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Ⅱ、研判報告 
 
壹、政治 

葉非比 

 

█省級領導幹部持續大幅調整，胡錦濤、曾慶紅人馬紛紛出線。預

示「十六大」權力卡位競逐登場。 

█中央工作會議緊急召開，重提「六四」定性，針對當前局勢統一

決策思想，鞏固江核心。 

█中共高層密集釋出「政改」意向，體制內外「政改」訴求再度上

升。私人企業家入黨問題引發理論界爭辯升高。 

█江澤民致力黨建理論創新突破。提出「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

並行，作為新時期治國方略。 

█2000 年開始啟動縣市機構改革，盼精簡 20﹪行政編制。幹部人

事制度揭示以「擴大民主」為改革方向。 

█社會不滿、不安情勢持續發酵。大陸當局於重要城市配置防暴部

隊，處理群體騷亂及暴力事件。 

█「人大」會議通過實施攸關經濟全局戰略發展之「十五計畫綱

要」。具體目標期使 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比 2000年翻一番。 

 

2001年 1至 3月大陸整體政治情勢暗藏波濤。2月召開之「中央工作會議」

凸顯危機意識，中共高層對天安門密件反應強烈，極力防杜後續影響，以免衝撞

權力格局。「三個代表」引發意識形態領域騷動上升。多項反腐敗具體措施出臺，

惟涉及高層派系利益糾葛，成為權鬥工具。李鵬一系陷於不利地位。嚴打法輪功

層次升高為政治鬥爭，召開「全國治安工作會議」宣示社會治安亦為重大政治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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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鞏固領導中心，展開省級接班部署 

◆中央工作會議統一9大決策口徑 

2月 12至 14日中共高層罕見地緊急召集政治局全員、中央和「國務院」、省、

直轄市部委辦及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全國人大」、「政協」、「兩院」之領導

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參加人數和機構負責人實際上超過以往之中全會，逾 2,000人。要求與會者不帶秘書、

助手，不做記錄，會後僅在極小範圍傳達會議紀要)。新華社以 4個「重要」字眼強調會議意義：

江澤民主持會議並作「重要」講話；會議分析了當前的國際國內局勢，研究和部

署了新世紀全黨必須做好的「重要」工作；會議係黨在新世紀後為迎接新挑戰、

奪取新勝利召開的十分「重要」會議；對開創黨和國家事業的新局面具有「重要」

意義(新華社，2001.2.14)。此次官方媒體主動對外公布證實會議之召開，為 10年來首見

(上次於 1991年 9月公布會議之召開，時值蘇共變局衝擊，旨在確定「經改」開放方針)。 

中共高層就 1989年「六四」事件(對天安門密件出書之反應)、與法輪功之鬥爭、「中」

美關係、兩岸局勢、「國企」改革、本年經濟工作任務、黨的建設、反腐敗、「十

六大」的準備工作等 9個議題重申歷來決策(重點強調討論實施「十五計畫」、加強反腐敗、揭批法

輪功 3大任務)。7位政治局常委皆發言(據悉李鵬講「六四」、朱鎔基講經濟工作、胡錦濤講黨建、李瑞環講

民族與宗教問題、李嵐清講科教、尉健行講政法工作及反腐敗。中國時報，2001.3.28，p.11)，張萬年、錢其琛

則分就軍隊工作、國際及兩岸局勢發言。江澤民長篇講話涵蓋「六四」、「三個代

表」、法輪功、開發西部、加入世貿組織、反腐敗、對臺及對美政策(思霖，「中央工作

會議內情」，廣角鏡月刊，2001.3，pp.10-11)。重申處理「六四」的政治決定完全正確，黨的高

級領導要始終守住該底線(唐文成，「江澤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鏡報月刊，2001.4，pp.22-24)。在

法輪功及「六四」議題上，與會高層紛紛抨擊係美國及西方反華勢力藉機破壞及

分化黨內領導(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2001.3.9，pp.1、4)。會議指出堅持以經濟工作為重心。

以「三個代表」及「認清形勢、把握大局、齊心協力、真抓實幹」為指導方針，

在黨內講「四個政治」(講究和提高政治鑑別力、政治敏感性、政治經驗、政治水平)，在全社會推廣

「五種精神」，實現「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本會資料，2001.2)。 

該會議顯現出中共高層的危機意識，江澤民長篇講話中表露出對時局的憂

慮。實則會議性質為表態(堅持中共中央對「六四」的判斷和決定，任何情況下絕不讓步改變)及統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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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求黨內領導幹部對前述問題同中央之決定保持高度一致，不允許有背離和保留)。藉以重申保證中共領

導層緊密團結之必要性，相關討論議題具相當之緊迫性和動員效力。可視為鞏固

江核心地位，把穩局勢的重大會議。 

 

◆大幅調動省級領導幹部，胡錦濤、曾慶紅人馬出線 

跡象顯示中共於「十六大」權力交接問題已擺上日程，進行全面人事更替準

備。為配合「十六大」中央委員的改組（地方領導人將成為「十六大」代表及中央委員），自上

年底迄今，已有 14 個省、市、自治區進行大規模領導幹部異動，包括河南、河

北、西藏、福建、四川、黑龍江、安徽、山西、青海、甘肅、貴州、湖北、遼寧、

江西等地，更迭幅度為歷年來最大的一次(亦有防杜貪腐、防止拉幫結派、地方主義之考量)。可

視為「十六大」高層人事部署之前哨戰，各派系人馬爭逐升高。中央部級包括「人

事部」、「司法部」、「科技部」、「國家經貿委」首長亦已更動。各省「人大」、「政

協」領導亦紛紛更替。該波異動特點包括知識及年輕取向、強調廉潔公正、突出

西部概念(從胡錦濤曾任職之西藏、甘肅、貴州等地先入手。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01.2.2)。胡錦濤系

之團派人馬及曾慶紅一線太子黨紛紛出線，更深受矚目(香港文匯報，2001.3.1；香港信報，

2001.2.5，p.15)。 

依據中共中央之組織人事部署，按照「先地方後中央」及「地方中央聯動」

原則進行(中國時報，2001.3.18，p.11)。將在 8月間初步確定「十六大」中央委員候選名單

(本會資料，2001.2)。並在「十六大」召開前半年左右(即 2002年 3月底)全部完成省、部一級

領導班子換屆(給其半年時間主持本省各縣市的換屆工作)。預計今後將有更大規模之人事調

整。胡錦濤近指出在該一換屆過程中，應慎防阻礙換屆順利進行的派系活動、安

插自身親信、藉機整肅異己、就相關人員去留向中央施壓等現象(羅冰，「省部級大換班

大困擾」，爭鳴，2001.1，pp.12-13)。 

 
二、召開「人大」、「政協」九屆四次會議 
◆「十五計畫綱要報告」擘劃經濟發展遠景，財經規劃因應現實需要 
朱鎔基向「人大」提交之報告全文約 1 萬 6 千字，分 10 部分。揭示「十五

綱要」凸顯戰略性、宏觀性及政策性。指導方針為：發展作為主題、結構調整作

為主線、改革開放及科技進步作為動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根本出發點、經

 13



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結合起來。預期未來 5 年年均經濟增速達 7﹪，並將加強農業

列為經濟工作之首務。其他內涵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西部大開發、科教興國與

人才資源、深化改革及擴大對外開放、改善人民生活及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可持

續發展戰略等。兩岸關係及外交方面未如去年分別以專章闡述，併入第十項「加

強精神文明和民主法治建設，加強國防建設」中(新華社，2001.3.5)。 

惟朱亦坦承當前面臨產業結構不合理、地區發展不協調、生態環境惡化、收

入差距拉大、貪腐現象、官僚主義作風嚴重等問題。其報告補充修改 40 處，獲

「人大」代表 97.7﹪支持率通過，與上年持平。會議並批准「十五計畫綱要」，

計補充修改 36 處。該綱要顯示改革思路的新突破，注重發展戰略與政策方向，

及經濟增長的實益(指令性計畫減少，指導性目標增加)，同時更加脫離國家主導軌跡，進一

步走上市場經濟道路。並顯現大陸當局欲在 21 世紀初實現整體國力之跨越式發

展，藉經濟實力站上國際舞臺主導位置之雄圖。 

本年預算赤字安排達 2,598 億元(約 310 億美元)，為歷年最多；國防支出預算達

17.7﹪，為近 10餘年來實質增長率最高的一次。大陸當局指出係為因應軍人加薪

及準備打高科技戰爭，惟其意涵對臺安全威脅之升高，引起各界廣泛關注。 

         

◆「人大」立法與監督權限加強，欲扮演更積極角色 
李鵬於「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中指出要加強對行使權力的監督、密切與人

民關係、在立法中充分發揚民主、廉政建設法制化，並稱要將起草「監督法」列

入本年立法計畫(盼能在兩年內九屆「人大」任期內出臺。新華社，2001.3.9)。此次會議政府正、副

部級官員列席備詢人數歷年最多，約達 120人(較去年多出 40人。中新社，2001.2.25)。「人大」

代表共提案 1,040件，為歷年來最多，其中 4成涉及經濟領域。 

「人大」立法角色日趨活躍。九屆三次「人大」會議一年來共審議通過 14

件法律，另有 12 件草案刻由「人大常委會」審議中；貫徹實施「立法法」為重

要工作。李鵬近再強調經濟立法為「人大」立法工作之首位，為肆應加入「世貿

組織」之情勢，立法步伐將進一步加快，預定於 2001 年內修訂 140 條法令，及

取消 500 多條現有法規(香港東方日報，2001.3.6)。分析家認為法規制定及修訂更加專業

化，意識形態成份降低，可視為一大進步(The Economist，2001.3.15)。 

在監督方面(分為工作監督及法律監督)，上年「人大」試驗性要求 4 個部委遞交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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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列式預算，本年首度擴張至 26個部委(「國安部」及「國防部」除外。香港星島日報，2001.3.7)。

同時各地方政府亦開始要求相關部門向地方「人大」提交預算。「人大常委會」

及專門委員會另將就重大問題(如「三農」、水污染、貨幣政策、打假)組織「執法檢查」及聽

取專題工作報告。前述「監督法」意涵「人大」掌握實體絕對權力之企圖，惟涉

及直接監督中共本身(具體規定「人大」對中央預算、行政部門、一府兩院的各項監督權力及操作方式)，恐

將阻力重重(香港星島日報，2001.3.15)。 

    

◆「政協」企圖提高能見度與影響力，強化參政議政功能 

「政協」(3大職能為政治協商、民主監督與參政議政)作為中共統戰組織，年來提案獻策作

用加強，積極進行反映社情民意之信息工作(據統計九屆三次會議一整年來「政協」共提案達創紀

錄的 3,733 件，意見獲解決或計劃解決者 2,711 件，佔 82.1﹪。提案委員佔總人數 79.4﹪，內容包羅萬象，經濟建設議

題佔 44.5﹪。「政協」並派出 14個代表團訪問 27個國家。人民政協報，2001.3.3)。中共高層亦藉以彰顯「團

結」與「民主」，反映在江澤民於上年 12月「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中宣示加強共

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擴大民主黨派的知情範圍與參與程度。 

本次會議首次增加「界別聯組討論」(共 11 場，如民建和工商聯、教育和醫衛、經濟和農業界

等)，以就特定專業議題提供充分討論之機會。針對「十五計畫」之制定提出大量

建議。會議期間收到委員提案 3,585 件，經審查立案 3,442 件，提案、立案數皆

為歷年最多。「政協主席」李瑞環於閉幕會上突出強調民主監督。坦承「政協」

目前履行監督之職能仍較薄弱，惟力言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政協」將代表民意

監督政府，加強創造民主監督新形式(大公報，2001.3.13)。 

 

三、江理論的充實與創新 
◆江澤民提出以德治國、5種精神 
年來江澤民戮力進行黨建理論之創新及突破，盼將思想路線傳承予第四代發

揚光大，並在理論指導下創立新的幹部選拔考核機制(北京學者認為第三、四代領導人面臨的

最大問題之一即為理論接班問題)。繼「三個代表」(2000 年 5 月提出：中國共產黨始終成為中國先進社會生產

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四個如何認識」(2000

年 6月提出：如何認識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如何認識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如何認識我國社會主義改革實踐

過程對人們思想的影響、如何認識當今的國際環境和國際政治鬥爭帶來的影響。江要求胡錦濤組織理論班底研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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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黨風」(思想作風、領導作風、學風及工作作風。2000年 10月於「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後，1 月 10 日

江澤民於「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提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五種精神」(解放思

想、實事求是；緊跟時代、勇於創新；知難而進、一往無前；艱苦奮鬥、務求實效；淡泊名利、無私奉獻)。及「以

德治國」和「依法治國」並舉(新華社，2001.1.10)，要求在全社會大力宣傳。 

據悉「以德治國」的新理念係中共高層吸收專家意見，經多次研討形成之共

識。旨在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思想道德體系，形成新發展時期

的治國方略，以「道德市場經濟」，抑制「缺德市場經濟」(香港信報，2001.2.2，p..9)。由

於近年來大陸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忽視道德建設，導致弊端叢生；中

共高層爰體察市場競爭、法制的規範，必須有相應的的商業道德及行政道德作為

基礎。分析家認為「德治」概念源於中國儒家傳統倫理道德實踐，與鄧小平提出

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都要硬」要求相契合。中共藉以反制「西

化」、「分化」浪潮(野潭，「江澤民『以德治國』方略來龍去脈」，鏡報月刊，2001.3，pp.33-35)，並給予第

四代領導人在意識形態領域及組織體制更大的整合空間(辛容，「北京學者解讀『以德治國』」，

鏡報月刊，2001.2，pp.36-37)。在操作層面上首要針對以道德思想根除法輪功、貪腐藉以

產生的社會條件。顯示中共在無其他有效整黨處方下，亦圖以德治緩解面臨的合

法性危機(The Asia Wall Street Journal，2001.2.21，p.6)。 

 

◆「三個代表」引發「政改」訴求升高 
樹立「三個代表」理論思想權威，為中共本年初確定之年度 3件大事之 1(另 2

件為順利實施「十五計畫」、市場對外開放；加強社會治安、維持穩定)，已成為當前核心黨建課題，盼

為「十六大」思想路線傳承建構前瞻性之指導原則，為共黨統治之合法性與必然

性奠立持久之利基(亦即為因應經改深化之挑戰，為鞏固執政地位尋求共黨生機及活力)。中共中央並以

提高農村基層幹部隊伍思想政治素質作為解決農村突出問題之關鍵。決定自去年

冬今年春開始，於全國縣(市)部門、鄉鎮、村領導班子中，有計畫、有步驟開展為

期兩年的農村「三個代表」思想學習教育活動(新華社，2001.1.8)。中共高層認為係解

決「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基礎建設，增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凝聚力及戰鬥力

的重大決策，及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及社會全面進步的重大舉措。盼藉以改進農村

基層幹部的思想和工作作風、提高素質、緩解幹群關係緊張、導正精神文化生活、

將學習教育與促進農村工作相結合。江澤民、曾慶紅、尉健行等已至各省進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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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新華社，2001.2.1、2001.2.28、2001.3.28)。 

「三個代表」理論隱含共黨體質轉化之意識形態調整(期由「革命黨」色彩轉向「全民

黨」，傾向社會民主黨)及重新啟動政治改革之跡象。江澤民於 1 月中旬接見日本訪團時

暗示 7 月 1 日中共建黨 80 週年將進一步予以闡釋，言談間並強烈暗示毛、鄧思

想已不符時代需要。預計中共將圍繞該一建黨思想舉辦系列慶祝活動。屆時是否

會有修正共黨教條的深層理論闡釋，為各界所關注(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01.3.21)。據

悉中共高層已籌組相關課題組研析「三個代表」與黨建關係及相關「政改」方案，

為「十六大」確立新時期的建黨綱領提供理論支持，將「三個代表」載入黨綱。 

中共近藉機對外釋放「政改」意圖。1 月間曾慶紅提出以「擴大黨內民主」

作為改革方向。1月下旬據傳朱鎔基於「國務院」黨組生活會上再度呼籲「政改」，

指出當前最大危機是現行政治體制不適應、落伍問題，政治體制不改革就不能使

經濟改革取得決定性勝利，其阻力主要來自黨內(羅冰，「傳朱鎔基突呼政改」，爭鳴，2001.2，

pp.8-9)。渠並於「十五計畫綱要報告」中宣示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指出「實行

民主選舉」，為歷年向「人大」報告中首度明確提及「選舉」。3 月下旬江澤民接

受華盛頓郵報專訪表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依法治國，就是加強政治建設、

完善政治體制的重大措施。「政改」主要目標是努力提高黨和國家的活力、擴大

基層民主，克服上層建築中不符合經濟基礎發展要求的弊端，但相關舉措必須有

利保持大陸政治制度之優勢、有利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Washington Post

網路版，http://www.washingtonpost.com，2001.3.24)。 

在體制內學者官員方面，「兩會」會前「國家體改辦副主任」潘岳提出數十

萬言保守之「政改評估報告」(指出未來大陸的政治體制是共產主義的理想、民主社會主義的宗旨、權威

主義的政策、民族主義的精神。必須讓「政治改革」走在「暴力革命」前面。據悉渠屬於胡錦濤團派人馬)。江澤民

要求於黨內高層傳閱(香港信報，2001.3.7，p.14)。江澤民智囊，前「社科院副院長」劉吉

(據悉為「三個代表」、「以德治國」的幕後推手之一)表示中共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重要而緊迫的

內容就是黨內民主，黨的高級領導集團民主；而黨內仍乏科學方法拔擢幹部，民

主機制的創新首要解決「黨內小人」的問題(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01.3.13 )。中央黨校

副校長李君如則指出「政改」要有周密的部署和充分的理論準備，否則可能出現

重大失誤甚至災難性後果，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唐文成，「中南海今年關注 4 件大事」，鏡報月

刊，2001.1，pp.30-32)。另據悉接近胡錦濤之開明派官員刻研究溫和漸進性的政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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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村級選舉擴至縣級(美國之音廣播電臺，2001.2.2)。 

整體而言，在中共高層「保持政治穩定」的大前提下，相關「政改」舉措趨

於審慎，仍以完善「人大」制度(尤指其中的選舉制)及共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為主要內

容，並圍繞其對各項制度展開改革。其他要項則包括農村基層民主向上一層級提

升、幹部制度改革、依法治國及民主監督等。預計現今迄「十六大」體制內相關

「政改」倡議將漸次出臺，為各界觀察中共未來走向的直接指標。 

 

四、反腐敗鬥爭結合幹部人事制度改革 
◆「兩院」報告揭露反腐成效，具體措施漸次出臺 
江澤民月前指出大陸正處在腐敗現象易發和多發時期，當前領導幹部違紀犯

法、涉案人數之多前所未見，千方百計設法維護和擴大所謂「既得利益」。倘不

解決，中共不但做不到「三個代表」，也會喪失執政地位，社會還會出大亂子。

渠反覆強調黨風廉政建設與反腐敗鬥爭關係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顯示已警覺到

腐敗與中共執政地位能否鞏固的關連性。2 月中紀委書記尉健行於中央工作會議

指出反腐成效不彰肇因於「經改」深化致使社會矛盾交織、管理及監督機制不完

善、公務員收入偏低，而問題責任還是在黨中央，沒有行使對權力的約束和規範，

沒有及時處理黨政高層腐敗濫權(岳山，「尉健行：腐敗責任在中央」，動向，2001.3，pp.17-18)。 

大陸當局於「兩會」會前處決 7名遠華案首批被告，開庭審訊涉貪瀆大案的

前「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蕭揚於「人大」報告指出上

年共判處貪賄分子 17,931人(省部級以上 3人，地廳級 52人、縣處級 350人)。「最高檢察院院長」

韓杼濱則披露上年立案偵查之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共 4萬 5千多件，挽回

經濟損失 47 億多元。其中貪污受賄 5 萬元以上計 1 萬 8 千多件，較前一年增加

134﹪(香港文匯報，2001.3.11)。此次「兩院」報告所獲得票率分別為 70﹪、67.16﹪，創

近年來新低(2000 年為 75﹪及 71.7﹪)，顯示許多代表對政府是否有能力解決貪腐問題仍

抱持深刻懷疑態度。依據前「中科院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估計，近 10 年

來大陸官員自部門計畫及專案項目中挪用及貪污的金額高達 1千 5百億美元，相

當於國民生產總值的 13﹪到 16﹪(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2001.3.8，p.4)，至為驚人。 

針對愈演愈烈的貪腐勢頭，中共高層更深刻承認腐敗與政治體制有關，主要

構想為透過體制、機制、制度進行源頭上的改革，從嚴治黨，發展民主，健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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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以體制創新逐步剷除腐敗現象產生的土壤和條件(唐文成，「江澤民縱論反腐敗」，鏡報月

刊，2001.3，pp.26-29)。上年 12月 27日中紀委第五次全會揭示反腐敗將走向標本兼治、

加大治本的軌道。近期系列具體措施包括：1. 從管權、管錢、管人等易生腐敗的

環節入手，著力改革行政審批制度(使官員權力縮小，受制約監管)、財政管理制度(本年先在中

央及省一級試行部門預算，所有收支納入財政預算管理)和幹部人事制度(提高民主化、透明化和競爭的程度)（中

央日報，2001.2.12，p.9；香港信報，2001.3.16，p.17）。2. 2001年起實行省、部級現職幹部家庭財

產申報制度(岳山，「尉健行險遭暗算」，爭鳴，2001.2，pp.16-17)。3. 1月上旬「海關總署」公布海

關外勤監管人員「九不准」的規定(不准接受工作對象安排住宿、宴請、娛樂，不准索要紅包、有價證

券等。新華社，2001.1.14)。4. 1月下旬「監察部」發出「關於 2001年執法監察工作的安

排意見通知」，要求深入開展國債資金管理使用、「國企」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

金、失業保險金、糧食資金、建築招標投標管理等情形的監督檢查(新華社，2001.2.1)。

5. 「最高人民法院」於「兩會」期間宣示法院全面推行「領導幹部引咎辭職制度」。

6. 「審計署」將審計離任幹部資產擴大至省部級官員。7. 3月下旬中紀委發出「關

於省、地兩級黨委、政府主要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個人經商辦企業的具體規定」，

限制地方幹部之直系親屬利用職權之便進行與公職發生利益衝突的商業活動(不准

從事房地產開發、廣告代理、律師事務所、歌舞廳等。新華社，2001.3.20)。8. 規劃本年度公務員大幅加

薪，除擴大內需考量外，亦盼藉以遏制貪腐。依據 3 月下旬傳達的「國辦發 14

號文件」，調薪回溯至 1月 1日(上半年調增 15﹪，下半年再調增 15﹪。香港經濟日報 2000.4.2，p.A17；

香港信報，2001.3.16，p.17)。分析家認為上述措施部分具有新意，惟在中共自身已形成利

益化的特權腐敗集團，「權大於法」、「黨大於法」的現實下，成效恐難彰顯。而

如何有效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相互制約的權力運作機制來遏制

貪腐，更為一大課題。 

 

◆以「擴大民主」加強幹部監督，作為政治體制改革新突破口 
中共中央於 2000 年 8 月公布「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綱要」後，積極推動

系列幹部遴選、考評具體作為，冀能提升用人素質，為新一代領導人奠定堅實可

靠的組織人事基礎。中組部長曾慶紅擔任重要操盤角色。渠於本年 1月於黨內刊

物發表「幹部人事制度要以『擴大民主』為改革方向」看法，係「十六大」前人

事安排之重要原則，亦為中共高層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進行黨內民主之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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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則進一步闡明反腐敗鬥爭最關鍵還是要解決幹部人事制度存在之問題，把

好任用大門，清掃不良份子，在有效遏制腐敗同時，為推進黨內民主和國家政制

民主化進程找到可行之路。倘不改革，會弱化中共作為執政黨的政治效能，激化

與社會、民眾的對立矛盾。幹部人事制度改革係改革政治體制最關鍵亦最直接之

入口。在改革上較便於操作，可分層次分部門實施，不會對政局產生大衝擊。 

曾揭示改革方向為：1. 進一步擴大群眾之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及監督權，

堅持完善民主推薦、測驗及評議制，試行考察預告制、差額考察及結果通報，擴

大公示制範圍；2. 積極推行公開選拔領導幹部，黨政機關競爭上崗；3. 擴大幹

部任用中的民主，重要幹部任用須集體討論、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

並試行無記名投票表決(唐文成，「江澤民談政制改革新突破口，曾慶紅提幹部制度改革設想」，鏡報月刊，

2001.2，pp.24-26)。 

中組部爰下發「關於推行黨政領導幹部任前公示制的意見」，肯定近幾年來

之試點成效，有助擴大民主參與範圍，走群眾路線。要求在提拔地廳級以下黨政

幹部之前，先將各人選背景資料公示於眾明確規定公示之對象、範圍、內容、方

式、時間及程序(組織人事部門對群眾反映的問題要逐件核實調查，對具發展潛力幹部應看本質及主流，不可因

工作中的缺點影響整體規劃運用，對思想政治素質差，以權謀私、為政不廉者堅決不予任用。新華社，2001.1.31)。 

 
五、機構改革持續深化 
◆縣市機構改革開始啟動 
大陸當局認為機構改革是一項事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戰略舉措，期

能因應市場化轉變政府職能、減輕財政負擔、提升行政效率，並以「行政管理體

制改革」發揮「政改」的替代效果。1998 年推動「國務院」機構改革(40 個部委減為

29個，人員由 3萬 3千減至 1萬 6千人)，2000年推動省級機構改革(機構平均由 55個減至 40個，精簡行

政編制 7萬 4千名，平均達 48.2﹪)，2001 年規劃進行市縣鄉級機構改革(此次為中共建政以來第七次

機構改革)。相關時程雖較朱鎔基於 1998年上任之初宣示「3年完成政府機構改革」

延宕，阻力重重，惟渠仍力爭在任期結束前貫徹該一政策。 

2 月間召開「全國市縣鄉機構改革工作會議」(曾慶紅主持)，朱鎔基指出市縣鄉

機關存在的機構重疊、人員臃腫、角色錯位的現象和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風，

已妨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常進行，且易滋生腐敗，非改不可。中央在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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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分流人員的社會保障已制定相應政策。胡錦濤則要求抓好下述工作：確保

全國市縣鄉機關行政編制精簡 20﹪、與深化幹部人事制度和完善公務員制度結

合、積極推進行政審批制改革、清理整頓行政執法隊伍、規範鄉鎮機構設置及減

少行政編制、切實作好人員分流工作(新華社，2001.2.2)。然地方機構改革涉及幹部抗

拒心態、地方財力及安置就業渠道有限等因素，市縣鄉精簡人數保守估計逾百萬

人，其執行之困難度遠高於中央及省級機構改革，實質成效恐難高估。 

 

◆「國務院」裁撤 9個國家局 
依據「國家統計局中國景氣監測中心」對北京、上海、廣州居民調研顯示，

73﹪認為 3年政府機構改革(尤指「國務院」之改革)基本成功(中新社，2001.3.26)。本年 2月大

陸當局正式撤銷原隸屬於「國家經貿委」的國內貿易局、煤炭、機械、冶金、石

化、輕工業、紡織、建材、煤炭等 9個工業局，原有行政職能併入「經貿委」相

關司局。這些原先於計畫經濟運作下設立的產業部門一旦撤除，有助降低政府對

企業之直接控制，實現政企分開，未來職能轉向政策導向、法規制定及間接調控

經濟(陳德昇，「中共推動地方機構改革設想、功能與挑戰」，共黨問題研究，2001.3，pp.1-3)。 

另方面朱鎔基領導之「國務院」機構精簡亦持續遭遇阻力，若干部委精簡只

是換個名稱，級別不變(如「國家體改委」改為「國家體育總局」、「廣播電影電視部」改為「廣播電影電視局」，

事實上仍維持正部級)。而據傳某些機關醞釀提升級別(原為副部級之「新聞出版署」、「國家工商行政管

理局」、「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國家出入境檢疫局」及「海關總署」等將升格為正部局)，與朱之精簡政策

背道而馳(工商時報，2001.2.17，p.11)。 

 

大陸政情穩定的負面（不利）因素 
 
一、中共高層權力角力升高 
◆接班爭逐浮上檯面 
權力傳承無疑為目前迄「十六大」中共內部最關切之焦點。惟中高層權力分

配將取決於黨內各派之利益交換，矛盾鬥爭恐將更趨激烈。如目前雷厲風行之反

貪腐運動涉及派系微妙關係及利益糾葛，揭發大案為打擊政敵主要手段，江、李、

朱各系藉以剷除異己，進行權鬥，同時擁護自身人馬爭取要職卡位，對未來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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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部署有相當程度之影響。當前發展為廈門遠華案餘波蕩漾，江、朱力主引渡

首犯賴昌星，正面和獲取巨大利益的李鵬集團、解放軍集團、公安集團衝突。而

江、李亦展開保、懲北京市委書記賈慶林的纏鬥，李鵬亟欲拉下賈，以便心腹羅

幹能於「十六大」晉身分管政法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中國時報，2001.1.5)。1月上旬大陸

當局將反貪焦點轉向壟斷電力市場的「國家電力公司」(李鵬及子女牽連甚深)，被視為

李鵬嫡系的相關官員(查克明、譚艾辛等人)全被列入調查，一般視為朱鎔基支持者的反

擊(The Washington Post，2001.1.26)。 

江澤民審慎佈局，意在確立屬意之接班路線及人事安排，惟無法全面主導。

跡象表明目前最有實力的兩大政治派系領袖胡錦濤(共青團派)、曾慶紅(太子黨)正逐漸

開展增強自身派系力量的競賽，兩派力量頗雄厚，人才儲備也頗充足。胡擔任黨、

政、軍要職，在政政治局常委裡分管組織，並任「十六大」籌備領導小組組長；

曾在政治局和書記處分管組織，兼任中組部長和「十六大」組織人事工作，並負

責中辦、中直機關，兼任數個高層決策協調小組副職(另主導公開選拔 12名高級外交官、主持

「江八點」紀念會，插足外事、對臺事務)(香港信報，2001.2.21)。 

立場溫和的胡錦濤接班地位日趨鞏固，渠當前要務係持續保持審慎低調，確

保待位資格(Susan V. Lawrence，"Primed for power"，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2001.2.20，pp.17-20)，並徐

圖佈置自身決策團隊，獲取未來兼具中央委員身分的省、部級幹部支持。自年初

迄今其能見度持續上升，較前活躍(外事活動增加、成為媒體聚焦對象、於黨內批示約談等工作增多、

講話力度加大)。惟渠亦須小心處理來自曾慶紅的挑戰。一般咸信江澤民有意讓曾於「十

六大」佔核心要角地位（甚至可能躋身政治局常委)，延續自身對政局操控力。曾近來異常

活躍，積極樹立獨立工作之形象。惟其爭權姿態反而在黨內遭遇阻力。上年 10

月十五屆五中全會渠未獲增補擔任政治局委員，據悉 12 月下旬又未獲政治局通

過擔任「十六大」籌備領導小組副組長。本年初江澤民在內部會議作了「關於發

揮曾慶紅同志在黨內核心層作用」報告，極力吹捧，惟該文件下發時特別註明內

容未能達成共識(黎自京，「江澤民捧曾慶紅接班」，動向，2001.2，pp.14-16)。分析家認為未來中共

高層格局將走向較脆弱的集體領導制，江有意使胡、曾保持平衡，相互制約，此

為黨內人事佈局第一要務(New York Times，2001.3.12；中國時報，2001.3.4，p.11)。 

在「總理」人選方面，現任「副總理」溫家寶獲朱鎔基鼎力支持，聲勢上升

(據悉出任「十六大」籌備領導小組副組長)，凌駕江澤民支持之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李因東北貪瀆

 22



案要角皆為其舊屬，升職態勢遭掣肘)，惟相關人事佈局仍充滿變數。 

 
◆天安門密件衝擊高層權力格局 
天安門密件英文版 1月上旬在美出版後引起廣泛關注。由於其內容揭露「六

四」期間中共高層之重要決策及江澤民上臺不符合黨章的過程(權力取得未經中央委員會

選舉)，再度打擊江澤民、李鵬威信。一般認為作者「張良」欲藉此書平反「六四」，

並盼重新啟動政治改革步伐。在各方辯論其內容真實性之際，跡象顯示中共高層

對該書至為重視，反應強烈，盼將可能影響消滅於萌芽狀態。1 月 7 日中央書記

處召開緊急會議，曾慶紅抨擊美國勢力介入(羅鳴，「六四文件困擾中共」，動向，2001.1，pp.6-7)。

1月 9日「外交部」立即反擊指陳該書「編造材料，歪曲事實」。1月底大陸當局

成立「專案組」，追查「張良」真實身分及取得機密文件的途徑(法國國際廣播電臺，

2001.2.6)。2月上旬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六四」問題。2月中旬召開之「中央

工作會議」目的之一即重提「六四」定性，期能統一口徑。據悉江澤民指責該書

「真假混淆，用心險惡」，已下令徹查該一「洩密事件」，並要求地方廳級以上、

部隊師級以上幹部輪流觀看官方紀錄片「六四大事紀」(1999年 6月李鵬主持製作以卸責，澄

清當時決策係鄧小平拍板定案。烏蘇里，「中共決定追查『六四』洩密事件」，開放雜誌，2001.3，pp.10-11)，以加強

思想意識形態領域鬥爭(重點是「反五毒」—臺獨、疆獨、藏獨、法輪功、民運)。2月中宣部下發文

件，該書不准入境、不准傳閱、網路上不准下載(「江澤民警告高幹勿失民心」，亞洲週刊，

2001.3.12-18，p.28)。中共發現約 1百多份機密文件丟失(大部分屬軍方權責)，3月 3日江澤民

批示進一步清查文件下落，「國安部」已派出大批特工赴美、加、法、澳、香港

等地追查(稱為「三三行動」。法國廣播電臺，2001.4.5)。北京政界人士認為中共之迅速反應除擔

心「六四」議題再度影響政局穩定外(擔憂其隨時成為引發政治動亂的導火線)，並為當年處理

該事件的高層人士進退，作出某種政治承諾和保證(唐文成，「江澤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

鏡報月刊，2001.4，pp.22-24)。該書英文版編輯之一林培瑞(Perry Link)則認為「張良」並不試

圖影響「十六大」高層新老交替之權力分配。文件曝光是否影響「十六大」權力

佈局(支持改革派之領導人，並對保守派施壓)還很難說(中國時報，2001.3.20，p.11)。 

1 月中旬江澤民接見日本訪團時表示在「十六大」退休的計畫沒有變，並稱

屆時自身將作出某些重大決定(美國之音廣播電臺，2001.1.29)。一般預料屆時交出總書記及

「國家主席」應屬定數，惟渠迄未表態是否亦卸任中央軍委主席。其態度可能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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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依據國內外情勢發展而定。江著眼於政治地位及歷史貢獻問題，對「六四」議

題審慎因應，不願此時有不利因素阻撓。 

李鵬繼上年首度親自宣讀「人大工作報告」後(中共建政以來向由「人大副委員長宣讀」)，

本年再度親自上陣。一度傳出李欲擁江連任以固權，惟受「六四」形象牽累及家

族貪腐疑案影響，政治前景看淡。天安門密件之曝光對其權位影響更為不利，渠

至為敏感，伺機反擊。 

「政協主席」李瑞環據傳於 2月上旬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中拒出任「十屆『人

大』『政協』籌備組組長」，意味「十六大」不願接任「人大委員長」，暗示江亦

應退下(羅冰，「李瑞環拒接李鵬班」，爭鳴，2001.3，pp.9-10)。分析家認為此恐係「以退為進」姿

態，渠挾年齡優勢及在民間良好形象，仍盼於「十六大」人事佈局中更上層樓(政

治局常委只有胡錦濤與李瑞環屆時沒有超過 70 歲法定退休年齡)。天安門密件披露鄧小平當年欲提名

李任總書記，更使李獲得助益。 

朱鎔基並未受「六四」直接波及，惟其左右手溫家寶曾於當時陪同趙紫陽探

望絕食學生，前述官方紀錄片突出播映該一畫面，據稱係李鵬為反對溫出任「總

理」而製造輿論。在黨內高層權力角逐中，朱鎔基之開明作法屢屢為自身樹敵，

製造麻煩。其改革雄圖 3年來屢遭頓挫，包括「國企」改革、糧食改革、政府機

構改革、入世談判、反腐皆遭困難並承受各方責難，主導「經改」力度隨權力基

礎削弱及黨內保守派掣肘而衰微(Financial Times， 2001.3.11)(朱力主嚴辦鄧小平、李鵬家族涉貪腐事宜，

據悉江澤民為免牽連過廣，要求朱停止深入追究。夏文思，「朱鎔基對中共體制絕望」，開放雜誌，2001.1，pp.12-14)。

朱數度堅決表態將於「十六大」退休（此次「兩會」仍有部分代表提案擁渠連任），亦對江、李

造成壓力。 

天安門密件是否如外界預測對「十六大」相關人事變動產生影響、對江全面

固權造成阻力、激化內部權力鬥爭恐難斷言。中共高層仍齊心共同維護共黨領導

體制，權力層面之波動不會超過這個底線。該書之後續效應尚待觀察。 

 

二、社會不安持續擴大 
◆針對當前影響社會政局穩定之問題，大陸當局嚴密因應 
隨著「經改」深化，內部卻乏有效的平衡監督機制，社會困局與矛盾持續蓄

積(包括部分改革措施不配套、政策不落實；收入差距過大；貪腐蔓延和官僚主義等因素)。一年來社會抗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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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與事由有逐漸擴大的趨勢，群體性事件表現方式亦日趨激烈，人民內部矛盾

上升甚至激化。大量下崗職工、省級幹部、農人等群起爭取彌補受損的正當權益。

法輪功的積極抗爭更讓大陸當局芒刺在背。上年底江澤民指出影響當前和未來社

會穩定的隱患為下崗職工(大陸當局調查顯示過去 4年中已有約 4千萬工人在「國企」改革中下崗；「勞動和

社會保障部長」張左已於「人大」會議指出未來 5年失業人口將達千萬)、農民負擔(據海外傳媒統計近年農民不堪

負荷抗稅抗捐集體上訪鬧事平均每年多達 12萬宗，每天 300餘起。大陸官方統計指出農民收入年均增速為都市居民的 3

分之 1)、腐敗難禁(據「社科院社會形勢分析課題組」上年 10月對地廳級幹部調研結果，認為「腐敗」係當前最嚴

重的社會問題)和法輪功猖狂。據悉 1月 30日中共中央及「國務院」下發第三號文件，

要求各地黨委、政府列出本地最易引發政局動盪的問題，採取有力措施防範未

然。其臚列 12 個當前影響社會政局穩定的問題：黨政幹部腐敗勢頭不能有效遏

止；黨群關係緊張、激化；黨政幹部和家屬的特權；貧富差距、地區經濟發展差

距繼續擴大；民主法制建設受到黨內干擾；司法公開、公正缺乏制度上保證；金

融領域存在危機；下崗職工隊伍擴大、社會保障配合不上；各地區民族間矛盾激

化；西方反華勢力支持國內敵對、邪教、分裂主義、黑社會勢力；地方黨政部門

處理重大事件失當或違反黨的政策；加入世貿組織初期可能之社會動盪(羅冰，「三號

文件：今年要過六關」，動向，2001.2，pp.8-10)。 

3 月「兩會」期間，大陸當局為防可能之騷亂，會場內外安全部署之嚴密前

所未見。此皆顯示不安情勢持續發酵。大陸當局相關報告紛透露對經濟發展過程

社會不安之隱憂。朱鎔基突出強調「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係」；尉健

行指出正確處理新形勢下的人民內部矛盾，為當前面臨的重大政治課題和緊迫政

治任務，要切實把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解決在基層(王宇，「『兩會』突出民主監督和關心民

眾」，鏡報月刊，2001.4，pp.28-29)。 

治安惡化亦為警訊，可能引發政局動盪。「公安部」於本年初開始於重要城

市成立 200 支防暴警察部隊(直轄市一律設置至少 300 人），以處置群體性治安事件及暴力

恐怖案件等騷亂，大陸當局認為係維護穩定大局的重要保證(新華社，2001.1.19)。4月 3、

4日召開「全國治安工作會議」，政治局常委全員出席，指出社會治安不僅是重大

社會問題，也是重大政治問題(江澤民強調要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明確要求開展「嚴打整

治鬥爭」打擊 3 類犯罪：1. 有組織犯罪、帶黑社會性質的團夥犯罪(大陸當局上年 12

月召開「打黑除惡」專項會議，體察黑幫勢力龐大，已滲透到地方政府決策層，和黨政、司法系統相勾結，於累積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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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力後協助敵對組織在大陸推動「和平演變」，威脅中共政權)、流氓惡勢力犯罪；2. 爆炸(3月下旬石家莊

特大爆炸案震驚中共高層，江澤民指示 6 項嚴打犯罪措施)、殺人、搶劫、綁架等嚴重暴力犯罪；3.

竊盜等影響群眾安全的多發性犯罪(新華社，2001.4.3)。會後公、檢、法系統全面動員，

佈置落實會議要求。 

經濟多元化和信息革命必然引致社會控制趨於弱化，大陸當局控制公共輿論

能力事實上持續下降。一方面尋求重視「信訪」（人民來信或來訪）等解套方策(據「國家信

訪局」統計，各地縣級以上黨政機關受理群眾信訪總量已連續 7年上升)，另方面經常歸因為外力的煽動，

而採取壓制嚴打舉措。大陸當局如何有效因應層出不窮的社會衝突與不安，為重

大課題。 

 

◆反法輪功重新定調，升高為政治運動 
年初以來大陸當局已對全黨和全社會打擊、粉碎法輪功作出具體部署，進行

有組織、全方位、全國性的控制。揭批法輪功運動鋪天蓋地而來。1 月下旬天安

門自焚事件後，大陸當局指出法輪功係「反政府組織」(1月 30日中共中央發出文件指陳)，

「對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的破壞力量」，「西方敵對勢力用來妄圖顛覆中共、改

變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工具」(人民日報，2001.1.20)，將其定調提高到嚴肅、尖銳的政

治鬥爭層次。江澤民甚至指稱法輪功事件為「第二次『六四』動亂」(烏蘇里，「中共

決定追查『六四』洩密事件」，開放雜誌，2001.3，pp.10-11)。大陸當局並將專責單位從公安部門提

升至國安部門，將其定位由社會治安問題提升為國家安全問題。2月 9日召開「全

國政法綜治宣傳工作會議」將之列入年度治安管理重點(新華社，2001.2.9)，2月中旬「中

央工作會議」作出政治動員和安排。中共中央成立常設機構「六一Ｏ辦公室」，

由李嵐清任組長，統籌負責法輪功鬥爭。各省皆成立清查專責機構，由地區第一

把手負責，盼將活動杜絕在地方，避免至北京生事（香港明報，2001.2.12)。 

大陸當局反法輪功涉及意識形態和宗教理念的對立。大規模解放軍及黨幹部

參與練功，反映信仰危機之深重。中共高層深感政權受威脅，將之視為頭號敵人，

排在「民運」及「黑道」之前。以其打擊規模而言，當成國家緊迫事件來處理(香

港信報，2001.2.10，p.18)，將社會問題推壓成政治問題(蘇紹智，「中共再度走極端—談江澤民對法輪功的

瘋狂鎮壓」，爭鳴，2001.3，pp.49-52)。事實上大陸當局面臨兩難窘境，擔憂任令致之形同默

許社會自主性組織勢力存在，強力執行可能引發更激烈的反抗和國際譴責(7 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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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奧運在即)。惟在「穩定壓倒一切」前提下，預計「十六大」之前仍會採取較強硬

路線。然禁制法輪功難度極高，大陸當局的掃蕩舉措使二者對抗急劇升高，引爆

社會潛在衝突，反而為今後政治社會穩定投下巨大變數。 

 

三、理論界針對「三個代表」爭辯升高 
◆左派持續抨擊，私人企業家入黨問題引發各派辯論 
「三個代表」理論引發之意識形態領域騷動方興未艾。老左派、新左派延續

年來之強烈批判立場，認為係修正主義路線，背離「無產階級前鋒」面貌，走向

私有化，喪失社會主義道德基礎。自由派認為其意涵仍過於保守，無法突破政治

困局。若干知識分子則持審慎態度，期許能引致更開放的政治及憲法改革。 

保守派元老宋平自上年 10月下旬以來已召開 3次「老同志生活會」，要求對

「三個代表」統一看法及認識，與會者多反對將其作為第三代思想理論載入黨章

(黎自京，「中共造神新一波」，動向，2001.1，pp.14-15)。2月間「左王」鄧力群再上萬言書指責江

放棄階級路線、放棄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吳隅，「兩封『萬言書』的妙用」，動向，2001.3，pp.28-29)。

猶有甚者，權力之爭引發意識形態之爭。據悉李鵬刻聯合鄧力群及少壯新左派學

者，倘渠在今夏確定淡出「十六大」，將醞釀在理論界及意識形態領域對江之修

正主義路線全面加以反擊。李深刻運用已成為新左派大本營之「社科院」，以彌

補老左派理論體系之不足(香港信報，2001.2.5，p.15)。新左派(若干人自稱係「社會民族主義」)持續

質疑「經改」、外資及市場化耗損過多社會成本，背離人民利益，其訴求年來頗

獲中下階級工農支持(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2001.3.23)。 

「三個代表」中有關中共代表先進生產力乙節，顯示執政思維的微妙轉變，

體察共黨體制應順應客觀情勢的變化與時俱進，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開展知識

經濟時刻，黨內應注入先進的、健康的政治力量(美國之音廣播電臺，2001.1.14)。1月上旬

江澤民接見日本社會黨黨魁土井多賀子時表示私人企業家入黨問題還在研討

中。觀察家認為江為此深感困擾(1989年中共立法禁止其後之私人企業家入黨)。倘予以開放，象

徵共黨與私人企業達成協議，並更加促成私部門之蓬勃發展。左派雜誌真理的追

求抨擊其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浙江省委書記張德江擔憂將模糊黨的性質、

造成工農疏離。自由派人士(含中央黨校學者)則認為解禁與市場改革、私有經濟比重升

高、整合全球經濟、引進高新技術之趨勢相符合 (Susan V. Lawrence，"Both party ma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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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man"，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2001.3.8)。該問題癥結在於共黨已變質為代表什麼階

級的利益，據悉江之智囊刻謹慎研析，盼減緩保守派之強力反對。另據傳江幕僚

刻研究未來於大陸實行總統制之可能性(香港信報，2001.1.29，p.22；1.30，p.9)，涉及尖銳敏

感之體制重大變革議題。前述左、右意識形態論戰持續升高，且涉及派系利益與

路線權鬥。未來發展深值觀察。 

 
◆學界「政改」呼聲再起 

1998、1999 年間大陸學界出現有關「政改」的多元呼聲，至 1999 年底因大

陸當局政策左轉而趨於沈寂。2000年初若干自由派知識分子遭批判，文章被禁。

近來隨著「三個代表」理論提出及「十六大」將屆因素，輿論界再度活躍，惟整

體而言相關倡議趨於保守穩健，許多體制外改革派原先呼籲的多黨政治、西方民

主等訴求較少出現，轉向「體制內改革」思維，並不欲挑戰中共「一黨專政」，

該一現象值得留意。如黨禍一書作者王力雄提出「逐層遞選制」，認為係從專制

社會過渡到民主社會最平穩的方法。任石寐倡議建立「政治特區」，仿照香港模

式在海南或東北設立，以實現「政改」軟著陸。北大教授徐湘林指出大陸漸進改

革要成功，須以有利於中共領導地位為條件(中央日報，2001.2.12，p.9)。學者杜潤生(要從

基層到高層形成一種便於發揮民主、相互制衡的政治結構，以堅持民主團結民眾解除矛盾)、林尚立(黨內民主是整

個民主發展的原動力)、徐偉新(社會主義本質上是最民主的制度)、王躍生(「政改」與「經改」相關，是公共政

策選擇問題)亦紛紛提出溫和之「政改」觀點(鄭蓬，「北京輿論再籲政改」，前哨，2001.3，pp.9-11)。 

而經濟學者則紛紛從推進「經改」順利進行，去除政經體制絆腳石的角度呼

籲「政改」。如 1 月間北大教授吳敬璉表示「政改」首先是財產權利的保護，第

二是法治，第三是直接選舉(本會資料，2001.2)。另一方面，自由派學者曹思源則提出

較為大膽的主張，依照英美政制，「人大」改革為下議院並開放直選，「政協」改

革為上議院。渠認為二者皆非權力核心，為「政改」最易進行之處，其次為政府

改革，最後階段為共黨自身改革。渠關切權力配置、分權與制衡，力主中共改名

為「中國社會黨」(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01.3.15)。前述趨勢顯示現階段中共高層在可

控制、減少衝擊範圍內允許社會一定程度之「政改」討論聲浪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