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外交
習近平和美國總統川普通話，主張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提
升在經貿、投資、科技、能源、人文、基礎設施等領域的互利合
作；會見美國國務卿，指出應從長遠和戰略角度看待中美關係，
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習近平訪問瑞士期間強調維
護開放包容的全球貿易體制，反對保護主義。另與沙烏地阿拉伯
國王舉行會談，歡迎沙國共建「一帶一路」，提議打造能源領域
一體化合作格局。
李克強出訪澳洲、紐西蘭，提議加快「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談判，推進亞太自貿區建設；另會見法國總理，提議深化核能
全產業鏈合作，拓展航空航太合作。
張高麗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呼籲解決發展不
平衡問題，推動經濟全球化更具包容性及普惠性。
中國大陸外交部反對蔡英文總統與美國政要接觸，美國參議員強調
美臺關係發展與中國大陸無關。

一、領導人出訪
習近平訪問瑞士，主張維護開放包容的全球貿易體制
習近平於 2017 年 1 月 16 日與瑞士聯邦主席洛伊特哈德（Doris Leuthard）舉行會談，
同意致力維護開放包容的全球貿易體制。習近平表示兩國應加強「中國製造 2025」
和瑞士「工業 4.0」戰略對接，推進企業和研究機構創新合作。同時，雙方應推動
中瑞高水準的自由貿易協定升級，擴大貿易、投資、金融、保險合作規模，並加
強能源、環保等領域的合作。會後，兩國領導人見證雙方政府代表簽署 10 份合作
文件，涉及外交、自由貿易、發展合作、能源、海關、智慧財產權、文化、體育
等多個領域（國際在線，2017.1.16）。
習近平訪問瑞士期間，分別會見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巴赫（Thomas

Bach） 、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以及第 71 屆聯合國大會主席湯姆森（Peter

Thomson）

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等人（中國大陸外交部網站，2017.1.18；新華網，201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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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並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出席「共商共築人類命運共同體」高級別會議，宣
揚中國大陸對多邊主義的支持（新華網，2017.1.19）。

李克強訪問澳洲、紐西蘭，呼籲加速區域經貿整合
中國大陸總理李克強 3 月 22 至 26 日於澳洲進行正式訪問，與澳洲總理滕博
（Malcolm Turnbull） 舉行第

5 輪中澳總理年度會晤。雙方同意推動中澳全面戰略夥伴關

係穩定發展，發揮兩國外交與戰略對話、戰略經濟對話等 40 多個政府間機制的作
用。李克強與滕博也同意推進「一帶一路」與澳洲「北部大開發」計畫及兩國創
新戰略對接合作，同時拓展在能源資源、基礎設施、農牧業和科技創新等領域的
合作（人民網，2017.3.25）。
李克強在出席「中澳經貿合作論壇」時指出，中國大陸願和澳洲共同推動區
域經濟一體化，加快「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推進亞太自貿
區建設（新華網，2017.3.26）。李克強訪問澳洲期間，雙方簽署「中澳兩國政府關於審議
中澳自貿協定有關內容的意向聲明」，宣佈建立中澳創新對話機制，並且建立中
澳能源部長級對話機制及中澳高級別安全對話機制（新華網，2017.3.25）。澳洲媒體分析
指出，由於美國總統川普外貿政策偏向保護主義，提供中國大陸批評美國保護主
義的戰略機會，並讓北京針對區域經貿議題取得更大的發言權（"Li

Keqiang Visit: Chinese

Premier Arrives in Australia for Five-day Tour," ABC News, March 23, 2017） 。

3 月 26 日，李克強轉往紐西蘭訪問，會晤總理英格里希（Bill English），表示中國
大陸願和紐西蘭開發合作潛力，構建「1+3」升級版合作格局：打造 1 個「升級版」
自貿區，並以發展戰略對接、創新驅動、農牧業合作為 3 大增長動能。李克強提
議兩國加強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框架下合作，推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關係協定」談判，為亞太和世界經濟增長發揮積極作用。英格里希歡迎中國大陸
擴大對紐西蘭投資，加強兩國在經貿、科技、司法執法等領域的合作。會後，兩
國總理共同見證雙方經貿、文化、教育、科技、海關、旅遊等領域合作文件的簽
署（中國大陸外交部網站，2017.3.27）。
根據路透社報導，英格里希已決定派遣法規改革與創新部長高德史密斯（Paul
Goldsmith）參加中國大陸在

2017 年 5 月舉辦的「一帶一路」高峰會（"China and New Zealand Agree

to Boost Already-close Trade Ties," Reuters, March 27,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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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國關係
習近平和美國總統川普通話，期待中美關係穩定發展
習近平 2 月 9 日與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進行電話通話，祝賀川普正式就任
美國總統。習近平指出中方願意和美方加強溝通，拓展合作，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
發展，提升在經貿、投資、科技、能源、人文、基礎設施等領域的互利合作。川普則
認為美、中做為合作夥伴，可致力於經貿、投資和國際事務中的合作（新華網，2017.2.10）。
白宮證實川普在通話中曾應習近平要求，同意信守我們的「一中政策」。中
國大陸方面將之解讀為川普對中方「一中原則」的呼應，美國學者則認為川普強
調「我們的一中政策」，顯示美方「一中政策」與北京「一中原則」之間的差異
性（美國之音，2017.2.14）。

中法總理舉行會談，宣布加強核能全產業鏈合作
李克強 2 月 21 日在北京會見法國總理卡澤納夫（H. E. Bernard Cazeneuve），指出兩國
未來應重點深化核能全產業鏈合作，拓展航空航太合作，深化應對氣候變化、綠
色產業合作。同時，李克強認為雙方可探討開展農業全產業鏈合作，以及醫藥衛
生、應對老齡化等新興領域合作。法方希望和中方加強政治、經貿、投資、科技、
農業、核能、環保、教育等各領域合作，同時維護貿易自由化、化解保護主義。
會談後，兩人共同見證雙方核能、科技、人員交往等領域多份合作文件的簽署，
其中包括「中法駕照互認協議」（歐洲時報，2017.2.21）。

習近平會見美國國務卿，主張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習近平 3 月 19 日在北京會見美國國務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指出應從長遠和
戰略角度看待中美關係，拓展合作領域，實現互利共贏。同時，雙方應加強區域
熱點問題上的溝通和協調，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提勒森則希望儘早舉
行兩國元首會晤，並有機會對中國大陸進行訪問，為美中關係未來 50 年的發展確
定方向（中評網，2017.3.19）。
提勒森在和中國大陸外長王毅舉行聯合記者會時，表示美方願本著「不衝突不
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精神發展對中關係，增進美、中相互瞭解。美國媒
體分析指出，提勒森相關說法將被北京解讀成美國支持中方的核心利益，包括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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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及香港問題，甚至是南海議題，此形同讓北京取得外交勝利。但另有分析指出，
提勒森只是在公開場合保有中方顏面，私下應已對北京進行相當大的施壓動作（"In
China Debut, Tillerson Appears to Hand Beijing A Diplomatic Victory,"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9, 2017）。

三、第三世界關係
習近平會見吉爾吉斯總統，同意加快推進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
習近平 1 月 6 日在北京會見吉爾吉斯總統阿塔姆巴耶夫 （Almazbek

Sharshenovich

Atambayev） ，主張中、吉兩國應加快推進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推進落實產能投資

合作，促進中小企業合作，做好「一帶一路」建設和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阿塔
姆巴耶夫表示願意深化和中方在基礎設施、農業等領域的合作，積極參與「一帶一
路」建設，並和中方密切安全合作，堅決打擊「三股勢力」（中國大陸外交部網站，2017.1.6）。

習近平會見沙烏地阿拉伯國王，提議打造能源領域一體化合作格局
3 月 16 日，習近平在北京和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薩勒曼（Salman bin Abd al-Aziz Al Saud）
舉行會談，表示中方支持沙國實現「2030 願景」，歡迎沙國成為共建「一帶一路」
的全球合作夥伴。習近平強調中國大陸是沙國可靠穩定的原油出口市場，雙方應
共同打造能源領域一體化合作格局，同時深化通信、航太、文化、教育、衛生、
科技、旅遊、新聞和安全等領域的合作。
薩勒曼國王希望兩國透過沙中高級別聯合委員會，深化兩國在經貿、投資、金
融、能源領域的合作，提升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會談後，兩國元首見證經貿、
能源、產能、文化、教育、科技等領域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中國大陸外交部網站，2017.3.16）。

四、多邊外交
習近平出席「世界經濟論壇 2017 年年會」
， 主張持續發展全球自由
貿易
習近平 1 月 17 日在瑞士出席「世界經濟論壇 2017 年年會」開幕式，指出國際
社會應堅定不移推進經濟全球化，同時強調應在開放中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
化，共同反對保護主義。習近平表示未來應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全球治理體
系必須適應國際經濟格局新要求，才能為全球經濟提供有力保障（新華網，20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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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發表有關支持全球自由貿易及反對保護主義的談話，被外界解讀為針
對美國總統川普而來。習近平提出改革全球治理模式的主張，具有批評現行治理
體系過時、且由西方國家主導的用意，展現出中國大陸插手國際經貿事務與規則
的強烈企圖（"Xi Jinping Delivers Robust Defence of Globalisation at Davos,"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7, 2017）。

張高麗出席「博鰲亞洲論壇 2017 年年會」開幕式，強調經濟全球化
重要性
中國大陸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 3 月 25 日出席「博鰲亞洲論壇 2017 年年會」
開幕式，指出亞洲國家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已走出一條亞洲特色的現代化道路，
積累「亞洲經驗」。未來應完善發展理念和模式，努力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推
動經濟全球化更具包容性及普惠性。此外，張高麗重申中國大陸將堅定不移實施
對外開放戰略，同時優化外商投資環境，進一步放寬服務業、製造業、採礦業外
商投資准入（新華網，2017.3.25）。

五、涉臺外交
中國大陸外交部反對蔡總統與美國政要接觸，遭美國參議員駁斥
蔡英文總統 1 月 8 日在出訪中美洲友邦途中過境美國休士頓，會見美國聯邦
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德州州長艾波特（Greg Abbott）等多名政要，並和美國聯邦參
議員馬侃（John McCain）進行電話通話。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於 1 月 9 日表示，
「堅決反對臺灣地區領導人利用所謂的過境之機，與美方的官方人士進行任何形
式的接觸，並從事干擾和破壞中美關係的活動」。陸慷指出中國大陸敦促美方恪
守「一個中國」政策及中美 3 項聯合公報，妥善處理臺灣問題，以免損害中美關
係大局及臺海穩定（中國大陸外交部網站，2017.1.9）。
美國參議員克魯茲發表聲明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應該明白，在美國，是
否會見來訪者由我們自己決定。此事無關中國，而是關乎美國與臺灣的關係，臺
灣是我們負有法律義務、需要保護的盟友」。克魯茲表示在和蔡英文的會面中，
雙方討論升級雙邊關係、推進經濟合作等議題（紐約時報中文網，2017.1.9）。

（蔡明彥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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