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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6「兩會」後中國大陸省部級幹部異動情

形簡析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副教授 張執中主稿 

 

 習「整風」與「反腐」讓既有菁英甄補的「四化」方針，因「四

個著力」增加不確定性。 

 中共中央陸續對「周徐蘇令」案曾掌控的地區、領域進行肅清與

整風工作，同時安插與習、李等高層淵源深厚的人事布局。 

 環保部、國土資源部與審計署等具專業技術性副職由民主黨派人

士接任或成常態；另統戰與民族事務幹部調整後，後續影響值予

密注。 

 未來幹部遭查處原因多元化及牽連範圍擴大，將有助習操作人事

布局，惟掌控「十九大」人事，習仍受限於「嫡系」幹部級別與

資歷不足的困境。 

 

    習近平接班至今（2016）年 4 月，已有 157 位省部級（含軍隊）幹部，

包含 8位中央委員與 12位中央候補委員遭調查落馬。若以年齡劃界，

當中約有 38 名具政治潛力的副省部級以上幹部提前出局。習的「整

風」與「反腐」讓既有菁英甄補的「四化」方針，因為「四個著力」

（著力發現領導幹部是否存在權錢交易、以權謀私、貪污賄賂、腐化墮落等違紀違法問題；著力

發現是否存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等問題，緊緊盯住，防止反彈；著力發

現是否存在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問題；著力發現是否存在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而

增加不確定性。 

    由於 2017 年中共「十九大」日程接近，省部級領導幹部的異動

影響未來中共中央人事布局。今年 3 月「兩會」結束後至今（計算至 5

月 13 日），中央與地方副省部級以上，約有 76 名幹部調動，其中省

部級有 16 名，約佔 21%。除了屆齡退休或轉崗與異地交流外，還

包含遭中央持續肅清「周、令」餘毒而落馬。此外，調動的幹部

中，有接近半數的「六 0 後（1960 年後出生者）」晉升省部級，成為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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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先群」的觀察對象。 

隨著「周徐蘇令」案的步調，中共中央也陸續圍繞這些老虎曾掌

控的領域開展肅清與整風工作。去（2015）年 1 月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

柱提出「肅清周永康案影響」（新華網，2015.1.21），圍繞著周、令案的幹

部一一進入司法程序。到 8 月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提出「肅清令計

劃餘毒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檔案局，2015.8.4）後，前中央辦公廳秘書局

局長、國家旅遊局副局長霍克遭到「雙開」（聯合新聞網，2015.8.13）。今年

「兩會」開幕前，中央同時免去兩位前中辦副主任之職務，即中國社

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趙勝軒（62 歲）、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

設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王仲田（59 歲）；還有免去前中直管理局局長，

現任國家檔案局副局長許士平（59 歲）之職務（人民網，2016.3.4），由於 3

人屬令計劃舊部而引發外界關注。 

據媒體報導，2016 年以來已有 7 位曾任職中辦系統、並在中共

「十八大」前後離開中辦的幹部換崗或免職。目前免職者除原中央紀

委駐國家衛計委紀檢組長陳瑞萍，已出任中央第六巡視組組長，中央

紀委駐交通部紀檢組原組長李建波仍擔任交通運輸部黨組成員外，趙

勝軒、王仲田、許士平，以及中聯部原部長助理丁孝文，中央文獻研

究室原副主任卓松盛，免職後的動向仍不明（財新網，2016.3.4；星島環球網，

2016.3.5）。但趙勝軒原社科院職務，則由李源潮任中組部長時的副手王

京清（58 歲）接任，王自 2011 年任中組部副部長至今，確認提升為正

部級。 

在反腐風潮中，今年以來已有 16 名省部級幹部被查，4 人違紀

問題已公開（見表 1。人民網，2016.4.18）。自財政部履新國家統計局長 9 個

多月便落馬的王保安，其在家鄉河南的兩個弟弟，河南省焦作市副市

長王宏景與河南省平頂山市湛河區委書記王宏希，也已在今年春節前

被有關部門帶走（香港文匯網，2016.2.19；財新網，2016.3.15）。至「兩會」前，

官方公布國家統計局局長由現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寧吉

喆兼任（人民網，2016.3.4）。59 歲的寧吉喆被媒體認為是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的「首席智囊」，過去除了在安徽農村插隊當過知青外，李克強擔

任副總理、總理期間，寧先後任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幾乎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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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李參加所有重大會議和調研考察（新華網，2015.8.25），未來仍有晉升的

空間。 

此外，前新華社副社長于紹良（51 歲）調離職務，轉任湖北省委常

委、組織部部長，接替被降為正廳級非領導職務的賀家鐵，雖然賀家

鐵與前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在湖南期間有共事經歷，但依據中紀委的

紀錄，主要是擔任中央巡視組副組長期間，洩露巡視工作秘密；嚴重

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違規出入私人會所，用公款支付個人費用（人

民網，2016.4.18）。相較於賀家鐵，在薄熙來事件後，被免除重慶市組織

部長職務陳存根，只留下重慶市人大常委會主任，但 8 個月後調任國

家機關工委副書記，屬正部級，64 歲的陳存根被選為中央國家機關

工會聯合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顯示他基本擺脫薄案影響，

實現順利平穩過渡（人民網，2015.4.8；多維新聞網，2013.1.23）。 

    在中共幹部「進退流轉」的規範下，「年齡」是一重要的條件，

如所謂「七上八下」，副省部級幹部 57 歲以下留任，58 歲以上離退。

正省部級幹部則以 63 歲畫線，64 歲以上退休或轉二線職務。如陝西

省委書記趙正永（65 歲）、河南省委書記郭庚茂（65 歲）轉任全國人大，

分別擔任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與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

員（人民網，2016.4.28）。「十六大」後，正省部級幹部出任中委（含後補中委）

必須 62 歲以下，副省部級幹部則須在 57 歲以下；要連任中委，則須

64 歲以下。此外，還需要在中央地方、省際與部門之交流歷練，才

有助於爭取更上一層樓之機會。 

    在國務院部門方面，原任山東省委常委、組織部長高曉兵，獲

任民政部副部長職務。高曉兵為女性幹部（54 歲），曾任鐵道部政治

部副主任兼人事司司長（2005）、鐵道部政治部主任（2009）；2010 年「空

降」山東擔任組織部長（文匯網，2016.3.1）。原民政部副部長鄒銘（51 歲），

調任廣東擔任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辦公廳主任，接任履新廣東

省政協副主席的林木聲（60 歲）（中新網，2016.3.15；21 世紀經濟報導，2016.3.18）。

高曉兵原擔任的山東省委組織部長職務，則交接給前黑龍江省委常

委、政法委書記楊東奇（53 歲）（人民網，2016.3.14）。 

    與高曉兵一樣，由地方進入國務院部委的還有江蘇省副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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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衛星（57 歲）出任國土資源部副部長；四川省人大副主任黃潤秋（52

歲）出任環境保護部副部長，以及河北省副省長秦博勇（51 歲）出任

審計署副審計長，他們三人除一直是地方幹部外，也都是所在省

分的民主黨派主委。曹衛星是民盟中央常委，黃潤秋是九三學社

中央常委，秦博勇是民建中央常委。依中共去年 4 月頒佈的「中

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除了提到「發現、培養、

使用、管理黨外代表人士」，也提出「各級政府部門除有特殊要求外，

均可以積極配備黨外幹部擔任領導職務，重點在行政執法監督、與群

眾利益密切相關、緊密聯繫知識份子和專業技術性強的部門配備」。

其中環保部、國土資源部與審計署符合上述條件，且前環保部副部長

吳曉青（60 歲）、副審計長石愛中（60 歲）皆為民主黨派人士（大公網，2016.3.17；

聯合新聞網，2016.3.17）。 

    在環保系統，除前述民主黨派人事外。2003 年當時颳起環保

風暴的國家環保總局（環保部前身）副局長兼發言人潘岳（56 歲），在環保

部副部長崗位上工作 15 年後，接替葉小文出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

組書記、第一副院長，晉升正部級。潘岳曾在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

公室擔任王岐山的副手，也曾發表文章力挺習近平當年在福建南平進

行農村改革（多維新聞網，2016.3.4; 中國經濟網，2016.3.6）。進入中央社會主義

學院後，未來是否往統戰系統發展，值得關注。 

    在統戰與民族事務方面，去年 4 月中央調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國

家民委主任王正偉（回族、59 歲）出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王和政治局

委員、中央統戰部部長孫春蘭「雙副國級」，「高配」中央統戰部領

導部門，引發外界關注中共統戰系統的變化。不過，今年 4 月初，王

正偉突卸任國家民委書記與統戰部副部長，4 月底也被免去國家民委

主任，僅保留全國政協副主席（環球網，2016.4.13；人民網，2016.4.28），更讓

外界覺得不尋常。媒體曾指出王正偉任內強化民族識別，廣建清真寺，

推動清真食品管理條例等政策頗具爭議性（星島日報，2016.4.12；多維新聞網，

2016.4.26）。中央安排巴特爾（蒙古族、61 歲）接任國家民委主任、黨組書記、

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並調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四川省委常委、農工

委主任李昌平（蒙古族、55 歲）接國家民委副主任，取代 60 歲的丹珠昂

http://search.caixin.com/search/%E6%9D%8E%E6%98%8C%E5%B9%B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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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成為目前最年輕的國家民委領導成員（財新網，2016.4.11）。 

    當前地方開始換屆與輪調，至「十九大」前副省級以上領導職務

將會空出不少位置待填補。習近平時期相較於胡時期重更加重視政治

紀律，也因此未來幹部遭查處的原因也更加多元化，牽連範圍也跟著

擴大，連帶也影響整個領導班子（如周本順落馬後湖南省委班子的調動）。就權

力角度而言，實則增加習近平對人事的操控權。「兩會」後，婁勤儉

接任陝西省委書記、胡和平任陝西省長，被媒體視為習近平人馬。但

習要掌控「十九大」人事，仍受制於「嫡系」幹部的級別與資歷。未

來省委書記屆齡如江蘇、浙江、海南、甘肅、黑龍江等，也將再有一

輪人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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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6 年以來被查處的省部級幹部一覽 

時間 姓名 原職 所涉問題 查處進展 

1/16 陳雪楓 河南省委常委、洛陽市委書記 涉嫌嚴重違紀 被免職 

1/19 龔清概 
中共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臺灣

事務辦公室副主任 
涉嫌嚴重違紀 

被免職，已

立案偵查 

1/26 王保安 國家統計局黨組書記、局長 涉嫌嚴重違紀 被免職 

2/04 魏宏 四川省原省委副書記、省長 

嚴 重 違 反 政 治 紀

律、組織紀律、工作

紀律 

被處分 

2/04 賀家鐵 湖北省原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 嚴重違反政治紀律 被處分 

2/04 劉志庚 廣東省副省長 

嚴 重 違 反 政 治 紀

律、組織紀律、廉潔

紀律、工作紀律 

被雙開 

2/06 蔡稀有 
中國中化集團公司黨組成員、董事、總

經理 
涉嫌嚴重違紀 被調查 

3/04 王珉 
前遼寧省委書記、十二屆全國人大教科

文衛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涉嫌嚴重違紀 被調查 

3/16 盧子躍 浙江省寧波市委副書記、市長 涉嫌嚴重違紀 被免職 

3/16 王陽 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涉嫌嚴重違紀 被免職 

3/23 李嘉 廣東省委常委、珠海市委書記 涉嫌嚴重違紀 被免職 

3/30 張力夫 海南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 

嚴 重 違 反 組 織 紀

律、廉潔紀律、工作

紀律 

被開除黨籍 

4/06 蘇宏章 遼寧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 涉嫌嚴重違紀 被免職 

4/06 楊魯豫 山東省濟南市委副書記、市長 涉嫌嚴重違紀 被免職 

4/10 李成雲 四川省原副省長 涉嫌嚴重違紀 被調查 

4/16 張越 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 涉嫌嚴重違紀 被調查 

資料來源：人民網，201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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