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觀察
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楊開煌主稿

 會議通過的「十四五」規劃和「二Ｏ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是
極具野心的發展藍圖，透過制度優勢，藉「用大作強」、基層組織、
一黨專政、民本思想等手段達成。
 「十四五」時期中共將在科研、高教和人才加大投入，深圳一定有
示範作用，追求進入創新國家。
 和平發展是主題，但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是不可挑戰的底線，臺灣
應留意中共對臺方針漸凸顯國家統一高於和平手段。

（一）前言
庚子年的大半年中共都在抗疫，如今在中國大陸疫情得以控制，
疫苗也在有序開發，中共在 10 月底，召開了「十九屆五中全會」，
此一會議必須向中國大陸人民交出中共執政的成績，提出中國共產黨
如何應對國際大變局的因應之道，值此全球深陷新冠疫情之際，中國
大陸的走向規劃倍受矚目，臺灣尤應重視。

（二）中共的答卷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於本（10）月
26 至 29 日召開，29 日傍晚公佈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
議」公報，111 月 3 日傍晚公佈習近平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
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的
說明，2以及「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
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的「全文」3（以下分別以「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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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全文」代稱）。這三份文本、以「全文」為詳實，
「公報」為

綱要，
「說明」為補充。一言以蔽之，其實就是中共面對當前國際「疫
情嚴峻」和「百年變局」考題的答卷，習的「說明」稱：「建議稿起
草的總體考慮是，按照黨的「十九大」對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作
出的分兩個階段推進的戰略安排，綜合考慮未來一個時期國內外發展
趨勢和我國發展條件，緊緊抓住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深入貫徹新發展
理念，對『十四五』時期我國發展作出系統謀劃和戰略部署。」此一
建議稿「全文」由 15 個部分構成，分為三大板塊：總論、分論和結
尾。總的指導思想是：以制度優勢，推動中國的科技自立自強，以之
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滿足人民需要，其答案的邏輯如下：
「全文」首先是闡述中國大陸現有的成就，這是中共領導人民應
對變局的基礎和實力。「公報」羅列「2020 年國內生產總值突破 100
兆元」
、
「人民生活水準顯著提高，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
，
「5,575
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
「糧食年產量連續五年穩定在 1 萬 3,000
億斤以上」「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醫療保險覆
蓋超過十三億人，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近十億人」
、
「城鎮新增就業超過
六千萬人」
、
「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
、
「疫情防控取得
重大戰略成果」等，如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勝利在望，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向前邁出了新的一大步，社會主義中國以更加雄偉的身姿屹立
於世界東方。」
其次是對國際和國內的形勢判斷。「全文」的標題就是「我國發
展環境面臨深刻複雜變化」
，在判斷上充滿辯證理解，在國際局勢方
面「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
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國際環境日趨複雜，不穩定性不
確定性明顯增加。」但「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
，然而「主題」
在判斷上已經不同於以往的「主旋律」
。後者是指客觀存在，而前者
更指向努力爭取或維護。
國內形勢則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重點領域關鍵
環節改革任務仍然艱巨，創新能力不適應高品質發展要求，農業基礎
新華網，2020 年 11 月 3 日，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zywj/2020-11/03/c_11266932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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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不穩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生態環保任重道遠，
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會治理還有弱項」。
以上的判斷，帶有高度的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足見中共領導階
層完全沒有自滿於「十三五」所獲得的成就，而是在既有的成就中看
到危機，看到持續努力的方向，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制度的長處和弱點，對選舉制度而言，自我揭短無疑於授敵以
刀，所以必須自捧；對一黨執政而言，只有自我批評，才能不斷改革。
其三在上述的基礎和實力上，在面對不確定的變局，中共呼籲「保
持戰略定力，辦好自己的事，認識和把握發展規律，發揚鬥爭精神，
樹立底線思維，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善於在危機中育先
機、於變局中開新局，抓住機遇，應對挑戰，趨利避害，奮勇前進。」
在變局中，首先不斷要求「辦好自己的事」
，這幾乎是中共領導人相
同的處變哲學，毛澤東的自力更生，鄧小平韜光養晦都是一個道理，
不過習在有實力的基礎，要求把握規律，發揚鬥爭，主動求變，則有
引導變局，化危為機的意圖。
其四是未來五年的目標設定為「六新」即「經濟發展取得新成效、
改革開放邁出新步伐、社會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態文明建設實現
新進步、民生福祉達到新水準、國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
；到 2035
年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是：國家「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
合國力將大幅躍升」
，
「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將再邁上新的大
台階」
，
「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
，建成「文化強國、教育強國、
人才強國、體育強國、健康中國、科技強國、製造強國、質量強國、
網路強國、交通強國」使得中國成為「健康中國、美麗中國、平安中
國、數字中國」，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
其五是實踐目標的立足點是改善人民生活品質，提高社會建設與
治理水準。
其六是達成目標的方法，第一就是堅持創新在現代化建設全域中
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全文」指
出「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加快建設科技強國。所以要「制定科技強國
行動綱要，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提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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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技術創新能力」
、
「激發人才創新活力」
、
「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
總之，今後的五年中共在「科研、高教和人才」三方面的投入一定加
大，改革的力度也會很明顯，深圳在這方面一定有示範作用。第二創
新和科技都必須「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
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第三是「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
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
，
「要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
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
其七完成目標的保證：「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二〇二七年實現
建軍百年奮鬥目標」
（加快機械化資訊化智慧化融合發展，全面加強練兵備戰，
提高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戰略能力）
、
「調動一切積極因素」
、
「推

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
、
「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
「推進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
、
「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
體」
。
「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無疑是十分
具有野心的國家發展的藍圖，但是證諸以往的歷史，世界不可能再漠
視中共的藍圖，西方的主要媒體，包括美國的「華爾街日報」
、
「紐約
時報」
，英國的「金融時報」
，德國的「德國之聲」等都特別注意到中
共所提出的「加快建設科技強國」的目標，因為中國大陸的制度優勢，
有可能成為提供目標實現的保證。

（三）制度保證
從上述的因應邏輯來看，中共的策略是以「現有的成績，增加自
信」
，再以「自我強化的戰略規劃，應對變局」
，這種的應對之策，基
本上充分利用中國大陸以下優勢：
第一、用「大」作「強」
：中國大陸的面積大，市場大，人口多，
勞動力多，受教育的人力足，總體而言，這些優勢使得中國大陸以往
在因應變局上，先天上有利於以足夠的空間換取因應時間，不致於快
速失利，有利於從容應對；現在的中共則更進一步將中國大陸的「大」
變「強」。
第二、組織起來：中共是歷朝歷代極少數可以有效地組織中國大
陸人民的統治者，透過黨的組織、透過機關單位、街道居民、農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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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組織把人民組織起來，因此，以往政權講「萬眾一心、勠力同心」
是鼓舞士氣的口號，而在中共的表述中，則表現為「民族力量」
。所
以習說：
「讓世界知道了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
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4」組織起來所以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
、
「集中精力求突破」
、「集中精神攀高峰」、「集中意志成偉業」，中共
在這個意義上改變中國大陸人民千年以來的小農生產的性格。
第三、一黨執政：對比西方的政治學理，一黨執政是最壞的政治
運作方式，因為這必然導致法西斯式的獨裁；但是對中共而言，外有
蘇共的教訓，內有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訓，所以改革開放以來，一黨
執政的中共一直有著強烈的「亡黨亡國」的危機感，促使中共自身不
斷改革，也不斷調整其「一黨執政」的方式，雖然迄今依然存在著制
度不成熟危機，仍待改革、調整的必要性，但是應該說中國共產黨也
摸索出若干「一黨執政」的積極作為，例如「黨要管黨，從嚴治黨」，
「黨政分開」的努力，決策前多元的民主協商制、常態的政治局擴大
學習、職位上崗公示制、領導人接班培養制、領導人實地調研式、幹
部下級掛職，幹部黨校學習制等等，加上不定期的動員式的時事學習，
在防止腐化方面，習採取制度和動員相結合的方式，如「國監委」的
設置，中央巡視組常態化，和人民的監督等，這些作為大大強化中共
這個黨的幹部和黨員時時保持其警覺心。
第四、民本思想：從毛澤東革命開始，中共倡議的為人民服務，
到如今習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教育，習宣示「人民對美好生活
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5」中共不實行西方人民選舉的制度，
但是 70 年來，雖然其間走過彎路，也出現過嚴重的錯誤，不過迄今
為上，其執政的權力基礎相對穩固，中國大陸的政局相對穩定。
因此，中共這份面向中國大陸人民，面向未來，面向變局的答案，
是一份「樹立底線思維，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的答案。
答好了中國大陸內部的答卷，那麼外部的打壓縱有影響，最終也是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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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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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很難影響大局。

（四）紅線挑釁
唯一的挑戰是中國大陸的國家安全、發展的紅線，才是可能遲滯
中國崛起的關鍵點，從「全文」的回答來看，中共的努力依然是維護
「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深入人心」
。因
此，不到萬不得已，習在短期內不會以非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然而，
習也說「我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
的保障。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我國各類矛盾和風險易發期，各種可
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設置專章對統籌發展和
安全、加快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等作出戰略部署，強調要堅持總體國家
安全觀，加強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建設，築牢國家安全屏障」
。所以
習對變局也作充分的「非和平」的全面準備。
首先從法律層面，中國人大網在 2020 年 10 月 21 日公佈「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防法（修訂草案）
」
（以下簡稱國防法草案）
，其中第 8 章「國
防動員和戰爭狀態」第 47 條列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統一、
領土完整、安全和發展利益遭受威脅時，國家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
進行全國總動員或者局部動員」
。而與舊版本相比，該條新增「發展
利益」4 個字。此外，第 1 章總則部分第 2 條，在制止對象中加入了
「分裂」一詞，在保衛物件中加入了「發展利益」一詞。6這使得中
共可以與時俱進，以實力基礎地解釋其「發展利益」
，取得行動主動
權的法理依據。
其次是行動規劃，在「公報」中，首次提出「加快機械化資訊化
智慧化融合發展，全面加強練兵備戰，提高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的戰略能力，確保二〇二七年實現建軍百年奮鬥目標。」在「全
文」的第 14 段，以近 600 字描述中共未來的國防建設，相信針對當
前中國大陸的西南邊疆，南海議題，臺灣問題，和東海爭執等都具有
「勿謂言之不預」的警示作用。當然在行動層面，還有解放軍的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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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軍事演習，特別是在臺海的空軍行動等等。
其三是輿論層面：最為直白的就是習在 2020 年 10 月 23 日北京
舉辦的「紀念抗美援朝 70 週年大會」致辭時的講話，7他說：
「抗美
援朝戰爭，是在交戰雙方力量極其懸殊條件下進行的一場現代化戰
爭。…經過艱苦卓絕的戰鬥，中朝軍隊打敗了武裝到牙齒的對手，打
破了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他又說「最終用偉大勝利向世界宣告『西
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佔一
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中國人民深知，對待侵略者，就
得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同他們對話，這就是以戰止戰、以武止戈，用
勝利贏得和平、贏得尊重。中國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難和
風險面前，腿肚子不會抖，腰杆子不會彎，中華民族是嚇不倒、壓不
垮的！…面對來自各方面的風險挑戰，面對各種阻力壓力，中國人民
總能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總能展現大智大勇、銳意開拓進取，『殺
出一條血路』！」這些極有底氣的言語，應該說是中共「改革開放」
以來所僅見，帶有明確的警示作用。
在對臺部份，除準軍事行動外，公佈「迅雷—2020」專項行動的
有關情況，人民日報稱「此次專項行動，共破獲數百起臺灣間諜竊密
案件，抓獲一批臺灣間諜及運用人員，打掉多個臺灣間諜情報機關針
對中國大陸布建的間諜情報網絡。」隨後發表了「告臺灣情治部門書」
，
提出「我國家安全機關會堅決運用反分裂國家法、反間諜法等法律武
器，緊盯不放、窮追務獲、一追到底。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希
望這些頑固分子盡早認清形勢，早早收手，回頭是岸，莫要眷戀窮城，
徘徊歧途，自尋絕路。勿謂言之不預也。」8都可以視為輿論戰的準
備。
總之，在紅線之前，中共一貫是「兩手準備」
，「兩手都要硬」，
臺灣問題是中國共產黨當前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從「全文」來看，
中共處理問題的導向，已經改變由「處理臺獨」轉向「處理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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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
「在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 7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人民網，2020 年
10 月 23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0/1023/c1024-31903639.html。
8
安平，
「人民日報刊文：告臺灣情治部門書」
，江蘇頻道，2020 年 10 月 15 日，
http://js.people.com.cn/BIG5/n2/2020/1015/c359574-34350271.html。
7

所以在用語上，著眼兩岸人民，著眼統一後的「長治久安」，國家統
一的目的高於和平手段。這些都是臺灣必須高度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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