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與黨規共同發揮效用的結果，除了模糊了法律與政策文件之間的位
階，也模糊了問責的主體、對象與責任形式。由於領導幹部的職位是
組織安排的，很多工作並沒有完整的領導權力去承擔責任，若無以法
律為基礎的程序性問責，除了影響到幹部的政治生命，也不易藉以建
立問責制度的公信力。

（四）結論
健全的公共治理結構和制度框架是一個國家和社會有效運轉的基
本條件，但是自 SARS 疫情、山西奴工到三鹿奶粉一連串事件，背後
暴露出虛假治理、官員瀆職、官商勾結與政府的被動反應，反映一個
「弱勢政府」的特徵，亦顯示大陸公共治理結構亟需改革。然而，當
國家權力正式介入後，卻又顯現出極大的政治動員能力與快速的危機
處理策略。只是這種「政治運動式」的問責風暴，與問責管道的單一
化，不難看出中央以紀檢和組織系統主導，司法與立法體系背書的規
劃，使問責制仍屬黨內權力運作邏輯的一部份。
從各國的經驗來看，不同的問責內容，必須以不同的問責制度或
問責模式予以實現，這是中共從問責「風暴」走向「常態」必須進行
的制度修正。而這樣的轉變，還有賴社會中公民意識的覺醒、參與意
識的萌芽、自主精神與法制觀念的成熟，以及黨政關係的重新定位。

二、2009 年上半年大陸經濟情勢研析
政治大學魏艾副教授主稿

▓今（2009） 年上半年大陸經濟增長速度回升，國內需求加快，但
是經濟增長的基礎仍不穩固，潛在的經濟風險依然存在。
▓在經濟呈現回升的跡象中，居民消費價格（CPI）和工業品出廠價
格（PPI） 持續下降，以及貨幣信貸大幅增加的情況，增添宏觀經
濟調控不確定的變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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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下半年，大陸經濟仍將持續目前回升的趨勢，大陸當局仍
將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來進行宏觀經濟
調控，惟面臨最近信貸快速增加所可能帶來的通膨壓力，貨幣
政策將採取較嚴格的管控措施。
2008 年秋季以來國際金融風暴對大陸經濟造成鉅大的衝擊，為因
應此一經濟逆流，大陸當局亦積極調整宏觀調控政策，
「擴內需、保增
長、調結構」便成為今 （2009）年大陸當局當前的主要經濟政策，其目的
是要以擴大內需作為促進經濟增長的長期戰略方針和根本著力點，充
分發揮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導作用。經歷半年的經
濟政策運行，大陸經濟有相當的起色，惟潛在的隱憂仍值得加以關注。

（一）上半年大陸經濟情勢的特點
今（2009）年上半年大陸經濟呈現好轉的勢頭，經濟增長速度回升，
國內需求增長加快，主要反映於上半年大陸經濟國內生產總值 （GDP）同
比（較上年同期）增長 7.1％，其中第 1 季增長 6.1％，第 2 季增長 7.9％。第
2 季的增長速度明顯快於第 1 季（見表 1），此一變化在工業生產中表現最
為突出。去（2008）年上半年大陸經濟工業生產增長率達 16％，11 月和
12 月的增長率分別下滑到 5.4％和 5.7％，今（2009）年 1 至 2 月份的增長
率更下滑至 3.8％，工業生產增長速度下滑一直令大陸當局極為憂慮。
但是自今年 3 月以來，規模以上工業增長速度已逐漸回升到 8.3％，而
4 月和 5 月的增長率分別為 7.3％和 8.9％，6 月份更達 10.7％（北京經濟日報，
。今年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增長率為 7.0％（見表 1）。

2009.7.23）

在工業增長加速的同時，大陸經濟國內需求的增長也加快。今年
上半年，大陸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 33.5％（見表 1），而社會消費
品零售總額增長 15％，商品房消售增長 31.7％，汽車銷售增長 17.7％（光
，反映出國內需求的增長是大陸經濟增長速度回升的重要推

明日報，2009.7.17）

動力量。
但是在大陸經濟增長速度明顯回升的過程中，經濟穩步回升的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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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仍不穩固，許多大陸企業的經營和利潤營收仍未回穩。今年上半年，
大陸居民消費價格（CPI）和工業品出廠價格（PPI） 仍續下降。上半年，CPI
同比下降 1.1％，去年同期卻是上漲 7.9％，而且自今年 2 月份以來一
直下降。與此同時，上半年 PPI 同比下降 5.9％（見表 1），很顯然的，大
陸經濟仍存在著許多不確定性因素。
由於受到國際金融風暴的衝擊，大陸對外貿易一直是過去 1 年來
最受關注的經濟問題。今年上半年，大陸對外貿易進出口總值為 9,461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23.5％。其中，出口值為 5,215 億美元，減少
21.8％；進口值為 4,246 億美元，減少 25.4％（見表 1）。外需明顯不足，
嚴重萎縮，是大陸經濟穩定增長的重大隱憂。除此之外，從 2008 年 10
月份以來，大陸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已連續 8 個月下降。今（2009）年前 5
個月，大陸吸引外商投資的實際金額累計為 340.5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
下降 20.4％（人民日報 ，2009.6.29）。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的下降，也增添了大
陸國內增加投資、刺激經濟的壓力。
根據大陸國家統計局的估算，今年上半年，投資、消費和出口等 3
大需求在大陸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中的構成，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
獻率最高，達 87.6％，拉動 GDP 增長 6.2％；第二是最終消費，貢獻
率為 53.4％，拉動 GDP 增長 3.8％；而「淨出口」的貢獻率為-41％，
下拉 GDP 增長 2.9％（北京經濟日報，2009.7.17）。

（二）大陸經濟是否已達止跌回升的谷底？
在探討今（2009）年上半年大陸經濟情勢時，一個熱門的論題便是大
陸經濟是否已達谷底？從過去 1 年半來的大陸經濟情勢來看，去（2008）
年前 4 季大陸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率分別為 10.6％、10.1％、9.0
％和 6.8％；今（2009）年前 2 季的經濟增長率則分別為 6.1％和 7.9％。若
將這一段期間的經濟增長情況依環比（與前一季相比）來看，去 （2008） 年前 3
季的增長率分別為 1.9％、2.6％和 2.0％，第 4 季的增長率為 0.1％；今
年第 1 季為 1.5％，第 2 季約為 2.0％（見表 2）。因此，有大陸學者依

（2009）

此判定，大陸經濟這一輪增長趨勢的底部應該在去（2008）年第 4 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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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通常用 GDP 和其他一些相關指標的波動來判定經濟運行所
處的階段，其中，GDP 是最綜合、最重要的判定依據。由於農業、服
務業相對比較穩定，加之 GDP 核算只有季度（每一季）數據，因此，衡量
經濟周期變化一般可用工業生產及相關重要產品的變動情況作為判定
的依據。
從今（2009）年大陸工業生產走勢來看，正如前已述及，1-2 月份規模
以上工業增長率為 3.8％，3 月至 5 月分別為 8.3％、7.3％和 8.9％，而
6 月份則實現兩位數的增長，達 10.7％。此外，從主要工業產品來看，
全大陸鋼材日產量在去（2008）年 10 月為全年最低水準，每日平均產量為
138.5 萬噸，11 月份為 141 萬噸，從 12 月份開始呈現波動上升的趨勢，
今（2009）年 5 月份達 184.8 萬噸，為去年以來最高水準（人民日報，2009.6.24）。
此外，電力數據也被看成是國民經濟的晴雨表，是個重要的衡量
指標。由於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全大陸用電量自去 （2008） 年 10
月份起為負增長，反映出大陸經濟進入了「嚴冬期」
，但是今（2009）年前
5 個月大陸的用電量雖然仍為負增長，惟用電量下降幅度已有所減緩。
今年 6 月份，全大陸電力需求增長 4.3％，居民生活用電增長 10.9％。
其中，工業用電量約占全中國大陸用電量的 72.59％。今年 6 月份，全
大陸用電量增長 4.3％，工業用電增長貢獻了 22.95％（光明日報，2009.7.17）。
因此，大陸產官學界認定大陸經濟已經結束了長達 8 個月的「嚴冬期」
。
在一片樂觀看待大陸經濟已走出低迷情勢的同時，相關的數據卻
令人對大陸經濟未來的走勢無法給予過於樂觀的期待。主要在於大陸
的居民消費價格（CPI）和工業品出廠價格（PPI）持續下降，2 月份降 1.6％，
3 月至 5 月分別下降 1.2％、1.5％和 1.4％，而 6 月份則下降 1.7％（北京
。此種發展趨勢令人有著大陸經濟是否將陷入通貨緊縮的

經濟日報，2009.7.17）

疑慮。今年上半年，大陸城市居民消費價格下降 1.3％，農村居民消費
價格下降 0.6％。若依消費品類別劃分，煙酒及用品、家庭設備用品及
維修服務、醫療保健和個人用品等項目的消費價格上漲，但是食品、
衣著、交通和通信、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居住等消費品項目則
呈現下降的趨勢（見表 1）。因此，依目前大陸消費品物價下降的現象看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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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需求仍然不足，部份行業產能過剩，生產能力利用率偏低的情況依
然存在。
但是在看到影響價格下降因素的同時，大陸經濟卻也存在引起價
格上漲的原因。主要在於貨幣信貸供應的增加過快。今年上半年大陸
新增信貸達 7.37 億元人民幣，較去年同期多增加將近 5 億元人民幣，
為去年全年新增貸款的 150％。6 月份人民幣貸款增加 1.53 億元（見表 1），
貨幣信貸的快速增加，可能推動物價的上漲。此外，近期國際初級產
品價格上漲，也可能對大陸未來物價走勢產生相當的影響。
面對著當前價格下降和價格上漲相互交織的複雜局面，既要防通
貨緊縮，也要防止通貨膨脹，將使中共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面臨諸多
不確定的因素。

（三）大陸經濟未來的展望
去（2008）年秋季以來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嚴重的衝擊，然
而，從今年上半年大陸經濟的表現，在全球景氣一片低迷情勢中，確
實相當耀眼。與此同時，國際經濟組織和金融機構也紛紛調高對中國
大陸經濟的預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預測，今（2009 ）年大陸 GDP
的增長率為 7.5％，而 2010 年的增長率將會進一步增長達到 8.5％（在此
之前，IMF 曾在今年 4 月份公布的「世界經濟展望」中預測，2009 年中國大陸 GDP 將增長 6.5％；2010 年 GDP 將增長 7.5

。IMF 還預測，2009 年大陸全年消費者價格指數（CPI） 將較上年同期

％）

下降 0.9％，而 2010 年 CPI 將較上年同期上漲 0.6％（經濟參考報，2009.7.3）。今
年 3 月，世界銀行曾預估 2009 年大陸 GDP 的增長率為 6.5％，而最近
發表的中國經濟季報則預測 2009 年大陸 GDP 增長率為 7.2％，2010
年的增長率為 7.7％（經濟參考報，2009.6.19）。其他金融機構如申銀萬國則預測
2009 年大陸 GDP 增長率為 8.3％，2010 年為 8.5％（經濟參考報，2009.7.3）。
事實上，從近期大陸的經濟情勢看來，經濟下滑的情況已有明顯
緩和。一般預測，今年下半年物價可能緩和上漲，此外，以今年上半
年對大陸 GDP 增長造成負的貢獻率的「淨出口」而論，今年 6 月份，
大陸進出口總值 1,825.7 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17.7％，環比增長 1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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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出口 954.1 億美元，同比下降 21.4％，環比增長 7.5％；進口
871.6 億美元，同比下降 13.2％，環比增長 15.6％（人民日報，2009.7.11）。根據
此數據顯示，今年 6 月大陸進出口總值、出口值、進口值比今年前 5
個月累計同比降幅分別減少 7 個百分點、0.5 個百分點和 14.8 個百分
點。進出口同比降幅大幅度縮小，反映出大陸對外貿易情勢已有所好
轉的現象。
由於面臨這些複雜的內外在影響因素，大陸當局仍將採取積極的
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同時將繼續推動擴大內需、刺激出
口的刺激經濟景氣的措施，而擴大政府公共投資、推進稅制改革、提
高低收入群體收入、促進擴大消費需求、優化財政支出結構、保障和
改善民生，以及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等（見表 3），仍將是大陸當局積極財政
政策的主要內涵。在貨幣政策方面，仍將以適度放鬆銀根、增加信貸
為主軸，畢竟，如何遏止經濟下滑，防止通貨緊縮，提振市場信心，
緩解日益嚴重的就業問題仍將是宏觀調控政策的主要目標，惟為防止
最近信貸增加過快所帶來通貨膨脹的壓力，大陸當局可能採取若干行
政壓縮的管理措施，來緩解信貸投放過多的現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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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9 年上半年大陸主要經濟指標
項

目

一、 國內生產總值
第一季
第二季

單位：美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率
7.1
6.1
7.9

二、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第一季
第二季

7.0

三、 固定資產投資
城鎮固定資產投資
農村固定資產投資

33.5

四、 居民消費價格
城市居民消費價格
農村居民消費價格
∼依消費品類別劃分
● 煙酒及用品
● 家庭設備用品及維修服務
● 醫療保健和個人用品
● 食品
● 衣著
● 交通和通信
● 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
● 居住

-1.1

五、 商品零售價格

-1.4

六、 工業品出廠價格

-5.9

七、 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

-8.7

八、 70 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

-0.8

九、 對外貿易
進出口總值
出口值
進口值
貿易順差

-23.5
-21.8
-25.4
減少 21 億美元

5.1
9.1

33.6
32.7

-1.3
-0.6
1.7
1.3
1.1
-0.3
-2.4
-2.5
-0.7
-3.9

9,461 億美元
5,215 億美元
4,246 億美元
969 億美元

十、 上半年新增信貸達 7.37 億元（人民幣）

6 月份人民幣貸款增加 1.53 萬億元（人民幣）

超過年初制定全年
新增信貸 5兆元人民
幣的目標
超過原先預期的
6,000-7,000 億 元 人
民幣

資料來源：大陸國家統計局、中國人民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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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陸近期國內生產總值季度增長率
單位：％
時期

增長率
同比
環比

2008 年

2009 年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10.6
1.9

10.1
2.6

9.0
2.0

6.8
0.1

6.1
1.5

7.9
約 2.0

表 3 2009 年積極財政政策各項措施落實情況
單位:人民幣；％
措 施 內 容 及 執 行 情 況
同比增長率
一、 擴大政府公共投資，著力加強重點建設
∼中央政府公共投資預算--------------------9,080 億元
（截至 4 月 30 日已完成預算的 57.1％）
二、 推進稅制改革，實施結構性減稅（初步測算）
∼第一季落實結構性減稅政策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約 1,200億元
三、 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促進擴大消費要求（截至 4 月 30 日預撥）
∼對農民的糧食直接補貼 、農資綜合補貼、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 資金
---------1,116 億元
∼城鄉低保補助資金-----------------------274.47 億元
∼基本養老保險補助資金----------------------700 億元
∼優撫對象等人員撫恤和生活補助資金 ---------98.5 億元
∼向城鄉低保對象等人員發放生活補貼 --------90.67 億元
四、 優化財政支出結構、保障和改善民生（1-4 月）
45.3％
∼財政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2,454.21 億元
41.4％
∼醫療衛生支出---------------------------710.49 億元
17.6％
∼教育支出-------------------------------2,569.2 億元
18.3％
∼文化體育與傳媒支出---------------------247.09 億元
五、 支持科技創新和節能減排、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1-4 月）
∼全國財政科學技術支出-------------------350.16 億元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200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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