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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評析 
 

佛光大學姜新立所長主稿 

 

▓胡錦濤在「工作報告」中強調的重點有 2，一是「穩定問題」二

是「經濟問題」。 

▓「四中全會」未對人事安排做出決定，意味中共黨內個人權威

與意志色彩開始淡化，黨內權力接班承傳有賴制度化的程序安

排。 

 

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已於 9月 15-18日在北京召開完畢，全會

只有兩個重要議程：一是胡錦濤代表中央政治局做「工作報告」，二是

討論並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

題的決定」，全會結束並對外發布「公報」。 

 

（一）中共提前召開「四中全會」的背景 
在臨近中共忙於建政 60周年大慶前夕，而且距離「三中全會」不

到 1 年，召開「四中全會」討論前述議案，說明中共「十七大」所提

的工作目標沒有落實，尤其政治改革遲遲沒有進展，因此才激出「黨

的執政能力」問題。此顯示中共面臨嚴峻的黨內外壓力，包括最近 2

年來此起彼落、規模逐漸升級的社會群體性抗議事件，邊疆地區的騷

亂，各級政府的公信力下降，與社會民怨的加劇，以及黨政高官的貪

腐，此讓中共黨的執政危機日益嚴重，基於這些因素，「四中全會」只

能提前召開。 

 

（二）胡錦濤「工作報告」重點 
在「工作報告」中，胡錦濤總結「三中全會」以後黨的工作總體

形勢並做出評估，其中突出 2個重點：一是「穩定問題」，其中「民族

穩定」特別加以強調，顯示最近 1年來西藏、新疆問題，即「藏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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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獨」問題日益嚴重，不容中共再加忽視；二是「經濟問題」，尤其

是全球經濟危機後的大陸經濟風險與恢復問題不能掉以輕心。 

 

（三）「黨內民主」與人事安排 
依照中共歷屆黨大會的慣例，「四中全會」多是為下一屆「全代會」

預作準備，「十八大」胡錦濤將下臺，由何人接班問題理所當然「四中

全會」要加以討論和有所決定，因此會前海外觀察家都將「四中全會」

權力接班人事安排焦點放在習近平進階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上，但出乎意料的是「四中全會」上並未做出正式決定，反而是認真

討論在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問題。根據「公報」指出，當今世界正

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黨要適應這樣的新形勢，因此要

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黨的自身建設。如何加強和改進黨的自身建設？「四

中全會」認為要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與「黨內民主」。這表

示中共建黨 88年、建政 60年、改革開放 30年，如今黨有了問題，它

已然成了巨無霸，無人可管，無法可治，說穿了就是一黨專政權力絕

對化，長期個人意志與權威代替制度化問題。一句話，目前中共最迫

切的危機風險是內外壓力下迫使共產黨必須面對「民主」問題，而中

共目前需做的就是以「黨內民主」作為加強黨的建設重點，此說明黨

內缺乏民主問題已迫待解決。 

「公報」中所指的當今世界新形勢、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

實指共產國家已走入「後共產主義」、「後社會主義階段」，其特徵是政

治民主與經濟自由。大陸自改革開放至今已 30年，實行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就是經濟自由化，而政治民主化則是杭廷頓所說的「第三波」世

界浪潮，中共必須面對，但中共一直拒絕西方多黨民主模式，如今中

共既要面對民主化浪潮，又要加強做為執政黨的統治能力與合法性，

只能擴大黨內民主，這就是為甚麼「四中全會」以「加強黨內民主」

作為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議程討論的重點。 

10月 1日中共「建國執政」60周年，由 1949到 1977年，大陸發

生無數次大小不等政治運動，每次都是「高舉偉大革命紅旗」、「狠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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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鬥爭」，其中的政治權力與個人意志合一，沒有民主只有集中，此

階段中共是不折不扣的「革命黨」；1978年後中共才由「革命黨」向「執

政黨」逐漸轉型。「革命黨」講「槍桿子出政權」，講「偉大領袖」，講

「建國」，權力接班由上而下，以最高領袖的意志加以指定，此在轉型

期中連鄧小平對胡錦濤作隔代指定都不可免。如今中共建政 60周年，

要重行檢定如何治國？治國靠法治與制度化，則權力接班宜由下而

上，即使一黨專政也要黨內民主，否則權力的合法性定遭人民的質疑

或黨員的攻伐。循此，中共「四中全會」強調黨內民主，實際是揚棄

「革命黨」向「執政黨」作歸位。一旦要加強落實「黨內民主」，自然

不便在「四中全會」上「由上而下」物色與指定下一個接班人，習近

平這次在「四中全會」未能出線成為中央軍委會副主席，原因在於中

共現在要落實黨內民主，可能要經過下一次中央軍委會擴大會議海選

後他才會出線。可見這次「四中全會」意味中共黨內個人權威與意志

色彩開始淡化，黨內權力接班承傳有賴制度化的程序安排。觀此，在

世界新形勢、大發展、大變革下，既然中共不放棄一黨專政，發展黨

內民主就是必然選項。「十七大」早已提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

命」，還提出要落實「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

督」，惜未落實。如今一旦落實黨內民主，中共面對的現實問題是黨務

公開、黨員幹部財產陽光化、黨內重大決策徵求黨員意見、黨內言論

開放、黨內選舉制度民主等問題的實踐。要完全實踐以上要項，對中

共而言難度頗高，過程也險峻，矛盾的處理也格外複雜，時間也非短

期所能奏效。但只要開始黨內民主，權力就會逐漸透明化，反腐倡廉

的工作就會易於收效，近年來的社會民怨才會減消，執政的合法性危

機才會免除，這就是「四中全會公報」最後強調「黨內民主是黨的生

命」之原因。 

 

（四）結語 
綜合而論，「四中全會」是在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下檢討世界

大潮流及國內外新形勢下的中共現階段黨的危機及其因此而出現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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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串的政治、經濟、社會、民族等問題。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賦

予中共的現實任務是「執政興國」，「建設富裕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

義現代化國家」，而其出發點是「以人為本」、「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其途徑是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對中共而言，

只有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用「黨內民主」作機制，才能讓中共黨員

幹部重視民意，才能轉變社會對中共黨的評價，才能算是「立黨為公」、

「執政為民」，並藉此在建政 60 周年前夕能再次鞏固執政的合法性基

礎。總之，世界大潮流擋不住，中共政治改革非進行不可，但中共目

前能做的並必須做的，是落實黨內民主問題，能否做到，吾人且拭目

以待。 

 

二、大陸黨政幹部培訓簡介 
 

企劃處主稿 

 

▓大陸黨政人事制度是以黨領政、黨政不分、黨管幹部。黨政幹

部沒有政務官與事務官的區分，僅有領導職與非領導職的區分。 

▓大陸黨政幹部培訓已由以黨領政模式逐步趨向黨政並立模式，

惟仍以黨的規範為依歸。人事政策由中共中央組織部與國務院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研定，培訓則交由黨校與行政學院等培

訓單位執行。 

▓現行培訓法規，黨的部分包括 2006年頒布的「幹部教育培訓工

作條例（試行）」，及 2007年下發的「2006-2010年全國幹部教育培

訓規劃」；行政的部分包括 2006年正式施行的「國家公務員法」、

2008年頒布的「公務員培訓規定（試行）」及 2007年印發的「『十

一五』行政機關公務員培訓綱要」。 

▓現行培訓機關，屬於黨的系統，主要為中央黨校及各級黨校，

與延安、浦東、井崗山幹部學院；屬於行政的系統，主要為國

家行政學院及各級行政學院，另有大連高級經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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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有關黨政人事政策由中共中央組織部（以下簡稱中組部）與國務院人

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以下簡稱人社部。2008年 3 月國務院機構改革，由人事部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 2部

門整併而成，下設國家公務員局）研定，培訓則交由黨校與行政學院等培訓單位執

行；黨政人事制度是以黨領政、黨政不分、黨管幹部，與西方國家有

相當大的差異，沒有政務官與事務官的區分等。以下就大陸對黨政幹

部的界定、國家公務員概念的確立、國家公務員的法制化、黨政幹部

培訓法規的延革、黨政幹部培訓機構作一簡介： 

 

（一）黨政幹部的界定 
依據大陸相關法規的解釋，幹部係指在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

司法機關、黨的工作機關、群眾團體及國家企業、事業單位任職，具

有領導和指揮作用的工作人員；依工作性質和基本職能的不同，分為

國家行政幹部、黨務工作幹部、軍隊幹部、人民團體幹部、專業技術

幹部、企事業管理幹部 6類。 

 

（二）國家公務員概念的確立 
大陸早期並無公務員的概念而是稱之為「國家工作人員」（1982年 12月

公布的大陸憲法第 27條規範國家工作人員的工作、培訓、考核與責任），直至 1987 年中共總書記趙

紫陽在黨的第十三次全國黨代表大會（簡稱「十三大」）所作「政治報告」中「關

於政治體制改革」部分（包括：實行黨政分開，進一步下放權力，改革政府機構，改革幹部人事制度，建

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提到「改革幹部人事

制度」（改革重點是：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即制定法律和規章，對政府中行使國家行政權力、執行國家公務的人員，

依法進行科學管理），始確立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大陸國務院並於次年成立人

事部，專司推動國家公務員制度。 

而趙紫陽雖在「十三大」的「政治報告」中提到，國家公務員分

為政務和業務兩類（政務類公務員，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和組織法進行管理，實行任期制，並接受社會的公開

監督。業務類公務員按照國家公務員法進行管理，實行常任制），概念已相當接近西方國家公務員

制度中政務官與事務官的區分，惟 1989 年發生「六四事件」，趙紫陽

因而下臺，並未落實到之後大陸推動建立的國家公務員制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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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公務員制度的法制化 
1993年 8月 14日，大陸公布「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分：總則、義務與

權利、職位分類、錄用、考核、獎勵、紀律、職務升降、職務任免、培訓、交流、迴避、工資保險福利、辭職辭退、退休、

申訴控告、管理與監督、附則等 18章，1993年 10月 1日起施行），國家公務員制度始進入法制化

試行階段。條例適用於各級行政機關中除工勤人員以外的工作人員，

並規定公務員職級分 15級（國務院總理列 1級，副總理、國務委員列 2-3級，省、部級正職列 3-4級，

省、部級副職任列 4-5級，司、廳級正職及巡視員列 5-7 級，司、廳級副職及助理巡視員列 6-8級，縣、處級正職及調研員

列 7-10級，縣、處級副職及助理調研員列 8-11級，鄉、科級正職及主任科員列 9-12級，鄉、科級副職及副主任科員列 9-13

級，科員列 9-14級，辦事員列 10-15級）、職務分領導職務與非領導職務（辦事員、科員、副主任

科員、主任科員、助理調研員、調研員、助理巡視員、巡視員）。 

大陸於 2005 年 4月 27日公布「國家公務員法」（分：總則，公務員的條件、

義務與權利，錄用，考核，職位與級別，職務任免，職務升降，獎勵，懲戒，培訓，交流與迴避，工資福利保險，辭職辭

退，退休，申訴控告，職位聘任，法律責任，附則等 18章，2006年 1月 1日起施行，「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同時廢止），

並於 2006年 1月 1日正式施行。該法詳加定義公務員為「依法履行公

職、納入國家行政編制、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工作人員」，職位

劃分為綜合管理、專業技術和行政執法 3 類，但公務員職務仍區分為

領導職務（國家級正、副職，省部級正、副職，廳局級正、副職，縣處級正、副職，鄉枓級正、副職）與非領

導職務（設於廳局級以下）。 

 

（四）黨政幹部培訓規定的延革 
1.黨的規定 

中組部訂有「1991-1995 年全國幹部培訓規劃要點」，其後每隔 5

年陸續公布「1996-2000年全國幹部教育培訓規劃」（中共中央 1996 年 5月 7日印發，

其中規定：縣以上領導幹部參加學習培訓，每屆任期內不少於 3個月；成立全國幹部培訓教材編審指導委員會；幹部培訓

經費要列入各級財政計劃；中央黨校承擔省部級黨員幹部和部分地廳級在職領導幹部的輪訓，部分優秀中青年黨員領導幹

部、部分少數民族黨員領導幹部和理論宣傳骨幹的培訓；國家行政學院承擔高中公務員的培訓，舉辦省部級行政領導專題

研究班、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門部分地? 級幹部培訓班及部分優秀後備骨幹培訓班；其他各類幹部院校培訓中心負責本部門、

本系統幹部的理論及業務培訓）、「2001-2005年全國幹部教育培訓規劃」（中共中央 2001年 1

月 21日印發，內容除要求把幹部教育培訓放在更加重要的戰略地位，並明確指導思想、工作目標、工作原則和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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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 9類幹部【黨政領導幹部，年輕幹部，國家公務員和黨群機關等工作人員，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專業技術人員，

法官、檢察官、警官和其他政法幹部，基層幹部，少數民族幹部、非中共黨員幹部、婦女幹部，西部地區幹部】培訓的具

體要求，及幹部教育培訓保障措施【培訓基地、教材、師資、評估、經費、激勵與約束】、工作領導等）。 

2006 年 3 月 29 日，中共中央進一步頒布「幹部教育培訓工作條

例（試行）」（分：總則，管理體制，教育培訓對象，內容與方式，教育培訓機構，師資、教材、經費，考核與評估，監

督與紀律，附則等 9章 57條）。條例由中央組織部負責解釋，適用於各級黨委、人

大、政府、政協、紀委、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各民主黨派、人民

團體機關的幹部教育培訓，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參照執行。培訓分 5

類：在職各崗位培訓、晉升領導職務的任職培訓、專門業務培訓、初

任培訓、其他培訓。省部級、廳局級、縣處級黨政領導幹部每 5 年應

參加黨校、行政學院、幹部學院或各部門認可的培訓機關 3 個月以上

培訓；其他幹部參加脫產教育培訓（off the job training，離開工作和工作現場，由企業內外的專

家和教師，對企業內各類人員進行集中教育培訓），每年累計不少於 12天；有條件地方和部

門可實行學時學分制。培訓以政治理論、政策法規、業務知識、文化

素養、技能訓練為基本內容，以政治理論為培訓重點。 

2007 年 1月 5 日中共中央再行下發「2006-2010 年全國幹部教育

培訓規劃」，明確培訓的指導思想、總體目標和主要任務，並分黨政幹

部（細分領導幹部、後備幹部、基層幹部及女幹部、少數民族幹部、黨外幹部與其他公務員 5小類）、企業經營

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 3大類，規範培訓原則。 

2.國務院規定 

大陸國家公務員法制化之前，國務院人事部（1988年成立）後，曾於 1989

年 11 月發布「關於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培訓工作的通知」，屬行政

規範文件。 

1993 年公布的「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列有公務員培訓專章，

規定：公務員培訓分新錄用人員培訓、晉升領導職務的任職培訓、專

門業務的培訓及在職公務員更新知識的培訓 4 類；由國家行政學院、

地方行政學院及其他依規定承擔培訓任務的機構，負責培訓工作。由

於中共於 1995年 2月 9日頒布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暫行條例」

規定，選拔任用黨政領導幹部必須堅持黨管幹部原則，而擔任黨政領



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 2009.10.8 8 

導幹部須具備資格之一為「經過黨校、行政院校或者其他培訓機構 3

個月以上的培訓」。國務院人事部於是在 1996 年 6 月據以制定「國家

公務員培訓暫行規定」（分總則、培訓分類、培訓科目、施教機構、培訓管理、附則 6章），對國家

公務員的培訓作更詳細的規範，如：將國家公務員培訓分為初任（試用期

間進行，時間不得少於 10天）、任職（針對晉升領導職務人員；原則在任職前進行，經批准亦可在到職 1年內進行；

時間不得少於 30天）、專門業務、更新知識（每人每年參加培訓時間不得少於 10天）等 4類培訓；

培訓科目分公共必修課（包括：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法律法規和政策，市場經濟知識，科學技

術知識，公共行政管理知識和國家公務員行為規範。教學大綱和教材由人事部制定和編寫）、專業必修課（依需

要設置。教學大綱由人事部審定，教材由國務院相關工作部門編寫）和選修課（內容由各層級政府人事部門及國務

院各工作部門人事機關和培訓施教機構確定。教學大綱和教材由前述人事部門、人事機構編寫）；設置以行政學

院為主體的國家公務員培訓施教機構（包括國家行政學院和省、自治區、直轄市行政學院），

管理幹部學院或其他培訓機構經批准亦可承擔培訓任務。 

國務院人事部則根據中共中央頒布的「1996-2000年全國幹部教育

培訓規劃」、「2001-2005 年全國幹部教育培訓規劃」，印發「『九五』（指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九個五年計劃」，施行期間為 1996-2000 年）公務員培訓工作綱要」（1996 年 12

月 11 日印發。規定公務員培訓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總體目標以及基本任務和保障措施）、「2001-2005 年

國家公務員培訓綱要」（2001 年 9月 4 日印發。規定：公務員培訓指導思想、總體要求，基本目標與主要

任務、主要措施等）；2007年 2月 7日再根據中共中央頒發的「2006-2010年全

國幹部教育培訓規劃」，印發「『十一五』行政機關公務員培訓綱要」，

明確規定：指導思想（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與總

體要求（堅持為黨和工作大局服務，堅持能力建設為主題，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堅持依法培訓，堅持規模和質量、效

益的統一）、基本目標（5 年內全體公務員普遍輪訓 1 遍）與主要任務（加強政治理論及公共管理核心內

容的培訓，深化初任、任職、專門業務、在職等 4類培訓，加強基層公務員培訓、圍繞有關政策對口培訓、抓好學歷學位

等教育培訓）、保障措施等。 

2008年 6月 27日，國家公務員局依據相關法律及中共中央制定的

「幹部教育培訓工作條例（試行）」頒布實施「公務員培訓規定（試行）」（分：

總則、培訓對象、培訓分類、培訓方式、培訓保障、培訓登記與評估、監督與紀律、附則等 8章 38條），同時廢止

「國家公務員培訓暫行規定」。試行規定中，要求公務員培訓應遵循理

論聯繫實際、以人為本、全面發展、注重能力、學以致用、改革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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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管理的原則；由中組部主管全國公務員培訓工作，人社部負責指

導協調全國行政機關公務員培訓工作；培訓情況、學習成績作為公務

員考核內容和任職、晉升的依據之一；公務員培訓分初任（原則由組織、人事

部門負責辦理，在試用期完成，時間不少於 12天）、任職（內容主要包括政治理論、領導科學、政策法規、廉政教育

及業務知識等，在任職前或後 1年內進行；縣處級副職以上不少於 30天，鄉科級不少於 15天）、專門業務和在

職培訓；公務員所在機關建立和完善公務員培訓檔案，對公務員參加

培訓種類、內容、時間及考試考核結果等進行登記。 

 

（五）黨政幹部培訓機構 
1.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簡稱中央黨校） 

為輪訓、培訓黨的高中級領導幹部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幹部的最高

學府。現任校長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大陸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設

有哲學、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政法、中共黨史、黨的建設、文史

等 7 個教研部和國際戰略研究所；並設進修部負責省部級、地廳級幹

部及縣（市）委書記的輪訓，培訓部負責中青年後備幹部及新疆、西藏少

數民族幹部的培訓，研究生院負責培養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的博、碩

士研究生和黨校系統師資；另設中直機關分校（成立於 1991年，受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工

作委員會和中央黨校雙重領導，下設直屬局處級幹部進修班、中央辦公廳黨校班、廣播電影電視總局黨校班和新華社黨校

班）、中央國家機關分校（1980 年成立，由分散在各部、委、局、辦的黨校或黨校班組成）、部隊分

部（1981 年成立，由解放軍總政治部幹部部、宣傳部和政治學院有關領導人組成小組負責領導及協調工作）、國資

委分校（前身為成立於 2002 年的中央企業工委分校，包含分校直屬班和各企業黨校班），負責培訓相應

級別幹部。開設馬列主義基本問題、毛澤東思想基本問題、鄧小平理

論基本問題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及當代世界經濟、當代世界科技、

當代世界法制、當代世界軍事和我國國防、當代世界和我國的民族與

宗教、當代世界思潮等課程，並在教學中貫穿增強黨性的要求，開展

黨性黨風教育。大陸 31 個省（市、區）、新疆建設兵團黨委及鐵道部亦均

設有黨校。 

2.國家行政學院 

1994年正式成立，為國務院直屬正部級事業單位，現任院長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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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院秘書長馬凱。承擔：省部級與司局級和處級公務員培訓、部分優

秀中青年後備幹部培訓、國有重要骨幹企業領導人員培訓，受香港與

澳門政府委託培訓港澳地區公務員、受各部門與各地方委託培訓，以

及擔任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講解任務，研究及參與制定公務員培訓的

方針政策，並可向中央國家機關和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推荐優秀學

員。主要開設班次有：省部級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司局級公務員任

職培訓班、進修班、專題培訓班和專門業務培訓班，國有重要骨幹企

業領導人員培訓班，公共管理碩士專業學位班，青年幹部培訓班，港

澳公務員研修班，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管理碩士專業學位班，國外公

務員研修班。培訓是以公共管理為重點，包括公共行政學、行政法學、

政府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應急管理學等。全大陸共有 47個行政

學院，除 31個省（市、區）及新疆建設兵團行政學院，並設廣州、深圳、

廈門、寧波、杭州、南京、武漢、成都、青島、濟南、西安、瀋陽、

大連、長春、哈爾濱行政學院。 

3.延安幹部學院 

中組部管理的中央直屬事業單位，對黨政幹部、企業經營管理者、

專業技術人員和軍隊幹部進行中共黨史、黨建理論、革命傳統教育和

基本國情教育的培訓。分自設（學制 1 周至 2 個月，包括：中青年幹部、地廳級黨政領導幹部、中

央和國家機關司局級幹部培訓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中高層經營管理人員進修班，理論與教學工作者研討班，高級專家

理論研究班，專業技術人員培訓班）、專設（承擔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防大學等幹部院校某一階段課程，學

制 1-4周）、受托（學制 1-4周）3類班次。 

4.井岡山幹部學院 

中組部管理的中央直屬事業單位（日常事務由江西省委負責），對黨政幹部、

企業經營管理者、專業技術人員和軍隊幹部進行中共黨史、黨建理論、

革命傳統教育和基本國情教育的培訓。 

5.浦東幹部學院 

中組部管理的中央直屬事業單位，對黨政領導幹部、企業經營管

理者、專業技術人員和軍隊幹部進行改革開放意識、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信念、現代化建設知識和能力教育，並進行國際培訓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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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連高級經理學院 

2006年附設於大連理工大學，擔負中組部交下之企業經營管理人

員培訓任務，負責培訓大型、重要國企和金融機構高級管理人員，與

前 5者構成大陸國家級培訓體系。 

7.中組部全國組織幹部培訓中心 

為中共組織工作幹部培訓基地、業務研究平臺、對外交流窗口。

開設組工業務、領導藝術、培訓業務 3類課程。 

8.國防大學「國防研究班」 

國防大學是大陸最高軍事學府，直屬中央軍事委員會，負責培養

陸、海、演三軍高級指揮員、參謀人員、理論研究人員。1985 年設立

以來除軍隊高級幹部外，還招收地方省級以上和國家機關司局級以上

幹部入學；1986年軍地混合編班的「國防研究班」正式開設；2007年

起「國防研究班」由 1年 1期改為 1年 2期。 

 

（六）結語 
1.大陸政治制度黨政不分，故極難對其黨政幹部作明確的切割；

甚至在此一制度下，各民主黨派等非中共黨員幹部、人民團體機關的

幹部亦均在中共「幹部教育培訓」相關規定之管理規範之下。 

2.中共建政以來，對幹部的培訓完全是以黨領政模式，惟自其國

家公務員概念確立，並逐步推動國家公務員法制化後，幹部的培訓雖

趨向黨政並立模式，但仍係以黨的規範為依歸，只是黨校、幹部學院

較著重黨的意識型態與基本思維、黨風與黨性的培養，行政學院較偏

重公共管理課程。由於大陸政府領導職多身兼中共黨員幹部，故黨校

及行政學院的培訓恐均是升官途徑中必走之路。 

3.大陸推動改革開放後，經濟高速發展，勢須逐步融入國際社會

並與全球接軌，執政者之知能因此亦必須與時、與世俱進。中共為鞏

固其執政地位，不斷要求加強執政能力，因此對黨政幹部的培養、培

訓甚為重視，近年逐漸強化黨政幹部培訓的制度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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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陸知識青年下鄉風潮 
 

中國科技大學何秀珍助理教授主稿 

 

▓中共建政以來共出現 3波知識青年下鄉風潮，第 1波在 50年代

中期，為了紓解城市就業問題；第 2 波在文革時期，被視為是

一種「政治運動」；第 3波在 21世紀初期，結合社會主義新農

村建設與就業目標。 

▓大學生「村官計畫」由中國共產黨主導，具備中國共產黨黨員

者優先錄取。 

▓「村官計畫」的實施可以深植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影響力，可

以彌補農村「能人經營型態」的不足，可以為農村注入新知識、

新觀念。 

▓大學生「村官」任期屆滿仍面臨「擇業」壓力。 

 

（一）3波知識青年下鄉的比較 
中共建政以來，曾出現 3 波知識青年下鄉的風潮：第 1 次熱潮是

在 1955年下半年，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有過

這樣的指示「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可以大有作為」（中共中央辦公

廳，1956），於是在中共黨中央號召與組織下，單單 1956年，就有近 20 萬

青年自願下鄉，主要目的在於紓緩城市的就業問題，作為一種經濟及

就業政策來推動。第 2次是在 1968年 12月的文革時期，人民日報發

表題為「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的文章，開啟第 2 波知

識青年下鄉的熱潮。據統計，從 1968 年到 1973 年 6 月，整個中國大

陸就有 800 多萬城鎮知識青年下放到了農村。文革時期的知識青年下

鄉並不是單純的為了解決就業問題，還具有政治與意識形態雙重的意

義，明確地說就是一場「政治運動」。就政治層面而言，知識青年下鄉

其實就是紅衛兵運動的延續；紅衛兵經過大串聯以及劉少奇被鬥倒

後，大量擁有政治熱情的紅衛兵滯留在城市，對社會穩定構成嚴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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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將這些知識青年送到農村不失為化解政治壓力的一種手段。就

意識形態層面而言，毛澤東認為透過知識青年下鄉，可以改造、重塑

一代青年、創造社會主義新人。因此在 1968年底，毛澤東提出「知識

青年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號召。 這種「再教

育」理論，等於是將農村當成知識青年唯一的教室，使得青年們喪失

接受系統教育的機會；甚至在生活無法自給、沒有住房、艱苦的體力

活動和單調乏味的生活下，形成「變相勞改」（林彪，五七一工程紀要）。 

進入 21世紀，就在 2008年，中共中央組織部、教育部、財政部、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聯合下發「關於選聘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工作

的意見（試行）」，決定從 2008年開始，連續用 5年的時間，選聘 10萬名

大學畢業生到農村任職。這項「村官計畫」引起校園的熱烈迴響，甚

至一些留學生、名校畢業的大學生都爭相報名參加遴選，掀起第 3 波

的「農村熱」，這些大學畢業生將「去農村」當成職業規劃的一部分。 

  

（二）大學生「村官」的選聘與職責 
為了貫徹「村官計畫」，確保大學生「村官」能夠「下得去、待得

住、幹得好、流得動」（習近平），中共中組部等 12個部門於今（2009）年下發

「關於建立選聘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工作長效機制的意見」（以下簡稱「長效機

制意見」），對「村官計畫」做出完整的部署。根據該「長效機制意見」，大

學生村官遴聘工作，每年集中辦理乙次，原則上由省市一級組織、人

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共青團團委統一辦理；選聘對象為 30歲以下

應屆和往屆畢業的全日制高校專科以上學歷的畢業生，原則上以中共

黨員（含預備黨員）優先錄取；至於工作生活補貼則比照當地鄉鎮新錄用公

務員試用期滿後薪資發放，另發放人均 2,000 元人民幣一次性安置

費。大學生「村官」主要擔任村委會、黨委幹部，主要職責如：村產

業發展規劃，創辦專業合作組織，宣傳貫徹共黨路線方針政策，配合

完成社會治安、計劃生育、管理檔案、文字起草、設備網路維護...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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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村官計畫」的看法 
大陸知識青年下鄉歷經「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到「接受再教

育」到「職業規劃」的演變過程，知識青年在農村的角色與地位已經

發生很大的變化。改革開放後的大陸農村經營確實進入「能人經營型

態」（何秀珍，博士論文，1998），但是「能人」的變化有各種可能，一種情況是

「能人」的「判斷性決策」能力，會因為日益市場化的農村經濟和活

動的複雜化，而變得越來越不從心；另一種情況是由於健康、年齡或

其他因素，使「能人」的決策能力下降。不論何種情況，「能人」能

力的弱化對農村都是一種嚴重的挑戰與隱憂。因此，中共推出大學生

「村官計畫」，結合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就業，可以彌補「能人經

營型態」的不足並注入新知識、新觀念，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骨

幹力量和黨政的後備力量，更可以深植共產黨在農村的影響力與執政

基礎。 

目前大學生「村官」遴選對象，都是 80年代一胎化時期出生的年

輕人，進入農村服務對他們而言，是一項極大的挑戰，也必須經過一

段適應期。根據「大學生村官園地」各界所反應的看法，認為大學生

「村官」到村任職後，因為理想與現實的落差，以及生活條件的不佳，

在心理層面出現失落感、自卑感、孤獨感、無助感、挫折感、迷茫感；

在工作層面上，由於對農村事務的不熟悉，有些淪於打雜工，不受農

民的接納；也因為缺乏人生歷練，出現溝通協調的困難；也有的農村

因對大學生「村官」期望過高，導致壓力過大；大學生「村官」又因

為身分的不確定，仍面臨未來的「擇業」問題，無法專心工作。當然

以上問題，都是大學生「村官」必須面對的挑戰，但是中國共產黨若

能將知識青年下鄉視為長期人才培植方案來處理，將遴聘的知識青年

集中於鄉鎮黨部，再以責任區經營方式來協助農村，讓知識青年有一

定的歸屬感，將這份職業當成永久事業來經營，必能留住人才也能減

少知識青年下鄉後的不適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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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民主黨鳩山內閣對美、「中」、臺外交初
探 

 
                                                        楊志恆博士主稿 

 

▓鳩山內閣主張「日本自主性」的外交理念，上臺後優先處理日

本與美國的關係，以及日本的整體外交戰略目標。 

▓對美、「中」、臺的外交方針分別為：對美－自主與對等關係，

對「中」－共同營造和平共生的東亞共同體，對臺－希望臺海

維持和平穩定，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 

 
（一）前  言 
日本政局在 9月 16日政黨輪替，以民主黨為主體，聯合社民黨與

國民新黨的鳩山由紀夫政權上路。在未來政府施政方面，鳩山在選前

的競選政見中，就已經提出許多對內、對外的改革政策，其中最引起

國際矚目的是鳩山政權對「日美同盟」、對包括大陸在內的東亞政策，

這兩大政策不但攸關日本未來對其在亞太地區的角色界定，也會影響

到臺日關係的發展。由於民主黨初次掌握政權，東亞國家政府除了給

予祝福外，也都希望新政府能為區域安全環境帶來新氣象。 

 
（二）鳩山內閣對美、「中」、臺的外交方針 
從鳩山由紀夫內閣成立以來，在外交上，其所公開揭示的「日本

自主性」外交理念與自民黨長期執政之政策是不同的路線。這種差異，

一般認為是因為承襲其祖父鳩山一郎擔任首相時所主張的，日本應該

「某種程度的武裝、同時走獨立自主道路」有密切關係。當時，這種

主張與同為自民黨的另一派系吉田茂主張的「輕武裝、重視經濟、親

美」路線是不同的。後來吉田茂的主張一直是自民黨政權的主流，日

本獨立自主外交路線直到最近民主黨鳩山內閣才又浮出檯面（鳩山一郎－英才

的家系，豐田穰著，講談社，1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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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美外交方針－自主與對等關係 

對於鳩山主張的自主性外交，美國從日本大選前就非常關注，美

國國會研究處 8 月中旬就已提出研究報告，警告美國應密切注意民主

黨執政後對美政策的改變。而根據民主黨在過去幾年對「日美同盟」

幾項重要政策的立場，包括： 

（1）有關駐日美軍再編重新部署問題：民主黨認為沖繩美軍移防

關島，日本負擔的經費過重，日美應該本著對等的成熟夥伴關係，坦

率對話。針對這一問題，新任外務大臣岡田克也在今年 9月 17日記者

會指出，將優先處理沖繩基地問題，並儘速與美國展開談判，在今年

底之前將討論出一個處理框架。同時，也將暫時中止執行美軍遷移經

費的預算（朝日新聞，2009.9.17）。 

（2）有關美軍在日本地位的法律問題：去（2008）年 3月 27日，民

主黨與社民黨、國民新黨 3黨共同簽署「日美地位協定改定案」協議，

主要內容有 4：第 1，美國應提出未來 8年使用基地計畫書；第 2，演

習及訓練對環境的破壞必須予以恢復；第 3，外國人都適用日本國內法

律管理；第 4，原則上日本對裁判權、拘禁等有執行權。針對此一改定

案，岡田克也於 9月 17日表示，將緊接著沖繩基地問題之後，儘速推

動（朝日新聞，2009.9.17）。 

（3）對印度洋補給活動問題：民主黨在去年 12月 12日針對反恐

新措置法修正案有關繼續執行印度洋補給任務指出，對阿富汗的支

援，民主黨認為協助其安定、復興與民主、人道支援等應該才是日本

的角色，印度洋補給支援活動與這些無關，對和平實現沒有幫助。今

年 9月 17日新任防衛大臣北澤俊美在記者會上表示，明（2010）年 1月海

上自衛隊印度洋補給油料的活動期限截止後，將不延長（讀賣新聞，2009.9.17）。 

不過，從最近鳩山首相表示對「日美同盟」的重視，以及在 9 月

22 日出席聯合國大會時與歐巴馬總統會晤的談話內容來看，民主黨政

府還是重視「日美同盟」關係。值得注意的是，鳩山與歐巴馬這次的

談話中並未觸及軍事問題，而是著眼於整體的日美合作關係。當然，

也如同歐巴馬提到的有關同盟關係的軍事問題雙方已經在處理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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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日本新任外務、防衛大臣表態將積極與美方協商駐軍問題，不難看

出，民主黨是把調整「日美同盟」政策列為優先處理的議題。從戰略

層次來看，這是準備要修改日本外交政策的前奏曲，目的是要先鬆綁

過去由「日美同盟」為主軸所構築的日本外交框架，以取得外交的自

主性，使將來推動的新外交政策更靈活。從初次的高峰會可以看出，

鳩山政府未來對美政策，將會是從整體日美關係發展著眼，而不會再

像過去強調日美同盟關係的優先性，尤其是軍事合作關係。 

2.對「中」外交方針－共同營造和平共生的東亞共同體 

2005 年以前，民主黨與大陸的接觸並不多，正式交流是在 2005

年前原誠司擔任民主黨黨魁時提出，民主黨與中國共產黨兩黨的領導

人應建立定期的對話機制，並稱之為「民主黨、共產黨『交流協議機

構』」（簡稱「交流協議機構」）。2007年 1月 16日，雙方舉行第 1回合的「交流」

會議，交流的理念是建構日「中」「共生」的合作關係。另外，今年 1

月 19日鳩山由紀夫訪問大陸，與大陸副外長王光亞會晤時曾表示，今

年 9月日本大選，民主黨將會獲勝成為第一大黨，在這基礎下，日「中」

關係將會有進一步發展（民主黨網站，http://www.dpj.or.jp，2009.9.18）。 

整體而言，民主黨政府與中共的新關係是建立在日美對等關係，

以及加強與東亞國家發展友好合作關係，這兩項原則基礎之上。因此，

在最近與美國就「日美同盟」相關議題談判之後，日本與東亞國家的

外交關係將會較為明確，尤其是與大陸的關係。耐人尋味的是，在民

主黨內的領導人物中，有不少來自以前自民黨主張與大陸建交，及發

展友好關係的「田中（角榮）派」，包括小澤一郎、鳩山由紀夫、岡田克也

等均來自這個系統。剛加入民主黨不久的田中真紀子更是田中角榮的

女兒。因此，鳩山內閣與大陸的關係將會比以前更友好。事實上，鳩

山已經表明以後將不再參拜靖國神社；小澤一郎以前也提過，將另外

設立紀念碑取代靖國神社。按照過去的經驗，此一影響日「中」政治

關係深遠的歷史問題一旦排除掉，兩國關係就只剩下國家利益的爭議

而已，例如開發東海油氣田爭議、釣魚臺群島主權爭議等。這些問題

民主黨過去的主張是，日「中」應該繼續協議，真誠對話。另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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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黨知道大陸對於東海日「中」「中間線」的立場是不承認，但仍主張

雙方應該繼續協商找出解決之道，簽訂協議。大體上，民主黨目前對

大陸的政策，實務上雖還不明確，但強調友好關係方針將會持續著。 

另外， 9月 16日，大陸總理溫家寶致電鳩山內閣成立時表示，這

是「中」日關係新的歷史出發點。大陸外交部發言人也表示，大陸歡

迎民主黨政府不以「日美同盟」為主軸的亞洲政策，以及約束閣僚參

拜靖國神社。大陸對鳩山政權是充滿期待（新華社，2009.9.16）。而眾所矚目的

首次鳩山與胡錦濤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的高峰會，在 9月 22日雙方

會談中都強調持續既定的「戰略互惠關係」政策。胡錦濤提出 5 點意

見做為未來發展日「中」關係的基礎，包括：（1）加強高層交往，增

進政治互信；（2）加強經貿合作，強化利益紐帶；（3）增進國民感情，

務實民意基礎；（4）加強亞洲事務合作，推動國際事務協調；（5）妥

善處理分歧，維護友好大局。這 5 點鳩山都表示贊同。至於有關雙方

潛在的歷史認識問題，鳩山強調將遵循 1995年村山首相的談內容話。

此外，鳩山還特別強調以「友愛精神」尊重不同看法的態度推動亞洲

外交政策，並與大陸共同推動東亞共同體的發展。針對兩國在東海利

益衝突問題，鳩山也提出將使東海成為「友愛之海」來呼應大陸提出

的「和平、友好、合作之海」的呼籲。 

3.對臺關係發展方針－希望臺海維持和平穩定，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 

在對臺灣政策方面，鳩山與胡錦濤會晤時也表明，將遵守 1972年

的「日『中』共同聲明」。民主黨雖然很重視與大陸的友好關係，但同

時也很關注與東亞國家的民主價值發展。例如大陸處理西藏問題，鳩

山會晤胡錦濤時特別提出予以關注，從這一點來看，以臺灣的民主化

程度遠高於大陸而言，將會是臺灣與民主黨政府發展關係的重要基

礎。整體而言，未來民主黨不太可能推動刺激大陸的對臺政策，會持

續日、「中」3 文件的政策。不過，在既有經貿文化領域的日臺關係，

包括經貿、觀光、文化、青少年交流等方面，民主黨可能還會更加重

視。值得注意的是，在安全保障關係方面，民主黨在選舉前就提出，

臺海有事不願意為了對付大陸而與美國合作的論調。民主黨對臺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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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迄今曾經做過的表態是：希望臺海維持和平穩定，以和平方式解決

爭端。此一方針未來可能不會有所改變。 

 

（三）結語 
對民主黨政府而言，上臺後優先處理的應該是日本與美國的關

係，以及日本的整體外交戰略目標，包括「日美同盟」的定位、是否

再推聯合國的「入常」政策、民主黨一再強調的日本自主性的戰略是

什麼等等，這些問題都會牽動日本與大陸、臺灣以及其他東亞國家的

關係。定位以後，才能清楚看出日「中」、日臺關係未來明確走向。不

過，我方也應未雨綢繆，針對未來臺日關係發展方向，應積極與日本

新政府多加溝通。事實上，民主黨政府相當重視與東亞鄰邦的和諧共

生關係，對臺日關係而言，許多過去爭議性頗高的議題，如臺日漁業

談判中的議題，在民主黨強調和諧共生的外交氛圍下，雙方可以誠懇

地好好談一談。 

 

五、近期大陸高級將領人事動態 
 

企劃處主稿 

 

▓「兩會」前夕的人事異動，主要是提拔有實戰經驗、懂作戰、

在抗震救災有所表現的年輕將領出任要職；八一建軍節前夕的

人事調整，則呈現「不拘一格」特色，加強中央與地方、軍隊

及軍事院校間交流與職務輪調，凸顯中央與基層、軍事理論與

實務間相結合。 

▓中共建政後出生的「共和國一代」50 後將領，已成為高級將領

中堅力量，但培養「年輕化」、「專業化」的將領，仍然是努力

的方向。 

▓解放軍將領異動已走向制度化，除需受過相關軍事教育及專業

的訓練外，也要有不同性質單位間的職務歷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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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初以來，大陸解放軍高級將領已有兩波較受矚目的人事異

動，分別在 3月的「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會議前，與 8月 1日「建

軍節」前。異動規模堪稱「全軍性」，包括解放軍 4總部(總參謀部、總政治部、

總後勤部和總裝備部)、各大軍種(含第 2炮兵)、各大軍區及下轄的省軍區和集團軍，

乃至武警部隊、各大軍事院校等，均進行人事調整。 

 

（一）職務調整概況（個別將領異動，請詳附表） 
1.在 3月「兩會」前，解放軍將領進行今年第 1波大調動。這次調

整是屬年度例行的「規定動作」(依據「解放軍軍官服役條例」的任職條件和最高服役年限等規定

實施)，為正常的例行調整 (中新網，2009.2.23)。除中央外，地方各大軍區的調整

亦引人關注，7大軍區除北京軍區外，均有副級將領的調整，亦有不少

中央單位將領外放至地方軍區；而異動的將領以少將層級為主。 

2.「八一建軍節」前夕的將領異動，其調整規模更大、層級更高，

從總部機關及各軍種司令部的第 1 線部隊、到軍事院校及科研院所

等，彼此間垂直及? 向交流、職務互調及升遷(重慶晚報，2009.7.28)。此次異

動，有屆齡退休者，如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劉鎮武退役等；有晉升將

領者，包括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馬曉天等 3位晉升上將、20多位晉升

中將和 80 多位晉升少將(南方都市報，2009.7.30)；有升職者，其中瀋陽軍區參

謀長侯樹森直升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升遷速度之快，為近 40 年來

所罕見。 

 

（二）人事異動的特點 
今年解放軍將領人事變動的特點如下：  

1.兩會前夕的人事異動，主要是提拔有實戰經驗、懂作戰、在抗震

救災有所表現的年輕將領出任要職，以提升高層指揮團隊在年齡及專

業上的優質化，而八一建軍節前夕的人事調整，則呈現「不拘一格」

特色，既注重軍隊內部拔擢，以鼓舞士氣，又打破各單位彼此間人事

限制，加強中央與地方、軍隊及軍事院校間交流與職務輪調，凸顯中

央與基層、軍事理論與實務間相結合。評論認為這兩波的高級將領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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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乃是體現胡錦濤的治軍思想，注重實用主義，打破「論資排輩」

的傳統，同時重視軍隊人才的培養，實現將領間的交流和重組 (世界日報，

2009.7.30)。 

2.7 月 21 日晉升的 3 名上將，有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馬曉天、軍事

科學院政委劉源、成都軍區政委張海陽，3 人均為名門之後的「太子

黨」，可能有機會進入中央軍事委員會，此次晉升是為中共「十八大」

接班布局鋪路(太陽報，2009.7.22；世界日報，2009.7.30)。 

3.中共建政後出生的「共和國一代」(50後)將領，已成為高級將領中

堅力量，但在「60 後」的省長、部長已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之際，「60

後」的將軍目前仍鳳毛麟角。培養「年輕化」、「專業化」的將領，仍

然是努力的方向。 

4.瀋陽軍區參謀長侯樹森直接晉升副總參謀長(以往升任此職務者，多為大軍區正

職)，缺乏相關職務歷練，外界稱為罕見的「火箭式」升官(文匯報，2009.7.7)。 

5.此次將領異動中，從軍事院校調入中央單位的現象，是往常極為

少見的(如南京陸軍指揮學院院長陳勇直升總參謀長助理)，顯示來自高等軍事學府，具有專

業化、現代化與資訊化的戰略戰術專家型將領，日益受到重視。 

6.海軍後勤部政委徐莉莉出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是繼聶榮臻元帥

獨生女聶力之後，第 2位女性擔任大軍區級領導階級的高級將領。 

 

（三）結語 
胡錦濤 2004年接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後，已數度主導高階將領的

晉升，而胡錦濤講究「實用主義」，破格拔擢有能力、有實力的年輕將

領（聯合報，2007.8.2），「黨指揮槍」的掌控能力應無問題。整體而言，解放軍

將領異動已走向制度化，除需受過相關軍事教育及專業的訓練外，也

要有不同性質單位間的職務歷練。特別是在總部與軍種，或是不同大

軍區等間，彼此垂直、? 向的交流、歷練，以培養全方位、視野廣大、

現代化的「複合型指揮人才」（展望與探索，鄭大誠， v.6,n.1，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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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解放軍近期異動名單（今年初起至「八一建軍節」止） 

1.總參謀部（於解放軍總部中人事調整幅度最大） 
姓名 異動時間 新職 原職 備註 

馬曉天 八一建軍節前 副總參謀長 副總參謀長 晉升上將 
(前解放軍
政治學院
馬載堯之
子) 

孫建國(中將) 「兩會」前夕 副總參謀長 總參謀長助理  
戚建國(少將) 「兩會」前夕 總參謀長助理 總參謀部作戰部部長  
侯樹森(中將) 八一建軍節前 副總參謀長 瀋陽軍區參謀長  
陳勇(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總參謀長助理 南京陸軍指揮學院院長  
白建軍(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總參謀部一部部長 濟南軍區某集團軍軍長  

王克斌(大校) 
八一建軍節前 總參謀部一部副部長兼

國家人民防空辦公室副
主任 

總參謀部一部聯合作戰
指揮中心主任 

 

盧春祥(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總參謀部四部政治部主任 解放軍電子工程學院政委  
郝葉力(大校)  八一建軍節前 總參謀部四部副部長 總參謀部四部某研究所

所長 
 

※按：總參謀部一部指作戰部；總參謀部四部指電子對抗與雷達兵部。 

 

2.總政治部 
姓名 異動時間 新職 原職 備註 

許耀元 八一建軍節前 總政治部主任助理 總政治部主任助理 晉升中將 
柴紹良(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   
張貢獻(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總政治部辦公廳秘書長 成都軍區某集團軍政治

部主任 
 

李鳳山(大校) 八一建軍節前 總政治部辦公廳副秘書
長  

總政治部辦公廳秘書局
局長 

 

王成志(大校) 八一建軍節前 總政治部幹部部副部長 總政治部老幹部局副局
長  

 

 

3.總後勤部（該部副部長由 3人增為 4人） 
姓名 異動時間 新職 原職 備註 

丁繼業 八一建軍節前 總後勤部副部長 總後勤部副部長 晉升中將 
秦銀河 八一建軍節前 總後勤部副部長 總後勤部副部長 晉升中將 
上官輝 八一建軍節前 總裝備部國際合作部副

部長 
  

王玉民(少將) 「兩會」前夕 總後勤部衛生部副部長   
李少鎖 「兩會」前夕 總後勤部軍需物資油料

部副部長 
  

張忍奎 「兩會」前夕 總後勤部基建營房部副
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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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總裝備部 
姓名 異動時間 新職 原職 備註 

牛紅光(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總裝備部副主任 總裝備部參謀長  
王兆宇(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白城兵器試驗中心政委 酒泉衛星發射中心政治

部主任 
 

孫保衛(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西昌衛星發射中心政委 白城兵器試驗中心政委  

 

5.海軍（各軍種以海軍變動最大，內部拔擢為主，多由基層開始歷練） 
姓名 異動時間 新職 原職 備註 

徐建中(中將) 八一建軍節前 海軍副政委 海軍政治部主任  
蘇士亮(中將) 「兩會」前夕 海軍參謀長 廣州軍區副司令員兼南

海艦隊司令員 
 

吳奎元(少將) 「兩會」前夕 海軍東海艦隊副參謀長 南海艦隊某保障基地裝
備部部長 

 

蘇支前(少將) 「兩會」前夕 廣州軍區副司令員兼南
海艦隊司令員 

南海艦隊副司令員  

孟濤(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北海艦隊副參謀長 海軍司令部電子雷達對
抗部部長 

 

王兆海(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海軍政治部主任 軍事科學院副院長  
徐衛兵(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海軍上海基地司令員 海軍工程大學副校長  
孫來沈(少將) 「兩會」前夕 東海艦隊航空兵司令員 東海艦隊航空兵副司令

員   
 

張華臣(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東海艦隊副司令員 海軍福州保障基地司令
員  

 

邱延鵬(大校) 「兩會」前夕 東海艦隊副參謀長 驅逐艦某支隊支隊長  
夏克偉(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北海艦隊政治部副主任 海軍潛艇學院政委  
杜希平(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北海艦隊副司令員 東海艦隊副司令員  
高波(大校) 八一建軍節前 南海艦隊副參謀長 瀋陽軍區某集團軍副軍

長  
 

馬合木提·庫
爾班(大校) 

八一建軍節前 南航副司令員 南疆軍分區  

 

6.空軍（以跨地區間交流為主） 
姓名 異動時間 新職 原職 備註 

王偉（中將） 八一建軍節前 空軍副政委 南京軍區副政委  
陳小工(中將) 「兩會」前夕 空軍副司令員 總參謀長助理  
葉正田(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廣州軍區空軍副司令員 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  
王鐵翼(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瀋陽軍區空軍副參謀長 廣州軍區空航空兵某師

師長 
 

劉廣彬(大校) 八一建軍節前 蘭州軍區空軍副參謀長 南京軍區空航空兵某師
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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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二炮兵（以內部拔擢為主） 
姓名 異動時間 新職 原職 備註 

張孝忠(中將) 「兩會」前夕 二炮副政委 二炮政治部主任  
高津(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二炮某基地司令員 二炮某基地副司令員  
牛炳祥(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二炮某基地政委 二炮某基地政治部主任  
車發順(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二炮某基地政委  二炮某基地副政委  
辛光軍(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二炮某基地副政委 二炮指揮學院政治部主

任  
 

馬譽煒 「兩會」前夕 戰略導彈部隊北京衛戍
區政治部主任 

戰略導彈部隊內蒙古呼
倫貝爾軍分區政委 

 

 

8.武警 
姓名 異動時間 新職 原職 備註 

王建平(中將) 八一建軍節前 武警副司令員 武警參謀長  
魏亮(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武警政治部主任 濟南軍區某集團軍政委  
薛國強(少將) 「兩會」前夕 武警副司令員 武警副參謀長  

 

9.軍事院校 
姓名 異動時間 新職 原職 備註 

劉源 八一建軍節前 軍事科學院政委 軍事科學院政委 晉升上將 
(劉少奇之
子) 

徐莉莉(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軍事科學院副院長 海軍後勤部政委  
任海泉(少將) 「兩會」前夕 國防大學副校長 國防大學教育長  
楊學軍(少將) 「兩會」前夕 國防科技大學副校長 國防科技大學教育長  
劉振全(少將) 「兩會」前夕 第2軍醫大學校長 第2軍醫大學副校長  
徐慶吉 「兩會」前夕 第2軍醫大學副校長   
戴旭光(少將) 「兩會」前夕 第4軍醫大學政委 第4軍醫大學副政委  
鄭亨斌(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海軍工程大學政治部主

任  
南海艦隊某保障基地政
委  

 

鄒鵬(少將） 「兩會」前夕 裝備指揮技術學院院長 國防科技大學電腦學院
院長 

 

董鳳純(大校) 八一建軍節前 海軍潛艇學院政委 海軍政治部幹部部部長  

 

10.各軍區 
姓名 異動時間 新職 原職 備註 

馬炳泰(少將) 「兩會」前夕 瀋陽軍區副政委 武警政治部副主任  
宋普選(少將) 「兩會」前夕 南京軍區副司令員 濟南軍區下轄的陸軍第

54集團軍軍長 
 

賈延明(中將) 「兩會」前夕 南京軍區副政委 成都軍區空軍政委  
劉沈揚(少將) 「兩會」前夕 濟南軍區副司令員 福建省軍區司令員  
呂建成(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濟南軍區副政委 武警黃金部隊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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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軍(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廣州軍區聯勤部部長 廣州軍區裝備部部長  
閻力平(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廣州軍區裝備部部長 廣州軍區副參謀長  
孔見(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廣州軍區副參謀長 廣州軍區某集團軍副軍

長  
 

黃躍進(大校) 八一建軍節前 廣州軍區某集團軍副軍
長  

廣州軍區某集團軍副政
委  

 

周為民(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廣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 廣州軍區第41集團軍政
治部主任 

 

馬必強(大校) 八一建軍節前 廣州軍區第41集團軍政
治部主任 

珠海警備區政委  

劉峻嶂(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廣州軍區聯勤部副部長 海南省軍區副司令員  
陳劍鋒(大校) 八一建軍節前 廣州軍區聯勤部副部長 海南省軍區後勤部部長  
牟明濱(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瀋陽軍區某集團軍副軍

長  
總參謀部動員部副部長  

張海陽 八一建軍節前 成都軍區政委 成都軍區政委 晉升上將 
(前中央軍
委副主席
張震之子) 

阮志柏(少將) 「兩會」前夕 成都軍區副司令員 解放軍審計署審計長  
熊作明(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成都軍區聯勤部副部長 成都軍區某集團軍副軍

長  
 

黃藝(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成都軍區某集團軍副軍
長  

成都軍區某集團軍參謀
長  

 

李慶岱(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成都軍區聯勤部副政委 雲南省軍區副政委  
陳貴忠(大校) 八一建軍節前 成都軍區裝備部副部長 成都軍區某集團軍裝備

部部長 
 

劉家國(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成都軍區某集團軍政治
部主任 

貴州省軍區政治部主任  

 

11.省級軍區 
姓名 異動時間 新職 原職 備註 

許援朝(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江蘇省軍區司令員 安徽省軍區司令員 許世友上
將之子 

孟昭斌(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安徽省軍區司令員 福建省軍區副司令員  
汪慶廣(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福建省軍區司令員 南京軍區某集團軍副軍

長  
 

朱生嶺(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福建省軍區政委 南京軍區某集團軍政治
部主任 

 

李光金(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上海警備區政委 福建省軍區政委  
張林(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遼寧省軍區政委 瀋陽軍區某集團軍副政

委  
 

姚立雲(少將) 八一建軍節前 青海省軍區副政委 總參謀部二部政治部主
任  

 

※按：總參謀部二部即情報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