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節制能力之研究 

第七章  結論 

    本論文運用國家能力( state capacity )理論，主要從中共政權

結構的垂直面向，即中央與地方互動時所產生的各種關係的角度

切入，研究其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各種節制手段，以維持總體

政權穩定的能力。國家能力指的就是中央政府的能力，包括財政

汲取能力、經濟調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強制能力等四種。 

首先，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分五節就中共建政後到改革開放

前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主要為財政經濟方面的關係)，做一概要性

的回顧與檢視，以作為其餘各章在討論中國大陸中央政府對地方

政府的節制能力時之基礎(第二章)。 

總的而言，從中共建政後到改革開放前的 30 年間，其中央

與地方的關係，表面上所呈現的雖然如多數學者指出的是收放循

環的現象，但若對圖 2-1細加分析則可發現，這 30年間是：          

1、中央集權的時間多，地方分權的時間少──圖  2-1 下半

部正弦曲線所圍成的面積是大區以上(代表向中央集權)的總面積

大於以下(代表向地方分權)的總面積。  

2、中央集權的範圍廣，地方分權的範圍窄──  中央集權的

時候是全面性的集權，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全部的

領域都集中；而進入所謂地方分權的時期，地方所分得的權力卻

又僅止於財經方面的部分權力(即所謂行政性分權)，1且該權力並

未規範化或法制化，完全視中央的需要而下放，主動權在中央，

中央既然能放，自然也就能收。 

3、中央集權的速率快，地方分權的速率慢──從圖  2-1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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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紹光、胡鞍鋼，中國國家能力報告(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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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弦曲線可以看出，除了第一次收放循環是收權的斜率小於放權

的斜率外，其餘各次收放循環都是收權的斜率大於放權的斜率，

斜率大代表速率快，時間短。 

其次，以改革開放後的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內容( 包括行政關

係、立法關係、財經關係) 為經緯，探討中國大陸中央政府對地

方政府節制的各種能力，從而形成總體的節制機制，包括：行政

節制能力(第三章)、立法節制能力(第四章)、財經節制能力(第五

章)、其他節制能力(第六章)等。 

第三章說明了改革開放後，儘管中國大陸的中央與地方關係

發生一些不同於以往的變化，但是並沒有根本改變中央政府控制

地方政府的基本事實，中央集權仍然是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關係

的根本特徵。中央政府通過各種行政節制手段，包括：抽象行政

行為( 規章名稱、訂定程序、效力位階  )、行政領導、編制員額、

行政監督( 一般監督、專門監督、職能監督、特種監督 )等的節

制手段，控制了地方政府的行政活動。  

    第四章說明了改革開放之前，由於中國大陸呈現的是高度中

央集權的中央與地方關係模式的特質，因此其實行的也是中央集

權的立法模式。在這個時期，立法權限比較集中，除民族自治地

方外，其他地方權力機關均不享有立法權力，各級國家行政機關

亦無立法方面的權力。 

    為了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中共大量的下放立法權。此時期

所呈現的是集權的分權立法模式，在未經修改憲法的情況下，經

由法律和立法機關的授權，確認法律體系上行政規章的制定權，

擴大立法權限的主體與範圍，基本上構成中共從中央到地方、從

權力機關到行政機關行使立法職權的立法權限體系。 2000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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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日《立法法》的施行，又為地方權力機關的立法權限作進一

步擴大，該法擴大地方立法的主體與事項範圍。  

為了適應改革開放的需求，中國大陸立法權總的趨勢是向地

方擴散。目前已出現法制不統一、立法地方保護主義、地方立法

對市場經濟的阻礙、各種侵犯人民權利的地方立法等弊端，種種

現象是否意味，中央政府已無力控制地方政府的立法行為？事實

上不然，由於中央立法與地方立法的性質和效力關係，決定中央

和地方的立法關係是一種支配和被支配、約束和被約束的關係。

只要中央認為有必要，它就可以主動積極的透過法位階節制、立

法規劃節制、立法範圍節制(規範密度、主體範圍、事項範圍)、

立法過程節制(批准、報備)等諸手段，配合加大力度與強度，來

控制地方政府的立法行為。就此一向度來看，中央政府對地方政

府之立法節制能力還是有效的。 

    第五章說明的是，現行中共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財經節制

手段，有以下幾點： 

1、財經立法節制：包括財經法令方面與財經政策、方針、

預算和指令性經濟計劃方面的節制。 

2、財政收入、支出與補助節制：包括(1)用立法的方式限制

地方亂收費、攤派及各種不規範的收費行為，以控制地方政府的

法外財政擴張；(2)規定地方預算必須符合中央總預算的比例，以

此方式來制約地方的支出，限制其活動範圍和活動規模；(3)嚴格

限定地方稅收；(4)分設中央和地方兩套稅務機構，以排除地方干

擾，並進一步擠佔地方稅收權限；(5)規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即

用補助地方的制度來控制地方政府的行為。  

3、生產與流通領域方面的節制，包括有：重要物資、農工

業生產和運輸郵電、固定資產投資、流通、價格、外貿與外匯等

第 292 頁 



第七章  結論 

方面的節制。 

4、審計節制：主要以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黨政領導幹部的

經濟責任審計為代表。  

總之，中共自  1979 年改革開放以後，為了激勵地方的積極

性，總的思路用的是一個「放」字在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但

整個過程中， 所使用的大多是所謂的「行政性分權」，然而行政

性分權畢竟是以中央政府的授權作為前提的，中央政府既然可以

授權，當然也就可以收權，中央總是居於主動者的地位，地方僅

能被動接受或另想辦法應付之。 

    第六章說明的是，中共國家機器從全方位的角度來節制整個

社會領域，包括： 

1、國家暴力機器節制：這是一種實體性的工具，即國家通

過制度和設施──鎮壓性國家機器，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國家暴

力機器一般包括：軍事武力、公安機關、祕密警察、法庭、監獄

等，就中共政權而言涵蓋了政法與軍事兩大系統。 

2、大眾傳播媒體節制，有傳統媒體與網絡媒體二部分。傳

統媒體包括報刊媒體、廣播媒體與電視媒體。中共政權對傳統媒

體的控制手段有：(1)精神上、思想上的控制；(2)物質上、生活

上的控制；(3) 編輯及採訪工作程序上的控制；(4)人身控制；(5)

腐敗控制；(6)立法控制；(7)中共黨組織控制；(8)人事控制等。  

中共政權對網絡媒體的控制，主要是對網際網路( Internet )

的控制。網路快速發展與上網人數的急遽增長，確為中共政權帶

來莫大的困擾。除一般常見的色情、病毒、駭客、網路犯罪等問

題外，網際網路已被中共視為是西方和平演變的最佳工具。事實

上，網路上肆無忌憚的言論自由、反動訊息的散布、西方思想的

滲透、不良訊息的傳播，及所謂圖謀不軌、危害國家安全的洩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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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等動搖國本之負面作用，才是真正令中共擔憂之處。有鑑於

此，中共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從立法和實際監控兩方面進行

網絡媒體的監控，企圖挽救其已漸次削弱的掌控社會的能力，回

復政治的穩定，化解威脅其政權存在的危機。  

3、意識形態節制，意識形態作為中共的一種思想和精神控

制的工具，不僅是被用來控制中共的黨政官員，而且也被用來控

制著普通人民大眾。任何對中共意識形態的不滿和挑戰，都會被

認為是對中共政權的挑戰。中共自建黨以來，無論是建政前後、

不管是黨內或黨外，都有無數的黨政官員、知識分子，甚至普通

百姓，成為中共意識形態的「 階下囚 」。 

4、黨組織運作節制：中國大陸目前的幹部分類框架已經基

本形成，大致可分為四個體系，即：機關體系、企業體系、事業

體系、軍人體系；七種類型，即：屬於機關體系的國家公務員、

黨群機關工作人員、法官、檢察官；屬於企業體系的企業工作人

員；屬於事業體系的事業工作人員；屬於軍人體系的軍職人員。

其中具重要性的縣(處)級以上黨政機關的領導幹部又被單獨抽

出，由黨(中共中央)、政(國務院人事部)部門訂定相關的人事管

理法規，在中共始終堅持的「黨的領導」下進行管理，實行「黨

管幹部」的原則，體現出中共黨的領導與最高權威。 

中共在重要幹部人事方面的節制手段有：(1)重要黨政領導幹

部的範圍；(2)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的條件與資格；(3) 黨政領

導幹部選拔任用的程序；(4)黨政領導幹部的培訓；(5) 黨政領導

幹部的辭退；(6)黨政領導幹部的考核；(7)黨政領導幹部的交流、

迴避；(8)黨政領導幹部的監督等。此外，黨提名任命制度

(nomenklatura)與人事檔案制度，也是一種重要的幹部人事節制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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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總體節

制能力是由行政節制( 包括：抽象行政行為、行政領導、編制員

額、行政監督等的節制手段)；立法節制(包括：法位階、立法規

劃、立法範圍、立法過程等的節制手段)；財經節制(包括：財經

立法、財政收入、支出與補助、生產、流通領域方面、審計等的

節制手段)；國家暴力機器控制(包括：軍事武力、公安機關、秘

密警察、法庭、監獄等 )；大眾傳播媒體節制；意識形態節制及

黨組織運作節制( 包括幹部人事 )等諸手段所組合而成，前三者

為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在垂直面向的節制；後四者則為中共政權

對整個中國大陸社會生活的全部進行節制，它當然也包含了中央

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節制。 

研究發現與啟示： 

    首先，中共自改革開放後，中央為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與積

極性，向地方放權讓利的結果，雖然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了一定程

度的成就，但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些負作用，重要的如：地方

保護主義、2諸侯經濟等現象。3如此造成了國家能力下降以及中

央宏觀調控能力弱化的「強地方、弱中央」4 的後果，這種中央

                                           
2 趙建民，「塊塊壓條條：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新關係」，中國大陸研究(38：6，民 84 年  

6 月)，頁 66-79；馬力宏，「論我國地方政府的變異行為及其矯正」，地方政府管理(第
6 期，1996 年)，頁 3-6；楊小雲、邢翠微，「西方國家協調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幾種模
式及啟示」，政治學研究(第 2 期，1999 年)，頁 30-39；鄭永年，朱鎔基新政──中國
改革的新模式(紐澤西：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9 年)，頁 69-71。  

3 沈立人、戴圓晨，「我國『諸侯經濟』的形成及其弊端和根源」，經濟研究(第 3 期，1990  
年)，頁 12-19；馬力宏，「論國家宏觀調控和地方政府行為」，浙江學刊(雙月刊)(第 2
期，總第 91 期，1995 年)，頁 32-35；馬力宏，「中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行
政管理地位的重新界定」，中國行政管理(第 3 期，1996 年)，頁 38-40；唐祖愛，「略
論行政分權式改革對我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影響」，江西行政學院學報(第 4 期，1999
年)，頁 35-37。  

4 王紹光，挑戰市場神話—國家在經濟轉型中的作用，頁 45-54；王紹光、胡鞍鋼，「中
國政府汲取能力的下降及其後果」，收錄於張靜主編，國家與社會(杭州：浙江人民出
版社，1998 年)，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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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能力的下降，在中共學者的眼中看來，「弱中央、強地方的

趨勢如果任其發展，少則幾年，多則幾十年，就會由經濟瓦解走

向政治分裂，最後陷入國家崩潰」。5     

    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首先在財經方面發生變化，緊接著也牽動

兩者之間其他關係的諸多變化。6 因此，如果照此邏輯推演，在

這些學者們看來，為了防止地方勢力的繼續擴張，使得國家走向

分裂的境地，必須採取再集權的一些手段，以強化中央統治的能

力。惟改革開放二十幾年來，總的而言，雖然放權產生了一些負

作用，但靠著經濟上的放權，中共好不容易才活化了地方的主動

性與積極性，使得中共整體的經濟表現有了巨大的成就，放權已

呈現不可逆轉的態勢。  

  其次，本論文雖然主要從中共政權的垂直面切入，研究中央

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總體節制能力、分析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各

種節制手段，但事實上也已經觸及了中共政權對整個社會橫向控

制的大部分，若再加上社會橫向控制的這一部分，則已可構成中

共政權對整個國家社會節制的完整研究。 

  第三，根據本論文的整體研究架構( 圖 1-2 )，中共政權實際

運行所顯現出來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和由以中國共產

黨為判準的、所應顯現出來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兩者

進行比較之後，如果產生差值，則中央會運用如前所述的各種手

段反饋至組織進行節制，以期維持差值為零的最佳狀態。如此可

                                           
5 王紹光、胡鞍鋼，中國國家能力報告(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38-58。  
6 林尚立，國內政府間關係，頁 19、32、80、125-127；胡偉，政府過程，頁 63；黃世
楚，李彬，「近年來中央與地方關係研究綜述」，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28：
2，2001 年 3 月)，頁 22-24；艾曉金，「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再思考──從國家權力看我
國國家結構形式」，浙江社會科學(第 1 期，2001 年)，頁 76-81；薄貴利，「中央與地
方權限劃分的理論誤區」，政治學研究(第 2 期，1999 年)，頁 23-29；謝慶奎，「中國
政府的府際關係研究」，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7：1，總第 197 期，2000
年)，頁 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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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讓整個體系維持於穩定的區間，既可負荷向前發展的力量，又

可吸納發展時所產生的微漲落或微擾動。 

  第四，從研究中可以發現，作為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中僅存的

唯一大國，中共之所以能避免步入蘇、東、波的後塵，且還能穩

健的前進，是有其細膩且完整的操控手段的。這種經驗世界中的

社會科學現象，是否可以用自然科學中經過實驗證明的理論來解

釋，則是本論文想要嘗試的另一重點。例如演化理論中的漸變理

論與劇變理論( catastrophe theory )，7就有學者嘗試將其用來解釋

中共與「蘇東波」在九○年代前後的政經變化。8 

    第五，經驗世界中既存的政權或組織，都是一種穩態。當這

種穩態是處於近平衡狀態的時候，政權或組織本身所具有的拮抗

機制，有能力消滅或抵抗從內、外環境所產生的干擾，以維持自

身狀態的穩定，使自身可以免於崩潰、滅亡或解體破壞，進而穩

定成長；但當這種穩態是處於遠平衡狀態時，即使由內、外環境

所產生的細微干擾(微漲落)，都有可能會因擴大( amplify )的作用

而產生振盪  ( oscillation )或變成巨漲落，致使整個政權或組織崩

潰或演化到另一種穩態。這是一種正反饋(positive feedback)所產

生的振盪，即所謂的惡性循環，它會累積產生巨大的能量，政權

或組織因本身無法承受這樣巨大的能量，而發生超載( overload )

的現象，崩潰或演化於焉發生。 

                                           
7 有關「漸變理論」與「劇變理論」，請參閱：陶在樸，走向廿一世紀的世界模型和台
灣國力(台北：民主基金會，民 81 年)，頁 1-46；黃碩風，大較量：國力、球力論(長
沙：湖南出版社，1992 年 )，頁 40-96；黃碩風，綜合國力新論：兼論新中國綜合國力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61。  

8 有關「蘇東波」的劇變，請參閱：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Failure, (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90)；Kazimierz Z. Poznanski eds., The Evolutionary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5)；Beverly Crawford eds., 
Markets, States, and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Leslie Holmes, Post-Communism: An 
Introduction, ( Cambridge, U. K.: Polity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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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或組織為了避免自身進入遠離平衡的狀態，而有崩潰或

演化的機會，勢必以各種的方式努力抵銷或中和振盪的產生，其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運用負反饋( negative feedback )輸入以維持政

權或組織的穩定。本論文第三、四、五、六章所探討的各種節制

手段，就是一種負反饋，它企圖使得中共政權維持於穩態的區間。 

第六，強制性力量、合法性與物質利益三者，被研究者認為

是穩定政權的三大支柱。9 這三個變項所形成的各種組合，可以

構成研究政權穩定性的極佳因素。筆者在本論文第一章研究動機

中提出僅就「財經因素一端，是否足夠成為國家分裂之動因，實

仍有研究之必要」的疑問。研究的結果發現，那些認為中共政權

自改革開放以後，所呈現的是「弱中央、強地方」的格局，因此

判定中國大陸已有分裂危機的人，他們的這種認識是片面性的，

他們的論證不夠完全。因為除了自從中共於  1994 年 1月 1日實

施分稅制後，該種情況已有緩和外，最主要的是，中國大陸中央

與地方的財經關係僅是諸多關係的一部分，雖然它所佔據的地位

是有其舉足輕重之勢。然而在中央與地方的財經關係之外，還有

可以調節二者之間關係的其他因素存在，財經因素只是制約雙方

關係的一個方面；況且中央在財經這一問題上並不是完全被動、

無能為力的，因此不能以此作為分析二者關係的全部依托。  

例如，中央對地方還有行政、立法、思想意識形態、組織、

幹部人事、軍事武力等方面的節制手段。當組織還未遠離平衡狀

態時，微漲落或微擾動並不能使得組織崩潰或產生新的演化，進

而產生新的穩態。政權或組織就像生命有機體一樣，它自身存在

有內部的節制功能。有了節制功能，就能應付由內部或外部所產

                                           
9 丁學良，共產主義後與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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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干擾力量，組織就不會因而解體或崩潰。 

    第七，本論文主要在討論國家(中央政府)在應付內部(地方政

府)擾動(disturbances)的能力。研究發現，如果體系內部所產生的

干擾未能及時的設法排除，將會是體系存在的致命傷。例如：10 中

國大陸現在普遍存在的黨、政官員腐化現象；貧、富差距嚴重( 包

括個人所得、東西差距、內陸沿海差距等  )；人口、盲流、下崗、

環保、失業等的問題，這些都有可能是促使中共政權從近平衡狀

態變成遠平衡狀態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共政權必定會用盡各種辦

法來消彌，使其不致於發生，這就是本論文所研究的節制能力。

或許可以這樣說：當排除「外部的干擾力量大到足以使組織偏離

穩區」和「外力直接摧毀組織本身」這二大因素時，在穩區內，

若非組織內部產生的干擾大到足以影響組織的生存，則外部的干

擾恐仍不易成為組織的致命傷。因此，研究組織內部應付干擾的

能力，即其節制的能力，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組織為防止從近平

衡狀態滑向遠平衡狀態的努力，是有其意義的。  

    總的而言，本論文的研究發現，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

的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仍然具備足夠的節制能力，以防止地方政

府的行為過分脫離中央政府的掌控，造成整個政治系統崩潰或解

體。亦即，整個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組成的政府大組織，仍

然有足夠的能力來應付來自於地方政府所產生的擾動，將其暫時

控制在微漲落的範圍內，使之不致於變成巨漲落，而危害整個組

織的生存。茲舉一實例佐證之： 

    中國大陸現在全力發展經濟，各地方卯足全力衝業績，甚至

不擇手段競相上馬、「大幹快上」，特別是固定投資方面的盲目投

                                           
10 王積盛，「二○○三年大陸社會文教」，中共研究(38：1，2004 年 1 月)，頁 85-98；本
社，「中共新領導階層關注發展失衡問題」，中共研究(38：1，2004 年 1 月 )，頁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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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和低水平投資，造成煤、電、油等能源嚴重缺乏以及貨幣供給

過快的問題，使得中國大陸的經濟呈現過熱的現象。11 因此先有

2004年 4月底，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第三屆博鰲亞洲論壇」

上點出經濟過熱的問題，強調大陸將尋求統籌機制和協調發展，

並且利用其經濟制度、法律和行政干預手段來控制部分行業的發

展，以加強宏觀調控的作用。12 緊接著中共總理溫家寶在接受路

透社專訪時，宣示將採取「更有力」的措施以防止經濟過熱的「降

溫說」後，立即造成兩岸三地股市同步重挫，產生所謂的「溫氏

效應」。13 

之後，中共當局即根據胡、溫的意見，密集的推出多項宏觀

調控的計畫，包括全面清理固定投資項目、暫停審批某些過熱產

業的投資申請，以及嚴格緊縮貨幣供應等。基本上，中共的冷卻

措施重點，可以從總理溫家寶及副總理黃菊的談話中得到粗淺的

概念。溫家寶明白列出幾項施政範圍，如：嚴格控制及清理新舊

項目、加強金融調控和信貸管理、嚴格管理及整頓土地開發、嚴

格查處重大違規經濟案件、加強調節確保煤電油運與重要原材料

供需銜接、加強糧農調控、嚴格市場監管防止擾亂秩序行為、推

進節約型社會建設等。黃菊則指出，大陸存在固定資產投資增加

太快、規模過大，煤電油和重要材料供求緊張，以及貨幣增長增

偏快等三大突出問題，因此要「統一思想，迅速行動，切實落實

                                           
11 中國大陸經濟過熱現象從 2003 年下半年開始即有徵兆，再加上人民幣受到低估，熱
錢湧進大陸，導致信貸過度擴張。據報導，中國大陸  2004 年第一季大陸經濟成長
9.7%，大幅超過 7.2%的目標值；固定資產投資成長達 47.8%，其中地方建設項目成長
率更高達 60.2%；城市物價指數亦由 2003 年的負成長翻為 2004 年 3 月的 3%，經濟
過熱的現象益趨明顯，也引發國際原料價格的大幅上漲。參吳中書，「論中國大陸宏

觀調控政策」，中國時報(2004 年 5 月 17 日)；社論，「正確解譯當前台灣經濟面對的
問題」，工商時報(2004 年 5 月 11 日)。  

12 徐秀美，「胡錦濤坦承大陸經濟過熱」，工商時報(2004 年 4 月 25 日)。  
13 張運祥，「溫氏效應」，經濟日報(2004 年 4 月 30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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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調控措施」。14 

實際上中央政府所採行的措施有： 1、限制鋼鐵、電解鋁、

水泥、房地產開發等投資項目，並提高過熱行業生產用電電價；

2、 央行以收緊信貸來加強對過熱行業的限制，並暫時停止核發

QFII (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合格境外機構投資

者  )，以減少外資流入中國大陸的速度，減少外匯存底累積的壓

力；3、擴大進口以減少國際收支順差；4、擴大對外投資，包括

購置美國債券的財務投資，與購置韓國汽車廠與其他海外直接投

資等；5、未來，人民銀行還醞釀提高貸款利率。15 

果不其然，經過中央政府的一連串的具體宏觀調控措施的半

個月後，根據相關的報導，由於宏觀調控措施初見成效，預期中

國大陸經濟可望成功「軟著陸」，其 2004 年的經濟成長率將從

2003年的 9.1%回調至 8.5%。16 此外，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最新

統計顯示，投資已見減緩，房地產景氣指數回落到去年以來的最

低點。2004年的 1~4 月，大陸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完成  1 兆

1 千 47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同期增長 42 %，增幅比 1~3 月回落

5 %。特別是建築鋼材的價格出現明顯的回落，目前，線材、螺

紋鋼代表品價格，已回落到每噸 3250 元和 3340 元人民幣左右，

較 3月初下跌 750元以上。17 再者，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公布截至

6 月底，大陸貨幣信貸最新數據顯示，多個經濟數據增幅放緩、

反映宏觀調控確有成效。人民銀行對宏觀調控的評價，由早先的

「成效顯現」，升級為「成效明顯」，反映中共對實施的調控措施

                                           
14 社論，「對大陸緊縮政策不必過度反應」，工商時報(2004 年 5 月 4 日)。  
15 張聖岱，「中央地方不同調，宏觀調控增難度」，聯合報(2004 年 5 月 3 日)，第 C7 版。 
16 謝偉姝，「中共官方：經濟可望軟著陸」，經濟日報(2004 年 5 月 24 日)，第 2 版。  
17 謝偉姝，「中共官方：經濟可望軟著陸」，經濟日報，第 2 版；大陸新聞中心，「大陸
宏觀調控效果呈現」，聯合報(2004 年 5 月 19 日)，第 A13 版；白德華，「宏觀調控初
見成效，中國鋼材價格跌了」，工商時報(2004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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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成到滿意。18 

從上述最近中國大陸對經濟過熱，所進行的宏觀調控的例子

中，吾人可以發現本論文第五章中對於中國大陸中央政府對地方

政府各種財經節制手段描述的有效性。雖然長久以來，中外都有

許多專家學者在質疑中共所提供數據的真實性與正確性；19而對

於所揭露數字的解讀更有部分的人持著不同的觀點，認為中共不

容易達成其預期的政策目標。例如社科院院長王洛林即指出，雖

然當前中國大陸的金融機構大都控制在政府手裡，但由於利益多

元化的情況比過去更加明顯，現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商業銀

行和中央銀行的看法差別很大，而且很多不同的看法背後都有利

益集團在推動，中央的政策地方不一定執行，宏觀調控會比過去

更加困難。20 

本論文則認為，根據中國大陸  10 年前朱鎔基對經濟過熱進

行降溫的經驗看來，時任副總理的朱鎔基提出  16 條「一刀切」

的貨幣與行政措施，緊急剎車，終使中國大陸的經濟在 4年後「軟

著陸」。21 10年後中國大陸再度面臨經濟過熱的問題，雖然情況

不盡相同，溫所採取的對策也必定不一樣，但到目前為止也已收

到立竿見影之效，似可證明中國大陸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節制

能力仍然是足夠的。 

 
18 白德華，「宏觀調控，人行評為成效明顯」，工商時報(2004 年 7 月 14 日)。  
19 鄭竹園，「中國大陸總體經濟發展與穩定」，收錄於何思因、陳德昇、耿曙主編，中國
大陸研究方法與成果(台北：政大國關中心，民 92 年)，頁 117-148；張清溪，「中共造
假成性騙了自己」，中國時報(2004 年 8 月 19 日)。  

20 張聖岱，「中央地方不同調，宏觀調控增難度」，聯合報，第 C7 版；王綽中，「經濟
過熱不快煞車，終將急煞車」，中國時報(2004 年 5 月 17 日)。  

21 朱 16 條主要政策包括：控制全年貨幣發行量；嚴格控制信貸總量；糾正違章拆借資
金；制止亂集資。還針對房地產、證券、社會集團消費等採取不同手段。參陳東旭，

「十年前朱鎔基一刀切，十年後溫家寶微步調」，聯合報(2004 年 5 月 1 日)，第 A13
版；大陸新聞中心，「溫家寶能否抑制未來的通膨」，聯合報(2004 年 4 月 29 日)，第
C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