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看衰中國 (四) : 
產能過剩﹑官員貪腐﹑荒淫現象無法收拾 

 
◎ 李丁園 

 
 
中國目前有四大問題，第一﹑房地產泡沫，第二﹑地方政府舉債過高﹑影子銀行過度放貸

﹐第三﹑部分產業產能過剩，第四﹑官員貪腐荒淫。這四大問題都是近二十年來尤其是

2008 年金融海嘯後發生的嚴重問題。 
 
前三個問題都是“過度投資” 的結果﹐而第四項﹕ 官員貪腐是前三項的因﹑也是果，因果

交互糾纏在一起。前二項我們討論過(註一) ﹐我們將在本文討論第三及四項如下。  
 
I ﹑產業產能過剩 
 
九十年代﹐中國對外開放後﹐由於工資低﹐代工美歐低層次科技產品的台灣製造商(勞工

密集﹑低利潤產品)為尋求較高利潤及競爭力﹐大舉進軍﹐先就近登陸廣東﹑福建沿海區

域設廠。得到甜頭後﹐台商接著再把台灣原來的廠房完全遷往﹐接著較高層次科技廠也遷

入。中國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趁機以優惠條件大舉向外招商﹐於是﹐其他國家如美國

製造商也跟進。如此﹐“中國熱”風潮向世界擴散﹐外資滾滾的湧進招商“(科學)工業園區”
﹐中國成為世界的許多製造業工廠。 
 
拜外商投資設廠之賜﹐出口興盛﹐養了大筆由農轉工的窮困中國人﹐窮困中國農工人有職

業收入﹐生活轉好。就這樣﹐一轉再轉﹐中國經濟起飛﹐但也產生太子黨及權貴裙帶關係

的企業家和資本家﹐貧富差異也擴大﹐這是後話。  
 
中國企業家和資本家從台商及其他外商學到了科技﹐也抓到了市場。於是在公(國)營企業

帶頭﹐結合私人企業大舉借貸擴廠﹑仿冒外商的大大小小工廠也風起雲湧的在各地區興建

﹐狂熱生產。結果﹐中國製的各種產品從衣服紡織品﹑玩具﹑食品﹑鞋子﹑自行車等民生

產品鋼鐵﹑機械及工具﹑化學原料等工業物品﹑乃至收音機﹑MP 系統﹑電池﹑電腦﹑通

訊零件等電子產品﹐在二 OOO 年開始氾濫世界各國。更誇張的是﹐雜七雜八的大大小小

公司也成群的湧進美國股票市場掛牌(包括借殼上市)吸金及交易。 
 
這種中國熱過程除了產生房地產泡沫外﹐也產生幾種現象﹕ (1) 工廠泡沫(林立)﹐(2) 工人

短缺及大學生大量失業的錯配﹐(3) 全世界主要貨幣對美元貶值唯獨中國人民幣反而一再

升值﹐ (4) 產品削價也失去競爭力﹐(5) 新中高資產階級與新貧民階級的出現錯配﹐突顯農

民工人與城市市民另類階級矛盾﹐(6) 大中國主義與中國人沒有“中國” 這個祖國(中獨)觀念

的錯配﹐(7) 現代中國官場(笑話) 文學產生。 
 
這些現象中﹐表面的結果是﹐中國除了原來人口是世界第一外﹐現在包括太陽光電板﹑鋼

鐵﹑銅﹑玩具﹑機械工具﹑汽車總消售量﹑網路戶﹑手機﹑風力發電﹑Apple I-phone 代工

產品﹑一次電池等等產品生產也是世界第一國。當然﹐成衣紡織品﹑鞋子等低科技大宗產

品早就高居世界首位。這些世界第一﹐基本上是中國規模經濟的膨脹，其經濟成長只反映

量的增加與規模的擴大，讓人產生「數字大就是強」的錯覺。其實，卻欠缺質的提升，但



因為這種“世界第一”成就基本上是另類神話﹐因此麻醉了受中國共產黨洗腦的中國人(含在

台灣的中國人) ﹐整天大喊世界第一也蠻爽的。 
 
然而﹐拋開神話﹐現象 (1) 至(5) 導致了中國製造業的產能過剩。也由於重複建設﹐盲目投

資﹐工廠泡沫化等導致廣東﹑江蘇﹑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區的工業園區逐漸發生工人欠

缺現象﹐此是工資上漲的推動力﹐工資上漲逼使廠商外移至更廉價國家﹐加上人民幣反而

一再升值﹐即使工廠產品企業間惡性競爭﹑削價﹐產品也失去競爭力。最後﹐美歐(尤其

歐洲)在 2008 年後﹐經濟衰退﹐市場萎縮﹐導致中國製造業出口外銷不振﹐工廠倒閉及裁

員﹑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的一大堆﹐新貧民階級越來越增﹐內需無法提高。 
 
總結果是製造業的產品庫存月月堆高。2008年﹑美國次房貸金融海嘯引發全世界蕭條﹐中

國猛印人民幣 4 萬億刺激需求下，各地繼續盲目擴張產能，一些新開工項目未批先建或違

規建設，加劇了產能過剩局面。2009年 8 月，中國務院常務會議將抑制產能過剩作為中心

議題，當時把鋼鐵、紡紗、電解鋁、煤化工、水泥、氧化鋁、太陽能、風能等 19 個行業

列入產能過剩名單。現在產能過剩的行業仍然包括這些傳統及新興戰略性產業﹐這些產業

使用率最高 70%﹐最低為 30%。其中﹐太陽能行業為了生存﹐在國家補助下削價傾銷歐美

﹐成為歐洲制裁中國的世界性大商業新聞。 
 
更令人醒目的產能過剩消息是﹕中國成衣庫存量夠 13 億人口穿三年。香港中通社 2012-
11-29 報導，A 股服裝類上市公司僅用 22 家統計﹐第 3 季的存貨總量就達到驚人的 382 億

元人民幣。在這個數字爆出之前，上半年 42 家服裝企業總積壓庫存 483 億元的狀況已經

令人咋舌。目前庫存周轉天數最大的一家企業甚至達到 10,843天。中國的服裝庫存大量增

加，即使全中國服裝企業停產，也足夠讓中國民眾穿上 3 年。   
 
 還有﹐ 中國汽車產能也面臨過剩﹐ 全球面臨傾銷的威脅。《華爾街日報》報導，在 2018
年之前，中國和全球的汽車製造商 GM ﹐FORD 等大廠商競相在中國各地新建﹑擴充的工

廠，汽車產量的規模已等同全美汽車市場一年需求量的兩倍之多。此外，中國汽車製造商

更宣布，至 2020 年，他們還將進行數十億美元的擴張計畫。然而，中國的經濟已瀕臨衰

退的邊緣，中國車市需求已顯著放緩，已開始嗅到面臨產量過剩的痛苦。不久未來可預見

的是﹐如同太陽能板的情況，中國汽車將進入歐洲市場，而歐洲地區僅剩德國的汽車製造

商擁有競爭力。GM ﹐FORD 在歐洲已大虧本﹐屆時恐不保。 
 
在中國的台商主要外銷美國，風光時單子曾多到接不完，還因此到處擴廠，加上極度擴

充。在中國造業產能過剩聲中﹐台商日子最不好過。中國工資從九十年代的每月四百元人

民幣到現在的每月一千六四百元人民幣(郭台銘的鴻海集團在深圳的富士康廠工資因工人

跳樓案加薪已超過兩千塊)﹐翻了四倍﹐如此下去，數年後，中國沿海地區工資將追上台

灣。不僅工資高漲的問題﹐中國正式實施《勞動合同法》，導致用工成本大幅上升近

40%，以前接外國訂單，1 塊美元的訂單，只要 3到 5 角的成本，現在已經上升 到 1 塊美

元，白作工﹐根本就沒有利潤可言。  
 
目前在中國的傳統產業，像是鞋類﹑玩具﹑聖誕燈飾產品等都幾乎跑掉，廣東的東莞﹑珠

海等地台商如果不跑﹑不將產業外移(柬埔塞﹑印尼等) ﹐只有等死。(註﹕ (1) 台資企業義

芳鞋業老鞋廠 1989 年第一家進駐廈門，2012 年 8月，吹熄燈號﹐結束在當地 24 年的經

營，工人增加到 800 多人，年產量增加到 320 萬雙，產品全銷往美國。(2)台商西華家具於

1992 年在廈門創辦成立，主要外銷美國，2012年﹐3 月關門歇業。) 
 



許多行業產能過剩，迫使企業將資金投資到收益較高的房地產和金融投機領域，此導致房

價居高不下，引向房地產泡沫和金融泡沫。我們知道﹐當金銀價格大跌的時候，反映及預

測經濟不振﹐大宗資產價格會一同下跌的。大宗資產價格泡沫破滅，也導致中國的高價進

口黃金大虧﹐而銅鋁﹑鎳鋅﹑錫﹑稀土鐵礦石等原料資源的資金鏈斷裂﹐使中國的經濟成

長雪上加乾冰﹐更加冰冷。 
  
現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已經不復存在，這方面的出口企業已經幾乎全部倒閉，連富士康都

遷往美國了，那就說明其他的廠家都已經完了，現在只剩下廉價的資源，只要大宗資產價

格低於開採成本，那麼，除非中國政府繼續硬挺﹐那就都將面臨破產的風險，誰也撐不下 
去。記得年前﹐中國向日本及世界發動稀土金屬礦戰﹐現在﹐中國各個稀土金屬廠商可是

苦哈哈﹗ 
 
 
II﹑中國官場貪腐難救 
 
貪污全世界都有，但在中國是常態。中國官員的貪污腐敗是世界第一﹐無官不貪的現象在

中國已是人人心知肚明的弊病，也是世人皆知的事。Google 搜尋有 6,800,000 或更多個結

果出現﹐ 2012 年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指出，如不打擊貪污問題，將會亡黨亡國。難怪

﹐中國習李新政權今年上路﹐將“打擊貪腐”列為重點工作之一。    
 
但是中國官僚體系龐大，官員的貪腐是全面性﹐從上到下﹑從橫到縱﹑從左到右﹑從南到

北﹑從東到西﹐由地方至中央，層層遞進，形形色色﹑應有盡有。貪污文化已在中國官場

根植，貪污癌細胞已滲入骨髓，這種貪腐並不是簡單而零碎的關係，是官官相衛的結構性

貪腐。腐敗問題已經深入中共統治階層的核心，深入最高決策部門。胡溫高唱「反貪倡

廉」口號十年，連位高權重的總理溫家寶為交班前竟然被《紐約時報》2012 年 10 月指出

家族斂財醜聞的主角﹐出醜之至。 
 
中國貪污情況嚴重，到底今天中國貪污是怎麼樣的狀況？中共多家官方媒體說﹐2008 年中

共官員「平均受賄」款項是人民幣八百八十四萬多元，是 2007 年的兩百五十三萬元的 3.5
倍。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調查資料，從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共黨政幹部、公安、司法

幹部、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駐外中資等機構外逃失蹤人數高達一萬六

千至一萬八千人，攜帶款項達八千億元。中國政府部門目前為止有 4000 多個官員逃亡境

外，其中高級領導官員佔多數，平均每人捲走近 1億元，合共約 4000 億人民幣﹑貪官每

年攜出的金額平均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 2％。   
 
2012 年 12 月下旬﹑〝全球金融誠信組織”（GFI, 國際非營利機構）發布報告說，開發中國

家在 2001 至 2010 年的十年間，因犯罪、貪污與逃稅而造成近六兆美元損失，其中以中國

居冠﹑共流出非法黑金總金額達 2 萬 7400億美元 (2.74 兆美元)。在 2010 年，中國流失

4204 億美元。在ＧＦＩ十月間的報告，2011 年另有 6020 億美元非法流出中國，2000 至

2011 年間該金額共達 3.79 兆美元。這些貪官大多是在 2012 年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大舉外

逃。 
 
美國華文網站博訊網引述民航總局官員說法，今 2013 年光是從北京機場離境的國家黨政

機關處級以上幹部，就高達三百五十四人，共攜帶約三千億人民幣贓款；每人平均攜出境

外贓款金額創新高，近九億人民幣。貪官攜款、攜妻、攜子、攜二奶、三奶大逃亡﹑美國

和加拿大是貪官出逃首選目的地。 



 
如果大家仔細觀察的話﹐應可發現中國人在美國的東西兩岸包括加州灣區﹑南加州﹑佛州

Olando﹐Las Vegas 及加拿大 Montreo﹐溫哥華等地移民﹐一再以現金大炒房地產﹑開發

Mall 和 Buffet 餐館。這過程中﹐大筆的錢就是由中國流出﹐大部份是貪污髒款。 
 
中國官員的貪污早在二十五年前﹐即 1980 年代下半期時就已經非常嚴重。所以﹐先後擔

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及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就強力推行政治改革﹐打擊貪污腐败。然而﹐

1989 年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和李鹏等元老以其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的同情學生與軟弱立

場，免去他在黨內外一切職務﹐並軟禁他生命中最後 15 年，於 2005 年逝世。其後的江澤

民及胡錦濤前後二十年也是“大力” 推行打擊貪污腐败。但是反貪腐的效果卻是水漲船高﹐

越反越貪﹐愈反愈腐。中國人民實在看不下去﹐逼得今年三月上任習李政權不得不馬上就

宣佈打擊貪腐。   
 
貪腐是中國的特色。在經濟問題方面﹐官員腐敗行為包括貪污、接受賄賂、挪用公款、集

體私分、非法所得﹑偷稅﹑漏稅等。在其他方面﹐官員腐敗行為包括包括瀆職、 濫用職

權、徇私舞弊﹑養情婦﹑包二奶﹑三奶等。 
 
幾個大小貪腐實例 
 
在 1990 年代﹐我們有機會與台商在中國及美國兩地見識到中國官員的許多貪腐實例。這

些實例不但現在仍然存在﹐而且更本加厲。 
 
海關貪腐是最平常的了。台商經澳門進入廣東珠海, 行李物品經常會被海關人員扣留刁難

﹐他們要台商過關後走到相連一排排商店中的某一特定商家﹐找某某先生或小姐。結果是

﹐先拿出錢﹐十數分鐘後﹐再回到海關領取行李﹑重行驗關放行。 
 
台商工廠員工及周邊商店服務業工人常抱怨說﹐他(她) 們領薪到銀行存錢時﹐銀行櫃台員

經常從中取出數張嶄新紙鈔﹐故作觀查後﹐說是偽鈔﹐一面恐嚇工人持偽鈔會被關﹐一面

當場撕兩半丟掉垃圾桶。銀行員等到沒人注意時﹐就把為數不少的半撕“偽鈔” 取出﹑黏好

後放進口袋或皮包﹐日進上千是常事。其實﹐這是一種壓榨欺侮老實工人的貪污手段﹑工

人怕被關無法賺錢寄回家﹑以幫助貧困父母下﹐無助自認倒霉了事。 
 
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的官員從黨書記﹑市長﹑副市長﹑秘書等人員﹐除了這些黨政頭銜外

﹐他們還會遞給另一張名片﹐其上寫著某某市﹑某某(開發) 公司董事長﹑總經理﹑企劃處

長﹑﹑等類頭銜。這些公司行號的頭銜含有無限的玄機與商機﹐當然也給他們“錢進”的按

鈕。他們一方面以黨政身份說是配合中央搞建設﹑拼 GDP﹐另一方面以公司名義推動地方

融資平台﹐右手向自己(黨政身份) 取得土地﹑左手透過影子銀行向(國黨) 營銀行借貸﹑向

私人集資及對外招商。 
 
 
地方政府的官員“錢進”的四法寶 
 
地方政府的官員“錢進”的法寶至少有四﹕ (A) 招商﹐(B) 賣(租)土地(所有權) ﹐(C) 搞建設

﹐(D) 賣官。 
 



這四種“錢進”法寶中﹐口味小的可能擇其中一兩項﹐心狠的則全包辦。中國沒有私人土地

﹐而公家土地幾乎由地方政府的官員控制。早期以較低價格賣土地所有權招商﹐也許此時

土地直接收入較少﹐但間接收入源源不斷﹐此包括 (台港) 外商工廠員工全由地方相關官員

負責介紹招募﹐收取介紹費。由外地(外省) 來的工人﹐以人頭數要外商交公安稅﹐而工人

每月除所得稅外也得交外籍居留證稅。公安不定時在上班時間於交通要道或在半夜時前往

外地來的工人租屋處﹐闖入臨檢居留證。此外﹐業務佳的外商也變成稅務官員時常“聊天” 
的對象﹐或是地方黨書記及市長節日邀請“吃飯”的常客。當然﹐一定比例的錢進官員口袋

了。 
 
地方政府官員招商最喜歡美國外商﹐不但借考察之名到國外旅遊，而且也可藉此在美國銀

行開人頭帳戶﹐所有回扣直接以美金存入﹐既方便又乾淨。 
 
地方政府等到外商進駐地方增多時﹐土地開始漲價﹐這時土地直接收入可能是三級跳﹐可

觀之至。廣東的東莞市在全盛時﹐土地直接收入使全市原始的市民不必工作﹐每個月仍有

非常高的收入。江蘇的昆山市的土地漲價也是驚人的。中國各地方在過去二十五年經濟起

飛期的土地收入是驚人的﹐但卻有很大的比例跑到官員的私人帳戶。 
 
不論是招商建工廠﹐ 招商搞基礎建設﹑或是招建商興建大型住宅﹑商場。此一方面導致空

屋鬼城林立﹐另一方面經由炒房使黃金地段商業區及周扁區域房價居高不下。中國地方政

府賣了大筆的土地，但這筆為數可觀的賣地收入卻去向成謎。北京工商大學貿易經濟系副

主任徐振宇 2013 年 6月發布數據，表示 2008 年到 2012 年的 5年間，地方政府土地出讓純

收益高達 4.1 兆元人民幣。 
 
中共國土系統掌握土地﹐是貪腐體制內的肥區，據中國財新網的統計，近年來僅媒體曝光

的涉案貪污金額較大的官員近 30 名，上至國土資源部前部長田鳳山，下至地方科級幹

部。2012 年 11 月廣東省國土資源廳副廳長呂英明被爆貪汙 28 億元人民幣，有 63 套房

產，且包養 47 名二奶﹐因與領導搶女明星而下台。 
   
香港《商報》引述大陸網路消息報導，中國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劉鐵

男，《財經》雜志 2012年 12 月實名舉報，2013年 5 月涉嫌貪汙遭撤職查辦。劉「日進萬

金」貪汙巨款，他們夫妻在七家銀行開立廿五個帳戶，僅存款(人民幣﹑美元﹑歐元﹑澳

元)和各種有價證券就折合二．四億元人民幣，此外，家保險櫃中還搜出黃金金條九三○○
餘克，白金金條一四○○餘克，鑽石翡翠珠寶飾物廿五件，名貴手表九隻，齊白石、傅抱石

真跡五幅。還在各城市包養八名情婦﹐於北京、太原、青島等五個地方皆有房子住處，他

落網時身上搜出十二張機票，顯有預謀隨時要落跑。   
中國人民網報導﹐安徽副省長倪發科以權謀私、貪污腐化於 04/06/2013 落馬。他與其主政

六安期間的舊城改造、國資拍賣，插手霍邱鐵礦開採涉嫌在大昌礦業牟利有關。據稱這次

倪發科落馬，更主要原因可能是他插手霍邱鐵礦開採，涉嫌在大昌(礦業集團)牟利。 
 
人民網也指稱﹐內蒙古常委、統戰部長王素毅，包養女大學生女記者數名，房產數十套。

經情婦聯名舉報貪污受賄近億元，在 30/06/2013 落馬。 
 
           
在中國﹐搞建設是所有地方官員的最愛 
 



記得台灣在五﹑六十年代﹐教育開始發展﹐許多中學尤其各縣市名校大興土木﹑建新的樓

房教室﹐不少校長及總務主任等主管個個水漲船高﹐銀行存款大增﹑蓋新房﹑也有進口轎

車。有的校長還包養小三呢﹗大家都知道他們的錢那裡來﹐難道相關主管及單位不知道﹖

即使今天﹐中國黨的縣市尤其台北市﹐天天搞建設﹑天文數字的預算下﹐僅市府的建設局

小官員就有數輛 Mercedes-Benz轎車﹐還說沒貪污﹖今天﹐馬桶的愛將由南高雄﹑中彰化

到台北市個個利用職權﹐地方建設索賄被押。 
 
台灣如此﹐在中國﹐搞建設更是所有地方官員的最愛。中國許多工程中，包含了官商勾結

等貪污舞弊現象。貪官的款項來自回扣和賄賂，主要包括土地開發、稅收、城建工程經

費、金融機構「貸款」、截留報高實低差額的政府開支、大型國家建設項目資金等。 
 
官方統計顯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因涉及腐敗和其他經濟犯罪而受到黨紀處分的中共黨

員多達二百三十五萬人，受到法律制裁的公職人員超過四十萬人。2007 年，中國因貪腐受

處分的官員為十六萬餘人，但被抓的貪官其實不到 10%, 甚至不到 3％。所以﹐在官員們

眼中﹐貪腐是一種低風險、高回報的斂財手段。 
 
房地產開發和個人購房貸款，已經成為支撐中國房地產市場快速發展的基石。在這過程中

﹐不少個人投機性﹑連鎖式購房貸款都涉及了不少銀行上下官員的貪污事例﹐有的甚至變

成小說的體材。至於大型房地產開發﹐問題重重。以中國最大的房地產開發企業萬科公司 
2012 年的財務數據顯示，其去年約 500 億融資總額中，股權投資不足 30億，而向銀行借

款約 470 億﹐借款比率高達佔 95%。今年第一季度該公司約 160 億的融資總額中，借款融

資仍然佔 70%的高比率。這種超額的貸款融資不得不令人懷疑該公司的神通廣大﹐懷疑貸

款金融機構上下人員的貸出巨款的背後。 
 
最近﹐星島日報 (08/04, 2013) 報導﹐  說有網民日前發帖舉報稱，湖南省長沙銀行零售業

務部女經理袁榮，原任職的長沙銀行金融市場部擔任經理期間，利用職權，以虛開或多開

發票、私設小金庫等方式為己謀私，十年間，保守估計貪污公款最少三千萬人民幣。小小

銀行經理就可貪如此數目﹐其他高層銀行官員更有無限“銀機”。 
 
中國經常出現轟動一時的建築建設。安徽省的窮市﹑俗稱皖北的阜陽市穎泉區「阜陽白

宮」﹐阜陽蚊子機場，窮縣望江縣的美侖美奐﹑國總統府白宮 8 倍半的縣政府大樓等我們

已提過(註一)，又如山東省濱州市的”億元航母“(又稱「中海航母」) ﹐是一濱州市旅遊局

官辦承包企業﹑副局長掛名的旅遊建築﹐前後工程歷時五年﹑耗資人民幣 1.2 億元﹐現在

已成為一蚊子廢墟。再來﹐經濟起飛期﹐中國各地猛建規模大的博物館﹐以顯示中國到處

有高水準的文化。2010年全中國共建了 395 座博物館，平均每天超過一座；截至 2012 年

底中國已有 3589 家博物館。上海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系教授陸建松指出，溫州新建博

物館 2 萬多平方米、寧波博物館 3 萬多平方米，無錫又建造 7萬多平方米博物館，比許多

省級館都大，而且都是上億人民幣的巨額投資。然而﹐不僅館藏內容展示不足，文物保護

經費不夠；大而無當，甚至淪落為「蚊子館」。  
 
搞這些大建築﹐儘管是舉鉅債貸款﹐那些官員可不手軟﹐賄款回扣大把入袋爽歪歪。但天

在看﹐安徽省阜陽鎮長張治安及上頭長官安徽副省長王懷忠終於先後落馬入監處死。中國

地方建設背負債務﹐大多涉及官員貪腐﹑牽出背後的官員貪腐黑幕。因此﹐中國政府從地

方到中央不敢真實的曝光地方政府的負債情況﹐審計調查地方政府的債務也會遇到重重阻

力。 
 



 
「賣官」貪污 
 
除了招商﹐賣地﹐搞建設等貪污之外，賣官及買官的貪污賄賂現象更中國官場的常態。大

官員在「同甘共貪」共識下﹐帶頭貪腐。 中國有一名言「有『禮』走遍天下，無『禮』寸

步難行」﹐傳神的描述中國的貪腐文化。 
 
據英國《國際先驅論壇報》的報導，給官員送貴重禮品非常普遍，每年三月「兩會」期

間，北京的各家世界名牌精品店生意都很興隆。價值三萬美元的瑞士名錶之類的禮品實際

上是回扣或賄賂﹐是買官也可能是賣官的必需。中國的奢侈品銷售去年估計達到六十七億

美元，給高官的禮品估計占 50％。除了禮品加現金外﹐一些名牌公司通常會給重要人物及

其家眷和情人開化名的特別戶頭，而買禮品的錢會用某個私營企業家的個人信用卡支付回

扣或賄賂﹐這是賣官或買官的現代版。 
 
在中國﹐向上買官謀求保護伞，从而得到提陞職位﹐以便也可运轉弄錢及賣官；向下卖官

可撈本及增強現金流動性，繼續向上買官﹑擴張可賣資源﹑進行官場“良性” 循環。透過買

官及賣官﹐更可組合成一個命運共同(共貪共罪)體系。相互包庇﹑相互支援﹑增強政治資

本。 
 
中國官員賣官最出名之一的事例﹑應屬中國鐵道部部長﹑ “中國高鐵之父” 劉志軍。他是

在 2011 年 7 月中國高速鐵路温州動車事故發生後，失事大車禍﹐損失 40人命和约 20 傷

事件而聞名。其實﹐他在二月時就爆出他自 1986年在武漢鐵路分局黨委書記任上始，至

2011 年從鐵道部部长之位的貪腐問題。中國檢察院指控，他涉嫌“賣官” ﹑先後非法收受

财物共計人民幣 6460.54万元；使買官的下屬得以在鐵路系统内部數次升遷。此外﹐京津

地區的兩名鐵路官員也曾向其謀求擔任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政氨委員。劉志軍還曾為了

给自己去職後铺路，意圖“買官”扶正一名副部長，希望通過裙带門生铺設私人關系網，以

便离鐵道部長後仍能延續此前的利益。2013年 7 月 8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審判處處

論軍死刑、缓期兩年執行，並沒收全部個人财產。 
 
 
河南省人大副主任王有傑，曾任鄭州市委書記﹐是有名的賣官者。網路傳言說﹐他用

「嗯、噢、哎、喲」四字分別表示賣官的價碼。送三萬元，「嗯」一聲，意思是「你的要

求會考慮」；送五十萬元，「噢」一聲，意思是「你一定會得到你要的職位」；送八十萬

元，「哎」一聲，意思是 「結果比你預想的還要好」；送一百萬元，驚嘆地「喲」一聲，

意思是「你可在我的職權內任意挑選想要的職位」。 
 
貪腐不是文官的專利﹐中國軍中單位更是充斥貪污腐敗的事件。中國軍中不務正業者很多

﹐他們到處做事業﹐建度假村﹐開設旅館﹑經營餐館。不但在中國境內﹐而且也延伸到美

國和加拿大。(高級)將領貪腐屢出不窮, 不久前﹐總後勤部前副部長谷俊山中將貪腐案被揭

發。谷家在北京豪華地段佔有數萬平方呎豪宅，被稱為「將軍府」這是高級將領超標佔用

豪宅、非法轉售軍地牟利一例。此外﹐軍中任何大宗採購﹑買賣及(對外)投資都是機會。

台灣的拉法葉潛艇採購佣金回扣案﹐金錢也竟然流到中國軍中單位﹐可令人傻眼。 
 
 
中央大咖太子黨官二﹑三代的貪腐 
 



比起地方官員的貪腐﹐中國中央貪污當然是大咖級。最經典代表是所謂的“太子黨”( 或“太
子幫”) ﹐歷代中共黨政軍元老的子弟及親朋是歸類在此。他(她)們不必辛苦及流汗的賣地

﹑招商﹑搞建設或賣官等。 
 
自文革結束後，一度受到衝擊的中共老幹部全面平反之後﹐中共領導人中的的元老家族每

家子女中，至少安排了一個晉升為省部級職務。根據這個”規矩“，凡是中共元老後裔至少

出了一個省、部、軍級以上的黨、政、軍官員。所以﹐即使是被整下臺的胡耀邦，他的兒

子胡德平，也被安排為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中國工商聯黨組書記兼第一副主席。正因

為如此﹐太子黨二﹑三代各取所需或各盡所能﹑相互結盟。所以﹐貪腐在黨、政、軍等橫

行無阻﹐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及關係﹐進行非法所得和合法外衣下的非法所得。 
 
在所謂的「改革開放」後，經濟快速成長﹐太子黨官二﹑三代們更多地進入金融、經貿、

科技行業。佔據中國的財富舞臺的他(她) 們靠特權或良好政商關係就能壟斷﹑染指﹑控

制”錢景“無限的國家新興企業﹑私募股權基金企業﹑跨國金融等領域。一些投入金融行業

發展的太子黨們，比別人享受更快的升遷及權力。他們甚至進行利益交換和輸送，有更大

的投資回報，迅速累積個人﹑家族及集團的財富。他們“光明正大” 地 大把大把的進帳財

富﹐而不必怕被指為貪污。 
 
網路上有極為詳細且時常更新的消息﹐在此僅舉若干例如下。 
 
(一) 中共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太子黨 
 
太子黨在中共權力中心的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位，標誌著“第三梯隊”太子黨時代的到來。  
此五席是﹕ 
*習近平﹕ 黨主席﹑總書記﹐國家主席﹐他父親習仲勳曾任中共宣傳部部長、副總理等

職。 
*俞正聲﹕政協委員會主席﹑家世顯赫，其父俞啟威(化名黃敬)，老共產黨員﹐介紹江青

(李雲鶴) 入黨並一度同居﹐中共天津市首任市長。母親范瑾，曾任北京市政協主席。 
*王歧山﹕中紀委，他的妻子是前中共元老、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的女兒，算是太子黨。  
*張德江﹕人代會常委會委員長﹑父親張志毅曾是中共前砲兵少將，也算得上個太子黨。  
*劉雲山﹕中共中央黨校校長 ﹑中央書記處書記父母是中共老革命幹部﹐在內蒙古當官，

父親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下屬。也算得上個太子黨。 
 
(二) 第一代元老裙帶及後代太子黨 
*毛澤東 
毛新宇﹐現年 42 歲﹐毛澤東之孫， 38 歲晉升為人民解放軍最年輕的少將。 
邵華﹕原軍事科學院百科部副部長、少將（毛澤東之媳，毛岸青之妻）  
孔繼寧﹕東方崑崙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董事長（毛澤東外孫）  
孔東梅﹕北京東潤菊書香屋有限公司董事長（毛澤東外孫女）  
毛遠新﹕原遼寧省委副書記，瀋陽軍區政委（毛澤東侄子，毛澤民之子）  
毛遠志﹕原中央組織部局級幹部（毛澤東侄女，毛澤民女兒） 
 
*葉劍英﹑中共的開國元帥 
長子葉選平，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廣東省省長；二兒子葉選寧，曾任解放軍總政聯絡部

長(中共三大情報系統之一的掌門人)；小兒子葉選廉，全國政協委員，凱利集團董事長兼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C%83%E7%91%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85%B1%E7%94%A2%E9%BB%A8�


總裁，保利負責人之一，賺了不少錢。是「太子黨的精神領袖」，為協助習近平（左）順

利接班。長女葉楚梅的丈夫鄒家華曾任國務院副總理； 
 
*劉少奇﹕前中國主席﹐本人被毛澤東清算折磨而死。平反後﹐後代重整風光。 
劉源——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上將（劉少奇幼子）  
劉平平——原北京食品研究所所長、商業部科技質量司長（劉少奇三女）  
劉亭亭——聯亞集團董事長、中貿聖佳國際拍賣公司董事長（劉少奇四女）  
沃寶田——原國務院辦公廳局級幹部，現劉少奇研究院院長（劉少奇女婿，劉愛琴之夫）  
劉維明——原廣東省副省長, 在副省長任上多次出面為在深圳經商的兒子謀利，導致約 1.6
億元國有資產流失（劉少奇侄子）  
王光英——原人大副委員長、光大集團董事長（劉少奇妻子王光美之兄）  
王士光——原第四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劉少奇妻子王光美之兄）  
 
*鄧小平﹕毛澤東後的中國強人﹐本人雖曾被毛澤東清算折磨﹑但命好未死而能再起。 
   兒子鄧樸方——全國政協副主席、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會長 
   次子鄧質方——原四方集團總經理、首長四方董事長；中國對外建設總公司副總經理 
  長女鄧林——中國國際友誼促進會副會長 
  次女鄧楠——原科技部副部長、中國科協正部級黨組書記，現可持續發展研究會理事長  
   三女鄧榕——原人大常委會政研室副主任，現任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副會長 
   長女婿吳建常——原中國有色金屬總公司總經理、冶金部副部長（長女鄧林之夫）  
   次女婿張宏——原中國科學院科技開發局局長（次女鄧楠之夫）  
  三女婿賀平——原中國保利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少將（賀彪少將之子，三女鄧榕之

夫）  
  妹妹 鄧先群——原總政治部群工部部長，少將（鄧小平之妹）  
   妹夫栗前明——原二炮副司令員，中將（鄧先群丈夫）  
   鄧先芙——原四川省委辦公廳秘書處副處長（鄧小平之妹）  
    鄧墾-——原湖北省副省長（鄧小平弟弟）  
 
*王震：原國家副主席，中共八大政治元老之一 
王兵——中國海洋直升飛機公司董事長（王震長子）  
王軍——原中信集團董事長（王震次子）  
王之——原電子部計算機工業管理局副局長、長城計算機集團董事長（王震幼子）王京京

——中信集團中洲控股董事局副主席（王震孫女，王軍女兒）  
王京陽——北京掌上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王震長孫，王兵之子）  
葉靜子——香港星際文化集團董事長（王京陽之妻，葉劍英孫女）  
 
 
(三) 第二代元老裙帶及後代太子黨 
*朱鎔基﹕中國前總理 
  兒子朱雲來，是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總裁。 
  女兒朱燕來，中國銀行（香港）發展規劃部總經理，公司市值 1644 億元。 
 
*江澤民﹐原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 
  妹妹江澤慧﹕原中國林科院院長，現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江澤民之

妹）  
  長子江綿恆﹕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電信集團公司董事長，總裁。上海網通董事長，



上海聯 和投資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通過該公司先後投資中國網通、上海汽車、上海機場、

中芯國際、上海微創、鳳凰衛視等企業，出任董事會董事或副董事長 
幼子江綿康﹕上海城市發展信息中心主任、上海城市地理信息公司董事長 
 
*李鵬﹐前國務總理 
長子李小鵬是華能國際集團董事長、總經理，又轉任山西省副省長， 
女兒李小琳是中國電力國際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總經理… 
次子李小勇﹕原武警水電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武警安亞技術開發公司董事長，現移居新

加坡 
小兒媳葉小燕﹕香港滑冰總會會長（葉挺孫女）  
妹妹李瓊﹕原教育部外事局副局長  
 
(四) 當代權貴裙帶及太子黨 
*胡錦濤：原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 
  夫人劉永清——原北京市城鄉規劃委副主任（原光明日報總編常芝青外甥女，胡錦濤夫

人）  
  兒子胡海峰——原清華同方威視股份公司總裁， 現任清華控股黨委書記、清華大學副秘

書長 
  女兒胡海清——化名胡曉樺，中資機構駐美高級代表(胡錦濤之女)  
  女婿茅道臨——新浪網前 CEO、信息科技業大亨（胡錦濤之婿、胡海清之夫）  
媳婦王珺——清華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助理、副教授（胡錦濤之媳、胡海峰之妻）  
妹妹胡錦蓉——原正太集團副董事長，現正太集團名譽董事長（胡錦濤之妹）  
劉永平——原北京社科院常務副院長（胡錦濤夫人劉永清之姐）  
王彥峰——原中宣部理論局局長（胡錦濤夫人劉永清之姐夫）  
 
*溫家寶：國務院總理 
妻子張培莉——原中國寶玉石鑑定委員會主任、國家珠寶檢驗中心主任；曾為戴夢得珠寶

董事長 
兒子溫雲松——為優創科技公司創始人、新天域資本公司創始合夥人與創投基金 CMT 
ChinaValue Capital Partners 的創始合夥人，中國衛星通信集團副董事長 
女婿劉春航——中國銀監會統計部主任兼研究局局長（溫家寶之婿）  
弟弟溫家宏——曾就職天津市水利局。 原恆大地產高管，現為深圳京山工貿實業總經理、

深圳漢氏環境技術董事長  
 
*曾慶紅(後來是胡溫政權時的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兒子曾偉，除了插手上海大眾汽車、東方航空、北京現代汽車等公司，獲取巨額佣金外，

還曾在北京開了一家基金性質的公司，主要是通過內部管道獲取上市企業資訊，以〝幫

助〞企業上市為名，購買原始股份撈錢。很快成為億萬富豪。 
 
*周永康(胡溫政權時的政治局要員﹐主管法政公安) ﹐根據《維基解密》﹐和兒子周斌等

同夥，控制著中國石油的龐大利益。 周斌還涉嫌借周永康的權力，在周永康曾任職的地方

或部門，插手四川大型工程項目，通過國土資源部等大搞權錢交易。 
 
*最近 2013, 7 月現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的女婿張辛亮在香港成立一家專注於內地在港

上市公司股票的對沖基金，成為又一位在香港經營資產管理業務的內地高官家屬。 
 



*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 
   儿子刘乐飞，是“中信产业基金”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此前，刘乐飞曾是國企中国人

寿投资部总经理和首席投资官，管理 1 萬億(兆)元人民幣(合 1470 億美元)資金。现任中信

产业基金的董事长、執行長，現任中信證券黨組書記、副董事長。 
 
   劉樂飛的妻子賈麗青，是曾任國安部長、公安部長以及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春旺的

女兒。 
據英國泰晤士報(2010﹐ Jun),引述中國學者最近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身價超過一億人民

幣（約台幣四．七億元）的中國 公民約有三千二百二十人，其中有九十一％，約二千九百

三十二人，都是共黨高幹的子女。 
 
在這些新一代太子黨中，排名第一的是中國 「人民總理」溫家寶之子溫云松，他目前為新

天域資本公司的董事長，該公司已自私募股權投資人手中募得十億美元（約台幣三百二十

三億元）。 
 
*目前中國十二家最大的房地產公司，據說都是由太子黨所掌控，油水多多的高速公路收

費站生意，也有八十 五％握在太子黨手中。 
 
*王震之子王軍，中國中信集團董事長，公司市值 7014 億元； 
*江澤民之子江綿恆，中國網通創辦人，公司市值 1,666 億元； 
*朱鎔基之女朱燕來，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總經理，公司市值 1,644 億元； 
*胡錦 濤之子胡海峰，是威視公司總裁，該公司市值 838 億； 
*榮毅仁之子榮智健，是中信泰富主席，公司市值 476 億元； 
*溫家寶之子溫雲松，北京優創科技(Unihub) 公司總裁，公司市值 433 億； 
*李鵬之子李小鵬，華能電力董事長，公司市值 176 億元； 
*李鵬之女李小琳，中國電力董事長，公司市值 82 億元； 
 
 
 
貪腐是政治和諧及支持的重要凝結濟﹐也是打及異己的武器 
 
中國當權者例如江澤民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縱容屬下官員貪腐，來換取中共〝太子黨〞

及特權階級的政治支持，所以貪腐是中國政治和諧及支持的重要凝結濟﹐但也讓中國走上

了一條〝制度性腐敗〞的不歸路。 
 
“太子黨”在中共幾十年不斷反覆的政治權爭中，往往以父母的派系及自己的生活圈子劃

線，拉幫結派，各立山頭﹐結成不同的權勢集團。他們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爭鬥，而且這種

爭鬥往往蘊藏著更為複雜的因素。  
 
在同一体系﹐貪腐是朋比為奸﹑共生凝結濟。上層层级縱容下層官員貪腐﹐一方面給下層

官員示恩﹐謀取效忠及政治支持﹐二方面也可得到朝貢﹐三方面更是成為共同大規貪腐的

組頭﹐取得最大經濟利益。這種情形就是中共〝太子黨〞及特權階級裙帶關係形成的寫

照。 
 
利用貪腐進行反貪是中國官場鬥爭之一妙法，既可贏得民心，又可打倒政敵﹐各國共產黨

整自己人從不手軟﹐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 



2006 年發生的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當中牽涉了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

陳良宇和 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等等，涉案官員和國企職員達 28 人，牽涉資金超過 100
億人民幣。這些官員貪腐是事實﹐但也被認為及解讀為胡溫蓄意打壓上海派的結果。去年

沸沸揚揚的重慶薄熙來事件﹐薄熙來被鬥倒入監﹑顯然是習李體制進行對薄熙來一黨派們

的政治鬥爭重於薄熙來本身的貪腐。 
 
中國式的官員貪腐是制度性的﹑因此是全面性的﹑是無解的。 
 
討論至此﹐我們解說了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四大問題。這些問題環環相扣﹐所以﹐幾乎是無

解的。貪腐的中國共黨﹐以黨獨裁領政﹐從而中國人民將不幸受到重大的災難。 
 
所以﹐我們看衰中國。 
 
(註一) 李丁園  我們看衰中國(三)﹕ 
     房產泡沫﹑地方政府債務﹑銀行壞帳﹑金融風暴漸成形 
http://www.taiwanenews.com/doc/LDY201308011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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