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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兩心腹分掌特別機構

身已是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北京

市公安局長的王小洪，可謂控制

了京城維穩力量，如今還要兼管

一個涉及高官警衛的特勤局，自

然意味不尋常。

公安部特勤局負責的警衛對

象，為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中的

「四副兩高」（中共國家副主席、

中共人大副委員長、中共國務院

副總理／國務委員、中共全國政

協副主席、中共 高法院院長、

中共 高檢察院檢察長），以及

外國訪華要人。

這實際上囊括了七常委之外

的所有「黨和國家領導人」。習

近平要破解黨內政敵的威脅，這

類高層級的官員自然是監控和監

視的重點對象。

警衛局也在掌握之中

事實上，除了握緊公安特勤

局這支警衛力量，在習近平上臺之

際，就已由親信迅速掌握了負責

七常委警衛，以及退休元老警衛

的中央警衛局。

中央警衛局的全稱是中共中

央辦公廳警衛局，負責中共 高

領導層的安全保衛，被列入公安

部序列，又稱公安部九局，屬於

中共軍隊的編製。

中央警衛局局長必須是 高

當權者信得過的人。比如毛時期

的汪東興，一直擔任中共警衛處

（後來的中央警衛局）的負責人，

後來成為參與拘捕四人幫的重要

角色。鄧小平復出後，當時的副

局長楊德中被鄧小平扶正。 1994
年 8月，江澤民任命親信由喜貴

擔任中央警衛局局長。胡錦濤主

政時，因為江干政，胡錦濤的第

一個任期，由喜貴仍擔任中央警

衛局局長，專門保護江澤民，還

防黨內反習勢力禍起蕭牆  四中全會後習近平再強化對高層官員控制

習近平親信掌特勤局

習近平上臺之後經歷一個集

權過程，期間爆出多次未遂政變

傳聞，所以落馬的薄熙來、周永

康、徐才厚、令計劃、郭伯雄以

及孫政才等「大老虎」統統被官

方冠以「野心家」的稱號。

中共十九大前，習近平權力未

穩，黨內鬥爭暗湧不斷。在習的

第二任期，中美大打貿易戰，經

濟下行、物價上漲、外資撤離、

失業潮以及香港事件爆發，國

際社會對中共擴張野心開始反彈

和反制。黨內反對勢力乘機進行

「逼宮」之說，紛紛在去年和今年

的北戴河會議，以及 近的四中

全會期間廣泛流傳。

這些傳言，本身很多就是從

暗通中共不同派系勢力的親共外

媒或港臺媒體釋出。

四中全會後當局隨即宣布，

當年在福建負責習的保衛工作的

王小洪兼任公安部特勤局長，本

升了上將。

已倒臺的令計劃曾擔任中辦

常務副主任、主任長達 10年，掌

握中央警衛局多年，在其落馬前

後，中央警衛局被大清洗，中央

警衛局局長曹清，副局長王慶雙

雙調離，王慶隨後傳出被抓。擔

任多年習近平的貼身警衛的王少

軍升任局長。

從控制中央警衛局，到這次

習近平親信王小洪掌公安特勤

局，無不反映出習近平防範黨內

有人造反的心計。

最怕禍起蕭牆

習近平四中全會前曝光的講

話說「能打敗我們的只有我們自

己，沒有第二人」。這說明習

怕黨內有人蠢蠢欲動，故此又說

要「防止禍起蕭牆」。

近幾年，習近平不停地在各

種場合，包括政治局會議上要求

「忠誠」，是因為知道中共黨內根

本無法同心同德，官員多有二心。

新一個動向是，習近平的

大秘中辦主任丁薛祥日前刊文解

讀四中全會「決定」，罕見以單

刀直入的方式直接「護主」，強

調維護習核心地位，對象只是習

近平而不是其他任何人。

顯然，這表明習近平和他的

親信們心知，時刻想動手奪權的大

有人在。故此，要「防止禍起蕭

牆」，習不但要保護自己，還要

防範別人，這就是他在由親信掌

控中央警衛局之後，再進一步掌

控公安特勤局的內在動因。

【看中國專欄作家鄭中原】剛過去

的四中全會，有一件事加深了人們

對中共黨內權鬥激烈的認識。重慶

市委副書記任學鋒在四中全會期間

離奇死亡，據傳他從開會地京西賓

館 7樓墜地身亡，導致閉幕會不得
不更換場地。會後，習近平當年從

福建帶起的親信、公安部常務副部

長王小洪被公布罕見兼任公安部特

勤局局長，這是一個負責眾多高官

警衛的機構。

2014年 9月，習近平到天安門廣場參加活動。（Getty Images）

北京市政協原副主席受賄近億獲刑10年
【看中國訊】吉林長春中級法

院 12日宣判北京市前副市長、政

協副主席李士祥受賄案，李士祥

以受賄近 9000萬元被判處有期徒

刑 10年。他曾是北京前市委書記

劉淇的大秘。

現年 60歲的李士祥長期在北

京工作。據悉，2001年至 2013
年，李士祥利用擔任北京市朝陽

區區長、朝陽區委書記、北京市

委常委、秘書長、北京副市長等

職務上的便利，為有關單位和個

人在取得土地、推進拆遷、調整

規劃、項目推廣、職務調整等事

項上提供幫助，並利用其職務影

響力，直接或通過親屬收受單位

及個人給予的財物，共計摺合人

民幣 8819萬元。

2018年 9月 15日，李士祥

落馬，他成為中共十八大以來，

繼時任北京市委副書記呂錫文之

後落馬的「第二虎」。

值得一提的是，李士祥 2006
年 12月接替孫政才出任北京市委

秘書長，成為時任政治局委員、

北京市委書記劉淇的大秘，直到

2012年 7月，時間長達六年。

劉淇是江澤民的親信，在江

澤民任內被提拔為北京市長、

2002年升任政治局委員、北京市

委書記，主政北京長達 10年。

在李士祥 2017年 2月卸任北

京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後，仍

有媒體報導強調他在朝陽區推動

了 CBD（商務中心區）的建設。

而劉淇十八大退下來之後，還曾

發表例如「將朝陽 CBD建成國際

一流現代化高端商務區」的談話，

似乎也是肯定了時任朝陽區一把

手的李士祥的「官場業績」。

崔永元 2013年參加中共政協會議。（Getty Images）

為讓領導攝影
派飛機趕天鵝傳遭半軟禁 崔永元現身中國傳媒大學

傳被半軟禁自嘲奴才

11月 10日，大陸有多名網

民晒出與央視前主持人崔永元的

合照。

有網友附文稱，「剛和家人準

備出門吃麵，在大門口和崔老師

走了個對面，感覺崔老師有點憔

悴，犀利的目光。」照片中久未露

面的崔永元戴著帽子，穿著藍色

羽絨服，面帶微笑合影。

10月下旬，內地網絡突然

熱傳一段崔永元宣稱「文革好像

已經開始了」的影片，只是影片

上未有標示拍攝時間。近日網上

傳出崔被半軟禁的消息。推特網

友 @zhanglucy88 於 11 月 7 日

發帖稱：3月分後，因「林清盜

卷」，崔永元就已經處於半軟禁

情形……

帖文附上一張疑為崔永元微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曾披

露陝西千億礦權案卷宗在中共最高

法院神秘失蹤醜聞的前央視主持人

崔永元，網絡傳出他已被當局半軟

禁超過半年，不能出國。他近日在

中國傳媒大學 65週年校慶日突然
現身。

信帖文，帖文中崔永元自述：「現

在是 11月了。從 3月開始的失去

部分人身自由至今未解套。去日

本看病不行、去英國開學術會不

行、去某國看女兒不行……只能

在家看祖國。也不那麼生氣了、

也不那麼著急了……思來想去，

內心還是個奴才構造。」

千億礦權案涉最高層

據媒體此前報導，「陝西千億

礦權案」因涉及利益巨大，關涉

多方，雖審理歷時 12年仍不斷受

干擾。崔永元去年底爆料指出，

中共 高法院有「內鬼」，竊取陝

西商人趙發琦與陝西地質礦產局

一樁價值千億大案的卷宗，且該

案未審先判是來自中共 高法院

院長周強的指示。

高法院法官王林清也公開

指證存在枉法行為。在輿論壓力

下，中共中央政法委介入調查。

調查報告說，2018年 8月前

後，千億礦權案原告趙發琦將王

林清介紹給崔永元，崔永元在其

工作室幫助王林清錄製了反映「凱

奇萊案」案卷丟失等問題的視頻，

上述部分視頻經崔永元剪輯後分

段在網上發布。

隨後王林清電視認罪。崔永

元也在今年 5月 10日被迫公開道

歉，表示「堅決擁護」中央調查組

的調查結論。這和崔永元之前的

態度發生了巨大轉變。今年 1月
14日，崔永元還曾在其微博上發

出自己與王林清的照片，並寫道：

「像不像親兄弟？可以一起死！」

不過，該微博後來被刪除。

近該案還牽出現任政治局

常委、政法委書記趙樂際。香港

《明報》10月 18日報導引述京城

消息人士稱，趙樂際捲入主政陝

西時發生的兩大案，秦嶺違建別

墅案及千億礦權案，因而觸怒習

近平，受到習的警告。

去年 12月，央視前主持人崔

永元披露包括 高法院院長周強

批示的「秘密文件」。該秘密文

件中，矛頭並非僅指向周強，還

有比周強擔任更高職位的人，秘

密文件中被打格的部分內容，正

是趙樂際之前擔任陝西省委書記

期間對「千億礦權案」的批示。

【看中國訊】10月12日，

河南省紀委監委發布消息，

鄭州市政協主席、黨組書記

黃保衛已主動投案，目前正

接受調查。

據大河網報導，2007年
成千上萬隻白天鵝從西伯利亞

飛臨三門峽棲息過冬，吸引

大量攝影愛好者前往拍攝。

為了能讓影友們拍到天鵝成

群起飛的壯觀畫面，市公安

局出動直升飛機驅趕天鵝。

未料天鵝受到驚嚇，部分死

傷，一時鬧得沸沸揚揚。

據多名受訪者告訴《中國

新聞周刊》，時任鄭州公安局

長的黃保衛派直升機驅趕天

鵝，是為了取悅酷愛攝影的

上級領導原河南省公安廳廳

長、黨委書記秦玉海。

據知情人透露，黃保衛

是在今年「十一」前主動投案

的。此次黃保衛自首，很可

能與「皇家一號」案中潛逃出

境的關鍵人物 近落網有關。

「皇家一號」曾為鄭州

大的娛樂會所，2013年 11月
1日晚，河南省公安廳組織警

力，對「皇家一號」夜總會進

行了查處。

據調查，營業一年多時

間裡，「皇家一號」招募了

4500多名公關小姐，其中一

半從事賣淫活動。 2013年
10月至 2015年 5月，「皇家

一號」系列案件共抓獲犯罪嫌

疑人 260餘名，查扣追贓價

值近 3億元，查處公安人員

152人、檢察官 3人，其中團、

處級官員 26人。
海外中文網曾披露，「皇

家一號」的靠山是原河南公安

廳廳長秦玉海和鄭州市原局

長黃保衛，而秦玉海的後臺

則是周永康和李長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