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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新設高層領導小組及委員會觀察 
中研院政治所助研究員蔡文軒 

 

■習近平主政後利用設置領導小組有助強化總書記的決策權，近

期新設的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將經濟和國防整合發展提

高到國家戰略層次，有利於軍中反腐與掌控軍隊。 

■領導小組將政府的財經、發改、公安、外事等關鍵領域抽離重

組，歸建黨務系統，無形限縮部門的決策與自主權限，也不

利「部制改革」與「簡政放權」形成隱憂。 

■「小組治國」不僅衍生個人集權的問題，也造成地方權力的擴

張，未來地方黨委書記對地方的決策影響將大幅提高，將衍

生「書記掛帥」的問責問題。 

 

（一）前言  

在中共黨史上，「小組」制度有著悠久的政治傳統。這類由高層

領導人擔任組長的黨務機關，依循「分口管理」（業務分管）原則，對

政務部門直接干預，透過這類黨務與政務「嫁接」的議事協調機制，

黨中央領導層的決定，可對政策的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產生影響。 

不過，自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共中央新設多個由政

治局常委領導的領導小組及委員會。部分觀察發現，由於這些小組

組長多由習近平本人親任，因此與其個人集權甚為相關。不過，從

黨內的組織發展角度，這類新設小組確實對高層權力運作、政治生

態帶來不可磨滅的影響。此外，在推動軍改、深化改革、國家安全

與反腐議題，這些小組引發的政治效應，也不宜忽視，以下茲進一

步討論。 

 

（二）「全面主席」再度升級？ 

「經濟學人」於去年（2016）4月的一篇文章，習近平被稱為「全

面主席」（Chairman of everything），該文認為，從經濟、軍事、國家安全到

網絡安全領域，習以驚人的速度為自己贏得各種頭銜。除黨政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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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統帥外，習還身兼 8 個小組的負責人，使其在中央一級的頭銜已

累積至 12 個，在這點上「與毛澤東類似」。這或許說明在新設小組

這點上，可能與習個人動機有關。 

不過，從「小組」制度邏輯角度，我們能觀察到許多重大改變。

首先，聽取高層領導小組的政治「匯報」，似乎已經成為是習近平彰

顯「總書記」在黨內領導的標誌。在 5 個新設立由習擔任小組長的

小組，政治局常委同僚有極高比例成為副手或成員。新設小組中如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簡稱中央深改組），共有 3 位常委擔任副組

長，這使他們必須在小組內向兼任小組長的習近平作工作「匯報」，

在黨史上極為罕見。其次，透過這種向組長「匯報」工作的方式，

過去領導層「集體領導」、「各管一攤」的模式，正悄然變化。由於

新設的小組管轄業務包山包海，如中央深改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

會（簡稱中央國安委）被喻為「頂層設計」的統籌機構，以強化全面深化

改革、國家安全工作等，官方更稱其為「一軸兩翼」的決策頂層戰

略設計。而這也導致既定的黨內領導小組職能遭到弱化，過去常委

能基於「分口管理」原則，以小組組長身分領導特定業務的權力漸

弱化，領導層權力運作方式更趨向總書記領導常委的領導關係，總

書記不再僅是「同僚之首（first among equals）」。 

最後，與過去領導人相較，習近平主政後以小組長身分主持會

議更加高調。領導小組每次開會不僅佔據「新聞聯播」頭條外，官

媒還常常為小組的架構進行深度解讀，並強調小組決策高效、推動

改革的正面效果。這種官方公開宣揚小組的「決策權」，形同為「小

組治國」背書，將過去非常態的臨時組織，渲染成為頂層決策的日

常機構。 

 

（三）習近平主政後新設的領導小組與委員會 

 進一步而言，中共新設的領導小組與委員會，部分是基於最高

領導人管轄領域擴張，部分基於黨政軍組織改造與調適的需求而設

置（表一臚列習近平主政後新設的領導小組與委員會）。由習近平親任組長/主席的

小組共有 6 個，這類小組受中共中央領導，小組辦公室多是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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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軍委會直屬機構，處理議題廣泛，包括深化改革、國安、網絡安

全、軍事等。值得注意是，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簡

稱中央軍委深改組）及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部（簡稱軍委聯指）是直屬中央

軍委的機構，分別負責國防改革、軍種和戰區聯合作戰的最高聯合

作戰指揮等業務。由習親任「軍委深改組組長」與「軍委聯指總指

揮」兩項職務，顯示其軍政和軍令大權集於一身，而鑑於過去中共

負責作戰指揮最高領導人，實際上是中央軍委總參謀長，這項兼職

更有其特殊意義。 

此外，本年（2017）設立的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也極為特殊，

在機構設置上直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而非外界預期的中央軍委），

未來負責推動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整合發展、軍工企業專業化重

組、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業務。部分觀察認為，委員會設置目的是企

圖化解當前中國大陸「大炮與黃油的矛盾」，「大炮」與「黃油」是

經濟學中的假設。大炮代表軍費開支，黃油代表民用開支，理論上

二者互斥。而中共拉高層級設立軍民融合發委會，凸顯中國大陸「大

炮與黃油的矛盾」已上升到國家戰略層次，所以才由習近平親自掛

帥。 

不過，部分媒體更指出，這個安排暗藏玄機，中共的軍事工業

複合體長期處於封閉環境，但部分資料顯示，目前中共兩百多個民

用機場中軍民合用機場占近三分之一，而在武器裝備科研生產領域

中，民營企業達到一千多家，這說明國防軍工體制軍轉民、公私混

合制的體制模式已成常態，由此衍生的軍中腐敗問題未能有效解

決。習親自主導有利於軍中反腐的推動，也有助安插親信全面掌控

軍隊。 

而在習近平以外，兼任新設領導小組組長的政治局常委僅有王

岐山與張高麗兩位。張高麗擔任組長的小組由於多屬於國務院議事

機構層級，重要程度較低。但王岐山親任組長的中央深化國家監察

體制改革試點工作領導小組，將負責推動國家監察機關的改革與構

建業務。在規劃方向，未來中紀委與國務院監察部合署辦公，實行

「一套工作機構、兩個機關名稱」的制度，並設置「國家監察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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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強化監察體制頂層設計。這項重大政治改革，將對中共政治生

態影響甚鉅。部分觀察已指出，這個小組長的任命，是為王岐山留

任「十九大」鋪路，王極可能是未來國家監察委員會最高首長人選。 

此外，2015年設立的中央統戰工作領導小組，這個小組的組長

與成員，仍未明朗，部分海外媒體也觀察到這種不尋常現象。而現

有資訊顯示，這個小組副組長由統戰部部長孫春蘭擔任，小組成員

則包括國家民委主任巴特爾、國家宗教局局長王作安、國資委副主

任徐福順等省部級官員，可以推測小組組長應具政治局常委層級，

外界猜測的人選包括習近平本人、或政協主席俞正聲。小組工作方

向目前著重邊疆少數民族經濟社會發展和治理工作，未來是否會進

一步發展為中共統一戰線的「頂層設計」機構，也值得觀察。 

 

表一 習近平主政後新設領導小組與委員會 

小組 組長/

主席 

辦公室名稱 辦公室

設置部

門 

辦公室

主任 

成立

時間 

備註 

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領導小組 

習近平 中央深改辦 中央政

策研究

室 

王滬寧 2014  

中央國家安全

委員會 

習近平 中央國安辦 中共中

央直屬

機構 

栗戰書 2014  

中央網路安全

和資訊化領導

小組 

習近平 中央網信辦/國

家網信辦（一塊

牌子） 

中共中

央直屬

機構 

徐麟 2014 前身為國家資訊化領

導小組，中央網信辦/

國家網信辦未另設機

構，是在國務院新聞辦

公室加掛中央網信辦/

國家網信辦牌子。 

中央軍民融合

發展委員會 

習近平 不詳 中共中

央直屬

機構 

不詳 2017  

中央軍委深化

國防和軍隊改

革領導小組 

習近平 中央軍委深化

國防和軍隊改

革領導小組辦

公室 

中央軍

委直屬

機構 

不詳 2014  

中央軍委聯合

作戰指揮部總

指揮 

習近平 中央軍委聯合

作戰指揮中心 
中央軍

事委員

會聯合

不詳 2016 前任主任陳守民大校

（2009 年 5 月－201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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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謀部 

中央深化國家

監察體制改革

試點工作領導

小組 

王岐山 中央深化國家

監察體制改革

試點工作領導

小組辦公室 

中共中

央直屬

機構 

楊曉渡 2016  

國務院推進職

能轉變協調小

組 

張高麗 國務院推進職

能轉變協調小

組辦公室 

國務院 

辦公廳 

王仲偉 2015  

推進「一帶一

路」建設工作領

導小組 

張高麗 推進「一帶一

路」建設工作領

導小組辦公室 

國家 

發改委 

徐紹史 2015  

第一次全國地

理國情普查領

導小組 

張高麗 第一次全國地

理國情普查領

導小組辦公室 

國家測

繪地信

局 

徐德明 2013  

中央統戰工作

領導小組 

不詳 中央統戰工作

領導小組辦公

室 

統戰部 不詳 2015 副組長孫春蘭，推測組

長為常委層級。 

 

（四）結論  

「小組治國」在中共黨內有其長久的歷史，通過這種方式，中

央的領導高層有效控制龐大的黨國體制。具體來說，作為某個國家

機關中的黨員幹部，在黨內就有對應的領導部門，他們在參加黨內

會議時，就要彙報自己的工作，並接收黨的指示。黨務系統對政務

系統通過幹部開會的形式形成一種間接控制，領導小組就是這種控

制的具體展現。就此，習近平正逐漸重新利用「小組」集中決策的

特點，通過增設多個領導小組、委員會並親任小組長的方式，強化

總書記的決策權。我們也觀察到當前中共領導層的「小組」模式，

有趨於公開化、正式化的傾向。不過，這種模式也並非毫無缺點。 

部分觀察指出，習近平時期的「小組」模式，不單衍生個人集

權的問題。最直接的問題將是地方權力的擴張，由於「小組」模式

不僅是中央層級的機構，在地方也會相應跟進。而最高領導人權力

的擴張，所帶來的是地方領導的同步擴權。未來地方黨委書記同時

身兼地方深改、財經、網信、統戰等小組組長，書記對地方的決策

影響將大幅提高，「書記掛帥」衍生的問責問題並未被仔細思考。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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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中央的國家機關層級，不同小組長期透過深改、財經、國安

等黨務分工，將政府的關鍵領域（財經、發改、公安、外事等）抽離重組，

歸建黨務系統，無形限縮部門的決策與自主權限。而國家機構改革

長期亟欲達到的「部制改革」、「簡政放權」等方向，更將無法落實。

在可預的情況，中共未來「小組」制度將衍生更多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