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陸情勢  2006‧7 
 
Ⅰ、摘要 
 
◆政治： 
中共推動新一波人事調整，團派出身高級官員續獲拔擢，10名解

放軍將領獲晉升為上將，胡溫高層持續落實人事布局戰略。 
中共 4級地方黨委展開換屆，縣級黨委領導班子「1正 2副」、8

常委格局確定；紀律、組織部門要求嚴查「買官賣官」、「跑官要官」，

保證地方換屆工作順利進行；並試行領導幹部綜合考評辦法，提升民

眾對幹部工作的知情、選擇、參與、監督權力。 
中共黨員幹部貪污腐化，各機關、行業損害民眾、國家利益不正

之風不止，國內反思改革論戰激烈，政治改革議題已浮上檯面。中共

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審議「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限縮媒體自由與人

民知情權利；並嚴禁公開紀念「文革」40週年活動，加強社會維穩工
作。 
 
◆經濟： 
由於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快速，今（2006）年上半年其國內生產毛額

（GDP）達到 9 兆 1,443 億元人民幣，較去（2005）年同期成長 10.3％；
固定資產投資在今年前 6月的成長率則高達 29.8%，顯見中國大陸之
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及增幅仍在擴增之中。從今年第 1、2 季的總體經
濟情勢來看，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顯然仍有過熱的傾向。因此中共當

局必須持續進行宏觀調控，是否能讓經濟過熱的現象有所減緩仍有待

觀察。 
在對外貿易以及外匯存底方面，中國大陸外匯存底的累積仍相當

快速。截至 2006 年 6 月底，中國大陸累積 9 千 4 百多億美元的外匯
存底，已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一，而中國大陸對外貿易持續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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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歐等國的貿易逆差及糾紛持續擴大，加上國際熱錢大量湧入，

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輿論壓力，持續要求中國大陸應展現更多的誠意來

調整人民幣匯率，使得人民幣升值的聲浪有增無減。 
由於中國大陸總體經濟景氣仍有過熱之虞，中共當局推行新的調

控措施，包括於今年 4 月 22 日頒布的「促進房地產健康發展措施」
及「關於調整住房供應結構穩定住房價格意見」等政策，試圖導引經

濟降溫，然而相關措施是否能反映經濟降溫的效果，以及其可能帶來

的影響，都是值得進一步觀察的重要課題。 
 

◆社會： 
中共中央雖然以「和諧社會」為方向，規劃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

但是失衡的社會分配卻是不穩定的最大根源。農民收入偏低，人均收

入落後城鎮居民 13年，距全面小康目標 90%還有很大差距，到 2030
年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才會縮小。目前中國大陸農村尚在貧困線人

口 2千 3百多萬，處在溫飽邊緣線人口近 5千萬，另有城市貧困人口
約 2千 8百萬，因此，整個中國大陸尚有 1億人處在脫貧的邊緣。 
近 2 年來中國大陸安全事故頻傳，眾多事故背後暴露出官員瀆

職、官商勾結等現象。以煤礦為例，在 4月 26日至 5月 15日短短 20
天內，接連發生 11 起死亡 3 人及以上的瓦斯事故，共死亡 109 人，
平均不到 2天發生 1起瓦斯事故、每天死亡約 6人。自去年底松花江
水污染事件發生以來，中國大陸共發生各類突發環境事件 76 起，平
均每 2 天發生 1 起。中國大陸這幾年頻繁發生的礦難事故，還有
SARS、禽流感等公共衛生事件接踵而來，公眾普遍缺乏安全感，67.6%
的人對政府的危機管理現狀不滿意，危機管理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之一。 
中國大陸因環境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以年均 29%的速度遞

增，2005年全中國大陸發生環境污染糾紛超過 5萬起，比前 1年增加
30%。其中高達 50.6%和水污染有關，將近 40%和空氣污染有關。造
成直接經濟損失高達 1億零 5百萬元人民幣，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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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穩定的一個主要因素。 
自 1999年至 2005年，中國大陸共發現土地違法行為 100多萬件，

且凡是性質嚴重的土地違法行為，幾乎都涉及政府或相關領導；政府

強行徵地，損害農民利益，引起農民群體抗議甚至流血衝突的事件不

斷增長。中國大陸不安定，主要出自於百姓不相信能藉改善法律制度

解決他們的糾紛，尤其是解決他們對政府的不滿。 
在人權方面，中國大陸沒有 1個省市的最低工資達到當地月平均

工資的 40%-60%的國家要求標準。由於中國大陸就業競爭激烈，許多
人害怕失去工作而主動加班，但過度加班卻是導致 1 年 60 萬人過勞
死的首要原因；處於社會底層的農民工，超時勞動現象更是普遍。農

民工工資近 12年來僅增長 68元，不少企業農民工勞動報酬與同崗位
城鎮職工工資相差 1倍左右。 

中國大陸少數民族地區文化遺產保護漸受重視，如廣西各級政府

通過舉行「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週」、「民族藝術展演」、「文化遺

產保護論壇」等各種活動，加強對文物保護的政策宣傳；內蒙古自治

區也全面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工作；湖南省人民代表大會批准了

中國大陸首個地級州市實施的民族民間文化保護條例。中共全國人大

常委會組成人員提議立法保障少數民族接受雙語教學，認為如果再不

立法要求實施雙語教學，少數民族文字就會逐步消失。美議員批評中

共以高壓政策逼迫西藏、新疆原住民墮胎並鼓勵漢人大量移入等作法

是在滅絕少數民族。 
 

◆文化： 
中國大陸考季來臨，詐騙集團行騙考生謀取暴利猖獗，中共教育

部實施高校招生「陽光工程」，試圖提高招考錄取作業透明度。惟招

考錄取執行面透明度不足、政策指導招生員額，難招公信，恐難杜絕

詐騙歪風。中共前文化部部長劉忠德批評「超級女聲」毒害青少年，

直指「廣電總局」監督管理不力。文化部部長助理丁偉在記者會中表

示，缺乏品牌、觀念滯後等原因導致目前中國大陸文化貿易的逆差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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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中共 2006年 5月 18日頒布「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並於7
月1日起實施。此條例對於中國大陸網路使用環境，包括著作權人、

網路服務業者以及使用者等的權益與使用行為，將產生重大影響。 

     
◆軍事： 
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晉升 10名上將，政工多於軍事主官為此

次晉升的特色，可能與將解放軍新使命定位為為中共執政提供有利保

障有關。中國大陸研發第 4代戰鬥機，面臨發動機及雷達的難關。中
國大陸走俄式戰機路線不利未來作戰，因為俄式戰機電子、隱身、精

確打擊性能不佳。原子科學家公報最新估計，中國大陸陸基、海基、

轟炸機共部署 200枚核彈頭，而非過去的 400枚，且都是單一彈頭。
中國大陸首度證實擁有天箭系列小型巡弋飛彈，武器採購項目在補強

解放軍在臺海與鄰國領海衝突的缺點。在南海艦隊部署基洛、宋級、

漢級潛艦、中國神盾艦，因應美國在關島部署核潛艦，以及與鄰近國

家的軍事合作。 
 
◆外交：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 4月 18-21日訪問美國，是胡錦濤就任中共
總書記、國家主席之後，首次正式訪問美國。胡錦濤在會見布希時不

忘重申大陸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爭取和平統一，但絕不容忍臺獨。

布希則表示，美國在臺灣問題立場上的立場沒有改變，反對兩岸任一

方面片面改變現狀。 
布胡會美方翻譯人員錯把中國大陸國名說成中華民國，1 名法輪

功成員向胡錦濤表達抗議。華盛頓郵報認為，此次布胡會仍顯示中美

雙方關係的不對等，白宮始終不願給中國大陸希望得到的國宴。 
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4月 1-8日訪問澳大利亞、斐濟、紐西蘭、

柬埔寨等國，並出席在斐濟舉行的「中國─太平洋島國經濟發展合作

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6月 17-24日訪問埃及、迦納、剛果、
安哥拉、南非、坦尚尼亞和烏干達等 7個非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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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 6月 6日召開的海外經濟合作會議決定，恢復對中國大
陸 2005 年度 740 億日圓貸款，隨著對中貸款案的通過，中日之間因
為參拜靖國神社、東海油氣田開發爭議等問題而引致的緊張關係，標

誌著雙方關係取得一定程度的緩和。胡錦濤在會見新任日本駐北京大

使宮本雄二時主動表示，一旦條件成熟，希望在適當時期訪日，條件

成熟應指的是日本首相停止參拜靖國神社。 
德國總理梅克爾訪問中國大陸 3 天，拜會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

總理溫家寶，還會見包括被中共當局查禁的「中國農民調查」乙書作

者陳桂棣、吳春桃夫婦及另 2名維權人士韓會敏、魏偉等 4名大陸公
民社會代表。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 6 次會議 6 月 15 日於上海舉
行，與會成員國簽署「上海合作組織五週年宣言」等 10 份文件，此
屆峰會還邀請 4個觀察員國及獨聯體、東盟組織代表參加，胡錦濤並
藉機進行雙邊外交。美國之音報導指出，俄羅斯、中國大陸和伊朗積

極利用本屆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在能源領域為自己謀取好處。 
中國大陸天主教愛國教會不顧教廷反對，「祝聖」馬英林為雲南

昆明教區主教、劉新紅為安徽教區主教，引發教廷強烈不滿，教宗本

篤 16 世批評中國大陸此舉嚴重違反宗教自由，教廷也宣布將新任命
的 2名主教逐出教會，中梵建交問題陷入僵局。 

北韓於 7月 5日（美國時間 7月 4 日，為美國國慶日）試射 7枚飛彈，引起
國際社會震驚，中共外交部表示對事態嚴重關切，希望各方保持冷靜

和克制。中共常駐聯合國代表王光亞表示，如果有關國家在聯合國安

全理事會強行推動表決美、日提出的含有制裁北韓內容的決議草案，

中國大陸將「被迫行使否決權」。中國大陸和俄羅斯聯合向聯合國安

理會散發一項決議草案，強烈要求北韓立即無條件重返六方會談，並

呼籲有關各方共同努力以促成六方會談儘早恢復；惟 7 月 15 日聯合
國安理會 15個成員國全票通過關於北韓試射導彈問題的第 1695號決
議，對北韓試射導彈表示嚴重關切和譴責，要求朝方重新作出暫停導

彈試射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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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 
香港方面：香港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修訂案，民主派決

定參與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香港去年外來直接投資金額達 359
億美元，而今年第 1季之經濟成長率達 8.2%；「國企」入股香港電視
臺引發爭議；「五一黃金週」中國大陸赴香港旅客較去年減少。中共

強勢介入香港事務，賈慶林於訪問香港時宣布 CEPA 進一步開放措
施。國際持續關注香港自治權，並指中共以香港做為售武中介。我政

府基於便民的考量核准臺港包機便捷化；首屆「臺港論壇」在香港舉

行。 
澳門方面：澳門政府設立「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加強發展

策略和公共政策制定；澳門社團增加可能係為 2009 年的選舉預做準
備。澳門失業率創 8 年新低，但通貨膨脹率則創 10 年新高。澳門多
個工會團體發起「五一大遊行」，要求澳門政府限制輸入外勞；澳門

與中國大陸簽署 CEPA補充協議三，但澳門商界對進軍中國大陸市場
仍顯遲疑不決。美國稱澳門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的法律已漸與國

際慣例接軌。臺灣食品節在澳門展出各類美食，臺澳雙方積極加強旅

遊來往。 
 
◆對臺政策： 
中共對臺策略調整近期已逐漸顯現後續效應。北京方面積極以

「和平發展」為主軸，透過兩岸各項交流刻意展現對臺彈性與善意，

企圖拉攏臺灣民心。在「兩岸經貿論壇」後釋出諸多對臺灣人民施以

小惠的作為與措施，企圖加大對臺經濟統戰力度，並滿足其區域發展

要求；透過與我民間團體及行業之互動，意圖操控兩岸交流進程與議

題。惟中共在政治上仍以「一中」及「九二共識」為前提，劃定兩岸

互動之政治性框架；以反「法理臺獨」作為當前對臺工作首要目標；

藉由加強國際宣傳及在國際場域透過各項國際合作機制，進行壓制、

封殺我參與國際活動的空間，及阻我參與世衛組織，以達到孤立我之

目的。國臺辦人事大幅調整，新的工作領導階層將進入接班的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