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政治
習近平相關談話反映中共政治理論與現實脫節問題，召開會議要求
加強研究闡釋中共治理新思想戰略，並藉「七一講話」展現理論
自信及對現行政治體制之堅定立場。
上半年深改組會議檢視改革進展，強調「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
，突顯重視改革落實，亦反映其政策執行或遭阻力。
中共續由執行面、制度面推進反腐，包括中央巡視組第九輪巡視揭
露多數機關領導弱化、基層渙散，並通過問責條例展現從嚴治黨
決心；另共青團亦就「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問題
提出整改報告。
中共持續整治網路及媒體，與習稱應包容網民、歡迎批評似有扞格
；另國際社會質疑「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監管規定
，恐壓縮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發展空間。
本季江西、青海、江蘇、山西省委書記異動，顯示「十九大」人事
布局已揭開序幕；另習舊部徐麟接替魯煒出任中央網信辦主任，
相關人事動向及政策影響，值予關注。

一、鞏固理論思維主導權與深化改革
習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強化理論思維建構，藉「七一講話」
展現理論自信與堅持現行政治體制立場
中共黨媒「求是」今（2016）年 5 月初披露習近平在去（2015）年 12 月 11 日「全
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直指內外各種敵對勢力企圖讓中共改旗易幟，痛批中共黨
內思想動搖情形，包括：有些黨員質疑為何不能認同普世價值、不能借用西方政
治話語，奉西方理論為金科玉律，在黨校講課時傳播資本主義價值觀念等，警示
不可低估相關問題的殺傷力（新華社，2016.4.30；求是，2016.5.1）。
繼之，在 5 月 17 日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中，習表示中國大陸正經
歷史上最廣泛而深刻的變革，社會思潮紛紜激盪，主流和非主流並存，為鞏固馬
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地位，哲學社會科學之任務更形繁重；要求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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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馬克思主義之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將其轉化為清醒的理論自覺、堅定
的政治信念，並加強對中共治國理政新思想、新戰略的研究闡釋；另亦提出要培
養、善待廣大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使渠等成為先進思想的倡導者、中共執政
的堅定支持者（新華社，2016.5.17、2016.5.18）。
習於 7 月 1 日中共建黨 95 周年大會中，進一步強調「要建設的是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麼主義」
、
「歷史沒有終結，也不可能被終結」
，指中共所奉
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優劣，要由事實和中國大陸人民判斷，而不是「戴著有
色眼鏡的人的主觀臆斷」
，稱「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
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
。習並表示，人民立場是中共的根本政治立場，將
擴大民眾有序政治參與，保證人民廣泛參加國家和社會治理，及重申長期堅持、
全面貫徹、不斷發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
制度、民族區域與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及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新華社，2016.7.1）。
習近平相關談話反映當前中共政治理論與現實脫節問題（如官方高舉社會主義，但實際
經濟、社會生活已具資本主義色彩）
，包括中共黨內政治信念動搖、社會思想漸趨多元，以及

外界批評中國大陸沒有能力解釋「中國經驗」
、以其理論指導實踐（詳參鄭永年 2016 年「中
國的知識短缺時代」一文）等。習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動員中國大陸思想界、知

識界，強化演繹與建構其政治理論，俾在政經變局中維持思想與制度之主控權、
話語權；並藉「七一講話」展現其理論自信與制度自信，宣示對中共現行政治體
制之堅定立場。

上半年召開深改組第 20 至 25 次會議，要求形成「改革者上、不改
革者下」之用人導向
今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簡稱深改組）召開第 20 至 25 次會
議（1 月 11 日、2 月 23 日、3 月 22 日、4 月 18 日、5 月 20 日、6 月 27 日），共審議通過 40 項改革文件，
數量較去年同期增加 17 項，顯示改革節奏持續加快；所涉範圍則涵蓋經濟、司法、
行政、教育、醫療、生態、黨建等，反映現階段中共治理側重領域，及結合時事
推進改革。例如，因應「巴拿馬文件」風波，深改組第 23 次會議將原本於上海試
點的幹部配偶、子女經商規範，順勢推展至北京、廣東、重慶、新疆（多維新聞網，2016.5.4）
。
另習近平於深改組第 24 次會議上，強調嚴格監督公安執法，要求讓人民在每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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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辦案中感受到公平正義，該次會議並通過「關於深化公安執法規範化建設的
意見」
，則係因應近期「雷洋案」
（北京居民雷洋疑涉足性服務足療店遭員警逮捕，押送至警局途中死亡）、
甘肅蘭州警方暴力執法等事件引起之輿論風暴（新華網，2016.5.20；明報，2016.5.21）。
此外，深改組第 21 次會議首次以檢視改革進展為主要內容，召集中央及地方
10 個單位彙報進度，突顯對改革落實之重視，亦反映其政策執行或遭阻力。習近
平在今年 1 月 18 日「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
研討班」中，自承當今中共幹部「官員不為」已成突出問題；李克強連續 2 年在
政府工作報告及重要會議中譴責官員「懶政」
，去（2015）年更查處 7 省市近 60 名不
作為官員，顯示中共官員怠政情形嚴重 （人民日報，2016.5.10）。有觀點認為，中共官員
士氣低落、消極怠工更甚以往，係因「十八大」後力推反腐、整風引發反彈；習
則認為涉及幹部自身（不適應新形勢、新任務要求）、工作層面（部分單位貫徹中央決策的配套措施不夠完
善，政策尺度把握不夠準確，對幹部的教育引導不夠及時到位等）
、社會輿論（負面批評和惡意炒作使幹部困惑）等

複雜因素。深改組第 25 次會議進一步強調要形成「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
人導向，顯示中共官員怠政問題並未因高層訓誡或懲處而有所改善，中共後續或
將由人事制度著手、嚴厲矯正，以利其改革推行（BBC 中文網，2016.6.27；多維新聞網，2016.6.28）。

二、持續推進反腐及黨建工作
共青團發布萬言整改報告，就「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
等問題提出策進作法
今年 4 月下旬，中共中紀委監察部網站公布中央巡視組第八輪巡視機關（包括共
青團中央、社科院及教育部、國家統計局等 31 個機關）之整改情況通報。其中，共青團發布萬言整

改報告，針對中央巡視組批評之「機關化（機關幹部習慣坐在機關指導推動工作，下基層「人去心沒
去」）
、行政化（團組織高度層級化，無法覆蓋新青年群體；以召開會議動員青年，用行政命令下達任務）、貴族化
（團幹部、青聯委員重菁英、輕草根，代表性不足）
、娛樂化（活動多迎合青年、少引領青年，思想工作未達潛移默化
之效）
」等問題，提出確實深入基層、減少官樣文章，多吸納青年組織領袖、網路評

論員、新媒體工作者、歸國留學生，減低黨政幹部、企業負責人、演藝人員比例
等革新方向；並強調共青團仍是黨的助手和後備軍，將「緊跟黨中央」
、向習近平
看齊，積極引導幹部破除「只當後備軍，不幹群團活」的錯誤觀念（中共中紀委監察部網
站，2016.4.25；新華網，2016.4.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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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團為中共首個群團組織（目前在大陸擁有逾 8,700 萬名團員、逾 380 萬個基層團組織），其定
位為中共之助手與後備軍，也是聯繫該黨和廣大青年的紐帶與橋樑。習近平上任
後多次關注共青團工作，如 2013 年 6 月與共青團中央新一屆領導班子談話，要求
團幹部「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
；2015 年 7 月，中共召開史上首次「黨的群團工
作會議」，港媒指習於會中嚴厲指責共青團中央「高位截癱」（新華網，2013.6.20；多維新聞
網，2015.10.25；明報，2016.3.8）
。加上今年中央巡視組之批評，顯示中共中央對共青團的不

滿逐漸升高，冀藉強化整頓，避免該黨對青年的影響力，在對外開放及全球化浪
潮下日益薄弱。

第九輪巡視結果顯示多數機關執行政策不到位，普遍存在領導弱
化、基層渙散、人事弊端及腐敗隱患
今年 6 月上旬，中共中紀委公布第九輪巡視結果，此次除訪察中宣部、司法
部、民政部、中華全國總工會、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等 32 個黨政機關、群團組織，
並首次對遼寧、山東、安徽、湖南等 4 個省進行「回頭看」
（第 2 次巡視）
。此輪巡視中，
多數機關首要問題為「黨的領導弱化」，並普遍存在廉政風險、腐敗隱患、人事選
拔任用與管理弊端，及基層組織渙散、黨建工作滯後等缺失 （中共中紀委監察部網站，
2016.6.8）
。另，近

6 成機關執行中央政策不到位，中宣部（對意識形態的領導工作需進一步加強、

黨管媒體原則在新媒體領域存在薄弱點、統籌大學思想政治工作不夠有力）
、信訪局（對社情民意新動向的分析研判不
夠）
、宗教事務局（對宗教團體工作不夠重視）、發改委（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措施力道不足，未能把握和引
領經濟新常態）等機關更遭具體點出業務問題；媒體評論認為，此或顯示中紀委除反腐

敗等黨紀工作，亦被賦予強促國務院部委落實政策、推進改革等任務（明報， 2016.6.13）。
中央巡視組第 2 次巡視的 4 個省分，均仍存在多項腐敗及治理問題，其中安
徽省、湖南省遭點名對上輪巡視整改落實不到位，並被要求「省委要強化政治擔
當」、「省委書記要擔負起第一責任人責任，敢於動真碰硬」（中共中紀委監察部網站，
2016.6.8）
。過去中央巡視組之反饋報告，對地方一把手反腐不力，用辭較為委婉，多

稱「一些領導幹部」、「各級一把手」，要求「強化主體責任」；此次直指省委書記
及省委，較以往更具針對性。而此輪巡視結果公布後，人民日報隨即在 6 月 13 日
發文「一把手怎樣名副其實」
，指一把手應讓黨的政策落地生根、使群眾感覺到黨
的溫暖（人民日報，

2016.6.13）
。相關跡象顯示，中共將加大對地方一把手落實反腐、貫

4

徹政策之壓力，會否牽動後續人事安排，值予關注。

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
，對失職失責、民意強烈反應、損害執
政政治基礎者將嚴追責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於今年 6 月 28 日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
例」，指該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強調對失職失責造成嚴重後果、民眾
反應強烈、損害中共執政政治基礎者，都要嚴肅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領導
責任，並要求將責任「壓給各級黨組織，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部門」，
做到「有責必問、問責必嚴」（新華網，2016.6.28）。
據統計，中共黨內問責相關規範多達百餘項，分散零碎且位階低，對中共官
員的懲戒及嚇阻作用均不足。中共提升問責規範之法制位階，並在「七一」建黨
日前夕宣布通過，具展現其高度從嚴治黨之用意。惟部分媒體對該條例能否落實，
仍頗為質疑；另有評論則認為，該條例一旦強力執行，或將再度引發中共官場震
盪（多維新聞網，2016.6.28；信報，2016.6.29）。
習在今年「七一講話」中強調，如果管黨不力、治黨不嚴，民眾反映強烈的
黨內突出問題得不到解決，那麼中共遲早會失去執政資格，不可避免被歷史淘汰；
表示從嚴治黨首先從加強規範黨內政治生活做起，將嚴肅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全面淨化黨內政治生態（新華社，2016.7.1）。後續應會從制度面及執行面，持續加大反
腐力度。

三、加強網路媒體與社會管控
習雖呼籲官員包容網民、聽取批評，惟相關政策作為表明治理底線
未有鬆動
習近平於今年 4 月 19 日主持召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要求各
級官員都要學會透過網路走群眾路線，經常上網瞭解群眾意見、收集好的想法與
建議，積極回應網民關切及疑惑；並強調對廣大網民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對於
政府或官員個人的善意批評與監督，不論是和風細雨或忠言逆耳，都要歡迎且認
真研究和吸取（新華網，2016.4.19）。中國社會科學院近 2 年發布之「中國新媒體發展報
告」藍皮書指出，中國大陸政務微博帳號將近 28 萬個（截至 2015 年），政務微信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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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已逾 5 萬個（截至 2016 年 1 月），惟當中存在大量「殭屍帳號」
，許多機關對新媒體認
知不足，只是盲目跟風而無力營運（人民日報，2015.6.25、2016.6.22）。顯示中國大陸雖企圖
快速發展政務新媒體以搶占網路輿論陣地，但能否強化與網民的互動及連結，真
正達到「透過網路走群眾路線」目標，仍待觀察。
此外，中國大陸近期再度強化對網路及傳播媒體的管控。包括新聞出版廣電
總局對視訊網站實施「特別管理股」制度以加強監管；該局副局長田進另撰文指，
禁止節目調侃國家政策、散布錯誤觀點、鼓吹極端理念、刻意激化矛盾對立；互
聯網信息辦公室開展網路跟帖評論專項整治，嚴加清理違反「九不准」（不准危害國家
安全、洩漏國家秘密、顛覆國家政權、破壞國家統一、散布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煽動民族仇恨、散布色
情暴力訊息）及觸犯「七條底線」
（法律法規、社會主義制度、國家利益、公民合法權益、社會公共秩序、道德
風尚、訊息真實性）的違法違規有害訊息；6

月 28 日發布「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序信息服

務管理規定」
，要求不得利用 APP 危害國家安全、擾亂社會秩序，及製作、傳播法
律禁止的信息內容，並自今年 8 月 1 日起對 APP 註冊用戶進行真實身分認證（人民
日報，2016.6.19；新華社，2016.6.22、2016.6.28）
。顯示習談話雖試圖營造其在網路言論自由議題

上的開明形象，但相關政策作為亦表明中共仍持續強化對新媒體的管控。

「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禁止境外非政府組織從事政治
及宗教活動，國際社會擔憂恐壓縮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發展空間
中國大陸於今年 4 月 28 日通過「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並將於
明（2017）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依據該法規定，「境外非政府組織」係指在中國大陸
境外合法成立之基金會、社會團體、智庫機構等非營利、非政府組織，其在中國
大陸之活動同時受業務主管機關及登記管理機關之雙重監管，不得公開募捐、發
展會員，禁止從事政治及宗教活動；公安機關有權認可及終止其活動，並得約談
涉嫌違法之機構代表、調查組織活動場所、凍結相關資金等；違反該法者，最重
將被追究刑責或列入「不受歡迎清單」（新華社，2016.4.28）。
儘管中國大陸認為該法旨在賦予境外非政府組織合法權益，並將其納入法治
軌道，惟仍無法消弭國際社會的質疑與批評。如美國、德國、歐盟、聯合國人權
理事會均表達嚴重關切，擔憂該法可能導致境外非政府組織與其中國大陸夥伴合
作更加困難，並壓縮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發展空間（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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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網，2016.4.28；紐約時報中文報，

2016.5.3；自由亞洲電臺網站，2016.5.4）
。另自由之家等多個國際非政府組織則不滿該法賦予公

安機關監視、調查境外非政府組織之權力，強調該法將損害中國大陸政府與國際
社會交往，呼籲撤銷該法（美國之音網站，2016.4.29；自由之家網站，2016.6.1）。

四、省委書記及中央黨政人事異動
地方相關調整顯示「十九大」人事布局已揭開序幕；中央網信辦人
事動向及政策影響值予關注
今年 6 月下旬，江西、青海、江蘇、山西等 4 省份省委書記異動，新任者分
別為江西省委書記鹿心社（原任江西省長）、青海省委書記王國生（原任湖北省長）、江蘇省
委書記李強（原任浙江省長）、山西省委書記駱惠寧（原任青海省委書記）。另中共中央亦進行
人事調整，重要者包括習主政上海時的部屬徐麟（原職中央網信辦副主任）晉升中央網絡
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寶生出任教育部部長、戴均良出任中央統
戰部副部長等（新華社，2016.6.29、2016.6.30；人民網，2016.7.8）。
媒體觀察此波省委書記調整指出，從年齡看，多數新任者應可過渡到「十九
大」
，顯示「十九大」人事布局已揭開序幕；另離任者除前江蘇省委書記羅志軍外，
前江西省委書記強衛、前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年齡均未達 65 歲、任期亦未屆滿（一
般採 5 年制，得連任一屆），突顯中共人事布局之緊迫性（多維新聞網，2016.7.3；明報，2016.7.4）
。在

中央人事方面，魯煒不再擔任中央網信辦主任一職最受外界關注，由於新華社公
告中並未註明「另有任用」
，其動向以及相關人事對中共政策之影響，均有待持續
觀察（新加坡聯合早報，2016.7.2）。

（企劃處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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