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Ⅱ、研判報告 
 
壹、政治 
 

█中共召開十屆「人大」、「政協」四次會議，審議通過「十一五

規劃綱要」，擘劃 2006至 2010年中國大陸經社發展藍圖。 

█溫家寶「政府工作報告」著力解決民生問題，內部維穩仍為政府

工作首要之務。 

█強化黨風建設，幹部教育漸趨制度化，輔以「八榮八恥」為教育

新圭臬，「胡錦濤路線」漸次成型。 

█推進反腐工作的法制化、全面化，並進一步邁開政務公開的步伐，

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衡與監督。 

█城鄉失衡持續惡化，維權運動頻仍，中共積極推動「社會主義新

農村建設」期達城鄉統籌之目標。 

█連續第 3 年以「一號文件」宣示農村政策，顯示三農問題仍然嚴

峻。 

█整肅報刊、緊縮網路空間、實施手機實名制，加緊修築言論長城，

顯示胡溫對其執政地位仍深具危機感。 

 

 

一、召開十屆「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四次會議 
中共十屆「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四次會議（以下簡稱「兩會」）分別於今年3

月5至14日、3月3至13日在北京召開。此次例會因進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

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以下簡稱「十一五規劃綱要」）草案審議，係中共擘

劃2006至2010年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性會議，故備受各界矚目。 
 
◆強調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著重解決人民切身問題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全國人大」所作「政府工作報告」（約 20,000餘字）分為「去

年工作回顧」、「今年主要任務」、「關於『十一五規劃綱要（草案）的說明』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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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臚列去年 4大工作成果（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改革開放邁出重大步伐、社會事業取得新進步、人民生活

進一步改善），惟亦自承經社發展長期累積的矛盾尚未解決，現階段又必須面臨 5 個

新問題（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難度加大、固定資產投資增幅仍然偏高、部分行業過度投資的不良後果開始顯現、涉及

群眾切身利益問題未獲解決、安全生產形勢嚴峻），以及政府職能轉變滯後、政府人員形式主義、

腐敗現象嚴重等問題（新華社，2006.3.15）。 

報告揭示，由於今年為「十一五規劃」開局關鍵年，為達經濟和社會發展主要

預期目標，政府工作須在「穩定政策，適度微調」、「把握大局，抓好重點」、

「統籌兼顧，關注民生」3大原則下推進 8大任務，包括：繼續保持經濟平穩較快

發展；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加大產業結構調整、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

力度；繼續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加強文化建

設；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高度重視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加強民主政

治建設和維護社會穩定（新華社，2006.3.15）。 

 
◆通過「十一五規劃綱要」，堅持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 
中共「全國人大」審議通過「十一五規劃綱要」（3 月 16 日公布，全文約 50,000字，分為

14篇 48章）。「綱要」揭示中國大陸 2006至 2010年經濟社會發展 9大主要目標，分

別為宏觀經濟平穩運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協調城鄉區域

發展、加強基本公共服務、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與推進民主法制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新華社，2006.3.16）。 
此外，溫家寶於「政府工作報告」中特別點出「十一五」時期的主要任務為：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促進區域協調發

展、著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努力建設和諧社會等 6項（「綱

要」共臚列 13 個「十一五」時期的任務）（新華社，2006.3.15），並強調將解決「三農」問題放在各

項戰略任務的首位，顯示未來 5 年中共執政重點仍將置於平衡城鄉、區域發展，

維持中國大陸內部穩定與和諧仍為首要之務。 
 
◆堅持社會主義民主，政改仍侷限於基層民主及行政改革層面 

「十一五規劃綱要」雖將「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單列成篇，惟對外

界普遍關注的政治體制改革，並無銳意革新之安排，僅表示要堅持和完善人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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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積極穩妥地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保證公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

主管理、民主監督；加強基層民主建設，堅持和完善政務公開、廠務公開、村務

公開，保證公民依法行使選舉權、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等，均屬舊調。而揆

諸「政府工作報告」中所強調將依法行政、完善公眾參與立法機制、強化審計與

監察、司法制改革、做好信訪工作、完善預警體系和應急處理機制等，亦多侷限

於強化政府職能、行政改革及司法改革範疇。 

 
◆「兩院」報告獲最低支持率，凸顯反腐、法制工作仍待加強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蕭揚於「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指出，2005 年各級法院

辦結案件均有增長（最高人民法院共辦結各類案件 3,196 件【同比上升 9.34％】，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共辦結各類

案件 7,940,549件【上升 0.85％】）；但亦坦承目前法院工作仍存在許多問題（包括東部沿海地區、大

中城市案多人少；中西部地區法官人才流失、青黃不接等）；2006年將堅持「嚴打」方針，全面加強

審判和執行工作，加強涉農案件、知識財產權案件審判，推進司法隊伍建設，並

落實「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為實施「十一五」規劃和構建和諧社會

提供司法保障（新華社，2006.3.19）。 
最高人民檢察院院長賈春旺在「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指出，2005 年各

級檢察機關全年批准逮捕各類刑事犯罪嫌疑人與提起公訴者分別同比上升 6.1％與

9.6％，立案偵查涉嫌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犯罪的國家工作人員較去年減少 5.28％。

渠亦自承當前檢查工作存在的問題包括：法律監督工作與人民群眾期望和要求有

差距、執法辦案的規範化程度待提高、檢查人員整體素質和執法能力無法適應所

需、基層基礎工作較薄弱等；2006 年將加強履行各項法律監督職責，維護社會穩

定和公平正義（新華社，2006.3.19）。 
今年「兩院」報告雖列舉過去 1 年工作成效，並自認工作取得相當進展，

惟所獲之得票率分別為 78.07％及 81.67％（前年分別為 71.9％及 74.6％），仍低於其他

工作報告（政府工作報告為 98.86％，十一五規劃綱要為 97.37％，社經發展報告為 94.47％，預算報告為 87.17

％），顯示政府法制工作及解決貪腐問題的能力，仍與人大代表的期待有所差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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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力圖擴張立法與監督權限 
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共收到議案 1,006 件（30名以上代表聯名提出 1,003件，代表團

提出 3件），較上次會議（991件）略有增加，其中有 1,003件為法律案（屬行政法類議案最多佔

議案總數 33.1％、經濟法類佔議案總數 20.1％、社會法類案佔議案總數 12.6％），提案重點集中在增強自主

創新能力、建設新農村和社會保障與救助等方面的立法與法律修改（新華社，2006.3.13）。

「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強調，2006年立法工作將進一步凸顯「立法為民」的思維，

廣泛聽取基層群眾意見；常委會工作將繼續以發揮代表作用和加強常委會制度建

設為重點，進一步提高代表議案和建議的辦理質量，擴大代表對常委會活動的參

與，加強和改進代表視察和專題調研等工作（新華社，2006.3.18）。 

「全國人大」形式上為中共最高權力機關，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多元化，近

年來「人大」代表亟欲擺脫「橡皮圖章」形象，力圖提升立法與監督功能。然吳

邦國在報告中仍強調「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為思想指導，使黨的主張

成為國家意志；堅持從國情出發，借鑒國外法律但不能照抄照搬」，顯示「人大」

功能轉變有限，主要仍在貫徹黨的旨意。且評論指出，人大無法跳脫「橡皮圖章」

本質係因代表並非經由民主選舉程序產生（山東大學教授孫文廣，多維新聞網，2006.3.15），無法

達到民意監督行政的目的（前冰點總編輯李大同，多維新聞網，2006.3.15）。 
 
◆「政協」職能漸趨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 
「全國政協」在此次會議期間共收到提案 5,030件，為歷年最多（立案者達 4,898件，

佔提案總數的 97.38％。其中經濟建設方面 2213 件，佔 45.18％；科教文衛體方面 1,441 件，佔 29.42％；政治法律和社會

保障方面 1,244件，佔 25.40％）。政協主席賈慶林指出今後工作方向為貫徹「中共中央關於

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圍繞「十一五規劃綱要」展開重點課題的專題調研、

反映群眾普遍關心問題、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貢獻力量，及拓展履行職能的

新形式和方法（新華社，2006.3.13）。 

「政協」為中共統戰組織（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和各

界代表，臺灣、港澳同胞和歸國僑胞代表及特邀人士所組成），主要職能是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及參

政議政。年來角色漸顯活躍，自詡做好民主監督、加強提案獻策作用、積極進行

反映社情民意之信息工作。近期中共領導人亦採取多項強化政協工作舉措，包括：

1 月 24 日中共中央舉行黨外人士迎春座談會，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就加強多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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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4點希望（1.著眼於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為推動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獻計出力；2.著眼於鞏固民主團結的政

治局面，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獻計出力；3.著眼於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獻計出力；4.著眼於發

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為解決關係群眾切身利益的突出問題獻計出力）（新華社，2006.1.24）；1月 25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加強政協工作（新華社，2006.1.24）；3月 1日中共中央正式頒發

2006年中央五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新華社，2006.3.1）。

中共一系列之作為顯示其有意將「政協」職能朝向制度化、規範化及程序化發展，

並希冀藉由強化多黨合作及政治協商，紓解外界要求「政改」的壓力，未來「政

協」統戰實質功能料將進一步強化。 
 
二、整肅黨風，進ㄧ步鞏固胡的路線 
◆黨政幹部教育漸趨制度化 
中共為加強黨的意識型態、強化共黨領導的合法性，近年來加強投入黨政幹

部意識形態教育工作。除自2004年（2004年1月下發「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

」）重啟「馬克思主義基礎研究和建設工程」外，並於去年1月起啟動「保持共產黨

員先進性教育活動」（目前進行第3批，預計今年6月結束）。 

近期，幹部教育朝向制度化發展。3月29日，中共中央印發「幹部教育培訓

工作條例（試行）」（新華社，2006.3.29），並發出通知指出該「條例」的頒布係加強和

改進幹部教育工作的重要舉措，對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均具重要

意義。「條例」明確點出幹部教育工作係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

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為指導（第2條），引導幹部堅定共產黨主義理想和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信念（第17條），明確規範省部級、廳局級、縣處級黨政領導幹部每5

年應參加至少3個月的培訓（第13條），且培訓情況將作為幹部考核、升遷的依據之

ㄧ（第41條）。 

 
◆「八榮八恥」為教育新重點 

胡錦濤於3月4日全國政協民盟民進聯組會上提出「八個為榮，八個為恥」（

1.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2.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3.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4.

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5.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6.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7.以尊

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8.以艱苦奮鬥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的社會主義新榮辱觀（新華社，200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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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中共紀檢、監察、司法、宣傳、人事等各相關部門即將此奉為黨務工作的

新圭臬。 

中共司法部長吳愛英（於3月16日「司法行政系統廉政工作會議」）強調要以「八榮八恥」抵

禦各種腐朽和思想文化的侵蝕（中新社，2006.3.12）。中宣部部長劉雲山（於3月17日「樹立社會

主義榮辱觀座談會」）表示將大力宣傳、營造輿論，把以「八榮八恥」為主的社會主義榮

辱觀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新華社，2006.3.17）。中組部（3月19日）發出通知，要求切

實將社會主義榮辱觀的任務落實到組織工作（1.要把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納入目前正開展的保持共產

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之中；2.要把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作為領導幹部教育培訓和領導班子思想建設的重要內容；3.把實踐「

八榮八恥」情況作為幹部考核評價的重要標準。在今明2年地方黨委換屆工作中，要採取有利措施）（新華社，2006.3.19

）。中紀委副書記何勇（於3月20日「紀檢監察機關關於學習貫徹胡錦濤關於社會主義榮辱觀重要講話」座談會

、3月28日「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與黨的先進性建設」理論研討會）指示，各紀檢監察機關和幹部

要學習貫徹胡講話的精神、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推動黨風廉政建設和

反腐敗工作深入開展，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有力保證（新華社，2006.3.20、2006.3.28）

。評論指出，「八榮八恥」無異給各級官員ㄧ把「道德尺」（新華社，2006.4.4）。 

中共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單位所有制」以及「組織性依賴」等經濟社會制

度的解體，傳統黨國體制對於社會與黨員滲透、控制的能力與管道漸漸式微，使

得共黨組織與幹部紀律敗壞、貪腐成為嚴重的政治問題，並腐蝕中共統治基礎（本

會資料，2006.3.24），因此中共近年來不斷加強對黨政幹部的意識型態教育。近期提出

「社會主義榮辱觀」並納入黨幹教育，其目的除打擊貪腐外，評論指出，胡錦濤

亦希藉由一連串的論述（從「新三民主義」、「三個為民」、「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求真務實」、「科

學發展觀」，到現階段的「八榮八恥」），漸次強化其路線的輪廓，並藉由幹部教育使之融入

黨員的思想體系，以整合黨內派系、剷除江系殘餘人馬，為未來「胡錦濤理論」

佈局。 

 
三、持續加強反腐力度，進ㄧ步強化法制、監督與制衡機制 
◆召開中紀委第 6次全體會議，揭示反腐新局：「法制化、全方位」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6次全體會議1月5日至6日於北京舉行（中央政治局常委

悉數出席），確定今年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6大工作任務為： 1.維護黨的紀律，為

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有力保證；2.堅決糾正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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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3.運用先進性教育活動創造的好做法好經驗，深入開展反腐

倡廉教育，特別是加強對領導幹部的權利觀和政績教育；4.以查辦發生在領導機關

和領導幹部中違反黨紀的案件為重點；5.深入推進從源頭上預防腐敗工作；6.加強

對權力運行制度的制約和監督。會中並通過中紀委書記吳官正所作「全面履行黨

章賦予的職責，進一步加大防治力度，不斷開創黨風廉正建設和防腐敗工作新局

面」的報告（新華社，2006.1.7），重申必須抓緊落實「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並重

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2005年1月16日中共印發）。 

胡錦濤於會議中指示「加強以黨章為核心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建設，著力提

高制度的科學性、系統性、權威性，做到用制度管權、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

，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制度化、規範化」（新華社，2006.1.16）。中紀委法

規室政策研究處處長蔡曉亦表示「黨的防腐敗政策將由『政策』上升為『法律』

」（中通社，2006.1.7）， 顯示中共反腐敗工作將由政策主導轉向法制化（世界日報社論，2006.1.17

），希建立綿密法網以填補中共反腐制度存在政策、文件較多，法律偏少、法律規

範真空的現象（鳳凰網，2006.1.17）。 

根據媒體報導，2005年中國大陸因貪污受賄受到黨紀處分的省部級高官有13

人（新華社，2006.3.11）。近年來中共反腐工作雖打了不少老虎，但對於與民眾利益最相

關的、接觸最頻繁的基層官員（蒼蠅）卻重視不足，然而單純重視高官並不能解決民

眾「感覺得到」的官員腐敗問題（信報，2006.1.20）。在百姓心中，基層幹部即為黨和

政府的代言人，他們的腐敗將導致基層幹群關係和黨群關係的惡化，最終影響到

整個國家（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田弘杰），因此，反腐工作應「兩手抓」，一手抓大

腐敗，一手抓小腐敗（中國社科院反腐專家邵道生教授）（多維新聞網，2006.1.3）。分析指出，胡錦

濤於會議中特別提到「要把解決損害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作為黨風政風建設的工

作重點，嚴肅查處損害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顯示今年中共反腐將朝「既打老

虎，也打蒼蠅」的全方位方向進行（中通社，2006.1.7）。 

整體而言，中紀委此次會議與以往不同的是強調加強反腐敗法制建設的力度

，及關注與民眾切身利益相關的腐敗問題。惟綜觀中共近幾年來的反腐力度雖未

曾鬆歇，其為反腐工作鋪設的遠景亦似乎值得期待，然在「人治凌駕於法制」、

「黨紀先於國法」的現行體制下，對失職、犯錯官員之處分無一套既定的準則，

反淪為政治考量（香港蘋果日報，2002.1.24），因此雖是年年反腐，卻是越反越腐。可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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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若政治改革未能同步進行，此些「反腐改革」恐淪為空話（中通社，2006.1.22）。 

 
◆治理商業賄賂為 2006年反腐工作重中之重 
商業賄賂雖發生於交易活動中，但與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濫用職權、以權

謀私有密切關聯（溫家寶於2月24日國務院第4次廉政工作會議，中新社，2006.2.24），且好發於政府控

制的壟斷性、關係民生的領域（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陳忠林。中新社，2006.3.9），如處理不慎

，將動搖民眾對政府執政的信心。隨著商業賄賂之情勢愈發嚴重（2000-2005上半年，全中

國大陸各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共查處各類商業賄賂案件13,606件，案值達52.8億元），中共自去年起即加強治

理力度，例如：中共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公佈舉報商業賄賂案件投訴電話（新華社

，2005.12.19）、著手審議刑法修正案（新華社，2005.12.25）。 

胡錦濤於1月6日中紀委第6次全會上表示，必須「認真開展治理商業賄賂專項

工作」（新華社，2006.1.6），溫家寶亦於2月24日國務院第4次廉政工作會議上要求各部

門將治理商業賄賂作為2006年反腐倡廉工作重點（中共中國廣播網網站，2006.2.26），今年十

屆人大四次會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與「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均將

治理商業賄賂列為2006年工作要項（新華社，2006.3.11），顯示治理商業賄賂已經擺到中

共反腐敗總體格局的突出位置（新華社，2006.3.11）。 

在開展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方面，中紀委副書記何勇（於「中共中央和國家機關貫徹

落實2006年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部署任務分工會議」，2006.2.16）要求要抓好3方面工作（1.堅決糾正；

2.依法查處；3.深化改革、完善機制）、處理好5個關係（1.集中治理與長抓不懈；2.抓住重點與全面推進；3.開展

治理與維護大局；4.依法打擊與教育警示；5.分工主抓與齊抓共管的）（3月30日，「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座談會」。新

華社，2006.3.30），以及利用各種途徑掌握賄賂案件線索（包括信訪舉報網絡）（新華社，2006.3.2）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兼治理商業賄賂領導小組組長）曹建民則指出，人民法院必須

開展政策法律問題研究、加強信息交流與司法宣傳工作等3方面工作（於最高人民法院治

理商業賄賂小組第1次會議。中新社，2006.3.31）。 

 
◆黨委換屆重視反腐及民意監督機制 

今年中共將啟動地方四級黨委換屆（據媒體披露，今年下半年將完成14個省【區、市】的換屆

，明年上半年再完成17個，涉及數10萬個官員。新華社，2006.3.7），所產生的新一屆領導班子將為

胡錦濤於地方各級政府的「班底」（香港經濟日報，2006.1.18），擔任執行「十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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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的重責大任（多維新聞網，2006.1.18），可視為「十七大」人事佈局的前哨站（多維

新聞網，2006.1.18）。 

由於共產黨是中國大陸唯一的執政黨，各級黨委在人事上的腐敗，不但直接

影響到中共幹部的清廉程度，更可能動搖和削弱中共的執政基礎、能力與地位（中

國人事科學研究院院長吳江，新華社，2006.1.23），因此中共對於如何「選好用準幹部」十分謹慎

，而地方黨委換屆前常是腐敗好發時刻（新華社，2006.3.17）。中紀委與中組部1月23日

聯合召開記者會，中紀委副書記劉錫榮於會中強調「時值黨委換屆關鍵時刻，對

跑官要官的要教育批評，不能提拔重用，已得到提拔的要堅決撤下來」，並表示

要以嚴明的紀律確保地方黨委換屆順利進行。會中通報6宗跑官要官案件（四川省財政

廳投資處前處長雷應全、黑龍江省雞西市教育局前黨委書記劉振樹、山西省臨汾市公安局前局長邵建偉、山西省翼城縣前

縣委書記武保安、雲南省德宏州梁河縣前副縣長尹黎明、河北省邯鄲市魏縣財政所長劉二海），這是中共首次以

新聞發佈會的形式通報黨內腐敗個案（新華社，2006.1.23），目的是為換屆有序進行發揮

警示與威嚇作用（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院長吳江，新華社，2006.1.23），雖顯示出胡溫懲腐的信心

與決心（明報，2006.1.24），但能否禁止此一現象，仍待觀察。 

此外，據媒體報導，此次換屆幹部的選拔標準將不僅考量「政績」，亦考評

群眾對其施政滿意度的「民心」（新考評辦法包括：民主測評、民意調查、實績分析、個別談話、綜合評

價等5項）（浙江、四川、內蒙等地已展開試點）。中共中組部部長賀國強指出，新考評制度將進

一步體現民意，並進一步落實廣大群眾對幹部工作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

和監督權」，實現從依靠少數人考核到依靠多數人評價的轉變（中央黨校教授宋福范），

如此才能讓「該用、能用的人，不『跑』也能用」（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黨建原理教研室主

任高新民）（新華社，2006.3.7）。 

儘管中共為遏制換屆中可能出現的不正之風努力創造一個風清氣正的換屆環

境，惟從根本上看，繼續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以及實行民主選舉機制方為治

本之策（中新網，2006.1.17）。 

 

◆推進政務公開，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 
中共於1999年首次將「政務公開」納入政府工作報告（「實行政務公開，加強民主管理和

社會監督，充分發揮人民對政府的監督作用」，朱鎔基於九屆人大二次會議），即陸續展開相關改革工作。

去年3月24日中共中央辦、國辦發布「關於進ㄧ步推行政務公開的意見」（表示「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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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公開是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加強黨的執政能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

政治文明，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中國電子政務資訊網，2005.11.22）後，中共「政務公開」

的作為更趨豐富（國務院8個部委及31個省【區、市】建立政務公開工作領導機構和辦事機構；河北省積極推進行

政權力公開透明運行試點；北京市對市政建設和物價調整等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決策事項實行了聽證制度；上海、湖北等

省【市】制定了政府信息公開的規定；浙江、廣東、黑龍江等省已將政府信息公開辦法列入立法計畫；交通部、商務部等

12個部委制定政務公開規定）（新華社，2006.2.19）。 

今年起，中共進ㄧ步邁開「政務公開」的推進步伐。中共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www.gov.cn）於元旦正式開通（開設「政務公開」等12個欄目，新華社，2006.1.1），新華網總裁、中國

政府網負責人周錫生表示，此對於促進政務公開及便於公眾知情、參與和監督，

具有重要意義（新華社，2006.1.2），並希能以此推動透明、高效、務實、廉潔的政府（新

華社，2006.1.1）。此外，1月23日，「解密外交文獻－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檔案（1949-1955

）」首次公開，為中共外交部政務公開的重要面向（中共外交部部長李輝，新華社，2006.1.24）

。另據報導，「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可能於今年出臺（已列入國務院2006年立法計畫）（新華社

，2006.3.17），期藉由法令的規範打破信息資源壟斷，逐步提高政務信息資源的共享

水平，以及政府的社會管理能力和為公眾服務能力（中新社，2006.3.17）。 

今年2月24日，溫家寶在國務院第4次廉政工作會議上指示「政務公開作為各

級政府施政的一項基本制度，努力增強政府工作透明度」（新華社，2006.2.27）；其後，

亦將「政務公開」納入十屆人大四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並列入「十一五

規劃」（推行政務公開並逐步實現制度化，完善政府新聞發佈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保障公民對政府工作的知情

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揭示中共今後幾年將持續加強「政務公開」的力度。 

即使評論指出「政務公開」有助於減少腐敗（人民日報海外版，2006.3.16），惟公開之

「項目」如仍以「不危害國家社會安全」為篩選標準，恐淪為「形式公開」而非

「實質公開」。 

 
三、胡溫政權的考驗在農村 
中國大陸歷經20餘年的改革開放，其經濟結構產生急劇的轉變，雖達到了鄧

小平所說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標，但卻也漸暴露出區域發展失衡、城鄉

貧富不均（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中國大陸80％存款由20％有錢人持有，中通社，2006.3.19）的問題和矛盾，

對照中共標榜的「社會主義」，這無疑是最大的諷刺，且此問題潛在的「政治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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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力」亦對中國大陸的政情穩定帶來極大的威脅（據聞江澤民稱「分配不均」問題如未善加處理，

將為「亡黨亡國」之事，本會資料，2006.1.18）。 

 
◆城鄉失衡持續惡化，內部維權運動風起雲湧 
中國大陸農民對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功不可沒，中共官方亦自承城市快

速發展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係以農民犧牲大批良田與補償金偏低為代價（溫家寶於2005

年12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新華社，2006.1.19），惟農民卻無法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農村居

民收入分配不均（半數以上農戶的家庭收入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中通社，2006.1.10）、城鄉收入差距仍

大（城鄉居民平均收入相差7,000多元，溫家寶十屆人大四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農民人均收入落後城市8年，自由亞

洲之聲，2006.1.17。基尼系數為0.53，已經超過國際警戒線，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周孝正。中通社，2006.3.21），加

以地方官員官商勾結、損農民以自肥，因而農村群起抗爭事件（例如，廣州汕尾事件、廣東

蟠龍事件）頻傳（新加坡聯合早報，2006.2.24）。 

 
◆積極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期統籌城鄉發展、緩解不均 
中共第4代領導班子上台後，確立了一系列導向「共同富裕」的政策，期以「

統籌」與「均衡」消除社會中的不和諧因子，從「十六大」提出「小康社會」、

「十六屆四中」揭舉「和諧社會」（本會資料，2006.1.18），並於十六屆五中確定「建設

社會主義新農村」（並將「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定為新農村建設的目標）為

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溫家寶今年於3月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

「政府工作報告」中，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置於「十一五」期間工作重點

的首位，除體現中共對農村問題從「戰略思路」演變到「具體化」的過程（中國評論

，2006.3）外，亦表示三農問題與城鄉失衡問題及其可能引發的政治效果之嚴重性已

達中共領導人不得不審慎面對的程度。 

自去年底以降，中共各部門相繼發布以「平衡城鄉發展」為主的若干「支農

惠農」政策（例如：今年1月1日起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全面廢止農業稅；中共國家旅遊局公佈2006

年全國旅遊主題為「2006年中國鄉村遊」，並向各地旅遊管理部門發出通知，要求將「旅遊產業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作為本地區旅遊業發展的重要目標，人民日報，2006.1.1；中共中組部、人事部、教育部、財政部、農業部、衛生部、國

務院扶貧辦、共青團中央聯合發出「關於組織開展高校畢業生到農村基層從事支教、支農、支醫和扶貧工作的通知」；農

業部長杜青林表示，2006年農業和農村改革將著力改革戶籍管理制度，放寬城市戶口遷移限制，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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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管理制度；國務院發布「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不再僅著重於「增加農民收入」。

胡錦濤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以建設新農村為主題的第28次集體學習（1月25日）時

表示，「十一五」時期是中國大陸農業和農村發展的重要機遇期，指示各級黨委

和政府要切實把「三農」工作擺上重要議事日程，並提出5點要求（1.廣泛聽取基層幹部和

農民群眾的意見和建議；2.因地制宜、搞好規劃；3.堅持把廣大農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出發點；4.

建立黨委領導、政府負責、部門齊抓共管、全社會積極參與的工作機制；5.注重抓好試點及總結實踐），俾抓好建設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2月14日中共舉辦「中央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建設社會主義

新農村專題研討班」，胡錦濤更直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艱鉅、最繁重的任務在

農村，並強調必須將「三農」問題視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重申必須實行「工

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與「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且抓好6大工作重點（

1.全面加強農村生產力建設；2.堅持把促進農民增收作為農業和農村工作的中心任務；3.擴大農村基層民主；4.加強精神文

明建設；5.堅持以解決好農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著力點，促進農村和諧社會建設；6.堅持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新華社，2006.2.14），以確實解決「三農」問題，達到城鄉統籌發展的

目標。 

 
◆連年「一號文件」，顯示「三農」問題仍然嚴峻 

2005年12月28至29日中共於北京召開「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會中討論「關

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討論稿）」，並於今年2月21日正式由國務院

以「一號文件」下發，為胡溫執政以來連續第3年（為改革開放以來的第8個。前5個文件從觀念上

解決了「允許農民做什麼」，後3個文件則解決「政府要做什麼來幫助農民發展」的問題，新華社，2006.2.26）以「一

號文件」宣示農村政策，凸顯「三農」仍為中國大陸政、經發展的重大議題。 
「意見」（11萬餘字，共32條措施）分為8大面向（1.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

建設；2.推進現代農業建設，強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產業支撐；3.促進農民持續增收，充實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經濟

基礎；4.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物質條件；5.加快發展農村社會事業，培養推進社會主義新農

村建設的新型農民；6.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健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體制保障；7.加強農村民主政治建設，完善建設社會

主義新農村的鄉村治理機制；8.切實加強領導，動員全黨權社會關心、支持和參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新華社，2006.2.21

），與過去2年（2004年為「關於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2005年為「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工作提高農

業綜合生產力若干政策的意見）不同的是加大了對農村教育（2006年對西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全部

免除學雜費，2007年在全國農村普遍實行。加強農村教師隊伍建設，加大城鎮教師支援農村教育的力度）、醫療（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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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試點工作，到2008年在全國農村基本普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基礎建設（飲水、公

路等）的投入，從文件中可看出中共已確立了「國家財政重點支農」的戰略思路（國

家發改委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馬曉河，新華社，2006.2.21）。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為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但卻必須忍受

各種歧視性的政策、法規，並隨著內部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使得中國大陸社、經

問題叢生。中共建政即是以保障農民利益、打倒地主為訴求，中共領導人了解鄉

村暴動將造成政治動亂（Time，2006.3.13），胡溫上臺以來雖展現政府重農的決心，惟

中國大陸從省到鄉鎮村，許多「土皇帝」各據一方，貪污腐敗、與農民為敵，引

發多起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新加坡聯合早報，2006.2.25），顯示中央政府重農的決心能否

「通達地方」仍存疑問，亦為胡溫政權能否穩固的最大考驗。 

 
四、築起管制言論長城 
胡溫領導班子上台以來，中國大陸人民對其釋放出的開明訊息曾有過短暫的

期待，惟自2004年起，中共一連串管制言論自由之舉措顯示「胡溫新政」不過是

「毛式舊政」（近期美國公佈的「2005年度各國人權報告中，評論中共人權紀錄仍然不良，並指出中共繼續從事大

量嚴重侵犯人的的行為，包括對異議人士軟禁、檢查公民的郵件、加強對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限制等。多維新聞網，

2006.3.11）。 

 
◆整肅「冰點」，媒體進入寒冬 
去年歲末，新京報（高層換血，由光明日報接替「南方報業」）遭中共整肅之震撼仍在，今

年伊始，中共更加緊言論緊縮的作為，以敢言著稱之冰點周刊（為中國青年報的特稿版，屬

共青團團報）遭停刊。冰點事件的導火線源於1月11日刊載袁偉時「現代化與歷史教科

書」一文（文中提及中國大陸學生是「吃狼奶長大的」，受到歷史教科書不正確的意識型態毒害），引發中共

官方不滿（開放，2006.3，頁39）。1月20日，中宣部閱評組評此文「否定中國人民100多

年的反侵略鬥爭，其矛頭指向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亞洲周刊，第20卷第10期，2006.3.12

），中宣部旋即於1月24日下令冰點自1月25日起「停刊整頓」，並指示各媒體不得

報導和評論此事，亦不得參加由冰點編採人員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以及在網上進

行議論（開放，2006.3，頁39）。 

冰點突被停刊引發海內外廣大的輿論批評（例：龍應台發表「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請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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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來說服我」、冰點主編李大同發表「你們有權知道真相－冰點主編李大同公開信」、冰點作者公開發表「致中共中央政

治局諸常委的公開信」），其中更有中共前高級官員與知識份子13人（江平【前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

任】、朱厚澤【胡耀邦執政時期中宣部長】、李銳【前中共中組部長】、李普【前新華社副社長】、何家棟【前經濟學周

報總編輯】、何方、邵燕祥、張思之【前中國北京律師協會會長】、吳象【前國務院農村研究發展中心副主任】、鍾沛璋

【前中宣部新聞局局長】、胡績偉【前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彭迪【前新華社美國分社社長】、戴煌【前新華社資深

記者】）聯名發表聲明（「關於冰點事件的聯合聲明」）抨擊中共箝制言論自由係違憲之作為。

不同以往箝制言論的事例，這是知識界第一次群起反抗，亦顯示中共政權出現嚴

重裂縫（華爾街日報，2006.2.18）。 

據報導，在胡錦濤親自關切及各方輿論的壓力下，冰點獲准於3月1日復刊，

惟主編、副主編被免職，且復刊首篇即以「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

駁批袁偉時之文章（中通社，2006.3.1）。評論指出，無論係因何壓力、以何方式復刊

，中宣部在1個月內即扭轉冰點停刊的決議，顯示中宣部已無法隻手遮天（明報，

2006.2.17）。 

此事件顯示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大陸民眾敢於表達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渴

望，以及對於憲法所賦予之權力的捍衛。北京當局固可暫時壓制，惟面對越來越

多人走入體制內改革的行列，如仍是一味壓制、抵抗，最後動搖的，恐將是執政

者的權力基礎（兩岸，第990期，頁77）。 

 
◆建構數位鐵幕，限縮網路言論空間 
繼去年「金盾工程」、網路警察、網路實名制、發布「互聯網新聞資訊服務

管理規定」、查禁網站、逮捕多名網路異議人士等緊收網路空間的作為後，今年1

月25日，Google中國版搜尋引擎「Google.cn」正式啟用，不但應中共要求過濾敏

感字眼（如：法輪功、台獨、藏獨、六四、民主、天安門等），並停止電子郵件與部落格（blog）的服

務，這是繼Yahoo（Yahoo將「Yahoo.com.cn」的電子郵件伺服器移入中國大陸，並向中共交出師濤的電子郵件資

料，導致有關人士被判以「顛覆政權」罪名）之後（香港經濟日報，2006.1.26）另一個配合中共建造言論

長城的網路公司，無國界記者組織表示，這使得中國大陸的言論自由進入黑暗的

一天（英國BBC，2006.1.26）。 

此事引發各界輿論撻伐，除指責Google為商業利益背棄創業理念（Don’t be evil）

外（香港經濟日報、東方日報、星島日報、香港蘋果日報、，2006.1.26；亞洲時報在線，2006.1.27），亦有評論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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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中共的作為使得中國大陸地區的「網際網路」（internet）逐漸變成世界最大的「內

聯網」（intranet），信息共享從此成為中國大陸網民的奢侈品（亞洲時報在線，2006.1.27）。 

然而除「反右」之外，中共亦會根據不同時期的政治需要而關閉一些「左派

」網站（兩岸，991期，頁71），如近期關閉「中國工人網」（www.zggr.org）、「工農兵BBS

」（www.gcdr.com.cn/bbs）（關注下崗工人及無產階級勞動者生活）、「共產黨人網」（www.gcdr.com.cn）（

宏揚毛澤東思想）。據了解，此3個網站因刊發大量下崗工人維權行動的消息（包括山東荷澤

綿紡廠、華北油田下崗工人維權）觸及中共禁忌（明報，2006.2.22）而遭禁。 

 
◆實施手機實名制，進ㄧ步進行言論監控 
中共信息產業部2月21日啟動一項名為「陽光綠色網絡工程」（主要內容包括：治理

垃圾郵件、治理手機短信息、網絡安全和綠色上網4個部分）的活動（中新社，2006.2.21），中共信息產業部

部長王旭東表示，今年可能全面實行手機實名制（新華社，2005.12.27）（據報導，手機實名制相

關規定【將納入「手機短信服務管理辦法」】有望於年內出台。中共國際廣播電台網站，2006.2.23）。 

中共官方表示，實行手機實名制目的係為遏止手機犯罪（中通社，2006.3.1），惟評

論指出，由於手機簡訊已成為中國大陸的「第5媒體」（2005年有近3,000億條簡訊由手機發出，

新華社，2006.1.29），其傳播範圍廣、速度快（去年的反日遊行、松花江江水污染事件、宗教福音等皆藉由簡

訊快速傳送開來），使得簡訊管理成為中共官方最棘手的問題（中國時報，2006.2.26）；亦有評

論指出，目前中國大陸手機用戶約3億9,000人，其中有2億人係以假名登記（新華社，

2005.12.27），成為中共監控訊息的最大漏洞，中共實施手機實名制係為對具政治敏感

內容的監控，進ㄧ步限制言論自由（美國之音，2006.2.24）。 

中共對敢言媒體的打壓與整肅、對手機簡訊與網路資訊自由的恐懼，某種程

度顯示對其執政地位缺乏信心與深具危機感（香港蘋果日報，2006.1.27），惟隨著中國大陸

的經濟、社會愈發開放與多元化，社會出現越來越多不同的意見與批評，傳播媒

體可提供一個讓民眾宣洩不滿情緒的管道。若中共為維持「一言堂的和諧社會」

而封鎖輿論管道，將導致人民的怨憤持續升溫，導致更嚴重的矛盾與動盪（香港蘋果

日報社論，2006.1.27），這是胡溫不得不面對的嚴肅問題。 
（企劃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