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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十九大政局突變 如何把江澤民罪行公佈於世呢？這不但需要一個清洗江派的過程，也需要一個制定新規的過

程，同時還需要一個民眾認知的過程，本書講述的就是這些鮮為人知的內幕新聞。2016年江

澤民年滿90，經由江澤民派系控制的媒體釋假消息和製作的假照片說習近平率6名常委去江家

拜壽。真實情況是，江已被習近平帶走，內控起來了。只是這張牌太猛，只有各方準備到位

后，習才會拋出來，否則政局會出現動蕩，就像周永康案一樣，周被抓半年后才公佈。不過

此舉極大地改變了中共19大政局，習近平有更大空間將按照自己意願來安排未來。

$12.99 新書

049：習近平王岐山十九大布局 目前過半數省份一把手已於十九大前夕換將，由中紀委當清道夫，習近平勢力紛紛登上政治

舞台。中共軍隊和武警（包括政法委），被稱為「槍桿子」和「刀把子」，過去20多年一直

被江澤民集團掌控，江派才有資本搞出系列政變，企圖把習近平推下台。作為反擊，習近平

拿下了周永康和徐才厚、郭伯雄。2016年後，習展開了第二波清洗。本書是新紀元暢銷書《

習近平軍委布局內幕》及《王岐山佈局19大佈局》的續篇，主要講述2016年兩會以來，習、

王為19大後「走新路，謀大事」，抓緊「槍桿子」和「刀把子」的一系列動作。

$12.99 新書

048：習近平的總統制 昔日政治局常委各管一攤、各自為王的分散格局被習破除了，此舉有深意。2016年夏天，市

面上出現不少有關習近平當總統的書刊，而最早透視此事的，是2014年1月30日出刊的《新紀

元》周刊。當時習近平剛剛出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習早就是黨、政、軍最高首領，

為何還要充當「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等十多個「小組的組長」呢？是習要「大權獨攬」

搞獨裁嗎？還是習深陷胡溫「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相同處境？

$12.99 新書

047：俞正聲家族祕密與叛逃者 俞正聲家族可謂當代中國最傳奇的家族。他的父親曾是毛澤東夫人江青的老情人，他的岳父

是中共建政少將，他本人還是鄧小平和江澤民的恩人。俞正聲與鄧樸方、江澤民、李嵐青有

不知深淺的交情。他們俞家和曾國藩、蔣介石等家族都有婚姻關係，無論是北京、台灣、香

港、還有美國，無論是政界、商界還是文化藝術界，俞家都有深厚的人脈。更傳奇的是，這

樣的家族卻走出了一個「叛逃者」，氣得鄧小平直罵娘。

$12.99 新書

046：令家竊密詳情 習近平大驚 誰是當今北京最擔心的洩密者？首屈一指的就是令完成。他哥哥令計劃，曾掌管著中南海最

高機密，幫助胡錦濤打點了十多年具體事務。在被習近平貶職統戰部之後，令計劃偷盜了270

0份祕密文件，讓令完成帶到了海外，其中包括中共核武的密碼。

$12.99 新書

045：劉雲山參與三大政變 從2013年新年致辭開始，劉雲山不但多次封鎖、曲解習的講話，還公開否定「依法治國」，

宣戰四常委，羞辱習家人，並不斷把習包裝成「毛左」，在搞出「2016春晚」，「東方又紅

」等個人崇拜的同時，劉雲山還捲入了逼習辭職的公開信事件。中專學歷、平民出身的劉雲

山，為何敢如此膽大呢？

$12.99 新書

044：中國股市深處的政經絞殺 中國股市從2015年6月12日到2016年2月29日經歷的三次巨幅跌落，A股幾乎攔腰斬斷，兩千多

檔股票齊刷刷地暴跌。這痛苦的記憶終生難忘。</p>  

<p>風暴過後，若只從技術層面、從局部來反思，恐怕難以解釋股災爆發的根源。本書從宏觀

整體的角度披露和透視股災為何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表面是某些官員的錯，其實是整

個政治和經濟形勢的折射。

$12.99 新書

043：習近平軍改揭秘 2012年，中共選了一支裝備較差、等級不高的部隊組成專業藍軍，要求他們全力模仿美軍的

作戰方式。在2014年和2015年這支駐紮在內蒙古的朱日和的「專業藍軍」以30比1的成績完胜

了無論人員和裝備都比他們好很多的中共主力部隊，由此引發了中共的軍隊改革。  

$12.99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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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習近平大外交背後政治廝殺 習近平是中共歷史上出訪最多的領導人，三年內訪問了30多個國家，其強勢外交引來眾說紛

紜。獨家披露1999年南斯拉夫使館被炸真相。 

$12.99

041：全中國坐等出事 大戰前夕會有一段令人心悸的寧靜期，當前的中國社會就是如此。從上億因股市暴跌而輸掉

底褲的中小股民，到600萬殭屍企業要裁撤的職工；從不作為的各地官員，到軍改中被觸及的

失勢軍官和被清理的公安情報系統特務；在加上江派伺機倒習的暗勢力，哪件事都可能演變

為當前中國社會危局的引爆點。大家都在等，等出大事。 

$12.99

040：慶親王.鐵帽子王.曾慶紅 醉心於研究、實踐權謀術的曾慶紅是中共官場上最詭計多端、陰險狡詐的人物。1989年六四

後幫沒有根基的江澤民在中南海站穩腳跟，是江派核心人物和「黨內最大陰謀家」，目前被

限制自由的曾慶紅還在遙控香港、國安勢力同習近平攪局。 

$12.99

039：習江同臺閱兵 中國亂局升級 即將拿下江澤民、曾慶紅的習近平因為天津大爆炸事件，向江派妥協，允許江澤民同他一起

出現在9月3日天安門城樓閱兵，從而使外界認為江派力量還在，為習李王的後續動作帶來不

利影響。但有跡象顯示，習陣營似開始悄悄推進一個很多人做夢都想不到的驚心動魄的大舉

動。中國社會大變在即，更多的內幕、精闢的解析報導，盡在此書。 

$12.99

038：郭美美案的中南海絞殺 隨便發了幾張照片就把中國紅十字會徹底打垮的郭美美背景很不簡單，她的故事不但揭開了

中共紅會最大的殺人案，還曝出劉雲山父子的大醜聞

$12.99

037：習江生死搏殺 張高麗中槍 8.12天津大爆炸點燃習近平和江澤民的新戰火，中國有史以來最慘烈的爆炸內幕、中共官場深

不見底的權錢交易盡在書中 

$12.99

036：王岐山佈陣19大 沒有牽掛而又熟悉金融行業的王岐山到中共19大時將滿69歲，被稱為習近平的「清道夫」的

他真會退休嗎？有誰能接替他呢？打虎還能繼續下去嗎？本書披露王岐山與習近平特殊關係

的秘聞，並從當今中南海「習中央」運作中透視王岐山在19大的去留。

$12.99 $6.80

035：股市政變 李克強臨危受命 在中國從沒都單純的經濟現象。2015年初劉云山掌控的官方媒體鼓吹「國家牛市」到來，上

億股民衝入股市，到6月中旬股市崩盤，20萬億市值蒸發，幾萬億救市資金被套，主管救市的

證監會官員、證卷公司高層藉機發國難財，李克強臨危受命，試圖拯救這場被江派利用來倒

習的股災。 

$12.99

034：逮捕江澤民 從來沒有哪個國家的領導人能像江澤民那樣，活著時其醜事惡事就被民眾揭了個底朝天！集

國妖之首、國賊之首、罪犯之首為一身的江澤民幹出了「這個星球最大的邪惡」，殘酷地蹂

躪全人類的良知，古今中外，無人能出其右。  

$12.99 $6.80

033：獵狐行動瞄準三大家族 2011年中國人民銀行一份「腐敗資產外逃」報告稱，1.8萬官員外逃，帶走8000億人民幣資金

。最高法院前院長肖揚在2009年出版的《反貪報告》中稱，每個外逃官員平均帶走1億人民幣

。從2014年末，王岐山開始在海外展開獵狐行動追緝外逃官員及家屬，其中有三大家族被習

近平陣營「特別關注」。他們無論在資金數量、政治地位和社會影響力方面，都特別引人注

目。  

$12.99

032：江澤民逼習近平反目成仇 從1999年7月開始，江澤民就把自己逼上了絕路，為確保後續中共黨魁不清算其群體滅絕的滔

天大罪，江集團不惜不斷製造驚天大案，逼迫胡錦濤、習近平手上染上民眾的鮮血。本書披

露了這段令人難以置信的歷史真實。 

$12.99

031：令計劃與習近平的兩次較量 受汪東興栽培的令計劃曾是山西左派的幫主，2012年3月18日其獨子死於一場神秘的「法拉利

」車禍後，竟加入周永康、薄熙來的倒習的政變陣營，其執掌的統戰部給習帶來不少麻煩和

難堪。 

$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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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周永康洩密 金正恩姑父被殺 北韓是中共在亞太地區對付美國的一張王牌，每當中共遇到危機時就放出北韓來叫囂一番。

作為中共最大的特務頭子的周永康長期經營的與朝鮮高層的秘密關係，在江派倒習的過程中

，周永康也動用了北韓這張牌來威脅習近平。敬請閱讀新紀元獨家揭密。  

$12.99

029：習近平南京宣戰江澤民 在經歷了三次生死交鋒後，習近平與江澤民的搏鬥早已進入「開弓沒有回頭箭」的你死我活

的激烈搏殺。香港的雨傘運動成了北京兩派權鬥的延續；周永康、徐才厚等55個省部級高官

的落馬，以及中國軍隊將領大換血，都預示著習江之鬥已進入最後衝刺階段。  

$12.99

028：習近平軍委布局內幕 從2014年3月到12月，中共軍頭七次公開集體向習近平表忠心，這在中共1927年建軍史上尚屬

首次。分析人士認為這是習近平向外界宣告自己的軍中班底和已掌控軍隊的信息。為最後拿

下江澤民掃除軍中的阻礙。 

$12.99 $6.80

027：江澤民失勢宋祖英出事 外界都知道宋祖英在演藝界地位的升降，就是退而不休的江澤民政治勢力消漲的指標。作為

當代中國最著名的「包二奶」醜聞，江澤民留下的官場、商界、演藝界和社會各界的道德崩

潰直到今天還在禍害著每一個中國人。 

$12.99

026：政治局三常委面臨清洗 江澤民安插進十八大政治局的三常委張德江、劉云山、張高麗，從一開始就和習陣營唱對台

戲。在胡錦濤全退佈局中，胡錦濤與習近平結成聯盟，定好要架空、削弱「二張一劉」的權

力，待時機成熟時廢掉三人。本書詳細報導了三位江派現任常委在薄熙來、周永康政變失敗

之後，明裡暗中製造衝突、攪局時政的內幕，讀來驚心動魄，引人入勝。  

$12.99

025：曾慶紅暗殺習近平 中共官場上最陰毒的曾慶紅曾深度參與和精心計畫了一場暗殺習近平的行動，卻意外半路夭

折。當習近平正式宣佈江系核心幹將周永康被正式立案調查的同時，曾慶紅現在被秘密關押

，接受中紀委調查。本書詳細揭示了曾慶紅這段不為外界所知的落馬緣由和被抓內幕，從中

讀者可深度把握中南海打虎反腐的最新動向。 

$12.99

024：習江三次生死交鋒 這是新紀元最暢銷的書，書中通過詳細分析習近平和江澤民的三次生死決鬥，給出了觀察當

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諸多看似紛紜複雜問題的明確主線。 

$12.99 $6.80 有聲書 

$6.8
023：紅朝第一御案 江欲除之，胡暗保之，圍繞呂加平生死的「第一御案」，揭開了鮮為外界所知的中南海角殺

的密情。要看清當今習近平主政之前景，就要透徹了解這段逼胡錦濤用其整個政治生命為代

價，阻擊江澤民再發揮政治影響力的政壇拚殺。「第一御案」還在延展，等待習近平收尾。 

$12.99

022：周永康重要黨羽揭秘 曾經是「第二中央」首領的「政法王」周永康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倒台，官方所披露的其家族

超大貪腐金額只是表面上的說辭，本書為您揭開周永康真正垮台的原因和背後的可怕黑幕。 

$12.99

021：周黨反攻大動作 2012年11月某天，總部設在美國華盛頓的國際調查記者同盟收到一個神祕硬盤，其中記錄了1

2萬個離岸公司運行的詳細數據。這裡包括習近平、胡錦濤、溫家寶、鄧小平、葉劍英、李鵬

這六大家族持有的離岸公司信息，但卻沒有中國最大的貪官——江澤民的兒子江綿恆，也沒有

以貪腐著名的周永康、曾慶紅等江派人馬。這個硬盤最可能是誰放出來的？誰要恐嚇中共權

勢最大的六大家族？本書為您揭開其中的內幕。 

$12.99

020：中共活摘器官 2013年12月12日，歐盟議會通過緊急決議，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體摘除良心犯、以及宗教

信仰和少數族裔團體器官的行為」。本書全方位獨家介紹了中共活摘器官發生的緣由、具體

參與者、指揮者、參與醫院醫生名字、具體受害者案例、整體活摘規模、國際國內反餽等方

方面面詳實的證據。 

$12.99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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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周永康垮台全程大揭密 新主上位，要打垮一個掌控200萬兵馬的黑領教頭是個非常凶險但又不得不完成的工作。 $12.99

017：周永康垮臺驚天內幕 曾經控制了中共7000億維穩資金的周永康的垮台，直接牽連了江澤民、曾慶紅、羅幹三名中

共前政治局常委和更多直接導致中共垮台的驚天黑幕。 

$12.99

016：習王李激戰江澤民 江澤民集團因有無法對外公開的罪惡，需要拉習李王下水，不願手沾民眾鮮血的習李王陣營

正面對日趨崩潰的中共基層組織，以及江澤民集團的攪局與阻擊展開激烈回擊。雙方搏擊的

過程中，一些被中共可以隱瞞的真相正快速浮出水面。 

$12.99

015：習李王三權聯盟時代 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在18大三中全會上用國安委和中央改革小組奪了張德江、劉云山、

張高麗的權。中紀委權力大幅上升，排名升到第三名。但嚴密封鎖消息、變相軟禁三百多省

部級要員在北京「學習」的三中全會是習李沉沙折戟的會議，習近平陣營將面對基層組織處

失控狀態下的中國；江派勢力因在權力架構上出局，對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的攪局轉向

恐怖及暴力。 

$12.99

014：中共太孫黨 中國人含辛茹苦，希望後代「不要輸在起跑線上」，然而誰也不知道起跑線在哪裡。中共紅

二代太子黨和紅三代太孫黨的故事告訴人們：在中國，血緣不同，起跑線是也截然不同，有

人在祖輩或曾祖輩就已然勝出。 

$12.99

013：薄熙來翻供真相 從囚犯到「唱紅打黑」聞名的省部級高官，再到階下囚的薄熙來，在中共首次「公開審判」

秀中突然翻供，令中共高層尷尬不已。同時雙方又默契地對薄熙來的真正罪行秘而不宣。這

看似極其矛盾，實則非常合理的怪象內幕，盡在本書中。 

$12.99

012：王歧山與習近平攻守同盟 眾多中共官員在「悶聲發大財」的官場氣氛中，轉身成大陸第一批的億萬富豪。18大後無兒

無女的王岐山出猛手，打大老虎，拍小蒼蠅。他到底為什麼要打大老虎？這一切和習近平、

李克強又有什麼關係？ 

$12.99

011：習近平面對的死敵 薄熙來雖然以貪腐、淫亂和瀆職被宣判，實際上這只是薄案調查卷宗裡面的一小部分。薄熙

來想發動政變取代習近平的各種陰謀和陽謀及其欠下的驚天血債都被掩蓋了起來，習近平的

死敵正利用這些伺機反撲。 

$12.99

010：習近平的太子黨盟軍 在江澤民時代被打壓的中共「紅二代」、「紅三代」隨著習近平的上台，重新聚集起來，並

支持他展開對江系官員的清算。

$12.99 $6.80

009：即將爆發的中國大革命 王岐山曾反覆向各界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以警示中國社會面臨法國大革命前夜的

危局。18大後習李新班子面臨不改革是死路一條，改革又會使死亡加速的困境。與此同時，

中國社會的大革命早已用一中不為人識的方式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12.99

008：薄熙來王立軍案被掩藏內幕 2012年2月王立軍出逃美國成都領事館，直接引發了直接引發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郭伯

雄等一批超大老虎的垮台。但這只是當代中共最邪惡、最黑暗權力運作醜聞中小小的一部分

，更大、更全面、更驚人的內幕將在本書中披露。 

$12.99 $6.80

007：習近平對江澤民亮殺手鐗 江澤民的貪腐執政已經令中共官場的腐敗深深植入社會各個階層。18大後習近平當政，也無

法避開「亡黨亡國」的恐懼。為存活，中共再次祭出反腐來撈取民心，從而不得不對中國社

會貪腐的總後台——江澤民亮出殺手鐧。 

$12.99

006：胡錦濤全退布局與令計劃復仇 中共18大召開前兩週，已經掌握了中共軍隊的胡錦濤突然決定一退到底，以根絕江澤民老人

干政的機會，為習近平掌權鋪路。持續十多年的「江胡鬥」交班成了「習江鬥」 

$12.99 $6.80

005：習近平元年殺機四伏 十八選出的七常委是中共在前所未有的亡黨危機下各派互相妥協達到的短暫平衡。習近平上

台伊始，就要面對江派不惜「魚死網破、與中共同歸於盡」的威脅。習執政元年，各種勢力

暗流湧動，殺機四伏，預想不到的各種衝突一觸即發。 

$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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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十八大中南海新權貴 人算不如天算，中共18大後30多個新人進身權力核心圈。粉墨登場的中南海新權貴們的詳細

資料盡在這本了解中共高層政局的必備參考書中。  

$12.99

003：薄谷開來案中奇案 很多人知道薄熙來的妻子薄谷開來殺死了英國人海伍德，但不知道她還害死了成千上萬的中

國人。薄谷開來本是中共將軍之女，她從大連開辦律師行開始，用權力換取金錢，為幫薄熙

來當上中共黨魁，她幹起了一樁不亞於毒品交易利潤的黑暗交易。

$12.99

002：中南海政治海嘯大揭秘（下） 被鄧小平指定為江澤民接班人的胡錦濤終於下班了。他可能是中共歷史上最憋屈的黨魁之一

，因為看似風光的他不但手上的權力被削去了一半，還要隨時提防江澤民派系的暗殺。 

$12.99

001：中南海政治海嘯大揭秘（上） 被鄧小平指定為江澤民接班人的胡錦濤終於下班了。他可能是中共歷史上最憋屈的黨魁之一

，因為看似風光的他不但手上的權力被削去了一半，還要隨時提防江澤民派系的暗殺。 

$12.99

H05：新紀元抓捕江澤民系列 本系列是《逮捕江澤民》、《江澤民失勢宋祖英出事》和《紅朝第一御案》的合集。要看清

當今習近平主政之前景，就要透徹了解首次中共黨魁仍在世之時，民眾大規模用實名要將中

共前黨魁送上法庭受審，及逼胡錦濤用其整個政治生命為代價，阻擊江澤民再發揮政治影響

力的政壇拚殺。 $36.00

合集

H04：新紀元大陸最陰險官員曾慶紅 本系列是《曾慶紅暗殺習近平》和《慶親王.鐵帽子王.曾慶紅》兩本書合集。中共官場上最陰

毒的曾慶紅曾深度參與和精心計畫了一場暗殺習近平的行動，卻意外半路夭折。曾慶紅這段

不為外界所知的落馬緣由。 $24.00

合集

H03：新紀元習江生死鬥全集系列 本系列是《江澤民逼習近平反目成仇》、《習近平南京宣戰江澤民》、《習江三次生死交鋒

》和《習王李激戰江澤民》的合集。習江經歷了三次生死交鋒、香港的雨傘運動，周永康、

徐才厚等55個省部級高官的落馬，以及中國軍隊將領大換血，都預示著習江之鬥已進入最後

衝刺階段。 $48.00

合集

H02：新紀元薄、王、谷案黑幕系列 本系列是新紀元暢銷書《薄谷開來案中奇案》、《薄熙來王立軍案被掩藏內幕》、《習近平

面對的死敵》和《薄熙來翻供真相》的合集。回顧2013年起，從囚犯到「唱紅打黑」聞名的

省部級高官，再到階下囚的薄熙來帶出的一樁樁內幕，案件內幕及真相驚人。
$48.00

合集

H01：新紀元中國時局暢銷書合集 本系列是新紀元暢銷書《習江三次生死交鋒》、《王岐山佈局19大》和《習近平軍改揭秘》

的合集。為您全面揭示了準確分析當前和未來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諸多複雜問題的核心邏

輯和真相。 

$36.00 $15.75 合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