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政治
習近平出席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並發表講話，稱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進入新發展階段、為解決人類問題提供「中國方案」
，強調因應時代變化、推進理論創新。
中共公布「十九大」代表名單，「十八屆七中全會」通過「十九大
」報告稿、黨章修正稿等案，陸續完成「十九大」準備工作。
孫政才遭指控庸懶無為、腐化墮落等多宗罪行，「十九大」前遭開
除黨籍、公職；惟官方通報措辭調整引發關注。另「十九大」前
密集查處高官，重申其高壓反腐態度未變。
官媒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係新事物，仍須透過改革繼續完善。
另習近平要求維護中共領導、持續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
中共官方刊物披露習近平對共青團之嚴厲批評；另共青團中央書記
處第一書記秦宜智轉任質檢總局副局長，貶意明顯，顯示共青團
背景已非晉升保證。

一、持續進行「十九大」準備
習近平「726 講話」稱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推進理論創新，中央、
地方續為習思想論述造勢
習近平於今（2017）年 7 月 26 日出席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並發表講
話（簡稱「726 講話」），總結「十八大」以來工作與成果，包括貫徹新發展理念、全面深
化改革、推進依法治國、加強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等；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
入新的發展階段，及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解決人類問題提供
「中國方案」
。習表示「十九大」能否提出具有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的行動綱
領，事關重要，要求續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牢固樹立道路、理論、
制度、文化自信；強調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基礎上，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並推進理論創新，以更寬廣、長遠視野掌握國家發展戰略問題，因應時代變
化（新華社，2017.7.27）。為習近平思想論述寫入「十九大」報告及中共黨章預作鋪陳。
本季中共中央、地方黨政要員陸續為習思想論述造勢。包括 8 月 3 日中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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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部長、國新辦主任蔣建國向駐京外媒介紹習「726 講話」，稱「習近平治國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已經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科學的理論和實踐體系，也就是思
想體系」
（人民日報，2017.8.4）
。8 月 7 日起，各省市區黨委書記陸續於人民日報向「習近
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表態，將「十八大」
以來各地施政成果歸功於習的領導，並一致強調維護「習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
集中統一領導地位。中共官媒並刊發專文，指「726 講話」為「十九大」奠定政治、
思想、理論基礎（新華社，2017.7.27、2017.7.31；人民日報，2017.7.31、2017.8.3）。

公布「十九大」黨代表名單，突顯政治紀律與政策考量
「十九大」黨代表原規劃應選 2,300 人，9 月 29 日公布之名單共 2,287 人，其
後又有 7 人因資格不符遭剃除（最終應到 2,354 人，含選出之 2,280 人、特邀代表 74 人；實到 2,338 人，16
人請事、病假）
；中組部表示

27 人存在「不宜作為代表」問題，經中央批准取消資格，

其中重慶市因出缺較多，召開黨代會補選 14 人。中組部指出，「十九大」代表實
行差額選舉，差額比例高於 15％，黨員參與率平均達 99.2％，較「十八大」時提
高 1.2％，選舉工作強調政治、組織和選舉紀律；
「十九大」代表平均年齡 51.8 歲，
94.2％具大學以上學歷；與「十八大」代表相較，生產和工作第一線黨員（包括工人、
農民工、農民、專業技術人員）代表比例提高

3.2％，女性、少數民族代表分別增加 30 名、

15 名，結構分布及代表性均有所提升（新華社，2017.9.29、2017.9.30、2017.10.17）。
此外，新華社 10 月 1 日刊文說明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當選「十九大」代表
情況，指渠等打破過去政治局常委多於原籍、曾工作地或曾工作單位參選黨代表
之慣例，係為突顯重視脫貧攻堅、「一帶一路」、邊疆少數民族等重大戰略、政策
之政治考量（新華社，2017.10.1）。

「十八屆七中全會」通過「十九大」報告稿等案，另中紀委調整其
工作報告審議程序以體現中共中央集中統一領導
中共於 10 月 11 日至 14 日召開「十八屆七中全會」
，決定 10 月 18 日召開「十
九大」
，討論通過提交「十九大」審議之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稿、中央紀律檢查
委員會報告稿及中共黨章修正案稿；並審議通過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孫政
才、黃興國、李立國、孫懷山、吳愛英、蘇樹林、楊煥寧、王三運、項俊波、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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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峰、楊崇勇、張喜武、莫建成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以及中央軍事委員會
關於王建平、田修思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孫政才等人開除黨籍處分；
另遞補崔波、舒曉琴、馬順清、王建軍、李強、陳武、陳鳴明、趙立雄、趙樹叢、
段春華、洛桑江村為中央委員會委員（新華社，2017.10.14）。
會議公報評價中共過去 5 年工作，稱「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
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
，指以習為核心的中共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
氣和強烈的責任擔當，解決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許多過去想
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歷史性變革。會議並總結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工作，肯定各級紀委忠誠履行黨章賦予職責，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嚴明政治紀律
和政治規矩，淨化黨內政治生態，強調「反腐敗鬥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並鞏固
發展」（新華社，2017.10.14）。
此外，中紀委第八次全體會議於 10 月 9 日舉行，中紀委網站 10 月 10 日發布
消息指，預計向「十九大」提出的十八屆中紀委工作報告，審議程序由以往中紀
委常委會單獨徵求黨內意見、中紀委全會進行審議及直接同意提請黨代會審查，
調整為先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和「十九大」報告稿、
黨章修正案一起徵求黨內意見，再經中紀委全會、
「十八屆七中全會」審議後送「十
九大」審查（中共中紀委監察部網站，2017.10.10）。中紀委說明，此一改變係體現黨章要求及
中共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部分分析認為，中紀委藉調整「十九大」工作報告審
議程序，強調黨對紀委的領導地位（中共黨章第 43 條規定，中紀委係在中央委員會領導下工作；各級紀
委係在同級黨委會、上級紀委會雙重領導下進行工作）
，除在凸顯遵守黨章規定外，或在化解黨內對

紀委權力之疑慮（信報，2017.10.11；明報，2017.10.13）。

二、密集查處貪腐高官
孫政才遭指控庸懶無為、腐化墮落等多宗罪行，
「十九大」前遭開除
黨籍、公職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前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今年 7 月因涉嫌嚴重違紀，
被免去相關職務及立案審查。9 月 6 日，中紀委旗下「中國紀檢監察」雜誌文章透
露，孫政才落馬與巡視組有關；其後在「砥礪奮進的五年」大型成就展中，一則
圖說提及中共中央嚴肅查處周永康、薄熙來、郭伯雄、徐才厚、孫政才、令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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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違紀案件，懲治政治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分子，消除重大政治隱患（中國紀檢
監察雜誌，2017 年第 17 期；長安街知事，2017.9.28）
。9

月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孫政才違

紀案決定開除其黨籍、公職，並移送司法處理；各地（包括重慶、天津、吉林、福建、江蘇、陝
西、黑龍江及廣東、共青團中央等）紛表態擁護中共中央處置，指孫案的處理深得黨心、軍心、

民心，並強調將嚴守政治紀律與規矩、站穩政治立場（人民日報，2017.9.30；長安街知事.2017.9.30；
廣州日報，2017.10.1；新華社，2017.10.1）。

中共在官方通報中點出孫政才背棄中共宗旨、喪失政治立場，講排場、搞特
權，選人用人唯親唯利，洩露組織秘密，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巨額財
物，官僚主義嚴重，庸懶無為、腐化墮落，搞權色交易等多宗罪行，並指其社會
影響極其惡劣。惟 9 月 29 日新華社下午發布通報原指孫「毫無理想信念、嚴重踐
踏政治紀律」，晚間又修改為「動搖理想信念、嚴重違反政治紀律」，略為趨緩；
中共對外文件向來字斟句酌，此次措辭微調，部分評論將之導向中共權力內鬥、
或發布失誤，亦有分析認為係反映中共高層對孫案處理高度慎重（新華社，2017.9.29；多
維新聞網，2017.9.30；成報，2017.10.1）。

「十九大」前密集查處高官，持續宣示高壓反腐態度
除孫政才外，本季中共續有官員遭查處。包括 7 月 18 日，中國大陸最高人民
檢察院連發對前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蘇樹林及前河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楊崇
勇、前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王銀成、前安徽副省長周春雨、
前中國中化集團公司總經理蔡稀有等 5 名高官的立案偵查決定；7 月 31 日，前安
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楊煥寧因嚴重違紀遭留黨察看 2 年、行政撤職；8 月 1 日，
前銀監會主席助理楊家才因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與公職；9 月 22 日、23 日，中紀
委接續宣布前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前保監會前黨委書記兼主席項俊波及前中紀
委駐財政部紀檢組組長、前財政部黨組成員莫建成遭雙開；9 月 25 日，河北省石
家莊市中級法院公開宣判前天津市委代理書記黃興國受賄案；10 月，前重慶市副
市長何挺、沐華平均遭撤職降級；另傳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夏崇源、警衛局局長張
智文遭查。中共密集對落馬高官進行黨紀審查和司法審判，展現其整治幹部力道
並未放鬆，並藉以重申其高壓反腐態度（中國網，2017.7.19；新華社，2017.7.31；中紀委網站，2017.9.22；
明報，2017.9.26；大公報，2017.9.27）。據中紀委副書記楊曉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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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9 日在「十九大」記者

會稱，
「十八大」以來，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共有 43 人遭立案審查（中紀委網站，2017.10.19）。

三、政治改革相關動向
官媒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係新事物，仍須透過改革繼續完善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於 8 月下旬出版「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論述摘
編」
，收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之政治發展相關言論；強調中共中央堅定不移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宣稱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不斷發展社
會主義民主政治（人民日報，2017.8.29）。中共官媒評論文章指「道路問題是關係黨的事
業興衰成敗的第一位問題」
，強調習近平認為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政治模式，一
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必須適應該國國情；並稱黨的領導、依法治國、人民當家作主
三者應結合而不能對立，特別是不能用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來動搖和否定黨
的領導。惟該文亦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是個新事物，還需要完善和發展；稱
透過改革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大陸的民主政治，增加和擴大其優勢和特點，是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發展階段的重要任務（南方日報，2017.8.30）。
此外，習近平於 8 月 31 日主持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就「十九大」報告徵求
意見稿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工商聯領導人和無黨派人士意見。習重申中共領導
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大陸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要求自覺增強維護
中共領導、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共識，強調將持續發展社會主義
協商民主（新華社，2017.10.15）。

稱將擴大律師參政議政途徑，惟亦操作軟硬兩手加強監視管控
今年 8 月下旬，中國大陸司法部長張軍出席中國律師協會（具官方背景）舉辦之「刑
事辯護與律師制度改革」專題研討班講授課程，並於晚間主動邀請 68 名刑辯律師
座談，承諾將擴大律師參政議政途徑，透露正規畫建置司法行政學院、國家律師
學院（南方都市報，2017.8.30）。另據媒體報導，中國大陸數家接觸過政治敏感案件的律師
事務所，在「十九大」前受到中共多部門聯合進駐檢查或調研（美國之音，2017.9.22）。
中共雖認為律師是社會主義法治工作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惟亦畏懼律師因
維護公民權益與官方對立。本次司法部長張軍主動會見刑辯律師，並承諾將擴大
律師參政議政途徑，或欲藉此拉攏律師群體，強化其依法治國之支持基礎；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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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續操作軟硬兩手，加強監視管控（明報，2017.8.29；多維新聞網，2017.9.1）。

習批評共青團措辭嚴厲，秦宜智仕途轉折顯示共青團背景已非晉升
保證
今年 9 月上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習近平關於青少年和共青團工作
論述摘編」一書，罕見刊登習近平對共青團的批評，包括「說科技說不上，說文
藝說不通，說工作說不來，說生活說不對路，說來說去就是那幾句官話、老話、
套話，同廣大青年沒有共同語言、沒有共同愛好，那當然就會話不投機半句多」、
「空喊口號、形同虛設、高位截癱、四肢麻痹…不要老想升官，也不要幻想做接
班人」，措辭相當嚴厲（新華社，2017.9.10；香港經濟日報，2017.9.22）。
此外，中共「十九大」前，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秦宜智轉任中國大陸
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副局長，且在 6 名副局長中排名最後，打破近 20 年來
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轉任省長的慣例，雖保留正部級、惟貶意明顯；且秦亦未當
選「十九大」代表。近年中共中央已升高對共青團之整頓及改革，加以習近平之
嚴厲批評、與秦宜智之人事異動，顯示習欲破除共青團「升官跳板」之定位，且
不容派系力量影響核心權威（信報，2017.9.21；星島日報，2017.9.21）。

（企劃處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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