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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學鋒跳樓死 背後黑幕重重

當局出現前所未有的難堪。可見

官員們對於死人，還是有禁忌，

都生怕給自己帶來霉運。

傳涉反習內鬥

自由亞洲電臺 11月 4日引述

熟悉重慶官場的趙先生透露，年

僅 54歲的任學鋒原本是作為重要

後備人才重用的，也是被當作繼

黃奇帆之後，又一個懂經濟的技

術型官僚。一度傳出要成重慶的

接班人。其突然死亡，只能說高

層權力之間又出了大事。

趙先生說，有兩個朋友正式

告訴他，任學鋒是在京西賓館墜

樓死亡的。因為他知道在這種時

候選擇自殺的話，就把自己解脫

掉了。

學者吳祚來也說，任學鋒是

個「很能幹的傢伙」，是有可能取

代劉鶴的人，但這次「在那個賓

館直接跳下去」，這不是路線鬥

爭是甚麼？他坦言：「任學鋒的自

殺，背後應該是體制內反對習近

平的派系遭整肅的直接體現。」

中國異議學者司令對自由亞

洲說，任學鋒雖然曾經在天津

市、廣東省及重慶擔任高官，但

是不屬當權派人馬：「也就是說在

肅清所謂『薄熙來餘毒』方面，可

能任學鋒與陳敏爾有不同意見，

這引起了陳敏爾和習近平極大的

警戒。所以有傳言認為，這是他

殺或自殺或因病，總之此事來得

有很多蹊蹺之處。」

後事顯負面色彩

任學鋒的遺體告別式是在 11
月 4日上午的北京昌平殯儀館舉

行的，而非按照常規在八寶山殯

儀館舉行遺體告別，這種安排疑

有貶抑之意。

根據官方慣例，中共官員在

離世後達到縣級以上的官員即可

安葬八寶山，而非在北京昌平殯

傳從四中全會召開地京西賓館7樓跳下  會議閉幕式不得不更改場地

傳四中閉幕臨時改場地

新消息指，任學鋒到北京

不久即被有關部門談話，而且不

允許出席四中全會；10月 31日，

任學鋒在京西賓館 7樓跳下。而

四中全會閉幕因此臨時改到北京

大會堂。

在官媒此前有關四中全會的

公開報導中，此次四中全會的會

議地點都是在京西賓館。但 10月
31日央視新聞聯播發放有關四中

全會的閉幕畫面，當時的地點則

是在人民大會堂。

京西賓館歷來是中共會議重

地，實行軍事化管理，本就是神

秘莫測。網傳的訃告顯示任學鋒

的死亡時間為 10月 31日，如果像

傳聞所說，任學鋒是不是因被軟

禁在京西賓館，並且受到調查，

所以才選擇在四中全會閉幕當天

跳樓抗議呢？如果是他的死亡導

致閉幕會改地點，也必然是因為

事出突然，改地點異常倉促，令

儀館舉行遺體告別。據說，相

對八寶山，昌平殯儀館被認為多

少帶有中共體制內的負面政治色

彩。例如「六四」事件中的爭議

人物原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在

1995年因鉅額貪汙而被捕定罪，

2013年陳希同病死後，就未能進

入八寶山，只是在昌平殯儀館進

行遺體火化。因此當局對任學鋒

的安排似另有含義。

官方通報仍稱「同志」

從重慶官方通告看，對任學

鋒的稱謂無變化。任學鋒去世

前，其職務並未有異動，10月 26
日以及 10月 24日他還密集參加

會議及會見企業代表，似乎一切

正常。中共官方在通報死訊時仍

稱其為「同志」，這是否意味著

當局因其已死亡，為保這屆中央

「名聲」，不想讓在中央全會舉行

地在開會期間有官員跳樓死亡的

醜聞曝光，而透過不開除黨籍等

「平和」處理手法有所掩蓋？

目前有消息說，任學鋒應是

死於四中全會期間的權鬥。但也

有消息說，他在去年在廣東離任

前後，就已被舉報與不法商人有

利益勾連，又捲入 P2P項目非法

集資案。

中共官場已無官不貪，派系

鬥爭與從來沒有停過，一切都皆

有可能。只是，中共官員們的死

如今越來越神秘了，在任學鋒之

前，身為中央委員的澳門中聯辦

主任鄭曉松，去年 10月 20日在

澳門中聯辦墜樓身亡，其背後內

情也是同樣疑團未解。

【看中國專欄作家鄭中原】在充斥

權鬥傳言的中共四中全會落幕之

際，發生了一件轟動大事。中央候補

委員、重慶市委副書記任學鋒，先

是被發現缺席 11月 1日的重慶高層
會議而引起猜測，一天之後，重慶官

方 11月 3日在深夜發文公告任學鋒
已經「病亡」，但無其他相關信息。

之後在網絡傳聞的消息均指任學鋒

是跳樓自殺，且地點在北京，甚至還

是四中全會召開地點的京西賓館，

從 7樓跳下造成死亡。

重慶市委副書記任學鋒突然被宣布「病亡」，背後內情複雜。（Getty Images）

趙克志首提公安姓黨 黨衛隊掛牌登場？
【看中國訊】中共十九屆四中

全會公報再次宣示「黨管一切」口

號之後，公安部部長趙克志隨即

宣布「公安姓黨」，要保衛所謂

「黨的執政安全和社會主義制度安

全」。評論人士指，這等於直接

宣誓公安是「黨衛隊」。

這次四中全議公報， 顯要的

還是強調「必須堅持黨政軍民學、

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中共公安部分別於 11月1日、

2日召開公安部內部的「學習會

議」。中共國務委員、公安部部

長趙克志在講話中，極力強調「習

近平的掌舵領航」、「習近平核

心」和「習近平思想」等。趙克志

並首次提出把握「公安姓黨」的

「根本政治屬性」，堅持「黨對公

安工作的絕對和全方位領導」。

中共公安系統歷來都是中共

的專政工具，這次趙克志首次直

接表態「公安姓黨」引起關注。

北京異見人士胡佳對自由亞

洲電臺表示，公安部這種赤裸裸

的表態是為了向習近平表忠，另

一方面也相當於宣布自己扮演的

是中共鷹犬的「黨衛隊」角色，中

國恐將進入更加瘋狂的抓捕時代。

「八九學潮」前學生領袖吾爾

開希則認為，「公安姓黨」是一個

可怕的口號，它公然踐踏「司法

獨立」這一現代國家文明準則。

流亡加拿大的維權律師祝聖

武表示，「公安姓黨」早已是事

實，公安機關知法犯法，甚至活

摘器官以及建立新疆建集中營等。

習近平和王滬寧在 2015年兩會上。（Getty Images）

公安局副局長
家產竟然上億習近平上海談「民主」 被過濾引質疑

習近平談「民主」被刪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 2日在

上海考察調研，到了楊浦區濱江

公共空間楊樹浦水廠濱江段、長

寧區虹橋街道古北市民中心。

新華社「新華視點」微博當時

發布的即時消息顯示，習近平在

古北市民中心考察社區治理和服

務情況時，這一涉外小區中心正

在進行一場法律草案意見建議徵

詢會。面對不少外籍居民，習近

平稱：「我們走的是一條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人民民

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所有的

重大立法決策都是依照程序、經

過民主醞釀，通過科學決策、民

主決策產生的。」

中共新華社 3日晚發表了一篇

長達 3300多字的通稿，報導了習

近平在上海考察的行程以及「 高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習

近平日前在上海考察調研時，聲稱

中共民主是一種所謂的「全過程的

民主」。不過，這個「重要講話」

卻被王滬寧控制的新華社輕易「忽

略」掉了，此事引發外界質疑。

指示」，但習近平有關「全過程民

主」的這一段重要講話內容被「過

濾」掉了，包括央視等官媒都使用

了同樣缺失重要話語的習講話。

港媒香港 01報導了這一「忽

略」習談民主的細節，並表示感

到不解。

報導說，習的這段話意有所

指。在剛剛結束的四中全會上，

中共將「堅持和完善人民當家作

主制度體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

政治」列入其13個制度優勢之一。

報導說，習近平在上臺後極

力樹立中共的所謂理論自信，也

即意識形態自信。他這次在上海

試圖解構其「民主」是所謂「全過

程民主」。然而，這一本身 能

體現習近平這次親自到上海傳達

四中精神的講話，卻並沒有出現

在新華社的通稿中，不知是否另

有玄機。

王滬寧在背後

外界認為，中共是獨裁體制，

其宣揚的民主並非是普世價值的

民主，其號稱的「人民民主專政」

是專制和專政的代稱。

四中全會公報強調要「堅持

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

代化」。新華社隨即刊文提出公

報關鍵語為「中國之治」，官媒紛

紛造勢宣傳這一用語。

時評人士陳破空表示，現任常

委王滬寧和中宣部對「中國之治」

做了很多含蓄解釋，比如：防範中

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和塔西

拓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國家的

中產階級崛起後會有民主要求，王

滬寧的主張就是絕不能讓中國出

現民主化運動或者要求。

出於政權維穩需要，領導人

講話刪改在中共治下已是見怪不

怪，但有時也有可能牽涉權鬥關

係。前江派常委劉雲山掌宣傳時

就被指經常這樣幹，有時是對習

進行「高級黑」，而目前劉雲山的

接替者王滬寧似乎更陰暗。

王滬寧的出生、成長、仕途

發跡均於上海。 1995年王滬寧被

江澤民收編，步入政壇。後為胡

錦濤服務十年，十八大後，王滬

寧轉而「效忠」於習近平。

【看中國訊】日前官方公

布消息，河北省張家口公安

局前副局長王守成，早前被

以涉嫌鉅額財產來源不明等

「四宗罪」受審，其妻子張昭

也因受賄罪同期受審。案情

顯示，王守成家產超過 1億
元人民幣，其中 5千多萬來

源不明。

王守成在張家口公安系

統任職 10多年。 2006年至

2017年底歷任宣化縣公安局

政委、宣化縣公安局長、宣

化區公安分局局長、張家口

市公安局黨委委員、副局長。

2018 年 7月， 王 守 成

被查，他被控在 2006 年至

2018年期間，為宣化區黑惡

勢力充當「保護傘」；索要財

物折合人民幣 2059萬餘元；

非法設立「小金庫」，侵吞公

共財物共計 335萬餘元。

據報，王守成所保護的黑

惡勢力團伙之一，曾在宣化開

設多家賓館洗浴場所，長期組

織賣淫活動，在多處娛樂場所

開設賭場，獲取暴利。

同時，王守成還以其女

兒出國留學需要保證金，以

及其妻子張昭購買蟲草粉、

燕窩等補品及在不同城市買

房為由受賄及索賄。

王守成將贓款用於在不

同城市購買多套房產，王守

成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額折合

人民幣超過 1億 77萬元，其

中房產占 1881餘萬元。

大陸公安系統一直在政

權維穩和迫害人權方面衝在

前線。近年來，公檢法系

統官員惡運連連。中共十八

大以來，至少有 130餘個公

安正、副局長，60多個政法

委正、副書記相繼落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