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Ⅱ、研判報告 
 
壹、政治 

葉非比 

 
█江澤民「五三一」講話深入闡釋「三個代表」，揭櫫創新、發展、

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確立「十六大」政治報告基調。 

█今秋「十六大」籌備工作於 4 層面積極進行：代表的選舉、各級

機構換屆、起草政治報告及黨章修改報告、輿論宣傳配合。高層

人事安排預計至 7、8月北戴河會議定案。 

█胡錦濤訪美獲黨內肯定，接班地位強化。惟傳出江澤民留任軍委

主席甚至黨書記，勸進力量增溫。 

█6月中旬新屆省級領導班子全部選出。中組部首度於省黨代會換屆

實行「差額選舉」，開啟黨內民主先聲。 

█大陸當局展開信息「清污」運動，防堵政治謠言，嚴控輿論、思

想。 

█工農抗爭規模擴大，退伍軍人首度集體抗議，大陸當局壓制安撫

並行，營造「十六大」平穩過渡環境。 

 

 

2002年 4至 6月大陸整體政治情勢平穩中現波濤。「十六大」(9、10月舉行)理論、

組織籌備工作緊鑼密鼓進行，由兩套班子負責。預料「三個代表」及中共體質轉

變為全民黨將納入黨章。江澤民意在確立歷史地位，慎防左、中、右派之抗爭與

挑戰。胡錦濤與江親信曾慶紅主持「十六大」人事 ，於省級換屆分庭安插己身人

馬；溫家寶曝光率提高，極可能升任「總理」，「胡、溫、曾」體制隱然成形。

政經深層結構矛盾、官員貪腐、陳情管道阻塞，造成社會群體事件蔓延；大陸當

局高舉「維穩」，防制組織集結及政治性之訴求。 

以下謹從大陸政情穩定及不穩定兩面因素簡析大陸政治情勢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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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政情穩定的正面（有利）因素 
 
一、「十六大」理論籌備工作就緒，江澤民全力掌控 
◆江澤民「五三一」講話為「十六大」政治報告定調 

於「十六大」確立重大理論內涵為中共中央當前高度關注之議題，分析家認

為倘以動態的眼光來看「十六大」，理論實比人選更重要(辛容，「北京學者稱『十六大』理

論重於人選」，鏡報月刊，2002.6，pp.32-35)。江澤民多次提出「十六大」最重要的準備工作就

是理論準備(馮柱，「中共『十六大』的理論與人事準備」，鏡報月刊，2002.6.，pp.28-30)。「三個代表」的

根本出發點，即盼為中共尋到一條既能保持長期執政地位，又能推進國家政治、

經濟、社會全面改革的嶄新道路。由於「三個代表」推出以來黨內議論紛陳，現

階段首要在思想上凝聚共識，以期屆時達成意識形態的轉換(唐文成，「江總揭示提『三個代

表』之謎；中共黨刊吹『改黨委制』之風」，鏡報月刊，2002.4，pp.22-24)。對江澤民而言，渠至為關注樹

立意識形態之歷史地位，積極盼屆時達成如鄧一般的影響力。此亦為部署權力格

局延續的重大步驟。 

5 月 31 日江澤民於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畢業典禮中發表重要講話，對

「三個代表」理論提出全面深入、細緻之闡釋，表明解放思想之必要，提出施政

目標、政經體制改革及黨建政策動向，強調「講大局、講團結、講穩定」。意在

營造思想輿論氛圍，確立「十六大」政治報告的框架和基調。黨政軍各系統已啟

動學習風潮。 

其重點包括：1.「三個代表」與馬列主義、毛思想、鄧理論一脈相承，關鍵在

堅持與時俱進、核心在保持黨的先進性、本質在堅持執政為民；2.須把發展作為黨

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以改革精神推動黨的建設，不斷為黨的肌體注入新活力；

3.經濟建設推進市場取向改革，從根本上消除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以公

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4.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

民主政治，最根本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結合辯證統

一；5.加強精神文明建設，要著眼於世界科學文化發展前沿，積極進行文化創新；

6.在黨建方面，要改善和完善黨的領導和執政方式、領導體制和工作制度，把思想、

組織、作風建設有機結合，加強群眾工作對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新

華社，2002.5.31)。上述各層面論述的主要精神將為「十六大」政治報告吸收，成為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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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執政興國的指導思想。 

 
◆政治報告及黨綱修改報告大致定稿，高舉「三個代表」，轉變中共

體質為全民黨 
關於「十六大」政治報告及黨章修改報告於去年就展開起草工作(中央政策研究室主

任滕文生主筆，其他成員包括該室副主任王滬寧、政治組組長紀玉祥、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等)，中央政治局已

兩度聽取起草小組的相關報告。據悉已處於最後潤色定稿階段，經中央政治局討

論後，將於北戴河會議交由黨內更大範圍討論，然後徵求民主黨派意見(香港明報，

2002.5.31，p.A26)。將依江澤民「三個代表」理論、「七一」講話、「五三一」講話對

黨建理論等作出重要修改，以肆應內外挑戰及中共在新世紀的持續發展(劉漣，「北京

『十六大』代表大幅年輕化」，鏡報月刊，2002.6.，pp.34-35)，期使大陸邁向政經強國。其內涵將完

整論述 3 個問題：中共將來要發展成一個什麼樣的政黨、如何保持先進性與鞏固

執政地位。除明確「三個代表」思想在現代化建設的指導地位和作用，並將揭示

黨的領導和執政方式，開放新階層入黨，腦力勞動的現代意義，更為開放及市場

取向的經濟政策，社會主義民主意識，黨內民主改革等革新論點(CNN，2002.5.28)。 

「黨章」修正案日前已於河北承德避暑山莊完稿。其內涵據悉將在「總綱」

兩大部分作出修正：1.納入「三個代表」為新時期的理論基礎：增添「開創建設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必須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

代表』要求」。2.改變中共體質為「全民黨」：在「中國共產黨始終是中國工人階

級的先鋒隊」詞句後加入「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此外，在黨建

方面將增加堅持黨要黨管、從嚴治黨，進一步解決提高黨的領導與執政水平、提

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此兩大歷史課題，始終保持黨同人民血肉聯繫等詞句(香

港明報，2002.7.14，p.B14)。 

 

 

二、胡錦濤成功訪美，凸顯接班地位 
◆胡訪美分寸得宜，黨內給予肯定 

年初以來胡錦濤於黨、政、軍領域權力持續鞏固。主掌「十六大」籌備工作

的人事與政治報告之安排，而中共高層各系統傳送的文件中，愈來愈多見到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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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示(香港經濟日報，2002.5.15，p.A17)。4月下旬至 5月上旬胡錦濤訪美獲得準元首規格接待，

為渠接班前最重要之元首外交見習，一方面提供美方近身了解之機會，另方面中

共高層藉以再次考驗其表現。國際媒體成篇累牘報導，印象普遍良好，大陸傳媒、

輿論亦對此行多予肯定。據悉中共高層對胡穩固「中」美關係「非常滿意」(香港明

報，2002.5.5，p.A15)，江則評以「還可以」(CNN，2002.5.8)。北京權威人士認為胡不卑不亢，

又無越軌，甚為得體。人民日報形容為「今年最大的外交活動」。外界對其一般

評價為謹慎低調、謹守政治正確、統治技巧及改革步調仍待觀察(Melinda Liu， “The Man in 

Jiang’s Shadow”，Newsweek，2002.5.6，pp.16-19。Murray Scot Tanne，“The Successor’s Dilemma”，Newsweek，2002.5.6)。 

 

◆政治資源廣泛，共青團系人馬逐步接任要職 

觀察家認為胡錦濤的政治資源除團系、中央黨校、雲貴系地方力量、部分「海

歸派」人士(海外學成歸來的菁英)外，並獲黨內開明派力量的支持(李瑞環、尉健行、喬石、萬里等人，

香港信報，2002.3.27)，加上鄧小平隔代指定接班繼承，其政治含金量基本強固。如團系

聲勢持續上升，彼等挾年齡及專業優勢逐步接任要職，拓展資歷，外界視為胡接

班熱身的重要圖像。包括中央團系補地方台階(如 4月「中宣部副部長」劉鵬調任四川省委副書記)、

地方團系升任省委副書記、團系菁英成為大都市的市委書記、市長等(香港信報，

2002.4.17)。 

 

 

三、省級黨委換屆全部完成，「十六大」黨代表陸續產生 
◆省級第一、二把手全部選出，黨委為建政以來最年輕一屆 

自去年下半年起，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換屆陸續進行，於 6 月中旬全部換屆

完成。此次改組與「十六大」人事安排密切相關，其第一、二把手當然成為「十

六大」中央委員，反映了地方諸侯結構及中共高層派系權力互動。此次選舉省級

領導班子的標準為「堅持把政治標準放在首位」，以「靠得住，有本事」為選拔

幹部的 6字方針。省委書記平均年齡約 57歲(最年長者上海市委書記黃菊、山東省委書記吳官正皆為

63歲)，省長平均年齡約 55 歲(最年長者廣東省長盧瑞華為 63歲)；黨委平均年齡亦下降，呈現

梯度接班，為中共史上最年輕的一屆(各省區常委領導班子甚至有 45歲左右成員)。此番人事調整

特點為：1.大部分省委書記具有曾任省長及市長之經驗；2.外省尤其是東西部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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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調配較為頻繁；3.多位中央幹部調至地方；4.學歷提高，絕大部分具大專以上程

度(夏楠芳，「省委書記實現年輕化、高學歷」，廣角鏡月刊，2002.4.16-5.15，pp.14-16)；5.黨委一把手多具有

企管經歷或經濟專業背景，體現地方以經濟建設為施政中心的務實方向(文匯報，

2002.6.19)。 

 
◆「十六大」黨代表呈現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特質，廣東黨代會

首度出現私營企業代表 
近月來各階層黨代會亦進行「十六大」黨代表的選舉。地方「十六大」黨代

表並進行差額選舉(比例約 10%，如上海市即從 80名候選人中選出 71名代表)。此外，中央直屬機關、

「國務院」直屬機關、共軍及武警部隊、中央企業系統等陸續選出自身代表。預

計從逾 30 個單位選出超過 2,000 名。另規劃約 200 名中央委員、150 名候補中央

委員及百餘名中紀委委員(應在「十六大」召開的最後一天投票選中委及中紀委。文匯報，2002.5.6；6.6)。

結果顯示，「十六大」代表的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女性及少數民族比例均

比以往強化。 

5 月下旬廣東省黨代表大會中首度出現來自非公有經濟制的 18 名新階層代表

(非公有制企業代表 8 名，「中」外合資企業代表 3 名，股份制代表 7 名)。觀察家認為此係廣東省委書記

李長春最先實踐江澤民「七一」講話所稱私營企業主入黨的嘗試(香港信報，2002.5.22)，

顯示「十六大」亦將出現私營企業主黨代表。 

 

 
四、「三個代表」精神凸顯黨內民主與創新 
◆黨內民主、黨內制度改革浮上檯面 

跡象顯示「十六大」可能就黨內民主、黨內制度提出前瞻性之改革舉措，此

亦為推進「政改」的突破口。在此次省級黨代會換屆中，省委及省紀委委員、常

委首次舉行有限度的差額選舉(前者比例約 5%，後者比應選名額多一名)，由「中組部」主導(曾慶

紅推動)，認為係「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舉措」，未來擬推展至官員選

任的各個環節。惟亦呼籲落選幹部保持健康平和心態，由各黨委組織部門另安排

其至合適崗位(香港信報，2002.6.24，p.24)。4月初廣東省委全體會議中率先以無記名投票、

過半數通過任命地級市(清遠市委書記、茂名市委書記、湛江市長等)黨政正職的推薦人選。據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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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票決制」將擴大推行於省、市、縣 3 級黨委會。南方日報稱此舉為擴大黨

內民主的重要舉措(本會資料，2002.5)。 

體制內外學者亦就江澤民去年「七一」講話「堅持民主集中制、發展黨內民

主」提出闡釋。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近指出民主集中制應由「民主的」屬性與「集

中制」的實體構成，而少數服從多數為最本質的規定。「完全民主性」為黨先進

性的內在本質，民主制度比作風、方法更重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王偉

華則提出健全黨代會制度、改革和完善黨內選舉制、制定保障黨員民主權力的制

度和具體條例、健全黨的集體領導制度等建議(本會資料，2002.5)。數月前中共黨內刊物

中國黨政幹部論壇由「中紀委」研究室發表乙篇「關於改革黨委『議行合一』領

導體制的思考」，認為現行領導體制集立法權、執行權於一身，造成權力配置失

衡、黨內民主難發展、黨內監督難進行。因而主張黨內分設黨委會、執委會及紀

委會，縣以上黨代會每年召開一次，行使質詢、批評、罷免、調研等權。此可視

為近年來分析黨內制度問題並提出解決辦法之重要文章之一(唐文成，「江總揭示提『三個代

表』之謎；中共黨刊吹『改黨委制』之風」，鏡報月刊，2002.4，pp.22-24)。傾向自由派的學者曹思源年來

鼓吹中共改名為「中國社會黨」，4月間受訪時表示共黨自身改革為「政改」的重

點，黨的領導體制應為決策、執行及紀律檢查權 3 權分立，並應公開允許黨內不

同派別的存在(「中共黨內需 3權分立」，亞洲週刊，2002.5.13-19，pp.24-26)。 

 
◆以理論素質、創新能力作為領導幹部選任標準 

5月下旬「中央辦公廳主任」王剛於中直機關黨代表會議中提出「十六大」前

黨建工作 4 項重點：思想政治建設—突出抓好「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學習和貫

徹；作風建設—突出抓好改進工作作風和領導作風；組織建設—突出抓好機關基

層組織建設；維護穩定—要發揮積極作用。王之談話中心要項即理論素質功底，

將作為選拔高層領導幹部之重要依據(辛容，「北京學者稱『十六大』理論重於人選」，鏡報月刊，2002.6，

pp.32-35)。曾慶紅主持之省部級高層人士鋪排，以是否堅持「三個代表」為獲選之重

要指標。中央黨校於上半年舉辦「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勞動和勞動價值

理論問題」專題研究班，下半年舉辦學習「十六大」精神理論研討會。意在加強

學員理論素養、鼓勵理論探索及創新，強調「研究無禁區」(文匯報，2002.6.9)。 

江澤民「五三一」講話高舉創新旗幟，視為馬克思主義的靈魂，要求全黨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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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作為優良作風培育，使成為廣大黨員幹部的重要素質。北京政界人士認為中

共高層盼各級領導幹部成為勇於創新及善於創新的典範，尤其要在創新的意識、

能力、機制、環境 4 方面下工夫，此係拔擢之重要標準，為中共黨建思想的新發

展(香港信報，2002.6.14)。6月中旬中央及「國務院」聯合下發「2002—2005年全國人才

隊伍建設規劃綱要」，為人才結構、素質、管理體制作出前瞻規劃(中共建政以來第一個

綜合性的人才隊伍建設規劃)。要求重點加強黨政領導人才隊伍建設，著重理論和業務培訓，

完善民主推薦、民意測驗、民主評議制度(解放軍報，2002.6.12)。大陸當局目前建立的「德、

能、勤、積、廉」5方面的幹部考核制度（政治思想和道德；業務水平和分工能力；工作態度與敬業情

況；工作數量、質量和貢獻；廉潔自律），亦將政治思想的正確性置於首位(文匯報，2002.6.19)。 

 

 

大陸政情穩定的負面（不利）因素 
 
一、「十六大」接班議題持續發酵 
◆江澤民留任傳聞再起，跡象顯示仍欲固權 

「十六大」逼近，正當多數觀察家認為北京高層領導接班機制逐漸確立時，

有關江可能留任傳聞再度甚囂塵上。擁江連任力量亦有增溫跡象，其中包括北京、

上海、廣東等地方領導人及軍系人士。3月間鏡報月刊鼓吹江澤民再連任一屆總書

記，對於經濟的持續發展及平穩交班比較穩妥(馬蘭花，「發展穩定需要江澤民」，鏡報月刊，2002.3，

p.22-24)。據悉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等提出「三個代表」的政治決策仍需江澤民來定(胡

錦濤則在第一線做「最高行政領導」)，總書記及中央軍委職務仍有留任必要(夏文思，「胡錦濤接班勢

頭看好」，開放雜誌，2002.6.，pp.12-14)。人民日報6月24日頭版發表記錢學森(原子之父)學習「三

個代表」的專文，錢氏大為讚賞江之執政能力與科學知識，隱含勸進呼籲(人民日報，

2002.6.24，p.1)。一般認為江留任軍委主席可能性最大。5月間解放軍報刊登高舉軍權、

全面擁江文章，軍委副主席張萬年再度強調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確保軍隊聽從中

共中央及江主席指揮(分析家認為此亦表達對擬議中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取代中央軍委會的不安。香港信

報，2002.5.27，p.24)。6月上旬江澤民晉升7名上將的動作，被視為爭取軍方支持以交換

留任的行動（Straits Times，2002.6.4，p.1。此次授銜表明「十六大」前解放軍各大軍區、兵種、總部的人事調整已告

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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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家認為江的進退有4種可能：留任黨書記或改成黨主席制；黨內通過書面

決議，重大事件請示江；留任軍委主席(至80歲)並改組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提

升曾慶紅為政治局常委，向胡錦濤分權。並可能以後3種安排換取江退下總書記(中

國時報，2002.7.2)。此番造勢亦可能為江系人馬意圖累積籌碼，以大舉進入中央政治局

及其常委會。江須慮及70歲離退的年齡界限(依此標準，政治局常委能留任者僅胡錦濤與李瑞環，李

嵐清則剛好屆滿70)，幹部年輕化的慣例，全黨走向現代化的意識等情勢，其動向殊值密

切觀察。 

 
◆胡錦濤、曾慶紅權力角逐持續，溫家寶曝光率上升 

胡錦濤的審慎低調主因深知在高層政治中並未絕對站穩陣腳，面對「十六大」

順利接班前的暗流仍要小心應對。其中最引人矚目者為與江澤民親信曾慶紅的矛

盾鬥爭。盛傳曾以渠與江澤民關係、政治資歷及權力經營，應將躋身政治局常委，

並出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或「國家副主席」。曾在江要求下，已親身參與政治

局常委會(Susan V. Lawrence，“Make Room at the Top”，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2002.4.28)，重要外交活

動頻仍(4月於胡訪美之際出訪日本，5月下旬出訪瑞士。觀察家認為曾與日本方面的個人緊密關係反映了政治上的強烈

企圖心。香港信報，2002.4.29)。惟其江系色彩太重、實質權力太大，不斷遭致黨內抵制聲浪。

亦有分析家指出曾慶紅思想開明（「三個代表」與資本家入黨的幕後設計師。年初並於江授意下於深圳推

動「三權分設」的試點。田南，「曾慶紅與胡錦濤的爭權內幕」，前哨月刊，2002.4.，pp.8-9），能力與抱負超卓，

而胡錦濤僅表現出係一個稱職、忍耐的二號人物，不像於未來關鍵數年能展現大

膽、想像力、決絕果斷的領導人(香港信報，2002.6.17，p.24)。 

在最近緊鑼密鼓完成的省市自治區一級負責人調動中，胡、曾極力安插己身

人馬出線，以拉攏地方力量，於「十六大」投票選舉中委會及政治局成員時，能

壯大己身實力(香港信報，2002.5.6，p.6。曾大量起用江旗下的上海幫成員)。預期胡即使順利接班，仍

須面對江的剩餘影響力，其主政實力可能需多年後方能展現。且因受限於意識形

態、權力框架與現實考量，大幅之「政改」步伐仍難期待(Andrew Nathan，“Big Country, Small 

Changes”，Time，2002.4.16)。 

爭逐「總理」者眾，包括吳官正、黃菊、李長春，惟以「副總理」溫家寶聲

勢最為看好(主管財政金融、農業及農村、國土資源、城市建設、經濟計畫；精於研究、民意調查，善於起草中央文

件，思慮縝密，兼容各方意見)。溫深獲朱鎔基倚重，曾出任「中央辦公廳主任」達 7年(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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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80年代與胡錦濤在甘肅共事 8年。3月「全國人大」會期溫參

加河北小組討論會，官方事先通知開放境外記者採訪。4月下旬朱鎔基出訪時，溫

實際代行「總理」職務(香港信報，2002.5.29，p.14)。5 月胡錦濤訪美之際，日本媒體傳出

溫家寶因遭受江批判工作不力而提出辭呈(日本讀賣新聞，2002.4.28)。惟溫旋即代替主管外

交事務的錢其琛於人民大會堂迎接胡錦濤(當時錢某亦在北京)，引起外界關注，認為此一

安排意味深長(香港明報，2002.5.6，p.B16)。6 月間溫代表中共出席於羅馬舉行之世界糧食

高峰會，與聯合國秘書長、義大利總理會晤。國內傳媒報導溫主持部分「十六大」

黨代表選舉無記名投票時，據悉傳媒主管被要求突出溫(Financial Times，2002.7.4)。 

6月下旬於杭州舉行的全國農村「三個代表」學習活動表彰會議，原分管不同

領域的胡錦濤、溫家寶與曾慶紅罕見地同臺亮相(曾主持，胡、溫分別發表演說)，外界認為象

徵未來「胡、溫、曾體制」的建立(香港經濟日報，2002.6.25，p.A18)。此為派系的妥協平衡，

江亦較放心第四代無人能獨攬大權。曾慶紅於該一場合公開稱揚胡之講話，要求

各級幹部努力學習，顯示渠意識到胡權力佈局的逐步鞏固，於公開場合對胡尊崇

(CNN，2002.7.3)。除胡錦濤、李瑞環(可能出任「人大委員長」，政治局常委排名升到第二位)外(李嵐清剛好年

屆 70，是否留任未定)，其他政治局常委可能人選包括曾慶紅、溫家寶、羅幹(政法委書記，李

鵬人馬)、吳邦國(「副總理」)、李長春(廣東省委書記)、吳官正(山東省委書記)、黃菊(上海市委書記)、

吳儀(「國務委員」)等人。 

 

 

二、左、中、右派異聲持續，中共高層全力壓制 
◆自由派發言、集會空間緊縮 

「十六大」在即，江澤民對來自左、中、右派的挑戰戒慎恐懼，包括老左派

對開放資本家入黨不滿、新左派對工、農受剝削不滿、自由派知識分子倡議加速

「政改」與西方民主、異議人士藉「六四」週年紀念凸顯抗爭行動等。黨內人士

亦針對江個人之權力佈局，對其欲拉抬「江澤民論述」至與毛思想、鄧理論等同

地位的舉措提出批判。江擔憂情勢難以掌握，影響「十六大」召開及改革遠景，

極力壓制可能出軌的言論與行動。右派或異議分子雖然幾無發言空間，自今春起

安全部門即禁止任何學術研討會涉及「政改」議題，學界及傳媒被上級警告減少

和外國人(特別是美國人和外籍記者)「不必要的」接觸。老一輩自由派人士原訂 3月下旬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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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對旅美知名哲學家王若水之紀念追思會(預計百餘人參加)，江澤民親自下令阻止，認

為是政治動向，是「八九」年來最大規模的自由化人士集會(烏蘇里，「江澤民封殺王若水追

思會」，開放雜誌，2002.4，p.14)。「六四」前夕大陸當局嚴密加強安全戒備，對零星抗爭之

異議分子採取跟監、搜查、關押等舉措(美國之音廣播電臺，2002.6.3)。「六四」受難者家屬

丁子霖發起之「天安門母親」獲提名角逐本年諾貝爾和平獎，大陸當局甚為關切，

全力防堵(CNN，2002.5.14)。 

 

◆政治謠言、洩密頻傳，江澤民發起信息管制「清污」運動 
「十六大」前各式政治謠言、外來信息、內部消息蜂擁不斷(從中央至地方皆發生將黨

內情況、會議內容外洩之情事)，中共高層體察其已危害國家安全、政治穩定及社會團結，嚴

重干擾「十六大」有序籌備，造成思想混亂、挑撥中央領導集體、挑動黨群、幹

群矛盾，亟思進行信息領域的徹底整頓。「副總理」吳邦國 4月於求是雜誌撰文，

提出不許編造、傳播政治謠言及醜化黨及國家形象，不許公開發表反對中共基本

綱領的言論，禁止參加非法組織及活動，警惕國內外敵對勢力在「十六大」前分

化、西化、顛覆之活動(本會資料，2002.5)。 

4月間江澤民於中央政治局會議下令發動大規模的「清污」運動，加大清理、

整頓在新聞、出版、網絡、信息領域的污染，抵制境外敵對勢力的政治宣傳和煽

動(黎自京，「江發動『信息清污』運動」，動向，20002.5，pp.16-18)。4月 25日「中組部」、「中宣部」、

「公安部」、「安全部」及「新聞辦」5個部門聯合發出「關於加強對新聞、廣播、

出版、互聯網的領導、整頓工作」。6 月「中宣部」發文規定 30 多項媒體「報導

紀律」，分為慎重報導、禁止報導、以新華社稿為準 3 類(當前熱點話題如私營企業主當選黨

代表一類，皆被列為報導禁區。自由亞洲廣播電臺，2002.6.22)。「中宣部」並要求年內組建有限電視

監測網，同時全面控管衛星電視接收設施(「改革才是硬道理—大陸政經社會問題逐漸浮現惡化」，中

共研究，2002.2，P.2)。4月 29日「國務院」、中紀委發出「要旗幟鮮明地抵制危害國家

安全、政治穩定、社會團結的信息和敵對宣傳」文件。 

在內部洩密方面，中共中央重點清查 17個涉嫌洩密的部委(「中宣部」、「新聞辦」、

中央黨校、北京市委、廣東省委、福建省委、山東省委等)。據悉 4月下旬召開中央保密工作會議，中

紀委書記尉健行指出自 2000年秋五中全會一年半來，黨、政、軍系統絕密文件資

料外洩 50多宗，機密級有 140多宗，祕密級有 450多宗。已對部分涉案部門及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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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了整頓(黎自京，「江發動『信息清污』運動」，動向，20002.5，pp.16-18)。 

 

◆左派尖銳反對資本家入黨，警告於「十六大」升高抗爭 

中共高層意識到如果不能代表社會經濟利益，黨就會失去和社會經濟力量的

關連性，從而產生更為嚴重的統治合法性問題。此即為「三個代表」提出要代表

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七一」講話提出資本家入黨的背景。由於其偏離馬列傳統

教條內涵，為黨建重大核心理論的改變，年來引起左派意識形態的持續尖銳批評，

江澤民謹慎應對，強調黨的絕對權威，「不要爭論，不要教條」(「強化中共理論，為『十

六大』造勢」，亞洲週刊，2002.5.6-12，pp.20-21)。至為關切「三個代表」能否為黨內絕大多數人

接受，使各級領導幹部充分理解。而據悉為避免引起更多批評，去年下半年已編

妥之「江澤民選集」在江幕僚評估下推遲出版，有可能至「十六大」後再推出(新加

坡聯合早報，2002.6.21)。以鄧力群為首的老左派警告江倘於「十六大」將「三個代表」寫

入黨章，正式允許資本家入黨，彼等將會有重大動作，甚至不惜以集體退黨來抗

爭(CNN，2002.5.14)。 

 
 
三、社會群體事件升高，大陸當局軟硬兩手力求平穩過渡 
◆大規模工農抗議遽增，常演變為暴力案件 

為確保「十六大」權力交班之平順局勢，大陸當局將「維穩」視為本年首要

工作任務，惟相關舉措卻遭遇重大挑戰。自年初以來工、農抗議案件遽增，規模

擴大，且常演變成暴力衝突。據統計第一季 50人以上群體事件 324起，人數達 17

萬 9,000人，分別較去年同期上升 46％及 27％。群體事件的主因為失業問題(4月下

旬「國務院」公佈失業率為 3.6％，卻未計及 1,200萬「國企」下崗工人，及 1億 5,000萬農村剩餘勞力。據最近「社科院」

公佈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指出實際可能超過 7％。美國之音廣播電臺，2002.6.20)，農民收入與負擔不成

比例。4月下旬「國務院」發表勞工與社會安全白皮書，承認未來 4年內城市失業

人口將成長 3 倍(從目前的 680萬成長到 2,000萬。Straits Times，2002.5.15)。受遼陽、大慶事件(3月上

旬至 4月下旬，人數最多時達數萬人)影響，東北、華北地區下崗及困難職工的示威靜坐有蔓延

趨勢。大慶工人提出「建立下崗工人協會」之訴求引起中共高層關注，認為係帶

有政治性的訴求，對主謀者逮捕、監控(本會資料，2002.7)。事實上在許多大規模工農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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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運動背後，已產生有組織的團隊核心，以隱蔽方式活動，並與國內外工農運動

及人權組織取得聯繫(許行，「中國已在演變中」，開放雜誌，2002.5，pp.24-26)。彼等在大陸進入世

界經濟體系之際以抗爭方式追求社會正義，力量不容小覷。乙份中共內部報告指

出大陸地下工會組織已成長至逾 2千個(CNN，2002.5.14)。 

另據悉 3月間近百名退伍軍人至軍委大樓抗議，要求解決待遇問題。4月間 9

省退伍軍人計畫串連向中南海施壓，大陸當局事先獲報，逮捕核心份子。退伍軍

人之集體抗爭為中共建政 50年來首度出現，後續發展深值密切注意(本會資料，2002.7)。 

 

◆大陸當局嚴密加強內控，並試圖以經濟手段安撫 

大陸當局多次下發維穩文件，加強內控，欲防止大規模群體事件造成的人民

內部矛盾蔓延。江澤民於 4 月 4 日召集政治局常委會議，並迅速下發「關於切實

作好企業和社會穩定工作的通知」(劉漣，「北京『十六大』代表大幅年輕化」，鏡報月刊，2002.6.，pp.34-35)。

4月下旬於上海召開「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會議」，政治局委員羅幹強調加

大力度進行嚴打鬥爭(新華社，2002.4.23)。另中共「中宣部」於年初即指示傳媒為「十六

大」營造良好氛圍，對一些突發及惡性事件的報導要注重事實根據，避免誇大炒

作，且「不准有噪音」。勞資對立事件亦要避免報導。 

大陸當局也採取了部分的和緩安撫措施，主要採取經濟手段。如投入 46億元

加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提高補助退伍人員標準 15％，建立農村義務教育保

障機制等，亦開始逐步建構社會保障制度。5 月初超過 13 省及大城市之幹部首度

與官方勞工組織代表會面，聽取其對經濟及產業政策的觀點(CNN，2002.5.14)。惟因社

會不安因素多屬深層結構矛盾，如貧富差距加速(基尼係數已達 0.45，遠超過歐美 0.2至 0.3的水平。

美國之音廣播電臺，2002.5.12)，工人政經地位的持續弱化，「國企」改革日漸無力，地方官

員腐敗、錢權交易，民意陳情管道阻塞，加以加入世貿組織後對工農之衝擊，財

政赤字過大，難以支撐社會保障機制資金等，皆制約大陸當局維穩的成效，長期

而言相關情勢恐將益發嚴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