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國經濟安全及政策選擇
第一節 中國經濟安全威脅
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興衰息息相關，而中國經濟的興盛乃香港、台灣和南韓
等經濟繁榮的主要動力。中國對世界經濟所發揮的效用，主要在於中國靠自己養
活十二億中國人，尤其中國在糧食、棉花和能源上大致能自給自足對穩定世界物
價至關重要。故中國經濟的衰退將對世界各地造成影響，因為中國的重大經濟難
題不可能只封閉在其國境內，其可能以難民、污染、對世界糧食需求、造成金融
市場震盪、沒收外資或中斷貿易等形式表現，進而擴散到其他國家。1
綜觀一九九○年代中國學者及國家領導人對經濟議題的相關論述，衝擊中國
經濟發展的主要議題包括國企、貿易、糧食、能源及金融的問題，以下分別探討
中國領導人對上述各項議題威脅之認知。

一、國企問題
中國的國有企業始終控制國家的經濟命脈，金融、鐵路、電信、航空、石油、
電力等關鍵領域基本都掌握在國有企業，能源、交通、郵電等基礎部門和冶金、
石化、化工、汽車、機械、電子等重要原材料行業和支柱產業，國有經濟佔據支
配地位。一九九五年，國有企業生產 91﹪的電力，91﹪的煤，95﹪的石油，79
﹪的金屬產品，77﹪的化工產品。國有企業仍然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一
九九三年中國獨立核算的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有 1 萬 3000 家，佔全部工業企業
總數的百分之三點四，上交國家利稅佔財政收入 65﹪；一九九九年上繳利稅佔
財政收入的比重 55﹪，支持中國的改革和建設。2
但中國國企過去在計畫經濟體制下，生產經營活動主要依據政府的行政指令
和計畫安排，沒有經營自主權，不承擔盈虧責任，造成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職
工吃企業的大鍋飯，企業缺乏活力，國有經濟整體效益受到影響。3
朱鎔基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在中共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國
有企業面臨的困難有三個主要原因：第一是盲目上項目、重複建設，各地區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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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趨同化。第二是企業資本金不足，負債累累，再好的企業家都難以經營。第
三是人員過多，一個人的飯三個人吃是普遍現象。4
中國國有企業的負債問題嚴重，且往往被低估，因為企業間的債務並未列入
考量，一九九四年國有企業具償付非國有企業的債款總額達到 4400 百億人民
幣，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比為 85﹪。中國使用太低的折舊率，許多企業持有大
量以原始定價估算的成品存貨，企業資產價值被高估，中國國有企業資產負債達
到 85﹪具有三個意涵：第一、在一九九五年有 1/4 以上的企業負債超過資產，1/5
以上企業負債等於資產，但因國企可輕易取得銀行貸款，故能維持營運。第二、
資產負債比持續上升，顯示許多公司的附加價值為負數，許多公司的產值無法支
應營運成本。第三、中國企業高度槓桿化，使經濟衰退容易導致銀行週轉不靈，
當資產負債比達 85﹪，股東負債權益比超過 500﹪，一九九五年，中國一般國有
企業的槓桿甚至比韓國企業集團 300﹪至 400﹪的股東負債權益比更嚴重，以一
九九八年為例（經濟衰退）
，第一季所有銀行一年期流動資本貸款利率為 8.64﹪，
然而國有企業當年第一季息前稅前平均資產報酬率僅達 5﹪，若所有國企將全部
稅前盈餘拿來給付利息，最多只能履行利息給付義務的 2/3，在如此高槓桿和不
動產低報酬率的情形下，一旦發生經濟衰退已對銀行營收造成嚴重的負面效果，
並可能導致銀行的清算危機。5
一九九六年以前，中國採取大水漫灌式的放鬆銀根，大量增加銀行流動資
金，貸款給國有企業，如此一來造成產品大量積壓，貸款收不回來。一九九六年
中國政府兩次要求銀行降低利率，總計減少國有企業約 1000 億元的負擔，但一
部份銀行存款被抽出投資於股票市場。此外，一九九六年中央財政預算總計拿出
850 億元作為出口退稅，作為國有企業出口補貼。6但因缺乏外部監管機制，故國
有企業常常出現大船擱淺，舢板逃生現象。一個大廠，背一屁股債，分出十來個
小廠，大廠剩下幾個老弱病殘背著債務，債務實際上都留給國家，小廠不虧了，
大發獎金。7
國有企業超員主要係因：第一、多年來搞盲目建設、重複建設，造成不少國
有企業招了很多職工，而產品卻沒有市場，企業經營難以為繼，有些甚至建成之
日就是虧損之時。第二、國有企業由於用人不當、管理不善，結果把企業搞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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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停工停產，職工不得不下崗待業。第三、有些國有企業由於不適應市場經濟
發展要求，一直處於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的狀態。第四、隨著國民經濟發展和科
學技術的進步，企業的產品、技術和組織結構需要調整，一些職工必然要調整和
轉移就業崗位。第五、中國就業制度就業模式對勞動力統統實行由國家，主要由
國有企業包下的辦法。8
以煤炭行業為例，中國國有重點煤礦有 360 萬人，每年光是工資性支出就是
200 多億元，全員效率每人每個工日僅 1.33 噸。中國的煤產量與美國相當，但用
人卻是美國的 7 倍。9
中國國有企業的根本問題是企業機制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中國
農村中千萬計的剩餘人口，正向城市流動，此一力量一旦政治化，並與城市失業
者、失意軍政人員和知識份子結合，必將出現足以震撼社會的大動盪。10故中國
所面臨的國企改革問題不但是一個經濟問題，同時也是一個社會和政治問題。11

二、貿易問題
中國啟動改革開放以後，採取進口替代策略，主張利用長期貿易信貸、補
償貿易、有選擇的進口國外先進技術。將進出口權力下放到成千上萬家貿易公
司，並逐步削減關稅，減少進出口之行政控制，各國政府均支持赴陸投資，此一
良好的國際環境有助改善中國領導人對與國際經濟整合之態度，經由參與貿易和
投資體制，取得快速經濟成長，進而有助於中國採取降低關稅，改革外匯結構等
降低貿易與投資障礙的舉措。一九八四年中國對外貿易以年平均 15﹪的速度增
長，到一九九五年達到 2810 億美元，其貿易非常側重工業化國家，一九九五年
主要貿易夥伴依序為日本、香港、美國、台灣、南韓和德國。前蘇聯國家為主要
邊境貿易夥伴，其貿易關係反應中國廉價勞動力與技術落後相結合的特點；在進
口方面，中國按照比較優勢理論邏輯，從台灣和香港進口半成品，由港台商人在
大陸設立的工廠加工後再出口，其向南韓出售農產品；向日本提供食品、飲料、
原油及紡織品以換取進口轎車和電視；提供俄羅斯遠東地區民生消費品。12但中
國內部反改革勢力批評中國將因此成為帝國主義傾銷的市場、原料基地、維修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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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車間和投資中心，使中國永遠落後並依附西方。13
中國外貿佔國民生產毛額比率從一九七九年的 17﹪上升到一九九四年的 38
﹪，按照外貿比率計算，中國遠超過美日等大國，一九九四年美國外貿比率為
17﹪，日本為 16﹪，中國外貿比率增長速度超過中國國民生產毛額之增長速度。
且開放政策在中國已創造一個外向型社會，其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更接近台、港
模式，而非過去的社會主義模式；大多數觀察家認為，這樣的逆轉不太可能，閉
關大門將減緩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增加失業，毀掉億萬中國人消費方式，對中國
共產黨造成威脅，其威脅程度不下於敞開國門；如果中國開放戰略持續，中國可
能取代台灣和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成為世界市場上多種產品的主要供應者。14
一九九○年代中國 20﹪GDP 增加乃出口成長所致，15一九九五到一九九九中
國總體 GDP 成長仍然暢旺，但外貿佔 GDP 的比率明顯下滑，從一九九四年的 44
﹪下滑到一九九八年的 34﹪。在出口方面，從一九八四到一九九五，中國年出
口成長率為 17﹪，一九九五到一九九九成長滑到年成長 7﹪，中國出口成長在一
九九八年開始趨緩。從一九八四到一九九五年進口成長平均為 15.4﹪，自一九九
五年開始進口年平均成長滑到 6﹪，一九九九年貿易盈餘從 436 億美元，下降為
290 億美元。中國總體進口趨緩主要受到國內需求趨緩所致；而出口趨緩部份係
受到人民幣幣值未貶所致，但制度因素仍是造成貿易成長趨緩的主要制約因素，
尤其中國在一九九八年之前，為了降低改革開放對其內部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衝
擊，故其國內貿易體制係採取雙軌制（dualistic）
，此一制度施行確實發揮促進出
口導向和外貿成長的潛力，但亦存在制度缺失。16
中國採取雙軌的貿易體制，國家介入與市場機制並存。中國的石油、煤炭、
糧食和棉花價格過去被政府刻意壓低以鼓勵新興工業增長，但政府控制的貿易公
司卻將這類產品以低價出口；在進口方面，為鼓勵國企獲利，長期以來將化纖、
汽車、電器等產品價格拉高，故在一九八○至一九九○進口此類產品的進口商大
獲其利，造成外匯損失。17此外，在一九九八年以前，中國採取限制性貿易，能
源等部份產業主要由國有貿易公司主導，製造業只有出口貿易權，進口則設定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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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權限，亦即限制進口，故基本上參與進口體制競爭的主體有限，且不鼓勵創新，
並常有非經濟因素介入干擾。中國的雙軌貿易體制使美國商品無法大量進入中國
市場，使中美兩國企業及中國的消費者受害。美國商務部長坎特 Mickey Kantor
曾指責中國極力擴大出口卻限制進口的貿易政策，並將中美貿易赤字歸因於中國
的不公平行為，此一行為不僅侵害美國產品的權利，更將美國的產品排除在大陸
市場之外。18
美、歐盟、日本等蒙受中國出口產品影響的勞工及行業團體要求針對中國
做出反傾銷調查，並鼓動其國內反對中國人權政策和防務政策，以便為其貿易的
關注爭取政治支持。19一九九五年李鵬訪歐採購空中巴士，作為反制美國在人權
領域的施壓，但大部份觀察指出，其乃基於商業理由。當丹麥支持聯合國人權委
員會對中國之指控決議時，中國與其終止一年貿易往來，中國雖然採取上述反制
作為，但中國不可能為達到外交目的，長期扭曲市場利益。20中國若喪失美最惠
國待遇，其對美輸出至少降低 42﹪，甚至多達 96﹪，不論中國如何努力改善與
歐洲及亞洲貿易關係，美國至少吸收中國三分之一的出口量，沒有美國，中國的
經常帳將出現龐大赤字。反之，美國輸往中國的產品只佔其總出口的 2﹪，故可
以輕易調整吸收中國的報復，但會影響美國對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同時對中國
現代化非常關鍵的電信、電子、航電及其他科技的美國公司，可能會決定大陸的
投資風險過高，而將資金轉移至印尼與印度等新興亞洲市場。21
因為美中間存在巨額逆差，打開中國市場乃美國主要關注事宜，故美國往
往首先發難，要求中國進行貿易體制改革，接受紡織品出口配額，並遵守衛生、
包裝、標籤、無害環境等方面之國際標準。一九九二年中國同意一系列市場開放
協定，同意開放中國大陸的汽車、製藥、化學等市場，但中國落實承諾的步伐緩
慢，主要在於地方政府為保護地方工業利用中央貿易權下放進行限制性貿易。2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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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 Oksenberg eds., op. cit., pp.158-159.
21
同註 18，頁 242。
22
到廿世紀末中美雙邊年貿易總額已成長到 700 億美元，美國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超過 120 億美
元，而中國作為一個成功的出口國其累計外匯存底在 1999 年已達到 590 億美元，中國的貿易順
差是一個複雜的議題，在某些層面政治意義大於經濟意義。對中美雙邊貿易的統計，1996 年中
國曾組成小組研究兩國進出口統計方式，中國只登錄直接貿易部份，而美國的數據反映中國產品
經由香港再出口美國，但未反映美國產品經由香港再出口中國，一般注意到美國與中國之間貿易
赤字增加，但忽略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赤字減少，1990 年代美國與中國的貿易赤字成長伴隨
著美國與台灣和香港的貿易赤字降低，兩者存在相關性，此乃東亞及東南亞國家與海外華人在中
國大陸投資生產並以中國大陸作為出口平台的結果，1987-1992 年間美國對香港與台灣的赤字大
約降低 130 億美元，同一時期，美國對中國的赤字則上升 155 億美元，香港和台灣已將順差轉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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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四年中國再推動價格和外匯改革，實行管理下的浮動匯率制度，但中國仍維
持進口許可、出口補貼、關稅、退稅、匯率控制、外匯開支行政控制、調整進出
口公司外匯留成比例等政策，世界各國仍指控北京進行貿易保護主義及傾銷，引
發貿易衝突。23美國 301 條款及其他雙邊機制仍然是外界對中國大陸不公平的貿
易運作重要的單邊制裁手段。

三、糧食問題
中國農業自然資源相對稀缺，人均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1/3，人均水資
源佔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1/4。12 億多人口，9 億在農村是中國的基本國情，
中國必須以佔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養育世界 22﹪的人口，解決 12 億人的吃飯
問題，始終是中國的首要問題24人口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對糧食
的需求會相應增加，在一九九○年代農業仍然是中國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中國
的糧食生產不能滿足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25
綜觀中國的糧食問題，主要在於國家對農業及糧食生產的財政支持減少，糧
食生產經營分散，機械化進程較慢，勞動生產率低，難以形成比較優勢，且糧食
的儲運、進出口等流通環節的調節常運轉不良。26
中國糧食消費需求變化主要因素是人口增長、收入水平提高和城市化。根據
統計，每增加 1 億人口，糧食消費總量便需增加約 1300 萬頓。城市化程度每提
高一個百分點，將使糧食消費總量增加 1054 萬噸；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每提高 10
個百分點，可使糧食的間接消費量增加 430 萬噸。27中國農業學者王悅指出，人
口增長是中國糧食需求增長的主要動因，中國人口的年增長率從一九八○年代的
1.4﹪下降到一九九○年代的 1.36﹪，預計到二○一○年接近 14 億，二○二○年
15 億，二○三○年 16 億。二○○○年人均糧食需求 385 公斤，總需求量 5 億噸；
中國大陸，但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乃造成盈餘的重要原因之一。同註 1，頁 253-254；Stefan Halper,
“Trading with China? Balancing Free Trade with National Security”, in Ted Galen Carpenter and James A.
Dorn eds., op. cit., pp. 196-198.
23
同註 1，頁 253-254。
24
江澤民，
「加強農業基礎，深化農村改革，推進農村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
室編，
《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頁 1946-1951；「中共
中央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
選編》
，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554-564；江澤民，
「做好國內經濟工作，增強承
受和抵禦風險的能力」，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
民出版社，2000，6，頁 202-208。
25
李鵬，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畫和二 0 一 0 年遠景目標綱要的報告」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
室編，
《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人民日報出版社，北京:1997.12，頁 1750-1754。
26
朱杰、聶振邦、馬曉河主編，《廿一世紀中國糧食問題》，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9，2，
頁 284-291。
27
同上，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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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人均糧食需求約為 390 公斤，總需求量約為 5.5 億噸，二○三○年人
均需求約為 400 公斤，總需求量達到 6.4 億噸。而城市化的進程加快，城鎮人口
佔總人口比例從一九九一年的 26﹪分別提高到二○○○年的 34﹪、二○一○年
為 42﹪和二○二○年的 50﹪。王悅等預測，二○○○-二○三○年之間，中國的
糧食進口規模將隨著國內糧食缺口的增加不斷擴大，到二○三○年左右達到高
峰，糧食缺口達 0.86 億噸，自給率下降為 87﹪。中國未來在國際糧食市場的進
口份額比重約為 12﹪-13﹪左右，對糧食市場將會產生極為重大的影響。從短期
看，中國擴大糧食進口量，必然會抬高國際市場的糧食價格，這對所有的消費者
和進口國是不利的，但長期來看，中國進口的持續擴大會刺激對糧食生產的投資
和技術創新，推動出口供給的增加，從而使價格為更多的消費者接受。28
根據經濟學者布朗（Lester R. Brown）於一九九四年在《世界觀察（World
Watch）
》發表「誰來養活中國」乙文中所作估算及日本海外經濟合作基金會估算，
二○三○年中國的糧食供求缺口將為 3.69 和 3.88 億噸，佔消費需求總量的 57.6
﹪和 48.1﹪。且布朗預測二○三○年中國的糧食生產不但不會增長，而且還將減
產 23.4﹪。布朗評估 2000 年中國大陸糧食生產量 3.42 億噸，需求 4.05 億噸，2010
年生產量 3.17 億噸，需求量 4.72 億噸，二○三○年生產量 2.72 億噸，需求量 6.41
億噸。日本海外經濟合作基金會預測，二○○○年以後 30 多年中國糧食生產增
長緩慢，年均僅 0.7﹪，而糧食需求則會以生產的 4.7 倍速度增長，該預測指出二
○○○年中國大陸糧食生產量 3.6 億噸，需求 3.85 億噸，二○一○年生產量 3.89
億噸，需求量 4.92 億噸，二○三○年生產量 4.18 億噸，需求量 8.06 億噸。世界
銀行預估二○○○年中國大陸糧食生產量 4.11 億噸，需求 4.20 億噸，二○一○
年生產量 4.83 億噸，需求量 5.02 億噸，二○三○年生產量 6.67 億噸，需求量 7.17
億噸。美國農業部評估二○○○年中國大陸糧食生產量 3.62 億噸，需求 3.87 億
噸，二○一○年生產量 4.03 億噸，需求量 4.43 億噸，二○三○年生產量 5.00 億
噸，需求量 5.79 億噸。29中國學者王悅、世界銀行及美國農業部對中國糧食缺口
的預估相近，預估均在 1 億噸以下；而布朗及日本海外經濟合作基金會預估在
28

同上，頁 284-291。
在國際上一些學者不贊同布朗的觀點，認為布朗的預測沒有嚴格的定量模型分析支撐，完全憑
經驗推理，對很多可變因素的相互作用考慮不夠，使其預測輕率不準確。如美國農業部經濟局段
志煌認為，布朗的預測沒有考慮到生產者、消費者對糧食價格的反應及政府對糧食供求狀況的反
應，並認為中國糧食生產潛力很大，如果農業制度變遷和技術進步的進程順利推進，中國農業的
長期前景是光明的。中國農業科學院農經所認為，中國糧食增產潛力的開發難度大，但經過努力，
完全可以將潛力變為現實生產力，滿足基本糧食需求。林毅夫認為，中國糧食單產潛力相當於現
有實際單產的 2-3 倍，假定產糧面積保持不變，糧食總產增長速度保持高於人口增長一個百分點，
中國糧食作物的單產潛力足以應付今後 50 年需求。但周海春透過對 1840 年以來英、德、法、美、
日等國工業化中期階段的農業增長研究發現，經濟加速增長時期，除美國外，農業增長存在明顯
的停止乃至萎縮的趨勢，故其認為未來三四十年，中國糧食供求形勢相當嚴俊。同上，頁 18-1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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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億噸左右。
中國經濟學者林毅夫認為，中國耕地面積長期被低估，中國實際耕地面積為
1.2 億公頃左右，因此中國糧食單產與世界糧食高產國家的單產水平之間仍有一
定差距。此外，一九七○年代以後世界高糧產國單位產量提高緩慢，係由於各該
國家農業政策所造成，並非單位產量已達農作物生產極限。而發達國家糧食過
剩，加以進行農業補貼，故缺乏必要科研投入，單位產量增長自然趨緩。故林毅
夫認為即使光合作用效率保持不變，中國糧食作物單產提高的潛力仍大，經由中
國科研技術投入的試驗田單位產量可較一般產量高出 1.3-3.5 倍，中國學者朱杰
評估中國糧食產量平均增長率不僅不會持續下降，而且還會出現上升，糧食總量
供給會有可能出現較大增長。故彼等認為中國糧食進口增加只會導致世界糧食產
量相應增加，不會使世界挨餓，中國不但能養活自己，中國人也可以吃的更好。
30

但持平而論，中國從一九七○至一九九○年代糧食產量的增長速度確實逐漸
下降，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四年全國糧食平均增長率是 4.95﹪，一九八四至一九九
○下降到 1.53﹪，一九九○至一九九五年又下降到 0.9﹪。中國糧食生產領域確
實存在嚴重問題：第一、耕地資源不斷減少，糧食增長空間日趨變小。第二、生
產成本上升，收益率下降，直接威脅糧食生產的發展。第三、農業投入不足，嚴
重制約糧食產量的增長。第四、土地經營規模狹小，糧食的勞動生產率和商品生
產率都很低。31在一般工業化國家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農業與非農業的矛盾始終
表現為農民與市場的矛盾，在中國則面臨農民與國家、農民與市場的雙重矛盾。
一方面國家強制收購糧食的政策尚未完全取消，致使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糧食生產
比較利益偏低的狀況雪上加霜；另一方面，農民已在很大程度上取得生產要素支
配權，致使耕地資源被大量佔用，農業勞動力大量外流，農民眾糧積極性日益低
落。32經濟發展越快，農業比較利益越低的狀況在中國顯得更加嚴重。而農民負
擔不斷增加，更戕害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中共中央、國務院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30

張曉霞，
《中國高層智囊》
，修訂版（二），京華出版社，北京 2000.09，頁 239-243。同上，頁
18-19。
31
一九九○年代，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和農村非農產業的快迅發展，糧食生產出現萎縮。上
海、江蘇、浙江、廣東、福建等五省市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佔比重逐年下降，到一九九四年，上
海市已下降到 2.5﹪，江蘇、浙江均降至 16.6﹪，廣東、福建分別降至 16.4﹪和 22.1﹪。隨著市
場化改革的進一步深入，一些地方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忽視農業基礎地位，大量佔用農田搞
工業、搞開發區，放鬆糧食生產，一九九○-一九九五年上述五省市糧食播種面積淨減少 2580 萬
畝，佔同期全國糧播面積淨減少量的一半以上，一九九○年前述五省市糧食生產年均減少 200
多萬噸。主要問題在於：第一、耕地減少趨勢不可逆轉。第二、農業基礎設施薄弱，生產條件有
待進一步改善。第三、種糧比較效益相對較低，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第四、農業科技難以適應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需要。同上，頁 20-24。
32
同上，頁 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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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日下發關於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決定指出，中國農民負擔重，已成為
影響農村改革、發展和穩定的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33
此外，中國的糧食流通及消費政策亦存在嚴重問題，在糧食流通領域存在以
下問題：第一、國家同糧食生產者和經營者之間的關係不順，訂購價格普遍低於
市場價格水平，農民成為受害者。第二、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財政、事權不清，
地方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關係缺乏市場協調。第三、糧食生產者與經營者之間
的關係扭曲。第四、國家對糧食市場的調控能力弱。34在糧食消費政策方面，存
在以下問題：第一、在糧食消費上仍然存在傳統計劃經濟的成分。第二、糧食消
費的補貼政策缺乏效率。第三、糧食消費政策缺乏對居民糧食消費結構的引導和
調節功能。第四、缺乏對糧食消費變動趨勢的預警監測，使得糧食消費政策的制
定缺乏科學依據。35朱鎔基於一九九八年三月廿四日在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
指出，一九九七年底，糧食企業年年虧損，不合理資金佔用共達 1955 億元，其
中糧食企業經營虧損和財物掛帳 1200 多億元。36

四、能源問題
能源安全係指一國擁有主權或實際可控制、可獲得的能源，在數量和質量上
能夠保障該國經濟當前的需要，參與國際競爭需要和可持續發展的需要。短期能
源安全主要關注世界能源市場可能發生的重大事件，判斷能源價格的短期趨勢，
考慮能源價格波動對經濟的衝擊和影響，並尋求減少由能源價格波動所產生的經
濟代價的方法。長期能源安全主要考慮如何提供多渠道的能源供給，減少能源供
給的風險，保證具有持續穩定的能源供給，同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積極開發和
使用替代能源，減輕國民經濟對能源的依賴性，最終解決國民經濟對能源的脆弱

33

有些地方和部門巧立名目，向農民亂收費、亂集資、亂漲價、亂罰款和攤派；有些地方虛報農
民收入，超限額提取村提留鄉統籌費，強迫農民以資代勞，極少數基層幹部作風粗暴，目無法紀，
揮霍、侵吞集體和農民的資財，甚至動用專政工具和手段強行向農民收錢收物，個別地方釀成了
群眾衝突的嚴重事件和死人傷人的惡性案件。這些都嚴重地侵犯農民的合法權益，挫傷農民的生
產積極性，傷害農民對黨和政府的感情，引起農民群眾強烈不滿。然加重農民負擔的行為屢禁不
止，農民負擔一再反彈，原因很多，主要是：有些地方盲目追求發展速度，超越財政的承受力，
以各種名目向農民伸手；有些部門在農村辦事情要求過高過急，不切實際地推行達標升級活動，
搞形式主義，加重農民負擔；有些鄉村幹部不善於作群眾工作，方法簡單粗暴，甚至違法亂紀；
許多地方鄉鎮機構臃腫，幹部隊伍龐大，加之集體經濟薄弱，幹什麼都要向農民收糧要錢；現行
的農民負擔管理辦法不夠完善，缺乏群眾民主監督，農村集體財務制度不健全。「中共中央、國
務院關於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決定」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
編》，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頁 2165-2166。
34
同註 26，頁 24-30。
35
同上，頁 246-248。
36
朱鎔基，
「勵精圖治，廉潔高效，做好跨世紀的一屆政府工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
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275-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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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問題。37
人口、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相關的經濟總量、產業和技術結構乃分析能源需
求的主要變量：在人口方面：中國長期實行和堅持計畫生育和人口管理政策，人
口增長和結構得到合理控制，預計二○○○年為 13 億；二○一○為 14 億；二○
二○為 15 億；二○五○年為 14.5-15.8 億。產業結構方面：第一產業增加值在 GDP
中所佔比重不斷降低；第三產業增長迅速，在國民經濟中所佔比重明顯上升；第
二產業增加值在 GDP 中所佔比重將出現先增長、後降低的趨勢。38在能源需求方
面，中國經濟高速成長，對能源的需求猛漲，中國目前運用外援開發煤炭及石油，
並積極開發核能，但工業蓬勃發展已使其成為石化燃料的進口國，如中國對進口
石化燃料的需求迅速增加，世界能源價格將受到影響。39
一九九六年中國生產的一次能源，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氣、水電（不包括
農家用的薪柴、沼氣、風力等類能源），折合標準煤十二億六千萬噸，居世界前
列。但是，中國人口眾多，按人口平均每人每年消耗的能源折合標準煤為 1.14
噸，仍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能源使用效率不高，存在許多浪費現象。中國有豐富
的能源資源，但結構不盡合理，地域分布很不平衡。中國煤炭資源十分豐富，煤
炭工業是支持經濟發展和保障人民生活的基礎產業，70﹪以上的能源來自煤炭，
相當長時期內，這種能源構成狀況不會改變；從八十年代後期起，中國的能源發
展逐漸進入解決以電力短缺為主的階段，故明確提出以電力建設為中心之能源政
策。經過十多年的努力，電力供應能力的發展保持較高的速度，電力短缺的局面
終於得到全面的緩解。40在電力方面一九九七年已擁有 2 億 3000 多萬千瓦裝機容
41
量，居世界第二位。 但是，從已探明的儲量看，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相對不足。

隨著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油氣的需求必將大幅度增加。42
一九八 0 年中國全國工業耗煤 4.3 億噸、發電煤炭消耗 1.26 億噸、交通運輸
石油消耗量為 911.5 萬噸，一九九六年工業耗煤達 12.39 億噸、發電耗煤 4.88 億
噸、交通耗油 2,940 萬噸，分別增加 1.37、2.87 及 2 倍，以每消耗一噸煤排放 9,152
標立方米工業廢氣計算，一九九七年工業廢氣排放總量為 11.34 萬億標立方米，

37

雷家驌主編，《國家經濟安全理論與方法》，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12，頁 28-31。
周風起、周大地主編，《中國中長期能源戰略》，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9，2，頁 13-15。
39
同註 1，頁 267。
40
同註 38，頁 3-4。
41
李鵬，
「中國的能源政策」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下冊，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10，頁 2517-2536。
42
同上，頁 2517-2536。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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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高度增長，使其成為能源消耗大國，同時更是世界污染排放大國。43
根據世界銀行和中國所提供未來想定：如果未來中國保持高度經濟成長，亦
即一九九○至二○二○年每年保持 8%經濟成長率，主要能源使用年增率為 4%，
在電力需求上每年需增加 15GW，每年成長 6%，中國將依賴煤礦，因為其他能
源生產短期內不可能快速擴張，但煤的需求明顯的受到開採和運輸限制，並將造
成嚴重環境負擔。根據美國能源部一九九五年估計一九九五至二○○○年中國電
力產業財政需求總量為 900 億美元，其中約 250 億美元依賴外資挹注，中國未來
廿年將高度依賴燃煤火力發電，故低污染生產設備需求殷切，而中國核電市場在
二○○○年為 60-80 億美元，到二○一○年為 200 億美元，此外，除非中國在短
期內發現新油源，否則，其石油進口需求將快速擴張，石化產品需求在二○○○
年約 2.15 億噸，到二○一○年需 3.20-3.70 億噸。44
從國外發達國家的發展過程表明，無論是美國、日本還是亞洲四小龍，都是
靠優質能源的充分供應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因此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也要建
立在優質高效能源利用效率的基礎上。45中國要在二○五○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
的水平，必須創造出比目前的中等發達國家還要高的能源利用效率，中國過去在
經濟和能源建設中，十分強調自力更生，建立起中國完整而獨立的能源供應和應
用系統。但也造成中國能源系統在結構上，相應的技術系列上和國際能源主流系
統的巨大差距，導致中國能源利用系統效率落後甚遠。中國經濟發展的開放程度
將進一步提高，國際聯繫和相互依存度都會進一步加強，以煤為基礎的能源結構
將受到挑戰。中國必然面臨重新考慮如何參與利用和分享各種世界性資源的問
題。46

五、金融問題
考察一國總的金融安全態勢，應關心以下幾方面問題：第一、實質經濟健康
與否。第二、金融系統自身的競爭力，此包括必要的盈利能力；一國金融系統內
部的競爭環境；多樣化的融資渠道；金融創新；政府干預等。第三、是金融系統
自身的安全保障能力，即金融系統應具有穩健的經營策略；有效的風險隔離機
制；完善的內部管理機制。第四、金融系統消除和適應侵害的能力，此必須有經
濟實力，富有經驗且效率高的金融監管機構，並有良好的社會心理承受能力。而
43

胡鞍鋼，
「中國改革中所面臨人類發展的重大挑戰」
，胡鞍鋼主編，
《中國走向》
，浙江：浙江人
民出版社，2000 年，頁 38-47。
44
Todd M. Johnson,“ Foreign Involvement in China’s Energy Sector”, in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 eds., op. cit., pp. 286-293.
45
同註 38，頁 32-60。
46
同上，頁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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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風險主要表現為市場性風險：金融機構支付危機→客戶擠提存款、搶購外匯
→金融機構倒閉→兼併重組、金融資本重新集中，風險的承擔者是相關的經營不
善者。制度性風險主要出現在市場化制度不盡完善或處於轉軌時期的國家，其表
現形式為金融機構支付危機→央行增加貨幣供給→通貨膨脹壓力。最終承擔巨額
損失的是廣大的人民。47
中國金融形勢可分兩個層次來看，宏觀上，形勢非常好。原因之一是中國經
濟增長率很高，持續十幾年 10﹪左右的增長率促進金融業的發展和完善。第二
是中國儲蓄率非常高，遠高於歐美及亞洲四小龍，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儲蓄率為
金融系統提供良好的保證。第三、中國政府非常穩定，這是中國最大的資本，中
國的改革成功和經濟發展及政府信譽穩定是中國金融健康的根本保證。48
但從結構和體制上看，中國金融形勢不樂觀。因為中國金融體制相當落後，
無法適應經濟進一步發展要求，金融改革滯後。49
中國金融體制由於受到計畫經濟思想制約，銀行系統及金融機構存在嚴重問
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金融企業政企不分，無論中央銀行還是專
業銀行，金融企業機關化、行政化、計畫化的特徵尚未根除。第二、在中國傳統
計畫經濟體制下，銀行沒有自主權。銀行的貸款規模、投資方向、利率變動、貸
款對象等都由政府機關決定。第三、中央銀行與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非銀行
金融機關的關係尚未理順，專業銀行將政策性資金用來從事商業活動、證券或房
地產投資，使政策性任務大受影響，造成農村打白條現象。第四、銀行與其他國
有企業資產所有者都是國家，但兩者是不同的利益主體，她們的關係是經濟關
係，然國家為保證經濟穩定和社會安定，在沒有任何經濟擔保的條件下，要求銀
行給予缺乏償還能力的國有企業貸款，要求銀行為國有企業承擔無限的經營風
險。50

47

同註 37，頁 94-106。
世界銀行於一九九九年七月所提出之國家研究報告針對中國何以能平安渡過亞洲金融危機提
出解釋。該報告分析，由於中國經濟很大程度靠國內發展驅動的良好初始形勢，而國內儲蓄的核
心作用以及國外儲蓄、資本項目下現金不可兌換性提供抗禦外部金融動盪的緩衝器，加以外匯收
支平衡保持強勁勢頭，在一九九八年出口仍增加 0.5%，外國直接投資流入與一九九七年持平，
可觀測的貿易帳戶盈餘達 436 億美元。一九九八年第一季度止，中國的城鄉儲蓄存款為 48686.48
億元，農村居民的儲蓄存款，包括農村信用社和農業銀行接受的農民存款，約 1 億萬。杜升武，
「金融改革、金融工程與中國金融的競爭力」，蔡偉明主編，
《轉型中國：亟待解決的問題》，北
京：改革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118-117。世界銀行，
「中國平安渡過危機並從中吸取教訓」，
胡鞍鋼主編，同註 43，頁 143-150。寧向東，「五萬億存款說明什麼？」，蔡偉明主編，同上，頁
88-90。
49
杜升武，同上。
50
商業銀行是在中央銀行等國家機關的監控下創造貨幣、提供信用、支持消費和投資，為經濟交
易進行支付和結算服務，通過在金融市場交易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實現資金從供應者向需求者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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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金融業缺乏兩個關鍵部門。第一、金融系統沒有體制外監督信用部門，
使信用崩潰，金融詐欺層出不窮。第二、中國銀行系統沒有成熟的產業研究部門，
銀行投資受政府影響大，金融系統內又缺乏競爭，進行投資時很少進行產業研究
和市場評估。51
朱鎔基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在中共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當
前經濟生活中突出的問題是金融隱患和金融風險不斷地加大，第一是國有銀行不
良資產比例高，應收未收利息急遽增加，經營日趨困難，相當一部份不良貸款和
應收利息是呆帳、壞帳，無法收回。第二是非銀行金融機構問題更加嚴重，對一
百廿二家信託投資公司所做稽核，不良貸款比例大大超過國有銀行；部份省市已
出現局部性支付危機。第三、一些地方、部門、單位亂設金融機構、亂辦金融業
務和亂搞集資活動，導致擠兌風波。第四、股票、期貨市場存在大量違法違規行
為，隱藏很大風險。第五是不少金融機構和從業人員弄虛做假，違法經營，金融
詐騙等犯罪活動猖獗。並呼籲，對於金融領域長期機遇的風險，如不切實加以防
範和化解，任其發展下去，有朝一日爆發，就有可能發生影響全局的重大金融風
波，經濟情勢可能發生逆轉，甚至釀成大禍，動搖國本。朱鎔基呼籲應從經濟和
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從黨和國家安危的高度，充分認識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的
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增強深化金融改革和金融秩序的自覺性和使命感。52

第二節 中國的經濟安全政策選擇
一九八○年代中國經濟決策主要由革命世代主導，鄧小平雖為最高領導
人，但陳雲等政治元老在某些政策層面仍具有影響力，革命元老分別代表不同利
益，個別領導人大多在保護特定利益，故胡耀邦與趙紫陽的政策主張常遭否決，
如退休制度及價格改革決策過程緩慢，且大都採取共識決策模式，故中央領導人
無法超越特定利益，難以廣泛提供公共財。一九九○年代中共正式制度權力結構
改變不多，但事實上，政治權力的遂行已出現改變。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
大」不再設置中央顧問委員會，一九九二年中期至一九九五年乃革命世代衰微的
關鍵，胡喬木（一九九二年九月）
、陳雲（一九九五年四月）
、鄧小平（一九九七
年二月）陸續過世（但其影響力在一九九三已逐漸式微）。一九九○年代中國經
轉移的經濟功能。投資銀行則通過發現企業內部或企業之間的潛在價值，通過兼併、重組等方式
挖掘企業潛力，利用專門信息，降低企業間的溝通成本和交易成本。或協助企業尋求多樣化的擴
張手段或融資手段。保現係針對經濟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即將風險與收益在不同的風險偏好群體
之間或不同時期之間轉移和分攤。此三者為資源的優化配置創造必要條件。同註 37，頁 94-106。
同註 10，頁 50-53。
51
杜升武，同註 48，頁 132-133。
52
朱鎔基，
「深化金融改革，防範金融風險，開創金融工作新局面」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
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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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安全決策主要由國務院總理主導，尤其朱鎔基擔任總理以後，因政治元老陸續
病故，致決策過程快速。一九八○年代趙紫陽採取增加地方領導人在中央委員會
或政治局成員席次方式對抗保守派，以利訂定各項改革政策；而江澤民及朱鎔基
則採取說服、談判或至各省施壓等方式，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正式推動稅制改
革，爭取關鍵改革者的支持，透過政治結合與特定利益抗衡，但並非與特定利益
階層隔絕，中國各項重大經濟決策的領導權逐漸統一在中央領導人，中央決策權
威性增強，可避免被多元否決，得以提供更多的公共財。一九九八年面對內外環
境，國際施壓，中央領導危機感強，團結一致，有利第三代領導集體推動中國大
陸各項改革政策，將政府定位為提供公共財角色，大力推動各項有形無形的基礎
建設，解除部分保護措施，犧牲特定利益，啟動國企改革。如一九九七年國企員
工為六百萬，到一九九九年裁減為 564 萬人。此外，積極推動加入世貿組織自由
化改革進程，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規則。53
綜觀一九九○年代中國推動加入世貿組織等各項改革之政策制定過程，參
與中國經濟安全決策者主要包括各部會、各類領導小組、政治局及其常委。但主
要智囊及研究機構在改革理念及國際規範與規則的引介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乃國務院的智囊機構，該中心聚集中國最高級、最核
心的經濟專家和諮詢權威，中國高層很多政策方案都是從此中心開始。國務院辦
公廳乃國家首腦交換文件、應急研究、國務會議的控制台，任何文件信息一旦達
到此一層次就有很大可能直接送達某一副總理、總理和國家主席的案頭。54朱鎔
基擔任國務院總理後，不但時時注意聽取國內各方面專家的意見，而專門讓手下
隨時為他蒐集國外經濟專家對中國大陸經濟形勢的評價和看法，並在此基礎上進
行綜合判斷，以便制定或隨時修正經濟戰略決策。例如在面對中國大陸連續十三
個月的增長，朱鎔基要求國家體改委宏觀司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機構，進行
五次經濟形勢專家問卷調查，並經過經濟專家的反覆論證，於是朱鎔基提出治理
中國通貨膨脹的一攬子計畫，即十六條整頓經濟措施，並獲得江澤民支持，要求
各級政府將之視為一項重大政治任務。55
特定學者專家在經濟改革的進程中，亦扮演重要角色。如一九八九年六月一
日蕭灼基在中共中央黨校發表題為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係之演
講，要求必須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為依據，重新認識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
53

Barry Naughton, “Changing Horses in Midstream? The Challenge of Explaining Changing Political
Economy Regimes in China”, in Jaushieh Joseph Wu, China Rising: Implication of Economic and Military
Growth in the PRC，Instit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01, pp.37-60.
54
同註 10，頁 250-259。
55
同上，頁 12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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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呼籲要大膽借鑑和吸收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觀點、經驗和對策，提出解
決姓社和姓資的理論依據。自一九九二年開始蕭灼基一直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56

而厲以寧在一九八○年開始倡導股份制，直到一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上海證

券交易所、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三日深圳交易所相繼成立，股份制被政府高層認可
並完全接受，納入中央文件。57另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召開前夕，何新向
中共中央領導提交報告指出，中國當時的經濟繁榮主要依賴投資推動，有虛幻
性。銀行以投入新貨幣方式不斷增大發放新貸追加投資，造成虛假的高速度。獲
得中共中央採納，制定宏觀調控的經濟緊縮政策，抑制可能惡化的經濟情勢。58一
九九一年九月胡鞍鋼赴美國耶魯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與王紹光共同完成中國國
家能力報告。該報告指出如何通過制度創新，包括實行中央與地方分稅制計畫，
扭轉中央財政不斷下降，宏觀調控能力逐漸弱化的頹勢。一九九三年八月廿六日
新華社報導中國將實行分稅制，說明胡鞍鋼等人的建議獲得中共中央認可。一九
九三年十一月中國共產黨十四屆三中全會正式決定，從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
正式實行中央與地方分稅制，實行統一稅制稅率，「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已成為
一九九四年以後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背景和參考依據，且大部分被採納和實
施。59
除此之外，特定政策議題的知識社群在決策過程亦扮演重要角色。在一九
八○年代中期，中國為加入關貿總協定，外經貿部設立專責部門負責處理入關相
關事務，並在國務院下成立 GATT 領導小組，並計畫構築一個國際貿易知識社
群，透過此一社群讓中國各界能了解 GATT，並在國內詮釋為何要加入關貿總協
定。於是外經貿部積極延攬曾經留學海外或具有參與多國體制、外國企業工作經
驗的年輕且具高學歷人員加入政策規劃及談判行列；同時，派遣官員接受 GATT
商業課程訓練，接納國內相關大學參與研究。此外，多邊組織官員與國內領導者
對話或相關刊物之政策建議有時亦被納入重大經濟決策考量。為使學習來源多元
化，在中國大陸之外商、外國政府和多邊經濟體代表，在中國起草制定引進外資、
進出口貿易、匯兌等領域之法案時，經常接受諮詢，中國改革派官員希望國際市
場規範成為國內規範的一環，在政策規劃及政策執行上與國際規範日趨一致，使
國際組織觀點與國內利益緊密結合。60
一九九○年代中國針對上述經濟安全威脅，作出推進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
56

同上，頁 39-50。
同上，頁 158-173。
58
同上，頁 108-122。
59
同上，頁 189-195。
60
Margaret M. Peason,“The Case of China’s Accession to GATT / WTO”, 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351-355.
57

265

濟體制、推動加入世貿組織、國企改革、金融體制改革、財政體制改革、糧農體
制改革、健全能源供需體系及科教興國等政策。

一、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中國經歷一九八九年的重新思考，由於改革開放已累積眾多的支持者，加以
國有經濟以外各種所有制型態的產值與獲益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不斷上升，成
為中國經濟的新增長點，故雖不斷面對來自保守派的攻擊，但改革開放政策仍得
以倖存。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解決姓社和姓資的爭論，讓中國的改革
開放獲得新的動力。61中國於是在中共「十四大」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宣告中國共產的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確立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62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不
是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不斷解放和發展
生產力。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
濟制度；中國領導人主要希望國有經濟和整個公有制經濟在市場競爭中不斷發展
壯大，保持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情況下，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主
導作用。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堅持和完善按勞分
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允許一部份地區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後
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堅持和完善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
63

江澤民等中國領導人認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充
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和加強宏觀調控，兩者缺一不可，絕不能割裂開來，甚至
對立起來。因為中國市場發育還不成熟，必須加快市場體系的培育和發展。凡是
應當由市場調節的經濟活動，要進一步放開放活，激發經濟活力。特別是競爭性
產業，應主要由市場配置資源，基礎性產業也要引入市場競爭機制。但因市場存
在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後性的一面，故國家必須對市場活動加以正確的指導和調
控。尤其中國是發展中的大國，又處在經濟體制轉軌、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快速
發展的時期，要加快健全和完善宏觀調控體系，運用經濟、法律手段，並輔以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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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 1，頁 249-250。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四大以來重
要文獻選編》
，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953-955。
63
江澤民，
「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18-19。江澤民，
「堅定信心，明確任務，積極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
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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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行政手段，抑制通貨膨脹，實現經濟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64
中國在一九九四年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條控體系的基本框架，進行
財稅、金融、外匯、外貿、投資體制等方面的改革。65嗣後，由於私營經濟在中
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可以增加社會財富，吸收大量就業人口，增加出口創匯，增加
稅收，故中共「十五大」進一步將私營經濟視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
分，容許和鼓勵私營資本參與收益分配，為私營經濟的發展提供重要理論和政策
依據。66
截至一九九九年，中國百分之七十的勞動力配置，百分之六十二的產品價
格和分配，百分之五十一的企業管理，百分之廿三的土地轉移，百分之十七的資
本分配係透過市場規範；中國在一九七八年，貿易佔 GDP 的比重僅百分之十，
而到一九九○年代末已到達百分之卅六。67中國與世界經濟整合日趨緊密，其必
然向市場經濟轉型。

二、推動加入世貿組織
一九八五及一九八六年關貿總協 GATT 官員訪問大陸，說明中國入關必備
條件，此一接觸提供中國參與國際貿易體制相關資訊，並設定入會階段，一九八
八年中國成立 GATT 工作小組，美、日、歐對中國入關設定較其他共產國家更為
嚴格的條件。此包括，降低關稅及其他非關稅障礙。一九八九年中國回應有關中
國入關小組所提對中國貿易體制 1200 項質疑，但中國之回應並不完整，具有選
擇性，儘管如此，對中國參與國際經濟體制整合而言，可說已踏出重要的一步。
但天安門事件後中美關係緊張，成為中國談判代表的絆腳石，尤其美國會每年審
查決定是否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而中美貿易逆差不斷擴大，更使部分美國政府
部門對中國崛起感到憂慮，加劇既存的緊張關係，美政府強烈要求中國遵守世貿
規則，並明確提出國內市場開放時程和特別承諾。一九九二年中美達成市場准入
協定，並簽署智慧財產權備忘錄，在中國內部有鄧小平南巡之刺激，加上江澤民
政權日益鞏固的有利背景，故到一九九四年中國領導人大力推動入關談判，並對
進一步改革開放作出承諾，江澤民並宣示希望成為世貿組織創始會員國，但中國
並未能順利入關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創始會員國，此明顯減緩中國持續與全球經

64

江澤民，
「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四
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1468。
65

朱鎔基，
「現代企業制度改革是點的幾個問題」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四大以來重要文
獻選編》，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1036。
66
同註 10，頁 55-56。
67
Robert A. Manning, op. cit., pp.1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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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整合的進程。68但李鵬於一九九五年三月五日在第八屆全國人代會第三次會議
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仍指出，中國將一如既往，在平等互利基礎上積極發展同
世界各國多邊和雙邊的經濟貿易關係，願意並且應當成為新的世界貿易組織的創
始國。69
一九九五及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延緩中國入世談判進程。一九九七年中
國同意以已開發國家標準，遵守智慧產權相關協定及貿易相關協定與投資規範。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爭議主要在於到底以已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身份入會，中
國認為其人均收入不能與已開發國家類比，且中國持續與國際經濟整合，而堅持
中國經濟全面市場轉型是不合理的，甚至有部分中國保守派官員認為，此乃全球
霸權企圖要中國接受不合理的待遇；但美國基於中國進出口高度成長，且中國貿
易量對國際貿易體系衝擊大，故堅持視中國為一個已開發國家。70在一九九七年
中，美國為反制中國準備採取孤立美國、聯歐制美，然後各個擊破的談判策略，
美國貿易談判代表曾與加拿大、澳洲等國就中國對各國所提供入世承諾進行私下
協調，以確保對中國採取一致性回應。龍永圖談及中國為何堅持以發展中國家身
分入世時表示，美國好比政府機構中的局長，歐盟、日本是副局長，中國僅僅是
個處長，在目前國際上，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彼此關係尚待改善情況下，硬要
把副處長升為局長，顯然有欠妥當。71
一九九八年柯林頓赴中國大陸訪問啟動新一輪談判，中國利用此一良好的
政治氣氛加緊推動入世談判進程，以免在西雅圖會議中加高中國的入會門檻，加
上外貿和外資成長率趨緩等綜合因素考量，江澤民和朱鎔基主導推動加入世貿組
織談判進程。一九九九年二月江澤民在政治局會議上，對朱鎔基尋求與美國達成
雙邊入會協定表達強烈支持，朱鎔基在一九九九年四月赴美前，取得江澤民及政
治高層授權對美方所提條件作出讓步，此舉令美方談判代表和商業團體感到驚
訝，但美方對中國所作出讓步未及時消化，且當時美國行政部門考慮，尚未取得
美國會足夠的政治支持，故中美雙方最後仍未達成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雙邊協
定。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柯林頓再度派遣美國談判代表白茜芙赴中國大陸，經過六
天談判，終於取得與一九九九年四月朱鎔基所提讓步清單相同的讓步條件。72根
據國際經濟研究所 Institu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估計，一旦中國加入世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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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aret M. Pearson，op. cit., pp..166-167.
李鵬，
「政府工作報告」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中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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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D. Li and Ling Li,“Finishing China’s Economic Reform: Challenges and Pitfall”, in Ted Ga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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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則其市場將日趨開放，世界各國出口到中國的勞務和商品將立即增加 213 億
美元，而美國出口到中國的勞務和商品將立即增加 31 億美元，到二○○五年將
累計增加 130 億美元，同時美國消費者將享有廉價的進口商品。73
一九九○年代主張加入世貿組織和反對加入世貿組織兩派政治角力貫穿中
國投資與貿易政策變遷過程，雖然在一九九五及一九九九年反對入世的部會及產
業代表曾藉中美關係緊張，鼓動反對入世情緒，而中國政府部門的衝突及公眾輿
論確實影響達成協議時程，但一九八○至一九九五年期間因開放政策獲得可觀的
社會支持，國內並未出現強烈反對加入世貿組織的聲浪，而城市知識份子及新興
階級明確支持開放政策，沿邊或內地亦無反現代化不安情況，中國城鎮居民平均
所得從一九七八年的 316 元人民幣提高為一九九八年的 5,454 元，而農村平均個
人所得從 134 元人民幣上升到 2,150 元人民幣，平均生活水平急遽上升；基本上
業已體現鄧小平關於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主調，74有助壓制反入世情緒。而
中國領導人認知中國成為世貿組織會員國後，有助於其進入美國等主要市場能享
有永久的最惠國待遇；並可藉此解脫其於美國雙邊貿易談判，尤其天安門事件以
後，中國在國際市場上需要一個強大角色以反制美國孤立中國的企圖，世貿組織
可提供中國與已開發國家對抗的平台，相關爭端可提交世界貿易組織討論，中國
可從中找到抵制美國要求的盟友；再則，因為該組織係靠大家一致的原則運作，
中國可藉此擠身於規章的制定者之列。中國後來在一九九四年曾經放緩與國際經
貿體制整合的腳步，主要係因中國領導人擔心入會的門檻將提高，中國加入世貿
組織後可能付出的社會成本及相對收益問題，尤其一旦開放國內市場，國企將面
臨潛在競爭，而失業攀升可能導致社會不安，進而導發國內民族主義情緒高漲，
尤其失業可能形成社會問題，進而衝擊共產黨政權的穩定性。75
而促成中國領導人持續推動加入世貿組織的主要動因在於加入世界貿易組
織可以為中國國民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增長機遇，據估計中國入世後每年國內生產
總值可以增加 1.5﹪，約 236.4 億美元，而入世後中國的農業、汽車、機械產業雖
預估將有一千萬人失業，但在紡織、鞋類和玩具等產業可增加約一千兩百萬個新

73

Mark A. Groombridge,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osts and benefits”, in
Ted Galen Carpenter and James A. Dorn eds., op. cit., pp.172-176.
74
鄧小平曾經指出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
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
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此乃鄧小平當年放棄平均主義，
改以主張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再求共同富裕的兩個大局戰略思想。中共中央在一九九九年四月十
五日下發之關於進一步加強扶貧開發工作決定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兩級分化也不是社會主
義。允許一部份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幫助和帶動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是建設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條戰略方針。74 Mark A. Groombridge, op. cit., pp.180-181.
75
Mark A. Groombridge, op. cit., pp. 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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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就業機會；再則，入世以後中國可藉此平台解決貿易爭端，促進中國與其他大
國關係，有利中國在廿一世紀爭取更有利的生存發展環境。76中國領導人認知中
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各項有利因素後，決定讓特定產業忍受短期陣痛，一九九九年
十一月，中美達成雙邊協定，顯示中國在認知上已體認並接受中國企業可透過參
與國際市場競爭，建立世界級產業觀念；但此一過程並非毫無爭議，中國與外在
經濟整合日增，使得其學到的不只是如何對全球經濟開放，其從中亦獲得保護個
別產業經濟利益的手段。77
故當有人問龍永圖，美國對中國入世的要求那麼高，為什麼中國非要加入世
貿組織不可？龍永圖打一個比喻說明，其指出，一個手提一籃青菜的小販可以不
遵守農貿市場的規定，看到工商幹部來了就跑，但你要在農貿市場佔有一個固定
舖位，賣更多的蔬菜，那麼你就必須遵守規定，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的規模，已
經無法再在世界經濟中扮演小販的角色，只能在遵守遊戲規則的前提下，去換取
更大的舖位，有了舖位遵守規則，才會有受規則保護的權利，中國不是世貿組織
成員，面對不合理的反傾銷，中國往往束手無策，使中國鞋在墨西哥市場鎩羽而
歸，中國彩電黯然退出歐盟市場。78
針對美國在中國入世所扮演的角色龍永圖表示，好比一個黨支部，美國現
在是書記，中國是一個要求入黨的積極份子，入黨後怎麼也會擔任組織委員或宣
傳委員，美國擔心中國以後會跟他做對，於是趁你要求入黨時好好考驗一番，一
個小個子要和一個大塊頭動手，論實力小個子打不過大塊頭，但是如果是在重目
睽睽之下，小個子就可以找周圍的人來評評理，大塊頭自知理虧，就不敢那麼放
肆。79
中國為加入世貿組織所進行的改革作為包括：一九九一年與美簽署雙邊協
定，同意降低關稅，去除非貿易壁壘，降低貿易計畫體制的重要性。80一九九三
年宣佈降低 2,800 類關稅。81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七日，朱鎔基在中共中央經濟工作
會議上講話指出，中共中央在一九九六年在進出口稅收方面實行三項重要改革，
第一、大幅度降低關稅稅率，同時原則上取消進口稅收減免的優惠政策，用兩年
的時間將進口關稅平均稅率降到相當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15﹪）。第二、
進一步調低進出口退稅率，從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起，將 14﹪、10﹪、3﹪的退

76
77
78
79
80
81

Mark A. Groombridge, op. cit., pp.170-176.；同註 10，頁 71-72。
Margaret M. Pearson, in David M. Lampton, ed., op. cit., pp.355-360.
同註 10，頁 58-71。
同上，頁 72。
Margaret M. Pearson, in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 eds., op. cit., p.169.
Ibid., p.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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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率降為 8.29﹪。第三、對加工貿易實行進口料件保證金監管制度。按照世界貿
易組織公認原則和國際通行的準則，有步驟地進行調整，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向國
際慣例靠攏。82一九九五年秋江澤民在 APEC 會上宣佈降低 4000 種進口產品關
稅，降幅為 30%，中國在雙邊談判業已取得進展，中國同意解除非關稅貿易障礙。
83

一九九七年中國談判代表企圖在江澤民赴美高峰會時完成談判磋商，故提議將

4,800 項商品之關稅降至 17%水準，並承諾到二○○五年調降為 10%，且在亞洲
金融危機期間保證人民幣不貶值，藉以體現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與世
界經濟一體化，必須以中國的自主權受限做代價，如中國必須允許外國貿易官員
監督中國的關稅、進口配額、品質檢驗、加工的衛生標準、金融服務和零售網路
等層面之執行成效。美國海關、食品、藥物管理局及商業部官員亦親臨中國工廠
視察，外國律師指中國在執法方面的失誤，建議中國修改其現行的法律規章，此
一發展使中國經濟日易受到華府、日內瓦、東京和布魯塞爾規章制定者影響，同
時要面對面談判壓力及市場的影響。84中國對相關產業部門雖仍保有明顯的控制
力，以降低整合成本，但其為參與國際經貿體制所進行改革，確已獲得正面獲益
和快速成長。如中國接受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貸款、人員訓練及政策建議，
中國在此過程中調適學習，使其經貿活動方面之官樣文章大為減少，並使相關法
律更加透明化，且制頒一系列具體投資誘因，獲得更多的西方及華僑資金，引進
先進科技帶動出口能力。85

三、推動國企改革
過去在計畫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主要依據政府的行政指令
和計畫安排，沒有經營自主權，不承擔盈虧責任，造成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職
工吃企業的大鍋飯，企業缺乏活力，國有經濟整體效益受到影響。86中國國家經
貿委於一九九七年三月廿六日下發關於一九九七年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工作的
意見，要求做好以下幾項工作：一、認真總結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經驗，抓好
各項企業改革試點工作。二、搞好大的，放活小的，促進結構調整：抓好國務院
確定的五百一十二戶國有大中型重點企業；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採取改組、
聯合、兼併、股份合作制、租賃、承包經營、出售和破產等多種形式，進一步放

82

朱鎔基，
「再接再厲，做好一九九六年的經濟工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
要文獻選編》
，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1589-1591。
83
Mark A. Groombridge, op. cit., p.176.
84
同註 1，頁 256-257。
85
Nicholas R. Lardy,“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in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 eds., op. cit., pp.192-193.
86
江澤民，
「堅定信心，明確任務，積極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
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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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國有小企業。三、切實加大技術改造的力度：組織實施技術創新計劃，加速新
產品、新技術、新工藝、新裝備的開發運用，加速建立、健全企業技術創新體系，
加快實施對重點行業的重點企業，加大技術改造力度。四、進一步加強企業經營
管理。五、多渠道增資減債，切實減輕企業負擔，抓好扭轉增盈和解困工作，解
決好部分特困企業職工生活困難，認真貫徹執行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
關於進一步解決部分企業職工生活困難問題的通知。六、搞好點面結合，推動面
上企業的改革與發展。七、推進配套改革，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創造條件：加快
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步伐，積極推進職工再就業工程；逐步建立權責明確的國有
資產管理、監督和營運體系，促進政企分開。八、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加強
企業領導班子建設。87中國共產黨「十五大」提出要用三年左右時間，通過改革、
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力爭到廿世紀
末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初步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88
以下謹就中國在一九九○年代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的重大舉措說明如下：
（一）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一九九四年國務院召開全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工作會議，研究深化企業
改革，部署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工作，通過試點，積累經驗，創造條件，逐步
推進。89江澤民親自主持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討論現代企業制度改革試點問
題，通過國務院提出的方案。90十四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
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制定的「國有企業財產監督管理條例」，期使國有企業轉
換經營機制，做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91江澤民指出建
立現代企業制度要按照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要求，對國
有大中型企業實行規範的公司制改革，使企業成為適應市場的法人實體和競爭主
體。要著眼於搞好整個國有經濟，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
改組 。92而中國要求國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有五項具體內容：93第一、產權關係
87

「國家經貿委關於一九九七年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工作的意見」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
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頁 2054-2511。
88
吳邦國，
「建立稽查特派員制度，成立中央大型企業工委」，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
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461-468。
89

鄒家華，
「在全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四
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1030-1031。
90
朱鎔基，
「現代企業制度改革是點的幾個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四大以來重要文
獻選編》，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1036。
91
朱鎔基，同上，頁 1041。江澤民，
「堅定信心，明確任務，積極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中共中
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1369。
92
江澤民，
「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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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企業中的國有資產所有權屬於國家，企業擁有包括國家在內的出資者投資
形成的全部法人財產權，成為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責任的法人實體。第二、
企業以其全部法人財產，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照章納稅，對出資者承擔資
產保值增值的責任。第三、出資者按投入企業的資本額享有所有者的權益，即資
產受益、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出資者只以投入企業的資本額對企業債
務負有限責任。第四、企業則根據出資者的總體部署和要求，以提高勞動生產率
和經濟效益為目的，按照市場需求組織適銷商品的生產經營，政府不直接干預的
生產經營活動，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長期虧損、資不抵債的應依法破產。
五、建立科學的企業領導體制和組織管理制度，調節所有者、經營者和職工之間
的關係，形成激勵和約束相結合的經營機制。
（二）戰略性改組
中國要求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佈局和改組國有企業，積極吸收和利用非
國有的社會資本，繼續實行抓大放小方針，主要係為重點培育一批國有及國有控
股的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發揮這些大企業在資本經營、技術開發、開拓國內外
市場等方面優勢，成為經濟結構調整和企業重組的重要力量，成為參與國際市場
競爭的骨幹。94
江澤民於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七日講話指出，國有企業抓大放小乃實施國有經
濟戰略性改組的一項重大決策，是搞好國有企業的一條正確方針。抓大要重點抓
好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大型骨幹企業。在抓大中，組建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
制和跨國經營的大企業集團。應以資本為紐帶，通過市場促進生產要素的優化配
置，增強企業的競爭能力，不能不講條件，以為越大越好，更不能包辦代替搞拉
郎配。放小事要放活，也是著眼於搞好整個國有經濟，發揮小企業的重要作用，
而不是放棄，不是撒手不管，放活國有小企業，有改組、聯合、兼併、租賃、承
包經營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種實現形式，不能採取一賣了之的做法，嚴格執
行國家的有關規定，加強監督檢查，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絕不允許在改革的名
義下利用職權化公為私。9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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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家華，
「今後十五年我國社會發展的指導原則和工作重點」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四
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997-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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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 91，頁 92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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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
「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8。江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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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五大以來重要
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488-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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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資減債
一九九○年代中國國有企業面臨中央、地方及企業本身財政無法支應企業資
本投入現象，為解決國有企業的資本及債務問題，中國政府陸續增加銀行核銷呆
壞帳準備金，用於國有大中型企業的兼併破產和資產重組；提高國有企業下崗職
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保險和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水平，對財政困難的老
工業基地和中西部地區，由中央財政給予適當補助。96中國政府於一九九六年編
列八百五十億元財政預算補助企業出口退稅，並積極運用利率槓桿進行宏觀調
控，抑制社會需求膨脹，減輕國有企業利息負擔，一九九六年兩次要求銀行降低
利率，減少國有企業約一千億元的債務負擔。朱鎔基於一九九八年三月廿四日在
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宣佈，中共中央再次降低銀行存貸款利率，希望在一年
內減輕國有企業三百億元的利息負擔，以促進企業發展。97
（三）建立領導及監督制度
中國於一九九八年宣布建立中共中央大型企業工作委員會及稽察特派員制
度，國務院決定逐步向一千家國有大企業和企業集團派出稽察特派員，一九九八
年先向五百家派出，由副部級以上幹部擔任，配專職助理四人，稽察特派員不干
預企業經營管理，其目的是在政府轉變職能、實行政企分開，放手讓國有企業自
主經營的同時，強化政府對企業的監管，此乃實現政企分開的重大舉措，是國家
對國有企業管理方式的重大轉變，也是對企業領導人員管理制度的重大改革，查
企業的盈虧、查資產負債，同時對企業財務狀況進行分析評估，對企業主要領導
成員的工作業績進行評價。一年查兩次，稽查結果經國家經貿委、國防科工委、
外經貿部等部門及有關局審核後，向國務院做出報告，作為對企業主要領導人獎
懲任免的重要依據。稽查特派員與企業乃監督與被監督的關係，是一種事後的監
督，不參與、不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國務院並制定下發「國務院向國有重點大
型企業派出稽察特派員的方案和國務院稽察特派員條例」，任命第一批廿一名稽
察特派員，培訓八十三名稽察特派員助理和九十多家大型企業的總會計師。98中
共中央並於一九九八年七月成立大型企業工作委員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96

江澤民，
「堅定信心，深化改革，開創國有企業發展的新局面」，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
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頁 921-928。
97
朱鎔基，
「大力推進企業改革，積極實施再就業工程」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四大以來
重要文獻選編》，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頁 2176-2182；朱鎔基，「勵精圖治，廉
潔高效，做好跨世紀的一屆政府工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
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267-275。
98
朱鎔基，
「勵精圖治，廉潔高效，做好跨世紀的一屆政府工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
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267-274；吳邦國，
「建立稽查
特派員制度，成立中央大型企業工委」，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
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46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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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副總理吳邦國擔任書記，負責管理國務院監管的大型國有企業和國家控股
企業中黨的領導職務，以促進黨的路線方針和黨中央、國務院的有關精神在大型
國有企業的貫徹落實，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
研究探索改革和加強大型國有企業黨的領導班子建設，完成中央交辦的其他工
作。99中共中央企業工委亦制定「大型企業工作委員會關於加強自身思想作風建
設的決定和大型企業工作委員會工作準則」。100
綜觀一九九○年代國有企業改革成效，國有企業轉型為股份有限公司步伐太
慢，至一九九六年底為止，國務院所選定進行股份制試點的一百家企業幾乎已轉
型為股份有限公司，但全部九千二百家國有企業中，只有 3﹪完成。那些已轉型
為有限公司之企業在管理方面並無顯著改善，董事會成員非選舉產生，且無權核
准合併、分割、解散、增減資或發行債券。一九九六年底，已改組的公司不及 6
﹪上市，故資本市場無法提供監督，此外，不良經理人和董事會不太可能被更換。
大部分股東固守傳統中央級部會和省市政府的工業局，國家仍是主導性股東，缺
乏如退休基金、保險公司或共同基金等股東代表個別股東對公司管理行使影響
力。101在一九九六年至二○○○年，中國政府已提撥五千億人民幣支應國企改革
計畫，其中二千八百億資助技術創新，其餘一千六百億支應裁員。一九九六年撥
付於打消呆帳的金額二百億元，一九九七年支應三百億元，但對直接債務的降低
效用不大，因為新的補貼措施並沒有附加特定的淘汰時間表，使得改革代表放鬆
而非加強國有企業的預算限制。102從一九七八至一九九七年國有企業向銀行貸款
增加 40 倍，造成大量呆帳，此成為中國在國際金融體系扮演重要角色的主要限
制。103

四、開展金融體制改革
自一九九三年起，中共中央及國務院針對金融領域出現的問題及隱患頒布一
系列政策、規定。一九九三年下半年開始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實行適度從緊的
貨幣政策，整頓金融秩序，清理亂拆借、亂集資，在一九九三年便清收違章拆借
資金人民幣八百卅億元。一九九四年中國開始著手改革金融體制，實行政策性銀
行和商業銀行分開，加強中央銀行職能，中國人民銀行法及商業銀行法相繼出
台，增強國家對貨幣信貸的宏觀調控能力，組建政策性銀行，進行外匯管理體制

99

郭瑞華編著，
《中共對台組織體系概論》
，法務部調查局共黨問題研究中心，台北 88.6，頁 28。
同註 98。
101
同註 5，頁 160-162。
102
同上，頁 162-164。
103
Nicholas R. Lardy, op. cit., p.2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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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完成匯率併軌順利。104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法，律定中國人民銀行職掌如下：
105

一、依法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
二、發行人民幣，管理人民幣流通。
三、按照規定審批、監督管理金融機構。
四、按照規定監督管理金融市場。
五、發布有關金融監督管理和業務的命令和規章。
六、持有、管理、經營國家外匯儲備、黃金儲備。
七、經理國庫。
八、維護支付、清算系統的正常運行。
九、負責金融業的統計、調查、分析和預測。
十、作為國家的中央銀行，從事有關的國際金融活動。
十一、國務院規定的其他職責。
在此之前，人民銀行在各省設立分行，由於分行係由當地政府僱用，福利
由地方政府提供，導致分行必須服從地方影響力，成為地方政府推動當地經濟的
工具，犧牲全國經濟的穩定。106上述法令的制定與施行，有助於提供人民銀行執
行貨幣政策、金融監管的法律權威，其原則與實踐逐漸與已開發國家中央銀行趨
於一致，一九九五年五月十日通過的商業銀行法於七月一日生效，使商業銀行運
作符合國際商銀標準要求，並以資本適足率作為放款限制。107
中國面對亞洲金融危機，特別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召開全國金融工作
會議，討論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金融改革、整頓金融秩序、防範金融風險
的通知，朱鎔基講話指出，中國要將深化金融改革和整頓金融秩序，防範和化解
金融風險擺在突出位置，作為經濟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這是通觀全局、審時度
勢做出的重大決策和戰略舉措。108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並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六日
下發關於深化金融改革，整頓金融秩序，防範金融風險的通知，關於金融領域改
革包括：一、改革中國人民銀行管理體制，強化金融監管職能。二、成立中共中
104

朱鎔基，
「深化金融改革，防範金融風險，開創金融工作新局面」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
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88-89；李鵬，
「繼續加強和改
善宏觀調控，確保明年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四大以來
重要文獻選編》，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1059-1062。
105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
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1310-1311。
106
鄭永年，
「實存的聯邦制的制度化」，田弘茂、朱雲漢編，同註 2，頁 245-248。
107
根據 Basle 條款，商業銀行資本適足率應為總資產 8%，並不得放貸超過總存款的 75%，單一
借款戶不得超過銀行自有資金 10%，流動資產不得少於 25%的流動債務。Nicholas R. Lardy,op. cit.,
pp.212-214.
108
朱鎔基，同註 104，頁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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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金融工委和金融機構系統黨委，完善金融系統黨的領導體制。三、加快國有商
業銀行和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商業改革步伐，完善政策性金融體制。健全多層次、
多類型金融機構體系，加快地方性金融機構建設；積極穩步地發展資本市場，適
當擴大直接融資。六、徹底取締一切非法金融機構，嚴禁任何非法金融活動。七、
全面清理農村合作基金會。八、嚴格規範各類金融機構業務範圍，堅決改變混業
經營狀況。九、繼續清理、查處金融機構帳外活動和其他違法違規經營。十、健
全現代金融監管體系，切實加強金融機構內控制度建設。要求按照中華人民共和
國會計法和國際通行的會計準則，改革金融業財物和會計制度。十一、建立規範
化的信貸資產質量風險管理制度，努力降低不良資產比例。十二、理順和完善證
券監管體系，進一步整頓和規範市場秩序。十三、高度警惕和重視防範涉外金融
風險。十四、加大金融執法力度，嚴厲懲治金融犯罪和違法違規活動。十五、在
全社會開展防範金融風險教育，建設高素質的金融從業人員隊伍。並要求自一九
九八年上半年起，各地區、各部門要向黨中央、國務院報告落實通知情況，同時
中共中央亦派出聯合檢查組赴各地區、各部門進行督促檢查。109
謹將一九九○年代中國各項金融改革作為析陳如下：
（一）建立共識
為使各項金融改革工作順利推動，朱鎔基積極建立共識，尤其部份中國政府
官員擔心銀行體制改革會搞的天下大亂，認為西方模式不適用於中國，並質疑國
有企業改革沒搞好，金融改革能否孤軍深入。朱鎔基則認為金融改革難度確實很
大，要付出一點代價，也可能出一點亂子，對此要有思想準備，但下決心消除金
融風險隱患，就是為了避免以後可能發生大的社會動盪，因為早抓早主動，越拖
越被動，所以中國成立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中央金融紀律檢查工作委員會
和金融機構系統黨委，目的在加強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發揮黨的思想政
治優勢，保證中共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國家金融法律、法規在金融系統貫
徹落實。而所有改革並非照抄而是借鑑，不借鑑不行，西方畢竟搞幾百年市場經
濟，故中國人民銀行要加強對地方性金融機構的監管，監管的辦法要學習、借鑑
西方中央銀行的經驗。朱鎔基並指出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整頓金融秩序，是深化
國有企業改革的必然要求，兩者是相輔相成，國有企業不改革，銀行單獨改革不
會成功；沒有銀行改革的推動，國有企業改革也搞不好。110
（二）整頓金融秩序
109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金融改革，整頓金融秩序，防範金融風險的通知」
，中共中央文獻
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105-126。
110
同註 108，頁 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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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務院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批轉中國人民銀行關於進一步整頓
金融秩序嚴格控制貨幣投放的報告，建議採取下列措施：一、堅決整頓和制止用
銀行資金買賣股票的行為。二、嚴格禁止各種亂集資和非法設立金融機構，要求
認真貫徹國務院關於清理有償集資活動，堅決制止亂集資問題的通知和國務院關
於堅決制止亂集資和加強債券發行管理的通知。三、嚴禁金融機構擅自提高利率
吸收存款。四、控制貨幣投放，增加現金回籠，力爭全（一九九六）年貨幣投放
不超過一千億元。五、嚴格執行國家信貸計劃，切實加強信貸管理。對一九九六
年八月一日以後違反規定無證售匯、炒外匯期貨、搞帳外經營的金融機構負責
人，必須給予嚴厲處分，直至開除公職。六、加強糧棉油收購資金管理，保證收
購不打白條，切實防止擠佔挪用。七、加強監督檢查，人民銀行各分支行要加強
對轄區內金融機構的監管，結合年檢工作，對金融機構經營狀況進行稽核。111
（三）建立金融機構領導監督體制
中共中央為徹底擺脫傳統計畫經濟體制羈絆，完善金融系統黨的領導體制，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的政府與銀行關係、銀行與企業關係，在一九
九八年八月間批准設立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
院副總理溫家寶擔任書記，負責領導、管理、保證、監督、協調全大陸的金融機
構，對金融機構黨組施行垂直領導及對幹部的垂直管理，同時，各金融機構的省
級分支機構、派出機構和職屬單位主要負責人的任免，各金融機構黨委決定前，
應徵得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的同意。112
（四）整頓基層金融機構
中國國務院於一九九六年頒發關於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規定從一九九
六年起，各地一律不得再設農村合作基金會；要求農村合作基金會立即停止以任
何形式吸收存款和辦理貸款，自一九九七年起清理農村合作基金會，農村信用社
和農業銀行拖鉤，成為自負盈虧的金融機構，試點組建農村合作銀行，進一步劃
分農業發展銀行和農業銀行分工。113關閉中農信託公司，由建設銀行託管；對光
大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採取改組領導班子、債權轉股權等綜合措施；對中銀信託投
資公司，先由中國人民銀行實行接管一年、然後由廣東發展銀行收購兼併；對福
建、湖北等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由省政府組織地方財政注入資金和劃撥優質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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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銀行關於進一步整頓金融秩序嚴格控制貨幣投放的報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頁 2124-2132。
112
同註 109，頁 105-126；同註 99，頁 28-29。
113
同註 108，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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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114
國際金融體制不像貿易或其他體制，有具體正式協定或條約，國際金融體制
的規範來自於國際金融市場本身的運作而非一系列正式協定或條約，潛在的規範
意涵甚於明確規定。個別國家與國際金融體制的配合度是程度問題而非有無問
題。違反體制規範將受到市場的制裁。115
中國在一九九○年代採取的各項金融體制改革，有效確保中國金融體制在改
革開放的情況下穩健運作。116尤其中國採取國際銀行標準，有利於中國銀行在海
外建立分行，在國外發行債券，引進資金，使資金流動國際化（關鍵仍在資本適
足額和呆帳比例）。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建設銀行分別在一九九三及
一九九四年向聯邦準備理事會提出在海外設立分行申請，中國銀行並在紐約、洛
杉磯和舊金山設分行。中國各類銀行之運作能符合國際銀行標準，亦有助於建設
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117中國乃世界銀行最大的借款國，雙邊發展援助的最大
收受國，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六年中國外債高達 1163 億美元，1/3 來自國際組織及
官方雙邊信用貸款，2/3 屬於商業銀行和私人信貸，中國並發行 125 億美元公司
債，中國業已具有良好的國際債券市場管道，中國參與國際金融市場日益增長，
並配合國際金融體系規範。118

五、財政體制改革
一九八○年代中國為使改革開放順利進行，採取沒有受害者的改革方式，
在適當的領域引進市場機制，在中央與地方關係上則透過特定的契約關係對地方
首長提供有力的誘因，如下放審批權，如此一來造成中央權威和資源的分散化，
加上中央在地方缺乏自己的徵稅機構，所有來自各省的稅收都先由各省收集，再

114

同上，頁 103-104。
一九八 0 年中國進入國際貨幣基金，時值中國面臨通貨膨脹之苦，一九八三年取得首批來自
國際貨幣基金之貸款。一九八六年國際貨幣基金建議中國對人民幣進行一次性貶值 155.8%，一
九九六年七月一日中國開放人民幣兌換業務。一九八一年成立中國投資銀行處理世界銀行提供之
建設計畫，一九八六年成為亞洲開發銀行會員，亦由投資銀行處理相關事務，一九八七年成立中
國信投投資公司管理政府貸款，如日本透過海外經濟合作基金提供之貸款，一九七九至一九九八
年日本共提供 21900 億日圓貸款。一九九二年中國取代印度成為世界銀行最大借款國，一九九三
至一九九七年中國一直保持此一地位，其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對世界銀行貸款運用紀錄表現非常優
異，並準時完成各項建設計畫，反之印度經常拖延且進度往往與計畫期程差異極大，一九九至一
九九五年給予中國借款超出印度 1/5，一九九六年中國銀行成立國際財政研究所，該機構提供全
球財政資訊。此外，中國銀行和人民銀行已成為國際清算銀行成員，代表該組織承認中國在國際
金融市場重要性日增且累積高額外匯儲備。Todd M. Johnson, op. cit., pp. 208-210.
116
江澤民，
「進一步端正學風，努力把全黨的學習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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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olas R. Lardy, op. cit., p.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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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 p.208.
115

279

經由談判分配給中央與各省，使得中央領導人難以廣泛提供基礎建設等公共財。
119

一九九五年中國政府的稅收佔 GNP 的比例已由一九七八年 35﹪降為 11﹪，一

九九九年為 14﹪。120
第二代領導的凋零，第三代領導人的興起象徵中國已進入後鄧時代，元老的
離開象徵舊有政治正當性基礎的結束，新的領導人傾向依賴制度性因素調解中央
與各省間關係。121
一九九一年九月胡鞍鋼赴美國耶魯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與王紹光共同完
成中國國家能力報告。該報告指出如何通過制度創新，包括實行中央與地方分稅
制計畫，扭轉中央財政不斷下降，宏觀調控能力逐漸弱化的頹勢。一九九三年十
一月中國共產黨十四屆三中全會正式決定，從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正式實行
中央與地方分稅制，實行統一稅制稅率。122新得稅收制度分成中央、地方與共同
的稅收，中央稅收存放在中央金庫，地方稅收成為當地預算，共同稅收則根據協
議分配給中央與各省。稅收執行單位集中化，中央已自己的機構徵稅，這些制度
性改變將大部分財政權從各省移轉至中央，政府收益大幅增加，中央稅收佔全部
稅收的比例從原來的 30﹪提升到 50﹪，地方政府對中央的財政依賴也增加。123
但中國領導人亦體認，中國國家財政困難狀況是多年積累下來的，不可能
在短期內完全解決，故要求一要鞏固和完善財稅改革的各項配套措施，取消不合
理的稅收減免，將財稅徵管納入規範化、法制化的軌道。二要各級黨政領導牢固
樹立全局觀念，支持財稅部門依法抓好收入。三要進一步改進國債發行辦法，確
保發行任務的完成。四要嚴格控制財政支出，加強資金管理，控制工資性支出和
行政管理費用的過快增長，進一步增收節支和控制赤字問題。124
一九九五年起中國並加強增值稅、消費稅的徵管，改進出口退稅制度，打
擊偷稅騙稅行為，繼續清理和逐步取消各種不合理的減免稅政策。125

六、糧農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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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y Naughton, op. cit., pp.37-60.
David M. Lampton,“China’s Foreign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Process: Is It Changing and
Does It matter?”, in David M. Lampton, ed., op. cit., pp. 27-32.
121
同註 106，頁 245-248。
122
同註 10，頁 18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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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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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鵬，「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確保明年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中共中央文
獻研究室編，
《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1068-1069。
125
李鵬，
「政府工作報告」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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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冊，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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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決農業、農村及農民問題，確保中國糧食的穩定，攸關中國經濟發展
及社會穩定，並與中國能否在國際競爭中確保獨立自主地位息息相關。126中國要
解決糧食生產與糧食需求缺口的問題，有三種思路：一是完全依靠國內自己解
決，以國內有限的資源發展糧食生產，但無論是從現實的可行程度或從經濟比較
優勢與利益來看都是不經濟的。第二是完全依靠進口，將國內糧食供應不足的矛
盾放到國際市場上去解決，會出現國際糧食市場是否有能力承擔對中國的供應問
題，並容易為某些糧食出口大國所要脅，亦不可取。三是發揮比較優勢，在充分
挖掘國內資源，立足自己解決糧食供給的基礎上，適當進口糧食，實行利用國際
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雙管齊下的方針，解決中國糧食供給不足的矛盾。127
而綜觀一九九○年代中國領導人相關論述，中國政採取第三種思路。謹將其相關
作為分述如後：
（一）推動糧食增長計畫
中國於一九九六年提出米袋子省長負責制，要求沿海以及內地省份，都應當
挖掘潛力增加糧食生產，農業大省要努力提高糧食商品率，沿海地區要努力提高
糧食自給率。在此同時，要提高農業投入中的科技含量，提高農業勞動者的素質，
轉變農業的增長方式。狠抓科教興農，把農業發展轉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國民
素質的軌道上來，努力提高科技在農業增長中的貢獻份額。128
（二）促進農業和農村發展
為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全面發展，中共中央要求要穩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經
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繼續增加農業投入，努力增加農民投入。
中共中央、國務院於一九九八年一月廿四日下發關於一九九八年農業和農村工作
的意見，提出農業和農村工作總要求：第一、穩定政策，深化改革，增強農村經
濟發展活力，落實土地承包關係、減輕農民負擔和按保護價收購餘糧等政策，發
展多種形式的聯合與合作，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合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
兩種資源。第二、調整和優化結構，提高農村經濟素質和效益，發展農副產品加
工、儲藏、保鮮、運銷業，實行產業化經營，使生產、加工、銷售有機結合相互
促進。第三、加強基礎建設，實施科教興農，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各級財政
繼續增加農業投入，將大江大河治理放在突出地位，抓好節水示範工程，加強生
態環境建設，完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擴大種子工程、豐收計畫和星火計畫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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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
「加強農業基礎，深化農村改革，推進農村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
，中共中央文獻研
究室編，
《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人民日報出版社，北京：1999.10，頁 1943-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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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 26，頁 291-295。
128
同註 126，頁 1944-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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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將先進適用技術進行組裝配套，規範簡化，加快推廣。第四、加強農村基層
組織建設、民主制度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推動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第五、
加強和改善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全面完成農業和農村工作各項任務，繼續實行
米袋子省長負責制、菜籃子市長負責制。129一九九九年進一步要求積極推進糧食
流通體制改革，搞活農產品流通，繼續貫徹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餘糧、糧食收
儲企業實行順價銷售、糧食收購資金實行封閉運行三項政策，調整鄉鎮企業結
構，推進小城鎮建設。狠抓亂收費等不正之風，堅決取消國家明令禁止的各種收
費項目，減輕農民負擔，維護農村穩定，力爭於一九九九年農村貧困人口再減少
一千萬以上，並做好防止返貧工作。130
（三）改革糧食流通體制改革
在一九九○年代，中國在糧食流通體制改革上，確立以下目標：第一、糧
食購銷實行兩線運行體制，將國有糧食部門的政策性業務與商業性經營分開，建
立兩條線的運行機制。第二、糧食管理實行中央統一領導、分級負責的體制和省
長負責制。第三、建立國家宏觀調控體系、建立糧食儲備制度、糧食風險基金收
購或拋售社會商品糧。第四、糧食經營體制實行國有糧食商業為主的多元結合體
制。131一九九○年底國務院確定建立國家糧食專項儲備制度，貸款由人民銀行專
項下達，利息由中央財政負擔，國家專儲糧糧權屬於國務院，各地區各部門必須
服從統一調度，不得擅自動用，專儲糧必須收購當年新糧，國家糧食儲備局負責
管理國家專項糧食儲備。當年並確定穩購、壓銷、提價、包幹的糧食流通體制改
革基本方針。一九九一年五月提高城鎮居民的口糧銷價；一九九二年四月在提高
糧食購價的同時，實現購銷同價；一九九三年二月國務院發出關於加快糧食流通
體制改革的通知，要求糧食流通體制改革要把握時機，在國家宏觀調控下放開價
格，放開經營，增強糧食企業活力，減輕國家財政負擔，進一步向糧食商品化、
經營市場化方向推進。一九九四年三月國務院發出關於深化糧食購銷體制改革的
通知，強調必須加強國家對糧食市場的宏觀調控，國有糧食部門掌握市場糧源
70﹪-80﹪，建立和完善中央、地方糧食儲備制度，在安排市場、穩定糧價、保
障有效供給等方面發揮主渠道作用。此外，並批准國家計委、財政部等六部委局
提出的糧食風險基金實施意見。糧食風險基金乃中國針對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商
品而建立的第一個專項宏觀調控基金。一九九四年四月組建以經營農產品收購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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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為主的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一九九四年六月及一九九六年分別提高糧食收購價
格和銷售價格。一九九五年夏糧欠收，於是在一九九五年四、五月從東北緊急調
運二百萬噸專儲玉米拋售，平抑飼料價格，一九九七年糧食豐收時，即採保護價
收購方式。132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日中國再次下發關於進一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決
定，律定糧食流通體制之分工、調控決策機制，由國家發展計畫委員會會同有關
部門搞好全國糧食宏觀調控，提出全國糧食總量平衡和進出口計畫，制定糧食價
格政策，並加強對糧食價格的監測、監督和檢查。國家發展計畫委員會會同財政
部、國家糧食儲備局提出中央儲備糧收儲和動用計畫，報國務院批准後執行。財
政部要做好糧食風險基金和中央財政承擔的糧油補貼資金的管理和監督。國家糧
食儲備局要做好中央儲備糧的管理工作，其他部門要按照各自職能分工，落實國
家各項糧食政策。133

七、健全能源供需體系
對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和經濟大國而言，能源效率的考慮尤為重要，無論如何
都將受到能源資源的一定限制，效率最高的能源供應路線將會是成本較低和較可
行的選擇。此外，一九九七年京都議定書對發達國家減排溫室氣體的具體目標做
出規定以後，中國的能源戰略將必須考慮世界能源發展的新態勢及其對中國的具

132

一九九四年開始建立糧食風險基金的主要目的有兩個：一是在糧食歉收時，拋出儲備，平抑
價格，出現虧損用糧食風險基金補貼；二是在糧食豐收時，用保護價去收購，暫時賣不掉的，對
利息和費用要給予補貼，從糧食風險基金中支出；另一個目的是要把調控糧食市場的責任分散到
各省去，中央拿一部份財政資金，地方拿一部份財政資金，共同建立糧食風險基金，從這裡面補
貼，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擔。如果凡是多餘的糧食都收到中央儲備庫裡，中央財政受不了，地方
財政沒有赤字，財政赤字都在中央。中央主要負擔外交、國防、重點建設，外債、國債都在中央
財政身上，因此，糧食風險基金僅由中央來負擔，負擔不起。糧食風險基金要由中央和地方財政
按照一比一點五的比例共同建立，現在（一九九七年）全國平均實際達到的比例是一比一點零五。
中國國務院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十日下發關於進一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決定，要求健全和完
善糧食風險基金制度，完善糧食儲備體系，實行儲備和經營分開，加快完善中央和地方兩級糧食
儲備體系，建立健全儲備糧管理制度，儲備糧與企業經營週轉糧實行分開管理，中央儲備糧糧權
屬中央，未經國務院批准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動用，中央儲備糧儲利用中央直屬糧食儲備庫外，
繼續利用地方糧庫和社會倉儲設施儲存，中央儲備糧管理公司應與承儲單位簽定合同，確保儲備
糧安全。中國並規定中央專儲糧是一種戰略性糧食儲備，只用於嚴重災害救災用糧、特困地區用
糧和全國性糧價波動時的吞吐平抑，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特別是大中城市的政府，要按照國
務院的要求，逐步建立地方糧食儲備和相應的糧食風險基金。朱鎔基，「關於糧食購銷工作需要
進一步明確的幾個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下冊，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10，頁 2559-2560；朱鎔基，「牢牢把握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重點」，中共中
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380-386。
同註 26，頁 199-204。
133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近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提高利用外資水平的若干意見」
，中共中央文
獻研究室編，
《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35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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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壓力，這些環境因素都必須考慮在中國能源戰略制定的過程中。134
中國要滿足巨大的能源需求，不外乎選擇以下兩種供應路線：第一、立足於
國內資源條件，同時加強煤炭的清潔利用，繼續保持以煤為主的能源供應結構：
中國資源總量相對豐富，煤炭資源在能源資源中佔有絕對優勢地位，中國煤炭累
計探明儲量為 9724 億噸，佔煤炭總資源量的 19.2﹪；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的探明
率分別為 18.1﹪和 4.65﹪；中國能源資源的勘探和開發仍有很大潛力，如果加強
國內資源勘探的深度和力度，少量進口國外油氣資源以滿足國內優質能源日益增
長的需求，保持現有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但中國要應付環境保護的內外壓力，
不僅需要加大傳統意義上潔淨煤技術的開發利用，同時還需要加快高技術含量的
潔淨煤技術的開發利用並推廣其商業化，從而從終端能源消費進行優質化來提高
能源利用效率。除了技術因素以外，成本高、缺乏資金支持也是重要的限制。對
中國這麼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一方面經濟建設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另一方面研
製潔淨煤技術也需要巨大投入，特別是更新裝置所需的投資，何者優先將是一個
兩難抉擇。中國要保持以煤為主的能源供應路線，同時人民生活水平也要達到中
等發達國家水平，必然需要把越來越多的煤炭轉化成電力、氣體和液體燃料，這
樣才能滿足終端能源消費優質化的要求。中國要保持以煤為主的能源供應路線，
經濟發展很難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要實現未來經濟目標，只有增加能源供
應，將人均能耗提高到二○五○年的 2.7-3.3 噸油當量，但這又影響能源、環境
與經濟之間的可持續發展。第二、是建立在充分考慮終端需求的變化和提高能源
效率的基礎上，及早調整能源結構，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轉向
以油氣為主的能源供應路線。一方面加快油氣資源勘探，根據經濟比較優勢先開
發國內油氣資源；另一方面更要主動積極利用國外油氣資源，達到改變這種低效
的能源結構的目的。如果中國能源供應路線能夠轉向以油氣為主，二○二○至二
○三○年與二○五○年能源系統效率可以達到 45﹪和 55﹪至 60﹪的水平，從而
實現經濟發展目標。美國油氣運輸管道達 66 萬公里；中國全國輸油管道總長度
僅 9700 公里，70﹪分布在東部地區，輸氣管道總長度只有 3700 公里，其中僅四
川地區就佔 56.7﹪，這種狀況遠遠不能適應油氣工業發展需要，未來中西部地區
將是中國油氣生產增長的主要地區，東部及東南沿海地區是中國油氣資源的主要
消費地，西油東運、西氣東輸將是中國油氣運輸的必然趨勢，而中亞和俄羅斯將
是中國重要油氣來源，因此建設中俄跨國輸油輸氣管道，對確保充分利用俄羅斯
和中亞油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35

134
135

同註 38，頁 10-11。
同註 38，頁 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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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於一九九七年提出整體能源政策如下：在煤炭方面：要求國有大中型煤
礦生產必須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更重要的是實行兩個根本性的轉變，建立符合
現代企業制度的新體制。在石油工業方面：要堅持穩定東部、發展西部的方針，
要立足於國內，走向世界，利用好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
積極與國外實行多種形式的合作，如參與國外油氣資源的勘探與開發，承包對外
工程或勞務服務，建立穩定的進出口原油市場，以保障國家油氣的長期穩定供
應。在電力方面：提出多家辦電，多渠道籌資辦電；國家辦電網，大家辦電廠方
針，利用外資辦電，特別是利用國際金融組織的資金或市場籌集的資金，要儘可
能購買國產發電設備。在核電方面：要利用國外的資金購買國外的設備和技術，
作為中國核電的起步；核電站採取滾動發展的方針，實行規模經營。要求落實能
源開發、利用與環境治理同步發展的方針。136

八、科教興國戰略
江澤民等中國國家領導人認為，一些西方國家所以能夠有恃無恐地推行霸權
主義、強權政治，所以能夠聚斂世界上的大多數財富，所以能夠維持對廣大第三
世界國家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所以能夠動輒對一些弱小國家進
行武力威脅和發動侵略戰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因為她們在科技上從而在經
濟上、軍事上掌握很大優勢。137而亞洲金融危機的深刻教訓在於，一度被國際社
會看好的一些新興國家的經濟在這場危機中嚴重倒退，說明發展中國家如果過分
依賴西方發達國家，如果僅僅靠利用自己的廉價勞動力、消耗自然資源、依賴外
國現成的技術產品來發展經濟，而不是努力提高本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質、努力提
高本國的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能力，那就會在國際經濟競爭格局中處於被動和依
附地位，就必然進一步拉大同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中國整體技術水平和經濟實
力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以粗放經營為主的經濟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
觀，產品結構、產業結構不合理等經濟發展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還有待解決，發
展農業，搞好國有大中型企業、提高經濟效益等任務十分艱鉅，人口、自然資源、
生態環境等對經濟持續發展的壓力在增大，故必須把科技進步作為加速經濟和社
會發展的強大動力。138中國要在未來激烈的國際競爭和複雜的國際鬥爭中取得主
動權，要維護中國的國家主權和安全，必須大力發展中國的科技事業，大力增強
中國的科技實力，從而不斷增加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國防實力。離開科技進步與創
136

李鵬，「中國的能源政策」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9，10，頁 2517-2536。
137
江澤民，
「在全國技術創新大會上講話」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
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頁 951。
138
江澤民，
「努力實施科教興國的戰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冊，
《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
選編》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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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就難以保持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就難以實現跨世紀的現代化建設
目標。139
中國政府於一九九五年提出，要實施科教興國戰略，要求全面落實科技是第
一生產力的思想，「十五大」將科技進步視為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提出實現
中國技術發展跨越等重大決策。140要求各產業部門應加快推進技術進步和產業升
級。堅持以市場為導向，用先進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增加品種，改進質量，提高
效益，大力向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進軍，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增
強自主創新能力，鼓勵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開發項目和高技術產業化項目。141
在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與國內自主研究開發工作要統籌規劃，做到有機結合，要避
免盲目引進和重複引進，能夠自主研究開發的，就要以國內開發為主，特別是花
錢多的重大技術項目的引進，一定要經過嚴密的科學論證和審定，認真傾聽科技
專家的意見。要注重引進關鍵技術，借鑑有關的新原理、新方法以及先進技術開
發、管理的經驗，使中國進入國際科技發展的先進行列。142
江澤民於一九九九年八月廿三日在全國技術創新大會上講話指出，中國必
須把以科技創新為先導促進生產力發展的質的飛躍，擺在經濟建設的首要地位。
並要把握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走出一條具
有中國特色的技術創新新路子。第二、堅持面向經濟建設，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
生產力轉化。第三、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實現技術發展的跨越。第四、加強全社
會的大力協同，盡快建立和完善技術創新和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配套體
系。積極推進國家知識創新體系建設，為技術創新和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
提供有效的保障與激勵機制。第六、努力建設一支宏大的負有創新能力的高素質
人才隊伍。143
中國廿餘年來改革開放政策成功，經濟快速發展，此並不代表中國能成為
先進的工業強國，因為中國尚未具有開發自身之能力，以生產高技術加工設備，
其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出口產品，乃由合資企業利用進口的加工設備生產，中國現
階段產業發展政策，採取馬來西亞、新加坡、台灣、泰國經濟成功模式，同樣依
賴外國技術；除非中國能像日本或南韓在技術上起飛，否則中國出口增長仍將依
賴持續的外來投資，中國企業將無法與美國和日本在高附加價值及高技術產品競
139

江澤民，
「在全國技術創新大會上講話」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
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頁 951-952。
140
同上，頁 950。
141
江澤民，
「堅定信心，深化改革，開創國有企業發展的新局面」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
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頁 921-928。
142
同註 138，頁 1389。
143
同註 139，頁 953-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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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中國亦因技術落後，無法建造世界一流的軍隊，使其跨海遠征能力擴展到東
南亞，亦無法與美日在區域權力均衡中競爭。144科教興國戰略若能落實，有助中
國引進先進技術開發、管理的經驗，使中國躋身科技大國之列。

小結
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興衰息息相關，發達國家希望中國參與世界經濟主要基於
中國廉價出口及中國消費潛力的經濟需求，中國對世界經濟所發揮的效用，主要
在於中國靠自己養活十二億中國人，尤其中國在糧食、棉花和能源上大致能自給
自足對穩定世界物價至關重要。故中國經濟的衰退將對世界各地造成影響，因為
中國的重大經濟難題不可能只封閉在其國境內，其可能以難民、污染、對世界糧
食需求、造成金融市場震盪等形式表現，進而擴散到其他國家。一九九○年代中
國經濟面臨國企效率低、貿易增長趨緩、糧食缺口擴大、能源需求增加、金融壞
債嚴重等安全威脅。
在國企方面：中國的國有企業始終控制國家的經濟命脈，但因重複建設，經
濟結構趨同，企業資本金不足，負債累累，過去在計畫體制下沒有經營自主權，
不承擔盈虧責任，造成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企業缺乏活
力，國有經濟整體效益受到嚴重影響，國企資不抵債現象更波及金融穩定。
在貿易方面：中國經由參與貿易和投資體制，取得快速經濟成長，中國取代
台灣和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成為世界市場上多種產品的主要供應者。但受到國
內需求趨緩，人民幣幣值未貶及採取雙軌制影響，致外貿佔 GDP 的比率明顯下
滑，從一九九四年的 44﹪下滑到一九九八年的 34﹪，而美國等發達國家指控北
京進行貿易保護主義及傾銷，引發貿易衝突。
在糧食方面：中國農業自然資源相對稀缺，農業基礎設施薄弱，抗禦自然災
害能力不強，農業生產還不穩定，農產品銷售不暢，使農業的持續穩定增長遇到
困難。雖然學者及各國研究機構對中國糧食生產潛力曾做出不同的預估，但共同
的結論都認為中國在未來將出現糧食缺口，中國糧食生產無法自給自足，缺口不
斷擴大將衝擊世界糧食價格。
能源問題：中國經濟高速成長，對能源的需求激增，中國目前運用外援開發
煤炭及石油，並積極開發核能，但工業蓬勃發展已使其成為石化燃料的進口國，
如中國對進口石化燃料的需求迅速增加，世界能源價格將受到影響。而中國以煤
為主的能源結構，使其成為能源消耗大國，同時更是世界污染排放大國，環境壓

144

同註 1，頁 27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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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制約中國能源政策選擇。
在金融體系方面：中國儲蓄率非常高，為金融系統提供良好的保證。但中國
金融體制相當落後，無法適應經濟進一步發展要求，金融改革滯後，金融機構政
企不分，中央銀行與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非銀行金融機關的關係尚未理順，
政府要求銀行為國有企業承擔無限的經營風險，國有銀行不良資產比例高。朱鎔
基呼籲應從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從黨和國家安危的高度，充分認識防範
和化解金融風險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
在經濟決策方面：一九九○年代中國經濟安全決策主要由國務院總理主導，
尤其朱鎔基擔任總理以後，因政治元老陸續病故，中國各項重大經濟決策的領導
權逐漸統一在中央領導人，中央決策權威性增強，可避免被多元否決，得以提供
更多的公共財。針對上述安全威脅分別提出具有針對性的改革，將轉型過程的非
規範性問題納入制度解決，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規則，但部門爭議及公眾輿論對
達成協定及推動改革之時程亦有影響。經濟智囊及研究機構在經濟安全威脅的認
知、改革理念及國際規範與規則的引介，政策的選擇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一九九○年代中國針對上述經濟安全威脅，作出推進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體制、推動加入世貿組織、國企改革、金融體制改革、財政體制改革、糧農體制
改革、健全能源供需體系及科教興國等政策。
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在中國非國有經濟產值與獲益佔國民生
產總值的比例不斷上升，成為中國經濟的新增長點，而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在南巡
講話中解決姓社和姓資的爭論，讓中國的改革開放獲得新的動力。中共「十四大」
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希望同時運用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
兩種手段，確保中國經濟體制轉軌、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快速發展。
推動加入世貿組織：一九九四年中國領導人大力推動入關談判，並對進一步
改革開放作出承諾，江澤民並宣示希望成為世貿組織創始會員國，但中國並未能
順利入關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創始會員國，此明顯減緩中國持續與全球經濟整合
的進程。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爭議主要在於到底以已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身份
入會，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中美兩國針對中國加入世問題完成雙邊談判，中國加入
世界貿易組織可以為中國國民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增長機遇，並順勢推動各項改
革。
推動國企改革：一九九四年中國國務院召開全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工作
會議，研究深化企業改革，部署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工作，後續並制定的「國
有企業財產監督管理條例」，期使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做到自主經營、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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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中國共產黨「十五大」提出要用三年左右時間，通
過改革、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要求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改組，陸續增加銀行
核銷呆壞帳準備金，用於國有大中型企業的兼併破產和資產重組；一九九六年至
二○○○年，中國政府已提撥五千億人民幣支應國企改革計畫；一九九八年宣布
建立中共中央大型企業工作委員會及稽察特派員制度，希望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
損企業擺脫困境，但國有企業轉型為股份有限公司步伐太慢，呆帳問題仍然嚴重。
在推動金融體制改革方面：一九九三年下半年開始中國即加強和改善宏觀調
控，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整頓金融秩序，清理亂拆借、亂集資現象。一九
九四年中國開始著手改革金融體制，實行政策性銀行和商業銀行分開，加強中央
銀行職能，中國人民銀行法及商業銀行法相繼出台，增強國家對貨幣信貸的宏觀
調控能力，組建政策性銀行，進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完成匯率併軌順利。中國
面對亞洲金融危機，特別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召開全國金融工作會議，討
論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金融改革、整頓金融秩序、防範金融風險各項作為，
成立中共中央金融工委和金融機構系統黨委，完善金融系統黨的領導體制。中國
在一九九○年代採取的各項金融體制改革，有效確保中國金融體制在改革開放的
情況下穩健運作，參與國際金融市場日益增長，並配合國際金融體系規範。
在財政體制改革方面：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中國正式實行中央與地方分
稅制，實行統一稅制稅率，加強增值稅、消費稅的徵管，改進出口退稅制度，取
消不合理的稅收減免，將財稅徵管納入規範化、法制化的軌道，扭轉中央財政不
斷下降，宏觀調控能力逐漸弱化的頹勢。
在糧農體制改革方面：如何解決農業、農村及農民問題，確保中國糧食的穩
定，攸關中國經濟發展及社會穩定，並與中國能否在國際競爭中確保獨立自主地
位息息相關。一九九○年底中國國務院確定建立國家糧食專項儲備制度，由國家
糧食儲備局負責管理國家專項糧食儲備。一九九四年建立糧食風險基金。一九九
六年提出米袋子省長負責制，要求沿海以及內地省份，均應挖掘潛力增加糧食生
產。一九九八年提出農業和農村工作總要求，加強基礎建設，實施科教興農，提
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一九九九年進一步要求積極推進糧食流通體制改革。
健全能源供需體系：中國於一九九七年提出整體能源政策，要求國有大中型
煤礦生產必須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在石油工業方面：堅持穩定東部、發展西部
的方針，要求立足於國內，走向世界，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積極參與國外
油氣資源的勘探與開發，建立穩定的進出口原油市場；提出國家辦電網，大家辦
電廠方針，穩定電力供應，並利用國外資金購買國外的設備和技術，興建核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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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興國戰略：中國有鑑於整體技術水平和經濟實力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
大差距，於一九九五年提出科教興國戰略，要求全面落實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思
想，「十五大」將科技進步視為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提出實現中國技術發展
跨越等重大決策，積極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科
教興國戰略若能落實，有助中國引進先進技術開發、管理的經驗，使中國躋身科
技大國之列。

2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