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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1-1  研究緣起 

今日中國的一舉一動都受到世界傳媒的關注，更是 2001年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部長級大會上鎂光燈閃爍的焦點。 

歷經 15年的爭取，中國終得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主政者除再度重申加

入的必要性外並給予高度評價。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指出「必須積極參與國際

競爭，在國際競爭中發展壯大」，談判代表石廣生則強調「中國有能力抓住機遇，

迎接世貿挑戰」。呼應中國的經濟繁榮說，美國總統布希則樂觀期待中國入世帶

來全球經濟增長，前總統柯林頓認為中國入世符合美國利益，形成一片中美雙

贏、世界全贏的和諧共榮氣氛。 

向來擔任入世吹鼓手，為此不屈不撓的中國主政者，在談到開放中國媒介入

世問題時，態度有了 180度的大翻轉。面對學者抓緊機遇的呼聲，「我國加入WTO

對各行各業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每抓住一次機遇就會得到一次發展，每

錯過一次機遇就等於降低一個檔次，就有被市場淘汰出局的危險，報業也不例

外。」（王曉友，2002：75）中國政府擺明不願在傳媒領域有什麼承諾1，並不斷

重申外國新聞媒體不准進入中國、外國資本不准參股新聞類報刊和廣播電視。 

主要原因是，中國共產黨宣稱中國媒介在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上肩負特

殊任務，如江澤明所謂：「輿論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

運所繫的工作。因此，我們黨一貫強調，要把新聞輿論的領導權牢牢掌握在忠於

馬克思主義、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人手裡。」（徐人仲，2001：36）因此對於媒

介開放所必然的跨國媒介集團進入，中共中央如臨大敵如履薄冰，「當前，我國

正處在改革的攻堅階段和發展的關鍵時期，西方敵對勢力對我”西化”、”分

化”的政治圖謀沒有改變，國內意識型態領域也有各種各樣的錯誤思潮存在，新

                                                 
1 主要達成 2項協議：（一）外國人可以投資國際網絡公司，包括目前被中國政府禁止的網絡內
容供應商；（二）中國將每年進口 20部外國電影，並允許外國電影和唱片公司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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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戰線面臨的任務十分繁重。」（李慎明，2001：3） 

     中共中央自 1978年實行開放改革後對於西方「和平演變」的企圖就不斷的

透過各種「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精神污染」運動加以防範。鄧小平就說，中

國進行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而不是別的什麼現代化，特別強調中國媒介

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了正確的引導輿論，江澤民再度提出「政治家辦報」，要求

辦報者要講政治，有很強的政治辨別力和敏銳性。 

    除了現實的攻防，要求辦報者堅守政治立場外。對於立基於資本主義制度的

自由報業理論，中共中央大力撻伐，指其實際上為資產階級所壟斷。只有立基於

社會主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新聞觀才是體現全民利益的人民喉舌，也才是中國媒

介從業者所應信奉者。 

    從理論上的交鋒，到現實政治上的攻防，在在說明兩者為根本不同並相互對

立的制度。然而，他們卻對中國報業 20幾年來的發展有了同一的認識－都認為

改革開放之後的報業發展是掙脫桎梏的，是可取的發展。並給予一個嶄新的美名

－新聞事業的春天。 

作為相互否定的理論，卻都對改革開放下的報業發展予以充分肯定，並樂觀

的期待能為其所用。形成各執一詞的神祉預言：「媒介終將作為和平演變的先鋒，

讓資本主義在中國實現」V.S.「媒介作為人民的喉舌，為建造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而努力」。那麼，中國報業的轉軌之路究竟是朝向何方？ 

 

1-2  中國報業的發展方向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是空洞的名詞，而是具體的社會制度。中國報業究竟

轉向何方，不是不證自明的預言，也不是主觀認定的偏好，而是可以透過發展軌

跡加以指涉，具體的考察趨向。誠如列寧所言，「我們並不苛求馬克思或馬克思

主義者知道走向社會主義道路上一切具體情況。這是癡想。我們只知道這條道路

的方向，我們只知道在這條道路上前進的有哪些階級的力量；至於具體情況，實

PDF 檔案以 "PDF 製作工廠" 試用版建立   http://www.fineprint.com

http://www.fineprint.com


 3

際情況，那只有千百萬人的實踐經驗才能表明。」（列寧，1972：273）社會主

義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面，是否朝著社會主義建設，是可以透過與資本主義制度

的距離看出那個方向。 

中國的改革開放係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聞名，不似蘇聯的震盪

療法，強調在短時間內快速的毀壞計劃經濟以市場經濟取代。而是強調時間上的

延續性，透過設立不同階段，達到漸進改革的目標。透過歷年中共中央的政策可

以勾勒出變遷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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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市場經濟逐漸取代計劃經濟的中央政策變化 

1978年

12月 

十一屆三中全會 計劃工作要重視價值規律 

1979年

6月 

五屆人大二次會議 要建立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並以計劃

調節為主的體制 

1982年

9月 

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 

1984年

6月 

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

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

的決定》 

第一次提出”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

經濟”。（標舉出商品經濟） 

1987年

10月 

第十三次代表大會 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並指

出，計劃調節不等於指令性計畫。 

1991年 鄧小平上海談話。 “計劃與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和形

式，而不是劃分社會制度的標誌” 

1992年 鄧小平南巡。 公佈其在 1979年與美國人吉布尼的談話：”

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 

1992年 十四大 江澤民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資料來源：王維澄，1994：490；吳敬璉，1998：7。 

 

從歷年中央政策可以窺見，市場經濟在中國逐步滲入與擴大，到了 1992年

取代計劃經濟成為主導的變遷過程。而各個具體部門和領域的改革也經歷了與此

大體相適應的變化。例如，價格改革歷經了改革初期的國家調價、1984年以後

的調放結合和 1992年以後的以放為主的三個大的階段；國有企業改革經歷了改

革初期的放權讓利、1986年後的承包制和 1992年以後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革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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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階段。 

    中國報業在漸進式改革方案下，也呈現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並存的「雙軌制」

現象，並隨著改革力度的深化，成為以市場經濟佔主導的生產方式。透過考察中

國報業「生產－交換－消費－分配」的生產流程，具體指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

在今日中國報業所佔的比重，藉此指出中國報業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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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中國報業的雙軌制 

計劃分配 只剩人民日報保證提供。 生產要素

（新聞紙、

印刷） 

市場購買 其餘 2000多家報紙必須在市場上購

買。 

計劃經濟－國家分配（固定用工） 主要是報社領導核心擁有固定工作

權。 

生 

 

 

 

 

產 

勞動力 

 

市場經濟－僱傭勞動（合同工） 中層幹部以下改為短期契約的合同

制。 

交 

 

 

 

 

 

 

 

 

 

換 

發行制度 計劃經濟－報社只管生產不管發行。郵

局將發行收入扣掉發行費率後給報社。

報社營運上若有盈餘上繳國家，虧損國

家補貼。 

 

市場經濟－報社自負盈虧後，以營利為

目的，要求壓低發行成本，擴大市場銷

售。因此要求發行權回歸報社，報社可

以對發行費率討價還價；自主決定發行

通路（郵局、社會二渠道、自辦）以及

發行手段（時效、促銷、送報上樓）。 

1. 經過『郵報鬥爭』，發行權已經回

到所有報社。 

2. 對報社而言可以選擇郵局之外的

其他發行管道，其原則為成本最

低、效益最高。 

3. 目前 1/3以上的報社（800多家）

採取發行費率完全自己控制的報社

自辦發行。 

4. 在自負盈虧的壓力下，利潤已經成

為主導原則。不管是報社還是郵

局，主要都是採取市場經濟的經營

方式。 

 
 
 
 
 
 
 

PDF 檔案以 "PDF 製作工廠" 試用版建立   http://www.fineprint.com

http://www.fineprint.com


 7

 
 

行政指定 廣告市場 

企業自費 

廣告成為報社經濟的最主要來源。隨

著國家行政命令效力減弱，廣告主要

是各個企業自由決定所透放媒體。 

公費訂報 公費預算縮減下，目前公費主要保中

央人民日報，及各省市主要黨報。 

 

 

消 

 

 

 

費 

產品市場 

自費訂報 在公費支出比例下降下，各報目前主

要競奪對象為民眾的自費訂報。 

國家－報社

的分配 

計劃經濟－利潤上繳，虧損國家補貼。 

市場經濟－報社自負盈虧，以課稅取代

上繳。 

補貼僅限中央黨報。報紙所課的稅不

高，並且可以返還。 

 

 

 

分 

 

 

 

 

 

 

配 

報社內部分

配 

計劃經濟－依照職稱訂工資，由國家發

放，職稱訂定標準主要依照年資，工資

差距不大。 

 

市場經濟－拉大分配差距。 

1.雇傭勞動者－工資為報社領導決定，

主要為計時制或計件制。 

2.利潤承包者－在承包制下，扣掉上繳

報社，其餘由承包者決定剩餘的分配。

股份制、租賃制亦同。 

黨報主要實行職稱制。工資以及福利

發放較多依照平均主義。但是市場報

以及以營利為主的黨報的子報，在分

配制度上傾向拉大分配差距，並以此

為目標。剩餘的分配權由國家轉由報

社領導決定。 

（資料來源：戴瑜慧，2002） 

 

    透過「生產－交換－消費－分配」的流程分析，清楚得見「雙軌制」在中國

報業的表現。並可指出在計劃經濟制度的衰弱下，市場經濟躍升為主導的制度，

PDF 檔案以 "PDF 製作工廠" 試用版建立   http://www.fineprint.com

http://www.fineprint.com


 8

同時改變整個報業的生產方式，主要特色如下： 

（一） 商品生產 

    市場經濟下生產係以交換為目的，國家森林以及勞動力的商品化，使報業的

生產要素已經主要在市場上購買。報紙自身也從產品成為商品。 

 

（二） 雇傭勞動 

以「引進聘用制」和「打破鐵飯碗」為目的的人事制度改革，使報社中層幹

部以下的職工全部成為與報社簽訂「合同」的僱佣勞動者。 

 

（三） 以利潤為目的 

    在「事業單位企業管理」政策的實行下，營利成為報社維持生存的必要條件，

追求最大利潤成為報社的經營目的。 

 

（四） 分配上少數人佔有 

    中國報社其所有權為國有。但在「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政策下，報社領導擁

有實質的「經濟所有權」，能夠支配報社的一切資產，包括出租、轉讓、報廢及

一切收益的分配。報社內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已達千倍之差，並擁有數萬有雇傭之

實卻無勞動保障的報販、發行隊伍。 

 

    相較蘇聯的轉軌，中國總結其根本的不同為在社會主義憲法下推進，「中國

漸進式改革與蘇聯東歐國家激進式改革的根本差別不是改革的方式問題，而是改

革的性質和目標問題，能否在社會主義憲法制度的基礎上持續的推進市場化和工

業化，能否把市場機制的作用和社會主義憲法制度的改革結合起來，是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的核心問題和中國漸進式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張宇，20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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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國報業歷經 20幾年的制度轉軌，演變至今卻成為資本邏輯的服膺者，

報紙成為商品，並不斷擴大雇傭勞動的範圍，尤其利益格局從總體上偏向少數人

使其相較於社會主義更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貼近。 

    David Kotz針對蘇聯的發展提出這樣的疑問，「但是，讓社會主義與市場相

調和是不那麼容易的，隨著改革的發展，改革計劃中的市場化因素日漸膨脹，越

來越有影響，直至主宰了改革本身，於是，堅持公有制的初衷被放棄了，代之以

推行’’私有化’’。不是改革社會主義和使之民主化，改革變成了以資本主義代替

社會主義的過程。這是怎麼一回事呢？」（David Kotz，2000） 

相較蘇聯的全面私有化、市場化以至解體的轉軌經驗，中國主政者更加強調

其轉軌係以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目標邁進。尤其對於作為意識型態國家機

器的中國報業，更加強調其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所有的公有性。然而，中國報業歷

經 20幾年的轉軌，其現實的發展已足以讓人萌生 David Kotz式的提問。 

300多家報紙雲集北京，其激烈的報業大戰與各式促銷手段已使密度最高的

香港嘆為觀止。中國傳媒連續 3年以 25%的幅度增長，1998年上繳利稅超過煙

草業，被譽為「中國最後一個暴利產業」。坐擁超額利潤的同時，公信力喪失使

黨報發行量遽降、記者自認為「打工仔」、愛滋村民必須突破新聞封鎖舉辦記者

會而中國每年監禁的記者為世界第一，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在入世的壓

力下，在要求實行法人制的呼聲中，中國報業目前的改革方式在可見的未來將擴

大實行的範圍與深度。 

值此，更有必要回顧當代中國報業是在哪些條件下實現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

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又是怎樣的力量作用其中，使中國報業呈現利益格局偏向少

數人的轉軌面貌？視其為’’成功’’的改革將對中國報業未來發展有何影響？  

中國的報業發展並不是那麼理所當然，轉軌的目標更無法不證自明的實現。

解答這樣的疑惑需要穿過口號回到現實的歷史發展，對轉軌的路徑進行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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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國報業轉軌的主要作用力量 

1989年，當蘇聯東歐國家發生劇變時，在正統經濟學家中間立刻達成一種

共識，即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它認為，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必須採取激進的方

式，漸進式改革是難以成功的。主要理由是轉軌是一場全面的體制轉變，既是路

線鬥爭又是體制鬥爭，更因為生產關係改變而造成階級利益的改變，也因而是人

的鬥爭。認為在激烈的鬥爭情勢中，唯有迅速的建立新遊戲規則，才能使新制度

的受益者在力量對比上超過舊制度的受益者，減少改革的阻力，從而保證轉軌的

成功。因此在策略上主張迅速全面的「休克療法」和「大爆炸式的」激進改革，

以在反對力量未能集結前進行全面轉變，同時封殺舊體制回復的可能。 

正如當初西方經濟學者一致的’’唱衰’’中國漸進式改革，今日，對照蘇聯解

體而 GDP只剩 50%的結果，中國的轉型被譽為世界銀行副行長 Joseph E. Stiglitz

所說的”特別成功的例子”，當初的訐難質疑也翻身為成功經驗的總結。認為中國

漸進式改革之所以成功的條件在於： 

 

一、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模式 

中國的改革首先是一種政府主導的強制性改革。不僅僅作為市場規則的制定

者和宏觀環境的維護者影響經濟運行過程，而且作為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代表深入

到經濟的內部。 

 

二、雙軌過渡、增量改革和局部推進 

改革的次序上先從容易的部分著手，因而，雙軌制又被稱為增量改革。先從

改革成本低、收益較高的部門開始改革。形成農村包圍城市，沿海包圍內地，非

國有經濟包圍國有經濟，最後實現經濟體制整體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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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放權讓利，調動由下而上的改革積極性 

透過放權讓利，調動由下而上推動開放改革的積極性，同時在政策上鼓動‘’

大膽的試，大膽的闖’’，有意識的允許、特許、或默許局部的’’犯規’’或’’越規’’

行為，並加以推廣。 

透過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經驗總結，說明 1978年帶來翻天覆地變化的

「開放改革」政策，決不是命定式的 70年代中國社會危機下避免崩潰的必然結

果，也不是利潤刺激下的直線前進發展。中國的轉軌是一場激烈的政治路線鬥

爭、體制鬥爭，也是改變生產關係的階級鬥爭。中國報業作為體制的一環，不能

也無法自外於總體變革，尤其作為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一環，更深刻的打上鬥爭

的總總烙印。 

作為改革過程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中國報業的推進係奠基於總體漸進

式改革路徑，而作為意識型態國家機器，在其轉軌進程中又不同於國企改革而有

其特殊性。故本論文以漸進式改革成功的三個主要決定因素作為綱，從中探討中

國報業成功轉軌之因，並在各個部分同時關照報業改革在總體中的特殊性，及與

總體之間的辨證關係。 

 

本文的章節分配如下： 

 

第二章主要說明中國的報業市場從來不是自發生成，而是在國家強力打造下

完成。在激烈的政治路線鬥爭下，報紙作為意識型態國家機器，被賦予「撥亂反

正」打擊對立政治路線、宣傳「改革開放」政策以及維繫政權統治合法性與正當

性的任務。同時，隨著總體開放改革政策帶來的市場經濟逐日擴大，報業在「自

負盈虧」的政策下，也成為資本邏輯的服膺者，以追求最大利潤為目的。由此爆

發了國家控制與報業市場無政府之間的矛盾。本章透過歷史階段的分期，說明中

國報業如何受到國家政策的型塑，並在政權維繫以及利潤導向兩股力量的相互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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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妥協下所受到的影響。 

第三章則是將視野拉至總體體制鬥爭的層次。為了確保報業輿論導向於不

墜，中國的報業改革進程不僅在時間上較緩，在範圍、深度上都不似國企改革大

幅度的推向市場。然而，隨著市場經濟在政策上的引入、擴大，報業也無法自外

的受到劇烈的衝擊。衝擊最先表現在與整體市場環境緊密結合的上游生產要素以

及下游的發行流通。市場經濟的擴大主導弱化了國家計畫分配的能力，報社的生

產原料以及產品銷售也就越多的以市場為主。體制的變動決定了報社無法以自身

意志為轉移，從而被捲入日漸升高的市場波動中。 

第四章透過具體的報社改革方案的推行，考察這場改革如何改變生產關係及

在何種原則下處理階級利益的再分配。「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策略將權力下

放各單位，同時為了確保報紙的輿論導向，報社的經營決策權又集中於報社領導

層，包括改革方案的制定及施行。本章首先說明報社領導如何從國家幹部躍升為

掌握經營所有權的經理人。接著分析在利潤導向的結構下制定以攫取最大剩餘價

值並維持獨裁運作的「雇傭勞動制」作為改革方案的核心。並在國家法令的配合

下，制定與生產關係相適應以拉大差距為目的的分配改革方案。 

 

1－4  研究方法與限制 

對於 20幾年來中國漸進式改革的總體肯定，成為中國報業研究的起始點。

「改革開放」帶來了「新聞學的春天」，而中國的報業發展正似「忽如一夜春風

來，千樹萬樹梨花開」。隨著漸進式改革取得轉軌研究的桂冠，附隨其上的「制

度創新」亦成為學術的主旋律。中國的報業研究在改革開放的契機下，展開對各

式繁不勝數的變化進行「現象描述」，及探討當中的變化過程。 

這一切的研究都建立在一不證自明的假設，即「改革是正常的」。將 1978

年出台的改革開放政策視為 70年代中國發展危機下的改革方案，是歷史發展的

必然，相應而生的變化也因而是進步的。因為一切是如此的理所當然，所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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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也就集中於詳述改革開放帶來的各式發展機遇。然而，政策的堆砌、各式

變化的細部描述沒有意義。除非我們能將之擺進環境狀況（conjomctures）與「長

時間」的節奏裡觀察，否則無能關照「轉軌」問題－轉軌的方向與路徑。 

    當前中國報業的轉軌研究主要為「新制度主義」取向。然而「去歷史」

（ahistorical）研究以及將報業自總體抽離的孤立對待，決定其無法與現實中國

報業發展進行對話，從而無法對中國報業的發展提出具有高度的總結。「根據新

制度主義理論，當改革的成本與收益從而使制度的供給與制度的需求相等時，制

度處於均衡狀態，當改革的預期收益大於改革的成本時，制度變遷就會發生。因

此，改革的過程實質上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尋求改革

成本最小的最優改革路徑。」（張宇，2001：34） 

    以利潤動機作為歷史變遷的唯一決定因素，使其「缺少歷史意識」

（a-historicism）以致無法掌握歷史的複雜性和多變性。表現在將中國的報業歷

史做二分的處理，以 1978年為界，形成過去/現在；保守/開放；危機/解決；反

動/進步的論述型構。由此開放改革政策成為沒有過往的「創世紀」、成為就在一

剎那的盤古開天，透過取消其作為政治鬥爭的現實，維護其論述的權威性與實踐

的必然性，從而在結構上限縮了中國報業的研究視角與範圍。新制度主義與大量

援用強調科學性的「經驗/實證」研究為當前中國報業的研究主體，然其理論形

成或所關照的研究對象都是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產物，即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

的產物，其所反映的與中國自實存社會主義轉向資本主義實屬不同的歷史範疇。

而全盤的「移植」/「挪用」帶來的效果就像「科學的萬花鏡」，形成一片看似豐

富美麗實則虛構脫結的世界。 

其次，從個人主義出發的研究立場使其無法有效解釋重大的整體性社會變

革，尤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是一個包含了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

活各個方面深刻變化的整體性過程。因此，從個人主義出發的研究表現在一切的

焦點集中於報業自身，從而將報業與整體的聯繫割裂，將制度變遷獨立於社會之

外，形成如馬克思所說的去脈絡的形上學分析，「在形而上學者看來，事物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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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應當逐個的和分別的加以考察的、固定的、

僵硬的、一成不變的研究對象。…..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雖然在依對象的性質

而展開的各個領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遲早都要達到一個界

限，一超過這個界限，它就會變成片面的、狹隘的、抽象的，並且陷入無法解決

的矛盾，因為它看到一個一個的事物，忘記它們相互間的聯繫；看到它們的存在，

忘記它們的生成與消逝；看到它們的靜止，忘記它們的運動；因為它只見樹木，

不見森林。」（Marx，1995：735）  

    本論文所採取的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及「深度訪談法」。 

鑒於歷史的延續性以及當前割裂研究所造成的理所當然「開放改革」迷思，

本文所涵括的文獻範圍將跨越 1978年向前追溯至新中國的成立，唯有透過較長

歷史時期的關照，方有可能進行體制變遷的比較。對於許多不證自明的’’常識’’、’’

預設’’，也只有透過具體歷史資料的提出方能指證，如馬克思所言「相當長的時

期以來，人們一直用迷信來說明歷史，而我們現在是用歷史來說明迷信。」

（Marx，1843：650）同時，報業作為上層建築的一環，為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

關係之展現，作為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特別在轉軌時期又有其特殊性。唯有將其

放置在中國整體發展情境方有可能進行脈絡性的理解，也始能動態的掌握報業變

遷。 

    由於研究的主流為 1978年之後的各式報業制度變化，此種研究取徑造成其

訪談對象鎖定於最了解政策制定來龍去脈的政策決定者，即報社領導、主流傳播

學者及黨政的文宣傳播部門。研究的資料來源主要來自權力掌握者之意見反映，

也間接在研究上造成掌握制度變革者同時又掌握改革詮釋權的偏向。奠基於政治

經濟學的立場，本文認為中國報業的轉軌研究不在「新聞學的觀念變遷」中去尋

找而是在具體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值此，本文為求掌握生產

關係變化過程中的種種辨證發展，訪談對象除上述掌握中國報業政策決定權者，

更加特意訪問其人數比例與受研究忽略程度成正比的底層勞動者，如記者、報販

報童等。同時，開放改革下的中國報業也沾染了兩極分化的特色，為了反映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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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區域的報社情況，訪談對象除了競爭激烈的北京之外，尚包括

位於中原的河南報社；為了區辨不同的報社層級在開放改革過程中的變遷處境，

訪問的報社包括中央/省/地市/縣四級報社，以從中心到邊陲，從城市到農村全面

考察各種不同的利益變化。 

針對當前研究焦點鎖定在「制度」而同時取消當中的「人」的處境，本文認

為中國轉軌期的報業政治經濟研究主要在研究轉軌的方向和路徑問題，亦即根本

核心在於中國報業的轉向對當中的人與人的關係，也就是階級與階級的關係產生

何種作用。唯人事資料的敏感性與報社科層體制的封閉性造成具體人事制度資料

的難以獲得，只得透過非正式私下談話方能突破制式回答，較真正的貼近現實發

展，在此除感謝訪談對象的誠懇對待外亦覺當前研究應多開發官方資料之外的材

料，此為研究之限制亦為日後所需努力突破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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