核心、著重協調發展，以及釋出

勞教制度改革時間表（預計今年內提出）等，外界認為其施政之具體政策，應將會更多

考量到發展正義與社會公平問題（成報，2013.3.17；新加坡聯合早報；2013.3.18）。 

    

u「兩高」報告仍獲最低支持率，突顯法制與反腐工作仍難令各方滿

意 

大陸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報告指出，5年來共審結一審刑事案件414.1萬件

，判處罪犯523.5萬人，同比增加22.3％、25.5％。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報

告則指出，5年來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案件計165,787件，其中縣處級以

上國家工作人員13,173人（含廳局級950人、省部級以上30人）。今年「兩高」報告雖均稱過去

工作取得進展，但所獲得票率皆遠低於其他工作報告；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

告得票率僅75.36％（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得票率79.42％），再創近年新低（新華社，2013.3.17）。

相關數據顯示，大陸的法制工作與反腐成效仍難令各方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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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 
為落實中共「十八大」提出之穩步推進大部門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等要

求，大陸方面於本次「兩會」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進行大陸

改革開放以來第7次機構改革（前6次分別為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相關

情形甚受外界關注。 

 

u國務院部委之組建、變動，反映大陸對若干重要政經變遷之時局判

斷與制度性調整 

    本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主要重點，包括實行鐵路政企分開

，及整合或強化衛生和計劃生育、食品藥品、新聞出版和廣播電影電視、海洋、

能源管理機構，改革後國務院組成部門由27個減為25個（詳附表二）。方案並提出5個

「減少」（減少和下放投資審批事項、減少和下放生產經營活動審批事項、減少資質資格許可和認定、減少專項轉移

支付和收費、減少部門職責交叉和分散），3個「改革」（改革工商登記制度、改革社會組織管理制度、改善和加

強宏觀管理）和2個「加強」（加強基礎性制度建設、加強依法行政），以推進簡政放權、提高行政

效能，建構結構優化的政府職能體系。本次方案以97.03％之得票率獲得通過（2008

年之改革方案得票率為92.52％；2003年之改革方案得票率為93.3％）（新華社，2013.3.14）。 

本次國務院部委的組建、變動規模雖較2008年小（2008年大部制改革涉及部委較多，本次調

整者多為部委轄下管理局或國務院直屬機構），惟卻反映了大陸方面對若干重要政經變遷的時局

判斷與制度性調整。例如組建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整合分散於藥監、質

檢、工商等部門的相關監管機制，並釐清權責歸屬，以應對長期為人詬病的食品

安全問題（中新社，2013.3.22）。又如重新組建國家海洋局，整合大陸公安、海監、海關

、漁政等部門的海上執法力量，及設立高級別議事協調機構國家海洋委員會，統

籌海洋發展戰略及相關事務，即係在其「建設海洋強國」（「十八大」報告提出）的政策

目標下，推進海洋戰略的重要體制調整（文匯報，2013.3.12）。 

 

u強調向市場、社會放權，改革相關制度以激發市場活力及增加社會

自治 

大陸新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3月17日中外記者會中指出，本次改革方案的核

心是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理順政府與市場、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新華社，201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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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市場放權方面，本次改革方案提出減少對經濟活動的行政審批事項，並改

革工商登記制度，從體制及機制上減少政府干預、激發市場活力，有助於因應大

陸經濟發展減緩趨勢（新華社，2013.3.10）。而向社會放權的重要措施，其中最為外界關

注的，就是成立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等四類社會組織

，不需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即可直接向民政部門依法申請登記。大陸媒體評

論認為，這是具重大意義的改革突破，反映大陸面對民眾參與社會事務的訴求，

以及社會轉型發展的趨勢，已經更有信心讓社會自治，逐漸減少政府對社會運行

的介入（人民日報，2013.3.11；環球時報，2013.3.11）。 

中共於2008年「十七屆二中全會」提出，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

改革的重要內容。國務院機構改革做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環節之一，且多

觸及根深柢固的部門或個人利益，具相當高的複雜性與困難度，因此改革的成果

經常被視為觀察大陸政改動向的指標。部份觀察家認為，2008年時力阻整併的鐵

道部，終於在本次改革中裁撤納入交通運輸部，或顯示「習李新政」乘勢所趨，

對抗強大的部門利益（香港商報，2013.3.15；星島日報，2013.3.18）。而李克強在3月17日中外記

者會上，曾表示機構改革不易、轉變職能更難，強調削權是自我革命、壯士斷腕

，更突顯大陸改革的決心與魄力（新華社，2013.3.17）。後續改革落實情形與發展動向，

值予關注。 

 

三、大陸官方闡述政治理念，高調宣示反腐 
u習近平提出實現「中國夢」之路徑，外界評論其政治理念展現平衡

左右之特色 

    習近平就任中共總書記後，其政治理念及政策取向即為外界高度關注。「十八

大」以來，習近平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及「中國夢」，並不斷豐富和強調其概念內涵

。2012年11月29日，習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參觀中國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

展覽，提及「中國夢」時，表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

來最偉大的夢想」（新華社，2012.11.29）。同年12月，習考察廣州戰區時，又稱「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可以說，這個夢想是強

國夢，對軍隊來說，也是強軍夢」（解放軍報，2012.12.13）。今年3月17日，習近平於十

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講話中，對「中國夢」做出較為系統性的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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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出實現「中國夢」的三個路徑，即「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實現中國

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實現中國夢必須凝聚中國力量」（新華網，2013.3.17）。此外，習

近平在出訪坦尚尼亞（3月25日）時，亦再度提及「中國夢」；而大陸駐英大使劉曉明（

4月17日）和駐歐盟使團團長吳海龍（4月18日）更將「中國夢」擴大解讀為「中國的世界

夢」（劉曉明指「和平發展的世界、開放合作的世界、多元和諧的世界」是「中國的世界夢」；吳海龍指「中國夢」的

重要內涵，是「要與世界同分享，不僅要造福中國人民，而且讓世界人民因此受益」）（新華社，2013.3.25、2013.4.17、

2013.4.18）。部份觀察家認為，「中國夢」或可能成為習近平的理論基礎（成報，2013.3.18

；東方日報，2013.3.20）。 

    今年2月6日，習近平在與大陸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及無黨派重要人士的

會見活動中，表示中共要「容得下尖銳批評」，並希望黨外人士「敢於講逆耳之言

，真實反映群眾心聲」；而在「全國人大」會議閉幕式講話中，仍重申「堅持黨的

領導」（新華網，2013.2.7、2013.3.17）。媒體評論指出，這反映習近平上任之初的政治理念

係以平衡左右為步調，既希望獲得左派、保守派的理解，也希望受到右派、自由

派的支持（亞洲週刊，2013.3.10；明報，2013.3.28）。 

 

u大陸官方強調制度反腐，李克強提出年度六大工作部署，表示任期

內將落實對社會的反腐廉政承諾 

    近期大陸官方持續高調宣示反腐。如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今年1月22日中共第

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中，表示要「既堅決查處領導幹部違

紀違法案件，又切實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堅持「老虎、

蒼蠅一起打」；並要求強化反腐的制度面改革與建設，「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

」，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範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新華社，2013.1.22

）。李克強接任大陸國務院總理後，在3月26日召開大陸國務院第一次廉政工作會

議，強調要給權力「塗上防腐劑、戴上緊箍咒」，提出今年大陸反腐倡廉工作的六

項要求：簡政放權、管住權力、管好錢財、政務公開、勤儉從政、依法促廉，並

表示在本屆任期內，要堅決落實國務院向社會承諾的「約法三章」（一是政府性的樓堂館

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財政供養的人員只減不增；三是公費接待、公費出國、公費購車只減不增）（新華社，2013.1.22、

2013.3.26）。 

    此外，中共中央紀委監察部於今年1月9日召開記者會，公布2012年大陸紀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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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機關查辦案件情形。2012年大陸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查辦貪污賄賂案件，處分

人數高達30,315人；另薄熙來、劉志軍、黃勝、田學仁等嚴重違紀違法案件，亦已

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新華社，2013.1.9）。中國社會科學院今年2月25日發布2013年「

法治藍皮書」指出，未來大陸公眾對於公職人員的忠誠度與財產合法性之關注，

只會增溫、不會減弱，但腐敗方式的隱蔽化、期權化（以權力謀取私利）趨勢，使得嚴

格查辦案件、高壓懲治腐敗的手段，並不能有效地根治腐敗；建議財產監督制度

應加快試點並全面實施，以提升大陸公職人員廉潔從政的公信力（中新社，201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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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新一屆大陸政府高層領導人名單 
主要機構 職稱 出任者 

主席 習近平 
中華人民共和國 

副主席 李源潮 
主席 習近平 
副主席 范長龍 
副主席 許其亮 
委員 常萬全 
委員 房峰輝 
委員 張陽 
委員 趙克石 
委員 張又俠 
委員 吳勝利 
委員 馬曉天 

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 

委員 魏鳳和 
總理 李克強 

常務副總理 張高麗 
副總理 劉延東 
副總理 汪洋 
副總理 馬凱 
國務委員 楊晶 
國務委員 常萬全 
國務委員 楊潔篪 
國務委員 郭聲琨 
國務委員 王勇 

國務院 

秘書長 楊晶 
外交部 部長 王毅 
國防部 部長 常萬全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主任 徐紹史 
教育部 部長 袁貴仁 
科學技術部 部長 萬鋼 

工業和信息化部 部長 苗圩 
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 主任 王正偉 

公安部 部長 郭聲琨 
國家安全部 部長 耿惠昌 
監察部 部長 黃樹賢 
民政部 部長 李立國 
司法部 部長 吳愛英 
財政部 部長 樓繼偉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部長 尹蔚民 
國土資源部 部長 姜大明 
環境保護部 部長 周生賢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 部長 姜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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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機構 職稱 出任者 
交通運輸部 部長 楊傳堂 
水利部 部長 陳雷 
農業部 部長 韓長賦 
商務部 部長 高虎城 
文化部 部長 蔡武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主任 李斌 
中國人民銀行 行長 周小川 
審計署 審計長 劉家義 

最高人民法院 院長 周強 
最高人民檢察院 檢察長 曹建明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委員長 張德江 
全國政治協商會議 主席 俞正聲 

資料來源：大陸政府網站及新華社相關報導。                                企劃處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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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2013年大陸國務院組成部門變動情形對照表 
變動前 變動後 相關變動說明 

1.外交部 1.外交部  
2.國防部 2.國防部  

3.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3.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納入原國家人口和計劃生
育委員會的研究擬訂人口
發展戰略規劃及人口政策
職責。 
◎其下之國家能源局重新組
建。整合原國家能源局、
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之職
責，掌理能源之發展戰
略、監督管理等事項。不
再保留國家電力監管委員
會。 

4.教育部 4.教育部  
5.科學技術部 5.科學技術部  
6.工業和信息化部 6.工業和信息化部  
7.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 7.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  
8.公安部 8.公安部  
9.國家安全部 9.國家安全部  
10.監察部 10.監察部  
11.民政部 11.民政部  
12.司法部 12.司法部  
13.財政部 13.財政部  
14.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14.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15.國土資源部 15.國土資源部 

◎其下之國家海洋局重新組
建。該局以「中國海警局」
名義進行海上維權執法，
接受公安部業務指導。 
◎設立高級別議事協調機構
國家海洋委員會，負責研
究制定國家海洋發展戰
略，統籌協調海洋重大事
項；具體工作由國家海洋
局承接。 

16.環境保護部 16.環境保護部  
17.住房和城鄉建設部 17.住房和城鄉建設部  

18.交通運輸部 18.交通運輸部 

◎納入原鐵道部擬訂鐵路發
展規劃政策等行政職責。 
◎其下組建國家鐵路局，承
接原鐵道部其他行政職
責。另組建中國鐵路總公
司，承接原鐵道部企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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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前 變動後 相關變動說明 
責。 

19.鐵道部  ◎不再保留鐵道部。 
20.水利部 19.水利部  

21.農業部 20.農業部 
◎納入原商務部之生豬定點
屠宰監督管理職責。 

22.商務部 21.商務部  
23.文化部 22.文化部  
 
24.衛生部 
 

25.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23.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新組建。整合原衛生部職
責，及原國家人口和計劃
生育委員會的計劃生育管
理和服務職責。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改隸其
下。 
◎不再保留衛生部、國家人
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26.中國人民銀行 24.中國人民銀行  
27.審計署 25.審計署  
備註：另組建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加掛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招牌）、國家新聞出

版廣電總局（加掛國家版權局招牌）兩正部級直屬機構。不再保留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單設的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國家新聞出版總署。 

資料來源：大陸「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及新華社相關報導。           企劃處製表 
 

 

（企劃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