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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自「十八屆」三中全會設立「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以來，
一方面強化意識形態與黨的領導以重塑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則明確
設定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願景，提供改革正當性。在權力高度集中
與清楚目標設定的環境下，雖然符合中共傳統「集中力量辦大事」的
要求，但也勢必改變既有組織與權力結構，以及國家社會關係。有鑒
於此，本研究針對自「十九大」至今（2018）年全國人大修憲的結果
及發展，探討「十九大」後之人事、法制與政策動態，以掌握「習
核心」統治下的重要改革、風險以及對我國之影響。
隨著從十八屆「六中」全會確立「習核心」後，中共中央不斷強
化「黨領導一切」，和「十九大」報告與黨章強調「黨政軍民學，東
西南北中」是一貫的脈絡。今（2018）年修憲的重點，在於鞏固習核
心的「三位一體」，並且將中共的領導寫入憲法，讓習近平的權力延
續與中共執政菁英的執政利益綁在一起。「十九大」是習近平的權力
展現與中共重回強人領導的格局，因此必須關注習近平的集權在決策
模式與對威權韌性之影響。
本研究發現，習近平的集權源於隔代指定產生第二和第三代間的問
題、對接班制度的不滿以及確保路線延續。藉由新權威主義與四個意識，
壓制與邊緣化邊緣化周令系統與自由派的影響力。但是對公民社會收縮
與取消民主承諾，也限制社會的多元與法治精神的建立。現有的「頂層
設計」符合中共「向上負責」之傳統，但也勢必將胡時期的「黨內民主」
與「向下負責」束之高閣。傳統部門、地方與企業普遍感到不安，往常
發揮地方積極性的作法，如今必須考量政治風險而觀望停滯。在集權環
境下存在錯誤決策的風險是未來的觀察重點，特別在經濟政策與因應經
濟危機的層面上。
在社會治理層面，中共正透過各種社會政策的推展，試圖緩解過
去三十年來累積的社會問題，而相關政策的推動成效也將影響未來中
國社會追求持續發展與社會穩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政府透過高科

技的應用與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正在形成新的威權統治模式，並且隨
著治理效能的展現，對民主及人權的價值帶來新的威脅。
在對台政策層面，當前中共惠台作法主要是欲建構出直接與台灣
民眾連結的「分紅機制」
。未來以「一代一線」為工作重點，以「權
利代理」爭取認同。中共的惠台政策，是持續加深留在大陸的誘因，
也就是不斷的消除台灣人在大陸發展的社會障礙，進而強化台胞對中
國大陸的依賴性。此一方向是掌握習近平對臺思想與政策節奏的關鍵，
並且須從辯證角度看待每一策略與統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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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本研究在探討習近平時期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與政策變遷，不僅
針對中共角色的評估，也要了解內部動態與維持黨國邊界的策略。本
研究追蹤中共「十九大」之人事、法制與政策動態，掌握「習核心」
統治下的重要改革與風險，以及對週邊與我國之影響。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十九大」閉幕後，
「一中全會」後選出新領導集體，即習近平
與李克強外，新任常委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1政
治局則有 15 位新任委員，習的人馬有栗、王、趙在常委會，而丁薛
祥、陳希、黃坤明、楊曉渡、郭聲琨、劉鶴；李希、李強、陳敏爾、
蔡奇皆以入局，並入主黨內主要部門與四個直轄市。整體而言，
「七
上八下」繼續維持，但「接班梯隊」沒有入常；確立「習思想」後，
意識型態成為習統治與影響力延續的重要工具。在政治局與常委會等
最高決策體系中，雖有派系平衡意涵，但習的人馬已佔有絕對多數，
可說未來五年是「習核心」制度化的階段，亦是本研究動機所在。
值得關注的發展是，十九屆「二中」全會提早一個月召開
（1/18-1/19）
，隔月「三中」全會接踵而至（2/26-2/28）
，分別討論修
憲、黨政機構改革及人事案。
「二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
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以下簡稱《修憲建議》)，將「科學發展
觀」與「習思想」
、
「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1

請參考「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公報」
，新華網，2017 年 10 月 25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5/c_1121853954.htm。
1

「中國共產黨領導」以及「監察委員會」載入憲法；擴大立法權限，
下放到 282 個「設區的市」
，同時取消了「國家主席」與「國家副主
席」的兩屆（10 年）任期限制，引發外界高度關注。2
緊接著十九屆「三中」全會則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
家機構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
革方案》
（以下簡稱《方案》
）
，以及前述國家機構人員名單與「政府
工作報告」。3本次「機構改革案」不同於 2008 與 2013 年國務院機
構改革方案，特別冠以「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意味本次改革涉及
層面更為全面，特別是黨的全面領導、機構職能配置與權責劃分。
此外，按中共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召集，
每年至少舉行一次。因此，開會時間差異除了顯現不同領導人的執
政風格，密集召開兩次全會以及討論前述重大改革方針，也說明本
屆兩會議題的複雜性。
一如外界預期，3 月 11 日大陸全國人大高票通過修憲案，外界高
度關注第 79 條「國家主席」與「國家副主席」的兩屆任期限制也被
取消，使得自鄧小平以來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與建立任期制的規劃，
讓位於習近平「三位一體」的需求。由於中共「十九大」並無安排六
零後的接班梯隊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使 64 歲的習近平在 2022 年「二
十大」續任的可能性大增，如今取消國家主席的任期，配合習思想入
憲，等同對外宣示未來只有「核心」
，斷絕外界對接班的期待。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公報」
，新華網，2018 年 1 月 19 日， 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1/19/c_1122286278.htm；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修改憲法部
分內容的建議」
，2018 年 2 月 25 日，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2/25/c_
1122451187. htm。
3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
，新華網，2018 年 2 月 28 日， 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2/28/c_1122468000.htm；
「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
定」
，新華網，2018 年 3 月 4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3/04/c_ 1122485476. htm。
2

2

習近平自「十八屆」三中全會設立「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以來，
一方面強化意識形態與黨的領導以重塑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則明確
設定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願景，提供改革正當性。在權力高度集中
與清楚目標設定的環境下，雖然符合中共傳統「集中力量辦大事」的
要求，但也勢必改變既有組織與權力結構，以及國家社會關係。習近
平不僅主導中國未來政經發展路徑，也影響兩岸關係走向。而瞭解對
岸動向的關鍵，仍需深入理解其政權性質與政治改革內涵，嫻熟政策
宣示與權力運作模式，才能較準確地觀察或預測中國大陸政局變化。
有鑒於此，本研究針對自「十九大」至今（2018）年全國人大修憲的
結果及發展，探討「十九大」後之人事、法制與政策動態，以掌握
「習核心」統治下的重要改革、風險以及對我國之影響。

第二節 研究背景分析

從「十九大」到兩會結束後黨政組織與人事也逐步到位，若回溯
2012 年「十八大」接班初期，外界對「新」領導班子的權力基礎與
改革動力存疑，甚至有媒體以「中國最弱勢的領袖」形容習近平。4然
而，習近平卻能藉由整風與反腐等，一步步清除「周徐蘇令」等黨內
派系，為改革鋪路；同時改造黨內決策模式，成立「小組」等「頂層
設計」使權力朝「中央」
、
「黨」與「總書記」集中。習近平的集權與
強勢作風被國外媒體封為「全面主席」
（Chairman of Everything）
，5最

4

5

日本《產經新聞》中國總局特派員矢板明夫，認為習近平是靠著父親光環，及各方勢力折衝妥
協才接上大位，他的權力基礎是中共歷任最高領導人中最弱的一個。請參考矢板明夫，習近平：
共產中國最弱勢的領袖（台北：天下雜誌，2012 年）
。
“Chairman of Everything,” The Economist, 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16/04/02/chairman
-of-everything; Javier C. Hernández, “China’s ‘Chairman of Everything’: Behind Xi Jinping’s Many
3

終在黨內定於一尊，成為繼毛、鄧之後的權威領導人。因此，習的權
力與政策目標從「十八大」到「十九大」的發展脈絡，包括法規修正、
黨政領導體制與機構變革，以及政治、經濟、社會與對台重要人事佈
局與政策動向，作為本研究觀察之依據。

（一）菁英政治
「十八大」以來重大省部級人事調動具有打破年齡優勢、問責
範圍擴大、內舉不避親、調動速度快等特徵。但基本上都依循既有
黨內法規，包括《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條例（2014）》
、
《2014—2018
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
、《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若干
規定（試行）》、《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中國紀律處分條例》
等規範推動幹部「能上能下」
。但由王岐山協助打造的汰換機制，使
升遷的風險範圍擴大，不合格者落馬或提前退居二線，也讓習近平
有更多人事的調配空間。其中省委書記與省長調動多集中在 2016 與
2017 年，包括省委書記 23 人、省長 25 人，而快速晉升者亦符合黨
內法規，也讓習近平有更多人事的調配空間，可以快速填補屬意人
選，如陳敏爾、蔡奇等人。
無論是孫政才「雙開」，或劉奇葆、張春賢「出局」，如此的制
度安排使「接班梯隊」只是法規中所提「梯次配備」之意含，雖有
「老中青」，但未來只有「核心」而無「儲君」，雖帶有競爭意涵，
但這樣的競爭事實上是爭取「核心」信任的競爭，考核基準就是「習
思想」。「十九大」後，中共中央公布中紀委向「十九大」的工作報

Titles,”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7/10/25/world/asia/china-xi-jinpingtitles-chairman.html; Jane Perlez and Javier C. Hernández, “President Xi’s Strongman Rule Raises
New Fears of Hostility and Repression,”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 com/2018/02/
25/world/asia/xi-jinping-china.html. (Latest update 30 July 2018)
4

告，直接點名周永康、孫政才、令計畫等人為野心家、陰謀家，嚴
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政治野心膨脹，搞陰謀活動。6去
(2017)年 11 月 7 日，王岐山在《人民日報》專文中也提到，
「查處周
永康、薄熙來、郭伯雄、徐才厚、孫政才、令計畫嚴重違紀違法問
題，剷除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相互交織的利益集團」
，並且指出「政
治腐敗是最大的腐敗，一是結成利益集團，妄圖竊取黨和國家權力；
二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搞非組織活動，破壞黨的集中統一」
。7而習近
「十九大」政治報告中仍強調整風黨建，也意味持續肅清「薄王餘
毒」將影響十九大後菁英的進退動態。

（二）頂層設計
中共在 2011 年「十二五」規劃中，首次提出「頂層設計」這個
術語。當時的表述是「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
，意味中國大
陸「由上而下」的改革過程中，中央有責任明確目標，著重層級間
的銜接並轉化為基層動力。8舉例而言，消除地方對 GDP 的盲目崇拜，
必須調整官員考核體系；面對貧富差距，必須從國家層面改革分配
制度；上級對民生工程撥款，基層卻不積極配套，又與傳統的財稅
體制相關聯。這樣的概念在習近平對三中全會《決定》的說明便有
提到：全面深化改革是一複雜的系統工程，單靠某一或某幾個部門
往往力不從心，需要建立更高層面的領導機制。以「深改組」為例，
它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即統一部

6

7
8

請參考「十八屆中紀委向十九大的工作報告」，中國新聞網，2017 年 10 月 29 日，http://www.
chinanews.com/gn/2017/10-29/8363113.shtml。
王岐山，「開啟新時代 踏上新征程」
，人民日報，2017 年 11 月 21 日，版 2。
請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
，新華網，2011 年 3 月
1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3/16/c_121193916.htm。
5

署全國性重大改革、統籌推進各領域改革、協調各方力量形成改革
合力，加強督促檢查，推動全面落實改革目標任務。9

表 1-1：「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持的領導小組
小組
組長/主席
中 央 全 面 深 化 習近平
改革領導小組
中央國家安全
委員會
中央網路安全與
信息化領導小組

習近平

中央軍民融合
發展委員會
中央軍委深化
國防和軍隊改
革領導小組

習近平

中央軍委聯合
作戰指揮部總
指揮

習近平

習近平

習近平

辦公室名稱

辦公室部門

中央深改辦

中央政策
研究室
中直機構

辦公室主任 成立時間

王滬寧

2014

栗戰書

2014

中央網信辦/國 中直機構
家網信辦
不詳
中直機構

徐麟

2014

不詳

2017

中央軍委深化國
防和軍隊改革領
導小組辦公室
中央軍委聯合
作戰指揮中心

中央軍委
直屬機構

不詳

2014

中央軍事
委員會聯
合參謀部

不詳

2016

中央國安辦

資料來源：轉引自蔡文軒，
「中共新設高層領導小組及委員會觀察」，大陸與兩岸情勢
簡報（陸委會）
，2017 年 2 月，http://ws.mac.gov.tw/001/Upload/ OldFile/public/
Attachment/731017361675.pdf。

習近平藉由「小組政治」
（表 1-1）一改胡錦濤時期「去集中化」
之決策模式，轉而向「中央」、向「黨」、向「一把手」集權。自三
中全會設置「深改組」以來，中共高層決策模式已由「集體領導」轉
向「小組政治」，除了使總書記與常委間由水平轉向垂直關係，弱化
了「集體領導」而朝向「核心」領導。

9

習近平，「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新華網，2013
年 11 月 1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5/c_118164294.htm。
6

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為例，改革開放以來，最高行政機關國
務院負責具體的經濟工作，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則「隱居幕後」。黨中
央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每年常規出現在七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年底
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隨著國務院常務會議制度的落實，2003 年之後，
國務院在經濟事務上更為頻繁地發揮作用。不過，2014 年 6 月，新華
社發佈總書記習近平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身份主持召開了該小
組第六次會議，並且報導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副總理張高麗分別以小
組副組長、成員身份參加。10雖然大陸媒體將此舉視為「黨管經濟」
的具體要求和體現，但此舉顯然是總書記與總理職權產生重疊。
更引人關注的，
「領導小組」辦公室與辦公室主任在「小組」中
的樞紐角色。「十九大」之後，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深改組辦公
室主任王滬寧；中辦主任、國安委辦公室主任栗戰書皆已入常。
「十
九大」後更將小組朝向委員會發展，新任常委也將和習近平搭配相
關委員會工作，因此「十九大後」
，
「委員會」→政治局（或常委會）
的決策模式也將更制度化，而習的「四個全面」都將交由「習家軍」
操作，也更有利於習在 2020 的目標。

（三）經濟發展
從十九大相關的報告內容也可以看出，未來五年中國發展的重
點是在社會發展與政治建設的層面，其目的是透過完善社會主義政
治與經濟體制，以此化解當前社會不同階層的利益矛盾。也就是說
未來中共當局相關施政重心是一方面要讓中產階級、資產階級持續

10

請參見「政治局常委的小組職務」
，人民網，2014 年 6 月 23 日，http://cpc.people.com.cn/n/
2014/0623/c64387-25184008.html。
「習近平：積極推動我國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
，新華網，2014
年 6 月 13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6/13/c_1111139161.htm。
7

提高生活水準，享有更高的文明條件；另外一方面對於中下階層、
弱勢階層則要以精準扶貧與政策脫貧的方式來改善生活環境。由於
主要目標放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但在報告中卻未標記出未
來經濟成長所需要達到的成長速率，因此可以斷言，未來五年量化
指標將不再成為管控施政的主要重心，體質的改變，特別是黨的領
導反而將成為重點。
在經濟人事面，除原有的李克強持續留任常委並主掌國務院外，
另外值得關注的則是汪洋與劉鶴等人。李克強的經濟主張在「李克
強經濟學」的時期曾經為外界高度關注，而內容重點則是，不再刺
激經濟追求成長、去槓桿化及透過結構改革，而根本的核心則是強
調中國經濟發展必須依賴持續對市場改革，因此李在過往的經濟策
略十分重視推動貿易自由化與市場持續開放，近期則對於先進製造
業與互聯網經濟高度關注。
汪洋在擔任廣東省省委期間，大陸推動廣東產業結構升級與經
濟成長計畫，特別是在高新產業與電子商務等領域的發展，有效的
奠定廣東省的領導地位。而劉鶴則是長期以來擔任大陸產業政策規
劃的主要智囊，劉鶴認為當前大陸經濟困局的解決之道在於擴大內
需，而其關注焦點則是：適度經濟成長速度、可持續的公共服務體
系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中國大陸將藉由發揮製造中心與市場大國
的角色來確定自身在全球經濟的定位；其次是透過農村人口轉移與
城市化等作法，來擴大中產階級並提升內需；最後則是推動經濟成
長來解決就業問題，並創造公平的收入分配機制以避免成長失去動
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劉鶴新任國務院副總理並出任新一屆「國務
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主任，主要工作內容將針對：影子銀行、
資產管理行業、互聯網金融與金融控股公司等部門進行跨部門監管

8

的協調工作。11
前述「十九大」政治報告中提到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重點在於
處理：
「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因此對於已發展地區將針對社會
福利、稅收改制與新型產業的工作將成為重點，而對於後發展地區
則將提升人民所得，解決貧窮問題，透過財政轉移來化解後發展地
區資源不足的現象。
其次，當前中國面臨最大的問題在於總體債務對於金融體系的
威脅、產業轉型對於經濟結構的威脅、全球經濟衰退對於中國經濟
的威脅。在金融層面，目前中國將嚴格管制金融交易與信貸水準，
試圖化解金融體系所可能出現的系統性危機，而在經濟結構轉型，
對於產業重鎮、區域經濟中心與策略項目的建設上，則將透過國家
政策放寬、持續開放市場等作法，給予更多的發展空間來協助，至
於全球經濟衰退所造成的總需求不足，中國目前一方面採取供給測
改革，另外一方面則試圖透過城鎮化、所得提升、服務業創新等方
式來帶動居民消費。
最後，習近平的「兩步走」戰略，短期將是以提高中低收入社
群的所得與強化對此階層的社會福利資源為主；中期則是以制度發
展的方式將中國的中產階級壯大，並透過社會發展來帶動經濟成長；
長期則是透過國家整體結構的轉型來強化中國的綜合國力。

（四）社會治理

11

「大陸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成立」
，中時電子報，2017 年 11 月 8 日，http://www.chinatimes.
com/realtimenews/20171108005917-260409；「劉鶴掌國務院金融委」，文匯報，2018 年 7 月 4
日，http://paper.wenweipo.com/2018/07/04/CH1807040005.htm。
9

十九大後，中國政府的治理焦點正式從經濟發展先行轉向社會
均衡發展。而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承先啟後的關鍵任
務，也是未來 3～5 年中國在社會治理上的重要挑戰。「建成小康社
會」不是空泛的政治論述。中國政府近五年來已經陸續提出各種具
體政策目標及任務，這些任務一方面試圖解決影響中國社會穩定的
現實問題，另一方面也為「小康社會」的達成與否提供客觀的指標。
從近年政策論述及十九大政治報告來看，這些任務的優先順序為：
 核心任務：脫貧
 關鍵任務：化解重大風險、環境污染防治、特殊群體權益（如
退伍軍人）。
 針對污染防治、退伍軍人，將新設專門管理機構。
 重要任務：醫療改革與健康問題、社會保障與養老問題、教育
問題。

另一方面，習近平在「十九大」政治報告中把國家安全概念放
入社會治理層面而引發關注，而安全防範對象指涉與處理則是我們
要關注的重點。習近平在政治報告中，將社會治理、社會大局與國
家安全視為同一面向。在「總體國家安全觀」中統籌發展與安全問
題，包括外部與內部、國土與國民、傳統與非傳統、自身與共同安
全等，並以「政治安全」為根本。比如在言論層面，除了強調黨對
意識型態工作的領導，還包含網絡綜合治理體系與陣地建設，在政
治原則、思想認識與學術觀點必須旗幟鮮明。未來可能對社會力量
持續維持監控及壓制，並強化引導與滲透能力（輿論主旋律、基層
黨建）
，以避免社會維權群體串連及朝向政治異議力量轉化。而在維
穩層面，
「十九大」報告特別指名嚴密防範和堅決打擊各種滲透顛覆
10

破壞活動、暴力恐怖活動、民族分裂活動、宗教極端活動。未來也
將體現在對境外團體、邊疆少數民族與宗教政策上，比如近來媒體
有關中共對新疆維吾爾族的「再教育營」之報導即是一例。12

（五） 軍事改革
當前中國對外有中美大國關係、朝鮮半島危機、南海形勢、兩
岸關係與一代一路等重點，並結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願景與從嚴
治軍等手段。中共去年以「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對
軍隊進行大幅調整和整併，加強中央軍委對於全軍深化改革的領導
地位。十九屆一中全會決定新一屆中央軍委會組成，由習近平擔任
軍委主席，許其亮、張又俠兩位上將副主席，軍委委員則縮至四名，
分別是火箭軍前司令員魏鳳和（新任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軍委
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軍委紀委書
記張升民。另一方面，十九大通過黨章修改案，明確將「中央軍事
委員會實行主席負責制」寫入黨章，明確中央軍事委員會負責軍隊
中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中央軍委會縮編，意在於凸彰顯軍委主席
負責制，也就是習近平對於軍隊的全面掌握。

（六） 對台政策
在對台政策上，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也將臺灣列入「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範圍中，以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作為
兩岸關係的總論，並重申「一個中國原則」
、承認「九二共識」的歷

12

「中國維族拘押計畫升級 『再教育營』規模擴大」
，華爾街日報中文網，2018 年 8 月 21 日，
https://cn.wsj.com/articles/CT-BCH-20180820145013?mod=article_inline; 「『不存在這種東西』
：
中國否認新疆建再教育營」
，紐約時報中文網，2018 年 8 月 14 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
20180814/china-xinjiang-un/zh-hant.
11

史事實，是兩岸政治關係的基礎，並以「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
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
中國分裂出去」的「六個任何」反對臺獨的任何可能。但是也提到
「願意率先同臺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我們將擴大兩岸經濟
文化交流合作，實現互利互惠，逐步為臺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
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的態度，強化與臺灣民眾
和年輕人的交流，擴大社會與經濟融合。
環顧「十九大」政治報告、人事更替與黨章與憲法修改，重心
不在社會主義民主，而是新時代進程中的政治安全。因此包括中紀
委換班後的繼續整風整黨、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設立、國家監察
委的法制化、掌握意識型態領導權以及對國家政治安全的強調，這
些概念最終是擴大社會的自主還是國家的權力，以及如何面對地方
本位主義、貪腐、怠政、行政能量不足等挑戰，在此背景下對經濟
社會與外部環境的影響，是未來觀察的重點。

第三節 理論架構與研究方法
中國往何處去?中共政權本質為何?學界各有不同見解。本研究
希望結合宏觀與微觀，即政權屬性與黨的決策來探討，結合威權的
結構與中共領導人的意志來觀察中共「十九大」前後的發展。
後極權威權國家（Post-totalitarianism Authoritarian Regimes）如
中國大陸，其發展到底呈現何種特殊現象組合？史塔克(David Stark)
依據東歐轉型經驗，認為「轉型」的過程是現存資源的重構，也就
是利用現有資源「拼湊而成」（bricolage）的一種調適過程。13如吳

13

請參考 David Stark, “Path Dependence and Privatization Strateg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East
12

玉山教授認為，中國大陸結合了「後極權」的統治機制與「發展型
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s）的經濟表現，使其到目前為止仍可以
一方面維持經濟成長，另一方面牢牢地掌握政權。14裴敏欣也認為中
共對改革開放的成果，有以下幾個共識：
（一）經濟發展是政治自由
化的前提；
（二）漸進改革（gradualist reform）策略明顯優於激進改
革（big-bang）；新權威發展型（neo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國家
證明是有效的。15 這也意味中共強烈維持現狀統治的偏好(status quo
bias)，試圖透過「修補」來解決問題，因此在漸進而零碎的政治改
革中，顯現出傳統力量與變革力量之間相互拉扯的張力，所強調的
是「中國特色」及「自我完善」
。
從「改革開放」到「十九大」
，中共領導人試圖證明他們並未走
入「歷史的終結」
，當中的政治意涵在於黨的調適能力(adaptability)。
早期如迪克森(Bruce J. Dickson)比較國共兩黨的威權時期改革，提
出實用性（efficient）與回應性（responsive）兩種調適模式。前者
植基於領導人更迭，改革派領導人在黨的目標、組織與政策上的革
新，使三者間得以配合。16例如喬維特（Ken Jowitt）提出組織包容
性（inclusion）或康曉光提出「行政吸納政治」，擴大中共的精英聯
盟。17許慧文（Vivienne Shue）則認為以經濟效率和行政合理化為主

14

15

16

17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Vol. 6, No. 1(December 1991), pp. 17-54.
吳玉山，
「宏觀中國：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蘇東與東亞模式的揉合」，徐斯儉、吳玉山
主編，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台北：五南出版社，2007 年），頁 309-335。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 Aut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07.
Bruce J. Dickson,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pp. 7-32.
Ken Jowitt, “Inclusion and Mobilization in European Leninist Regimes, “ World Politics, Vol. 28,
No. 1(October 1975), pp. 69-96; Bruce J. Dickson, “Cooptation and Corporatism in China: The
Logic of Party Adaptation, ”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5, No. 4(Winter 2000/2001), pp.
517-54; 康曉光，「未來 3-5 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戰略與管理（北京）
，2002 年第 3
期，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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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的改革，使政權朝向更為穩定的「威權式國家／官僚資本主義」
形式發展。18而黎安友(Andrew Nathan)也認為，後極權政權的韌性
（resilience）原因在於國家組織的適應力（adaptability）、複雜性
（complexity）、自主性（autonomy）與一致性（coherence）等因素。
19

使中共有效地迴避了「政治民主化」，在市場經濟與威權政治之間

找到立足點。
不過，中共希望轉型為長期執政的現代化官僚體系過程中，由
於各種調適性質的改革，不論黨內制度革新，或是基層體制的放權
自治，都無法逃脫有改革但總落於形式的「內捲化」
（involution）現
象。20黨國權力的一元化特性，行政體系對各方利益進行壟斷，更排
除民間社會可置喙的餘地。在此同時，中央與地方政府形成緊密的
利益共生關係，都使得政治改革難以展開，社會積聚的壓力也無處
宣洩，陷入體制難以調整的困境。此外，黨國體制及其依附階層，
在攫取大量資源之後，將更能透過「食租國家」（rentier state）操作
的手法，除了藉經濟表現穩固政權，發展所滋生的社會資源，多集
中於「國家」之手，反而有助其收編、吸納社會菁英，從而瓦解社
會監督與制衡的力量；21對於弱勢群體則以「國家購買服務」方式，

18

19

20

21

Vivienne Shu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52; Vivienne Shue, “China: Transition Postponed? ,”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41, No. 2(January/February 1992), pp. 157-168.
如權力繼承的制度化、精英甄補的專職性、政治體系的分殊性（differentiation）與專業化，擴
大群眾政治參與管道，以及普遍(universalistic)而非特殊規則(particularistic)的適用。請參考
Andrew J.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January 2003)”
pp. 6-17;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2-24; Nelson W. Polsby,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U. 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2, No. 2(March 1968), pp. 144-168.
趙建民、張執中，
「組織內捲與列寧式政黨的調適與變遷：中國共產黨個案分析」
，人文及社會科
學集刊，第 17 卷第 2 期(2005 年 6 月)，頁 299-341；Xiaobo Lu, Cadres and Corruption: the
Organizational In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耿曙、陳奕伶，「中國大陸的社區治理與轉型前景：發展促轉或政權維穩？」，遠景基金會季
刊，第 8 卷第 1 期，2007 年 1 月，頁 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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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經濟優勢提供各項福利救助，如近幾年的「中央一號文件」
，均
鎖定三農問題的解決，稅費減免、失地補償、社會保險等，以滿足
社會弱勢需求，達成基層社會的穩定與和諧，鞏固現有的威權體制。
對中共而言，領導階層所考量的，是不同的改革途徑對共黨獨
佔地位的潛在影響。尤其是改革的過程是進一步鞏固權威？還是擴
大其脆弱性？對此，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認為必須瞭解中共
如何看待自「六四事件」至今，「蘇東波」、「顏色革命」之主因。
針對前共黨國家的垮台，中共歸納出包括經濟惡化、脫離群眾、自
我否定與信仰危機、民主多元、黨內分裂與黨的腐敗以及西方國家
「和平演變」的陰謀，最終使共黨喪失對社會和改革的領導地位。
而在「顏色革命」方面，則著重在美國與非政府組織（NGO）之角
色。22在這樣的認知下，維護中共的執政地位與提高「執政能力」
就成為中共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標。中共一方面不斷自我警惕，希望
永續政權；另方面則面臨經濟高速增長終將「一去不返」
，陷於杭廷
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說合法性衰退與政績困局(performance
dilemma)。23面對日趨劇烈的結構分化與內外壓力，中共在「習核心」
領導下，仍希望繼續藉由黨國的平衡能力來維持社會穩定，還是朝
向前述迪克森所說更具回應性的調適(responsive adaptation)？本研
究希望從習近平執政過程持續觀察。
習近平上台後的路線組建，從提出「中國夢」
、
「新八項」到「四

22

23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Washington, D.C. :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 pp. 41-102; 另請參考中央編譯局中國現實問題研究中心
課題組，「蘇共民主化改革失敗的教訓」，載於薛曉源、李惠斌主編，中國現實問題研究前沿
報告：2006-2007（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
，頁 193-210；王長江，蘇共：一個
大黨衰落的啟示（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
。
請參考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p. 3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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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全面」24，其目標就是「小康社會」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現代化。中共建政至今，意識型態一直具有目標認同、組織識別（如
界定黨員和人民），與甄補判準（recruitment criteria）之功能。回顧
中共意識型態的發展，對外體現不僅是一種世界觀，也是一種解釋
社會現實的動態體系。在意識型態的「目標」(a view of the future)、
「現狀」(an assessment of status quo)與「方針」(a definite plan of action)
三個變項中，核心領導人對現狀的界定，影響行動的速度與策略。25
大陸學者認為意識形態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而重塑政治合法性是習近平關於意識形態工作的一條主線，包括對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定性、中國夢的目標設定、反對歷史虛無
主義、重塑改革話語等。26而習近平思想體系包括從文明基因出發的
歷史哲學，強調政治制度「決定性作用」的政治經濟學，以國家治
理能力為核心的國家治理理論，以公正社會為導向的改革和社會建
設方向，也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堅守和推動等。27
「十九大」修正黨章確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以下簡稱「習思想」
）
，主要內容都體現在黨章總綱中（表 1-2）
，成
為習統治與影響力延續的重要工具，而「習思想」內化至黨章內組織
與黨員運作原則，也成為與反腐並列的幹部甄補標準。

24
25

26

27

指全面「深化改革」
、「依法治國」
、「構成小康社會」與「從嚴治黨」
。
比如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中國大陸從共產社會道路「倒退」（retrogressive）
提供理論基礎；江澤民「三個代表」為「資本家」與「私有財產」的存在，與中共在「市場
經濟」環境下作為執政黨的角色，提供修憲與合法化依據。請參考張執中，「黨國意識形態的
權力與制度：習近平時期的觀察」，展望與探索，第 16 卷第 4 期（2018 年 4 月），頁 71-88；
David E. Ingersoll, Richard K. Matthews, Andrew Davison, The philosophic roots of modern
ideology : liberalism, communism, fascism, Islamism, 3rd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 Prentice
Hall, 2001), pp. 2-8.
唐愛軍，「習近平意識形態理論框架和基本思路—一個政治合法性的視角」，中共貴州省委黨
校學報，2015 年第 5 期，頁 20-25。
楊光斌，「習近平的政治思想體系初探」，學海，2017 年第 4 期，頁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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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中共「十九大」黨章「總綱」修改內容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科學發展觀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脈相
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馬克思主
義中國化重大成果，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長期堅持的
指導思想。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順應時代發展，從理論和實踐結合
上系統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
學發展觀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
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而奮鬥的行動指南，必須長期堅持並不斷發展。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統攬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
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了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文化。
 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貫徹黨
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為實現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
與促進共同發展這三大歷史任務，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
國夢而奮鬥。
 在現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
的矛盾。
 發展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創新、協調、
綠色、開放、共用的發展理念。
 跨入新世紀，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必須按
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統籌推進經濟建設、
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
 在新世紀新時代，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是，到建黨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新
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主義事業中，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他各項工作都服從和服務
於這個中心。要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鄉村振興戰略、區
域協調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軍民融合發展戰略，充分發揮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
的作用，充分發揮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第一動力的作用，依靠科技進步，提高勞動者素質，促
進國民經濟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
 堅持改革開放，是我們的強國之路。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
思主義。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
力現代化。
 改革開放應當大膽探索，勇於開拓，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
性、協同性，在實踐中開創新路。
 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建立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統籌
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調整經濟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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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
現代化同步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世界
科技強國。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
一，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
想，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
核心價值觀，宣導社會主義榮辱觀，增強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強精神，抵禦資本主義和封建主
義腐朽思想的侵蝕，掃除各種社會醜惡現象，努力使我國人民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紀律的人民。對黨員要進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教育。大力發展教育、科學、文化事業，推動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提高
國家文化軟實力。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
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
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總要求和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原則，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
點，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加
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加
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依法堅決打擊各種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危害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犯
罪活動和犯罪分子，保持社會長期穩定。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
理念，增強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意識，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堅持節約
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堅持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著力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形成節約資源和
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為人民創造良好生產生活環境，實現
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中國共產黨堅持對人民解放軍和其他人民武裝力量的絕對領導，貫徹習近平強軍思想，加強
人民解放軍的建設，堅持政治建軍、改革強軍、科技興軍、依法治軍，建設一支聽黨指揮、
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切實保證人民解放軍有效履行新時代軍隊使命任務，充分
發揮人民解放軍在鞏固國防、保衛祖國和參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維護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積極培養、選拔少數民族幹
部，説明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經濟、文化和社會事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
各民族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
 中國共產黨同全國各民族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團結在一起，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各
民族的愛國力量團結在一起，進一步發展和壯大由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
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組成的最廣
泛的愛國統一戰線。
 在國際事務中，堅持正確義利觀，維護我國的獨立和主權，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維護世
界和平，促進人類進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
界。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
基礎上，發展我國同世界各國的關係。不斷發展我國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加強同發展
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遵循共商共建共用原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中國共產黨要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實現 “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夢，必須緊密圍繞黨的基本路線，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加強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
設、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以黨的政治建設
為統領，全面推進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把制度建設
貫穿其中，深入推進反腐敗鬥爭，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準。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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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準和執政水準，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的能
力，不斷增強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斷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
大黨的群眾基礎，不斷提高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的馬
克思主義執政黨，使我們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成為領導全國人民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不斷前進的堅強核心。黨的建設必須堅決實現以下五項基本要求：
 第一，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全黨要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基本路線統一思想，統一行動，並且毫不動搖地長期堅
持下去。...... 培養選拔黨和人民需要的好幹部，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從
組織上保證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的貫徹落實。
 第三，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實行群眾路線，一切為了群眾，一
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
 第四，堅持民主集中制。...........。必須實行正確的集中，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
意識、看齊意識，堅定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保證全黨的
團結統一和行動一致，保證黨的決定得到迅速有效的貫徹執行。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
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鬥性，發展積極健康的黨內政治文化，營
造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
 第五，堅持從嚴管黨治黨。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新形勢下，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
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複雜的、嚴峻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
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要把嚴的標準、嚴的措
施貫穿於管黨治黨全過程和各方面。堅持依規治黨、標本兼治，堅持把紀律挺在前面，加強
組織性紀律性，在黨的紀律面前人人平等。強化管黨治黨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加強對黨的
領導機關和黨員領導幹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幹部的監督，不斷完善黨內監督體系。深入推進黨
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
制。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
勢。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黨必須保證國家的立法、司法、行政、
監察機關，經濟、文化組織和人民團體積極主動地、獨立負責地、協調一致地工作。黨必須加
強對工會、共產主義青年團、婦女聯合會等群團組織的領導，使它們保持和增強政治性、先
進性、群眾性，充分發揮作用。

資料來源：「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
決議」，新華網，2017 年 10 月 24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
19cpcnc/2017-10/24/c_1121850042.htm。

習近平以不同階段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即新民主主義革命
→社會主義革命→新時代的三次「偉大飛躍」
，取代自鄧小平以來「三
代領導集體」之設定，並且界定了新時代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因而
提出以 2035 與 2050 年「兩步走」的方針，走向社會主義強國與民族
復興，將目標從國家層次提升到全球層次。因此在行動方針上，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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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收入、改善生活水平外與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外，也積極向外推廣
「中國模式」
，更強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抵制西方價值，推展道路、
理論、制度與文化「四個自信」
。
十九屆「二中」與「三中」全會，分別通過「修憲」
、
「深化黨和
國家機構改革」等重大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可以看出包括「新時代」、
「黨的全面領導」
、
「黨內監督」
、
「轉變政府職能」與「國家治理體系
與治理能力現代化」
，是習近平第二個任期的執政重點。為實現此目
標，今年三月「兩會」的重點，是保證中共「十九大」後習核心權力
佈局、國家監察體系啟動、習規劃的人事基本到位，以及前述黨和國
家機構改革規劃，以適應「新時代」的發展要求、強化黨政關係與進
一步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特別是黨的全面領導，以及將「一個國家、
一個政黨」與領導核心的連結，上升為國家意志。
綜合上述，本研究以質性分析為主，包括文獻分析、田野訪談與
焦點座談。
1. 文獻分析：蒐集和分析國內外對於中共黨政運作之相關文獻，以
進行靜態之論證分析。並整理中共人事與政策文件與媒體報導並
分析內容，以瞭解習近平時期決策模式之特徵。
2. 田野訪談：本研究為了確認中共當局公佈「惠台 31 條」後，大陸
各地方政府對於中央政策如何落實？以及這個政策又是如何與地
方發展整合，對於未來兩岸關係可能會有何影響？因此前往大陸
進行實地交流與訪談。
3. 專家座談：本研究將召開一次專家座談，邀請 4 位國內專家學者，
針對「十九大」與「兩會」後之人事與政策提出分析與觀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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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豐富本研究之成果。
「十九大」是習近平推動「四個全面」與「第一個百年」目標
最重要的五年，迫使他必須提早完成權力部署，並提高各級領導幹
部的「看齊意識」
。本研究結合學術與政策意涵，以掌握中國在「十
九大」後的重要人事與政策，提出具建設性之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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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治體制與機構改革

從十八屆「六中」全會確立「習核心」以來，中共中央不斷強化
「黨領導一切」
，和「十九大」報告與黨章強調「黨政軍民學，東西
南北中」是一貫的脈絡。如前章所述，今（2018）年修憲的重點，就
是把「一個國家、一個政黨」與領導核心的連結，上升為國家意志。
包括「習思想」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目標，並且將原憲法第一條「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
制度」
，加上「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
讓習近平的權力延續與中共執政菁英的執政利益綁在一起。
另一方面，今（2018）年兩會除按往例通過新一屆國家機構人員
名單外，特別是「修憲案」
、
「國家副主席人選」
、
「監察委員會」設置，
與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提出《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將推動
第三波大部門體制改革。其影響層面在於習核心權力佈局、國家監察
體系啟動以及習規劃的人事基本到位，特別是習核心權力進一步鞏固
後，如何有效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將是未來五年關注的重點。

第一節 「修憲」與「三位一體」
中共十九屆「二中」全會審議《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
容的建議》
，並送交第十三屆全國人大通過，將胡錦濤時期的「科學
發展觀」與「和諧社會」精神，以及「習思想」、「社會主義現代化
強國」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監察委員
會」載入憲法；擴大立法權限，下放到 282 個「設區的市」
，同時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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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了「國家主席」與「國家副主席」的兩屆（10 年）任期限制，引
發外界高度關注（表 2-1）。28
表 2-1：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部分內容
 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
思想、鄧小平理論、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治，貫徹
新發展理念
 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
 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
憲法序言

 在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過程中，已經結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
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
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於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
 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已經確立，並將繼續加強
 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開的
 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開放戰略，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係和
經濟、文化交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1 條 2 款）
 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

第一章

對它負責，受它監督（3 條 3 款）
 國家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維護和發展各民族的平等團
結互助和諧關係（4 條 1 款）
 國家宣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
愛社會主義的公德（24 條 2 款）
 國家工作人員就職時應當依照法律規定公開進行憲法宣誓（27 條 3 款）

28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公報」
，新華網，2018 年 1 月 19 日，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1/19/c_1122286278.htm；「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修改憲法部
分內容的建議」
，新華網，2018 年 2 月 25 日，http:// 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2/25/
c_1122451187.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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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一節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下列職權：

全國人民代表

（七）選舉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62 條 7 項）

大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下列人員：
（四）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63 條 4 項）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監察
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65 條 4 款）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下列職權：
（六）監督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國家監察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
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67 條 6 項）
（十一）根據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的提請，任免國家監察委員會副主任、
委員（67 條 11 項）

第三章第二節
中華人民共和
國主席
第三章第三節
國務院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
同（79 條 3 款）
 國務院行使下列職權：
（六）領導和管理經濟工作和城鄉建設、生態文明建設（89 條 6 項）
（八）領導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監察等工作（89 條 8 項）

第三章第五節

 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和它們的常務委員會，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

地方各級人民代 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制定地方
表大會和地方各 性法規，報本省、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後施行（100 條 2 款）
級人民政府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並且有權罷免本級監察委員會主
任（101 條 2 款）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
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103 條 3 款）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討論、決定本行政區域內
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項；監督本級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人民法院和
人民檢察院的工作（104 條）
 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規定的許可權，管理本行政區域內
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城鄉建設事業和財政、
民政、公安、民族事務、司法行政、監察、計劃生育等行政工作，發佈
決定和命令，任免、培訓、考核和獎懲行政工作人員（107 條 1 款）

＊說明：粗體字為修改部分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
，新華網，2018
年 2 月 25 日，http:// 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2/25/ c_1122451187. htm；
「收
藏！憲法修改前後內容對照表（附全文）」
，京報網，，2018 年 3 月 12 日，http://www.
bjd.com.cn/sd/mrq/201803/12/t20180312_110820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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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
大陸「八二憲法」至今已經是第五次修憲，前四次修憲主要是
將鄧小平以來核心領導人的理論，如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以及
中共的重要路線，如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私有財產權等寫入憲法。本次修憲除了將胡錦
濤的「科學發展觀」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以
下簡稱「習思想」）寫入憲法外，也將十八屆六中全會以來「一個國
家、一個政黨」與領導核心的連結，上升為國家意志，包括「習思
想」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讓
習近平的改革具有憲法上的正當性。同時把原憲法第 1 條「社會主
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
。加上「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
，鞏固中共在國家的統治地位。並將
「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寫入憲法序
言，上升為國家意志，讓習近平的改革具有憲法上的正當性。
雖然「二中」全會公報提到「憲法修改關係全局，影響廣泛而
深遠」
，也「堅持對憲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的原則」，但是 2 月
25 日公布的《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
（以下簡稱「修憲建議」
）
中，最引人注目的變動主要在第 79 條第三款，取消「國家主席」與
「國家副主席」的任期限制。29使得自鄧小平以來廢除領導職務終身
制與任期制的規劃，讓位於最高領導人「三位一體」的需求。換言
之，
「十九大」並無安排六零後的接班梯隊進入政治局常委會，引發
外界對習近平在 2022 年中共「二十大」是否交班的質疑。如今取消
國家主席的任期，更讓習在「二十大」後續任的可能性大增。即使

29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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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中央在二中全會公報，將修憲連結至「新時代」發展需求與「兩
個百年」目標，官方媒體也說明此舉有助於保持「三位一體」
，進一
步完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30但畢竟面對如此重大的修正方向，中央
態度卻異常低調隱晦，自然難以消除外界對毛澤東時期的聯想，以
及對領導人「終身制」復辟的不安。
中共政治就如鄒讜教授的觀點，長期以來圍繞著核心領導人的權
力結構，通常是與一系列黨內鬥爭同步發展起來的，黨不能有兩個聲
音或兩個司令部，是已經建立起來的規則和習慣。31也因此中共政治
體制在這樣的背景下時有變動，除了經歷四部憲法，國家主席權力自
「五四憲法」授權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到「七五憲法」廢除國家主席
一職，源於毛澤東對劉少奇的鬥爭。
「八二憲法」重新恢復國家主席，
但取消了「五四憲法」時期召開最高國務會議與統率全國武裝力量之
權，走向虛位。不過國家主席一旦兼任黨總書記與中央軍委主席時，
則虛位的國家主席又成為掌握黨、政、軍的實權元首。
在李先念與楊尚昆擔任國家主席期間，最高權力歸屬於軍委主
席鄧小平。鄧小平為避免重蹈毛時期的個人崇拜與權力過度集中，
積極重建「民主集中制」所規範的集體領導制度，同時為解決幹部
終身制的問題，在《八二憲法》中，除中央軍委主席外，規定了國
家主席與「一府二院」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並建立黨政領導幹
部退休年齡界線。然而 1989 年江澤民接任總書記後，鄧小平為強
化江的合法性，除了提出「三代」領導集體與核心的概念，也迅速
地讓江接任軍委主席與國家主席，使江澤民成為毛澤東以後「三位

「社評：堅定支持中央修憲建議，這是理性也是信仰」
，環球網，2018 年 2 月 25 日，http://opinion.
huanqiu.com/editorial/2018-02/11621386.html。
31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年）
，頁 162-16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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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的權力中心。
江澤民在「十六大」延續鄧模式，以一介黨員身分續任軍委主席，
形成所謂「交班不交槍」的接班形態。江澤民在 2004 年十六屆四中
全會辭去軍委主席後，9 月召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交棒胡錦濤，提出
「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三位一體這樣的領導體制和領導
形式，對我們這樣一個大黨、大國來說，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
當的辦法」
。32胡錦濤接班後，並沒有對總書記與軍委主席的任期有任
何處理，制度上的模糊，增加外界對胡沿用江模式交班的想像空間。
但胡錦濤「裸退」前的薄案到習近平接班後處理周、令、徐案，其重
點在不同世代領導集體背後政治勢力與派系利益的矛盾，使習在第一
任期必須傾全力肅清周令餘毒，樹立核心地位鞏固權力。
繼江澤民之後，本次修憲取消任期制時再次提出「三位一體」
，
其共同特徵都在於現任領導人破壞任期制時提出，這也正好說明「任
期制」是「三位一體」最重要的保障。就習近平而言，若「二十大」
無意交班，在制度上，年齡問題因為有江澤民跨越「七上八下」與
「七十」劃界之前例可依循，僅剩國家主席任期之門檻，否則「二
十大」後將出現新國家主席與習近平並存之局面，習近平以黨職進
行國事活動也不符其所設定「依憲治國」的環境。由於中共「十九
大」並無安排六零後的接班梯隊進入政治局常委會，如今配合習思
想入憲，取消國家主席的任期，使 64 歲的習近平，在 2022 年「二
十大」繼續「三位一體」已經沒有制度上的限制，這對未來接班制
度與菁英權力平衡之影響，值得繼續觀察。

32

江澤民，「我的心永遠同人民軍隊在一起」，江澤民文選，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
64185/180139/108185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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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監察委」成立
在監察體制改革方面，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宣告深化國家
監察體制改革，「將試點工作在全國推開，組建國家、省、市、縣監
察委員會，同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合署辦公，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
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制定國家監察法，依法賦予監察委員會職責許
可權和調查手段，用留置取代『兩規』措施」。33
「十九大」後，中央開始推動全國試點，在 2017 年底與 2018 年
初召開的省、市、縣人民代表大會上產生三級監察委員會，使改革與
地方人大換屆工作緊密銜接，全國人大常委會也通過授權全國試點，
並正式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草案）》
，公開徵求意見。
本次全國人大修憲在第三章「國家機構」，增列第七節「監察委
員會」（表 2-2），同時也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草案）》。
從國家監察委的設置，可以看出習核心的意志與效率。本次修憲與「機
構改革案」賦予國家監察體制法源與組織編制。包括增列各級人大選
舉罷免監察委員會成員之職權（62-67 條；101-104 條）
；將監察權從
國務院與各級政府移出（89 條、107 條）
；以及第三章國家機構增列「監
察委員會」
（123-127 條）
，定位各級監察委員會為國家監察機關、監察
委員會組成、任期與職權、監察委員會的條條關係、向人大與上級監
委負責、獨立行使職權以及和審判、檢察機關和執法部門的關係。

33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
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新華網，2017 年 10 月 27 日，http://news.xinhuanet.
com/politics/19cpcnc/ 2017-10/27/c_11218675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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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有關「監察委員會」內容
第三章第七節
監察委員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監察委員會是國家的監察機關（123 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設立國家監察委員會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124 條）
監察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員若干人。
監察委員會主任每屆任期同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國家監察
委員會主任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監察委員會的組織和職權由法律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監察委員會是最高監察機關（125 條）
國家監察委員會領導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的工作，上級監察委員會領導
下級監察委員會的工作。
 國家監察委員會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
責。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對產生它的國家權力機關和上一級監察委員會
負責（126 條）
 監察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監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
個人的干涉（127 條）
監察機關辦理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案件，應當與審判機關、檢察機關、
執法部門互相配合，互相制約

＊說明：粗體字為修改部分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
，新華網，2018
年 2 月 25 日，http:// 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2/25/ c_1122451187. htm；
「收
藏！憲法修改前後內容對照表（附全文）」
，京報網，，2018 年 3 月 12 日，http://www.
bjd.com.cn/sd/mrq/201803/12/t20180312_11082069.html。

在解決監察委員會的法源問題後，緊接著就是組織整併的進度與
監察權行使的立法問題。本屆全國人大選舉中紀委副書記楊曉渡為國
家監察委員會主任，而非中紀委書記趙樂際，主要意義仍是強調以黨
領政。緊接著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
，將授權監察機關可以
採取談話、訊問、詢問、查詢、凍結、調取、查封、扣押、搜查、勘
驗檢查、鑒定、留置等措施開展調查。特別是對於「留置」取代雙規
後，與人身自由權的衝突，將是未來監察權行使的關注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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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監察委正式成立後，包括黨政關係、權力監督、機構整合等
問題一一浮上檯面。長期以來，紀檢監察與檢察機關自偵部門的合併，
在理論界早已爭論多年。國家監察委員會拿走國務院與最高檢察院的偵
察部門，就如同國務院進行大部制改革，不僅僅是部門的減少與合併，
當中對於合併的對象與順序、內部整合、人員精簡，都挑戰既有的部門
利益。能否快速整合？端賴習核心的意志能否體現。也因此王岐山在調
研的講話中，特別提到先完成檢察機關反貪等部門的轉隸，確保思想不
亂、工作不斷、隊伍不散，推動人員融合和工作流程磨合。
本研究專家會議學者也提出國家監察委設立具備的新意有二：第
一、國監委讓中紀委的「雙規」合法的擴至非黨員與非國家工作人員
的範疇，使其能合法的辦案。第二、儘管國家監察法具有部分人權保
障之舉措，但是官方並無認同在「雙規」的程序中，讓嫌疑人在偵訊
或留置的過程中得請律師陪同。易言之，在國監委設置之後，中紀委
的「雙規」將擴及至中共全體人民，並且其偵訊過程對嫌疑人的權益
侵犯將愈發嚴重。這顯示未來習近平的「反貪」作為會更上一個層次，
對全體人民的監控亦更加嚴密。

第二節 從「小組」到「委員會」

從「十九大」報告到十九屆三中全會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
革方案》
（以下簡稱《方案》）
，提出包括黨的中央機構、全國人大機
構、國務院機構、全國政協機構與行政執法機構外，還包括深化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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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地、群團組織與地方機構等改革內容。34如「三中」全會公報也提
到，當前核心問題在於黨和國家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同「
『五位一
體』總體佈局、
『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同實現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
（表 2-3）
。35上
述文件與說明，都緊扣黨的全面領導與長期執政能力建設上，和其
他改革內容存在辯證關係。為此目的，習近平（2018）自 2015 年便
已針對「黨和國家機構改革」
，要求「深改組」展開調研，並於 2017
年下旬決定提上議程，交中央改革辦與中央編辦開展調研論證。
「十
九大」後，習親自擔任文件起草組組長，顯示其重要性與未來五年
的改革路徑。36
表 2-3：《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概要

總目標

遵循原則

改革方針








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高效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
總攬全域、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體系
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
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裝力量體系
聯繫廣泛、服務群眾的群團工作體系
人大、政府、政協，監察、審判、檢察機關、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
等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協調行動、增強合力，全面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準

 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以人民為中心、優化協同高效與全面依法治國







完善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制度
優化政府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
統籌黨政軍群機構改革
合理設置地方機構
推進機構編制法定化
加強黨對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領導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
，新華網，2018 年
3 月 4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3/04/ c_1122485476. htm。

「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新華網，2018 年 3 月 21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
2018-03/ 21/c_1122570517.htm。
35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
，新華網，2018 年 2 月 28 日，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 2018-02/28/c_1122468000. htm
36
習近平，
「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決定稿和方案稿的說明」
，新浪網，2018 年 4 月 11 日，
http://news.sina.com. cn/o/2018-04-11/doc- ifyzeyqa5508761.shtml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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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如《公報》與《決定》提到「首要任務是完善堅持黨的全
面領導的制度，加強黨對各領域各方面工作領導，確保黨的領導全覆
蓋，確保黨的領導更加堅強有力；而轉變政府職能，優化政府機構設
置和職能配置，是重要任務；統籌黨政軍群機構改革，是加強黨的集
中統一領導、實現機構職能優化協同高效的必然要求」
。因此，以「黨
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
、
「黨中央職能部門的統一歸口協調管理」為
主線，連結「國務院機構改革」
，可以說是本次改革的重點。

一、「小組政治」之特徵
習近平接班後，藉由「小組政治」
，一改胡錦濤時期「去集中化」
之決策模式，轉而向「中央」、向「黨」、向「一把手」集權。「小
組」是廣泛存在於中國大陸各級黨政機關中，以議事協調機構和臨
時機構名義存在的一種特殊組織模式。而「小組政治」是指在黨政
系統內，出於重視和力圖解決某個問題的需要，由權力層級較高的
人物和部門牽頭，組成領導小組，聯合多個部門，集中政治資源，
協調和領導跨部門、跨系統或跨區域的政治活動。
「小組政治」是中
國大陸黨政關係最核心的聯結點之一，主要承擔「個別醞釀」
（包括
決策準備、決策諮詢）和協調監督功能。37
大陸學者周望以「中軸依附」概括「小組」的結構特徵（圖 2-1），
在「小組」的組織結構中，職能和權力重心主要集中於「領導成員—
牽頭部門—辦事機構」這條主線上，而其它組成部門只是「依附」

37

吳曉林，「
『小組政治』研究：內涵、功能與研究展望」，求實，2009 年 3 月，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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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條中軸線而開展工作。在「中軸依附」結構中，領導成員、牽
頭部門及其相應的辦事機構承擔了「小組」絕大部分的工作。部門
中工作任務最重的，通常稱之為「牽頭部門」
，其代表一般擔任著「小
組」的第一副職。牽頭部門的重要性又是通過其辦事機構具體體現
出來的。
「小組」的辦事機構或者是由牽頭部門的某個內設機構「兼
任」
，或者掛靠到這個牽頭部門。即使是完全單獨設置的辦事機關，
它與牽頭部門在業務上也有著密切往來和相近似的部分。38

圖 2-1：「小組」的中軸依附結構
資料來源：引自周望，
「中國『小組政治』組織模式分析」，南京社會科學，
2010 年第 2 期，頁 79。

在政治上，
「小組政治」體現中共黨在組織上的領導地位和政治

38

周望，
「中國『小組政治』組織模式分析」
，頁 7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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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的主導地位，從黨的執政理念來看，也就是體現了黨對「大
政方針」上的領導地位。在運作上，擁有廣泛地獲得黨政系統各層級
組織支援、調動社各方面資源的能力。在組織上，
「小組政治」呈現
「虛實」共存。一方面，
「小組」並不進入各級政府機構的正式序列；
另一方面，「小組」雖不是法律意義上的行政主體，但「小組」的辦
事機構卻是實實在在的，並受「三定」的約束。不但掛牌子、擁有固
定的辦公場所（多數情況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
，或者採用合署辦
公的形式），而且佔有人員編制（一般由承擔具體工作的行政機構解
決）
，享有下撥財政經費，有相應的行政級別。
「小組」可以通過召開
協調性的決策會議，在會議結束後以會議通知、會議紀要等形式發佈
政治系統內部的決定和命令，這些決策和命令都具有事實上的效力和
約束力，並且各種「小組」還可以通過定期工作指導、突擊檢查等形
式確保決策得以實施，這些顯然都是「小組」實體化的一面。39

二、「小組」升格「委員會」
在本次《機構改革決定》中，首先提出完善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制
度，在中央層級，主要方針在「建立健全黨對重大工作的領導體制機
制」，也就是涉及全局重大工作統一領導的頂層設計，必須透過黨中
央決議議事協調機構開展工作，各方面議事協調機構也都必須同中央
議事機構銜接。此舉無非是強化「十八大」三中全會以來，習近平「小
組政治」之決策模式。

39

周望，
「中國『小組政治』組織模式分析」
，南京社會科學，2010 年第 2 期，頁 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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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此波黨政機構改革中，增設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中央
審計委員會、中央教育工作小組及中央和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等機構，
更將原來由習近平任組長的四個中央工作領導小組升格為委員會，分
別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升格為委員會，並在相關
部委設置辦公室（如表 2-4）
。目的則是呼應前述加強黨中央領導，強
化決策和統籌協調職責，負責相關領域重大工作的頂層設計、總體佈
局、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

表 2-4： 「十九大」後習近平領導的委員會
委員會

主任

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員
會

習近平

李克強
王滬寧
韓正

副主任

中央國家安
全委員會

習近平

李克強
栗戰書

中央網絡安
全和信息化
委員會

習近平

李克強
王滬寧

中央財經委
員會

習近平

李克強
王滬寧
韓正

辦公室

職責

備註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員會辦公室
主任
副主任
王滬寧
穆虹
潘盛州
陳一新
中央國家安全委員
會辦公室
主任
副主任
丁薛祥
陳文清
劉海星
中央網絡安全和信
息化委員會辦公室
主任
副主任
徐麟
高翔
楊小偉

負責全面深化改
革領域重大工作
的頂層設計、總
體布局、統籌規
劃、整體推進、
督促落實

18 屆 3 中全會設
立 「 領 導 小
組」
，「十九大」
後改為委員會

統籌協調涉及國
家安全的重要事
項與重要工作

18 屆 3 中全會設
立

統籌協調各個領
域的網路安全和
信息化重大問
題，制定實施網
路國家安全和信
息化發展戰略，
宏觀規劃和重大
政策
負責經濟領域重
大工作的頂層設
計總體布局、統
籌規劃、整體推
進、督促落實。

2014 年 2 月設
立，前身為國家
信息化領導小
組

中央財經委員會辦
公室
主任
副主任
劉鶴
廖岷
楊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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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身為 1980 年
代設立的中央
財經領導小組

（續）表 2-4： 「十九大」後習近平領導的委員會
委員會

主任

辦公室

職責

中央審計委
員會

習近平

李克強
趙樂際

副主任

中央審計委員會辦
公室
主任
副主任
胡澤君
不明

中央全面依
法治國委員
會

習近平

李克強

中央全面依法治國
委員會辦公室
主任
副主任
郭聲琨
傅政華

中央外事工
作委員會

習近平

李克強

中央外事工作委員
會辦公室
主任
副主任
楊潔篪
樂玉成

審議審計監督重
大政策和改革方
案，審議中央年
度預算執行和其
他財政支出情況
審計報告，審議
決策審計監督其
他重大事項等。
負責全面依法治
國的頂層設計總
體布局、統籌規
劃、整體推進、
督促落實。
謀劃全面外交布
局，全面統籌中
共黨政軍外是職
能部門，以及各
職能部門涉外工
作等。

備註
2018 年新設立

2018 年新設立

1. 前 身 為 1980
年代設立的中
央外事工作領
導小組。
2.本屆委員有王
岐山、楊潔篪、
王毅、宋濤、黃
坤明、魏鳳和、
趙克志、陳文
清、鍾山、劉結
一、蔣建國、張
曉明、許又聲。

資料來源：作者修改自：「解碼中共七大委員會權力布局（圖解）
」
，多維新聞網，2018
年 5 月 18 日，http:// news.dwnews.com/china/big5/news/2018-05-18/60058913.html，。

據媒體觀點，此前中共設立的不少協調統籌性質的領導小組，在
今次改革中均改為委員會。目的是為加強黨中央對涉及當前國家事業
全域的重大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使黨的機構更向決策統籌靠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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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機構更加回歸職能執行，這大抵可視為此次機構改革的主脈。40
再者，媒體也分析，傳統意義上中共的政治局擁有三個系統：其一，
是最高的政策研究系統，用於研究方針路線和政策；第二，最高決策系
統，用於做出最高決策；第三，最高指揮系統，在做出決策後協調各個
部門分頭執行。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中共的政治局仍然發揮著其最
高決策系統和最高指揮系統協調系統的作用。在習近平時期這些新成立
的委員會，同樣發揮著這樣的作用。也因此，如今中共的政治局只留下
了最高決策系統。所以，中國現在一項最高政策形成的流程應該是，由
各委員會前期研究討論，接著政治局討論通過，然後由各委員會分工協
調去執行。雖然中共的政治局仍然擁有最高的決策權，但實際上委員會
替代了政治局前期研究和後期協調兩端的功能。41
值得關注的是，習近平藉「小組政治」取代「集體領導」，在
政治局會議、
「深改組」會議與「財經小組」會議中「運籌帷幄」
，使
首長負責制朝書記負責制發展。以「十九大」前的「中央財經領導小
組」為例，改革開放以來，最高行政機關國務院負責具體的經濟工作，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則「隱居幕後」
。42黨中央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每年
常規出現在七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隨著
國務院常務會議制度的落實，2003 年之後，國務院在經濟事務上更
為頻繁地發揮作用。不過，2014 年 6 月，新華社發佈總書記習近平
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身份主持召開了該小組第六次會議，並且報
導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副總理張高麗分別以小組副組長、成員身份參

40

41

42

「『委員會』為何取代『小組』 中共機構改革有何玄機」
，多維新聞網，2018 年 3 月 29 日，
http://news. dwnews.com/china/news/2018-03-29/60048929.html。
轉引自：「權威解讀：從小組到委員會的政治體制之變」，多維新聞網，2018 年 5 月 21 日，
http://news. dwnews.com/china/news/2018-05-20/60059204.html。
李微敖，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揭開面紗」
，南方週末，2014 年 6 月 19 日，http://www.infzm.com/
content/10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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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43大陸媒體將此舉視為「黨管經濟」的具體要求和體現，但此舉
顯然是總書記向總理「奪權」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 2015 年「五中
全會」
，習近平就「十三五」規劃像全會做說明，取代江澤民時期以
來，由時任總理報告之作法。就制度而言，總書記向中全會報告，總
理向全國人大報告符合既有規範，亦符合習近平對「法治」之訴求。
但是從權力角度，表面上習與六常委間分工，但正副組長（主席、副
主席）的設置，並且聽取副組長的「匯報」
，改變了傳統「平等中的
首位」
（first among equals），實質上成為總書記負責制，其餘常委成
為總書記之副手，總書記與常委間的關係也由水平轉向垂直關係，弱
化了「集體領導」而朝向「核心」領導。
但另一方面，前述在中共機構改革中由小組升格與新設委員會，
李克強均出任副主任一職。在這些重要機構中擔任要職的李克強，在
他總理的第二任期角色似乎更加吃重。舉例而言，5 月 15 日，中共
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召開成立以來的首次會議。習近平、李克強、王
岐山、王滬寧、韓正等中共高層現身，顯示中共外交層面的最高領導
結構。其中李克強首次列席外事工作委員會，並擔任副主任。國家副
主席王岐山擔任委員會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源於 1958 年中央
外事小組及國務院外事辦公室，隨著結構逐漸穩定，人員組成基本確
定為國家主席、國家副主席擔任正、副組長，如胡錦濤時期，即由胡
擔任小組組長，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擔任副組長；「十八大」後，
習近平出任組長，副組長為時任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此次由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擔任副主任，國家副主席王岐山擔任委員，是一個值得關注
的變化。可視為外交工作的規格與財經、國家安全等領域持平，不再

43

請參見「政治局常委的小組職務」
，人民網，2014 年 6 月 23 日，http://cpc.people.com.cn/n/
2014/0623/c64387-25184008.html。
「習近平：積極推動我國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
，新華網，2014
年 6 月 13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6/13/c_11111391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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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較窄意義上的對外工作，而與財經等同樣，是全面的、整體的、協
同的，李克強在外交領域的角色也由此凸顯出來。44

第三節 國務院機構改革
延續 2008 與 2013 年兩波「大部門體制」改革，第十三屆全國人
大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本次國務院著眼於功能性之現實需
求，例如應急管理部、退役軍人事務部和生態環境部，皆是應對社會
矛盾與危機新設立之職能部門。45只是「政府機構改革」不僅僅是部
門的減少與合併，當中對於合併的對象與順序、內部整合、人員精簡，
都挑戰既有的部門利益。因此從前述兩波部門改革的「三定」
，到本
次提出「機構編制法定化」
，無非要對機構編制建立「硬指標」
，但能
否整治李克強口中的「掛空檔」
、「中梗阻」，則是新一波改革成效
的觀察點。

一、前兩波政府機構改革
所謂大部門體制（以下簡稱「大部制」
）
，是指把政府內部相同或
相近的職責加以整合，歸入一個部門管理，其他有關部門協調配合，
或是把職責相同、相近的機構歸併成一個較大的部門，以最大限度地
避免職責重疊，多頭管理，從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完整
的大部門體制，是體現在各層次的政權中的大部門體制的概念。46

「透視中共首次外事會議 外交大變局下的『李王』角色」
，多維新聞網，2018 年 5 月 15 日，
http://news. dwnews.com/china/news/2018-05-15/60058132.html。
45
「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
，新華網，2018 年 3 月 17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 2018-03/
17/c_1122552185.htm。
46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課題組，「職能整合與機構重組：關於大部門體制改革的若干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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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集團化」以及「政出多門」
一直是大陸行政體制改革的歷史包袱。部門管理與條條塊塊加上等級
化的國有企業體系，使得政府成為一個龐大的經濟體。除了部門間職
權重疊，每個部門與行政級別各自與市場銜接，一方面形成壟斷的勢
力與衝突的利益；另一方面則形成多頭共管，責任不清。前者體現在
鐵路、郵政、電信、電力、煤炭、石油等行業壟斷的龐大利益；後者
則體現在安監、環保、醫改、食品藥品安全等所謂「九龍治水」
、
「十
個部門管不了一桌菜」的亂象，極端者如 2005 年松花江污染事件後，
工商、環保、稅務等部門聲音一度消失，以及 2008 初春運大雪所凸
顯電力與鐵路兩大行業的脆弱性，成為和諧社會的負面因子。47
胡錦濤在「十七大」政治報告中提出「大部制」的改革方向，以
「加大機構整合力度，健全部門間協調配合機制」
，解決「機構重疊、
職責交叉、政出多門問題」，並且在二中全會形成決議，以建立「服
務型政府」為目標，計畫到 2020 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行政管理體制。482008 年 3 月，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國
務院機構改革方案」
，並依「三定」
（定職能、定機構、定編制）方案
進行調整。49

47

48

49

思考」
，天津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頁46-51；Yukyung Yeo, “Remaking the Chinese state and
the nature of economic governance? The early appraisal of the 2008 ‘super-ministry’ refor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8, No. 62, November 2009, pp. 729-743.
請參考楊東平主編，中國環境的危機與轉機：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
「暴
雪頻繁交通癱瘓 春運危機考驗中國」，中國評論新聞網，2008 年 1 月 30 日，http://www.
chinareviewnews.com/doc/1005/5/8/8/100558838_2.html?coluid=37&kindid=711&docid=1005588
38&mdate=0130214903。
「關於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
，新華網，2008 年 3 月 4 日，http://news.xinhuanet.com/
newscenter/2008-03/04/content_7717129.htm 。
請參考「部分國務院組成部門、直屬機構和部委管理國家局的『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
編制規定』」
，中央政府門戶網，2008 年 6 月 25 日，http://www.gov.cn/ldhd/2008-06/25/content_
1027273.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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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008 年國務院機構改革
資料來源：修改自財新網，2013 年 3 月 11 日，http://economy.caixin. com/2013-03-11/
100499735. html；
「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
，中央政府門戶網，2008 年 3 月 15
日，http:// big5. gov.cn/gate/big5/www.gov.cn/2008lh/content_ 921411.htm。

具體內容為包括：(1)合理配置宏觀調控部門職能；(2)加強能源
管理機構，組建國家能源局，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管理；(3)組
建工業和信息化部；(4)組建交通運輸部，下設國家民用航空局；(5)
組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6)組建環境保護部，不再保留國家環
境保護總局；(7)組建住房和城鄉建設局，不再保留建設部；(8)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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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改由衛生部管理。50改革後，除國務院辦公廳外，
國務院組成部門設置為 27 個，比改革前減少一個。改革涉及變動的
機構 15 個，正部級機構減少 4 個（圖 2-2）。
2008 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中，鐵道部沒有納入新組建的「交通
運輸部」，被外界認為是鐵道部的「勝利」，51也成為第一波大部制
改革未竟之功。「十八大」後，二中全會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
能轉變方案》（見圖 2-3），並經全國人大通過，繼續推動第二波大部
制改革。在國務院《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中，最引人關
注的就是實行鐵路「政企分開」。歷經朱鎔基、溫家寶兩任總理都難
撼動的鐵道部改制，在「習李體制」首年終被「一拆為三」
，行政部門
併入交通運輸部，新組建的「國家鐵路局」負責安全監管，
「中國鐵路
集團總公司」則主控調度指揮、運輸及建設。自 2008 年至今兩次大部
制改革，
「鐵道部」的改組之所以具有指標性，在於其統管中國大陸的
鐵路事業，擁有專屬的公安、法院、檢察院、學校、文藝團體、關聯
企業、投資機構，旗下 18 個鐵路局，並設有強烈軍隊色彩的政治部，
儼然是集行政、審批、運輸權和路網於一身的獨立王國。52在劉志軍
時期，放棄了前任「網運分離」的改革計劃，改以「跨越式發展」與
高鐵建設，吸附了大量的國家投資，並以國家信用為抵押開工了多條
耗資巨大的高鐵項目。最後也因 2011 年劉志軍貪腐案與溫州動車事故

「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
，中央政府門戶網，2008 年 3 月 15 日，http://big5.gov.cn/gate/big5/
www.gov.cn/2008lh/content_921411.htm 。
51
「交通部擴容、鐵道部未納入是鐵道部的勝利嗎？」
，人民網，2008 年 3 月 12 日， http://
www.people.com.cn/GB/32306/33232/6991230.html；
「鐵道部未納入大交通部 有利保持鐵路運
輸高效率」
，中國網，2008 年 3 月 12 日， http://www.china.com.cn/economic/txt/ 2008-03/12/
content_ 12347464.htm。
52
王正鵬，
「鐵道改革：一場艱難的博奕」
，紐約時報中文網，2013 年 3 月 5 日，http://cn.nytimes.
com/article/china/2013/03/05/cc05wangzhengpeng/zh-hk/?pagemode=print。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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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讓胡溫得以展示「反腐決心」
，並著手推動鐵路體制改革。53

圖 2-3：2013 年國務院機構改革
資料來源：修改自財新網，2013 年 3 月 11 日，http://economy.caixin. com/2013-03-11/
100499735. html；
「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
，中央政府門戶網，2013 年 3 月 15
日，http://big5.gov.cn /gate/big5/www.gov.cn/2013lh/content_ 2354443. htm。

53

「溫家寶談劉志軍被免職：反腐絕不能手軟」，中新網，2011 年 2 月 27 日，http://www.
chinanews.com/gn/2011/02-27/28707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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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鐵道部外，本次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還包括撤銷衛生部、國家
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組建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撤銷國家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組建國家食品
藥品監督管理總局。撤銷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國家新聞出版總署，
組建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最終國務院正部級機構減少 4 個，其中
組成部門減少 2 個，副部級機構增減相抵數量不變，除國務院辦公廳
外，國務院設置組成部門為 25 個。54第二波大部仍以整合歸併為重點，
李克強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也提到推進政府職能轉變事項，包括持
續減少審批與權力下放。55

二、2018 政府機構改革
本屆人大以 2970 全票通過，選出習近平為國家主席；2969 票選
出王岐山擔任國家副主席。除了對外宣示全體一致的態度，王岐山在
退下常委後，又接任了國家副主席，顯示其對習近平的重要性。以王
岐山過往擔任國務院副總理與中美經濟對話的經驗，還有過去五年中
紀委反腐的功績，都能作為習近平倚重的諮詢對象。此外，汪洋也當
選新任全國政協主席，而續任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也提名通過韓正、
孫春蘭、胡春華、劉鶴為副總理，魏鳳和、王毅、肖捷、趙克志
為國務委員。

54

55

「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
，中央政府門戶網，2013 年 3 月 15 日，http://big5.gov.cn/
gate/big5/www.gov.cn/2013lh/content_2354443.htm。
「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重點研究推進政府職能轉變事項」
，中央政府門戶網，2013
年 3 月 18 日， http://www.gov.cn/ldhd/2013-03/18/content_23569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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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中，國務院延續 2008 與 2013
年兩波「大部門體制」改革，本次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改組幅度更大。
整併後的國務院組織，正部級機構減少 8 個，副部級機構減少 7 個。
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設置組成部門 26 個。包括組建自然資源
部、生態環境部、農業農村部、文化旅遊部、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新設「退役軍人事務部」
、「應急管理部」，以及銀監會、保監會合併
為「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其中有「小國務院」之稱的發
改委，本次機構調整也分出部分權責到資然資源部、生態環境部、農
業農村部、文化旅遊部與審計署等部門（表 2-5）。

表 2-5：2018 國務院新設部門概況
部門名稱
科技部
司法部
自然資源部
生態環境部
農村農業部
文化旅遊部
國家衛健委
退役軍人部
應急管理部

重整或新建
重整
重整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備註
整合原科技部、國家外國專家局
整合原司法部、國務院法制辦
國土資源部、國家海洋局、測繪地理資訊局
環境保護部
農業部
文化部、國家旅遊局
國家計生委
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新華網。

再者，據本研究專家會議學者提到，此次黨政機構改革中，中共
將多個新設立的委員會設在國務院各部門。例如：審計委員會辦公室
設在審計署、依法治國委員會設在司法部等。並且，中共亦使原有中
央黨屬機構吞併多個國務院部門之職能。例如：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

45

(原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 對涉外事務的干涉權已不限於一般外交
事務、中央統戰部吞併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國家宗教事務局及國務
院僑務辦等多個國務院部門之職能，以及中宣部統一管理新聞出版和
電影工作，對外加掛國家新聞出版署（國家版權局）和國家電影局牌
子，組建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並且撤銷中央電視台（中國國際電視台）
、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之建制。這顯示：此波中共的
黨屬機構的擴權限縮了國務院的各項業務職能。對此，便有分析認為，
此次中共的黨政機構重組，是中共中組部、中宣部、中央統戰部在國
務院的地盤「攻城略地」
。
此外，素有「小國務院」之稱的發改委在此次機構改革出現多個
調整。包括：組織編製主體功能區規劃職責整合劃入自然資源部；應
對氣候變化和減排職責整合劃入組建生態環境部；農業投資項目職責
整合劃入建農業農村部；重大項目稽查職責劃入審計署；價格監督檢
查與發壟斷執法職責整合劃入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藥品和醫療價
格服務管理職責整合劃入國家醫療保障局；組織實施國家戰略物資收
儲、輪換和管理，管理國家糧食、棉花和食糖儲備等職責納入國家糧
食和物資儲備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發改委主要任務是作為國務
院與黨中央的樞紐，並且涉及到黨中央及國務院的權力分配。對此，
便有分析認為，在此次改革方案中，發改委多項職能被劃入其他部門
當中，因此發改委的特殊地位可能會消退。因此，此次發改委縮編代
表之意涵為黨中央的權力持續增強，國務院的權力正在下降。
最後，此次國務院新組建之部門多為原有部門編制下改組而成，
唯一較具有新意之部門為退役軍人事務部。近年，中共積極裁軍之舉
措造就許多軍官士兵頓失經濟依靠，因而衍生大批退役軍人聚集北京
上訪爭取權益之情形，並且同時衝擊到其社會之穩定。對此，根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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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統計指出，目前北京保守估計有數萬訪民，多的時侯甚至高達十
萬。為此，退役軍人事務部的主要職責在於，優撫安置原來民政部的
退役軍人、轉業安置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軍官，並且整合中央軍
委政治工作部、後勤保障部之有關職責。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負責
退役軍人待遇的重要財政仍是由各地方政府負擔，然而地方政府的財
政收入不一，因此便將造就各地方政府對退役軍人之待遇有所差異。
據此，國務院新設置退役軍人事務部對於退役軍人之權益是否具有影
響，或者，退役軍人事務部僅是為一個讓上訪的退役軍人進行抗議之
接口單位，值得後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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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十九大」後的經濟政策與人事

習近平的施政主軸、習近平思想的理論位階等議題為外界高度
關注標的，但若從國計民生的角度思考，則「十九大」政治報告對
於未來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路線設計同樣值得給予注意。
在十九大召開之前，習近平曾多次面對外界媒體時指出：2020
年，中共建黨 100 週年之際要在達到全民進入小康社會的目標，這
個目標在宣傳機器的推播後已經成為政治任務。何以建設小康社會
的任務會成為中共全黨的施政目標？習近平以此又何以能夠順理成
章的取得各界支持？建設小康社會和中國共產黨的領政使命又有何
關聯？對此，我們必須從過往歷史中去尋找相關論述。
1979 年，當時中國正欲解決十年文革所產生之影響，而當時領
導人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便曾提出中國共產黨領導
下的中國將在 20 世紀末到達小康社會的說法。鄧小平的想法是希望
中國民眾能夠衣食無缺的生活在共產主義的新中國，而在當年要達
到這個目標，所需要的人均 GDP 為 800 美元左右；而 2017 年中國
人均 GDP 已為 8836 美元，這也意味著建設小康社會的經濟任務，
大陸已經已經即將完成，不過若以世界銀行的分類，中國仍須設法
跨越 10000 美元的門檻。
更重要的是，中國過往透過外貿與製造產業拉抬國民經濟的作
法，在所得覆蓋層面上仍有未及之處，例如農業經濟或偏鄉地區。
而為了達到整體中國全面進入小康社會的這個目標，中共當局必須
從解決農村經濟與所得分配兩個方面取得顯著的進步，也需要在剩
下的這三年繼續將經濟維持在每年 GDP 成長率在 6.5％左右。也因
此在「十九大」政治報告中的經濟任務，首先是應當要確保經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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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維持 6.5％的 GDP 成長率將會是確保中國大陸全面進入小康社
會的必要條件。
其次，當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主要的問題在於經濟治理能力的
薄弱，例如 2015 年的股災、2016 年房市危機等等，而令人擔憂的地
方債務與信貸浮濫也成為大陸經濟發展的不定時炸彈。為了解決相
關問題、重建金融秩序，大陸金融領域進行了一連串強化管理的作
為。銀監會主席郭樹清多次強調嚴管徹查來管理大陸金融市場，而
中共當局透過相關去槓桿化的任務也仍在持續。為了確保金融穩定
而限制了流動性，這讓大陸近期出現許多依賴資金周轉的大型企業
紛紛告急。但即便如此，有鑑於金融危機對於經濟穩定、社會發展
的衝擊過大，故未來幾年，金融監理與管理仍將會是大陸經濟發展
的重中之重。
再者，隨著美中貿易紛爭的持續出現，中國大陸是否會改變開
放市場的政策呢？自川普擔任美國總統之後，美國開始將自身經濟
困境歸因於其主要貿易夥伴，中國作為世界工廠自然難逃被指控之
命運，因而也就衍生出一連串的貿易紛爭。美方認為中國出口品導
致美國製造業衰退，中國對於智慧財產權保護的輕忽讓美國產品受
到傷害，而中國對於高科技產業補貼發展的作法更嚴重損及相關領
域美國產業的競爭條件，為此美國從原物料、進口產品與科技交流
等層面對中國展開貿易戰爭。美中貿易關係對於中國經濟發展十分
重要，沒有美國市場需求支撐，過往中國經濟成長的動力將會明顯
受到影響，然而美國對於中國的指控也反映著過往大陸發展模式也
到了改變的時刻，那麼未來中國經濟型態會是何種面貌？改革與開
放的主旋律是否還能持續？
最後，一帶一路的後續與全球經貿整合的進程。自從一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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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後，大陸積極與周邊國家展開協議，目前在一帶的部分取得明
顯的進展，一路的方面則在巴基斯坦等地有所建樹；而在全球經貿
合作部分，2017 年 9 月於廈門召開的金磚五國會議，大陸及其他參
與會議的夥伴國家達成了「廈門宣言」
，強調成立新的開發銀行與緊
急儲備安排並制訂了金磚國家經濟夥伴戰略，反對保護主義等等，
此外也持續強調 G20 作為全球經濟論壇的價值，這個宣言也反應出
當前中國支持全球化的態度並沒有改變。
綜觀上述十九大之後中共當局在經濟方面施政的各種可能議題，
本章將從人事、政策路線與主政領導的風格與能力進行分析。

第一節 大陸經濟結構轉型與重要議題
2014 年起，
「經濟新常態」便成為大陸領導人口中的經濟話語，
這標示著三十多年以來，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階段將告一段落。自
1978 年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帶動了大陸所得的提升，豐富了政府
的稅收，也建構出一個具有競爭力的製造業部門。然而隨著成長對
於經濟格局的影響，原先帶動經濟成長的動力開始衰退，如何從原
先的出口帶動模式轉換成為內需帶動模式，這已經成為當前大陸經
濟成長最重要的議題。
一般而言，若欲使用內需帶動，那麼一開始必須要開始提升國
民所得，除了所得增加，提前消費的消費模式也需要開展，這則依
賴金融部門深化其角色，也因此金融部門必須強化信用貸款、消費
貸款等功能，以金融槓桿來支持民眾消費行為的改變。透過新興中
產階級的消費增加，帶動商品消費與資金流動，最終完成消費導向
的經濟成長模式。然而這個轉折若欲成功，則有幾個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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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製造業升級成功，由於過往大陸依賴勞動要素價格低廉
的誘因，如今開始增加勞工薪資，這導致生產成本增加，倘若不強
化資本投入與技術研發，則生產力的下滑將導致大陸製造業成長陷
入停滯；其次，消費者所得持續增加，目的是要帶動消費，所以若
讓資金轉為儲蓄，則就會降低消費力道，故官方必須以低利率的方
式將資金擠出；最後，除了製造業之外，必須加速服務業發展，利
用服務業雇用人數較多的特色來創造就業機會與薪資給予。所以，
製造業轉型成功、消費挹注、服務業快速成長等三個因素將會是中
國經濟持續成長的重要關鍵。
一、過往制度設計無法適應持續發展的任務
如何維持經濟的持續成長，這已經成為當前大陸經濟管理的主
要關鍵問題，各部門莫不為此而費盡心思，例如，我們不斷的看到
中共當局推出如：
「自由貿易試驗區」
、
「雄安新區」
、
「中國製造 2025」
與「一帶一路」等等的經濟發展規劃，但如何落實這些宏大的戰略
規劃？對此則引發外界關注，雖然眼下中共黨國權力高度集中，國
家領導施政目標十分明確，但是否能有良好的政策環境與施政默契
相配合？對此則仍有疑問，因為比對過去中國制度改革的歷程來看，
中國經濟發展需要有一定的政治氣氛與行政空間來配合。
過往中國經濟改革的理想之所以能夠延續，依靠的並不是領導
人的魅力，而是仰仗其政治改革後所產生的行政空間，若我們認真
分析大陸經濟制度設計的內涵，在 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中
國經濟改革的基本路線就是：「放權讓利」。中共中央把人事權與財
政權下放給地方，然後以經濟成長作為考核指標，運用此一標準評
估各地幹部施政表現並作為爾後升遷的判準。這個作法讓各地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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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紛開始投入推動經濟成長，一時之間，各個地方皆是鼓足幹勁地
設法提昇各項經濟指標，設法讓投資、生產等數字持續上升，因為
唯有改善經濟指標之後，官員自身才能獲得晉升的機會，故條件相
近的地區便紛紛出現行政競爭的狀態，而這套「錦標賽」的作法遂
讓各地幹部化身為企業家，並願意以靈活的身段與彈性的政策來強
化自己招商引資的成果。
正是這個制度讓中國大陸各地進入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然而
在 1990 年代後期，為了加入世貿組織，因此中國大陸必須進行新的
市場開放，為此，其針對大中型國有企業部門開始改革，一連串「抓
大放小」的體制改革讓國有企業退出了部份市場，但整體而言，國
家仍然把中央級國有企業安置在產業中上游的關鍵位置，因而使之
享有主導產業政策的權力，特別是在石油石化、鋼鐵、電力、機械
設備製造、通信、航空運輸、航運、金融開發等產業領域，這種「國
進民退」的發展趨勢，一方面讓中共當局仍握有主導市場走向的力
量，另外一方面也導致一般製造業在追求製造升級的過程中受到影
響。因為當民營企業想要發展向前關聯的產業策略，這就會與相關
領域之中央企業出現利益衝突，這個矛盾限制了製造業部門的進化，
也讓經濟成長面臨困難，56而如今面對全球產業競爭，大陸製造業部
門已經開始進入技術升級的狀態，但是面對社會發展的落差，因而
使得低階產業向中西部移動，進而出現了高新科技產業落腳華東、
華南，重工業於東北、華北持續發展，華中、西部等地則成為低階
加工產業的聚集地點，這種產業分工與區域經濟之間的鑲嵌讓不同
地方的發展程度持續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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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之後，溫家寶推出了四兆金額的經濟救援計畫，但其中百分之九
十五的比例流入了國有企業，
「央企巨虧，國資委急了」
，搜狐財經，2017 年 2 月 18 日，http://www.
sohu.com/a/126617961_48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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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由於整體金融體制面對企業發展的扶持上，相關舉措仍
然保守，因而中共當局往往必須依賴信貸政策來降低企業投資借貸
的成本，為此長期以來大陸當局對於利率調適都是採取相對寬鬆的
態度，然而由於貨幣流動性持續增加，信用槓桿也逐漸擴大，企業
與銀行的重複借貸遂使得資產泡沫開始浮現，房地產、金融投資等
領域出現了快速增長，但這也讓民眾開始搶入投資市場，並造成資
金運用與實體經濟之間的發展開始脫勾。
二、國家資本主義與發展戰略
近期以來，中共中央為了整頓快速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泡沫，以及
因為投入經濟事物而引發的官場腐化問題，習近平等展開了高力度的
整頓作為，一方面強調黨紀約束的重要性，另外一方面則針對貪腐問
題進行全面掃蕩，而在這個過程中，黨國體制被重新強化，以黨領政
的作為也讓原先放權讓利的作法出現變化，當習近平通過修憲擴權之
後，我們再次看到中央集中權力的動態發展將會改變原先中央與地方
分權治理的格局，而最終的結果則又會出現「強幹弱枝」的行政模式，
而伴隨著政治變遷自然也會讓經濟發展的彈性為之緊縮，在這樣的情
況下，未來中共經濟發展應當將會朝向「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向，也
就是中央將直接以政策挹注的方式強化經濟管理與發展的職能，而未
來重要的產業項目也將在國家直接投入的情況下發展。如此，未來在
產業發展方面，大陸將會透過國家資本主義的作法，以國有企業作為
併購或投資主體，以此來獲得所需要之技術或市場，並對產業升級或
結構調整產生帶頭的效果，而為了配合產業政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
策將失去其經濟政策的中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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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國家資本主義成為大陸經濟未來發展的主要模式，那麼失
去自主性與彈性的地方經濟制度安排將從原先推動經濟成長的動力
而成為阻力，由於地方需要仰賴中央資源挹注與項目審批，故施政積
極性將會受到影響，這個地方怠政的現象將讓原先幹部企業家的色彩
逐漸褪去。新的發展模式能否產生經濟持續成長所需要的動力？透過
中央挹注而進行的相關建設是否能夠產生良好的生產效能？對此都
引發外界的疑慮。

三、「十九大」後經濟改革的關鍵議題
1980 年代中期，鄧小平為推動改革而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
段論」的觀點，用以化解「姓社姓資」之爭議。其後江澤民將這個理
論列入中共「十三大」的政治報告之中，成為後來改革的基本理論，
如今在中共經濟改革四十年之後，這個觀點又再次為習近平所運用。

（一）意識形態合法性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主要是描述中國從農業轉型工業、從自然
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的過渡階段，在這個轉型的過程中，資本主義
或商品經濟仍有存在的必要，而發展的主要目標在於強化生產力的
提昇，鄧小平以此調整後毛澤東時期的施政路線，將中國從共產主
義的階段反轉進入社會初級階段，以此允許市場經濟的制度建設。
習近平在延續自身執政時，主要期望能夠完成整體社會全面進入
小康社會的目標，而這個目標也意味著中國已經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進入高級階段，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完成「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的政治目標，而為此，強化以黨領政的作法就有其合法性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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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經濟體制
為了完成政治目標，習近平以「全面深化改革」作為施政主軸，
在經濟層面上，將目標放在經濟結構轉型，積極推動「供給側改革」，
同時也針對影響國有企業營運的財務問題進行改革。

1.財政體制改革
由於推動國家改革必然會需要政府資源挹注，為了預先解決可能
遇到的財政困難，加上完善現有國家財政，中共當局也將推動個人所
得稅的改革，此舉一方面可以充實國庫，另外一方面也能強化對於民
眾的掌握。目前大陸整體稅收主要是依賴間接稅來支撐，在個人所得
稅採用分類稽徵模式與無差別之寬減扣除制度，因此稅基多為工薪階
級，高所得者則無法要求多繳稅賦，而鑑於未來小康社會之建成必然
推動中國走向福利國家，那麼財政體制的改革也就會成為十九大以來
最重要的經濟問題之一，但一方面政治集權，另外一方面卻要建構直
接稅的財政體系，那麼如何在納稅與監督、權力與均衡的原則上取得
平衡？這點則成為政治發展上的另外一個重要議題。

2.金融體制改革
除了實體經濟之外，「十九大」之後，中共當局也開始著手推動
金融去槓桿的工作，目前金融領域的問題十分嚴重，長期以來為了支
持經濟發展，人行採取了寬鬆貨幣政策的立場，這使得資金運用成本
相對較低，因而也推動泡沫經濟的出現，然而隨著外在環境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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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擴張的企業開始遇到問題，例如知名的企業安邦、海航、萬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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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運用金融槓桿操作來取得併購擴張的資本，然而實際經營獲利

的能力不高，這種企業財務槓桿過高對於整體金融穩定帶來了負面影
響，再加上企業財務危機很容易引發投資人恐慌並引發金融震盪，為
此中共當局也透過一連串的改革來緩解金融壓力，而其中最值得關注
的便是在國務院下將原來銀監會與保監會的角色整合，另外成立「中
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另外又成立「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
以此強化金融監督管理的協調與強化金融單位改革的工作，用以防止
金融體系出現系統性為風險。
3.稅制改革
1994 年，中共當局為了挽救其財政，故針對財政體系進行改革，
透過中央與地方稅種釐清與稅賦分流的作法，希望能夠刺激地方政府
積極發展自身經濟，進而帶動整體國家的發展。這個分稅制的作法提
供地方政府投入經濟發展的動機，並也藉由分食經濟紅利而充實財政
能力，更讓地方政府願意協助招商引資、興業創利等工作的推動。也
正因為分稅制的成功，使得大陸財政收入持續增加，目前大陸預算內
財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約有兩成左右，此外，近年稅收課徵成果也
有穩定成長的表現，例如 2018 年第一季的稅收額度便較去年同期成
長了 17.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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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民企融資皆碰壁 海航萬達賣產」
，萬維讀者網，2018 年 2 月 24 日，http://news.creaders.
net/china/2018/02/24/1927167.html。
「一季度中國稅收增長 17.8% 稅收優惠刺激市場活力」，百度，2018 年 4 月 19 日，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98165318803415776&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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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現有財政模式過於依賴生產部門的稅賦支持，讓政府無法輕
易運用減稅或補貼來協助企業轉型，進而約束調整經濟結構的政策空
間，此外，由於遲遲未能全面推動個人所得稅、資本利得稅等稅賦課
徵，也使得富人累積之財富欠缺回饋社會的管道，也造成社會貧富差
距的現象日益嚴重，為此，中共中央於十九大之後便決定加速進行財
政體制與稅賦體系的改革。
中共財政體系改革作法首先是修正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係，過去
中國財政收入分配的主要模式有三：一、分層制，即某些稅種直接歸
中央，某些稅種直接歸地方；二、共用制，稅賦徵收後再由中央與地
方按比例進行分成；三、混合制，中央與地方各有獨立稅種，也有共
用稅種。而近期改革的重點就是推動財政體制從分稅制此種混合制轉
換至共用制，同時增加中央移轉性支付的額度。
另外，對於稅種的規劃也出現新的發展，簡單來說，中國一般財政
收入主要是來自於：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和營業稅等稅種，其中，增值
稅占總稅收收入近三成是主要的稅收來源，而由增值稅、營業稅、消費
稅、進口商品消費稅和關稅等等之總和為總稅收近六成。但近年為了強
化企業體制改革並減輕企業財務負擔，中共當局開始進行相關稅制改革，
首先是在 2008 年將企業所得稅率調整為 25％，其次，2009 年進行增值
稅改革，將投資從稅基中扣除，讓增值稅成為消費型增值稅。
國家發展需要財政支持，但若降低企業稅賦，則就需要另外開闢
財源，這也就導致個人所得稅擴大開徵的需要，目前中國雖已有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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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但繳交稅款的總人數則僅為 2%，59稅款占總體財政稅收的 6
％左右，60因此擴大個人所得稅與消費稅也就成為十九大之後，中共
財政工作的重點；其次，過去中國財政體制主要的問題在於稅制設計
不完整，多數稅制沒有採取累進稅率，因此無法發揮調節的功能；再
者相關稅種沒有與整體經濟行為配套，如沒有遺產稅、贈與稅等相關
稅目，導致稅收流失之外，也讓稽徵機制出現避稅漏洞；最後，沒有
資本利得稅，導致投資所得未能繳交相關稅賦，形成社會財富分配上
的問題。之前在中共十三五的規劃中，其便開始推動將間接稅轉換至
直接稅的作法，也就是把以生產經營為主的課稅方式，轉換為以收入、
消費、財富等層面作為課稅對象。

第二節 「十九大」後的重要經濟決策

習近平重建中共最高統治結構並使其擁有絕對權力，從「十八大」
以來經由反貪行動所轉換的權力鬥爭，從國營事業體系、地方政府層
級，進入中央部委，最後更打進軍事單位，從而完成了經濟體系、地
方政府、中央部委、軍事單位等政經軍的權力集中作為。
對中共而言，權力集中固然有利於防弊，但更有興利的效果，如
大陸為了連結週邊國家市場所推出的「一帶一路」計畫，其就是直接
由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拍板出台，其後才由發改委、國務院等單位

「個稅佔據稅收總收入近 7% 納稅人占總人口不到 2%」
，新京報，2016 年 10 月 27 日，http://www.
xixik.com/content/a63af22a58598d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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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康：中國個人所得稅只占財政的 6% 明顯邊緣化」
，網易財經，2017 年 12 月 12 日，http://
money.163.com/17/1212/12/D5F4NUIB002580S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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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續出台相關作為，這種具有開創性的跨國合作經濟建設計畫，若是
由部門協議來確定決策內容，則必然會讓魄力大打折扣。但由於國家
權力高度集中，因此當習近平拍板決定之後，雖然計畫內容仍有不夠
清楚之處，但整個行政體系的執行資源便已經快速投入，這也讓「一
帶一路」計畫從紙上規劃迅速進入到實際布局的狀態。

一、經濟管理體制改革
「十九大」之後，大陸整體經濟發展受到全球經濟走勢所影響，
一方面需求降低而導致其生產衰退，另外一方面因為中美貿易紛爭
而讓大陸對外貿易部門出現不確定風險。其次，大陸仍在新常態的
階段，整體經濟持續進行結構調整，中共當局仍堅持以結構性改革
來推動經濟成長，過往經常採取政策直接介入以帶動成長的情況已
有改善，而為了拉抬國內進出口部門，大陸仍會持續放寬外人投資
的條件，擴大服務業與先進製造業的市場准入範疇。
既然當前的任務十分清楚，那麼國家又需要以什麼樣的體制設計
來落實任務執行？吾人觀察大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由於其幅員廣大、
市場結構複雜而造成其管理模式相對複雜，由於組織指揮幅度有限，
因此各種政策推動往往是中央設計、地方執行，區域管理的體制就成
為大國推動經濟的主要制度型態，而大國在面臨經濟發展、經濟衰退、
經濟危機等不同問題時，會採取不同的回應模式。首先在經濟發展時，
會採取最小成本，授權地方分層負責，以不變應萬變；其次，在經濟
衰退時，會採取中央集中資源、統一步調的作法，選擇以政府消費或
重要財政項目的投入來回應；最後，當遇到經小組濟危機時，則容易
採取任務編組的模式，跳脫管理常規，以小組作為整合資源、協調工
作的中樞，以非常的決策模式來進入臨戰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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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領導人深知當經濟轉入危機的狀態後，就會以一種不尋常
的方式循環，經濟困境會激化社會矛盾，進而造成政治穩定失衡，
鑑於當前中國經濟正處於衰退時期的改革階段，因此建構適合的管
理機制來推動改革落實也就成為合理選項，而在「十九大」之後，
中共經濟管理體制的頂層設計有了新的變化：

（一）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
前身為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在 2018 年 3 月「深化黨和國家機
構改革方案」中改制成為中央財經委員會，由習近平兼任組長，副
組長為李克強，王滬寧與韓正為委員，辦公室主任為劉鶴。中央財
經委員會成立的主要目的在於強化黨中央對於經濟事務領導角色，
發揮頂層設計、總體布局、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等工作，
61

從小組轉型到委員會之後，此一單位可以對外正式通發文件、指揮

工作，而目前此一委員會的工作重點在於防範金融風險、執行精準
脫貧與環境生態維持等問題。62
（二）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
當前中國經濟環境的主要問題在於金融，前大陸人行行長周小
川曾經指出，由於企業金融槓桿的過度操作，因此若遇到景氣劇變
或意外事件而導致資產價格崩盤，則就有可能引發債務連鎖反應而
導致國家的重大損失。63也因此在十九大之後，在 2017 年 11 月，中

「中央財經委員會首次會議釋放四大信號」
，新華網，2018 年 4 月 2 日，http://www.xinhuanet.com/
2018-04/02/c_1122628276.htm。
62
「中央財經委員會 維持 4 政治局常委領軍」
，經濟日報，2018 年 4 月 5 日，https://money.udn.
com/money/story/5641/3071373。
63
「周小川：中國需要防明斯基時刻」
，FT 中文網，2017 年 10 月 20 日，http://www.ft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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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中央、國務院批准，「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首任主任由
國務院副總理馬凱擔任，這個單位主要工作目標是：維護金融穩定、
推動金融改革，並改革目前「一行三會」的管理機制。
在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成立後，大陸進行一行三會的體制改革，
首先是 2018 年 4 月，將銀監會、保監會行合併，成立「銀行保險監
督管理委員會」
，首任主席為郭樹清，主要工作目的為防範金融風險、
推動金融市場改革與深化銀行保險金融機構治理；其次，中共當局
將銀行監督管理的角色轉換給人民銀行，未來由人行來負責金融、
保險的監督管理。

二、區域經濟發展體制的改革
經濟長期的快速成長讓大陸各地發展差異擴大，這一方面有助於
要素移動與整合，後發展地區的資本與勞動向已發展地區聚集，但另
外一方面卻也讓後發展地區的社會失去成長動力，為了化解區域失衡
所造成的矛盾，因此在「十九大」的政治報告中，習近平把「實施區
域協調發展戰略」納入工作重點。而過往中共當局也進行了多次如西
部大開發或振興東北等發展計畫，但成效有限，那麼習近平又會有什
麼新的對策可以有效的解決問題？而就目前的發展趨勢，我們看到其
主要的工具是重建「黨的領導」
。
習近平設法透過黨的領導來強化「協調」，以「協同發展」的方
式來推動相關經濟建設的工作，因此我們才會看到例如統籌推進「五
位一體」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等等的命題

com/story/001074744?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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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因此吾人可以將「協調」與「黨領導」相結合下來推動區域協
調，在中央統籌規劃下，相關執行與分工將獲得協調而得以避免本位
主義所導致的浪費現象。
為何區域均衡發展會成為「十九大」之後中共經濟施政的重要目
標？原因無他，因為當前中國已經呈現出不同發展區塊相互碰撞的矛
盾，已發展地區希望能夠更開放，好讓其能與全球市場更全面的對接，
但後發展地區則希望能夠得到保護，讓自己與全球市場之間能建立起
隔離，這既是經濟快速發展的結果，也是大國治理必然會遇到的矛盾，
也因而讓拉近區域經濟落差成為習近平施政的重點，那麼該如何縮短
區域差距？中共當局的工作重點為何？在此簡單歸納目前可以看到
幾個重點：
首先，加大支援貧困老邊等地區的支援力度，加快農業轉移人口
市民化；其次，推動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優化，並
建立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再者，建構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
調發展的城鎮格局；最後，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建設「雄安新區」
與支援長江經濟帶發展。
從大陸區域經濟發展的工作重點中，我們可以看到城市化是其未
來推動的主要政策內涵，換言之，透過黨的領導所建構的協調機制，
加上城市化發展路線，將會成為十九大之後大陸區域經濟的工作重點，
那麼具體的工作重點又是什麼呢？對此，本研究認為：首先，在區域
協調機制層面，關鍵是如何產業發展與要素基礎良好的連結起來，另
外一個則是優化成長點的配置。
從過去發展經驗來看，中國大陸各個新興城市或工業成長點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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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都需要有「母城」支持，64因此適當的配置地理空間與資源空間，
並與現有的城市發展格局相互聯繫，避免過往三線建設時期的作法，
這就成為城市化的發展重點，在這個脈落下，未來中共將設法進行城
市發展微觀層面的調整，設法結合經濟成長、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
持的目標，嘗試將三者進行有機的結合發展。
在城市群發展上，大陸將以突出中心城市的作法來帶動城市群發
展，利用大國大城的思路來推動以大型城市消費與建設來帶動區域經
濟的作法，然後再透過城市群向外擴張以支援周邊農村進行城鎮化的
發展，65但在城鎮化過程中，需要考量相關環境是否能夠支撐，若是
沒有適當的產業配套，那麼即便城市規劃再良好，也缺乏後續發展的
可能性。
從前述討論中，可以看出利用區域發展的城市群建設作為推動成
長的主軸，這個趨勢將會是下一波中國區域發展的規劃重點，但究竟
是採取開放或是封閉？目前明顯是採取開放的方式透過市場機制來
推動，歡迎內外資本來加入中國城市化建設的策略將會成為政策，其
次，當前大陸製造業正面臨轉型關鍵，然而產業表現和其對於區域發
展的支撐力度有關，產業發展滯後將導致城市發展衰退，那麼面對製
造業部門與生產基地的轉移等議題對於城市化建設的影響？而自十
九大之後，中共當局的相關作為仍強調製造業部門對於城市化路線的
重要性，那麼要如何調解生態建設與經濟發展？如何在城市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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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大道，「新時代如何實施區域協調發展」
，中國區域經濟 50 人論壇，2017 年 12 月 11 日，
http://www.icc-ndrc.org.cn/news_detail2.jsp?id=600562。
「中國區域經濟 50 人論壇 實施區域政策不能簡單一刀切」，人民網，2017 年 11 月 27 日，
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n1/2017/1127/c1004-296695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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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兼顧生活品質與生存條件？對此則成為另外一個工作的重點，本研
究認為，當前中國區域經濟落差的問題在於要素流動與市場分配的失
衡，倘若十九大之後，中共當局將透過精準管理的方式以資源挹注的
方式來強化後發展地區的發展，試圖以此舉避免區域間出現階級對抗
或區域分化的問題，但能否奏效？還是要看其是否能夠建構出一個合
理的制度安排，讓政府挹注順利整合區域內的成長要素，不然，再多
的投資項目也無助於當地經濟成長。

第三節 「十九大」後經濟人事安排

經濟領域的人事佈局與施政之間的關聯性究竟有何關係？這主
要是因為以黨領政的管理模式導致人事安排關係到行政位階的高低，
而這將會在行政協商時影響談判籌碼，而從經濟角度，我們看到相
關人事佈局主要在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與中央委員候補委員等三
個階層，由於目前權力運作的形勢改變，黨職的重要性再次提升，
透過黨的協調與領導，行政事務部門進行配合，因此擁有較高的黨
職也意味其在經濟管理的位置上擁有較高的權威。
在「十八大」時，中國人行行長周小川未能獲得中央委員的黨
職，進而造成外界猜測央行職能弱化，也讓過去五年大陸貨幣政策
與外匯政策的執行多多少少失去了如同往昔般的權威性。一般而言，
在經濟領域中，外界高度關注一行三會的領導人事安排，如：在「十
八大」之後，由尚福林出任銀監會主席、郭樹清擔任證監會主席、
項俊波擔任保監會主席的三會安排，在「十九大」之前出現了重大
的變化。首先，2017 年 7 月，原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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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也因為違紀而開除黨籍與公職；其次，2017 年 8 月，銀監主席助
理楊家才因違紀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再者，十八屆中央委員、保險
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項俊波在 2017 年 9 月因為違法黨紀而被開除黨
職與公職。上述幹部的腐化現象也間接佐證大陸經濟領域亂象之嚴
重性，其後中共中央命令由郭樹清接任屆齡退休的尚福林位置，出
任銀監會第三任主席，劉士余則接任因股市風暴與熔斷機制設計不
當而被迫離職的蕭鋼之位，出任證監會的主席。
基於人事更動頻繁與整體經濟發展的任務需要，因此在「十九
大」的人事安排上就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關注，本研究將注意力放
在「十九大」經濟層面的人事安排異動。基本上研究者認為，大陸
經濟發展十分依賴工業部門的表現，而規劃單位如國家計畫委員會
則是主要的規劃單位（在 1998 年後改為國家發展計畫委員會，2003
年改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因此長期以來計委的單位都是屬於
正部級單位，相關人事安排對於經濟政策影響最大，故此一單位的
領導角色最值得關注。
另外，在國有企業的部分，由於中共國有企業在整體經濟領域
的角色十分重要，其既是國家財政的主要貢獻者，同時也是國家對
於關鍵市場地位的政策管理者，因此國企領導的政治位階也是一個
重要的參考指標，而由「十九大」的人事布局來看，我們或可看出
下列簡述：
（一）國有企業高管擔任中央委員的數量減少
首先十九大政治局常務委員七名中，在國有企業的就職年數從
十八大的 11%到十九大的 4%，意味著新一代的領導班子的國企背景
相對較少，強調的是省政治理的經驗，而在 204 位中央委員的名單
中也沒有國企高管的名字，這與十八大中央委員有國有企業高管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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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入選的情況明顯不同。
中共「十九大」之後，在經濟、金融與貿易等領域已經開始出
現連串的人事更動，例如四大國有銀行的高階人事等，其次，
「十八
大」之後開始出現國有企業高管開始向一般省級行政領域進行人事
流動與歷練，例如過去的張國清（重慶）、許達哲（湖南）、馬興瑞
（廣東）、張慶偉（黑龍江）等，又如郭樹清（山東）、蔣超良（湖
北）
，但在「十九大」則仍多為專業與專職的人事佈局，沒有繼續從
專業領域調動至省級行政單位的明顯趨勢。
（二）人事派系特色的變化
從高階人事佈局的面向來看，當前財經領域的高階官員仍是保
留朱鎔基、王岐山等基本班底與配置（見表 3-1、表 3-2）
，在金融層
面是人行體系、建行背景（田國立）為佳。而若有文革知青結合專
業的背景（如郭樹清）
、追隨中央領導的背景（何立峰）等則能夠深
獲高層信任，而從人事背景檢視，目前金融治理的需求較高，但一
帶一路或區域發展的海外經貿、工業經濟等領域並沒有出現帶頭的
人物。
另外值得關注的有兩個重要的角色需要特別關注，那就是劉鶴、
郭樹清。首先在「十九大」之後，中共國務院成立「金融穩定發展
委員會」
，由國務院副總理馬凱擔任主任，現任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
辦公室主任劉鶴，由於其身為國務院副總理故主導金融穩定發展委
員會則順理成章，其將分管發改委、工業、金融等相關業務。
郭樹清從原任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於 2013 年任山東省委
副書記，但在 2017 年 2 月 24 日接任尚福林出面整頓金融體系，郭
樹清接手業務之後開始連串金融整理，強化金融反腐並整頓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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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其於金監會主席任內針對銀行理財與信用借貸等金融泡沫的
問題進行強力管理，他的表現得到層峰肯定，故在其後「一行三會」
調整過程中，其擔任新成立之「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首
任主席，同時也出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副行長的業務進行管
理，而對於總體經濟層面則將注意力放在解決影子銀行、房地產泡
沫化的危機，以避免債務風暴傷及經濟命脈。
表 3-1：中共「十九大」經濟領域中央委員名單
編號
姓名
1
何立峰
2

蕭

捷

3

苗

圩

4

倪嶽峰

5

徐

麟

6

郝

鵬

7
8

郭樹清
劉士余

9

劉

10

蔣超良

鶴

單位
備註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
黨組書記
財政部部長、黨組書記
曾任中央國家機關工委書
記與國務院秘書長。
工業和資訊化部部長、黨組書
記，兼任國家製造強國建設領
導小組副組長
海關總署黨組書記、副署長(正
部長級)，海關總監關銜
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網絡安
全和資訊化領導小組辦公室主
任、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主任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
會黨委書記 .
中國銀監會主席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
席、黨委書記、貨幣政策委員
會委員
中 央 財 經 領 導 小 組 辦 公 室 主 政 治 局 委 員 /1969 年 至
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 1970 年於吉林省洮南縣瓦
主任、黨組副書記、中央經濟 房公社插隊知青
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專項
小組組長
中共湖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 先 後 擔 任 交 通 銀 行 董 事
委會主任
長、國家開發銀行行長、中
國農業銀行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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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鐘

山

商務部部長、黨組書記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表 3-2：中共「十九大」經濟領域候補中央委員名單
編號
1
2
3
4
5
6

姓名
王曉雲
田國立
任洪斌
呂 軍
李曉波
官 慶

7
8

易會滿
易 綱

9

寇

10
11
12

曹建國
陳四清
甯吉喆

13
14
15
16
17
18

賀東風
楊金成
雷凡培
趙 歡
劉石泉
潘功勝

19
20
21

蔡劍江
錢智民
戴厚良

22

繆建民

偉

單位
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技術部總經理、研究院院長
中國建設銀行黨委書記、董事長，執行董事
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副書記
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
太原鋼鐵（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常委、黨委書記
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中國建築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總裁，兼任中國海外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副書
記、副行長
國家電網公司總經理、國家電網公司董事、黨組副書記，
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委員
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
中國銀行黨委書記、董事長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正部長級）
，國
家統計局局長、黨組書記，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
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副總經理、黨組成員
中國航太科技集團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
中國農業銀行行長、黨委副書記、副董事長
中國航太科工集團公司副總經理、黨組成員
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黨組書
記、局長
中國航空集團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國航董事長
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總經理，黨組副書記
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總經理，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董事、
黨組副書記、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總裁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中國保險資
產管理業協會會長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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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觀之，中共「十九大」之後，其經濟發展的主要重心在於透
過頂層設計來強化政策協調，提昇施政效能，也因而我們可以看到在
「十九大」之前便已推出的計畫：如「一帶一路」
、
「中國製造 2025」
與「國家製造強國建設領導小組」等展現出更強的積極性，深入分析
這些變化，主要原因便是大陸頂層權力結構已經出現更本性的改變，
當習近平掌握絕對權力之後，其所關注的命題就成為全黨投入與執行
的任務，習要透過所得分配與精準扶貧來達到全民小康社會，行政體
系就會開始在貧窮調查、窮困地區項目規劃、社會福利工作等項目切
入問題；習近平若關切高階製造業技術創新，66則中國產官學便會開
展在實體經濟、製造業經濟與創新驅動等領域的工作。67
種種跡象皆顯示，中國經濟成長模式已經由過往地方政府自主
推動模式，轉型成為國家資本主義模式，而除了領導者個人意志的
高度貫穿之外，中共當局也透過如中央財經委員會、國務院金融穩
定監督委員會等組織建構來強化協調整合的能力，而從各個經濟領
域相關人員的任命來看，其也有一定的歷練與能力。首先，在「十
九大」之後，我們可以看到金融層面、經濟轉型層面等相關目標應
當是中共當局想要掌握的重點，而為了實踐習近平的政治目標-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此，中共將會針對後發展地區的經濟成長
來進行規劃，而近期如稅制的改革（營業稅改制增值稅）等便是充
實國家財政以利相關經濟發展項目之移轉支付的需要；其次，面對
可能出現的金融泡沫或資產貶值，目前則透過金融監管的方式來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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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劉孟俊、謝頌遇，「中共『十九大」後經濟情勢級政策走向觀察」，陸委會，2017 年 12 月 2
日， https://ws.ma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jk1L2NrZmlsZS8zYjg1M2
FkYS0zMTEyLTQ3MWEtYTdlYi1iOGNmYTQyZGRkZjQucGRm&n=MjAxNzEyMDIucGRm。
「習近平：創新驅動 搞好製造業」
，經濟日報，2017 年 12 月 14 日，https://money.udn.com/
money/story/5603/2873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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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系統危機；再者，面對地方與中小企業債務問題，中共當局一方
面要強化企業營運的實力，另外一方面又要透過金融控制減少僵屍
企業的存在，因此這個部分將會採取漸進方式來處來處理；最後，
面對該如何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維持一帶一路的建設工作或是美中
貿易糾紛等問題，這些問題因為屬於結構層面，短時間內不易產生
決定性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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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十九大」後的社會治理

後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 post socialist states ） 的 國 家 與 社 會 關 係
（state-society relations），其重要性主要表現在三個層面：首先，市
場化的改革造成黨國體制的退化，政府對人民的控制與社會滲透的
能力降低，社會獲得相對自主的空間；其次，社會空間的萌芽讓受
宰制的社會行動者有機會進行聯繫，這也造成社會組織與社會運動
蓬勃發展；第三，社會新興力量的出現讓人民得以透過集體行動影
響國家政策，甚至與先進民主國家的非政府組織（NGO）進行聯繫，
針對特定議題向政府施壓，迫使國家回應社會行動者的訴求。68前述
特徵也在中國大陸出現，習近平掌權後，提出「創新社會治理」
，並
在「十九大」政治報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用的社會治理格局」。
但在實際操作上，一方面持續加強社會控制，另一方面也不斷提升
社會福利政策，呈現出「恩威并施」的社會治理邏輯。

第一節 社會政策與社會服務
在社會福利與服務面向上，
「十九大」後一方面延續此前的政策
方向並持續加碼，同時也透過機構改革而在社會管理體制上有若干
重要的革新。以下先介紹「十九大」後主要社會政策的進展，隨後
說明涉及社會管理工作的機構改革。

68

王信賢，
「科技威權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大陸國家社會關係」
，展望與探索，第 16 卷
第 5 期（2018 年 5 月）
，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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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政策持續加碼
近年來，中國政府在社會政策的投入，主要展現在福利政策的扶
貧、醫療、社會保障以及社會安全服務四個領域中。
（一）扶貧政策
「全面脫貧」被視為是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指標。
近年來中國政府也大力推動「精準脫貧」
、
「多元脫貧」的政策，在扶
貧工作上有相當明顯的成效。根據國務院扶貧辦，2012 年底，在現
行標準下的貧困人口是 9899 萬人，到 2017 年底，貧困人口在 3000
萬左右，五年累計減貧 6600 萬人以上，現行標準下的貧困人口在這
五年時間裡減少了三分之二以上。69
而在十九大之後，各項扶貧政策及工作也仍持續推展中。重要的
政策安排包括：
1.加大扶貧資金的財政投入：2018 年 5 月，財政部安排撥付中央
財政專項扶貧資金 322.64 億元，加上 2017 年 10 月提前下達的 738.31
億元，截至 4 月底，2018 年中央財政補助地方專項扶貧資金 1060.95
億元已全部撥付完成，比 2017 年增加 200 億元。70
2.積極推動易地扶貧搬遷：2001 年至 2015 年，累計安排中央補
助投資 363 億元，搬遷貧困群眾 680 多萬人。2016、2017 兩年，全
國約 589 萬人的易地扶貧搬遷建設任務順利完成。而根據發改委的政

「國務院扶貧辦：五年累計減貧 6600 萬人以上」，中國新聞網 ，2018 年 1 月 5 日，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8/01-05/8417319.shtml。
70
「財政部：2018 年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 1060.95 億元」
，中國經濟網，2018 年 5 月 4 日，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805/04/t20180504_290298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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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宣示，2018 年將再實施 280 萬人左右的搬遷建設任務。71
3.加強扶貧作風治理：脫貧工作中持續出現的腐敗作風問題，是
落實扶貧目標的重要障礙。截至 2017 年底，中央紀委已督辦 5 輪、
252 件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線索，涉及全國 25 個省區市，1463
名責任人受到處理；而在全國各地的紀委機關，共查處扶貧領域腐敗
和作風問題 4.87 萬個，處理 6.45 萬人；中央紀委分 3 批公開通報 25
起典型案例。72此外，2016 年和 2017 年，審計署共計對 374 個國家
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進行審計，抽查扶貧資金 737.53 億元，入戶走
訪 1.82 萬個貧困家庭，發現問題金額 70 多億元。截至當年 10 月底，
各地通過追回、盤活或避免損失等方式，整改扶貧資金 32.68 億元，
有 970 人被追責問責，93%的問題得到整改。與其他領域相比，扶貧
領域發現的問題多發生在鄉鎮和村級。從審計情況看，以鄉村鄉村幹
部為主，特別是集中在危房改造、低保等扶貧領域。73
對此，
「十九大」以後扶貧工作聚焦於腐敗作風的治理，發佈《關
於開展扶貧領域作風問題專項治理的通知》
，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
組宣布將 2018 年作為脫貧攻堅作風建設年，將以一年左右的時間集
中解決扶貧領域作風突出問題。74

「 中 國 的 易 地 扶 貧 搬 遷 政 策 」， 國 家 發 展 改 革 委 原 會 ， 2018 年 3 月 30 日 ，
http://dqs.ndrc.gov.cn/gzdt/201803/t20180330_881335.html；沙璐，「2018 全國兩會丨國家發改
委主任何立峰：預計 2019 年異地扶貧搬遷任務基本完成」
，新京報，2018 年 3 月 6 日，http://www.
bjnews.com.cn/news/2018/03/06/477903.html；「國開行今年安排精准扶貧貸款 4000 億元」，新
華網，2018 年 3 月 30 日，http://www.xinhuanet.com/money/2018-03/30 c_129841449. htm。
72
趙振宇，「以鐵的紀律保障打贏脫貧攻堅戰」，中國紀檢監察雜誌，2018 年 1 月 4 日，
http://zgjjjc.ccdi.gov.cn/bqml/bqxx/201801/t20180108_161210.html。
73
劉世昕，
「扶貧中的『蒼蠅級』腐敗最損害公信力，審計要『拍』
」
，中國青年報，2018 年 1 月
8 日，http://news.cyol.com/yuanchuang/2018-01/08/content_16850997.htm。
74
「國務院扶貧辦：五年累計減貧 6600 萬人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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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康與醫療
「十九大」召開前，中國政府並提出「健康中國」的口號。而在
國務院 9 月 29 日發佈《中國健康事業的發展與人權進步》白皮書中，
也指出中國政府將健康權的促進視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及促進人權
發展的重要工作，並稱中國的健康治理模式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典範。
白皮書歸納近年來中國衛生領域的重要進展，包括：75
1. 截至 2016 年底，全國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超過 13 億人，
參保覆蓋率穩固在 95％以上。
2. 衛生人員超過 1117.3 萬，醫療衛生機構超過 98 萬家，醫療服
務供給的質量均有所提高。
3. 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範圍持續擴大，人均預期壽命提高至 76.5
歲，大陸民眾主要健康指標優於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
4. 全國有 81.87％縣（區）開展全民健康行動。

此外，2017 年以來，醫保制度的擴散及公立醫院改革也累積了
重要的成果。2017 年基本醫保的參保人數已超過 13.5 億，同時超過
200 個城市實行按病種付費的病種數達到 100 個以上。農村建檔立卡
貧困人口醫療費用個人自付比例從 2016 年的 43%下降到 2017 年的
19%。另一方面，2017 年全面推開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公立醫院全部
取消藥品加成。政府辦醫療機構的醫療費用增幅從 2010 年的 21%下

75

「中國健康事業的發展與人權進步」
，新華網，2017 年 9 月 29 日，http://www.xinhuanet.com/
politics/2017-09/29/c_11217475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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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到 2017 年的 10%左右。76
而在「十九大」以後，中國政府積極推動的重要政策包括：
1.持續增加基本醫保的財政補助：2018 年 3 月召開十三屆全國人
大，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將城鄉居民基本醫保
人均財政補助標準再增加 40 元，一半用於提高大病保險的保障水準，
城鄉居民醫保財政補助將由每人每年 450 元提高到 490 元。除此之外，
將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專案年人均財政補助標準再提高 5 元，達到每人
每年 55 元。77
2.明確按病種付費的醫保支付方式：2 月底人社部公佈醫療保險
按病種付費病種推薦目錄，130 種疾病被列入目錄。按照要求，各地
應確定不少於 100 個病種開展按病種付費。78
3.降低多項進口藥品的可及性：李克強 3 月 20 日在兩會後中外記
者會中就表示，
「一些市場熱銷的消費品，包括藥品，特別是群眾、患
者急需的抗癌藥品，我們要較大幅度地降低進口稅率，力爭降到零稅
率。」而在 4 月 12 日，李克強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自 5 月 1
日起對包含抗癌藥等多種藥物實施進口零關稅、政府採購談判、醫保
准入談判等措施，在最大程度上降低癌症患者及其家屬的經濟負擔。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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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計委：中國基本醫保參保人數已超 13.5 億」
，中國新聞網，2018 年 2 月 12 日，http://www.
chinanews.com/gn/2018/02-12/8447269.shtml。
王曉慧，2018，
「政府工作報告：居民基本醫保財政補助再增 40 元」
，華夏時報，2018 年 3 月
5 日，http://www.chinatimes.cc/article/74944.html。
陸子衿，2018，「國務院鼓勵醫保智能審核：首個國家隊誕生 PBM 商業落地可期」，21 世紀
經濟報導，2018 年 4 月 18 日，http://epaper.21jingji.com/html/2018-04/18/content_84564.htm。
「進口抗癌藥物『5 月 0 關稅』 陸國健委再提政府集中採購」
，東森新聞，2018 年 8 月 18
日，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428/11592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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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保障制度
在各種社會保障制度上，因應老年化社會的趨勢，養老保險覆蓋
範圍的擴展成為政策重心。2017 年全國參加養老保險的人數比 2016
年增加了 2800 萬人。養老保險的法定參保人約為 10 億人。按照人社
部最新公佈的 9.15 億參保者計算，尚未得到政策覆蓋的「無保者」
還應有 8500 萬人，將成為 2018 年以後養老保險改革的焦點對象。80
另一方面，養老保險的支付仍由各省負責，並且存在嚴重的區域
差異，形成養老保險制度的重要隱患。據估計，2018-2022 年各省制
度運行情況將呈現差異擴大的趨勢。2018-2022 年「收不抵支」省份
的將達到 13-14 個。另外，基金累計結餘在各省之間的差距更為顯著，
廣東、北京等東部高積累省份基金規模繼續升高，東北、西北部分省
份結餘耗盡風險加大。81對此，
「十九大」政治報告中便強調將養老保
險由地方統籌改為中央統籌的方向，而現階段逐步推動各省養老基金
委託中央投資，則成為目前相關改革的重點。2018 年初目前已有九
省和社保基金理事會簽訂養老保險基金委託投資合同，委託投資金額
為 4300 億元。此外，西藏、甘肅、浙江、江蘇也打算委託投資運營，
可以增加投資金額約為 1500 億元。82
而在十九大後，社會保障的相關重要政策包括：

80

81

82

郭晉暉，
「2018 年社保任務：讓最後 8500 萬人參加養老保險」
，第一財經，2018 年 2 月 18 日，
http://www.yicai.com/news/5400975.html。
馬常豔，「社科院養老金報告：2022 年不到 2 個繳費者養 1 個退休者」
，經濟日報，2018 年 1
月 5 日，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801/05/t20180105_27576597.shtml。
班娟娟、向家瑩「『跑步入市』 13 省養老金投資金額將達 5800 億養老金改革提速，地方養老
金委託投資首年收益率有望超 5%」
，經濟參考報，2018 年 1 月 4 日，http://dz.jjckb.cn/www/pages/
webpage2009/html/2018-01/04/content_396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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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高養老保險最低標準：人社部、財政部發佈《關於 2018 年
提高全國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的通知》
，決定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全國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基礎養老金最低
標準提高至每人每月 88 元，即在原每人每月 70 元的基礎上增加 18
元。提高標準所需資金，中央財政對中西部地區給予全額補助，對東
部地區給予 50%的補助。83
2.2018 年 3 月底，
《關於建立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確定和
基礎養老金正常調整機制的指導意見》公布，其中提出中央與地方「正
常調整」養老金，其中對 65 歲及以上參保城鄉老年居民予以適當傾
斜；對長期繳費、超過最低繳費年限的，應適當加發年限基礎養老金，
激勵個人長期繳費。此外，還將參考收入增長、物價變動和其他社會
保障標準調整情況，預計可以嘉惠五億多人。84
3.今年 4 月 22 日，人社部簽發第一張全國統一的電子社保卡，
電子社保卡作為社保卡線上應用的有效電子憑證，與實體社保卡對應，
由全國社保卡平臺統一簽發，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統一管理。與實體
社保卡一樣，電子社保卡全國統一、全國通用，具有身份憑證、資訊
記錄、自助查詢、醫保結算、繳費及待遇領取、金融支付等功能。85

83

84

85

丁怡婷，2018，
「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增至每月 88 元」
，人民網，2018 年 5 月 13 日，
http://society.people.com.cn/n1/2018/0513/c1008-29984687.html。
「建立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確定和基礎養老金正常調整機制」
，人民網，2018 年 8 月
15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18/0330/c1001-29897453.html。
林智仁、陳強，
「人社部簽發第一張全國統一的電子社保卡」
，中國青年報，2018 年 4 月 22 日，
http://news.cyol.com/yuanchuang/2018-04/22/content_171224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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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安全及服務
習近平在「全面邁進小康社會」的目標下，積極在醫療服務、社
會保障、貧困援助等領域推動社會政策的改革。在一般大眾的觀感中，
這些社會政策具體的提升民眾的生活福祉，也能夠有效的提高人民對
中國政府的認同。

1.各類社會政策的強化獲得民眾認同
在社會政策的規劃與實施上，目前各項政策的推動，既有短期追
求政策績效的作為，也有透過長遠規劃逐步緩解社會問題的意識。以
扶貧政策為例，「近年來在扶貧工作上有大量的投入，短時間內是看
得到具體的成效的。同時地方政府也知道貧困問題不是兩年三年就可
以解決的，也在思考怎麼樣透過推動產業發展與政府機制的調整，在
結構上逐步降低貧困發生的機會。可以說政府不只追求短期的目標，
也有意識要透過長期的工作來解決社會問題」。

2.黨部門提供社會服務
除了宏觀的社會政策，目前中共也正嘗試透過以基層黨機器直接
向社會民眾提供服務的模式，作為爭取民眾認同的方式。比如源自武
漢的「紅色管家」或「紅色物業」模式已經在南方幾個城市擴散，並
且獲得民眾的高度認同。「紅色管家」原本是武漢市在城市物業管理
產業推動的黨建工作。根據報導，2017 年武漢市開始以「紅色物業」
為載體，通過「三建一派」方式（即「單獨建、聯合建、掛靠建」和
選派黨建指導員），在全市 1802 家物業企業和 1995 個小區建立黨組
織 495 個、選派黨建指導員 1126 名，目的是把物業企業打造成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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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組織聯係、服務群眾的重要平臺，把物業服務隊伍打造成社區黨組
織的重要力量。86在實踐層面，
「紅色管家」設置類似台北市「1999」
的專線電話作為單一窗口，接受民眾對生活需求的表達，並提供送餐
上門、開鎖、水電及房舍修繕等服務。
由於「紅色管家」在武漢、溫州等地的運作，普遍比一般物業管
理企業更為高效而親民，因此得到一般民眾的普遍好感，認為相關作
為充分展現了黨組織「為人民服務」的理念。舉例而言，「我們一個
朋友，平常獨居在家。小年夜的時候家裡水管漏水，找不到願意在過
年前上門維修的工人。後來他打了紅色管家的專線電話，很快就派人
來修水管。從此以後他碰到什麼問題都打紅色管家的電話，也一直誇
獎共產黨的服務能力強」
。

第二節 機構改革與政策執行

一、機構改革
今（2018）年 3 月，十三屆全國人大通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
對既有行政部門進行大幅度的調整。在醫療衛生、環境資源、退伍軍人
保障、災害防治等社會政策領域中，主管部門的改革都形成既有管理體
制的重要變動。這一輪改革一方面呈現出中國政府試圖在社會政策的管
理上加強治理能力的意圖，另一方面也反映若干施政理念的變化。

86

侯文坤、廖君，
「武漢：3200 餘名大學生『小區管家』提升基層服務能力」
，新華網，2018 年 1 月 5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local/2018-01/05/c_1122214 384.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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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這輪機構改革中新成立的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乃是整併衛生計
生委及國務院深化醫改領導小組，並且納入煙草控制、職業安全監督、
老齡工作等原本分屬不同部門的業務。新機構的名稱中納入「健康」，
反映中國政府衛生工作的治理理念開始從疾病治療轉向健康促進，並
且銜接了「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健康中國」戰略。87此外，新的
機構名稱與組織結構相對淡化了計生部門的角色，同時新成立的衛健
委也將承擔高齡社會以及醫養結合政策的規劃工作，說明未來中國人
口政策不再僅限於控制人口增長，也將積極回應整體人口結構的變化
及產生的相關問題。88

（二）國家醫療保障局
在醫療保障領域，管理權力原本分散在人社部（城鎮職工醫保、
城鎮居民醫保、生育保險）
、國家衛計委（新型農村合作醫療）
、發改
委（藥品和醫療價格）及民政部（醫療救助）
。碎片化的管理架構削
弱了推動醫療體制改革的整體能量，甚至形成不同部委之間的潛在競
爭，如人社部與衛計委長期各自爭取城鄉醫保整合後的管理權。89而
這輪機構改革中新成立的國家醫療保障局，整合了上述不同部委的管
理權力，將負責統一規劃及推動各項醫療保障的制度改革，並且統籌

「新組建的國家健康衛生委員會日前掛牌」，中國政府網，2018 年 4 月 4 日，http://big5.
gov.cn/gate/big5/www.gov.cn/xinwen/2018-04/04/content_5279700.htm。
88
「國務院機構改革：擬組建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為人民群眾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務」，新
華 網 ， 2018 年 3 月 13 日 ，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politics/
2018-03/13/ c_1122532372.htm。
89
「組建國家醫療保障局，醫保管理碎片化將被終結」
，第一財經網，2018 年 3 月 14 日，http://www.
yicai.com/news/5406495.html。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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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醫保基金以及醫療價格的制訂。90透過行政事權的統一，將有助
於中國政府進一步推動醫療領域的「三醫聯動」
（醫療、醫保、醫藥）
以及「三保合一」（城鎮職工、城鎮居民、農村醫保）的改革工作。

（三）退役軍人事務部
退役軍人事務部的主要任務在統籌管理退役軍人的就業安置、待
遇保障問題，以解決過去多頭馬車的困境。期以來，中國退役軍人的
福利保障未能充分落實，不但形成性質獨特的社會不穩定因素，也對
2016 年啟動的軍事改革帶來不利影響。因此，
「十九大」政治報告中
宣示將成立「退役軍人管理保障機構」
，此次機構改革也正式組建退
役軍人事務部。
此前，退役軍人福利分由民政部管理優撫安置、人社部管理轉業
安置，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及後勤保障部亦有相關職能。另一方面，
退役軍人事務部也將承擔退役軍人的思想政治工作。91然而，退伍軍
人的福利待遇主要仍由地方政府之父。就此，未來退役軍人的福利是
否能獲得實際改善，仍需視負責提供相關福利補償的地方政府是否具
有足夠財政能力，同時新機構也有可能成為「專門對付退伍軍人的維
穩機構」。92

（四）應急管理部

李紅梅，
「三種醫保統一管，會帶來啥改變」
，人民網，2018 年 6 月 1 日，http://politics.people.
com.cn/n1/2018/0601/c1001-30028027.html。
91
「中國退役軍人事務部掛牌首任部長孫紹騁」，中央社，2018 年 4 月 16 日，http://www.
cna.com.tw/news/acn/201804160125-1.aspx。
92
陳漢、周慧心，
「中共新設退役軍人事務部維穩新機構？」
，大紀元，2018 年 3 月 15 日，http://www.
epochtimes. com/ b5/18/3/15/n10221239.htm。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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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緊急事件的治理上，過去中國政府採取「單災種」的應急管理
體制，由民政、消防、安全監管、衛生、公安等部門，各自負責所屬
業務範圍中的緊急事件處置工作。然而，既有分工架構存在編制不到
位、經費不足、橫向協調困難等問題，對於日益複雜的綜合型災難缺
乏足夠的防範能力。93而當前成立應急管理部的目的，便是為了建立
完整的應急管理體制，以強化中國政府在緊急突發事件中的綜合管理、
統籌指揮能力。應急管理部承接了既有 13 個部門的災害災難管理工
作，並且將原公安部消防部隊、武警森林部隊納入組織編制。此外，
各地一般災害仍由地方政府負責，而應急管理部則將在特別重大災害
發生時，代表中央政府提供支援，並作為跨地域的指揮部。
除了統一事權外，成立應急管理部也涉及權力控制的考量。新部
門的成立整併了武警與公安系統的力量，有遏制政法系統的意圖。武
警部隊原有三大類八大警種的分類，包括：
（1）武警總部直屬的內衛
部隊；
（2）武警與國務院共管的四大專業警種，即森林、黃金、水電、
交通部隊，以及（3）列入武警序列但由公安部管轄的邊防、消防及警
衛部隊。而隨著應急管理部的成立，四大專業警種中，森林部隊改為
應急管理部轄制，而其他三種（黃金、水電、交通）則分別被併入國
資委及中央軍委。同時，公安系統中的消防部隊也併入應急管理部。
換言之，此次機構改革後，武警部隊僅剩下內衛、邊防及警衛部隊。94

（五）自然資源部及生態環境部

「我國為什麼組建應急管理部？」，澎湃新聞網，2018 年 4 月 2 日，https://www.thepaper.cn/
newsDetail_forward_2055942。
94
「武警部隊三類八大警種解析」，人人網，2018 年 8 月 19 日 http://blog.renren.com/share/
224408003/8884140826。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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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資源部整合了八個既有部委機構（國土資源部、國家發展委、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水利部、農業部、林業局、海洋局、地理信息局）
的相關職能。過去自然資源管理的部門分工中，存在明顯的職能交叉
問題及政策方向缺乏一致性等問題，例如發改委主管主體功能區規劃、
住建部主管城鄉規劃，而國土資源部則負責土地規劃，在實務層面往
往存在衝突並彼此牽制。成立自然資源部的目的，便是統籌進行自然
資源的空間規劃和調查工作，解決空間規劃重疊等問題。95相對於自
然資源部的規劃管理職能，生態環境部將負責關於環境監測、污染防
治、核能與輻射安全，以及相關領域執法的任務。生態環境部除了涵
蓋環保部的既有職能，也整合了發改委、水利部、國土資源部等七個
既有機構在各自管理範疇中涉及環境污染的職能。
整體而言，此次機構改革在社會治理領域增設或調整的部門，反映
中共當局面臨日益複雜的社會矛盾與統治壓力，力圖透過組織結構的調
整來增強治理能力。如自 2017 年以來愈演愈烈的退伍軍人抗爭事件，
是退役軍人事務部設立的重要背景，而原衛計委與人社部對城鄉醫療保
險主導權的爭奪，導致此項重要社會政策的進程落後，也直接催生了相
對獨立的國家醫療保障局。然而，這些行政部門的調整是否足以跨越或
消解既有官僚利益團體的政策影響力，具體強化國家在相關議題上的政
策推展或危機治理能力，仍有待從實踐過程中進行觀察。

二、公共政策執行的弊端
從北京市整頓低端人口事件、紅黃藍幼兒園虐童事件中，全中國

95

「專家解讀新組建自然資源部：杜絕部委間職能交叉隱患」
，經濟觀察網，2018 年 3 月 13 日，
http://www. eeo. com.cn/2018/0313/32443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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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政府的質疑與批判，在極短時間內快速在網路空間中擴散。意
味中國社會不再把這些視為「單一個案」，而是與其權利息息相關的
公共議題。「低端人口」事件顯示地方一把手的獨斷與社會意見的背
離，讓傳統的決策模式面臨挑戰
（一）整頓低端人口
對外來基層勞工的清理整頓，是北京市近年來首都治理工作的重
要環節。2014 年習近平提出「抒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後，北京市確
定了以 2300 萬人口作為上限的標準；而現任市委書記蔡奇後更積極
強調加強北京市容美化及政治安全工作。而居住環境簡陋雜亂、存在
較高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外來基層勞工群體，便成為此一城市治理的
「頂層設計」下亟欲清整的對象。96然而，由於此次北京市採取極為
粗暴的驅趕手段，且在相關政策中使用帶有貶義的「低端人口」一詞，
在中國社會及國際間都引起高度爭議。例如超過五千名中國知識份子
聯名發佈公開信，指出此次驅趕民眾行動違法違憲、踐踏人權。97在
旁大輿論壓力下，北京市政府雖然暫停強制驅離行動，但逮捕了聲援
此事的藝術家華涌，也在網路空間中加強言論管制，以避免議題進一
步發酵。98
相較於中國政府近年來大力宣揚的扶貧工作、戶口改革等社會改
革政策，
「整頓低端人口」行動成為極大的諷刺。
「外來低端人口」的
政策用語，說明雖然中國政府將戶口制度改革視為重大社會政策改革，

魯皓平，「低端人口是什麼？那些你難以想像的中國社會悲歌」
，遠見，2017 年 12 月 6 日，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1364。
97
「北京驅趕低端人口五千知識界人士聯署喊停」，大紀元，2017 年 11 月 28 日，http://www.
epochtimes.com/b5/17/11/28/n9899838.htm。
98
「『低端人口革命』到革『低端人口』的命」，聯合早報，2017 年 12 月 8 日，https://www.
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71208-81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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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政各地策思維上仍然持續以戶口身份界定公民權利差異。而對低
收入群體的政策壓迫，也明顯的相悖於官方積極推動的各項扶貧工作。
而粗暴強硬的政策實踐手段與隨後的輿論管制，更說明中國政府威權
性格的持續增強。由此來看，習近平在十九大政治報告中提出「全面
邁進小康社會」的願景中，並未包括這些被官方視為「低端人口」的
基層民眾。
整頓低端人口的作為在引起國內外高度批判後稍有停滯，也對北
京市委書記蔡奇的政治地位產生一定影響。99然而，類似的「城市（區）
改造工程」並未因此完全停止。2018 年 7 月，在北京市大興、順義
兩區又再次出現警察在外地人口聚集區域，針對廉租房、服裝業小作
坊進行查封，並要求租戶搬離、屋主整改的現象。100雖然北京政府並
未採取 2017 年的強硬驅離作法，但仍引起當地外來人口的反感。如
當地服裝業者認為，「需要你的時候，你就是高端人才，不需要的時
候就是低端，真是太不人性化」
。由此來看，中國政府並未因為民眾
的強烈批判而對其依賴行政壓制的治理手段進行反省及調整，而忽略
民意與基本人權的決策模式仍將持續引發社會大眾對國家的反感。

2.煤改氣
大量使用燃煤是中國北方空氣污染的重要成因。今年秋季開始，
中國北方多個省份為實現改善霧霾問題的政策指標，強制推行「煤改

2018 年 2 月，隨著整頓低端人口引發的強烈輿論反彈，也引發對蔡奇的政治檢討，甚至一度
盛傳習近平準備將蔡奇調離北京。但在風頭過後，蔡奇至今仍擔任北京市委書記。見：
「官方
批 評 京 逐 低端 人 口 不當 矛頭 直 指 蔡 奇？ 」，大 紀 元 ， 2018 年 8 月 20 日 ，http://www.
epochtimes.com/b5/18/3/23/n10242014.htm。
100
「北京再驅『低端』外來人口村民農民工反彈」，美國之音，2018 年 8 月 20 日，https://www.
voachinese.com/a/beijing-forces-out-nonlocals-20180708/4473549.html。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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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燃煤改天然氣）工程。2017 年秋季中國環保部公布《京津冀及
周邊地區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氣汙染綜合治理攻堅行動方案》，要
求嚴格控制北京、天津與周邊四省 26 個城市的空氣污染程度。為落
實此一目標，環保部提出「一市一策」方案，在 28 個城市分別成立
研究專家團隊進行駐點指導。並派出 102 個巡查工作組開展京津冀及
周邊地區大氣污染攻堅行動巡查工作，以便確認重污染的成因。101同
時，大陸政府宣布將開始限制污染嚴重地區的新大型工業項目計劃，
涉及的領域包括港口，原材料市場和受到季節性霧霾嚴重影響的北方
地區的工廠生產，汽車等高科技的工業領域也受到影響。102顯示出中
國政府試圖透過強勢的行政作為，積極控制空氣污染的擴散。
在環保部要求問責的壓力下，各地政府普遍採取高額罰款、行政
拘留、強制拆除燃煤設備等方式，禁止民眾繼續使用燃煤。103然而，
此一政策導致天然氣價格飆漲及供應短缺，而大量民眾也因價格無法
負擔或是管線設備未及安裝等問題，而在逼近零下 20 度的嚴寒中無
暖氣可用。若干地區甚至造成學校、醫院等公共機構無法為學童與病
患提供暖氣，小學生因為教室太冷，只能在室外靠曬太陽及跑步取澎

「中國環保：治理大氣污染採『一市一策』
，將駐點指導『2+26』城市」，路透社，2017 年 9
月 16 日，https://cn.reuters.com/article/%E4%B8%AD%E5%9B%BD%E7%8E%AF%E4%BF%
9D%EF%BC%9A%E6%B2%BB%E7%90%86%E5%A4%A7%E6%B0%94%E6%B1%A1%E6%
9F%93%E9%87%87%E2%80%9C%E4%B8%80%E5%B8%82%E4%B8%80%E7%AD%96%E2
%80%9D%EF%BC%8C%E5%B0%86%E9%A9%BB%E7%82%B9%E6%8C%87%E5%AF%BC
%E2%80%9C2%2B26%E2%80%9D%E5%9F%8E%E5%B8%82-%E7%8E%AF%E4%BF%9D%
E9%83%A8-idCNL4S1LX02W。
102
「中國推各個擊破一市一策治理空氣污染」
，法廣，2017 年 9 月 17 日，http://trad.cn.rfi.fr/%E4%
B8%AD%E5%9C%8B/20170917-%E4%B8%AD%E5%9C%8B%E6%8E%A8%E5%90%84%E5
%80%8B%E6%93%8A%E7%A0%B4%E4%B8%80%E5%B8%82%E4%B8%80%E7%AD%96%
E6%B2%BB%E7%90%86%E7%A9%BA%E6%B0%A3%E6%B1%A1%E6%9F%93%E7%AD%
96%E7%95%A5。
103
「中國為了整治霧霾強推『煤改氣』，結果天然氣供應不足民眾『直喊冷』〉，關鍵評論，2017
年 12 月 8 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5037。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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湃暖，也有許多兒童凍傷。104
強制推行的煤改氣政策造成廣泛民眾的生活不便甚至生存困境，
引發強烈的抗議。中國網民批評此一政策是要民眾「以夢取暖」
，而
缺乏配套措施與強制的執行手段嚴重忽略民眾實際需求，已經成為嚴
重的社會不穩定因素。105在民怨載道下，環保部於 12 月初緊急叫停
該政策，並且要求西部化工廠停工四個月，以便節省天然氣為家庭及
學校提供暖氣。106評論認為：煤改氣政策本意是為了控制空氣污染，
但過於急躁的政策實踐過程反而無法獲得民眾支持，也反映中國地方
政府為了完成政策指標、不顧民眾現實需要的行政慣性。107

3.控制公立醫院醫療費用的爭議
為緩解因藥價過高導致「看病貴」的醫療問題，並且減少醫保日
益沈重的負擔，中國政府在 2017 年 9 月以來推動了一系列醫藥價格
改革措施，並要求在 2017 年底，將全國醫療費用的增長幅度控制在
10%以下，而在四批試點城市的公立醫院中，每百元醫療收入中衛生
材料比例則應降到 20 元以下。衛計委也進一步要求費用控管未達指
標的醫院，將面對醫院降級、院長撤職、員工扣薪的處分。108

「華北煤改氣治理霧霾導致民眾取暖困難」，法廣，2017 年 12 月 8 日，http://trad.cn.rfi.fr/
%E7%A4%BE%E6%9C%83/20171208-%E8%8F%AF%E5%8C%97%E7%85%A4%E6%94%B9
%E6%B0%A3%E6%B2%BB%E7%90%86%E9%9C%A7%E9%9C%BE%E5%B0%8E%E8%87
%B4%E6%B0%91%E7%9C%BE%E5%8F%96%E6%9A%96%E5%9B%B0%E9%9B%A3。
105
「『清退低端』之後是『煤改氣』中國人寒冬冷颼颼〉，自由時報，2017 年 12 月 5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273445。
106
「推行『煤改氣』後民眾受凍環保部稱工程未完成可用煤取暖」
，BBC 中文網，2017 年 12 月
7 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2261740。
107
「中國入冬強推『煤改氣』致部分地區民眾無氣受凍」
，BBC 中文網，2017 年 12 月 4 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2219912。
108
「衛計委：公立醫院總醫療費用平均增幅須在 10%以下」，中國新聞網，2017 年 5 月 11 日，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05-11/82210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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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政策實踐過程中，此一政策卻導致了一系列負面後果。在
山東、四川、貴州都傳出因為達成政策指標而直接影響醫療品質及民眾
就醫權益的案例。例如醫院往往為了節省材料費用，廣泛限制各類醫療
器材及耗材的使用，將原本能夠以微創技術進行的腹部手術，改用傳統
的大開腹方式進行，或是用普通紗布取代效果較好的防黏止血紗布。甚
至也有醫院為了趕在年底結算前達成指標，而拒絕收治病患或是盡量減
少手術，並導致醫院傾向收治非醫保、異地患者，並且排斥收治疑難或
病危的患者。109中國政府一刀切的藥價改革方案往往導致醫保支付、醫
療機構與患者權益之間失去平衡，也引發民眾的普遍反彈。

第三節 社會矛盾與社會監控

一、 社會矛盾
（一）十九大對社會矛盾的界定
中共「十九大」除了未指定接班人，為隔年修憲取消國家主席得
連任一次的限制受到關注外，另一個受到外界矚目的焦點，就是習近
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及大陸「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
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據本研
究專家會議學者表示，此次社會主要矛盾的提出之所以受矚目，係因
距離上次 1981 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現階段「社會的主要
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
時間已相隔 36 年，主要矛盾轉化係因生產力落後已經不符合現實。

109

「年底生病自求多福？擠壓醫療耗材水分乾嘛非等年底」，中國新聞網，2017 年 12 月 8 日，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7/12-28/841112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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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周天勇所分析，現今關於主
要矛盾作出新的論斷原因有二：一是大陸科技生產力技術進步，裝備
生產日益完善，生產力初步成體系，已經成為製造大國，正在邁向製
造強國，生產力落後已經不符合現實了；二是不平衡主要是居民收入
不平衡，特別是城鄉收入差距，農村和欠發達地區的收入水準趕不上
發展水準；地區之間同樣不平衡，東部發達地區、特大城市的生產力
發達，收入較高，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和農村地區收入有差距。顯示經
過近 20 年佈局來解決地區與收入差距，成效十分有限，無形中也種
下導發新社會主要矛盾的種子。究竟要如何透過縮短地區與收入差距，
從而降低新型社會主要矛盾？
習近平對此的答案是「大力提升發展品質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
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
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周天勇則指出，整個基本矛盾的變
化，是要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特別是地區
間要協調共同發展。上述說法似只提供了大方向，未具體說明要如何
達成協調地區間共同發展的目標。
基尼係數 0.4 則被視為是貧富差距的警戒線，高於此一數值容易出
現社會動盪。根據官方數字，2008 年大陸基尼係數還曾達到 0.491，此
後連續七年下降，但 2016 年又開始回升，2017 年攀升至 0.468。大陸
前財政部長樓繼偉指出，按照發展經濟學理論，農業人口向非農部門轉
移的過程，應具有收入分配改善效果；大陸部分城市仍以戶口限制汽車、
住房與學籍，不僅不利於勞動力自由流動，也不利於改善收入分配。由
此可知，儘管城鎮化進程加快，但因人口自由流動仍受限，致未能減少
收入分配差距。習進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
「讓貧困人口和貧困
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是黨的莊嚴承諾，重點攻克深度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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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脫貧任務，確保到 2020 年在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
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做到脫真貧、真脫貧。」不過，以近兩年大陸基
尼係數又回升情況，要完成脫貧預定目標的挑戰不小。
為因應社會矛盾，除了前述社會福利與社會服務外，近一年來，
中國政府社會控制的手段不斷推陳出新。較為重要的趨勢包括以高科
技為基礎的社會監控手段，以及對於西方文化及宗教力量的意識形態
滲透工作。此外，透過提高服務能力、強化社會安全的政策宣傳，也
降低了社會大眾對於各種監控手段的反感。

（二）近期重要的社會矛盾事件

1.全國性罷工運動頻傳
2018 年 6 月上旬，中國社會爆發卡車司機跨省串連的全國性大型
罷工事件。山東、四川、安徽等地的卡車司機因不滿政府執法失當及
濫收罰款、油價上漲、業者壟斷造成運費降低等問題，集結數萬名卡
車司機統一在 6 月 10 日聯合罷工，全國卡車司機加入罷工的地域範圍
涵蓋超過 12 省市，參與者並呼籲全中國 3000 萬名卡車司機一起加入
大罷工行列。110這次罷工的主要訴求，包括：貨運行業持續面對地方
政府不公平的管理、各地公路胡亂收取過路費、交警隨意攔截及罰款。
此外，近年來以電子商務為基礎的貨運數據平台興起，不僅壟斷貨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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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子竣，
「中國各地卡車聯合大罷工！司機高喊『打倒共產黨』
」
，風傳媒，2018 年 8 月 15 日，
http://www.storm.mg/article/447968；
「中國多省市卡車司機舉行罷工」，美國之音，2018 年 8
月 15 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truckers-on-strike-20180610/4432279.html；
「活不
下去：中國卡車司機發動全國大罷工」
，大紀元，2018 年 8 月 15 日，http://www.epochtimes.
com/b5/18/6/9/n104703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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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也持續壓低司機的運費，使卡車司機的經濟困境雪上加霜。
無獨有偶，在 4 月底中國各地塔吊司機也陸續發起「五一大罷工」
。
參與罷工的塔吊司機表示，他們長期處於高危險、超時工作、沒有加
班費，工資停漲的惡劣工作環境中，而勞動權益也未能獲得政府重視
與保護。在 18 個省份 40 多個城市中的塔吊司機，以拉橫幅，喊口號
等方式提出加薪與改善工時等訴求。5 月 1 日當天，由於官方的嚴密
監控、約談及抓補，各地實際上並未出現大規模的罷工。111除了卡車、
塔吊車司機群體之外，近日廣東、浙江、安徽、山西、山東等地也相
繼出現建築工人、快遞員和計程車司機集體罷工的事件。
不同行業中全國性大規模罷工行動的頻繁出現，說明中國社會在
經濟發展趨緩的過程中，勞工的權利意識及行動能量正在快速增長。
同時，中國政府缺乏對勞工權益的完整保護，並以高壓手段控制勞工
的抗議行動，導致勞工群體積怨日深，也強化了勞資關係的惡性循
環。
2.老兵維權運動
機構改革中，雖然增設退役軍人事務部以處理老兵權益問題，但
並未緩解各地老兵維權運動的發生頻率；在 2018 年前半，中國社會
仍出現多起退伍老兵維權事件。例如 5 月時，河南退伍軍人眷屬在北
京上訪時遭到非法拘留，以及四川老兵遭到地方政府拘留與毆打，這

111

「多年工資未漲，中國多地塔吊車司機五一發起罷工」，博訊新聞，2018 年 8 月 15 日，
https://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8/05/201805020655.shtml；
「中國多地塔吊車司機拉橫
福上街，要求漲工資」，美國之音，2018 年 8 月 15 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
news-collective-action-and-strike-broke-out-by-construction-crane-operators-in-numerous-regionsof-china-20180430/43707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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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事件分別引發上千名老兵的跨省動員及聲援行動，並且以地方政府
讓步收場。112
而在 6 月下旬，江蘇鎮江多名退役軍人在訴求公平提高待遇的集體
維權過程中，遭到警方包圍與不明人士的毆打，引發各地退役軍人趕往
鎮江聲援。來自十餘個省分的數千名退伍老兵，在三天之內集結在鎮江，
要求當地政府交出兇手、解決問題，甚至提出「與反動政府同歸於盡」
的口號。113而鎮江政府在 6 月 23 日以切斷鐵路、公路交通方式，試圖
阻止更多退役軍人擁入當地，並開始動員軍警以暴力鎮壓方式驅趕現場
群眾。據悉，鎮壓行動中，遭到非法拘禁與禁止對外聯繫的人數達到
2000 多名，並且導致數名抗議老兵死亡，500 多人受傷。114
在上述退伍軍人抗議行動中，呈現出各地退伍軍人已經形成具
有緊密聯繫且彼此支持的社會運動集體，同時也突顯出退役軍人事務
部難以真正解決退伍軍人的保障問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面對老兵
維權的行動，雖然有時也會在息事寧人的心態下選擇退讓，但仍未曾
放棄強制鎮壓，甚至可能在日益激化的互動過程中，採取大規模的武
裝鎮壓手段。就此，中國政府雖然持續強化社會監控的程度，卻塑造
出日益緊張的國家社會互動關係。
3.疫苗造假事件

「河南漯河軍嫂被抓引發全國老兵聲援」
，自由亞洲電台，2018 年 8 月 20 日，https://www.rfa.org/
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yf2-06012018100942.html；
「數百老兵抗議傷殘老兵被打遼
陽 有 軍 嫂 被 毆 」， 大 紀 元 ， 2018 年 8 月 20 日 ，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6/14/
n10484691.htm；
「共軍老兵妻子維權被拘數千老兵連日抗議後獲釋」
，聯合新聞網，2018 年 8
月 20 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1/3183981?from=udn-hotnews_ch2。
113
「鎮江形勢緊張傳當局調兩個師城外待命」，大紀元，2018 年 8 月 20 日，http://www.
epochtimes.com/b5/18/6/24/n10508382.htm。
114
「中國派軍鎮壓老兵鎮江傳 3 死」
，自由新聞網，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21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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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七月底，中國再次爆發嚴重的疫苗問題。根據國家藥品
監督管理局的通報，生產多種疫苗的長春長生公司在生產過程中有嚴
重的造假行為，包狂犬病疫苗以及「百白破」疫苗。隨後，由於長春
長生公司的許多問題疫苗已經銷往山東省，山東省為此制訂了疫苗補
種計畫，重新購買新的疫苗提供民眾施打。然而，山東省選擇的另一
家武漢生物疫苗公司，卻也被揭露存在生產問題。115這次疫苗風暴的
出現，引發社會的廣泛關注與震動，也使中國領導人都做出嚴厲批示。
習近平強調此次事件「性質惡劣、令人觸目驚心，要一查到底、嚴肅
問則」
，李克強則批示「此次疫苗事件突破人的道德底線，必須給全
國人民一個明明白白的交代」。
長春長生問題疫苗事件暴露出中國公衛體系的系統性風險，其涵
蓋範圍及問題性質遠超過過去十餘年的各項問題疫苗事件（包括 2007
山西疫苗事件、2016 年山東疫苗事件、以及其他規模較小的疫苗爭
議）。在針對長春長生公司揭露的訊息中，涉及以禁止進口疫苗創造
國內企業壟斷、國企資產轉移問題、疫苗審批及監管中的貪腐問題。
而國有企業武漢生物疫苗公司同樣出現疫苗問題，更擴大了疫苗風險
的爭議。另一方面，由於問題疫苗種類涉及政府強制幼童施打的一類
疫苗，已經引發全國性的衛生安全恐慌，以及對中國政府監管體制的
廣泛質疑。就其影響而言，此次疫苗爭議引發的社會信任危機直追毒
奶粉事件，非短期能夠緩和。

二、社會監控

115

「從疫苗之殤看中國的系統性腐爛」
，BBC 中文網，2018 年 8 月 20 日，https://www.bbc.com/
zhongwen/trad/chinese-news-4492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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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社會矛盾，除了前述社會福利與社會服務外，近一年來，中
國政府社會控制的手段不斷推陳出新。較為重要的趨勢包括以高科技為
基礎的社會監控手段、對於西方文化及宗教力量的意識形態滲透工作，
以及以全民為對象的社會信用體系。此外，透過提高服務能力、強化社
會安全的政策宣傳，也降低了社會大眾對於各種監控手段的反感。

（一）社會監控手段的強化
1.科技控制
在中央電視台製播的政績宣導節目「輝煌中國」中，則指出 5 年
來中國大陸嚴重暴力犯罪案件的數字下降了 42.7%，已經成為全世界
治安保障最好的國家之一，並且表示「安全感已經成為美麗中國的新
名片」
，得到許多旅居中國外籍人士的高度認同。而這部宣傳片中介
紹的城市監控系統「天網工程」也引起廣泛關注。
「天網工程」是中國耗資超過 2000 億元在全國各地建立的城市
監控系統，透過廣泛設置的 2000 萬台監視器結合人工智慧辨識與大
數據，可以即時識別街頭行人的性別、年齡、穿著，以及各類車輛的
顏色、型號。大陸政府雖然將其稱為「守護百姓的眼睛」
，卻被大陸
網友批評為對人民隱私的嚴重侵犯。同時，此類監控手段的主要目的
仍是在控制社會反對力量、維持政治穩定，而不是對於一般犯罪事件
的偵防。大陸網民指出，長春市從 2007 年開始耗資超過 3 億元建立
天網工程，但在 2013 年的「盜車殺嬰」事件中，當地警方緊急出動
近萬名警力卻未能緝兇，天網工程更形同虛設。而大陸媒體在面對民
眾質疑時，則表示天網工程的首要目標是及早發現敵對勢力滲透及法

94

輪功等邪教組織，次要目標則是監控社會群體性抗爭。116
在天網工程之外，大陸政府也在積極建立各種不同型態的社會監控
系統。例如被稱為「地網」的北京市民眾群防體系，由實名註冊的志工
主動向警方舉報各類可疑人、事；在北京市朝陽區，13 萬名「朝陽群
眾」每月提供超過 2 萬條線索，而積極份子可以獲得每月 500 元獎勵。
117

而在十九大召開期間，大陸政府也強調將動員這些基層群眾作為強化

維穩與政治安定的工具。118對此，大陸網民戲稱為毛澤東時期的老大媽
重現，並且認為這種以群眾監視群眾的作為令人毛骨悚然。119

2.DNA 採集
12 月中旬，國際人權觀察組織指出，中國政府在新疆地區以「全
民健康體檢工程」名義大規模蒐集當地民眾的 DNA 樣本、指紋、虹
膜、血液等生物識別資訊。120相關健康檢查全面針對 16 至 65 歲民眾
展開，並且要求針對「重點、需要關注人員及其家屬」進行不限年齡
的全員採集。121雖然當地政府宣稱民眾可以自願決定是否參加相關的
健康檢查，但許多當地民眾表示被地方幹部強制要求參加，而參與檢

「 天 網 工 程 秒 識 行 人 不 為 破 案 為 維 穩 」， 新 唐 人 ， 2017 年 9 月 27 日 ，
http://www.ntdtv.com.tw/b5/20170927/video/206130.html?%E5%A4%A9%E7%B6%B2%E5%B7
%A5%E7%A8%8B%E7%A7%92%E8%AD%98%E8%A1%8C%E4%BA%BA%20%E4%B8%8
D%E7%82%BA%E7%A0%B4%E6%A1%88%E7%82%BA%E7%B6%AD%E7%A9%A9。
117
「地球最強情報網朝陽群眾月供萬則線索」
，聯合新聞網，2017 年 7 月 12 日，https://udn.com/
news/story/7332/2578370?from=udn-referralnews_ch1009artbottom。
118
「十九大維穩安保工作要動員『朝陽群眾』
、『西城大媽』」，聯合新聞網，2017 年 9 月 12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7332/2697698。
119
「世界第五大情報組織添利器北京警方推『朝陽群眾』App 助市民舉報〉
，端傳媒，2017 年 2
月 15 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215-dailynews-china-chaoyang-app。
120
「英媒：中國以體檢名義採集新疆人 DNA 樣本」，BBC 中文網，2017 年 12 月 13 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press-review-4234063。
121
「 中 共 收 集 新 疆 人 DNA 樣 本 背 後 是 何 用 意 」， 大 紀 元 ， 2017 年 12 月 14 日 ，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12/13/n9954916.htm。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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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人數已經將近 1900 萬人，完成率高達 99%。122此外，雖然中國
政府宣稱健康檢查工作是為了促進群體健康，並由公共衛生機構執行，
但蒐集的生物資訊卻提供公安機關使用。
而在中國其他地方，中國警方也經常在未告知原因的情況下，透
過學校蒐集男童的唾液樣本。據稱，相關作為旨在建立全球最大的
DNA 資料庫，中國政府目前已經蒐集高達 5400 萬筆中國民眾的個人
DNA 資料，並且預計在 2020 年達到一億筆。123
中國政府大規模蒐集民眾生物資訊的目的仍然未明。但醫學專家
指出，DNA 及血型資訊屬於高度敏感的個人隱私，而中國政府強制
蒐集、建立 DNA 資料庫的作法，已經嚴重違反了醫學倫理及國際人
權準則。科學界也質疑相關資料除了犯罪防治外，也可能結合其他生
物辨識技術的應用而成為中共當局監控人民的政治武器，從而將使新
疆成為「露天監獄」
。而中國缺乏保護個人生物隱私、防止 DNA 資
料濫用的法律規範，也使政府的行為無法受到約束。124

（二）文化排外及宗教控制
1.文化排外
在中國社會，聖誕節已經是民眾普遍認同的節日，過去官方媒體
也會對相關活動進行報導。但十九大後為了降低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

「 把 健 康 送 到 『 最 後 一 公 里 、 最 遠 一 家 人 』」， 中 國 婦 女 報 ， 2017 年 12 月 12 日 ，
http://paper.cnwomen.com.cn/content/2017-12/12/044565.html。
123
「全面監控！中國大肆蒐集民眾 DNA 建世界最大數據庫」
，自由時報網，2017 年 12 月 28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295967。
124
「新疆成為人肉資料庫？中國「免費健檢」的黑幕」
，聯合新聞網，，2017 年 12 月 24 日，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2/2874863。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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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2017 年末中國多地的黨政機構及學校下令不准黨員幹部及學生
慶祝聖誕節，而公安機關則在公共場合以加強盤查、強制驅離的手段，
阻止民眾參加聖誕狂歡活動。125影響所及，在媒體及公共空間中聖誕
節的歡樂氣氛大為降低，而民眾認為沒有必要用政治手段過度打壓一
個普通節日。126
對此，中共官媒表示政府並未正式要求禁止慶祝聖誕節。而評論
指出北京當局雖然沒有直接下令，卻透過強調文化自信、要求振興傳
統節日等政策論述，傳達出領導者的政策偏好；而地方政府則在揣摩
上意後採取高調的抵制作為。127而在中國網路空間中，「拒絕洋人節
日」也成為熱門的議題。一些網民積極響應不過外國節日的活動，但
也有許多網民質疑中國傳統文化是否只能依靠自閉和對抗才能生存，
並且質疑抵制聖誕節的作法正是中國政府面對西方文化缺乏自信的
反映。128而相關現象也說明，在中國政府日益加強的社會控制工作中，
中國民眾的日常文化生活也已逐漸成為被控制的對象。
2.宗教控制
4 月 3 日國務院發表《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白
皮書，這是中國政府第二次發佈關於信仰自由的白皮書。
（前次為 1997
年）此份白皮書宣稱中國政府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政策、維護人

「 中 共 禁 過 聖 誕 節 ： 鬧 市 公 安 嚴 查 身 份 證 」， 蘋 果 日 報 ， 2017 年 12 月 21 日 ，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china/realtime/article/20171221/57609343。
126
「 中 共 抵 制 聖 誕 節 民 眾 反 彈 」， 大 紀 元 ， 2017 年 12 月 25 日 ， http://www.epochtimes.
com/b5/17/12/25/n9991897.htm。
127
世界新聞網，2017，
「中國抵制聖誕節謠言還是事實」，世界新聞網，2017 年 12 月 26 日，
https://www.worldjournal.com/5346697/article-%E4%B8%AD%E5%9C%8B%E6%8A%B5%E5%
88%B6%E8%81%96%E8%AA%95%E7%AF%80-%E8%AC%A0%E8%A8%80%E9%82%84%E
6%98%AF%E4%BA%8B%E5%AF%A6/。
128
「聖誕到來中國小學生卻在喊『拒絶洋節』？」，BBC 中文網，2017 年 12 月 25 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247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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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的立場，並指出目前中國境內的宗教活動有序
開展、宗教作用得到發揮、宗教之間的關係積極健康。129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對宗教活動的各種限制舉措，卻與其在白皮
書中的論述背道而馳，並且正在展開對宗教的一系列干預工作。甫出
台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中，原宗教事務局被合併在中共統戰部之下，
藉以以「堅持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統籌統戰和宗教等資源力量」，
從而使宗教成為黨務系統直接管理的對象。1303 月中旬，北京市政府
要求以入戶調查、實地走訪等方式，全面清查轄區內基督教私設聚會
點。1313 月下旬，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基督教協會、基督教三自愛
國運動委員會）發表《推進我國基督教中國化五年工作規劃綱要》，
指出要推動基督教活動「吸收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
「融入中國元素」。
132

宗教界人士認為相關跡象說明，中國政府試圖建立「非世俗化的神

權政體」，要將中共打造成全民宗教。133
另一方面，官方對宗教傳播的控制也在強化。4 月初，京東、淘
寶、天貓等大型電商通路均被要求將聖經、古蘭經及部分宗教書籍下
架；出售聖經的小規模網路書商則直接遭官方以「含違規內容」理由

「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
，新華網，2018 年 4 月 3 日，http://www.xinhuanet.com/
politics/2018-04/03/c_1122629624.htm。
130
「超級統戰部中共深化機構改革」，中時電子報，2017 年 5 月 11 日，http://www.chinatimes.
com/newspapers/20180322000071-260301。
131
「山雨已來：聖經禁售背後基督教中國化的危機」，中國數字時代，2018 年 4 月 5 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4/%E6%B5%B7%E5%86%85%E6%A0%A1%E5%9B
%AD-%E5%B1%B1%E9%9B%A8%E5%B7%B2%E6%9D%A5%EF%BC%9A%E5%9C%A3%
E7%BB%8F%E7%A6%81%E5%94%AE%E8%83%8C%E5%90%8E%E5%9F%BA%E7%9D%A
3%E6%95%99%E4%B8%AD%E5%9B%BD%E5%8C%96/。
132
「推進我國基督教中國化五年工作規劃綱要（2018-2022）」
，中國基督教網，2018 年 3 月 27
日，http://www.ccctspm.org/cppccinfo/10283。
133
「《聖經》全網下架的背後是
『黨回歸全民宗教』
地位」
，法廣，2017 年 4 月 7 日，http://trad.cn.rfi.fr/
%E4%B8%AD%E5%9C%8B/20180407-%E8%81%96%E7%B6%93%E5%85%A8%E7%B6%B2
%E4%B8%8B%E6%9E%B6%E7%9A%84%E8%83%8C%E5%BE%8C%E6%98%AF%E9%BB
%A8%E5%9B%9E%E6%AD%B8%E5%85%A8%E6%B0%91%E5%AE%97%E6%95%99%E5%
9C%B0%E4%BD%8D。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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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聖經商品，甚或取消書商帳號。134而在基督教徒密集的河南省，
地方當局開始大規模限縮合法的教會活動，並且取締非官方的家庭教
會。同時，河南南陽三自愛國委員會也發出「九不准」通知，禁止信
徒公開從事未經允許的宗教傳播與聚會活動。135

（三）社會信用體系的建構
中國在 2003 年十六屆三中全會中，便確立了建設社會信用體系
的方向。原本此項工作是模仿西方國家商業信用體系中的個人財務徵
信制度，達到強化經濟制度不足、控制金融風險的目標，但在具體的
制度設計上，卻將個人的網路言論、社群互動等社會行為納入信用評
等範圍，並且依照社會評分等級，對公民就醫、交通、借貸等各項基
本社會權利的行使進行限制，進而產生形同單位體制下「政治考核」
的效果，成為中共政權限制人權的工具。136
依據「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 年）」
，社會信用
體系的具體操作呈現三大特點：137
首先，藉由網路企業的個人資訊蒐集管道，作為信用數據庫的基
本內容。據悉，目前中共已經透過 8 家信用評級公司做「社會信用」
評分試點，包括電子商務領域的阿里巴巴與騰訊。而在商業領域既有
經驗的基礎上，中國政府可能調整一些評比積分，使其更能符合國家

「聖經在中國遭禁？網路全面下架買不到」
，中央社，2018 年 4 月 3 日，http://www.cna.com.
tw/news/acn/201804030371-1.aspx。
135
「中共打壓宗教升級河南查封家庭教會」
，大紀元，2017 年 2 月 10 日，http://www.epochtimes.
com/b5/18/2/10/n10133716.htm。
136
王信賢，「科技威權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大陸國家社會關係」
，頁 119。
137
「中共科技發展對社會控制之影響」
，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政策研究報告，2018 年 8 月 15 日，
http://www.faps.org.tw/files/5851/5A0A8F7A-3FFD-4613-88EC-9132C0150B2E。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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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政治與社會管控的需求。
其次，由各地政府進行試點。目前，中共已在各地成立「社會信
用體系建設領導小組」，藉以建構信用評台、串連個人社會行為與信
用評分的結合。例如重慶市已經有 5 個區縣信用信息系統，與市級信
用平台互相連結
其三，社會信用系統與獎懲機制之結合。對於信用良好、積分等
極高的民眾，政府在金融服務、政府採購、項目審批、補貼補助等領
域，將提供優先辦理或簡化流程等優惠；而對於信用積分評比不良的
公民，則採用各種監管及懲戒制度，例如限制購買車票機票、限制預
約看診，甚至限制家人求學與工作升遷機會等方式。
雖然依照中國政府的規劃，社會信用體系的基礎性法律法規與標
準體系，以及以信用資訊共享為基礎、覆蓋全社會的徵信系統要到
2020 年才基本建立，但各種實驗性的信用評等工作已經開始推動。根
據外媒報導，至 2018 年 4 月底，中國法院累計公布失信被執行人達到
1054.2 萬人次，並且累計限制購買飛機票 1114.1 萬人次，限制購買高
鐵動車票 425 萬人次。同時，各類「紅黑名單」的資訊，以透過「信
用中國」網站公布，以供企業投招標、政府採購等過程中查詢使用。138

三、國家社會關係的變化
（一）國家角色的變化：福利國家與數位極權

138

「中國社會信用體系尚欠法規，已有逾千萬人被禁買機票」，法國廣播電台，2018 年 8 月 15
日，http://trad.cn.rfi.fr/%E4%B8%AD%E5%9C%8B/20180518-%E4%B8%AD%E5%9C%8B%E7
%A4%BE%E6%9C%83%E4%BF%A1%E7%94%A8%E9%AB%94%E7%B3%BB%E5%B0%9A
%E6%AC%A0%E6%B3%95%E8%A6%8F%E5%B7%B2%E6%9C%89%E9%80%BE%E5%8D
%83%E8%90%AC%E4%BA%BA%E8%A2%AB%E7%A6%81%E8%B2%B7%E6%A9%9F%E7
%A5%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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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政府持續提高在各類社會政策上的投資，以及相關
社會福利的覆蓋範圍。不論在貧困救濟、醫療服務或社會保障上，都
逐漸朝向「福利國家」的方向在前進。在社會政策領域的積極作為，
一方面是為了緩解改革開放以來過度傾向市場經濟而產生的社會問
題，另一方面也是透過普惠式的社會政策來落實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
內涵，並藉此提高民眾對於中共執政權威的認同。然而，相關工作的
推展仍然受限於中共威權體制的慣性，而在實踐層面存在許多問題。
例如前文討論的「醫療費用控制」政策或是「扶貧貪腐」問題，都仍
然制約了社會政策的具體成效。
另一個值得重視的趨勢是社會控制能力的全面強化。諸如天網工
程這樣利用高科技手段進行社會監控的作為，在近年來已經成為中國
社會控制的重要特徵，並且逐漸形成「科技威權主義」的趨勢。然而，
中國政府不僅積極發展監控科技，也試圖結合傳統的社會控制手段，
如透過「社會信用體系」的運作，以社會資源分配作為威脅人民的手
段，或是在「朝陽工程」這類的社會治理機制中，要求社會民眾進行
相互監控。這些技術手段與非技術手段的結合共用，才是中國社會控
制體系的全貌。

（2）社會回應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政府同時持續增強的社會政策與監控能力
下，中國社會民眾對於黨國體制的觀感是否有所改變。事實上，近年
來，中共積極建構「天網工程」等社會監控系統，並且以「平安中國」
的宣傳論述爭取社會大眾的認同。而由於這些社會監控工作確實能夠
有效降低城市中的犯罪率，因此能夠獲得民眾的支持。
另一方面，中共透過前述各項福利、服務的提供，有效的提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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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民眾對於政權的認同程度，也使其降低了對於國家正在強化威權統
治、透過監控系統侵犯人民隱私的疑慮。由此來看，中共當局近年來
一系列強化國家監控能力的作為，透過提高社會服務能力、控制犯罪
發生的形式，仍能獲得社會大眾相當程度的認可。而民眾的認可將降
低中共在加強社會監控上面對的反對及阻力，使其得以持續強化相關
控制系統的建構，有效降低異議份子及社會抗爭運動對政權的威脅。
然而，從「紅黃藍幼兒園」
、「北京整頓低端人口」
、「鴻茅藥酒」
等社會爭議事件中，也仍然可以看到中國民眾對於黨國體制下權力濫
用的高度反感與排斥。同時在此類事件中，也可以發現即便在國家日
益增強的輿論控制下，社會輿論仍然存在一定的生命力。
整體而言，中國政府雖然持續強化各種監控手段，但相關工作仍
須相當時間的運作，才能有效的改變社會力量的自主性。而在這個強
化社會控制能力、削減社會力量發展空間的過程中，社會自主組織能
力是否能夠產生反制的力量，將是未來 5-10 年中國國家社會關係變
遷的重要觀察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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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共「惠台」政策

2018 年對臺工作會議後，中共在對臺政策上最值得關注的為：
在 2 月 28 日由國臺辦、國家發展改革委經商中央組織部等 29 個部
門，發布 31 項《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綜
觀這 31 項對臺措施，基本上分為兩部分，一是 12 項給予臺資企業
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二是 19 項為臺灣民眾在大陸學習、創業、就
業、生活提供與大陸民眾同等待遇，亦即對臺灣企業與民眾進一步落
實「國民待遇原則」。139
在大陸國台辦「惠台卅一條」發布三個月後，上海於六月初宣布
共達五十五條的配套措施，內容上更加強化協助台灣民眾在上海就業
與創業，包括：提供較為平價的公共租賃住房、發放「海外人才居住
證」，以及提供創業房租補貼、擔保貸款貼息等多項具體優惠政策。
繼上海後，福建也發布《進一步促進閩台經濟文化交流合作 66 條措
施》，包括支持台資農業企業、通關檢驗相互認證等助推閩台農漁等
商品來往、開放部分持台灣證照的專業人士可在閩執業，以及購屋享
同等待遇等。另外，也鼓勵「未來過大陸」的台灣同胞來閩參訪交流，
邀請單位將提供相應接待便利服務。140
大陸此次推出的對臺新措施，基本上是呼應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
平在 2017 年 19 大報告中所提出的，「願意率先同臺灣同胞分享大
陸發展的機遇、我們將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實現互利互惠，

139
140

張五岳，
「兩岸關係發展、風險與挑戰」
，展望與探索，第 16 卷第 4 期（2018 年 4 月）
，頁 141-142。
「上海惠台 55 條 發給居住證…強吸台企台生西進」
，聯合新聞網，2018 年 6 月 2 日，https://
udn.com/news/story/7331/3175536；「上海惠台 55 條 發給居住證…強吸台企台生西進」
，聯合
新聞網，2018 年 6 月 2 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607000613-26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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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為臺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
的待遇，增進臺灣同胞福祉」。在中共 19 大後僅四個月左右時間，
包括國臺辦、國家發展改革委在內的 31 個黨政相關部門就整合出 31
條最新對臺措施，能有如此強大跨部門統合能量，毫無疑問，絕對是
來自最高領導人的意旨。因此，探討此一主題，掌握習近平對臺重要
思想方向與對臺政策節奏策略部署至為關鍵。141
基於大陸條塊關係與地方資源差異，大陸各地方政府對於中央政
策如何落實？以及這個政策又是如何與地方現有發展相互整合，對於
未來兩岸關係可能會有何影響？本章主要摘錄計畫主持人與協同主
持人，在「惠台 31 條」公布後前往大陸實地交流與訪談結果，並進
行分析。

第一節 當前對台政策
一、對台政策的辯證關係
習近平在 2014 年太陽花學運之後，對於兩岸關係的進行了全方位
的工作檢討，為何胡錦濤的「三個凡是」
（凡是對台灣同胞有利的事情，
凡是對維護台海和平有利的事情，凡是對促進祖國和平統一有利的事
情，都會盡最大努力做好）反而讓兩岸越走越遠？對於檢討結果，大
陸學者以「教訓多於經驗」來加以概括。因此對「十九大」報告中涉
台部分，受訪學者認為必須從辯證角度來解讀，不能只看到創新面與
懷柔面，而沒看到繼承面與強硬面。簡單而言，有四個辯證觀點：

141

張五岳，「兩岸關係發展、風險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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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發展與統一」的關係：孰先孰後取決於台灣問題有無成為國
家發展主要障礙。
（二）
「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的關係：發展是為統一創造條件，重
提統一則是因應兩岸疏離的現況。
（三）
「反對台獨和融合發展」的關係：融合發展增進共同利益與國
家認同，可為和平統一創造條件，也有助反台獨。
（四）
「和平統一和武力統一」的關係：和統的可能性需建立在強大
的綜合實力及軍事實力基礎上。
因此習近平在當前的集權過程中，也反映在強調對台口徑的一
致性。不過，學者也認為，當前對台工作主要問題在於「實踐」層面，
由於既有對台事務呈現「九龍治水」
，包括黨政、政務、軍事、人大、
政協、宣傳、群眾團體與諮詢研究這八大系統，雖然這在「中共中央
對台工作領導小組」下，但是否一盤棋？對台工作會議一年僅開一次，
如何一盤棋？都是當前主要問題。

二、地方惠台措施
今（2018）年 6 月 1 日，上海提出「惠臺五十五條」的措施，針
對台胞在滬的生活與工作的相關事宜提出了優惠的辦法，這個動作一
方面表示出上海市委對於中央政策「惠臺三十一條」精神的積極擁護
之外，另外一方面也表示上海地區強化對台人才、資本吸收的工作。
上海一向為台商、台胞聚集的主要地區，近年以來，上海市政府積極
推動高新科技、金融服務業、醫療服務業、零售物流業的發展，而台
商在相關產業的投資選擇上，也是多從上海市場進行探索，若能有效
提供台商相關國民待遇，那麼就可以有效的協助深化對台商、台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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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戰工作，進而避免資本、人才與技術的外移。
近期以來，上海非常積極地以生活融合來強化對台工作，早在中
共十九大之前，上海便以自貿區的身分進行一連串準國民待遇的制度
設計，引發了台胞圈的熱烈討論，因此也成為其他地區關注的焦點。
正因為有上海市對台工作的一些創新，所以在十九大之後，廈門市政
府便於 4 月 11 日率先提出惠臺六十條的政策措施，而這六十條對台
交流與工作的實行細則，則是廈門市在把握海西區、福建自貿區等發
展政策脈絡之下，所總結的相關工作經驗與心得。
近年以來廈門地區快速發展，除了都市基礎建設的快速更新之外，
更結合了一帶一路的相關投資而讓經濟成長加速，廈門發展若能得到
台商、台資的挹注，那麼將更能夠事半功倍，為此，廈門市率先提出
了相關惠臺措施。然而，近年來台商在華東、華南等地的聚集發展，
逐漸累積形成了如上海、昆山、杭州、深圳、東莞等台商聚集的地區，
這些地方為了持續推動經濟成長與產業轉型，無不想方設法的加強對
台商的服務工作，以期能確保自身產業板塊與強化資本營運能力。
再者，由於中國政府內的特殊條塊關係，地方的各功能機關常常會
有要聽上級業務單位還是要聽同級政府的問題。而總的來說，省級
（含）
以下的地方臺辦與上級臺辦之間是單純的業務指導關係，地方臺辦還是
以接受同級黨委領導、政府的領導為主。舉例來說，福建省台辦在業務
上接受中央台辦指揮，但在整體工作上以配合福建省政府為主。
目前各地惠台銜接措施仍只是初期規劃：為了配合中共中央的
「惠台 31 條」
，大陸各地方政府紛紛提出在地銜接的對應作為，比如
福建地區在這波惠台 31 條的政策規劃下，由廈門市於四月十日率先
推出「關於近一步深化廈台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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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簡稱廈門惠台 60 條）。在「廈門惠台 60 條」的內容中，主要是根
據中央惠台 31 條的規定再加入廈門的地方特色，例如在就學的部份
保留台生的一定名額，此外也提供台灣民眾就業與實習的崗位，此外
也享有一定的就業補貼。而對於台商而言，除了高新技術企業可以減
徵 15%之企業所得稅之外，更允許採購大陸設備全額退還增值稅等優
惠政策，另外廈門也擴大鼓勵台生前往實習，並給予見習補貼。
而在廈門之後，溫州市也推出 24 條優惠待遇，目前溫州地區正
在積極推動「營商環境提升年」的活動，嘗試在營運、融資、市場管
理與創業就業等層面做出提昇，也因此，溫州以此作為出發點，針對
台灣機構參與大陸重點研發專案可以享受與大陸同等之待遇，此外也
對台灣知識產權給予同樣保障，另外也支持台灣企業參與大陸基礎建
設，而相關專案也可以直接與行業主管部門洽談等行政上的優惠。
不過，相關舉措並非完整的配套政策，例如「何以相關省分提出
在未來三年內要引進台灣 1000 名高教人才？」
、
「此一數字是如何精算
得出？」等問題時，所得到的回應則為：
「此為粗估之數」
。必須等省
高教廳先「摸底」
，各高校所需人才須依學校公布的標準。換言之，相
關數據多為政策宣傳的用語，但實際上究竟能夠吸收或接納多少台籍
師資，對此則並沒有具體精準的數據統計。由此可見，現階段各地區
所提之惠台措施，因時間還短，實際上相關政策制定過程並不嚴謹，
但也有可能為初期規劃，還需地方提出細則，並觀望中共中央後續舉
措再行跟進。

第二節 惠台 31 項之影響
大陸當局之所以「善門廣開」
，主要是大陸對台工作自從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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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花學運」之後，面臨到整個工作路線需要根本調整的問題，過
往透過特定階層作為兩岸經濟交流的代理，進而造成社會大眾對於兩
岸交流產生負面聯想，而隨著台灣經濟發展停滯、社會流動減緩，這
個現象更加深了台灣民眾對於兩岸關係交流的負面感受，此一發展也
讓大陸當局之後全盤檢討對台工作的路線與主軸，而這個結果也就反
應在「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一）中共惠台政策的作法與過去不同：過往中共惠台政策大多是原
則性的指示，但這一波惠台作為則是要各地相關單位據此提出
連結的對策，因此吾人可以發現在惠台 31 條提出之後，數周內
大陸各地與台灣經濟、社會連結程度較高的地區，如福建、浙
江、江蘇等地皆陸續推出了相因應的政策，而除了原先對於台
資企業營運的強化開放與國民待遇之外，同時也針對台灣民眾
個人權益如就學、醫療、工作與社團參與等面向加以開放。
（二）各地方政府根據自身政策依託來規劃連結舉措：例如在廈門，
由於其經濟快速發展，物流、電商、觀光等產業快速發展，因
此，廈台 60 條的內容多聚焦與相關產業，且廈門因為與金門
社會連結緊密，因此，針對台生、台灣民眾前往移居或就學等
項目也推出連結融合的措施。但如溫州，則仍鎖定台資或台商
為主，重點仍強調在經濟層面。
若從惠台 31 條的內容與後續各省市所推出的銜接辦法來看，這
一波的對台統戰工作在經濟層面上：
（一） 提供大陸台商更多的投資機會：在本次惠台條款的內容中，無
論是開放參與基礎建設、政府採購或是一帶一路等商機，皆是
延續過往對台商政策補貼的作法並加以擴大範疇，這個部分的
政策作法使得地方政府降低對於台商參與的「政治門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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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能夠讓台商獲得更多參與市場的機會。
（二） 提供台資企業轉移高新技術的經濟補貼：由於目前大陸整處於
全新商業環境與營運結構升級的狀態，中共嘗試建構整合政治
管理、商業營運於數據平台，以此型塑「數位行政效能主義」
並以此獲得政治持續統治的正當性，故中共中央對於高新科技
趨勢的掌握，以及數位管理方式的試驗普及有著高度的興趣。
而目前其最需要的則是數位運作的晶片設計與製造的能力，因
此針對特定高新、能源與綠化等技術有著高度需求，特別是中
方十分擔心美國對其高新科技產業發展所設定的技術障礙，因
此需要整合現有各方資源，也為此，短期間內中共方面將會加
大對台灣技術部門的汲取工作。
（三） 減少台商轉移至其他國家進行生產地趨勢：當前台灣製造業部
門鑑於中方限於貿易戰爭的麻煩與生產要素、製造環境的困難
而開始選擇移轉生產基地。但由於中方仍需要維持相當之製造
業資本，故其對於台商則仍期望能以大陸作為生產基地之首要
轉移對象，故中方選擇以開放參與市場、給予政策補貼等方式
來「鎖住」部分重點台商。
（四） 當廈門或其他地區開始陸續推出惠臺條款之後，上海自然也感
受到制度競爭下的壓力，近年來，上海因為居住成本與消費物
價的上揚，已經讓許多技術人才望之卻步，為了化解這個問題，
上海市開始調整與改變過去的作法，142強化對於資本、人才的
吸引效果，也正因為如此，上海市突出自身開放政策與都市發
展的優勢，規劃出惠臺五十五條的作法，吸引台商、台胞的注
意力，以便能持續領先其他相關潛在競爭的地區。

142

「上海鬆口了 放寬落戶政策吸引 13 個領域人才」
，搜狐，2018 年 3 月 27 日，http://www.sohu.com/
a/226507335_335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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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與社會層面上：
（一） 在惠台 31 條的內容中，有許多部分為強化台灣民眾在大陸的
國民待遇，例如提供學生就學、實習與工作的機會，給予台灣
專業人士前往大陸執業的管道，提供在大陸台灣民眾旅行、交
通與生活上的方便性等等，此舉將會更加速台灣社會與大陸社
會的生活連結，而許多台商與台灣民眾聚集之大陸城市，如廈
門、福州、昆山、溫州等地也陸續推出惠台措施，這種對台灣
民眾擴大開放的舉措將更容易產生直接關係。
（二） 近年大陸社會發展出現了新的結構變遷，受到二三線城市中產
階級化與農村城鎮化所影響，有許多年輕世代成為大陸政治與
社會事件的主要參與者，這些年輕世代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與
走向的意見與聲音開始影響中共高層，而大陸城鄉青年對於兩
岸關係的發展並不全然理性，而其更容易受到民族意識、國家
宣傳所影響，其所形成的壓力將成為兩岸關係中的不確定性。
（三）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對台商與台資的服務工作已經由過往稅賦
補貼或招工圈地的層次，向上提昇為生活融合的階段，除了關
照廠商商業營運的服務之外，對於幹部、家屬的居住、就學與
醫療等生活融合上可能遇到的問題，中共當局也開始進行政策
規劃，倘若生活門檻逐漸降低、鑲嵌社會的成本減少，那麼台
商遊走於兩岸之間的策略安排就有可能轉換為定居於事業、生
活可以兼顧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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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對「惠台」政策之評估
為了具體落實「十九大」工作報告中對台工作「逐步為台灣同胞
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待遇」的政策
宣示，中共當局提出「惠台 31 條」
，在這個文件中，大陸方面由上而
下統整對台經濟與社會的優惠措施，期望能夠再次提高對台民心統戰
的力度。在這次相關的優惠條件中，大陸再次提供台商投資大陸的同
等待遇，除了可以參加「中國製造 2025」的相關計畫之外，同時在
高端、智能、綠色等製造業方面也給予稅收、投資的政策支持，並開
放台商參與大陸政府採購，同時也讓台灣民眾參與教育、金融等領域
給予同等待遇，具體措施包括：開放台籍研究人員申報國家社會科學
基金項目；大幅增加臺籍學生的獎學金，從原先的 700 萬人民幣，倍
增到 1,872 萬人民幣。對此，中國大陸政府不諱言，這些舉措旨在增
進台灣民眾對「祖國」的認同感。此外，更多的「惠台」方針可能即
將出爐，包括賦予居住在大陸的台灣人「居民待遇」
，也就是習近平
在十九大報告中所說的「逐步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
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
。其目的是透過經貿融合、人民融
合，帶動兩岸一體化，最終走向實質統一的目的本次的相關措施主要
是針對大陸未來國家建設需求、針對兩岸當前互動上的問題，更重要
是本次政策範疇超越過往，高度整合不同部門的對台作為。
本研究專家會議學者認為，從近期公布的國家社科基金榜單來看，
台籍教師上榜的比例大幅上升，極有可能是在政策指標下之現象。仔
細觀察此些人的題目多半會與黨的主旋律相關，例如「兩岸一家親理
念下兩岸民間交流對台灣人政治態度之影響」
、
「常住大陸台灣人的離
散與認同研究」
、
「一帶一路」
、
「城市治理」等等，這些都是能夠為中
共治理有正向作用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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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關於台灣應屆高中生，可以學測頂標、前標、均標成績申
請中國大陸高校，目前亦引起台灣社會廣泛關注。就筆者現階段的調
研觀察，發現到這些申請前往中國大陸就讀之高中生性格有幾個共通
性：例如「具有冒險精神」
、
「不喜盲從、特立獨行」
、
「生活不需特別
照顧、獨立自主」（有部分高中生是自己搭飛機前去面試）等等，這
些特質和那些世界流動的人才有著共通性。換句話說，這些高中生並
不是把中國大陸視為唯一目的地，他們都曾表示到了研究所階段時，
會考慮去歐美地區看看，未來就業的工作地點也不一定侷限在中國大
陸。簡言之，他們僅是根據市場的驅動，那邊對自身有利就會往哪邊
靠攏。既然目前中國大陸的學費較為低廉，又有獎學金提供，學校的
世界排名又高於台大，在諸多利益權衡下，選擇了含金量比較高的學
校就讀。不過，這些人通常也多半是有人脈親戚在對岸經商/置產或
投資，只有極少數是在毫無淵源下前往中國大陸就讀。
在 31 項政策出台後，媒體和民間輿論的反應皆頗為驚慌，但究
其實，這些措施對於各個不同的專業領域的影響，一方面牽涉到台灣
與中國大陸兩岸之間專業化發展階段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因此實際的
影響力量可能需要針對各個領域進行分別的評估。而且台灣的專業人
才的流失問題並非一日之寒，在人才全球化流動的趨勢以及台灣經濟
長期不振的情況之下，許多頂尖人才往歐美等先進國家的流動已經存
在許久。因此惠台政策恐怕僅對於台灣某些群體或有誘因；例如較年
輕的高教與專業人才，考慮到發展性、研究環境和資源優渥程度，吸
引度確實較高，然總體的影響恐怕有限。
若以改變「認同」這個層面來說，學者認為判斷認同轉變與否，
不能只是單純的討論「台灣人認同轉為中國人認同」或是「台灣人認
同轉為兩者皆是（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
。這樣的觀察可能太跳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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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結果來說，這或許是對岸最希望的結局，但是，這並不是現階段中
國大陸對台政策的吸引重點。目前的重點強調的是「經濟社會融合」，
也就是說，怎麼透過經濟利益和社會配套措施的給予，不但讓台灣人
願意前往中國大陸，而且還要能夠持續地留在中國大陸發展。目前來
看，前去中國大陸發展的原因多是為了求生存或是市場的理由，並不
是因為嚮往對岸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生活。
因此，本研究專家會議學者認為未來中國大陸的對台策進方法，
必定是持續加深留在大陸的誘因，也就是不斷的消除台灣人在大陸發
展的社會障礙（例如之前台灣人不能辦信用卡，後來提供經理級以上
可申請；又或者火車站自助取票，台籍教師可將可追認在台研究成果
等等）
，進而，促使台胞對中國大陸的依賴性。總之，大陸是會鎖定
目標群體，找出「留陸發展」之社會障礙，以配套政策加以解決，像
是這次形成的「新公共政策體系」而言，橫跨 29 個部門，跨部門討
論解決台胞之困難，提供協助，是未來對台政策思維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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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政策建議

「十九大」是習近平的權力展現與中共重回強人領導的格局，因
此必須關注習近平的集權在決策模式與對威權韌性之影響。《深化黨
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雖然範圍龐大，但必須和「一個國家、一個政
黨」與領導核心的鞏固串連起來。依此有以下幾個觀察重點：

一、 習近平為何要集權
自鄧小平以來的新權威主義就是發展生產力與四項基本原則，但
是鄧小平作為權威型政治人物具有以下優勢：
（一）黨內政治威望使其有犯錯空間，避免黨內挑戰；
（二）具備豐富組織人脈，使其可選擇梯隊。

習近平藉由整肅「周令徐」等山頭，中紀委巡視以及「小組政治」
集權，在「十九大」後已經定於一尊，成為權威型領導。除了具備前
述鄧小平的優勢，主要目標要處理來自黨內與社會的挑戰：
（一） 接班問題：江澤民的順利改革，在於鄧小平的支持；相對
的，胡錦濤少了江的支持，導致權威弱化，因此隔代指定
產生第二和第三代間的問題。
（二） 「十九大」前的孫政才案與接班梯隊並未入常，以及在「十
九大」直接點名周永康、孫政才、令計畫等人為野心家、
陰謀家，還有當前媒體對「兩面人」的報導，對外釋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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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就是習對接班制度的不滿。
（三） 確保路線延續：習近平將走鄧小平的路線，未來接班人註
定是在習的監督與支持下運作，習的權威可以提供接班人
的合法性與權力鞏固。因此習近平指定的接班人依然維持
「三位一體」
，但必須符合習的路線。
（四） 邊緣化反對力量：習近平接班以來，重點在邊緣化周令系
統的勢力；同時也強化共黨地位、新權威主義與四個意識，
壓制與邊緣化自由派的影響力。

二、 未來接班問題
「任期制」對「三位一體」的重要性，主要原因在於在威權政體
中，可能缺乏一個獨立的權威機構或制度，得以保證執政者的承諾，
並維護菁英間的權力分享。當憲法任期取消後，只能取決於核心領導
人的自覺或者與執政菁英間的力量消長，依附於黨的權力動態。另一
方面，中共政治改革必須建立在強人領導的環境下，因此接班人地位
來自習近平的支持與否，相對也成就強人繼續領導的正當性。衍生的
問題包括：
（一） 習近平人身安全與政權穩定的關連。
（二） 政策失敗的責任歸屬。
（三） 接班人的問題誰說了算？
（四） 習近平以延任作為與其他菁英協商指定接班人的交換條件。
（五） 「二線分工」可能重現。
（六） 國內民主化運動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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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共政權的屬性
習近平解決決策弱化的手段。重新把虛化的黨組織轉成權力鞏固
的資源，以中紀委為起點。習近平走鄧小平路線，以小康與復興為目
標。但在操作上大量使用毛澤東的政治遺產，強化黨的決策力與政府
執行能力。同時對公民社會收縮、取消民主承諾、限制社會的多元，
目標在黨的「萬世一繫」
。
（一） 破壞法治精神：在社會層面，受規範的一方若沒有足夠
的參與權與對話空間，所衍生的就是國家社會關係的不
對等；在國家層面，權威者在不同時間利用不同規則或修
改規則，也影響法治精神的建立。
（二） 全面社會監控：國監委設置之後，中紀委的「雙規」將
擴及至中共全體人民，並且其偵訊過程對嫌疑人的權益侵
犯將愈發嚴重。這顯示未來習近平的「反貪」作為會更上
一個層次，對全體人民的監控亦更加嚴密。
（三） 治理困境：服膺黨的領導導致黨政分際不明，以及違背行
政中立和衍生市場扭曲，皆可能產生負面影響。黨領導、
政府角色分際和市場機能與深化改革，恐存在實質矛盾難
以化解。

四、 執政風險
比較胡與習的相背離的路線，顯示中共最高層決策機制陷入「收
放循環」之困境。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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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能力建設的決定》規定要「規範各類領導小組和協調機構」，「十
七大」報告指出，
「精簡和規範各類議事協調機構及其辦事機構，減
少行政層次，降低行政成本」
。而當前習近平則是強化小組與委員會
運作，走向黨政合一。未來所衍生的問題包含黨政關係、中央地方
關係、黨的決策與人大立法之關係，以及傳統「運動式治理」模式
與習近平所主張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衝突。
（一）限縮部門與地方的自主權與創新動力，就如北京市委所說
的「不搶跑、不滯後」。而且現有的「頂層設計」符合中
共「向上負責」之傳統，但也勢必將胡時期的「黨內民主」
與「向下負責」束之高閣。
（二）部門、地方與企業普遍感到不安，往常發揮地方積極性的
作法，如今必須考量政治風險而觀望停滯，中央也對這種
怠政狀況提出批評與問責。
（三）當前大陸決策雖然符合「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要求，但能
夠容許多少黨內與社會異議的空間？這當中存在錯誤決
策的風險是未來的觀察重點。
（四）政治標準「一票否決」以及未來組織考核與政治標準將外
延至代表選拔上。但這種建立在政治忠誠前提的甄補標準，
是否能夠改善當前「怠政」問題與中央地方關係，以及未
來組織與紀檢部門的擴權問題。原國務院的職權限縮且中
共黨組權擴大之前提下，其後續影響值得繼續觀察。
（五）經濟政策與因應經濟危機的層面上，習近平集中權力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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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的影響十分明顯。比如 2015 年中的大陸股市大幅
震盪；對 2014 年、2015 年出現大量資本外逃現象的回應，
顯示權力集中之後對於行政監管效能所產生的影響。
（六）中共政治不具備妥協的政治文化，透過鬥爭取得話語權。
憲法第一條鞏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後，未來配合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合憲性審查」，傳統自由派的論述與社會多元
訴求，都將陷於「違憲」而賦予中共政權處理正當性。

五、 經濟發展
在政策、組織與人才等方面的角度來看，十九大之後中國經濟發
展應該會取得較好的結果，而本文以為，鑑於中共中央透過強勢規劃
來整合相關發展資源，以此來推動重點產業經濟的建設，如此則十九
大之後中國經濟則將會出現下列的特色：
（一）國家創新模式將成為重點產業發展的模式；
（二）面對全球保護貿易趨勢，中國將以開放國內市場的方式作
為對抗籌碼，並藉由市場分享的方式吸引外資與技術；
（三）中國為了強化區域發展，將透過國家機制協調，以行政資
源移轉的方法來避免後發展地區情況的惡化；
（四）中國以黨領政的方式將滲透進入經濟領域，黨管企業的情
況將會更為普遍，而以此種個別監督的方式來強化對於金
融領域的管理，也將成為常態。
（五）從分稅制的混合體制轉換成為共用體制，這個作法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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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了原先中央與地方稅賦派分的優點，另外一方面也因
為多徵多得而可以強化稅賦稽核的誘因，因此將能有效強
化國家財政成長。
（六）將原先國家預算內稅負的負擔從生產者（企業）轉移佈置
至消費者的作法，一方面可以提高整個經濟系統的資源配
置效率；另外一方面也能縮小社會所得分配上的貧富差距，
從而促進生產發展與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增加社會的整體
福利水準。

六、 兩岸關係
當前中共惠台作法主要是欲建構出直接與台灣民眾連結的「分紅
機制」
，改正過往透過特定利益團體或政黨組織進行兩岸關係紅利的
分配，這個轉換顯示出大陸對台工作的思維已經採取直接面對台灣群
眾的「直銷」方式，而減輕過往透過中介組織或特定個人「經銷」或
「代理」的作法，再搭配降低台灣民眾進入大陸就業、生活的制度門
檻，此舉無疑將會強化台灣民眾流動的想法。
（一） 「一代一線」為工作重點：現階段兩岸欠缺共識的情況
下，中共當局為避免快速流失兩岸統合的政治資本，因
此將透過社會融合的方式來作為主要的回應模式，也就
是當前所採取的「一代一線」
，將掌握青年一代與基層一
線為工作重點，並透過利益分享的方式讓「一代一線」
等台灣社會階層與大陸兩岸關係的政治立場相連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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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並以民族情感作為此一立場的外顯形式，藉以迴避兩
岸主權之相關論述。
（二） 「權利代理」爭取認同：惠台 31 條在政治層面上的另外
一個意涵是其透過權利代理的方式來拉攏我方民心，各
種作為如升學、就業、創業與生活等惠台措施將逐漸導
致我方民眾改變對於大陸政權的想像，同時也會對我自
身施政產生壓力，尤其是當經濟發展減緩，社會壓力日
增的情況下，民主政治的管理壓力將會因此而有所增加，
這使得我方會面臨治理競爭的政治壓力。
（三） 將民主與經濟掛勾：隨著兩岸經濟實力消長，民主政治
經驗對中共的影響力也隨之消減。目前隨著中國對於自
身威權政體的治理能力所具備的自信，對於兩岸關係也
願意再「等」
。但在路線上越來越明確，必須爭取認同的
民意以及明確的差別待遇。
七、 政策建議
（一） 當前中共在決策速度與政策內容都顯現更大的自主性，同
時也呈現核心領導人的意志。未來對台政策如何納入習的
「兩步走」目標，以及在「單線」與「快速」的政策操作
下，我方的反應能力等問題，考驗著不同體制下兩岸關係
的力量消長。
（二） 中國政府正透過各種社會政策的推展，試圖緩解過去三十
年來累積的社會問題。而相關政策的推動成效也將影響未
來中國社會追求持續發展與社會穩定的可能性。就此，在
社會保障、醫療體制、貧困問題上的政策治理方針及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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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我方仍須持續關注。
（三） 中國政府透過高科技的應用與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正在形
成新的威權統治模式，並且隨著治理效能的展現，對民主及
人權的價值帶來新的威脅，需要審慎觀察相關趨勢的變化，
並從民主政治精神與人權理念的角度發展論述。
（四） 中共對台政策走向生活融合階段，中共當局已開始逐步降
低大陸生活門檻與鑲嵌社會成本，對於台灣百姓的移動意
願與認同影響，值得持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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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兩會後省部級以上幹部名單（至 2018.5）
中央
姓名
王岐山
李克強

出生年
1948
1955

籍貫
山西
安徽

楊曉渡

1953

上海

周 強
張 軍
王 毅
何立峰
陳寶生
王志剛
苗 圩

1960
1956
1953
1955
1956
1957
1955

湖北
山東
北京
廣東
甘肅
安徽
北京

巴特爾

1955

遼寧

趙克志
陳文清
黃樹賢
傅政華
劉 昆

1953
1960
1954
1955
1956

山東
四川
江蘇
河北
廣東

張紀南

1957

廣東

陸 昊
李干杰
王蒙徽
李小鵬
鄂竟平

1967
1964
1960
1959
1956

上海
湖南
江蘇
四川
河北

韓長賦

1954

黑龍江

鍾 山
雒樹剛

1955
1955

浙江
河北

何毅亭

1952

陝西

李靜海
馬曉偉
孫紹騁
王玉普

1956
1959
1960
1956

山西
山西
山東
遼寧

現職
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
國務院總理
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國家監
察委員會主任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國務委員、外交部部長
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
教育部部長
科學技術部部長
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
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中
央統戰部副部長
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
國家安全部部長
民政部部長
司法部部長
財政部部長
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
部部長
自然資源部部長
生態環境部部長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
交通運輸部部長
水利部部長
農業農村部部長，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
室主任
商務部部長
文化和旅遊部部長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副院長）、十三屆
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
退役軍人事務部部長
應急管理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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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綱
胡澤君
聶辰席
劉結一
劉金國
楊曉超

1958
1955
1957
1957
1955
1958

北京
重慶
河北
北京
河北
江蘇

李書磊

1964

河南

徐令義
肖 培
陳小江

1958
1961
1962

浙江
江蘇
浙江

郭樹清

1956

內蒙

謝伏瞻
黃 明
冷 溶
孟祥鋒
倪嶽峰
雙傳學
侯建國
楊潔篪
王安順
李寶善
庹 震
尚 勇
秦宜智

1954
1957
1953
1964
1964
1967
1959
1950
1957
1955
1959
1957
1965

湖北
江蘇
山東
河北
安徽
江蘇
福建
上海
河南
山西
河南
山東
河南

李 偉

1953

江蘇

沈德詠

1954

江西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審計署審計長
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局長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
中紀委副書記、國家監察委員會副主任
中紀委副書記、秘書長、國家監察委員會副主任
中紀委副書記、國家監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紀檢監察
學院院長
中紀委副書記、國家監察委員會副主任
中紀委副書記、國家監察委員會副主任
中紀委副書記，國家監察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中國人民銀行黨委
書記、副行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
應急管理部黨組書記、副部長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長
中央和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常務副書記（正部級）
海關總署署長
新華日報社社長、黨委書記、新華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
中國科學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正部長級）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正部長級）
人民日報社社長
人民日報社總編輯
應急管理部副部長（正部長級）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副局長（正部長級）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
會主任
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正部長級）、常務副院長；
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

地方
彭清華
鹿心社
劉 奇
王國生
王建軍

1957
1956
1957
1956
1958

湖北
山東
山東
山東
湖北

四川省委書記
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
江西省委書記
河南省委書記
青海省委書記

人大
栗戰書
白瑪赤林

1950
1951

河北
西藏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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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仲禮
郝明金
蔡達峰
武維華
王東明
楊振武
陳錫文
史耀斌
吳玉良
李學勇
張業遂
王光亞
高虎城
周 萌
張光榮

1957
1956
1960
1956
1956
1955
1950
1958
1952
1950
1953
1950
1951
1957
1958

浙江
山東
上海
山西
遼寧
河北
上海
內蒙
河北
河北
湖北
江蘇
山西
江西
寧夏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盟中央主席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席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進中央主席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九三學社中央主席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
十三屆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主任委員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
十三屆全國人大監察和司法委員會主任委員
十三屆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
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
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主任委員
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主任委員
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書記
青海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書記

政協
汪 洋
李智勇
張慶黎
劉奇葆
帕巴拉•
格列朗傑
董建華
萬 鋼
何厚鏵
盧展工
王正偉
馬 飈
陳曉光
梁振英
夏寶龍
楊傳堂
李 斌
巴特爾
汪永清
何立峰
蘇 輝
鄭建邦
辜勝阻

1955
1953
1951
1953

安徽
江蘇
山東
安徽

1940

四川

1937
1952
1955
1952
1957
1954
1955
1954
1952
1954
1954
1955
1959
1955
1956
1957
1956

浙江
上海
廣東
浙江
寧夏
廣西
吉林
山東
天津
山東
遼寧
遼寧
江西
廣東
臺灣
湖南
湖北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主席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主任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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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新成
何 維
邵 鴻
高雲龍
王偉光
袁貴仁
羅志軍
朱小丹
宋大涵

1952
1955
1957
1958
1950
1950
1951
1953
1952

河北
黑龍江
遼寧
山東
山東
安徽
遼寧
浙江
吉林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教科衛體委員會主任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農業和農村委員會主任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港澳臺僑委員會主任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

解放軍
許其亮
張又俠
魏鳳和
李作成
苗 華

1950
1950
1954
1953
1955

山東
陝西
山東
湖南
福建

張升民

1958

陝西

中央軍委副主席，空軍上將軍銜
中央軍委副主席，上將軍銜
中央軍委委員，國務委員、國防部部長，上將軍銜
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
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
中央軍委委員，中央紀委副書記，中央軍委紀委書記、
黨委書記，上將軍銜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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