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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s Hu fought against corruption just to maintain the regime legitimacy? Or other

purposes he may have in min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Hu is not only strengthened

power through anti-corruption, but also avoid jeopardizing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amines 28 provincial officers as case study and found that the effects of

Hu’s anti-corruption are conformed to “Consolidate Power” theory and “Develop

Economy” theory. 

In “Consolidate Power” theory, 94% of 28 provincial officers who were

investigated by Hu is categorized as “kai zha li wei” type, 4.8% as “pai chu yi ji”type

and 1.2% as “lei zhan ma su” type. This truly shows that Hu is strongly consolidating his

power and China elite politic appears to a “Power Balance” model.   

In “Develop Economy” theory, CPI changes show corruption is improved after

deteriorated since Hu’s ruling; however, economy development is growing year by year. 

There are four characteristics of Hu’s double conductions on anti-corruption and 

economy development: 1. focusing on local officers. 2. scattering in western and central

region. 3. “ji di shou hui” type takes the major numbers. 4. Corruption in economy 

libe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spect is not investigated. 

Keywords: Political Corruption, Political Decay, Consolidate Power, Develop Economy,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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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權與發展？胡錦濤反貪腐邏輯分析 
王嘉州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副教授  

摘 要 

胡錦濤進行反政治腐敗，僅為維繫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嗎？或尚

有其他考量呢？本文認為胡錦濤不僅藉反腐鞏固自身權力，且要避

免因反腐而損及經濟發展。經由28名省部級貪官為案例進行分析後

發現，胡錦濤反政治腐敗的效應，符合「鞏固權力」和「發展經濟」

兩種邏輯。 
在「鞏固權力」的邏輯上，胡錦濤查辦的28名省部級貪官，94%

屬開鍘立威型，4.8%屬排除異己型，1.2%屬淚斬馬謖型，因此可知

胡錦濤權力日益鞏固。九成四屬開鍘立威型，除符合中共反腐策略

強調心理戰的威嚇效果外，也顯示胡錦濤並未全面拔除前朝人馬，

代表中國菁英政治的確屬於「權力平衡模式」。 
在「發展經濟」的邏輯上，透過貪腐印象指數的變化可知，胡

錦濤執政以來中國貪腐情形乃先惡化後改善，顯示在延續「地方發

展型國家」的經濟成長路線時，已造成黨內紀律約束軟化，不過經

濟發展倒是呈現逐年成長。歸納胡錦濤兼顧反腐與經濟發展的作

為，主要有四項特徵：對象集中在地方幹部；區域分散於東部與中

部；打擊最力的類型為藉地受賄型；未查辦經濟自由化與全球化面

向的政治腐敗。 

關鍵詞：政治腐敗、政治衰敗、鞏固權力、發展經濟、貪腐印象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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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維持一黨專政乃中共領導人一貫的偏好。1在鄧小平時期，是希

望透過發展經濟以維持社會穩定，進而維持中共的領導。2在江澤民

時期，則希望維持社會穩定以持續發展經濟，進而維持中共的領

導。3簡言之，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乃維持中共一黨專政的兩大支

柱，而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會相互影響。在維持中共一黨專制上，

胡錦濤與江澤民並無差異。首先，胡錦濤認為中共的領導地位是不

容質疑的。其次，中共專政符合人民利益。此外，必須施行人民代

表大會制度，不能照搬他國的多黨制與三權分立。4不過，在維持中

共一黨專政上，胡錦濤展現出較大的危機感，認為中共的領導方

式、執政方式、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並不完善。此外，中共幹部腐

敗現象嚴重。5因此，胡錦濤不僅在2003年開創反腐敗的三個第

一次，6並於2004年通過在江澤民手上積壓十三年的中國共產黨黨

 
1. 林佳龍、徐斯儉，「退化的極權主義與中國未來發展」，林佳龍主編，未來中國—

退化的極權主義（台北：時報文化，2004），頁20。 
2. 吳玉山，「現代化理論vs.政權穩定論：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前景」，政治科學論叢，

第9期（1998年6月），頁451。吳國光，自由化、制度化、民主化（臺北：風雲論

壇出版社，1997），頁8~9。 
3. Yu-Shan Wu, “From Reform to Bureaucratic Stability in the PRC,” Issues and Studies, 

Vol. 33, No. 8 (August 1997), pp. 81~104. 
4. 胡錦濤僅指出「不照搬別國政治體制的模式」，但並未明言究竟是哪種體制。若

根據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方立的講法，主要是指「多黨制和三權分立」。

詳見：方立，「憲法修改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新華網，2003年12月17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12/17/content_1236526.htm> 
5.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新華網，2004年9月26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9/26/content_2024232.htm> 
6. 「第一次提出建立制度反腐體系，即在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出『建立健

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

系』；簽署了第一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有利於中國反腐敗鬥爭的深入開展和國

際反腐敗統一戰線的建立；第一次在一年中公開報道了十三名省部級腐敗高官的

查處情況，極大地鼓舞了反腐士氣。」詳見：「整合反腐敗資源真正形成反腐敗

的合力」，中新網，2004年7月27日。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dnjd/6201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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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監督條例（試行）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被視為不再延續

以往「運動反腐」或「權力反腐」，而進入「制度反腐」階段，也

使反腐在戰略上出現三大轉向，包括由「被動防禦」轉向「主動進

攻」，由「權力反腐」轉向「制度反腐」，由「事後監督」轉向「事

前監督」。7 

胡錦濤雖然在2004年已進入「制度反腐」階段，不過反腐成果

不如以往。從表一中可知，不論在立案數、結案數或黨紀處分人數，

十六大以來的成果均不如十五大。只是在查處高官上與十四大以來

的成果有一相同處，均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因而下台。胡錦濤在十七

大的報告中指出，中共腐敗現況仍然嚴重，主要表現在黨員幹部作

風不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奢侈浪費、消極腐敗。對於

反腐敗的重要性，胡錦濤認為乃「關係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

亡，是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因此，胡錦濤提出反

腐必須「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預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設」。8 

胡錦濤關於反腐敗重要性的論述，可以簡化成：防止政治腐敗

造成政治衰敗。所謂「政治腐敗」（political corruption），其意涵

主要可區分為三類：一是公共職位論，認為政治腐敗乃違反公共角

色之準則，進行以權謀私的行為。二是市場論，認為政治腐敗乃「尋

租」行為，亦即透過政治權力追逐市場利潤的行為。三是公共利益

論，認為政治腐敗乃官員違法牟利而損害公眾及其利益的行為。9 從

政治學角度探討政治腐敗，通常採公共職位論，將其視為以權謀私

 
7. 「中央進行反腐戰略調整，反腐戰術三大轉變」，新華網，2004年1月12日。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law/478253.htm#a1> 
8.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

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社，2007年10月
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htm> 

9. Arnold J. Heidenheimer, Michael Johnson, and Victor T. Levine eds., Political 
Corruption: A Handboo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9), pp.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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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包括賄賂、裙帶關係、貪污等。10所謂「政治衰敗」（political 

decay），就是政府能力和合法性下降，11將破壞政權執行政策和反

映社會變革要求的能力。12但是，胡錦濤進行反貪腐，僅如其所言，

乃為維繫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嗎？或尚有其他考量呢？ 

表一：十四大到十六大中共查處貪腐案件數比較 

屆

次 統計時間 立案數 結案數 黨紀處分 查處之高官 

十

四

大 

1992年10月
至1997年6月 731,000件 67,010件 669,300人

原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陳

希同、原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原

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歐陽德 

十

五

大 

1997年10月
至2002年9月 861,917件 84,276件 846,150人

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

傑、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原公

安部副部長李紀周 

十

六

大 

2002年12月
至2007年6月 677,924件 67,984件 518,484人

原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

良宇、原山東省委副書記杜世成、

原中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鄭

筱萸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向黨的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中

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向黨的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中共中央紀律檢

查委員會向黨的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 

 

本文共區分為五部分。第一部份為前言，提出研究問題。第二

部份為文獻分析，歸納出政治腐敗對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的正負面

效應。第三部分從胡錦濤如何固權的角度來分析中共反腐的政治效

應。第四部分探討反政治腐敗與經濟發展之關係。第五部分為結

論，說明胡錦濤反政治腐敗的效應，符合「鞏固權力」和「發展經

濟」兩種邏輯。 

 
10. J.S. Nye, “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 Cost-Benefit Analysi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1, No. 2 (June 1967), p. 419.  
11. J.S. Nye, “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 Cost-Benefit Analysis,” pp. 

418~419.  
12. David Wurfel, Filipino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Deca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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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分析 

中國幹部的政治腐敗類型可歸納為十類，包括貪污、收賄、挪

用、揮霍浪費、以權謀私、非法收入、瀆職、投機倒把、違反財經

紀律、走私、道德墮落。13這些腐敗的效應可區分為五派主張，包

括傳統派、經濟發展派、功能派、制度派及後修正派。有別於傳統

派僅指出政治腐敗的負面效應，中間三派屬「修正派」，主張政治

腐敗存在正面效應，後修正派則批駁此正面效應。14為探討胡錦濤

反政治腐敗的效應，以下將先區分為負面效應與正面效應兩種觀

點，然後從學理上歸納出貪腐的效應，最後推演出待驗證之假設。 

政治腐敗的負面效應說，可舉McMullan、Nye及Bayley之觀點

為代表。15綜合言之，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可歸納為無效率、浪費資

源、企業對政府失去信心、資本外流、投資扭曲、技術荒廢、外援

中斷等七項。對政治的負面影響可歸納為破壞社會公正、喪失人民

信任、政治不穩定、導致鎮壓措施、政策執行受限、削弱統治能力、

引發社會革命、軍事接管、破壞種族平衡等九項。 

政治腐敗的正面效應說，可用Leff、Nye、Bayley及Huntington

之觀點為代表。16綜合言之，對經濟的正面影響可歸納為拉近官商

 
13. Yan Sun, Corruption and Market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6~37. 
14. Gabriel Ben-Dor, “Corrup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Revisionist Theses Revisite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7, No. 1 (April 
1974), pp. 63~83.楊洪常，「政治發展還是政治衰敗：政治腐敗效應之爭」，政治科

學論叢，第12期（2000年6月)，頁131~160。 
15. M. McMullan, “A Theory of Corruptio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9, No. 2 (July 

1961), pp.181~201.轉引自楊洪常，「政治發展還是政治衰敗：政治腐敗效應之

爭」，頁139。J.S. Nye, “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 Cost-Benefit 
Analysis,” pp. 421~423; David H. Bayley, “The Effects of Corruption in a Developing 
Nation,”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19, No. 4 (December 1966), pp. 724~726. 

16. Nathaniel H. Lef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8, No. 3 (November 1964), pp. 10~11; J.S. Nye, 
“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 Cost-Benefit Analysis,” pp. 419~421; 
David H. Bayley, “The Effects of Corruption in a Developing Nation,” pp. 727~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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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改變政府偏好、減少不確定性、支持經濟創新、提高競爭效

率、構築政策護欄、有利資本形成、促進行政效率等八項。對政治

的正面影響可歸納為國家整合、統治能力、政黨成長、避免過激手

段、吸收優秀人才等五項。 

經上述學理分析，可將政治腐敗對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的正負

面效應整理如表一。透過表二，可將政治腐敗的政治與經濟效應整

理如以下四個命題：第一，政治腐敗有利政治發展。第二，政治腐

敗造成政治衰敗。第三，政治腐敗有利經濟發展。第四，政治腐敗

阻礙經濟發展。在此四個命題中，第一與第二乃相互對立，第三與

第四則相互矛盾。 

根據前言之論述已知，胡錦濤採政治腐敗造成政治衰敗之觀

點。因此，胡錦濤反腐的政治效應乃穩固政權。穩固政權有兩種意

涵：一是避免中共政權被推翻。二是胡錦濤藉反腐鞏固自身權力，

其中包括排除異己或開鍘立威。17不過，因胡錦濤已成中共黨政最

高領導人，只要其能鞏固自身權力，也就代表中共政權穩固。故以

下第三節僅從胡錦濤如何固權的角度來分析中共反腐的政治效應。 

根據實證研究顯示，中國的貪腐並未妨礙其經濟成長。因為透

過行賄及給予特權的交換關係，形成垂直式的恩庇—侍從

（patron-clientelism）的穩定關係，降低制度不確定性。賄款如同徵

稅，使投資者獲得保護。基於長期利益考量，官員更積極幫助企業

發展，形成東亞經濟發展的特殊模式之一。18此研究符合政治腐敗

有利經濟發展之觀點。因此，本文第四節將分析胡錦濤反政治腐敗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64~69. 

17. 寇健文，「中國政治情勢：高層政治的演變」，丁樹範主編，中國大趨勢：2003-2004
（台北：新新聞文化公司，2004），頁22~27。 

18. M. T. Rock and H. Bonnett, “The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corruption: Accounting for 
the East Asian paradox in empirical studies of corruption, growth and investment,” 
World Development, Vol. 32, No. 6 (June 2004), p.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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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濟發展的關連，並探討其如何避免反腐損及經濟發展。 

表二：政治腐敗對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的正負面效應 

 政治發展 經濟發展 

正面

效應 

國家整合、統治能力、政黨成長、避免

過激手段、吸收優秀人才 
拉近官商關係、改變政府偏好、減少不

確定性、支持經濟創新、提高競爭效率、

構築政策護欄、有利資本形成、促進行

政效率 

負面

效應 

破壞社會公正、喪失人民信任、政治不

穩定、導致鎮壓措施、政策執行受限、

削弱統治能力、引發社會革命、軍事接

管、破壞種族平衡 

無效率、浪費資源、企業對政府失去信

心、資本外流、投資扭曲、技術荒廢、

外援中斷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參、反腐與穩固政權 

根據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春旺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一

次會議上所作工作報告中指出，胡錦濤第一個任期的五年中，最高

檢立案偵查貪污受賄十萬元以上、挪用公款百萬元以上案件35,255

件，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13,929人，其中廳局級930

人、省部級以上35人。19基於資料的可取性、職位的重要性，本文

將以被查辦之35名省部級貪官作為分析對象，探討胡錦濤是否藉由

反腐達到鞏固自身權力的效應。不過，35名省部級貪官中，潘廣田、

柴王群、高嚴、王懷忠、麥崇楷、劉方仁、劉長貴等七人，其查辦

均始於胡錦濤接任中共總書記前，未必代表胡錦濤反腐邏輯，故本

文分析將其排除，因此分析對象僅剩28人。28名省部級貪官之姓

名、原職務與貪腐行為可整理如表三。其中屬於中央官員有6位（佔

21.4%），屬地方官員有22位（佔78.6%）。 

 

 
 
19. 黃翔，「中國五年立案偵查省部級以上三十五人」，中國新聞網，2008年3月10日。

<http://www.cns.hk:89/gn/news/2008/03-10/11869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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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胡錦濤第一個任期查辦之28名省部級貪官 

編

號 姓名 原職 貪腐行為 

1 劉金寶
中國銀行 
副董事長 

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單獨或夥同他人侵吞公款。非法收受他

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財產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

大，不能說明來源合法。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 

2 王鐘麓
浙江省 
副省長 

利用職務之便，為浙江置地聯合公司、杭州華源實業有限公

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孫達山在資金借貸、土地轉讓、土地加價

等事項上謀取利益。以受賄罪、濫用職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12年。 

3 田鳳山
國土資源 
部長 

在主政國土資源部的工作期間，全國一些地方在土地審批、

流轉和國土專項資金使用方面，存在一系列問題。以受賄罪

被判處無期徒刑。 

4 阿曼哈吉
新疆政府 
副主席 

經手大量工程撥款，貪汙受賄800萬。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

判處有期徒刑12年。 

5 劉克田
遼寧省 
副省長 

接受原瀋陽客運集團公司總經理夏任凡請託，為該公司在辦

理轉貸以及涉稅問題方面謀取利益，收受夏任凡透過他人給

付的31萬澳元，折合人民幣131萬餘元。以受賄罪被判處有

期徒刑12年。 

6 張國光
湖北省 
省長 

接受請托，為瀋陽一家公司獲取銀行貸款和承攬裝修工程，

為馬向東等人在職務晉升等方面謀取利益，收受賄賂共計價

值人民幣57萬多元。以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 

7 韓桂芝
黑龍江省政

協主席 

為馬德等人在職務晉陞、職務調整等方面謀取利益，先後多

次非法收受上述人員給予的款物共計人民幣702萬餘元。被

判死刑，緩期2年執行，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8 張宗海
重慶市委常

委宣傳部長

利用職務之便，幫助雷某某獲得和買賣股票謀取利益，收受

雷某某所送賄賂人民幣300萬元，以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15年。 

9 徐國健
江蘇省委常

委組織部長

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並非法收受張忠良等5人
給予的人民幣631萬元、美元1.1萬元，共計折合人民幣640.1
萬元。以受賄罪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 

10 吳振漢
湖南 

高法院長 
非法收受款物共計人民幣607萬餘元，被判死刑，緩期2年執

行。 

11 丁鑫發
江西省高 
檢檢察長 

利用職務之便，通過干預案件查處等手段，為他人謀取利

益。以受賄罪挪用公款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7年。 

12 李達昌
四川省 
副省長 

徇私舞弊，濫用職權，致使國有財產遭受重大損失，判處有

期徒刑7年。 

13 張恩照

中國建設銀

行董事長、

黨委書記 

收受賄賂，利用職權給行賄人的貸款提供便利，以受賄罪被

判處有期徒刑15年 

14 王有傑

河南省 
人大常委會

副主任 

在工程承攬、國有資產收購、土地出讓、申請貸款過程中為

他人謀取利益，另有人民幣890.1萬鉅額財產無法說明其合

法來源，被判死刑，緩期2年執行，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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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姓名 原職 貪腐行為 

15 王昭耀
安徽省政協

副主席 
非法收受財物704萬元，650萬元財產來源不明，被判死刑，

緩期2年執行，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16 荊福生
福建省委常

委、宣傳部長

在職務晉升、土地使用、承攬工程、企業改制、工作調動等

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先後索取或收受他人財物共計折合人

民幣766.75萬元。以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並處沒收個人全

部財產。 

17 王守業
海軍 

副司令員 以貪汙罪挪用公款罪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 

18 劉志華
北京市 
副市長 

索取、收受他人財物數百萬元；包養情婦並為其承攬工程謀

取巨額非法利益。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移送司法機關。 

19 何閩旭
安徽省 
副省長 

借幹部職務晉升和土地出讓、城建拆遷、規劃審批、工程承

攬之機，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841萬
餘元，涉及27個單位和個人，被雙規並立案偵查。 

20 陳良宇
上海市 

市委書記 

涉及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違規使用社保資金、為一些不

法企業主謀取利益、袒護有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的身邊工作人

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親屬謀取不正當利益等嚴重違紀問

題，造成了惡劣的政治影響，雙開、判刑18年。 

21 邱曉華
國家統計局

局長 
收受不法企業主現金；生活腐化墮落，涉重婚犯罪，開除黨

籍，開除公職，移送司法機關。 

22 李寶金
天津人民檢

察院檢察長

利用職務為數家企業牟取利益，索賄數百萬元人民幣；濫用

職權挪用巨額公款給他人使用，向外單位人員支出賬外公款

數百萬元。以受賄罪和挪用公款罪兩罪並罰，被判死刑，緩

期2年執行。 

23 杜世成
山東省委 
副書記 

在國有土地轉讓批租中黑箱操作，多次收受房地產商賄賂，

為親屬謀利。以受賄罪，被判處其無期徒刑,。 

24 王武龍

江蘇省 
人大常委會

副主任 

為兩家公司謀取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上述公司負責人錢款

折合人民幣683萬餘元，被判死緩。 

25 鄭筱萸

國家食品藥

品監督管理

局局長 

非法收受款物共計折合人民幣649萬餘元；怠忽職守。死刑、

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26 龐家鈺
陝西省政協

副主席 

利用職務之便收受他人賄賂48萬元﹔違規批准設立寶雞市

財政証券公司寶証公司，導致該公司累計損失達3.16億元，

受賄被移交司法機關處理。 

27 宋平順
天津市政協

主席 
包養情婦，利用職權為港商謀取利益。在接受調查期間自殺

身亡。 

28 孫   瑜 廣西政府 
副主席 

涉嫌在桂林灕江防洪及補水樞紐工程，與相關配套專案以及

其他方面受賄不下4,000萬元。目前被雙規。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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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確定分析對象後，接續討論分析方法。菁英政治的分析存在

「贏者全拿模式」（the model of the winner-take-all game）與「權力

平衡模式」（the model of power balancing）。薄智躍（Zhiyue Bo）認

為廿一世紀中國菁英政治須採「權力平衡模式」分析，其與另一模

式的差別有二：第一，允許非零和政治博弈的存在。第二，接受政

治結果出現多方贏家的可能。20就理論而言，若受查處之28名貪官，

全屬胡錦濤人馬，則反腐結果乃江澤民「贏者全拿」。若全屬江澤

民人馬，則屬胡錦濤「贏者全拿」。若部分屬江澤民人馬，其他無

明顯派系屬性，則亦屬胡錦濤「贏者全拿」。若部分屬胡錦濤人馬，

其他無明顯派系屬性，則亦屬江澤民「贏者全拿」。若其中胡錦濤

與江澤民人馬均有，或全無明顯派系屬性，則可視為「權力平衡」。 

本文將以籍貫地、現職地與前職地等「三地」為指標，分析28

名貪官與胡錦濤及江澤民之關係網絡。因為，中國人一向講究「人

際關係」，21籍貫地、現職地與前職地正是人際關係的主要網絡。「關

係」可定義為「一種能影響資源分配的社會資源。」22Xuezhi Guo

指出，至今「關係」仍有效地影響著中國政治菁英的行為。23他以

光譜的方式，一端是工具因素，另一端是情感因素，將「關係」區

分為工具面（instrumental dimension）、禮儀面（etiquette dimension）、

道德面（moral dimension）、情感面（emotional dimension）等四面

向。工具面的關係源自升遷等得失算計，伴隨利益交換之目的。禮

儀面的關係立基於中國「人情」的觀念，源自個人和諧社會網絡的
 
20 Zhiyue Bo, “Political Succession and Elite Politics in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a: 

Toward a Perspective of ‘Power Balancing’,” Issues & Studies, Vol. 41, No. 1 (March 
2005), pp. 166~167. 

21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70）, p. 
171；另可參見，黃光國，「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遊戲」，黃光國主編，中

國人的權力遊戲（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89），頁7~56。 
22 陳俊傑，關係資源與農民的非農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35。 
23 Xuezhi Guo, “Dimensions of Guanxi in Chinese Elite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 46 (July 2001), 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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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道德面的關係主要靠「忠心」與「義氣」的支撐。情感面的

關係最初源自「感情」與「恩情」，與「人情」同屬中國文化中重

要的社會文化概念。24本文結合Xuezhi Guo對關係的分析，說明「三

地」之意義及分析方法如下： 

籍貫地乃指其祖籍，有些學者則是採用出生地。25本文採用籍

貫地而非出生地之理由有三：第一，在中國大陸，多數人的籍貫地

與出生地是相同的。第二，籍貫地亦即慣稱的「哪裡人」，亦為人

名錄的普遍寫法，26具有資料收集上的便利性。第三，在傳統文化

上，官員會對籍貫地而非出生地特別照顧，乃因籍貫地是歷代血

緣、姻緣關係之所在，且親屬制度正是關係的基礎。27分析籍貫地

時，除描述其分佈情形外，觀察重點有二：第一，籍貫地屬於安徽

省者的比例為何？第二，籍貫地屬於江蘇省者為何？因胡錦濤之籍

貫地為安徽省，而江澤民的籍貫地為江蘇省。因此，若受查處貪官

籍貫地有屬安徽者，可視為胡錦濤淚斬馬謖，象徵其權力受挑戰。

若有屬江蘇者，可視為胡錦濤排除異己成功，象徵其權力益形穩

固。若非屬安徽與江蘇者，視為胡錦濤開鍘立威成功，象徵其權力

益形穩固。 

28名貪官的籍貫地以山東省有6位（21.4%）為最多（參閱表

四），其次為福建省及河南省各有3位（10.7%）。屬江蘇省者有2位

（7.1%），乃前江蘇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徐國健，及前江蘇省人大

常委會副主任王武龍。其查辦分別始於2004年6月與2006年12月，

故可視為胡錦濤排除異己成功。非屬安徽與江蘇者，共計26位
 
24. Xuezhi Guo, “Dimensions of Guanxi in Chinese Elite Politics,” pp. 72~87. 
25. 例如李成針對中共第四代領導人的研究，即使用出生地而非籍貫地作為分析指

標。詳見Li Cheng ,“Jiang Zemin's Successors: The Rise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Leaders in the PRC,”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1 (March 2000), pp. 15~18. 

26. 例如中國共產黨大辭典、中共人名錄等均是。 
27. 楊美惠著，趙旭東、孫珉譯，禮物、關係學與國家—中國人際關係與主體性建構

（台北：南天書局，2005），頁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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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可視為胡錦濤開鍘立威成功，象徵其權力益形穩固。若

分年觀察，2003年查處5人，均屬開鍘立威型。2004年查處6人，其

中1人屬排除異己型，另5人屬開鍘立威型。2005年查處6人，均屬

開鍘立威型。2006年查處8人，其中1人屬排除異己型，另7人屬開

鍘立威型。2007年查處3人，均屬開鍘立威型。 

現職地指其被查辦時的職務所在地，此乃學界普遍使用之方

法，在認定上較無爭議。分析現職地時，焦點乃是否為貴州、西藏、

上海。因胡錦濤曾任貴州、西藏兩地之黨委書記，而江澤民則曾任

上海市委書記。故此三地可視為其二人政治權力之崛起地。基於穩

固權力來源，中共領導人將照顧崛起地的利益。28因此，若受查處

貪官現職地有屬貴州或西藏者，可視為胡錦濤淚斬馬謖，象徵其權

力受挑戰。若有屬上海者，可視為胡錦濤排除異己成功，象徵其權

力益形穩固。若非屬貴州、西藏、上海者，可視為胡錦濤開鍘立威

成功，象徵其權力益形穩固。 

28名貪官的現職地以天津市、江蘇省、安徽省各有2位（7.1%）

最多（參閱表四）。屬上海者有1位，乃前上海市市委書記陳良宇。

其查辦始於2006年9月，故可視為胡錦濤排除異己成功。非屬貴州、

西藏、上海者，共計27位（96.4%），可視為胡錦濤開鍘立威成功，

象徵其權力益形穩固。若分年觀察，2003年查處5人，均屬開鍘立

威型。2004年查處6人，均屬開鍘立威型。2005年查處6人，均屬開

鍘立威型。2006年查處8人，其中1人屬排除異己型，另7人屬開鍘

立威型。2007年查處3人，均屬開鍘立威型。 

前職地乃指現職地之前一個職務所在地。分析前職地時，焦點

乃是否為貴州、西藏、上海，以及是否有共青團經歷。若受查處貪

 
28. 鄭永年亦指出，「地方經常要在中央尋找自己的保護人來支持當地利益，而中央

領導人則要在地方尋求支持者來加強自己在中央的地位。」吳國光、鄭永年，論

中央－地方關係（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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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現職地有屬貴州、西藏或共青團經歷者，可視為胡錦濤淚斬馬

謖，象徵其權力受挑戰。若有屬上海者，可視為胡錦濤排除異己成

功，象徵其權力益形穩固。若非屬貴州、西藏、上海，亦無共青團

經歷者，可視為胡錦濤開鍘立威成功，象徵其權力益形穩固。 

28名貪官的前職地以天津市、江蘇省、黑龍江省、安徽省各有

2位（7.1%）為最多（參閱表四）。屬上海者有1位，乃前上海市市

委書記陳良宇，其前職為上海市市委副書記。其查辦始於2006年9

月，故可視為胡錦濤排除異己成功。具共青團經歷者乃前福建省委

常委兼宣傳部長荊福生。其曾於1984年1月至1987年9月任共青團福

建省委書記、黨組書記。其查辦始於2005年10月，可視為胡錦濤淚

斬馬謖，象徵其權力受挑戰。非屬貴州、西藏、上海，也不具共青

團經歷者共計26位（92.9%），可視為胡錦濤開鍘立威成功，象徵其

權力益形穩固。若分年觀察，2003年查處5人，均屬開鍘立威型。

2004年查處6人，均屬開鍘立威型。2005年查處6人，1人屬淚斬馬

謖型，5人屬開鍘立威型。2006年查處8人，其中1人屬排除異己型，

另7人屬開鍘立威型。2007年查處3人，均屬開鍘立威型。 

表四：胡錦濤第一個任期查辦28名省部級貪官之三地分佈 

編號 姓名 查處年 籍貫地 現職地 前職地 

1 劉金寶 2003.7 上海 中國銀行 中國銀行 

2 王鐘麓 2003.8 浙江省 
浙江省 

2000.10月退休 
浙江省 

3 田鳳山 2003.10 山東省 國土資源部 黑龍江省 

4 阿曼哈吉 2003.11 新疆 新疆 新疆 

5 劉克田 2003.11 河北省 遼寧省 遼寧省 

6 張國光 2004.2 遼寧省 湖北省 湖北省 

7 韓桂芝 2004.2 黑龍江 黑龍江 黑龍江省 

8 張宗海 2004.4 四川省 重慶市 重慶市 

9 徐國健 2004.6 江蘇省 江蘇省 江蘇省 

10 吳振漢 2004.6 湖南省 湖南省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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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查處年 籍貫地 現職地 前職地 

11 丁鑫發 2004.7 江西省 江西省 江西省 

12 李達昌 2005.1 四川省 四川省 2003.12卸職 四川省 

13 張恩照 2005.3 山東省 中國建設銀行 中國建設銀行 

14 王有傑 2005.3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15 王昭耀 2005.6 山東省 安徽省 安徽省 

16 荊福生 2005.10 河南省 福建省 
福建省 

共青團福建省委書記 

17 王守業 2005.12 河南省 海軍 總後基建營房部 

18 劉志華 2006.6 遼寧省 北京市 北京市 

19 何閩旭 2006.6 福建省 安徽省 安徽省 

20 陳良宇 2006.9 浙江省 上海市 上海市 

21 邱曉華 2006.10 福建省 國家統計局 國家統計局 

22 李寶金 2006.11 山東省 天津市 天津市 

23 杜世成 2006.12 山東省 山東省 山東省 

24 王武龍 2006.12 江蘇省 江蘇省 江蘇省 

25 鄭筱萸 2006.12 福建省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2005.6免職 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 

26 龐家鈺 2007.1 山東省 陝西省 陝西省 

27 宋平順 2007.4 河北省 天津市 天津市 

28 孫   瑜 2007.11 廣西 廣西 廣西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經上述分析，可將胡錦濤查辦28名省部級貪官之三地分佈與權

力平衡之關係整理如表五。從表五可知，在分年分析上，淚斬馬謖

型僅出現於2005年。排除異己型僅出現於2004與2006年。開鍘立威

型則每一年均存在。從籍貫地分析，以開鍘立威型所佔比例最高

（92.9%），其次為排除異己型（7.1%），並無淚斬馬謖型。從現職

地分析，以開鍘立威型所佔比例最高（96.4%），其次為排除異己型

（3.6%），並無淚斬馬謖型。從前職地分析，以開鍘立威型所佔比

例最高（92.9%），排除異己型與淚斬馬謖型各佔3.6%。總體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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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查辦的28名省部級貪官中，94 %為開鍘立威型，4.8 %為排除

異己型，1.2 %為淚斬馬謖型。因此可知胡錦濤權力日益鞏固，不過並

未出現「贏者全拿」，中國菁英政治屬於「權力平衡模式」。此外，九

成四屬於開鍘立威型，也符合中共反腐策略強調心理戰的威嚇效果。29 

表五 28名省部級貪官之三地分佈與權力平衡 

年份 籍貫地 現職地 前職地 

2003 100%屬開鍘立威型 100%屬開鍘立威型 100%屬開鍘立威型 

2004 
17 %屬排除異己型 
83 %屬開鍘立威型 

100%屬開鍘立威型 
 

100%屬開鍘立威型 
 

2005 100 %屬開鍘立威型 100%屬開鍘立威型 
17 %屬淚斬馬謖型 
83 %屬開鍘立威型 

2006 
12.5 %屬排除異己型 
87.5 %屬開鍘立威型 

12.5 %屬排除異己型 
87.5 %屬開鍘立威型 

12.5 %屬排除異己型 
87.5 %屬開鍘立威型 

2007 100 %屬開鍘立威型 100%屬開鍘立威型 100 %屬開鍘立威型 

六年合計

92.9%屬開鍘立威型

（26人） 
7.1%屬排除異己型 
（2人） 

96.4%屬開鍘立威型 
（27人） 
3.6%屬排除異己型 
（1人） 

92.9%屬開鍘立威型（26人） 
3.6%屬排除異己型（1人） 
3.6%屬淚斬馬謖型（1人） 

總計 94 %屬開鍘立威型，4.8 %屬排除異己型， 1.2 %屬淚斬馬謖型。 

資料來源：根據表四由作者整理。 

肆、反腐與經濟發展 

胡錦濤執政頭五年，就查辦35名省部級以上高官，中國人民認

為「這一數字引人矚目，令人欣喜」，「說明了懲治與預防腐敗體系

建設的進一步完善」。30如此樂觀看法，迥異於國際觀感。本文採用

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所建構並公布的貪腐印

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CPI）作為衡量中國貪腐程度

的指標。該指標所定義的貪腐，乃為私利而濫用公權力，由0分至
 
29. Andrew Wedeman, “Anticorruption Campaigns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rrup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4, No. 42 (February 2005), p. 96. 
30. 陸志堅，「5年查辦省部級貪官35人，警醒了誰？」，人民網，2008年3月10日。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69792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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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數值愈低，代表愈貪腐。不同於其他機構所發展的指標，

貪腐印象指數並非由國際透明組織本身進行調查，而是一個合成指

數。以2007年公布的指數為例，其來源乃綜合了12個獨立機構的14

項調查所建構而成。31因該指數整合多重資料來源而建構，故提高

評分之可信度。32 

從圖一可看出，胡錦濤執政以來，其貪腐印象指數先降後升。

從2002年的3.5下降到2005年的3.2，又在2007年回升到3.5，代表國

際間認為中國貪腐情形並未改善。在文獻回顧中已指出，中國領導

人可能接受政治腐敗有利經濟發展之觀點，故其反腐作為將會避免

對經濟發展造成負面影響。因此，從中國貪腐印象指數五年內維持

小幅震盪走低後回升至持平來估計，應有利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此

假設可從圖一得到證實，2002年以來，中國經濟的確維持整體趨勢

向上在成長。為取得更有力證據，說明中國的貪腐印象指數與中國

經濟成長率之關連，本文以Pearson相關係數為工具，分析胡錦濤繼

任以來的五年數據（2003-2007年）。電腦計算出之相關係數為

0.216，33顯示胡錦濤的執政能兼顧反腐與經濟發展，在維持經濟發

展的前提下，也能讓貪腐印象指數先降後升。換言之，胡錦濤執政

之初，權力尚未鞏固，只能力求經濟發展。在延續「地方發展型國

家」的經濟成長路線時，造成黨內紀律約束軟化。34雖知貪腐會危

及中共政權穩定，也只能放任其惡化，直到2005年才落底。此一發

 
31. “Persistent corruption in low-income countries requires global action,”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26, 2007.<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_room/latest_ 
news/press_releases/2007/2007_09_26_cpi_2007_en> 

32. 余致力、陳敦源、黃東益，「非政府組織與反貪腐運動：國際透明組織與台灣透

明組織簡介」，國家政策季刊，夏季號（2003年4月)。 
<http://old.npf.org.tw/monthly/0302/theme-039.htm> 

33. 雖P值為0.727（雙尾），但並不影響兩變數相關程度的可信度。因為，此五筆資

料屬母體資料，而非抽樣資料。 
34. 徐斯儉，「軟紀律約束：中共強化監督之政改的內在限制」，中國大陸研究，第

50卷第2期(2006年6月)，頁42~43。 



固權與發展？胡錦濤反貪腐邏輯分析 47 

 

展符合胡錦濤權力接班時間。因為，胡錦濤接掌中央軍委主席是

2004年9月。因此，胡錦濤的統治策略，乃是先鞏固自身權力並發

展經濟，待權力鞏固之後，乃能適度反貪腐以穩定中共政權，並避

免傷及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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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圖一：中國CPI指數與經濟成長率（2002-2007） 

政治腐敗乃以權謀私的行為，因此容易出現在改革過程中。中

國經濟改革可區分為自由化、分權化、私有化與全球化等四面向。

35各面向改革內容、引發的黨政貪腐與行賄者作為可整理如表六。

為解答胡錦濤如何兼顧反腐與經濟發展，本文將前述28名省部級貪

官的貪腐作為（表三），對照表六進行歸納，並依查處時間分年整

理，結果分述如下： 

2003年共查處5名省部級貪官其中，1人（20%）為中央幹部，1

人（20%）為國有企業幹部，3人（60%）為地方幹部。地方幹部屬

 
35. 過勇，「經濟轉軌滋生腐敗機會的微觀機制研究—從594個腐敗要案中得出的結

論」，經濟社會體制比較（北京），第127期（2006年9月），頁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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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省分有1人（33%），東部有2人（67%）。在貪腐作為上，共

可區分為四種類型：第一，貪汙公款型：劉金寶單獨或夥同他人侵

吞公款。36第二，採購受賄型：阿曼哈吉經手大量建設工程，貪汙

受賄800萬。37第三，受賄減稅型：劉克田受賄辦理轉貸及涉稅問題。

38第四，藉地受賄型：王鐘麓受賄並為其在資金借貸、土地轉讓、

土地加價等事項上謀取利益。39田鳳山因替他人謀取利益，主要是

土地審批、流轉和國土專項資金使用等方面，40被判處無期徒刑。41  

2004年共查處6名省部級貪官，均為地方幹部，屬於西部省分

有1人（17%），東部有1人（17%），中部有4人（67%）。在貪腐

作為上，共可區分為三種類型：第一，受賄改制型：張宗海協助公

司上市及股票買賣，並從中受賄。42第二，受賄干政型：吳振漢通

過干預案件訴訟、插手基建工程，為他人謀取利益並受賄。43丁鑫

發收受賄賂，干預案件查處。44第三，受賄賣官型：張國光受賄為

馬向東等人在職務晉升等方面謀取利益。45韓桂芝受賄為馬德等人

 
36. 「原中行副董事長劉金寶貪污受賄案作出一審判決」，新華網，2005年8月1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8/12/content_3345140.htm> 
37. 賀名慧，「新疆政府副主席哈吉貪汙八百萬」，當代名家網，2006年1月31日。 

<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0735.html> 
38. 「遼寧省原副省長劉克田因受賄罪一審被判12年」，新浪網新聞中心，2005年2

月4日。<http://news.sina.com.cn/c/2005-02-04/16035774855.shtml> 
39. 「浙江省原副省長王鐘麓因受賄被判有期徒刑12年」，新浪網新聞中心，2004年9

月1日。<http://news.sina.com.cn/c/2004-09-01/22103556200s.shtml> 
40. 汪玉凱，「誰來揭發田鳳山？專家三大深思警示監督缺位」，人民網，2003年11

月11日。<http://www.people.com.cn/BIG5/shizheng/1026/2182320.html> 
41. 「國土資源部原部長田鳳山以受賄罪一審被判無期徒刑」，人民網，2005年12月

28日。<http://legal.people.com.cn/GB/42733/3979838.html> 
42. 「張宗海受賄案」，政法網路學堂，2007年7月23日。 

<http://www.cupl-wlxt.com/html/2007-7/20077231927291.htm> 
43. 「湖南省高院原院長吳振漢落馬記」，新華網，2006年11月14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hb.xinhuanet.com/lianzheng/2006-11/14/content_ 
8517047.htm> 

44. 「丁鑫發落馬後 江西公安免職風暴」，南方都市報，2005年2月28日。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tszk/nfdsb/sd/200502280001.asp> 

45. 「從原湖北省長張國光落馬案反思吏治腐敗」，人民網，2004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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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務晉升、職務調整等方面謀取利益。46徐國健受賄為人謀取職

務利益，包括提拔使用、免異地交流、企業人員謀官等。47  

2005年共查處6名省部級貪官中，1人為軍方幹部（17%），1人

（17%）為國有企業幹部，4人（67%）為地方幹部。地方幹部中，

屬於西部省分有1人（25%），東部有1人（25%），中部有2人（50%）。

在貪腐作為上，共可區分為五種類型：第一，挪用公款型：李達昌

擅自動用專項資金，致使國有財產遭受重大損失。48第二，受賄撥

款型：張恩照收受賄賂，給行賄人的貸款提供便利。49第三，藉地

受賄型：王有傑受賄為其在工程承攬、國有資產收購、土地出讓、

申請貸款過程謀取利益。50第四，貪汙公款型：王守業濫權貪汙、

挪用公款達一億六千萬元。51第五，受賄賣官型：王昭耀插手幹部

任用，從中受賄。52荊福生索賄受賄，並為其在職務晉升、工作調

動等方面謀取利益。53 

2006年共查處8名省部級貪官中，2人為中央幹部（25%），6人

（75%）為地方幹部。地方幹部中，屬於中部省分有1人（17%），

 
<http://www.peopledaily.co.jp/GB/shizheng/1026/3046344.html> 

46. 「黑龍江省政協原主席韓桂芝一審被判死緩」，人民網，2005年12月16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948096.html> 

47. 「徐國健受賄案」，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6年8月11日。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371/4690806.html> 

48. 「四川原副省長李達昌濫用職權被判刑七年」，大紀元，2006年4月4日。 
<http://news.epochtimes.com/b5/6/4/4/n1276664.htm> 

49. 「建行原行長張恩照涉嫌受賄415萬 出庭受審認罪」，新華網，2006年9月29日。

<http://news3.xinhuanet.com/legal/2006-09/29/content_5155161.htm> 
50. 「王有傑到北京秦城監獄服刑 庇護房產商內幕曝光」，新華網，2007年2月5日。

<http://big5.ce.cn/xwzx/gnsz/gdxw/200709/29/t20070929_13091623.shtml> 
51. 「原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貪1.6億審結 死緩改判無期徒刑」，星島環球網，2006

年12月22日。<http://www.stnn.cc:82/china/t20061222_425741.html> 
52. 「『權力家族』的崩塌：安徽高官王昭耀落馬的幕後」，新華網，2006年12月10

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cus/2006-12/01/content_5417253.htm> 
53. 「福建省委原宣傳部長荊福生受賄766萬」，新華網，2007年9月17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hq.xinhuanet.com/tbgz/lianzheng/2007-09/ 
17/content_111723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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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有5人（83%）。在貪腐作為上，共可區分為三種類型：第一，

挪用公款型：陳良宇違規貸給不法企業主和有關公司巨額社保基

金，54邱曉華在社保基金案中涉嫌嚴重違紀。55第二，受賄干政型：

李寶金利用檢查院職權介入各經濟領域，為行賄者謀取利益。56鄭

筱萸利用藥品審批權，收受他人財物，縱容親屬及身邊工作人員違

規違法。57第三，藉地受賄型：杜世成藉國有土地轉讓批租收受房

地產商賄賂。58劉志華包養情婦並為其承攬工程謀取巨額非法利

益。59何閩旭借土地出讓、城建拆遷、規劃審批、工程承攬之機，

索賄或受賄。60王武龍受賄為房地產開發商在土地出讓、減免土地

出讓金、土地置換手續提供幫助。61 

2007年共查處3名省部級貪官，均屬地方幹部，其中屬於東部

省分有1人（33%），西部有2人（67%）。在貪腐作為上，共可區

分為三種類型：第一，受賄干政型：宋平順索賄或受賄而為人干預

司法和行政執法。62第二，非法經營型：龐家鈺受賄違規批准設立

 
54. 「中共中央決定給予陳良宇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新華網，2007年7月2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07-07/26/content_6435299.htm> 
55. 「邱曉華嚴重違紀受到開除黨籍、行政開除處分」，新華網，2007年1月2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1/23/content_5643456.htm> 
56. 「天津人民檢察院原檢察長李寶金一審被判死緩」，新華網，2007年12月20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local/2007-12/20/content_ 
7283190.htm> 

57. 吳兢、劉曉鵬，「鄭筱萸為什麼會被判死刑」，人民網，2007年7月11日。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9/5971456.html> 

58. 「杜世成在任期間青島房價瘋漲間接導致官商腐敗」，21世紀經濟報導，2006年
12月26日。<http://news.qq.com/a/20061226/000023.htm> 

59. 「傳劉志華的情婦是北京摩根項目幕後真正指使者」，星島環球網，2006年7月6
日。<http://www.singtaonet.com:82/china/t20060706_272926.html> 

60. 「安徽原副省長何閩旭山東受審 受賄超841萬元」，新華網，2007年12月6日。 
<http://news.qq.com/a/20071206/001583.htm> 

61. 「江蘇省人大原副主任王武龍受賄683萬被判死緩」，新華網，2008年2月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2/01/content_7537050.htm> 

62. 王和岩、羅昌平，「宋平順迷案」，中國新聞網，2007年9月26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gj/kong/news/2007/09-26/10366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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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證公司，非法從事金融業務活動，超發巨額國債。63第三，採購

受賄型：孫瑜涉嫌在桂林灕江防洪及補水樞紐工程項目中受賄。64 

表六：中國經改內容與政治貪腐作為 

面向 改革內容 黨政貪腐作為 行賄者作為 

價格雙軌制 
將計劃經濟體系的資源轉到市場

中 
拿到指標，通過倒買倒賣牟

利 
自 
由 
化 市場准入 行政審批（經營權）受賄、索賄 為了進入市場而行賄 

建立「小金庫」，方便貪污和挪用  

行政撥款過程中受賄 通過行賄獲得撥款 財政分權化 

透過減免稅受賄 行賄尋求稅收優惠或逃稅 

買官、賣官 為了提拔和安排工作行賄 

採購過程中受賄 通過行賄獲得政府採購合同 

干預司法和行政執法 
通過行賄來干擾司法和行政

執法 

分 
權 
化 

行政分權化 

缺乏監督而貪污挪用 行賄獲得資源以提高效益 

受賄賤賣國有資產 利用行賄侵佔國有資產 
產權制度改革 行政審批（股份制改造和公司上

市）受賄、索賄 
為上市融資而行賄獲得上市

名額 

私營經濟發展
官商勾結，挪用公款支持企業非法

活動 
作為政治上的弱勢群體，希

望利用行賄獲得資源和保護 

私 
有 
化 

國有資源出售 藉土地批租、開發而受賄 
通過行賄低價獲得土地，違

規經營，牟取暴利 

外商投資 行政審批（外商投資）受賄、索賄 行賄以獲得優惠政策 

進出口貿易 
行政審批（外貿、進出口配額）受

賄、索賄，支持走私販私 
行賄以獲得減免稅、進出口

配額、通過走私牟取暴利 
全 
球 
化 

人員出境 
行政審批（赴港單程證、護照）受

賄、索賄 
希望通過非法管道辦理手續

出境定居 

資料來源：整理自過勇，「經濟轉軌滋生腐敗機會的微觀機制研究—從594個腐敗要案中得出的

結論」，頁53~55。 

 

 
63. 「陝西政協原副主席龐家鈺因貪腐將在異地受審」，蘭州晨報，2007年10月31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6461272.html> 
64. 羅文勝，「廣西自治區副主席孫瑜被『雙規』」，財經網，2007年11月30日。 

<http://www.caijing.com.cn/20071130/3978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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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上述逐年分析，利用眾數原則，可將各年反政治腐敗的主

要對象、區域與類型整理如表七。從表七可有三點發現：第一，在

反腐對象上，主要集中在地方幹部。2004與2007年所查辦的高官，

100%都是地方幹部。第二，在反腐區域上，東部與中部比例居冠的

年數均為2年。不過，東部居冠時的比例均較高。第三，在政治腐

敗類型上，查辦最多的是藉地受賄型，其次是受賄賣官型。 

表七：胡錦濤時代各年反政治腐敗的主要對象、區域與類型 

年份 對象 區域 類型 

2003 地方幹部（60%） 東部省分（67%） 藉地受賄型（40%） 

2004 地方幹部（100%） 中部省分（67%） 受賄賣官型（50%） 

2005 地方幹部（67%） 中部省分（50%） 受賄賣官型（33%） 

2006 地方幹部（75%） 東部省分（83%） 藉地受賄型（50%） 

2007 地方幹部（100%） 西部省分（67%） ****** 

資料來源：根據表三由作者整理。 

 

此外，可將胡錦濤時代經濟改革與政治腐敗類型及代表性人物

整理如表八。從表八可發現，28位貪官總共可歸納為10種腐敗類

型，共出現於分權化與私有化等兩面向。總體而言，被查處最多的

是藉地受賄型腐敗，佔總數的28.6%。其次為受賄賣官型腐敗，各

佔總數的17.9%。茲分面向依序說明如下： 

在經濟分權化上，出現7種政治腐敗類型，代表性人物共有18

人，佔總數的64.3%。其中，受賄賣官型腐敗，代表性人物有5人，

佔總數的17.9%。受賄干政型腐敗，代表性人物有4人，佔總數的

14.3%。挪用公款型腐敗，代表性人物有3人，佔總數的10.7%。貪

污公款型腐敗與採購受賄型腐敗，代表性人物各有2人，各佔總數

的7.1%。受賄撥款型腐敗與受賄減稅型腐敗，代表性人物各有1人，

各佔總數的3.6%。 

在經濟私有化上，出現三種政治腐敗類型，代表性人物共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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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佔總數的35.7%。其中，藉地受賄型腐敗，代表性人物有8人，

佔總數的28.6%。受賄改制型腐敗與非法經營型腐敗，代表性人物

各有1人，各佔總數的3.6%。在經濟自由化與全球化等兩面向上，

則未出現政治腐敗類型。 

表八：胡錦濤時代經改內容與政治腐敗類型 

面向 改革內容 政治腐敗類型 代表人物 

價格雙軌制 *** *** 自 
由 
化 市場准入 *** *** 

貪污公款型 劉金寶、王守業 

受賄撥款型 張恩照 財政分權化 

受賄減稅型 劉克田 

受賄賣官型 張國光、韓桂芝、徐國健、王昭耀、荊福生 

採購受賄型 阿曼哈吉、孫瑜 

受賄干政型 吳振漢、丁鑫發、李寶金、鄭筱萸 

分 

權 

化 
行政分權化 

挪用公款型 李達昌、陳良宇、邱曉華 

*** *** 
產權制度改革 

受賄改制型 張宗海 

私營經濟發展 非法經營型 龐家鈺 

私 

有 

化 
國有資源出售 藉地受賄型 王鐘麓、田鳳山、王有傑、杜世成、劉志華、

何閩旭、王武龍、宋平順 

外商投資 *** *** 

進出口貿易 *** *** 

全 

球 

化 人員出境 *** *** 

資料來源：根據表三由作者整理。 
 

伍、結論 

胡錦濤反政治腐敗的效應，符合「鞏固權力」和「發展經濟」

兩種邏輯。此與中共人才甄補邏輯相似，包括「市場經濟」邏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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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邏輯。65在「鞏固權力」的邏輯上，胡錦濤

接受政治腐敗導致政治衰敗的命題。政治腐敗將破壞社會公正、喪

失人民信任、政策執行受限、削弱統治能力，甚至引發社會革命。

故胡錦濤以維繫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為名，藉由反腐達到鞏固自身權

力的效應。總體而言，胡錦濤查辦的28名省部級貪官，94%屬開鍘

立威型，4.8%屬排除異己型，1.2%屬淚斬馬謖型，因此可知胡錦濤

權力日益鞏固。九成四屬開鍘立威型，除符合中共反腐策略強調心

理戰的威嚇效果外，也顯示胡錦濤並未全面拔除前朝人馬，代表中

國菁英政治的確屬於「權力平衡模式」。未來可用被開鍘立威的官

員以及接任者為例，分析胡錦濤甄補幹部的邏輯。 

在「發展經濟」的邏輯上，胡錦濤雖未明言採納政治腐敗有利

拉近官商關係、改變政府偏好、減少不確定性、支持經濟創新、提

高競爭效率、構築政策護欄、有利資本形成、促進行政效率等。不

過既有研究已指出，中國的政治腐敗有利於經濟發展。因為透過行

賄及給予特權的交換關係，降低制度不確定性，使投資者獲得保

護。透過貪腐印象指數的變化可知，胡錦濤執政以來中國貪腐情形

乃先惡化後改善，但未優於執政之初。顯示在延續「地方發展型國

家」的經濟成長路線時，已造成黨內紀律約束軟化，不過經濟發展

倒是呈現逐年成長。歸納胡錦濤兼顧反腐與經濟發展的作為，主要

有三項特徵：第一，反腐對象集中在地方幹部。第二，反腐區域分

散於東部與中部。第三，打擊最力的政治腐敗類型為藉地受賄型，

其次為受賄賣官型。此外，在經濟自由化與經濟全球化等兩改革面

向上，竟未出現遭查辦的政治腐敗類型。究竟是否胡錦濤刻意避開

此兩面向，以免打擊經濟，將有賴未來之研究。 

從以上分析可知，胡錦濤反腐主要是為鞏固自身權力且還要避

 
65. 寇健文，「既重用又防範的菁英甄補：中共海歸派高官的仕途發展與侷限」，中國

大陸研究，第50卷第3期（2007年9月），頁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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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影響經濟發展，因此其反腐措施有形無神，出現令人期待落空之

情形也就可理解了。例如，成立中國國家預防腐敗局。國家預防腐

敗局從醞釀之初，即被期待成為中國的「廉政公署」，不過卻期待

落空。66因此，未來除非政治腐敗問題危及中共政權，或縱容貪污

已無法維繫經濟成長時，否則將難以期待中國大陸廉政的到來。 

 
66. 江迅，「請『複製』香港反貪模式」，BBC中文網，2007年9月20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000000/newsid_7004300/7004342. 
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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