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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陸地方人事異動與央地關係展望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王嘉州教授主稿 

 

■習近平主政下，大陸中央與地方間的政治權力分配格局，乃屬

趨向中央集權的權力平衡。 

■上海、遼寧、廣東與北京等 4 省市，對大陸中央政策的影響力

屬「強有力影響型」。 

■上海市不論在胡錦濤時代或習近平時代，對大陸中央政策的影

響力均居各省市之冠。 

 

（一）前言 

習近平透過反貪腐排除異己並鞏固權力，使其權力之大直追毛澤東；

2014 年 11 月出刊的「時代」雜誌亞洲版，就以習近平當封面，並稱其

為「習皇帝」（Emperor Xi）。不過，縱使毛澤東時期，仍將中央與地方關係

視為重大課題，由於利益不一致，地方抗拒中央政策並不罕見，不論江

澤民或胡錦濤主政時期，都曾在政策推行時遭遇地方阻力。雖然通過反

貪腐進行人事更替，以伸張中央對地方的統治權威，但各省具備無可取

代的中介角色，因此中央與地方關係並非「全贏博弈」，而是偏向「權力

平衡模式」。習近平主政兩年多來已大權在握，其央地間的政治權力分配

格局，是否仍屬權力平衡？各省對中央政策的影響力，其高低之別又是

何種排序？ 

上述問題的解答，關鍵在中共「十八大」後政治利益分配的變遷。因

為，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可視為分配政治利益的大會，利益內容包括中央

委員、政治局委員及政治局常委等職位。各屆政治利益的分配情形會有差

異，其結果會影響資源分配，及地方應對中央政策的能力。因此，本文將

採「政治利益」模式，衡量中共「十八大」後政治利益分配之變化，並探

討其對中央與地方關係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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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觀點 

中國大陸的權力核心雖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但因中央委員

會仍掌握了選舉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同意中央書記處成員，及決定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成員等三項權力，故中

央委員會與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乃成為「雙向負責」（reciprocal accountability）之關

係。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政治局及其常委會，而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又對中

央委員的人選具有高度的影響力。因此，中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政治

局常委會乃學界分析中共決策與政策執行的重要指標。 

本文所稱「政治利益」（political interest），其意指中央委員會委員、政治局

委員及政治局常委等三項職位，以及該職位所伴隨之權力。大陸中央與地

方關係為一種利益關係，擁有政治利益者獲得管道以影響中央決策與資源

分配；社會關係及政治制度則是政治利益的基礎。為衡量政治利益在中央

及地方的分布情形，可採用屬於社會關係的籍貫地與崛起地，以及屬於政

治制度的現職地。政治利益的衡量指標、衡量公式、分配計算、中央與地

方政治利益的計算，以及各省影響中央政策能力之區分標準，限於篇幅未

在此陳述。 

 

（三）人事異動 

中共「十八屆二中全會」於 2013年 2月 26日至 28日在北京舉行，

距離「十八屆一中全會」僅三個半月，相較之下，此時政治局委員有 8

人之現職地異動。在此會議前，中共高層討價還價後的人事布局已全部調

整完畢；在此之後的人事異動，則可視為習近平的治理成果。中共「十八

屆四中全會」於 2014年 10月 20日至 23日在北京召開，在此會議上，李

東生、蔣潔敏與楊金山等 3人遭開除黨籍，由馬建堂、王作安與毛萬春遞

補為中央委員會委員。比較 2015年 6月與中共「十八屆二中全會」兩個

時間點，若區分為中央與地方兩類，共 14位中央委員的現職地有變。其

中，有 11位由地方調往中央，有 3位由中央調任地方，故屬地方者比「十

八屆二中全會」時少 8人，變成 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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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位由地方調往中央，包括：孫春蘭由天津市委書記調任統戰部長、

袁純清由山西省委書記調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政高由遼寧

省長調任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吉炳軒由黑龍江省委書記調任「全國人

大」副委員長、李斌由安徽省長調任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盧

展工由河南省委書記調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秦光榮由雲南省委書記調

任「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委、努爾・白克力由新疆維吾爾自治

區政府主席調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兼國家能源局局長、白瑪赤

林由西藏人大主任兼任「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此外，王珉

與張寶順都因屆齡，分別卸任遼寧省委書記與安徽省委書記，此二人目前

雖尚未派任新職，但未來都可能調任「全國人大」或「全國政協」擔任副

領導職。 

3位由中央調任地方，包括：李建華由國家行政學院黨委書記調任寧

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馬興瑞由中國航太科技集團公司總經理調任中共

廣東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並兼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楊金山（西藏軍區

司令員）被開除黨籍，由毛萬春（陝西省委常委）遞補成為中央委員。另外，有 3

位屬地方對調，包括：王儒林由吉林省長調任山西省委書記、蔣定之由海

南省長調任江蘇省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王學軍由安徽省長調任安徽省委

書記。 

 

（四）央地關係 

孫春蘭不僅是中央委員，亦是政治局委員，在調任統戰部長後，原職

務由天津市長代理，故地方因而減少 1位政治局委員。綜合中央委員與政

治局委員的現職地異動，可得出 2015年 6月中共中央及地方的政治利益

分配情形，並可與「十八屆一中全會」及「十八屆二中全會」時比較：地

方占政治利益總量的比率從「一中全會」的 45.67%，降為「二中全會」

的 35.69％，現今再降為 34.09％。中央占政治利益總量的比率從「一中全

會」的 45.70％，增為「二中全會」的 55.69％，現今再增為 57.82％；軍

方則從 8.63％降為 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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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2015年 6月大陸各個省份占政治利益總量之比率由高至低排列，

可繪製成附圖。31 個省份之平均數為 1.10％，標準差為 0.96％。以平均

數為中心，往前加一個標準差，並往後減一個標準差，即可將各省影響中

央政策能力區分為四類： 

第一類屬「無力影響型」，乃政治利益總量比率小於 0.14％者，對中

央政策影響力最低。並無任何省份屬此類型。 

第二類屬「稍有力影響型」，乃政治利益總量比率大於等於 0.14％且

小於 1.1％者，對中央政策影響力次低。共有 17個省份屬於此類型，占總

數的 54.8％，包括海南、雲南、寧夏、西藏、廣西、貴州、青海、黑龍江、

湖南、甘肅、江西、河南、四川、內蒙古、吉林、河北、湖北。 

第三類屬「有力影響型」，乃政治利益總量比率大於等於 1.1﹪且小於

2.06％者，對中央政策影響力次高。共有 10 個省份屬此類型，占總數的

32.3％，包括浙江、江蘇、安徽、重慶、山東、福建、山西、陝西、新疆、

天津。 

第四類屬「強有力影響型」，乃政治利益總量比率大於等於 2.06％者，

對中央政策影響力最高。共 4個省份屬此類型，占總數的 12.9％，包括北

京、廣東、遼寧與上海。 

 

 

 

 

 

 

 

 

 

 

附圖：2015年 6月大陸各省占政治利益總量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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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檢定各個省份擁有的政治利益是否影響其所獲得的資源，本文將以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到位資金」檢驗效標效度。因為，政治利益會

影響中央決策與資源分配。大陸中央政府所分配的經濟資源主要有建設投

資與優惠政策。採用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指標，可同時衡量中央之建設投

資與優惠政策。不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到位資金」的資金來源

可區分為五種，包括：國家預算資金、國內貸款、利用外資、自籌資金與

其他資金。其中「國內貸款」意指「固定資產專案投資單位向銀行及非銀

行金融機構借入用於固定資產投資的各種國內借款」。既有研究已指出，

各個省份的領導人會利用其派系關係爭取國家銀行貸款額度。本文用以分

析政治利益分配的指標，包括籍貫地、崛起地與現職地，正是各種派系的

源頭。因此，本文將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到位國內貸款資金」（簡

稱「國內貸款資金」）為效標。 

2015 年 6 月大陸各個省份占政治利益總量之比率，與最新一年（2013

年）占「國內貸款資金」之比率，相關係數 r 為 0.379（p＝0.035）。此結果顯

示各省的政治利益與獲得「國內貸款資金」乃中度正相關，且達到 95％

信心水準，符合理論的預期，代表本文採用的分析結果具有效標效度。至

於預測效度，因現職地的分析乃截止於 2015年 6月，故較適合採用 2015

年各省占「國內貸款資金」之比率為效標，目前仍無統計數據可分析。 

 

（五）結論 

習近平權力之大雖直追毛澤東，但因各省具備無可取代的中介角色，

故在政策推行上仍有仰賴各省諸侯之處。習近平主政下央地間的政治權力

分配格局，乃屬趨向中央集權的權力平衡。所謂「趨向中央集權」，乃因

中央與地方間政治利益之分配，中央在 4個月內淨增 9.99％，從「十八屆

一中全會」時的 5.4：4.6，在「二中全會」時則轉變為 6.4：3.6。所謂「權

力平衡」，乃指「二中全會」後央地間政治利益之分配已趨向穩定，地方

歷經 28個月僅減少 1.6％。 

各省影響中央政策的能力，屬「無力影響型」者，「十八屆一中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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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為無，「二中全會」時有一省，現今亦無。屬「稍有力影響型」者，「一

中全會」時有 19省（61.3％），「二中全會」時有 16省（51.6％），現今有 17省

（54.8％）。屬「有力影響型」者，「一中全會」時有 10 省（32.3％），「二中全

會」時有 11省（35.5％），現今有 10省（32.3％）。屬「強有力影響型」者，「一

中全會」時有 2省（6.5％），包括上海與天津；「二中全會」時有 3省（9.7％），

包括上海、遼寧與天津；現今有 4省（12.9％），包括上海、遼寧、廣東與北

京。就此可知，上海不僅是對中央政策影響力最大的省分，亦是政策影響

力最穩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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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陸發布「中國製造 2025」簡析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李志強副教授主稿 

 

■大陸製造業規模雖已躍居全球第一，惟「大而不強」。受工資成

本上升等因素影響，大陸依賴勞力密集的產品已難保優勢；部

分外商外移至東南亞的趨勢，更對大陸形成競爭壓力。 

■為從「製造業大國」轉變為「製造業強國」，大陸公布「中國製

造 2025」，以加快其製造業結構調整和維持競爭優勢。 

■大陸國企經營效率低落，恐成大陸製造業升級的絆腳石；如能

釋放民企發展潛力，才有助出現顯著的技術進步和創新成果。 

 

（一）「中國製造2025」制定背景 

大陸推動經濟改革以來的 30 多年間，製造業一直是其經濟成長的主

要動力。靠著低生產成本的優勢，大陸製造業的規模已躍居全球第一，並

且建立起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2013年大陸製造業產值高達2.74兆美元，

約占全球 20%左右，但因製造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依然不足、關鍵核心技術

受制於外資、缺乏國際品牌、產品品質水準不高等因素，處於「大而不強」

的地位。 

在近年來歐美出口市場停滯、工資成本上升的因素下，大陸依賴勞力

密集的產品已很難保有競爭優勢，部分外商更外移至東南亞地區；尤其去

年印度總理莫迪提出「印度製造」政策後，開始吸引外資到當地設廠，例

如鴻海已宣布將在 2020年前於印度設立 10至 12座組裝廠與資料中心，

外商逐漸增加投資印度，對大陸形成競爭壓力。儘管雙方製造業處於截然

不同的發展水準，大陸被視為全球製造業的中心，但已經出現減速的跡象，

而印度的發展還相對落後，2014年人均所得為 1,500美元，只有大陸的五

分之一，但未來 10 年印度將有約 1.3 億人加入勞動力市場，反之大陸的

勞動力至去年為止已經連續 3年下降，累積減少 960萬人，因此印度的勞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 2015.6 

 

8 
 

動力數量與價格優勢將會超越大陸。在來自鄰國競爭壓力與日俱增的背景

下，大陸必須尋找製造業升級的新途徑，思考一項能夠引領未來 10 年甚

至更長時期的發展規劃，加快其製造業的結構調整和維持競爭優勢，並從

「製造業大國」轉變為「製造業強國」。 

目前這項發展規劃已經初步成形，大陸將在 2049 年、即其建政 100

周年前，分 3個階段強化製造業的競爭力。第一階段是在 2025年前，利

用資訊技術來提升製造業的總體效率和水準；第二階段是在 2035年前，

製造業整體要進入到全球製造強國如美國、德國、日本等的中等水準；第

三階段是在 2049年，達到「綜合實力進入世界製造強國前列」的目標。「中

國製造 2025」是第一階段的 10年行動綱領，目標與德國去年推出增強國

家競爭力的「工業 4.0」計畫目標相近，兩者均強調要深入整合資訊科技

與先進的製造技術，帶動新一波工業的發展，尤其著重在「智慧製造」，

利用資訊技術創造提高生產效率的生產方式。 

 

（二）「中國製造2025」的主要內容 

今（2015）年 5月 19日，大陸國務院正式印發「中國製造 2025」，其核

心包括 9大任務、10大重點領域、5項重大工程與 1本綠皮書。9項任務

分別為：1.提高國家製造業創新能力；2.推動資訊化與工業化融合；3.強

化工業基礎能力；4.加強品質和品牌建設；5.推動綠色製造；6.推動 10大

重點領域，包括新一代資訊技術產業、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太

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

車、電力裝備、農機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7.推進

製造業結構調整；8.發展服務型製造和生產性服務業；9.提高製造業國際

化發展水準。 

為達成「中國製造 2025」的目標任務，配套做法是透過大陸政府機

關引導和整合資源，實施國家製造業創新中心建設、智慧製造、工業強基、

綠色製造和高端裝備創新共 5項重大工程，突破長期限制製造業發展的關

鍵共同技術，以提升大陸製造業的整體競爭力。綠皮書則詳細列出 10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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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領域的發展路線圖，目前仍在編制中，這也是「中國製造 2025」後

續將公布的重要相關文件。 

此外，「中國製造 2025」也規劃成立「國家製造強國領導小組」作為

領導機構，由大陸國務院相關領導人擔任組長，成員由國務院相關部委和

單位負責人組成。主要職責是統籌與協調全面性的工作，包括：審議重大

規劃、重大政策、重大工程專項、重大問題和重要工作安排，加強戰略規

劃，以及指導部委、地方開展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大陸工業和信息

化部，並承擔日常工作。 

 

（三）「中國製造2025」面臨的挑戰 

「中國製造 2025」是一項具有長期願景的計劃，但關鍵問題在於如

何達成目標。儘管大陸被稱為「世界工廠」，但在內需市場上，本土企業

的劣勢非常明顯。大陸目前製造業的發展成果，尤其在科技業或新興產業

上，相當程度是依賴過去持續引進的外國技術與資本所推動。外資不但居

於市場主導地位，也掌握著產業的關鍵技術。例如大陸是全球最大的汽車

市場，去年產量達 2,389萬輛，新車銷量占全球的四分之一，而大陸國產

品牌的市占率還不到 40%。不但一直沒有可媲美世界級的國產汽車品牌，

也沒有自行發展的技術。由於汽車業是策略性產業，受到國家政策保護，

外國汽車業必須與大陸國企合資才能進入大陸市場，所以大陸汽車業者不

必自行開發技術，就可以省下研發成本和縮短發展時間，專注在產量上的

成長。但是，一旦可以透過與外商合資賺取豐厚利潤，大陸汽車業就更不

會花時間和經費進行研發，形成技術一直受制於人的局面；其他產業也有

類似的情況。一直以來，大陸國企享有政府鉅額補貼、低利貸款和廉價土

地，只要市場屬於獨占或寡占就保有超額利潤，導致大陸國企偏好追求市

占率的提升，對從事技術研發的意願不高，也不認真改善經營效率。 

大陸推出「中國製造 2025」是希望打破外資壟斷產業技術的現狀。

以目前大陸體制而言，相關計劃的執行必定交由大陸國企負責。但據大陸

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大陸在今年第 1季經濟成長率放緩下，國企利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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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下降 29.3%，但民企利潤卻仍有 6.8%的成長，由此可見國企經營效率

的低落。因此除非加快開放民企進入策略性產業，打破國企壟斷市場，透

過競爭機制才能引導製造業升級。不過，從低階為主的「中國製造」轉向

高階為主的「中國創造」過程中，民企無法自行獨力承擔投資者的角色，

因為工業製造領域創新需要龐大的資本投入。所以徹底由利率配置資本，

並在金融市場上解除對民營經濟的歧視，讓有條件的民企能夠貸款進行技

術開發，釋放其發展潛力，未來大陸製造業才有可能出現顯著的技術進步

和創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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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年大陸環保意識發展趨勢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戴東清副教授主稿 

 

■霧霾記錄片「穹頂之下」引起大陸社會廣泛關注，推助大陸環

保意識發展。 

■大陸新修訂的「環保法」及民間籌設「環境公益訴訟支持基金」，

有助落實環境公益訴訟。 

■大陸地方政府多傾向以公權力阻止環境抗爭事件，惟顧及中央、

民意壓力與執政形象，往往較易讓步。 

 

（一）前言 

大陸因追求經濟快速成長，環保問題頻傳；近年大陸民眾環保意識普

遍升高，環境議題抗爭層出不窮。日前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特別就日

益升高的環保抗爭議題進行討論，中國環境科學會副理事長楊朝飛在會中

表示，大陸重大環保污染事件頻繁發生，大陸環保部自 2005 年以來處置

事件共 927起、重大事件 72起；其中 2011年重大事件增長率高達 120％，

而環保抗爭以平均每年 29％的成長率高速攀升。以下就近年大陸民眾環

保意識發展趨勢進行析論。 

 

（二）霧霾記錄片「穹頂之下」引起廣大迴響 

「穹頂之下」是一部由大陸前央視主持人柴靜自費拍攝的霧霾深度調

查記錄片。據柴靜表示，拍攝此記錄片的動機，是因為她未出生的孩子被

檢查出患有腫瘤，一出生就要進行手術，在照顧孩子的過程中，柴靜對霧

霾的感受愈來愈強烈，面對「生活在一年竟有 175天污染的北京」，她害

怕女兒有一天會問「什麼是藍天」、「為什麼老把我關在家裡」，加上社會

對空氣污染問題也愈來愈關心，促使柴靜覺得應該回答這些問題：霧霾是

什麼？從哪兒來？該怎麼辦？ 

http://baike.baidu.com/view/584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4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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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記錄片於 2015年 2月 28日在大陸各大視頻網站播出後，引起不少

大陸網民關注，短短幾天，總播放量即突破 2億次。同年 3月 1日，大陸

新任環保部部長陳吉寧對此表示，已完整看過「穹頂之下」，從中看到公

眾環保意識日益增強，體會到公眾對改善環境品質、維護身體健康的熱切

期盼，這對於喚起全民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和環境自覺，動員全社會力量共

同努力做好環境保護工作，具有積極意義。然而，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的要

求下，大陸主流視頻網站刪除該視頻，人民日報對柴靜的專訪也被移除，

它所引發的輿論風暴也戛然而止，但該片所喚起大陸民眾關注環境問題的

意識卻不容小覷。 

 

（三）「環保法」及「環境公益訴訟支持基金」有助落實環境

公益訴訟 

2015年 1月 1日，大陸新修訂的「環保法」正式生效，第 58條規定

「依法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

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無違法記錄的社會組織，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損

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

理」，為大陸環保公益訴訟奠定基礎。1 月 4 日，由自然之友發起、阿里

巴巴公益基金會支持的「環境公益訴訟支持基金」正式啟動，是大陸民間

第一家環境公益訴訟支持基金，旨在資助和支援大陸民間環保組織提起環

境公益訴訟，從而推動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落實。 

根據規定，大陸約有 700多家環保組織具備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

資格，但迄今只有 2家環保組織提起 4件環境公益訴訟。中華環保聯合會

法律中心副主任馬勇表示，大陸大部分環保組織由於資金不足、專業人員

欠缺等因素，沒有能力進行環境公益訴訟，致使環境公益訴訟面臨叫好不

叫座的尷尬局面。不過，2014年 9月 10日，江蘇泰州市環保聯合會投訴

6 家化工企業污染環境的官司，是泰州首例環保公益訴訟案；法院判決，

江蘇常隆農化有限公司等 6家企業賠償環境修復費用 1.6億餘元人民幣。

泰州市的判例，說明既然有此機制設計，日後若有更多資源投入時，就可

http://baike.baidu.com/view/1020729.htm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302/c02docu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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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透過公益訴訟讓環境保護受到更多的重視。 

 

（四）大陸地方政府易在環保抗爭中讓步 

2014年 3月 30日，廣東省茂名市發生數千示威者發起反對興建芳烴

（PX）項目抗議行動，並與警察發生暴力衝突。據外媒報導，茂名反 PX

遊行導致「15死 300傷」，迫使茂名市政府特別召開記者會，澄清沒有人

死亡，只查處 44名涉嫌違法者、刑拘 18人。繼廣東化州市上萬名居民於

2014年 4月 12日上街，抗議當地政府修建火葬場後，廣東惠州市博羅縣

亦有數千人於同年 9月 20日遊行，抗議垃圾焚燒廠選址太接近民房，影

響健康及東江水源，經當地政府發出傳單，願意讓民眾投票決定選址後，

風波始告平息。此外，湖南嶽陽市平江縣在同年 9月 18日，同樣出現上

萬民衆示威，抗議興建大型火力發電站，迫使平江政府不得不宣佈停止該

建案的前期工作。相關案例顯示，大陸地方政府似較容易在環保抗爭事件

中讓步。 

研究環保議題的學者楊國斌表示，自發性的環保抗爭發生後，一開始

大陸地方政府可能會傾向以公權力阻止；但如果事態不可收拾，且輿論影

響層級達到中央，可能就會在中央及民意壓力下迅速全面讓步，以防止事

態進一步升級。這也可解釋，為何大陸地方政府易在環保抗爭中讓步，畢

竟因抗爭導致重大傷亡事件，不利其執政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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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 14屆「香格里拉對話」會議簡析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丁樹範主任主稿 

 

■美方今年演講以共同繁榮與安全為主要訴求，在南海議題上未

若去年與陸方針鋒相對，或與美方前已表達立場、考量未來美

「中」互動等因素有關。 

■美「中」競爭態勢將持續不變。美國可能因為大陸被視為具侵

略性的行為，更輕易在亞太地區推展其政策；而大陸則必須耗

費更多資源以爭取友邦支持。 

■由於大陸和美國在南海等議題長期的競爭與歧異，大陸很可能

成為美國明年總統選舉議題，某種程度為雙方關係帶來起伏。 

 

     由英國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主辦、新加

坡政府協助，受到全球高度注目的第 14屆「香格里拉對話」（Shangri-La Dialogue）

會議，於今（2015）年 5月 29日至 31日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飯店舉行。 

香格里拉對話會議又名「國際戰略研究所亞洲安全高峰會」（IISS Asia 

Security Summit）。此會議邀請區域內外主要國家或組織的國防部長或安全官員，

在大會發表各自國家的國防、安全政策，並接受包括各國學者專家在內的

與會人士相關詢問；此外，各參加國可以另外進行雙邊對話。因此，此會

議在屬性上被定位為兼具一軌和二軌性質：主辦單位是不屬於任何一國的

非官方單位，邀請的主要對象是區域內各國國防部長；同時，相關國家的

專家學者應邀參加會議。 

 

（一）會議狀況 

和往年相同的是，參加的國家和國際性組織都非常多。今年派出正式

代表團的國家包括：澳洲、孟加拉、汶萊、柬埔寨、加拿大、中國大陸、

歐盟、法國、德國、印度、印尼、日本、韓國、寮國、馬來西亞、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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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紐西蘭、菲律賓、俄羅斯、新加坡、斯里蘭卡、泰國、東帝汶、英

國、美國及越南。派出代表團的國際組織則包括歐盟、北約、東協和國際

刑警。值得注意的是，歐盟除派出負責外交和安全的最高官員外，尚派出

歐盟軍事委員會主席（最高軍事官員）與會；北約也派軍事委員會主席與會。 

此外，出席的人員尚包括來自巴布亞紐幾內亞國防部長、西班牙國防

部長、瑞士外交部長和國防部官員、東加王國參謀總長、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國防部官員、挪威駐新加坡大使和挪威情報總監、丹麥官員、南斯拉夫

官員和世界經濟論壇官員。再加上媒體與會者，本次會議參加人數超過 1

千人以上。 

美國和中國大陸派出的代表團最龐大。其原因不難想像：這兩方的動

態幾乎越來越主導此一會議的發展。美國的代表團除行政部門外，國會參

議院軍事委員會有 4位委員出席；國防部長卡特在政策演說中更是一再感

謝國會支持。中國大陸由副總參謀長孫建國海軍上將帶隊，官方成員來自

國防部、總參謀部、國防大學、軍事科學院和海軍軍事學術研究所；非官

方成員包括：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學會、北京大

學、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南京大學、中國進出口

銀行及媒體等。 

有趣的是，當美國國防部長卡特的場次結束後，中國大陸龐大官方代

表團除 3、4名官員繼續留下來聽日本和印度國防部長演說外，其餘人員

不知去向。一個說法是，他們集合分析卡特演說內容，並對卡特的演說予

以定調，以作為隔日孫建國演說時回應之參考。 

此外，在正式會議議程之外，國際戰略研究所和被認為親陸方的春秋

研究所（Chunqiu Institute）另舉辦半天有關「一帶一路」研討會，研討會名稱

為：「標示新絲路：中國大陸戰略目標和國際影響」（IISS-Chunqiu Institute Discussion 

Charting the New Silk Road: China’s Strategic Goals and International Impact），吸引不少人參加。 

 

（二）會議討論 

會議開始前，許多人預期美國和中國大陸在南海議題上將針鋒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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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能形成僵局。這個預期不難理解，因為在會議開始前，美國大幅報

導中國大陸在過去 1年多裡，快速將實際控制的礁石建造成人工島，並且

部署軍事設施，部分人工島甚至建造了長達 3,000公尺的跑道，這使中國

大陸在南海的軍事力量快速擴張。 

隨著中國大陸在南海軍事力量快速擴張的同時，有關中國大陸將在南

海設立防空識別區的說法逐漸升高。這些發展勢必影響美軍在此區域的運

作，甚至影響美軍在太平洋和印度洋間的航行，因為從太平洋到印度洋的

廣大區域，是美軍太平洋總部的責任區。中國大陸軍力在南海快速發展，

未來可能使美軍在此廣大區域無法首尾相聯。 

針對上述問題，5 月 12 日華爾街日報報導，美軍考慮派遣飛機飛越

這些人工島、派遣軍艦靠近中國大陸控制的礁石，及在此礁石上建造的人

工島 12 海浬以內，以挑戰中國大陸人工島的海洋主權訴求，並強調依國

際海洋公約，這些礁石是國際水域和空域，不能聲索主權。媒體曾報導，

美軍還派出 P-8A 偵察機，機上載有 CNN 電視臺採訪人員，靠近這些人

工島，以利媒體就近觀察報導這些人工島建造狀況。為此，中國大陸軍方

人員透過無線電警告，該機已近陸方領空，要求迅速離開。 

美國國防部長卡特在夏威夷主持美軍太平洋指揮官交接時，明確表示

相關立場。第一、美國希望和平解決爭端，要所有聲索國立即、並永遠停

止建造人工島，反對爭端的軍事化發展；第二、美國依國際法將飛越、駛

近或運作，並強調美國在全世界都這麼做；第三，譴責中國大陸在南海的

作為，既不符合支撐亞太安全架構的國際規範，也不符合區域以非強迫方

式處理南海和其他爭議的共識。 

上述背景使得與會人士擔心，本次會議可能會和去（2014）年一樣。在

去年的會議上，美國國防部長黑格（Chuck Hagel）於演說一開始就抨擊中國大

陸，指控陸方在南海採取單邊主義行為，並且以脅迫方式，企圖改變現狀，

是麻煩製造者，並批評陸方不遵守國際法。中國大陸代表團長副總參謀長

王冠中則強力回擊批評美國，指出美國直接公開指責中國大陸，這種指責

程度超乎想像，是充滿霸權、威脅和恐嚇，這種方式是鬧事和非建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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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冠中也指責日本首相安倍於 5月 30日晚上的開幕演講，雖然不像黑格

部長對中國大陸直接抨擊，但其實是利用包裝，明裡或暗裡抨擊大陸。 

然而，今年會議實際的發展卻出人意料之外。卡特部長並沒有強力抨

擊中國大陸。他以共同繁榮和安全做為主要訴求，在說明其他國家在南海

建人工島背景下，指出中國大陸也在建人工島；唯一不同的是，中國大陸

建造的速度在近 2年非常快，再加上中國大陸是崛起強權，引起周邊國家

的不安。 

卡特部長出乎意料之外的演說內容引起中國大陸溫和回應。中國大陸

定性卡特的演說是平實溫和的。因此，孫建國的演說文只抽象地陳述中國

大陸既有立場，對於美國只是間接不直接點名批評。其實，卡特部長演說

結束後，就有人預測今年的會議將溫和收場。甚至，主辦單位都認為今年

會議狀況比去年好，因為今年會議沒有火藥味。 

 

（三）分析 

卡特部長的表現為何出人意料之外？其實，在開幕晚宴前已經有人指

出，卡特部長演說內容會降溫，對中國大陸的內容不會如他在夏威夷演說

般強烈。做此預言的人說，這是卡特部長演說稿撰寫人告訴他的。事情的

發展果如預言。問題是，卡特部長的演說內容為何要降溫？及降溫的意義

為何？ 

這或許可以從兩個相關聯的角度分析。第一，美國仍需和中國大陸打

交道。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其在國際上諸多領域和議題的影響力越來越

高，使得美國必須和中國大陸打交道，以解決諸多國際議題；而在南海議

題上強烈抨擊無助於這些議題的處理。更何況，雙方未來馬上要在諸多國

際場合見面，包括 6月下旬的美「中」戰略經濟對話、習近平 9月訪問美

國，及國際氣候公約會議等。 

第二，卡特部長強硬的話已經講過了。這包括稍早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他在夏威夷主持美軍太平洋指揮官交接時的講話，以及從夏威夷飛新加坡

時在飛機上和記者的詢答。美國的立場既然已經充分表達了，就沒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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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在「香格里拉對話」會議上打口水戰。 

要注意的是，卡特部長演講內容降溫並不表示南海議題將從美國和中

國大陸的爭議中消失。卡特部長在夏威夷演說指出，由於中國大陸快速建

造人工島，而且其艦隻常靠近他國聲稱的領海水域，因而引起東南亞國家

的戒心，使得這些國家自動靠向美國，進而利於美國再平衡政策的推動。 

    換言之，美國和中國大陸的競爭將持續不變。美國可能因為中國大陸

被視為具侵略性行為的錯誤而獲利，使得美國能輕易地推展其政策。這反

過來使中國大陸可能將必須耗費更多資源以爭取友邦支持。在此背景下，

「一帶一路」固然是中國大陸推動戰略的工具，然而或許也是必須要耗費

的成本。 

另一方面，因為中國大陸和美國在南海的競爭，及在其他議題領域長

期的歧異，中國大陸很可能成為美國明年總統選舉時的議題，這某種程度

會為雙方關係帶來起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