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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集權之路的挑戰與不確定性 

董立文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系教授 

摘 要 

習近平的領導方法不同於中共前幾任的領導人，他用增加職位的

方法來增加自己源自於體制內的法令權、獎賞權與強制權。然而，中

共極權政權性質與領袖個人專擅的特徵，使這種體制本身的運作就不

太穩定。從習近平的權力基礎與集權方法兩個方面來看，顯然習近平

的權力尚未鞏固。  

關鍵詞：中國、習近平、權力、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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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前言 

最近《經濟學人》雜誌以「全面主席」（Chairman of Everything）來形

容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領導方式，該文認為：一、反腐敗運動涉及規則不

明的劇烈變動，這使黨幾近於內戰（near civil war）狀態；二、認為習沒有

時間顧及中國社會、經濟面臨的許多棘手問題，因為維持權力佔了他的全

部時間（Economist, 2016/4/2）。 

習近平執政三年來，相信已經打破全世界專家學者的預期，而呈現出

非常獨特的掌權風貌，這是說在三年前習近平上台，當時學者專家們對習

近平執政後的政治發展與政策走向預測都不對，而當初對習近平有改革期

望的人們，今天也默然了（董立文，即將出版）。問題是，現在我們該如

何來總結習近平執政三年的特徵，又該如何預測未來習近平的政治發展與

政策走向呢？ 

本文聚焦在習近平的集權之路，意味著作者將從派系政治、權力鬥爭

的傳統方法來討論習近平執政三年來的領導特徵。就此而言，本文認為習

近平的權力基礎與集權方法是最值得探討的兩大領域。由此來描繪習近平

獨特的掌權風貌，當然，目的是儘可能的預測未來中共的政治發展與政策

走向。其中，筆者將儘可能釐清方法論上的挑戰，但受限篇幅與時間，只

能在相關的方法論上提出問題，至於解決方案則留待日後進一步的探討。 

就習近平的權力基礎而言，必須討論習個人的合法性基礎與「習派」

的問題；就習的集權方法而言，則聚焦在整風運動與反貪腐、中紀委擴權

這二個層面。顯然，歸納習的權力基礎與集權方法容易，但是，歸納所得

的結果，卻讓預測未來中共的政治發展與政策走向，變得更困難。 

貳、權力基礎 

從大的理論概念而言，儘管習近平的集權之路，屢屢出乎外界意料之

外，但是始終不脫中共權力鬥爭的歷史發展軌跡。「派系政治」理論與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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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理論（great man theory）1，意即解釋極權國家與獨裁政權的政策行為時，

偏重在領導者的人格特質2，這些理論雖仍具參考價值，但只能提供理論架

構，卻無法說明事件發展所需的明確定義或是指標。 

例如，幾乎所有討論習近平領導模式、集權方法或執政方式的學術論

文或專論評論等，都會使用到一個核心概念為「權力鞏固」或「鞏固權力」，

然而，沒有一篇文章定義何謂「權力鞏固」或「鞏固權力」。隨意翻查過

去中共黨史，赫然發現過去對中共領導人權力鞏固或不鞏固的描述，若非

歷史詮釋就是主觀臆測，因此流於各憑理據、眾說紛紜的境地，缺乏社會

科學上可驗證的標準。 

放在中國研究中，一般的文章都在討論習近平「權力鞏固」或「鞏固

權力」的條件與方法，但仍沒說明習近平「權力鞏固」或「鞏固權力」本

身為何？彷彿習近平「權力鞏固」或「鞏固權力」是個不證自明的目的。

也許過去中共領導人基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使得領導人的「權力鞏固」

無須多做說明，大家都能意會並有共識。但現在碰到習近平這個特殊案例，

至少作者認為，定義「權力鞏固」的具體意涵與指標，對研究習近平的集

權之路，是一項重大的課題。 

因為，在中共黨史上，習近平是掌握最多權位的第一人，但這究竟意

味著他的權力鞏固？還是權力脆弱？此處就涉及如何認定權力鞏固？對此，

作者提出初步的定義：權力鞏固對中共的標準而言是「黨管一切」（或是

堅決聽從黨中央），其實是指總書記要管一切與控制一切。所謂「一切」

的意涵有兩層，一是客觀的一切，這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甚至是

外交權力的一切；二是指總書記心中主觀所認為的理想狀態，這包括黨內、

國內與國際的一切理想狀態。若是如此，則習近平要追尋的權力鞏固／黨

管一切，將如無腳之鳥永遠奮力飛翔，無邊無際。 

其次，跟「權力鞏固」概念密切相關的是權力基礎或是權力資本，乍

看之下它似乎是指韋伯的權力合法性，但細思之下，韋伯的權力合法性指

                                                        
1
 近期作品可參閱陳華昇（2008）。 

2
 關於運用偉人理論於習近平的分析，請參閱董立文（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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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政權，而非領導人，因此才會有領袖魅力可構成政權合法性，但不是

政權合法性等於領袖魅力。French 與 Raven（1959: 150-67）曾提出權力基

礎有五種： 

1. 參照權（referent power）：當 B 出於對 A 的敬仰，也許是因為 A 的

品德、性格或聲望，從而對其言聽計從時，A 就可以利用這種權力

來影響 B，這類型的權力也被稱為忠誠性權力，因為權力是建立在

崇拜基礎上的，也就是所謂的參照權。 

2. 專家權（expert power）：專家權力是指由於 A 具備比 B 更多的知識

和經驗而具有的權力。 

3. 法令權（legitimate power）：指由於 B 認為 A 在某一方面有權行使

權力，於是 B 就服從 A。 

4. 獎賞權（reward power）：是由於 A 控制者 B 想得的獎賞，從而 A

便獲得對 B 的獎賞權。 

5. 強制權（coercive power）：由於 A 能夠對 B 採取某種形式的懲罰措

施，A 便對 B 具有了強制權。這種權力也被稱為懲罰權。在組織中，

強制權力表現有貶低或降級，派員工去做不樂意做的工作等。 

依此，所謂習近平的權力基礎／權力資本所涉及的範圍，其一是習脫

穎而出的原因為何，這是參照權與專家權的問題；其二是習上台後如何建

立其派系而鞏固權力，這是單純的強制權；其三是習如何在體制內建立權

力基礎，這是法令權、獎賞權與強制權的綜合。 

第一，習近平在黨內／政權內的合法性來自於黨內一小部份人的選舉

產生，2007 年 6 月 25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黨員領導幹部會議，就可

新提名為中央政治局組成人員預備人選進行民主推薦」。10 月 22 日，「在

北京選舉產生了 25 人組成的第十七屆中央政治局」（《中新社》，2007/10/24）。

這是中共黨史上史無前例的由所謂的「黨員領導幹部會議」用「民主推薦

／選舉」的方式，推出政治局委員，而習近平就是在這種方式下脫穎而出，

成為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的備位儲君。 

從中共黨史的角度而言，這既是一種「制度創新」，但更像是一場政

變。因為，過去中共政治局委員以上領導人的產生，常常是最高領導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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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但是，習近平的出線打破過去中共的潛規則、摔破全球專家學者的

眼鏡，合理推測，習的出線是中共黨內各大政治勢力協調的結果，習近平

一無戰功二無政績，難怪薄熙來與周永康等人不服，究其出線原因無非是

習沒有威脅、不搞派系而被各政治勢力所接受。於是，就習出線的權力基

礎／權力資本而言是很薄弱的，或是說習的參照權與專家權很弱。當時上

海幫江澤民、團派的胡錦濤、曾慶紅與總理溫家寶等人，都可說是習近平

的恩主。 

第二，習近平最重要的權力基礎／權力資本的來源，就是儘快培養「習

派」，本文所指的「習派」主體包括四個領域，一是舊識或同學同鄉；二

是「閩江舊部」；三是「之江新軍」；四是「浦江舊部」。當然，外界也

有把「習派」統稱為「之江新軍」，但實際不然。當然，這四個領域的分

類都存在某種程度的含混模糊，政治派系本來就是非正式與非制度化的利

益組織，本文目的只在於歸納出習近平的「用人哲學」與派系結構。 

進一步而言，「習派」的關係網路還包括習出生地的「陝西幫」、紅

二代特別是北京的「軍區大院」或「眷村」、延安的下放知青、清華大學

同學與歷任河北、福建、浙江與上海所收的門生（protégé）（2015）。此

外，還包括那些「神秘舊部」、「歸順」、「打進習朋友圈」、「被習賞

識」的人等不一而足，顯示「習派」還在發展之中（《蘋果網》，2015/11/16；

《博訊》，2015/10/3；《多維新聞》，2015/10/10）。 

習派的權力基礎或「核心圈」（inner circle）的特徵有三，其一是習被

指定為繼承人的時間相對較短，因此其「核心圈」／門生／秘書的人數較

少；其二，習近平執政後，就發動政治與政策的重大變革，毫不含糊的控

制政治議程，其目的是把「核心圈」／門生／秘書儘快的擺進關鍵位置，

建立自己的派系以鞏固權力（Li, 2014a）。其三、成立新機構，意味著習

將依賴這些新機構的辦公室主任或是秘書長，這些人成為習「核心圈」／

門生／秘書中最受信賴的成員（Li, 2014b）。 

目前一般外界對習近平的「用人哲學」的評價並不高，包括一是好用

舊部，二是喜用低調務實的官員。在此前都「名不見經傳」（《多維新聞》，

2015/7/12）。習選人用人與其個人經歷有極大關聯。習接班的過渡期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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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他在人事佈局方面可選擇範圍較窄，而這種用人格局，可能會造成一個

封閉的決策系統（《博訊》，2015/10/3）。綜合來看，習的強制權不高。  

第三，習近平如何在體制內建立權力基礎？習所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

在分工與平衡，而在削籓與集權。打破了鄧小平、江澤民與胡錦濤所建立

的「集體領導、分工負責」制度與「遵守民主程序及多數決規則」的政治

共識3。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是一代表作，三中全會公報宣佈成立「全面深

化改革領導小組」，公報對其功能的說明是：「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域、協

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提高黨的領導水準和執政能力，確保改革取得成

功。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

體推進、督促落實」（《新華社》，2013/11/15）。其實，只要把這段文字

中的「黨」改成「習近平」就更清楚了。 

這是削減總理李克強的經濟決策權，但不僅於此，改革是全方位的，

包括政治、法律、社會、文化、外交、國防等領域都可以包含在這個「領

導小組」的工作範圍內。由於設置在黨內，實際運作是要讓習近平能夠發

揮總攬全域、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於是，這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

小組」變成小國務院，其主任與副主任都是之江新軍，五中全會是由習近

平提出「十三五規劃」，凌駕李克強。取代過去 20 年的「集體領導、分工

負責」制，往一人獨裁的家長制發展。 

其次，公報提出「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

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這一段話，其實「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

戰略」這兩句話在過去十六屆四中全會、十七大與十八大政治報告裏都出

現過，現在習近平終於下定決心要做，習近平在「說明」中的解釋如下： 

「當前，我國面臨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對內維護政

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雙重壓力，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

增多。而我們的安全工作體制機制還不能適應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需要

搭建一個強有力的平台統籌國家安全工作。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加強對

                                                        
3
  關於「集體領導、分工負責」制度與「遵守民主程序及多數決規則」政治共識，參閱

Miller（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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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已是當務之急」（《人民網》，2013/11/9）。 

問題是舊的，即「國內安全問題與國際安全問題交織互動」的風險因

素明顯增多，但是，目前的安全工作體制機制不符合需要，於是要搭建一

個強有力的平台統籌國家安全工作，這個強有力的平台應該是至少要統籌

政法、軍隊、外交與安全系統，問題在於，按習近平的定位，這個「國家

安全委員會」的任務是「制定和實施國家安全戰略，推進國家安全法治建

設，制定國家安全工作方針政策，研究解決國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問題」，

那麼這將是一個工作範圍廣闊的實權單位，然而，這個單位無論是設置在

黨內或是政府內，都將會造成中共重大的體制變革，最後「國家安全委員

會」是橫跨黨與政的一個機構，那麼習近平成為一個大權一把抓的超級總

書記。 

總體看來，習近平的領導方法不同於中共前幾任的領導人，儘管習較

多的套用毛澤東的權力鬥爭模式，但是習與毛的統治方式仍有很大差別，

簡單的說，毛管大事、管戰略且不太重視自己在黨內的有何職稱，甚至反

對黨內其他同志創立新的職稱來套用在自己身上；習則想要鉅細靡遺的控

制黨內各個領域與運作，因此，目前習近平掌握了「十二把刀」，因為他

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

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之外，還自創並兼任中共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

中央網路安全和資訊化領導小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深化軍改領導小組、

中央統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與軍委聯指總指揮。 

就此而言，習增加職位的目的是在增加自己源自於體制內的法令權、

獎賞權與強制權。然而，中共極權政權性質與領袖個人專擅的特徵，使這

種體制本身的運作就不太穩定，意即由體制本身所能帶來的權力基礎就很

脆弱，何況習近平又是用打破體制的方式想來獲取體制本身所賦予的權力，

這本身就陷入自我矛盾。 

更重要的，從中共黨史來看，華國鋒曾是中共黨史上兼任職務最多的

領導人，但在中共歷屆最高領導人中，權力最大的首先是毛，其次是鄧。

然而毛和鄧擔任的職務卻並不多。黨史說明，在中共體制下，職務不等於

權力。職務多不等於權力大，職務少不等於權力小。因為決定權力實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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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除了職務，還有聲望，還有人脈或曰派系（胡平，2014）。 

叁、集權方式︰整風運動與反貪腐 

2010 年習近平還在擔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時，就提出所謂的「四風建

設」與「四個大興」，前者是指中共黨內的作風建設問題主要表現在形式

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等四風；後者是指大興密切聯係群

眾之風、大興求真務實之風、大興艱苦奮鬥之風、大興批評與自我批評之

風（《第一文庫網》，2016）。當時沒有引起注意，一般認為，這些話聽

起來都是八股老套。 

沒有想到習近平上台後就風火厲行，首先公布『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關

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係群眾的八項規定』，針對黨內各種奢華浮誇風

氣進行糾正，並且以身作則，政治局常委集體行動參加活動，希望能改變

黨內風氣（《人民網》，2012/12/5）。配合整風運動，中共中央辦公廳印

發「七講七不講」通報學習，緊收輿論管控，以主導社會意識形態和媒體

輿論（《百度百科》，2016a）。此後又提出「六項禁令」，明確禁止破壞

風氣的活動，以補上述兩類規定的不足（《百度百科》，2016b）。 

伴隨著這些講話、規定與禁令，就是正式的整風運動。2013 年中共成

立「中央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組長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劉雲山，副組長為中央組織部部長趙樂際。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

決定在全黨自上而下分批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5 月中共中央下

發了『關於在全黨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意見』，明確這

次活動中央政治局帶頭開展。6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黨的群眾路線教育

實踐活動工作會議」，習近平親自出席會議對該項活動進行部署。 

習近平特別強調：「延安整風時，毛澤東同志提出要集中整治主觀主

義、宗派主義、黨八股，並說要做對於這些東西的肅清工作和打掃工作是

不容易的，要重重地給患病者一個刺激，使患者為之一驚，出一身汗，然

後好好叫他們治療。這次教育實踐活動借鑒延安整風經驗，明確提出『照

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總要求。」（中央黨的群眾路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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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活動領導小組辦公室，2013/7/26） 

這個活動雖然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為名義，但卻也

是黨內貨真價實的整風運動，習近平特別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

治治病」來描述這次的運動，其中說到：「洗洗澡，主要是以整風的精神

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治治病，主要是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方針」、

「開好民主生活會，堅持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中央黨的群眾路

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辦公室》，2013/7/26）。 

此處，「群眾路線」、「整風運動」、「批評和自我批評」與「懲前

毖後、治病救人」無一不是承襲毛澤東而來。眾所週知，從「延安整風」

開始，中共黨史歷年來的「群眾路線」或「整風運動」，無一不是跟建立

毛澤東的個人絕對權威連結在一起；而「批評和自我批評」或「懲前毖後、

治病救人」更是政治鬥爭與階級鬥爭的代名詞。而習近平的整風運動不僅

僅是一種黨內的「洗澡治病」運動，它更是黨內淘汰與清洗的制度，中共

中紀委就把「八項規定」、「六項禁令」和反「四風」列入對黨員幹部的

紀律檢查範圍內（《中紀委監察室》，2014/12/9），而形成黨內反腐敗工

作的一環。 

如果說，整風運動是表面工作的話，那麼，習近平這三年來對中共高

官的反貪腐，就是一項貨真價實而血淋淋的政治清洗。尤其在其中紀委書

記王岐山的指揮下，向黨、政、國有企業與地方各部門，大派中央巡視組

去進行整風與反貪運動。 

2013 年兩會之後的 4 月 19 日，中央政治局進行第五次集體學習，學習

內容為「我國歷史上優秀廉政文化」，從傳統歷史中取經反腐之道，從歷

史經驗和歷史教訓出發談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的能力。2014 年 6 月 30 日中

央政治局舉行第十六次集體學習，學習內容為「加強改進作風制度建設」。

2015 年 6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第二十四次集體學習，主題為「加強

反腐倡廉法規制度建設」。同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産黨

巡視工作條例（修訂稿）』、『關於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規定（試

行）』（《新京報》，2015/9/8）。 

根據統計，不包括軍方但把徐才厚與郭伯雄列入，自 2012 年 12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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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期間，就有至少一百位省部級以上官員腐敗遭到查處或是作風

不正遭到「點名通報」（董立文，2013），習近平這份反貪腐名單，的確

是中共黨史上破紀錄的成績單，習的所作所為打破許多中共政治的常軌與

潛規則，既有的政治常理或理論方法失去解釋能力，不能說明習近平到底

想幹什麼？這種以「人治」為主的反腐敗鬥爭，會對中共政局造成何種影

響？ 

中共官方或習近平自己對這場反腐敗運動的詮釋是矛盾的，一方面反

腐敗的出發點是為清明吏治與廉政法制建設，兼及為中共幹部「洗澡治病」。

於是，中共官媒《人民日報》有好幾篇專文，駁斥反腐敗是為了政治鬥爭，

例如「自作聰明地認為這是派系鬥爭的結果。反腐敗問題上的權力鬥爭說

顯然荒唐」（《人民日報》，2016/1/29）、「有人把『紀委反腐』等同於

『權力反腐』，這委實是對紀委職能的無知」等（《人民日報》，2016/1/26）。 

另一方面，習近平自己或是中共官媒同時發表專文，討論反腐敗就是

反「政治野心」與「權力鬥爭」，例如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會議指出「黨內決不容忍搞團團夥夥、結黨營私、拉幫結派」（《新華網》，

2014/12/19），隨後中共官方媒體正式點名「秘書幫、石油幫、山西幫」的

存在，且說明「近年來落馬的一些大老虎背後，多有一幫官員與之有著千

絲萬縷的利益勾連，形成一個個或明或暗，或鬆散或緊密的『幫派』、『團

夥』」（新華網，2015/1/3）。 

此外，「習近平強調，法治之下沒有鐵帽子王，更點名批判周永康、

薄熙來、徐才厚、令計劃、蘇榮等人『背著黨組織搞政治陰謀活動，搞破

壞分裂黨的政治勾當』。有的領導幹部把自己淩駕於組織之上，老子天下

第一，把黨派他去主政的地方當成了自己的『獨立王國』，用幹部、作決

策不按規定向中央報告，搞小山頭、小團夥、小圈子。他們政治野心很大」

（《香港東網》，2016/1/3）。 

以及「從查處的嚴重違紀案件看，往往政治問題和腐敗問題交織，經

濟腐敗為政治目的服務。一些腐敗分子為了保住並攫取更大經濟利益，在

政治上有更大的訴求，從而搞團團夥夥、搞小圈子，這對黨造成的損害更

大，嚴重危害黨和國家政治安全」（《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2015/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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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政治已經成為滋生腐敗大案、窩案的土壤，秘書腐敗不容小覷。秘

書腐敗同其他公權力腐敗一樣，都是權力沒有得到有效約束的惡果，唯一

有所區別的是，秘書並非核心權力本身，而是接近核心權力。」（《人民

網》，2015/3/4）。 

最近的發展是中共的整風運動與反腐敗，越來越往政治鬥爭的方向傾

斜，例如「抓黨風廉政建設，首要任務是把黨的政治紀律、政治規矩挺在

前面，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與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思想

上、政治上、行動上的高度一致。」（陳緒國，2016） 

甚至習近平親口說：「從黨的十八大以來查處的中管幹部違紀違法案

件看，腐敗分子往往集政治蛻變、經濟貪婪、生活腐化、作風專橫於一身。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反復強調領導幹部要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但有的置若罔聞，搞結黨營私、拉幫結派、團團夥夥，一門心思鑽營權力；

有的明知在換屆中組織沒有安排他，仍派親信到處遊說拉票，搞非組織活

動；有的政治野心不小，揚言『活著要進中南海，死了要入八寶山』；有

的在其主政的地方建『獨立王國』，搞小山頭、拉小圈子，對黨中央決策

部署陽奉陰違，為實現個人政治野心而不擇手段。這些問題是關係黨和國

家政治安全的大問題，難道還不是政治嗎？還用得著閃爍其詞、諱莫如深

嗎？」（《新浪網》，2016/5/3、2016/5/3） 

以及「黨內存在野心家、陰謀家，從內部侵蝕黨的執政基礎…我說過

『兩面人』的問題，大量案件表明，黨內有一些人在這方面問題很突出。

有的修身不真修、信仰不真信，很會偽裝，喜歡表演作秀，表裡不一、欺

上瞞下，說一套、做一套，臺上一套、台下一套，當面一套、背後一套」

（《新浪網》，2016/5/3、2016/5/3）。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三年來，尤其是外界謠傳反腐敗要告一段落時，

習近平與王岐山的相關講話一定會有「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嚴峻複雜，開

弓沒有回頭箭，反腐沒有休止符」這句話來定調（中央黨的群眾路線教育

實踐活動領導小組辦公室，2013/7/26）。顯見，習近平的反腐敗已經騎虎

難下，只能一路走到下去，不知那句話「不反腐將亡黨、反腐將亡國」會

不會一語成讖。更重要的是，黨內野心家、陰謀家與雙面人的說法，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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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更難判斷誰是習近平的政治盟友，誰又是習近平的權力敵人？ 

肆、中紀委擴權 

三中全會《決定》在「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這一節，特別

說明：「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黨委負主體責任，紀委負監督責任，

制定實施切實可行的責任追究制度。各級紀委要履行協助黨委加強黨風建

設和組織協調反腐敗工作的職責，加強對同級黨委特別是常委會成員的監

督，更好發揮黨內監督專門機關作用」與「全面落實中央紀委向中央一級

黨和國家機關派駐紀檢機構，實行統一名稱、統一管理。派駐機構對派出

機關負責，履行監督職責。改進中央和省區市巡視制度，做到對地方、部

門、企事業單位全覆蓋」（《人民日報》，2016/1/26）。當時，這段文字

並沒有引起中國內部輿論與國際社會的關注，沒有人想到這段敘述竟然成

為未來中共黨內政治發展的關鍵。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要求，派駐機構對派出機關負責，履行監督職責。

針對不同部門的規模、性質、特點，分門別類，探索派駐的有效途徑和方

式方法。監督執紀是派駐機構的首要職責，要突出抓好黨風廉政建設和反

腐敗工作這個主業，落實派駐機構管理各項規定，建立健全約談制度，定

期向中央紀委報告工作。中央紀委副書記趙洪祝強調，派駐機構全覆蓋是

黨內監督的重要組織制度創新。派駐紀檢組要明確職責定位，貫徹黨章要

求，強化監督執紀問責。要督促駐在部門黨組（黨委）和機關各級黨組織

落實主體責任，層層傳導壓力（《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2015/12/2）。

中央巡視工作動員部署會則指出，要進一步整合資源、充實力量，從中央

紀委、中央組織部、審計署、國有重要骨幹企業監事會和省區市紀委、中

央紀委派駐紀檢組抽調幹部（《人民網》，2015/3/9）。 

直到今日，習近平明白表示：「巡視是黨內監督的戰略性制度安排。

明代以後有八府巡按，走到哪裡，捧著尚方寶劍，八面威風。我們的巡視

不是八府巡按，但必須有權威性，成為國之利器、黨之利器…巡視全覆蓋

本身就是震懾。」（《新浪網》，2016/5/3） 



習近平集權之路的挑戰與不確定性 13 

隨著中共反貪腐工作的需要，以及中紀委／中央巡視組進入黨政各部

門與各地方實際工作的經驗，中紀委／中央巡視組所需要的能量越來越多，

亦即中紀委／中央巡視組權力越來越擴大。首先是中紀委的組織擴權，這

是指中紀委對黨內其他部門的領導、協調、監督與介入；其次是中紀委的

制度擴權，這是指中紀委對黨內制度法規的修訂、新訂與監督執行。 

首先，根據中央要求和巡視工作職責，中央巡視組將主要受理反映進

駐地領導班子成員、下一級領導班子成員和重要崗位領導幹部問題的來信

來電來訪，重點是關於黨風廉政建設、作風建設、執行政治紀律和選拔任

用幹部方面的舉報和反映。除上述工作外，中央巡視組表示，其他不屬於

巡視受理範圍的信訪問題，將按規定由被巡視單位和有關部門認真處理

（《人民網》，2015/3/2）。 

又如，中央巡視工作動員部署會明確說明：從巡視、審計、信訪反映

的問題以及審查案例引出的問題線索看，國有企業在管黨治黨、黨風廉政

建設上也存在一些普遍性問題，有的問題相當突出《人民網》，2015/2/12）。

中央巡視組回饋意見後，及時向中央辦公廳領導作了報告，中辦領導高度

重視，要求我局全力抓好整改落實。成立巡視整改工作領導小組，下設領

導小組辦公室，負責巡視整改的組織協調、督促檢查，機關黨委副書記、

機關紀委書記兼任辦公室主任；局領導班子成員按照“一崗雙責”要求，

抓好分管範圍內的巡視整改工作（《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2016/1/28）。 

其次，在制度擴權上，中紀委以落實『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各單位落

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的意見』的名義，先後制定印發『中

直管理局黨風廉政建設責任事項清單』、『中直管理局領導班子進一步加

強黨風廉政建設的規定』，分別明確各級領導班子及成員的黨風廉政建設

主體責任、局機關紀委的監督責任以及相關職能部門的責任，涉及 6 個方

面 54 條具體事項。分類修訂『黨風廉政建設責任書』，制定『中直管理局

關於建立權力運行監督機制的實施意見』，提出健全科學民主的決策機制、

權力制衡和資訊公開機制、權力運行監督機制等 3 項目標任務，明確 16 項

「顯性權力」、5 項「隱性權力」，提出 17 條具體監督措施和 7 方面保障

機制，探索建立全方位全覆蓋立體式權力運行監督機制（《中央紀委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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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網站》，2016/1/28）。 

中紀委的組織擴權在 2015 年 4 月達到一新的高峰，此即中央紀委向中

辦、中組部、中宣部、中央統戰部、全國人大機關、國辦、全國政協機關

派駐紀檢組。這在中共黨史上尚屬首次，具有「歷史性」意義，也是邁向

中央黨政機關派駐全覆蓋的重要一步。中共專家說：這七家核心部門是掌

握權力的重要機構，向其派駐紀檢組，是密織反腐大網、推進制度治黨、

重構政治生態的重要舉措（《新華網》，2015/4/2）。 

現在就像習近平所說的「派駐機構監督是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的重要內

容，我們實行單獨派駐和綜合派駐相結合，實現對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

全面派駐。各派駐機構強化監督執紀問責，『派』的權威和『駐』的優勢

明顯增強。」（《新浪網》，2016/5/3） 

目前，無論是中紀委的組織擴權或是制度擴權都還在持續中，然而更

重要的還是中紀委所擴張的權力，是「整人辦人」的權限。用中紀委的術

語來講為：「關鍵看整改，誰的問題誰負責整改。那麼，針對巡視組交給

的整改作業－移交的問題線索，各被巡視單位完成得如何呢？一起來看看

單位對有關人員的處理」（《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2016/1/29）。其實，

答案就是看各單位「整人辦人」的成果。 

2015 年 8 月發佈了修訂後的『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新條例指

導下，今後的巡視工作將繼續堅持問題導向、對症下藥，進一步實現有的

放矢、精准打擊，發現問題、形成震懾。條例對巡視對象作了重新界定，

擴大了巡視範圍，在中央巡視組對省區市「四套班子」開展巡視的基礎上，

將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黨組主要負責人，副省

級城市黨委和人大常委會、政府、政協黨組主要負責人以及中央部委領導

班子及其成員，中央國家機關部委、人民團體黨組（黨委）領導班子及其

成員；中央管理的國有重要骨幹企業、金融企業、事業單位黨委（黨組）

領導班子及其成員納入中央巡視範圍，並對省一級巡視物件和範圍作出相

應規範（《新華網》，2015/8/13）。 

此外，專項巡視也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巡視工作的一大創新舉措。與常

規巡視不同，專項巡視更加機動靈活，或者圍繞一人一事、一個專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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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資金展開，或者對已巡視過的地方和部門殺個回馬槍；打法靈准狠，循

著問題線索而去，直切要害，定點突破；節奏短平快，一個月內完成任務，

不拘泥於複雜的工作流程等的限制，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修訂明確將專

項巡視寫入巡視工作條例，規定派出巡視組的黨組織可以根據工作需要，

針對所轄地方、部門、企事業單位的重點人、重點事、重點問題或者巡視

整改情況，開展機動靈活的專項巡視。這就把巡視從程序、時間、物件等

固化模式制約中解放出來，使黨內監督不留空白、讓心存僥倖者感到震懾

常在（《新華網》，2015/8/13）。從這種制度設計而言，中紀委可以說是

類似中國古代的欽差大臣兼東廠的混和體而長駐在各地方與各單位當地，

是一種集權與高壓的制度。 

胡錦濤執政十年，政法委以維穩工作為名義的擴權，幾乎把中共黨和

政府各部門所有重要的職掌與功能，全都涵蓋在內。最後，政法委從上到

下幾乎可以指揮或協調各個部門，而形成「第二個黨中央」或「黨內的巨

獸」（董立文，2013：1-21）。現在，習近平才執政三年，中紀委已經變

成「第二個黨中央」或「黨內的巨獸」，而更令中共黨內幹部聞風喪膽。 

伍、小結 

總體而言，習近平的領導方法不同於中共前幾任的領導人，他用增加

職位的方法來增加自己源自於體制內的法令權、獎賞權與強制權。然而，

中共極權政權性質與領袖個人專擅的特徵，使這種體制本身的運作就不太

穩定，意即由體制本身所能帶來的權力基礎就很脆弱，何況習近平又是用

打破體制的方式想來獲取體制本身所賦予的權力，這本身就陷入自我矛

盾。 

儘管所謂的「權力鞏固」在概念上仍有問題，但從本文所歸納的習近

平的權力基礎與集權方法兩個方面來看，顯然習近平的權力尚未鞏固。也

許「習派」成軍的速度太慢，或是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因此 2015 年 6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關於領導幹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規定（試

行）》，明確了「政治上不守規矩、廉潔上不乾淨、工作上不作為不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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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能力不夠、作風上不實在」這四類幹部必須進行組織調整，為推進幹部

能上能下進一步提供了遵循，將會對中共的人事體制產生重大的撬動效應

（《共產黨網》，2015/7/27），並為抓好這項試點進一步提供了遵循（《共

產黨網》，2015/7/29）。 

據說，習近平還提出一份省部級以上「能上能下」的名單進行了商議，

這個名單不但涉及所有省部級高官的升降，還直接涉及兩年後中共十九大

五位政治局常委的權力接班問題（《大紀元》2015/7/29）。習近平想要一

把抓的企圖太明顯，姑不論習近平是否提出這份「能上能下」的名單，光

是這個規定的出台及其內容重點集中在「幹部能下」的討論，就可顯示習

近平對目前現存中共權力結構的幹部是不滿意的，而且這還是經過整風運

動與反腐運動之後的結果。顯然，習對整風運動與反腐運動的成果並不滿

意，而把黨內整肅提升到定義更抽象、範圍更擴大的層次，何謂「政治上

不守規矩、廉潔上不乾淨、工作上不作為不擔當或能力不夠、作風上不實

在」？ 

因此，關於如何評估習的政治資本？別是在習的第二任期權力是否鞏

固？習是否有足夠的門徒來鞏固權力？意即習廣開甄拔幹部的管道與改變

甄拔幹部的規則，是否能有效的增加他的權力基礎？這些問題仍得看後續

的人事變動，才能進一步的判斷。可以確定的是，未來中共政治的走向將

有更高的不確定性，經過擴權後的「超級中紀委」、「第二黨中央」，誰

才能接得下此位置？經過集權後的「超級總書記」、「全面主席」，未來

的繼承人又是誰？這樣的發展對中共體制的制度化甚至是民主化是一件好

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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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hallenges and Uncertainty on Xi 

Jinping’s Road to Power Cent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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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 Jinping’s method of leadership is different from any previous 

Communist leaders.  He used a method to increase additional titles to 

increase his own power derived from the system— the legitimate power, 

reward power and coercive power within the system.  Howev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totalitarian nature of the regime and the features of 

personal power centralization make this system itself is unstable.  From 

power base and two methods of power centralization of Xi Jinping, it is 

clear Xi’s power is not yet consolid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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