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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大陸十一屆「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三次會議於今（2010） 年 3
月 5-14 日、3 月 3-13 日召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政府工作報告」揭
示今年政府工作目標，首重「保增長、調結構、重民生、促改革」；經
社規劃以調結構為主軸，仍將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全國人
大」並通過「選舉法」修正案，城鄉將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
實現「同票同權」理念，惟其餘修正主要針對選舉程序與過程，民主
象徵意義仍大於實質。
今年 1 月 11-13 日中共召開第 17 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 5
次全體會議，總書記胡錦濤要求提高反腐倡廉制度執行力，逐步建成
內容科學、程式嚴密、配套完備、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體系；各
系統、組織亦相繼舉行會議或發布意見，部署年度廉政工作。另中共
中央、國務院、最高人民法院相繼發布「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
潔從政若干準則」
、
「審計法實施條例」
、
「人民法院工作人員處分條例」
等規定，充實反腐倡廉法規制度框架。為整飭「駐京辦事處」（簡稱「駐
京辦」）長期亂象，1

月發布「關於加強和規範各地政府駐北京辦事機構

管理的意見」
，預計 6 月之後有數千家「保留」之外的「駐京辦」將被
撤銷；惟溝通聯絡、接待服務、信息匯總等客觀需求如未能妥善安排，
各地「駐京辦」恐將以各種形式長期隱性存在。
中共中央於 3 月 31 日發布「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責任追究
辦法（試行）」等 4 份文件，加強對官員選拔任用工作全程的監督，將責
任追究延伸至「用人腐敗」問題，匡正選人、用人風氣。擬議修正「行
政監察法」，強化權力制約和行政監督，惟對象範圍仍維持原侷限。近
期發生多起公共事件，當局已追究相關人員責任；惟亦有若干前已遭
問責之官員「異地」復出，及媒體受限制、舉報民眾遭報復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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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問責工作仍存在推進難、操作難、監督難等問題。
部署 2010 年維安，重點要求維護元旦、春節、
「兩會」、上海世博
會、廣州亞運會等重要節慶、節日安全；確保實現「平安世博」
，為安
保重中之重工作。全面強化西藏、新疆工作，兩地情勢暫獲穩定，僅
在部分地區發生數起藏人示威、漢維衝突事件。

◆經濟
自金融海嘯發生以來，大陸的經濟發展一直是國際間矚目的焦
點，國際間已習慣於大陸強勢的經濟成長與種種躋身經濟大國的表
現；此外，今（2010）年大陸國內生產毛額（GDP），極有可能超越日本，成
為僅次於美國的第 2 大經濟體，G2 正式成形，但「中國式」的經濟成
長，也極有可能成為今年經濟的風險隱憂。由於大陸去（2009）年第 4 季
經濟成長率飆出 2 位數的 11.7％，使得去年大陸經濟「保 8」成功，達
到 8.7％。然而，如此亮眼的表現，不僅未獲得市場掌聲，反而因為消
費者物價指數（CPI）於去年 12 月一舉衝上 1.9％，引發大陸當局即將收
緊貨幣政策的疑慮，導致股市大跌，亞股也連帶遭殃，顯現大陸經濟
動見觀瞻的影響力。
無獨有偶，今年 1 月 26 日於瑞士達沃斯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WEF）
亦直接點名，大陸經濟的硬著陸、先進國家的財政危機及廣泛的資產
價格崩潰，將是今年及未來幾年全球經濟面臨的 3 大風險，而大陸更
是最大擔憂之一。主因是大陸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方式，是依靠極高
的信貸成長，如未予妥適控制，大陸極有可能重蹈金融海嘯前西方資
產價格泡沫和失衡成長的覆轍。大陸經濟會否硬著陸，是政策施為與
發展情勢間的動態結果，但此凸顯了大陸近期經濟情勢的衝突與矛盾
正在深化，政策間的摩擦將增加，擦搶走火的可能性勢將升高。
大陸是目前世界上唯一還能創造兩位數成長的大型經濟體，即使
經過金融海嘯的巨創，依然還是達成了所設定的 8％經濟成長目標；至
於爭取成為第 2 大經濟體的目標，則可能因日圓快速升值、以美元計
的日本 GDP 放大，而要延到今年繼續努力。不過，這些亮眼的表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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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了經濟恐過熱的隱憂，兩位數的經濟成長增速、火熱的基礎建設
投資熱潮、供需緊張的勞動力市場和快速陡升的 CPI 漲幅等，大致呈
現了今年的大陸經濟形勢，如何在其間調和冷熱，保溫也保穩，就成
了當前最大難題。

◆社會
西南地區遭逢百年罕見旱災，廣西、重慶、四川、貴州、雲南等 5
省（區、市）災情最為嚴重，水、電短缺衝擊居民生活及農、工業生產。
2010 年大陸當局強化食品安全治理作為更顯積極，除成立國務院食品
安全委員會，並下發相關規定；惟仍發現上海、陜西、山東等地多家
企業繼續使用三聚氰胺毒奶粉，食品安全事件再傳，顯示整治工作仍
有疏漏。
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峻，加以「民工荒」現象蔓延，外界產生
「人口紅利」流失之疑慮，要求調整計畫生育政策呼聲再起。「新生
代農民工」一詞首度出現於大陸中央「一號文件」，此一群體既不能
徹底融入城市、又無法返回農村，如未能打破戶籍制度壁壘，恐成社
會穩定及經濟發展變數。
江蘇、江西、四川、湖南等地持續發現居民血鉛超標情形，大陸
民間環保團體指大陸已進入環境健康事件高發期。江蘇、河北知名藥
廠遭查出疫苗品質缺失，山西又傳出近百名兒童因注射問題疫苗致死
致殘現象，不僅暴露藥品監管問題，亦恐影響公共衛生防疫屏障。
大陸當局召開第 5 次「西藏工作座談會」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會上
指出，要推進西藏跨越式發展，要更加注重改善西藏農牧民生產及生
活條件，使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增強自我發展能力，西藏工作主要目
標是到 2010 年，農牧民人均純收入接近全大陸平均水平，確保實現全
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指出，要繼續保持大陸中
央對西藏的特殊優惠政策，進一步擴大政策支持和資金投入。針對大
陸召開之「西藏工作座談會」
，紐約時報評論認為，2008 年的拉薩事件
和隨後持續的緊張局勢表明，儘管藏區經濟多年保持較快增長，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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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感到自身在經濟上處於弱勢地位，在文化上受到威脅。

◆文化
曾經扮演大陸偏遠農村基礎教育骨幹的代課教師將走入歷史。據
媒體報導，初估約有 31 萬名代課教師至遲將在 2010 年被清退，然而
由於各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教育資源不同，在執行「清退」過程中
出現不公平的情況，引起媒體、輿論的關注與討論。
大陸商務部 2010 年 1 月公告「文物藝術品拍賣規程」行業標準，
將於 7 月 1 日正式實施。國際權威藝術品市場研究機構 3 月發布 2009
年全球藝術品市場監測報告，大陸藝術品市場交易總額達 42 億歐元（390
，僅次美國和英國，位列全球第 3。

億元人民幣）

2010 年 3 月 23 日，全球最大搜尋引擎 Google（谷歌）宣布停止在
Google.cn 搜 尋 服 務 上 的 自 我 審 查 ， 並將這項服務轉至香港域名
。Google 強調，退出原因是大陸當局不斷限制網路自由和持

（Google.com.hk）

續的網路惡意攻擊。惟 Google 搜索不過是轉入大陸的特別行政區香
港，也仍在大陸保留研發與銷售團隊，未來發展殊值注意。

◆軍事
大陸 2010 年國防經費計 5,321.15 億元人民幣（以下同），增加 7.5％，
多年來首次個位數成長；內部安保經費 5,140 億元，增加 8.9％，與國
防經費相當，顯示維穩代價高。通過「國防動員法」
，規定國務院、中
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國防動員工作；2008 年四川大地震加速該法的
制定。進行陸基中段攔截導彈技術試驗，宣稱為防禦性，不針對任何
國家；中段、末段反導與戰略導彈已構成攻防配套體系。共派出 5 批
13 艘艦艇執行亞丁灣反海盜護航，完成 179 批 1,768 艘船舶護航任務。
可能取消「東風-41」洲際彈道導彈計畫，尚未部署「巨浪-2」潛射彈
道導彈；發射第 3 顆北斗導航衛星、
「遙感 9 號」衛星；15 個大隊陸基
「S-300MPU2」導彈交貨完畢，將續購海基「S-300」；054A 導彈護衛
艦 569「玉林號」服役；建造第 3 艘元級潛艇。去年針對臺灣演習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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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2010 年訓練重點在信息化訓練、全系統聯合訓練、突出核心軍事
能力訓練、首長機關訓練等。

◆外交
大陸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問俄羅斯、白俄羅斯、芬蘭與瑞典，共
簽署涉及經貿、能源、金融、環保、人文等多個領域的 60 份雙邊合作
協議，金額達 180 億美元；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問瑞士，出席「2010
年世界經濟論壇年會」
，呼籲國際社會應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
義；外長楊潔篪訪問肯亞、奈及利亞、獅子山共和、阿爾及利亞、摩
洛哥、沙烏地阿拉伯和馬爾地夫等 7 國，重申將落實援非 8 項新措施；
舉行「中」英戰略對話、
「中」印（印尼）副總理級對話機制第 2 次會議、
5 屆「『中』日友好 21 世紀委員會」第 1 次會議。對阿富汗問題抱持更
積極的態度，全力支援並參與阿富汗和平重建進程。美國副國務卿史
坦伯格訪問北京，會見大陸外長楊潔篪與國務委員戴秉國，試圖緩和
美「中」因臺灣、西藏和其他爭議性問題出現的緊張關係。大陸針對
美國對臺軍售的反制措施集中在軍事領域，未波及其他領域的合作，
顯示「中」美雙方似已發展出防止軍售爭議升高的互動模式。

◆港澳
香港方面：香港公民黨及社會民主連線推動的「五區請辭，變相
公投」行動，除引來大陸當局批評違反香港「基本法」之外，也在泛
民主派陣營中引發爭議。大陸總理溫家寶說明香港面臨 5 項深層次問
題，香港主要傳媒多呼籲各界合力解決矛盾。港府預估，若今年全球
經濟不再出現大幅逆轉，則香港的經濟成長率可望達到約 4％-5％。香
港警方近期陸續拘捕抗議「中聯辦」的人士，引發港府是否收緊對遊
行集會的尺度，以及是否有政治檢控的疑慮。美國新任駐香港總領事
楊甦棣大使於 3 月 12 日就任，希望未來能會晤港澳兩地的政商界人
士，並聽取相關意見；美國國務院發表 2010 年的全球人權報告，該報
告關注香港傳媒自我審查、最低工資立法，以及社會對少數族裔有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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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等問題；港府於 4 月初成立「港臺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我方亦隨
即宣布將於近期完成設置「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的作業，以提
升臺港的官方交流；內政部簡化港澳居民以網路申辦許可來臺之作
業，並針對香港澳門學生在臺畢業後回香港或澳門服務滿 2 年後，申
請在臺灣地區居留者，放寬亦得申請臺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
澳門方面：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發表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並首
次將發展臺澳關係納入施政範疇中；澳門結束連續 3 季的經濟負成長
局面，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表示，今年澳門經濟可望穩定成長；
澳門 2009 年的整體罪案比 2008 年下降 10.5％，澳門保安司司長張國
華認為，罪案數字下降有賴警方加強行動，亦與金融風暴令訪問澳門
的旅客減少有關；澳門與大陸就兩地刑事司法協助安排展開第 2 輪磋
商，澳門方面認為，目前已是將兩地刑事司法合作納入規範化與法律
化框架中的適當時機；美國國務院認為，澳門政府普遍尊重公民人權，
但仍存在限制公民改變政府現狀、官員腐敗，以及販運人口等問題；
澳門旅遊局近期來臺辦理推廣澳門的活動，除介紹最新旅遊情況之
外，並舉行兩場業界洽談會，有助於促進臺澳雙方的互動和交流。

◆對臺政策
大陸高層近期在重要場合發表對臺談話時皆強調，
「臺灣問題」事
關主權和領土完整，涉及核心利益；並表示會盡最大努力去做對臺灣
同胞有利的事，並重申「反獨」與堅持「九二共識」
。在推動兩岸經濟
協議方面，大陸當局將此列為今年對臺工作重點項目，希望該協議能
順利簽署完成。包括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王毅等人陸續就該議
題表達大陸會充分考慮臺灣農民的利益，期待兩岸優勢互補，共同發
展。
在兩岸交流方面，今年以來中共黨政高層官員訪臺逐漸升溫，中
央與地方層級官員陸續訪臺，包括衛生、經貿官員及上海市長、陝西
省、貴州省、江西省及青海省副省長等人，主要係針對兩岸各項議題
之互動與我官方進行交流，並推動各地方對臺經貿、文化、社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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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此外，大陸對近來美方宣布對臺軍售一事表達強烈反對，並採
取若干具體作為，如推遲若干與美方軍事交流項目、美「中」副部長
層級防務磋商會議、宣布制裁參與對臺軍售武器之美國企業等，希望
美方妥慎處理此問題，其後續發展仍待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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