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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總體情勢                        
 

 華士傑 

 

◆ 總評： 
本期情勢整體而言：中共「十六大」前研議局部性「政改」

方案，並藉由各級黨、政領導改組，進行權力接班。大陸經濟

持續成長，但產業調整、外貿出口、「國企」改革、銀行不良

貸款等問題，進入世貿組織後可能加劇。大陸內部連串爆炸事

件，顯示社會治安嚴峻。 

對外關係上：美、「中」關係持續改善，就反恐、軍控

及反擴散議題展開對話，並訂定布希總統訪問大陸日程。中共

近期因經濟及安全理由，致力加強與周邊國家關係，旨在擴大

區域經貿影響力，防止暴露中亞、南亞戰略側翼，鞏固東南亞

邊境鄰國關係。 

對臺工作方面：中共今年對臺策略受內部舉行「十六大」

進行人事改組、外部反恐牽動美、「中」、俄三角戰略佈局、

及兩岸同為世貿組織成員 3 股力量牽引，對臺工作將愈趨務實

細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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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 
本期間有利大陸政情穩定之因素為：中共年度各項大型工作會議

於去（2001）年底陸續召開（例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全國計劃會議」、「全國財政工作會議」、

「全國經貿工作會議」、「全國政法工作會議」等）。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在「十六大」後進

行侷限性黨、政革新，試圖延續既有之政治體制改革方向，轉變黨組

織介入各級行政體系實際權力運作之現狀（各級黨委不再對同級「人大」、「人民政府」

及「政協」發號施令，但黨委仍保持總攬、協調功能），惟仍保持由黨組織控制意識形態及

幹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胡錦濤、李嵐清、張萬年、曾慶紅、丁關根出席）要求以鄧

小平理論及「三個代表」統一思想，未來江澤民所提「三個代表」可

能納入「十六大」黨綱，作為中共繼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之後的

又一指導思想。權力交接正按序進行，胡錦濤去年「九一一」事件後

外訪俄、英、法、西、德各國培養接班威望，去年陸續調整 14 個省
級領導（例如去年 12 月發布上海代理市長陳良宇、山東代理省長張高麗），今年將調整 17 個省
級領導，而「十六大」各級改選、特邀黨代表（約 2,10０名）將於今年六月

底前產生。 
大陸不穩因素有：中共「十六大」前夕高層內鬥指向李鵬。2001

年 11 月下旬證券市場周刊攻擊李鵬妻朱琳、子李小鵬；11 月上旬中
華英才刊載朱琳專訪，否認指控炒股票傳聞。根據「國情研究中心」

12月底出版報告顯示，大陸勞動人口佔世界總量 26%，就業壓力大（胡

鞍鋼估計「九五」計畫期間，大陸城鎮與鄉村的失業人口共計 4,669 萬人，而「十五」期間，中共要要增加 8 千萬人的

就業，即平均每年增加 1 千 6 百萬人的就業機會。香港大公報，2001.6.28）。今年 9月中共「十六大」
（及明年 3 月第十屆「全國人大」）黨、政人事世代交替期間，適逢加入世貿組織產

業調整關鍵時刻，考驗中共政權堅持以黨領政，處理「政改」落後「經

改」矛盾之能力。 
 
◆ 經濟： 

總體經濟指標方面：2001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成長 7.3%。
去年 1 至 11 月完成固定資產投資 21,164 億元人民幣（以下同），同比增

長 16.3%（全年估計為 12%）。去年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同比增長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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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外貿總額 5097.68億美元，同比增長 7.5%（出口 2,661.55億美元，同比增長

6.8%；進口 2436.13億美元，同比增長 8.2%）；外貿順差 225.41億美元，同比下降 6.5%；
實際使用外資達 468.46 億美元，增長 14.9％。2001 年底廣義貨幣供
給餘額（M2）比去年同期增長 14.4%，狹義貨幣供給餘額（M1）同比增長

12.7%，流通中的現金餘額（M0）同比增長 7.1%，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餘
額 7.4萬億元（比年初增加 9,458億元），同比增長 14.7%。金融機構各項貸款餘
額 11.9萬億元，同比增長 11.8%。 

對大陸經濟情勢評估：縱觀大陸九Ｏ年代「固定資產投資」在 1991
至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增長率趨勢呈遞減，但 1998 年起卻漸有上升趨
勢（如附圖），惟整體而言，依賴「固定資產投資」拉動經濟成長並非顯

著。而「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經濟及「國有」控股單位所佔比

例仍高（佔 75%），但產值佔國內生產總值比例（佔 40%）未若非「國有」經

濟單位（「社科院副院長」陳佳貴，參加「海峽兩岸產業發展與結構調整」研討會報告，臺灣經濟日報，2002.1.9）。

大陸內部（「社科院」、「國務院發展中心」、「國家計委」、「國家統計局」、清華大學等專家共同撰寫，去年 11 月

下旬出版之「中國經濟藍皮書」）預估加入世貿組織對勞動密集型產業出口增加，但

技術密集型產業進口亦將增加，外貿順差轉趨不利。但內部亦有評

估，入世之後雖經常帳順差縮小，但因吸引外資續增，資本帳前景樂

觀（「人行副行長」郭樹清會見香港銀行公會代表團表示。中新社北京電，2001.11.8）。入世後最先受惠

的行業可能包括港口、航空海運、紡織服裝等；而電訊服務、金融、

保險、汽車、旅遊、藥品、房地產等則將面臨衝擊（中新社，2001.11.5）。入

世之後「國企」改革衝擊不容忽視（中共今年將動用 800億元人民幣將扭轉虧損無望的「國企」

關閉。中央日報，2001.12.30），與「國企」改革相關之銀行體系不良貸款問題仍

將持續（截至去年 9月，大陸最大 4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達全部貸款之 26.62%，約 1.8萬億元人民幣。

戴相龍參加「2001不良資產處置國際論壇」表示。中新社北京電，20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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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固定資產投資與GDP成長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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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 
近期大陸社會問題，在人文環境方面：人為爆炸頻傳，潛藏社會

危機嚴重（近期較為人注目者，例如去年 12 月中旬廣東湛江及江門連環爆炸案、西安麥當勞爆炸案、廣東深圳

家樂福超市爆炸案等），顯示大陸炸藥管制鬆散。大陸治安惡化可能也與黑幫

勢力與貪腐官員勾結有關，去年 10 月原瀋陽市委副書記、「市長」
慕綏新因收受黑犯罪集團劉湧等多人賄賂被判死刑，緩期 2年執行（同

案牽連包括、原瀋陽市「常務副市長」馬向東、原「中級人民法院院長」賈永祥、原「檢察院檢察長」劉實、原「中級

人民法院副院長」焦玫瑰、「城鄉建設委員會主任」寧先傑、「煙草專賣局長」周偉等）。大陸當局承認，

大部分黑社會性質組織與當地黨政幹部和公安司法人員有一定聯

繫，後者有的甚至墮落為黑社會組織成員（中新社，2001.12.）。 
在自然環境方面：「國土資源部」根據西部大開發戰略制定「『十

五』西部國土資源開發利用規劃」，於去年 10 月上旬推出（在未來 5到 10

年中，將指導規劃佔全國陸地總面積的 70%以上的西部 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開發利用礦產資源、完成退耕還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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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草、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保護和開發西部特色旅遊、特色農業等）。「國家環境保護總局」

去年 11 月上旬宣布，啟動「渤海碧海行動計畫」，預計耗資 555 億
元整治大陸最大的內海及海水養殖基地（這是大陸為改善海洋生態環境而發起的規模最浩

大的工程）。該計畫以治理工業汙染物、生活汙水排放、化肥使用量增加、

海岸開發頻繁、海上交通和石油開採規模不斷擴大所造成的汙染。 
在少數民族方面：大陸當局於去年 11 月下旬首次舉辦有關全大

陸散、雜居少數民族之「全國民族鄉工作座談會」（民族鄉為中共基層政權組織，

除上海、寧夏、山西外，各省、自治區及直轄市設有 1,213個民族鄉，人口約 948萬人，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補充），

要求加快民族鄉的經、社發展。11月上旬「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
「西藏的現代化發展」白皮書，統計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在自治區、

縣、鄉各級「人大」代表中所佔比例（分別佔 82.4%、92.62%及 99%）。 
 

◆ 文化： 
高層文化方面：「科技部」去年 11 月下旬宣布啟動「『十五』

國家科技計畫體系」，其中「八六三計畫」（著重前瞻性、高技術、具知識產權者，例

如「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與「科技攻關計畫」（著重產業升級與社會公益者，例如「金融信息化」、「中

藥現代化」）最受注目，將安排 39 個重大項目。為規範民辦教育、保護師
生權益，由「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及「教育部」去年 11
月中旬共同舉辦「民辦教育促進法草案」研討會，該草案將提今年 3
月「全國人大」審議。 

通俗文化方面：北京興起「新貧一族」（文革後期出生、成長於改革開放年代而且

就業時間距今不超過 10年，他們的月薪比一般人高，基本上界於 3,000元至 1萬元人民幣不等）的新名詞，指

的是坐擁高薪，對生活的概念是「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對

消費文化著重的是時尚、格調、品牌和個性的年輕人；但消費無節制

的結果是所得所剩無幾。由影視劇及音樂引發的「韓國熱」正迅速蔓

延廣州，包括韓劇、韓曲、韓服、韓星、韓妝、韓食等大行其道，反

映廣州人求新求變的個性。 
大眾傳播方面：截至去年底大陸網民已達 3,370萬人，比去年同

期增加 49.8%，網民（45%）及網站（62.7%）大都則集中在廣東、北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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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江蘇、浙江（中國互聯網中心，2002.1.15）。大陸規模最大的新聞傳媒集團「中

國廣播影視集團」去年 12月上旬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員有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

電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中國電影集團公司等），業務範圍涵蓋廣電、報刊、影視、網

路、節目製作銷售等，有為因應進入世貿組織後未來媒體競爭之作

用。同時為符合入世承諾，去年 10 月陸續修訂「著作權法」、「出
版管理條例」、「音像製品管理理條例」、「電影管理條例」及「計

算機軟件保謢條例」等與傳播相關法規。 
 
◆ 軍事： 

解放軍教育、人事調整及軍備部分：中共去年 12 月召開「空軍
軍事訓練工作會議」，科目包括戰鬥部隊跨晝夜 24小時之訓練。「二
炮」（飛彈）部隊 12月底結束標準化工作會議，討論如何完善全程（論證、

研製、試驗、定型、使用、維護、退役）標準化，以降低研製週期及經費。報載原駐香

港特區駐軍司令員，後調任「廣州軍區副司令員」的劉鎮武中將，升

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去年 10月首批心理戰軍官最近於西安結業（2000

年組成首隻心理戰部隊）。 
武器研發、軍事演習部分：媒體報導「中」、俄今年元月簽約增

購兩艘「現代級」驅逐艦，預定 4年之後交貨。成都軍區的特種部隊
去年 12 月首次舉行反恐演習，反恐營救行動成為解放軍新的軍事訓
練項目。媒體報導俄羅斯將向中共提供價值 4億美元 S-300PMU反飛
彈武器。福州市 11月中旬舉行大規模的防空演習，動員超過 10萬名
解放軍、武警、公安、預備役民兵參與。為因應「網上練兵」，大陸

理工大學研製陸軍通用指揮作業系統，近期於「集團軍」單位開始操

練。 
軍事外交部分：美國自九一一事件後，首次派航空母艦「史坦尼

斯號」戰鬥群及其支援隊伍在赴阿拉伯海途中於去年 11 月底抵港訪
問。美國第七艦隊的旗艦「青嶺號」也在 12 月上旬抵港訪問。美國
總統布希 11 月中旬宣布退出反導彈條約後，隨即派遣副國務卿波頓
前來北京與「外交部副部長」喬宗淮會談。美、「中」海上軍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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磋商會議 12 月上旬於北京召開。「副總謀長」熊光楷與俄羅斯副總
參謀長巴盧耶夫斯基上將，於 11 月下旬在莫斯科舉行「中」、俄總
參謀部第五輪戰略磋商。重要軍事將領外訪包括：解放軍「總參謀長」

傅全有 11 月中旬訪問南非、尚比亞、坦尚尼亞、肯亞，「副總參謀
長」郭伯雄 12 月上旬訪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副總參謀長」
張黎 12月中旬訪問印度、孟加拉。 

 
◆ 外交： 

大陸近期「大國外交」方面：中共與美國之間就反恐、軍控及反

擴散議題持續對話（美國助理國務卿詹姆斯‧凱利於 10 月上旬訪問了北京、「外交部副部長」王光亞 11

月下旬訪問華府、美國國務院反恐事務協調員泰勒大使 12 月率團訪問北京），12 月美國給予大陸永
久正常貿易關係，中共則對美國退出 1972 年美、前蘇聯之反彈道飛
彈條約保持低調，體現因「九一一」事件以來美、「中」之間的「建

設性合作關係」。中共雖因「九一一」事件取得降低「中國威脅論」、

提高其大國地位（例如協調 APEC 發表反恐共同聲明）、改善與美國關係等優勢，但

也因俄羅斯、巴基斯坦、烏茲別克向美國傾斜，暴露中共在中亞、南

亞安全側翼上的弱勢；而日本國會通過「反恐對策法案」派遣自衛隊

人員參與反恐戰爭，進一步削弱非戰憲法，也恐非中共所樂見。 
日本政府為了加強自去年 10 月小泉首相訪問大陸以來逐步趨於

改善的兩國關係，及迎接今年日、「中」邦交正常化 30 週年，計劃
於今年實現兩國領導互訪。「中」、俄進一步加強雙方在打擊恐怖主

義的協調與合作，胡錦濤 10 月底訪俄，「副外長」李肇星及俄副外
長薩斯洛夫俄於 11 月底在北京召開「中」、俄反恐工作組會議，唐
家璇與俄羅斯外交部長伊萬諾夫今年元月上旬在北京舉行會談，並發

表聯合聲明。 
周邊國家方面：中共近期為經濟及戰略安全理由，頗注重與周邊

國家關係，高層間互訪頻繁。江澤民訪問緬甸（自 1988年緬甸現政府成立以來，中共

「國家主席」首次訪問緬甸），朱鎔基 11月初前往汶萊參加「中國--東盟領導人」
會議，提出大陸與東盟成立自由貿易區構想，並獲支持。朱鎔基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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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訪問印尼，今年元月訪問孟加拉、印度。越南共產黨總書記隆德
孟 11月底訪問北京，巴基斯坦總統穆夏拉夫 12月於參加「南亞區域
合作協會」高峰會前訪問北京。「上海合作組織」外長元月於北京集

會，討論南亞的最新局勢發展，及反恐怖主義戰爭。蒙古總理恩赫巴

亞爾元月上旬訪問北京，支持全球打擊恐怖主義的行動。 
本期重要外訪及涉臺外交活動：本期中共重要官員外訪包括：江

澤民 11 月中旬訪問緬甸，李鵬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中旬訪問阿爾及利
亞、古巴、阿根廷、烏拉圭、突尼斯。李瑞環 11 月中、下旬訪問斐
濟、巴布亞新幾內亞、新加坡。胡錦濤 10月下旬至 11月中旬訪問俄、
英、法、西班牙、德國。「國臺辦副主任」周明偉今年元月中旬訪美

（周曾在去年 3月布希政府剛上臺時到華府訪問），這是今年 2 月下旬美國總統布希對中
共進行工作訪問前，中共對臺工作系統另一次與美政、學界接觸之機

會。 
 

◆ 港澳： 
香港情勢方面：董建華去年 12 月中旬宣布將角逐連任香港特區

第二任行政長官（今年 3 月 24 日投票）。港府 11 月月底發布經濟成長預測，
由原先 3%調為零成長。香港失業率將超過 6%，失業人數增加至 21
萬人（中通社香港電，2001.1.16）。為積極運用大陸加入世貿組織良機，香港總

商會代表去年 11 月向董建華提出建議，希望設立大陸與香港自由貿
易區，內地能夠進一步向香港開放商品和服務市場。香港法律界支持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 11 月下旬建議，大陸內地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選
擇香港法院為管轄法院及香港法律為合同適用法律，使香港成為法律

仲裁中心。 

澳門情勢方面：特區行政長官何厚鏵去年 11 月下旬在施政報告
中表示，決定在 2002 年內採取一系列措施，包括稅項減免、擴大對
弱勢家庭援助、繼續加大基建投資、創設就業職位等。社會文化司司

長崔世安表示去年訪澳旅客突破 1千萬人次，客源主要來自香港、臺
灣及中國內地。特區保安司司長張國華去年 11 月下旬表示，為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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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權開放，澳門特區將修訂出入境條例，以警力拒絕企圖來澳犯案或

有案底的人士入境。粵、港、澳三地禁毒官員出席去年 11 月在香港
舉行的「粵、港、澳打擊濫用及販賣毒品政策研討會議」，會議同意

加強三地資料互通、設立中藥戒毒資料庫、三地禁毒工作的對外合作

等。 
 

◆ 對臺政策： 
大陸對臺策略方面：兩面手法之「外交打壓」（例如去年 10 月上海亞太經

合會）、「阻撓軍售」（例如去年 11月「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反對美國售我柴油動力潛艇）、「特意

矮化」（例如「國臺辦」、「外經貿部」發言人去年 11月表示兩岸加入世貿組織後，兩岸經貿關係仍屬於中國主體

與其單獨關稅區之間的經貿關係）及籌辦「反獨促統」活動（2000年 8月在柏林、同年 11月於美國

華府，2001 年三月在巴拿馬、同年 7 月在東京，2002 年 2 月將在澳洲雪梨舉行全球華僑華人反獨促統大會）仍在

持續進行中，而「對臺招商」力道不減（例如蘇州市委書記陳德銘強調全力支援臺灣業者

建廠，並將提供租稅優惠。中國時報，2001.12.6）。另一方面，中共高層江澤民（2002年新年賀

詞、「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錢其琛（「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成立 20 周年慶祝大會）重申「和

平、發展、交流」的主張。未來中共在內部（中共今年秋季舉行「十六大」進行人事改

組）、外部（反恐牽動美、「中」、俄戰略佈局）及兩岸彼此關係（同為世貿組織成員有利通商）3
個務實層面考量下，對臺工作將愈趨細密。 

中共對臺工作手法：雖然兩岸協商停滯，但「國臺辦主任」陳

雲林、海協會會長汪道涵仍藉去年 12 月海協會成立 10 週年機會，
肯定大陸海協會的功能（陳雲林並表示將繼續發揮海協會的作用，希望海協會努力在「一個中國」原

則基礎上﹐早日恢復兩岸對話與商談）。整體而言，中共在我立委及縣市長選舉期間，

尚保持低調，但「國臺辦」選後表示，對臺政策不會因選舉結果而

改變（將繼續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及「江八點」以及促進兩岸經濟交流合作的政策）。「國臺辦」

對我持續或近期新推動之開放策措仍採觀察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