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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共十九大報告核心內容之解讀與剖析 
 

李華球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外交及國防組特約研究員 

 

 

一、前言 

中共第十九屆黨代會（簡稱：十九大）於 2017 年 10 月 18 日至 24 日在北京

召開。總書記習近平於２０１7 年１0 月 1８日，代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向大

會作題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

報告。這份報告是中共 2017 年至 2022 年（甚至於長遠）的黨國發展大業的藍圖

與戰略目標。 

習近平的報告極為詳盡宏大，規劃鉅細靡遺，報告包含了第一部份：過去五

年的工作和歷史性變革等共十三部份。本文僅針對報告之第四部份：決勝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第十部份：堅持走中國

特色強軍之路，全面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第十二部份：堅持和平發展道路，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三個部份，進行解讀與剖析。 

本文期待經由對上述三個部份的論述與分析之後，能夠提供各界對此三部份

的了解與認知，有助對中共黨代會報告有進一步的清楚認識，可以更全面的理解

中共黨國體制的綿密複雜操控情形。這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主要目的。 

 

 

二、第四部份：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

程1 

從十九大到二十大，是“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綜合

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和我國發展條件，從 2020 年到本世紀中葉可以分兩個階段來

安排。2 

第一個階段，從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

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那時，．．．．．．人民生活更為寬裕，．．．．．．城

                                                       
1 習近平，「十九大報告」，《中國評論新聞通訊社》，2017 年 10 月 18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10

月 18 日。http://hk.crntt.com/doc/1048/4/7/9/104847944.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4847944。 
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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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現代社會治理格局基本

形成，．．．．．．；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3  

第二個階段，從 2035 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

鬥十五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到那

時，．．．．．．，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

領先的國家，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

現現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

的戰略安排。．．．．．．4 

十九大報告強調，中共從十六大至十九大均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從十

九大（2017 年 10 月）召開之時到 2020 年是中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期。

中共劃分了兩個階段的戰略安排，第一個階段，從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

從 2035 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把中國

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由上面的兩個階段的戰略安排，可以看出中共以兩個十五年為分野，漸次安

排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第一個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要建成社會主義

現代化強國。這兩個戰略安排第一個是涵蓋建黨百年的安排，中共是社會主義專

制政黨，由早年的無產階級專制到之前的計劃經濟，已朝市場經濟轉型多時了，

也已顯示其社會主義體制的純度早已變質。 

所以中共的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嚴格探究，其實幾乎已跳脫社會主

義的實際窠臼了，但卻依然沿用社會主義（十九大報告稱：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這樣地框架，而不願意放棄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朝真正民主、自由、文

明的政治體制來運作。這正是中共自己矛盾猶豫不定的所在，亦是世人不能理解

這個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大國，為何還不能脫離以黨治國，走向真正以人民為

主的民主體制，吾人實在找不到答案與理由來為中共解釋與澄清。 

只能說，「黨天下」可以管一切，權力之大，誰能拒絕？這亦是世人所知中

國是現今唯一以黨治國而能如此高度發展與國力強盛的困惑所在。而這個答案只

有中共願意釋出黨權，走上民權之後，才能見真章。  

                                                       
3 同註 1。 
4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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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這個令國際找不出理由的大國，固然有他自己的生存發展之道，但這樣

的黨國不分的政體，能維繫多久，強盛多久，應該說，只有中國人覺醒於經濟與

生活的所需之外的公民意識覺醒與渴望民主覺醒之後，才可能促使這個擁有八千

多萬黨員的黨國體制，有想要真正走出具有中國社會大眾所能接受的民主改革的

意願。中國才有真正的民主與文明可言。 

但在中共修憲通過國家主席無任期制之後，西方許多國家終於知道，原來中

國包裝在經濟高度發達的背後之民主箝制是何等地嚴控與管制。這應該也是美國

在驚見中國國家主席無任期限制之後的覺醒。當前的美中貿易競爭與引動而起的

軍事、外交、科技、文化等聯動競爭，或許就是對此的因應之處。就此而論，未

來的美中競爭將不會只是這兩國的傷害而已，國際間受到的波及已不言而喻。而

國際秩序與國際安定的挑動，卻是這兩個大國自顧不暇下所引發的，但這個責任

他們扛得起嗎？願意承擔嗎？恐怕很難有樂觀的理由可以期待了！ 

中共社會主義現代化路線，顯然應該與時俱進，在時代潮流中漸次更替，而

非為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的遠離事實的安排，這誠然是令人費解的地方。可信的

理由應該是，沒有社會主義框架的中共領導班子，就沒有專制威權的力量，就沒

有龐大官僚體系的保護傘，因而就沒有凌駕體制、操控體制的權力無限之下的安

全感。這才是習近平領導集體的心理障礙與權位美味，難以拒絕的所在吧！ 

由此看來，到了 2035 年到本世紀中葉的第二階段安排，那時代的中國人民

還看不清中共社會主義的真面目嗎？還能接受距離時代潮流這麼遠的社會主義

王朝嗎？或者說，中共現在這樣的社會主義體制，要經過三十年的現代現實主義

抬頭的考驗與挑戰，中共體制能夠經得起內部壓抑久遠地覺醒的反彈嗎？中國人

民對民主自由人權的渴望會不追求嗎？會隱忍不發嗎？會讓中共體制無限期操

控管制下去嗎？這些重大而實際的問題，在未來的民主浪潮與現實主義的推波助

瀾下，中共盤根錯節的威權體制的風險與危機，會否引爆中國的民主反撲？確實

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嚴肅課題。 

 

 

三、第十部份：堅持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全面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5 

                                                       
5 習近平，「十九大報告」，《中國評論新聞通訊社》，2017 年 10 月 18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10

月 18 日。http://hk.crntt.com/doc/1048/4/7/9/104847944.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4847944。 



4 
 

適應世界新軍事革命發展趨勢和國家安全需求，提高建設質量和效益，確保

到 2020 年基本實現機械化，．．．．．．力爭到 2035 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

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6  

統籌推進傳統安全領域和新型安全領域軍事鬥爭準備，發展新型作戰力量和

保障力量，開展實戰化軍事訓練，加強軍事力量運用，加快軍事智能化發展，提

高基於網絡信息體系的聯合作戰能力、全域作戰能力，有效塑造態勢、管控危機、

遏制戰爭、打贏戰爭。7 

深化國防科技工業改革，形成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格局，構建一體化的國家戰

略體系和能力。完善國防動員體系，建設強大穩固的現代邊海空防。組建退役軍

人管理保障機構，維護軍人軍屬合法權益，讓軍人成為全社會尊崇的職業。深化

武警部隊改革，建設現代化武裝警察部隊。8  

我們的軍隊是人民軍隊，我們的國防是全民國防。我們要加強全民國防教

育，鞏固軍政軍民團結，為實現中國夢強軍夢凝聚強大力量！9 

本項報告開頭即指出，適應世界新軍事革命發展趨勢和國家安全需求，提高

建設質量和效益，確保到 2020 年基本實現機械化，這與 2020 年中共要達到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不無連結關係地相向擁護國家第一個百年階段戰略安排的互助互

補力量的統一結合。 

而力爭到 2035 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把人民軍隊全

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這與兩個百年戰略安排息息相關，時間點與任務性都與兩

個百年戰略目標一致，這就是中共以黨領軍的軍事戰略安排，以及以軍擁黨使國

政大計得以實現的有力有機結合。 

報告強調，深化國防科技工業改革，形成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格局。這是中共

解放軍已深刻體認國防科技工業，對軍事新型發展與創新轉型的重要與關鍵，因

此，前述報告強調，「新時代軍隊必須發展新型作戰力量和保障力量，開展實戰

化軍事訓練，加強軍事力量運用，加快軍事智能化發展，提高基於網絡信息體系

的聯合作戰能力、全域作戰能力，有效塑造態勢、管控危機、遏制戰爭、打贏戰

爭。」這是中共軍事朝科技、資訊、智能革新的大轉化，以此應對國際新軍事型

                                                       
6 同註 5。 
7 同上註。 
8 同上註。 
9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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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的發展，與新型作戰能力的創新趨勢，建立世界一流的新軍事力量，應處國際

新形勢的多變之局。 

中共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的戰略目標，乃是將國防工業的發展，由傳統軍事工

業，透過科技、資訊、智能的多元複合創新與合作，將軍工複合體相結合，互助

互補互惠，創造軍事體系聯合作戰的系統整合能力，再由此開創新軍事科技、軍

事資訊、軍事智能與民間雲端科技、多功能資訊、多重複合智能等高科技結合軍

事武器的開發與創新，使軍事武器可以全方位作戰，使民間工業得以寓商於軍，

得利於軍，這就是軍民融合的多層目標與深層意義所在。 

是以，十九大之後，中共的軍民融合工作，是中國國家戰略安排的重點工作

之一，已全面展開積極推動之中。有關此方面的研究與探討，未來將是重中之重，

有必要持續追蹤研析。 

 

 

四、第十二部份：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10 

世界正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

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推進，各國相互聯繫和依存日益加深，國際力

量對比更趨平衡，和平發展大勢不可逆轉。．．．．．．恐怖主義、網絡安全、

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人類面臨許多共同挑

戰。11  

我們呼籲，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要堅持

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統籌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反對一切

形式的恐怖主義。．．．．．．12中國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反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反對以強凌弱。．．．．．．

中國奉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中國發展不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中國無論發展到

什麼程度，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13  

中國積極發展全球夥伴關係，．．．．．．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

關係框架，．．．．．．秉持正確義利觀和真實親誠理念加強同發展中國家團結

                                                       
10 習近平，「十九大報告」，《中國評論新聞通訊社》，2017 年 10 月 18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10

月 18 日。http://hk.crntt.com/doc/1048/4/7/9/104847944.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4847944。 
11 同上註。 
12 同上註。 
1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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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中國將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

革和建設，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14 

本項報告開頭指出，「恐怖主義、網絡安全、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等

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人類面臨許多共同挑戰。」這的確是現代全球體系所

面臨的困境與挑戰，正考驗著人類的智慧與慈愛來解決克服此一問題的蔓延，中

共已經體認世界是一個共同的世界，國際是一個全球的國際，沒有任何國家可以

離此而生存，可以背此而獨霸傲強於世。  

這是一個共生共存的全球鍊的時代，也是一個互持互補的合作架的時代，人

類互依互賴，互助互惠，互容互扶的共生價值觀的理念，必須真誠的推動，有效

地深入所需，這就是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要目的所在。中共想做一個國際負

責任的新型大國，這是極有意義與必需的事，因為，當前全球兩個大國（美中），

正在進行一場傷害自己也波及全球的貿易大戰。而它的廣範圍與深遠危害，已經

全球化了，但這兩個大國確知而不停，這是極端不正義的諷刺，若再不停止，除

害人害己之外，沒有比這個惡行更讓世人痛恨咒罵不已的。 

當前美中貿易、外交、軍事、政治、科技上的爭端，對照中共十九大提出，

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報告，實在是最諷刺也最令人費

解的事。報告提出，「中國積極發展全球夥伴關係，擴大同各國的利益交匯點，

推進大國協調和合作，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框架。」從當前美中

的對抗而言，這華而不實的高論，令人置疑。 

另從美中的互鬥與傷害而言，實在看不出中共報告所指，「中國將繼續發揮

負責任大國作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力

量。」的高論之後的實際作為，這是中國忍不住、耐不得的急切與心虛之顯現。

這已讓人見識中共的大而不實，華而不至，虛而不真的三空之弊，這正是中共要

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龍頭地位，還不夠堅實與內斂的病兆所在。這是研究中共

國力與國際實力的重要課題，值得持續追蹤，深入研析。  

 

 

五、結語 

中共十九大報告總共三萬二千多字，習近平分別從十三個部份做報告。如前

所述本文僅針對第四部份：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

                                                       
14 同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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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國家新征程；第十部份：堅持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全面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

化；第十二部份：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三部份做論述

與分析。 

上述三部份的報告，第四部份論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並區分兩個戰略安

排，論述中國未來 30 年的國家總體發展戰略目標（詳如上述所論）；第十部份論

國防軍隊如何現代化，成為世界一流的軍隊。這兩個部份是屬於安定內部的國家

大計，其達成時間點與戰略目標，可說環環相扣，互補互助，聯動共生；第十二

部份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屬於對外尋和的國際大戰略的總設計。 

從這三部份的由內而外的穩定社會、強軍強國、構建世界和平共存的大戰略

而言，中共十九大報告雖是五年的國家總規劃，但其兩個戰略安排的中國 30 年

的國家總設計安排，正是觀察中國如何成為現代化發達國家，成為文明先進美麗

強國的重要觀察焦點。 

就中國的綜合實力來看，總體而言，成為發達國家或強國問題不大，應該都

有機會達成（其實現在已是世界大國了）。但若黨國體制一直不革新，黨不離開

政體，則要躋身先進文明強國，應該是做不到的事。因為，衡諸當今國際，有哪

一個文明先進強國還在以黨領一切，這是民主的大忌，而沒有真正民主的大國，

是非常可怕的怪獸。相信世人願意看到的中國是一個民主文明先進的強國，而不

是一個包裝在黨國體制的赤色巨人。 

我相信中國人民有智慧找到屬於也適合於他們的民主，並將這個適合中國人

民的民主交給中共，讓共產黨退出中國政體，當這個動作出現並付諸實現之後，

就是中國進入先進文明國度的開始。我衷心盼望這個屬於中國全民的大國，有一

天也讓世人樂意擁抱與共，這時的中國就是中國和世界的文明中國，這也是世界

大同的中國，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