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陸情勢  2002‧7 
 
 
Ⅰ、總體情勢 

華士傑 

 
◆ 總評： 

本期情勢整體而言：中共於 7、8 月間開始「北戴河」會議，研議

修改黨章、完善政治報告內容、並就高層人事變動尋求黨內共識，係

中共召開「十六大」最後準備階段。大陸外貿、外資移入及經濟成長

趨勢明顯，但通貨緊縮陰影仍在，已開始調整貨幣政策目標，以維持

消費水準。 

對外關係上：因應美、俄關係調整，並為維繫高層權力結構變動

前夕外部局勢穩定，近期中共「大國外交」作為有：加強「上海合作

組織」功能、與俄羅斯進行聯合軍事演習、持續推動與東協國家貿易

及其它經濟合作關係、適時調停印、巴核戰危機，並與美恢復軍事交

流。 

對臺工作方面：中共操作我方民間團體訪問大陸之時機，涉臺系

統由錢其琛、陳雲林、汪道涵等出面接待，對兩岸經貿、三通、協商、

高層互訪等議題，採柔性攻勢試圖瓦解我方心防。在中共高層權力交

接之際，其對臺工作仍持續保持靈活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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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 
大陸政情穩定因素：江澤民於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畢業典

禮上發表「五．三一」講話，要求全面貫徹「三個代表」，為中共「十

六大」政治報告內容定調（「十六大」可能同時修改黨章，就江澤民所提「三個代表」之歷史定位、企

業家入黨等問題作出交待）。胡錦濤 5 月 1 日（出席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等 8 個團體舉行的晚宴）訪

美時就如何積極推動「中」、美兩國關係發展提出「四原則」，該項

宣示似為代表江澤民職權（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長）對外，此與 1 月 24 日出
席「江八點」周年座談會情況雷同，係代表江澤民職權（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

小組長）對外，顯示今年初以來，胡錦濤在中共黨內部已逐步開始接班，

但此次訪美，大陸內部官方新聞處理卻十分低調（咸信為胡本人授意，確保在今年秋

天接班過程不會出軌）。大陸 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地方領導（黨委書記）已換屆

改選完畢，特徵是年輕化（除上海市委書記黃菊、山東省委書記吳官正是 63 歲，其他都在 62 歲以下，

平均年齡為 57 歲，名單如下表）。 
 

直 轄 市 自 治 區 各   省 山東：吳官正 浙江：張德江 甘肅：宋照肅 
北京：賈慶林 內蒙古：儲波 黑龍江：徐有芳 江蘇：回良玉 福建：宋德福 雲南：白恩培 
天津：張立昌 寧夏：陳建國 吉林：王雲坤 江西：孟建柱 廣東：李長春 四川：周永康 
上海：黃菊 廣西：曹伯純 遼寧：聞世震 安徽：王太華 海南：白克明 貴州：錢運錄 
重慶：賀國強 新疆：王樂泉 河北：王旭東 湖南：楊正午 山西：田成平 青海：蘇榮 
 西藏：郭金龍 河南：陳奎元 湖北：俞正聲 陝西：李建國  

 
大陸不穩因素有：「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近期對大陸富豪逃避繳

納個人所得稅表達不滿（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認為，2000 年中國大陸個人所得稅為 511

億元人民幣，只佔 GDP 的 0.6%，遠低於低收入國家，中時電子報，2002.7.2；2001 年個人所得稅僅 959 億元，佔總稅收

6.56%，中新社，2002.7.7）。去年大陸城、鄉平均薪資差距接近 3倍（城鎮人口的平均所得

為 6,860 元人民幣，農村年平均所得為 2,366 元人民幣），而行業間（以北京市 86 種行業為例）最高與最

低薪資差距為 6.6 倍（「大陸人民薪資差距日益擴大」，大陸工作簡報，2002.5）。中國大陸銀

行體系總計 8,940億美元存款中的 80%，集中由 20%的存戶持有（工商時

報，2002.3.18）。大陸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衡量所得差距）已達到 0.45（國際警戒線為 0.4，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魯志強，中新社，2002.7.7）。社會貧富不均現象不僅影響國家

財政、同時對「三個代表」其中之「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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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利益」，這個支撐政權的結構產生腐蝕作用。 
 

◆ 經濟： 
總體經濟指標方面：大陸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GDP）45,536 億元人

民幣（以下同），同比成長 7.8%（1-3 月成長 7.6%，4-6 月成長 8.0%）；全社會固定資產投

資 14,462億元，同比增長 21.5%（比去年同期增加 6.4 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價格總

水平（CPI）同比下降 0.8%。今年 1-6 月大陸外貿進出口總值 2,707 億美
元，比去年同期增長 12.3%；其中出口 1,421億美元（同比增長 14.1%），進口

1,287億美元（同比增長 10.4%），累計實現貿易順差 134億美元；實際利用外
資金額 246億美元，同比增長 18.7%。6月底，廣義貨幣供給（Ｍ2）餘額

為 169,601.24億元，同比增長 14.68%，狹義貨幣供給餘額為 63,144億
元（Ｍ1），同比增長 12.76%，市場貨幣流通量（Ｍ0）餘額為 15,097.35億元，
同比增長 8.28%。截至 6月底，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餘額為 81,712億元，
同比增長 17.4%。 

對大陸經濟情勢評估：大陸固定資產投資、出口及外資移入增速

加快，而下半年在外部經濟環境好轉的前提下，預估全年經濟應可達

到 7％成長。大陸官方注意到今年前 5個月經濟增長與市場低物價之間
的矛盾，通貨緊縮的問題可能再次浮現（「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山東省青島市參加

「21 世紀中國國際化人才與創業」研討會，中央社，2002.6.28）。「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

表示，大陸現行的貨幣政策主要是防止通貨緊縮（「中國人民銀行」6 月決定調高廣義

貨幣 M2 全年將增長 14％，比年初預定目標高 1 個百分點，香港文匯報，2002.6.4）。 
 
◆ 社會： 

近期大陸社會問題，在人文環境方面：中共「教育部」5月下旬發
出通知，為照顧高校經濟困難學生，將於今年 9月實施「國家獎學金」，
每年定額發給 45,000 名學生（其中 1 萬名給予 6,000 元人民幣，餘給予 4,000 元，凡獲得「國家獎學

金」者，當年免學費）。大陸興起造假文憑現象，部分幹部為追逐學位作為提拔

之用，由它人代考、代寫論文、甚至偽造學歷，形成「文憑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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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6月 16日發生網吧火災，傷亡者大都為附近高校學生，引發大
陸各城市政府對網吧進行清理工作。 

在自然環境方面：根據 5 月 31 日公佈「2001 年中國環境狀況公
報」，去年大陸 7 大河流水系均受不同程度污染（依序為海河、遼河、准河、黃河、

松花江、長江、珠江）；近海以東海、渤海海域受污染較嚴重；內陸湖泊中，滇

池、太湖、巢湖優養化依然嚴重。6月以來，大陸西南、西北、華南局
部地區出現暴雨災情，大陸「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以「國家防汛抗

旱總指揮」身分在 6月 17日召開緊急會議，要求做好救災、安置、防
疫、交通暢通（截止 6 月底，「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公佈災情：大陸農田受災面積達 497 萬公頃，受災人口

6,942 萬，死亡 543 人，倒塌房間 59 萬間）。黑龍江省再度發生安全事故，雞西城子河煤

礦瓦斯爆炸造成 111人死亡。 
在少數民族方面：中共加強對回教分離主義的打擊，中共 5 月已

在新疆焚毀幾萬本維吾爾書籍（官方喀什噶爾維吾爾出版社燒毀了 128 本「匈奴簡史」和「古代維

吾爾文學」，以及 3,232 本「古代維吾爾手工藝」，審查 330 多本書籍，並且停止出版其他被認為「有問題的」書刊）。

新疆大學決定從今年 9 月起，規定全校性公共課、基礎課、大學文化
基礎課都使用漢語授課，採用漢文教材和用漢文答卷，不再用維語授

課。 
 
◆ 文化： 

高層文化方面：中共「教育部」近期與北京、天津、上海、湖北、

廣東、陝西、江蘇、江西等省市教育部門在 74所高校進行調查（發放問卷

14,900 份，回收有效問卷 14,098 份），結果顯示大學生最關注的國內外重大事件包括：

「中國加入世貿」、「申辦奧運」、「九一一事件」、「中共軍機擦

撞」、「美國對阿富汗軍事行動」等。5月下旬江蘇省南京市舉辦「中
國文化產業論壇」（主題是「全球文化產業發展與新經濟浪潮」），參加者包括駐「華」

使館的文化參贊、百老匯、貝塔斯曼、時代華納、索斯比拍賣行等外

國企業代表。5月 15日太原衛星發射中心發射大陸第一顆海洋探測衛
星「海洋一號」和「風雲一號Ｄ」氣象衛星送入太空（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第六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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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飛行，第十三次進行「一箭雙星」的發射）。6月 18日，大陸在武漢成立首個專業光電
子知識產權信息中心，「中國光谷」知識產權信息中心集專利文獻檢

索、專利戰略研究以各類知識產權服務為一體，搜集有關光電子信息

的專利數據有 500萬條。 
通俗文化方面：大陸第二屆「全國國民閱讀與購買傾向抽樣調查」

結果顯示，大陸民眾讀書的實用性，功利性逐漸增強。雖然「文學類」

和「綜合性」圖書仍然排在最受歡迎圖書的前兩位﹐但在讀者近期購

書意向的調查結果中，「綜合性」圖書已列首位，「文學類」、「政

治法律類」、「經濟類」、「藝術類」和「醫藥衛生類」居次。臺灣

漫畫作家幾米的《向左走，向右走》、《月亮忘記了》、《地下鐵》

等，最近成為大陸暢銷書，與先前流行朱德庸的都市連環《澀女郎》

一樣，這些漫畫中注入大陸人生活中對都市生活憧憬，描繪出都市人

的感概、幻想（BBC 網站，2002.5.13）。 
大眾傳播方面：中共「公安部」、「國安部」在召開「十六大」

前夕，對互聯網展開清理（包括電子佈告欄、言皮、聊天室等）工作，首要以廣東為重

點整治地區。北京市公安局在「六四」天安門事件 13週年的當天，突
然對新浪、搜狐、網易、FM365、焦點、TOM、中華網、首都在線和
瀛海威時空等 9家網站進行突然檢查，重點檢查電子公告欄、留言板、
聊天室、個人主頁等。 

 

◆ 軍事： 
解放軍人事調整、軍事教育部分：6月上旬中共解放軍晉升 7位上

將（空軍司令員喬清晨、軍事科學院政治委員溫宗仁、瀋陽軍區司令員錢國梁、瀋陽軍區政治委員姜福堂、濟南軍區司

令員陳炳德、南京軍區司令員樑光烈、廣州軍區政治委員劉書田），研判應與中共「十六大」前軍

方接班有關（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遲造田可能淡出，牽動其它軍方高層人事。中共現行重要軍職如附表）。

中共武警部隊將接受今年畢業 1,600 名地方高校學生（學生與用人單位簽約），

其中指揮職位約為 700名（須再接受集訓 1 年），餘為醫療、教學、工程等專業

職位（須再集訓 3 個月）。5月 16日中國國防報刊載中共「國防大學」舉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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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加入世貿組織對國防和軍隊建設的影響」研討會，其中針對「國防

信息安全」，特別提出要注意由於資訊開放與共享的趨勢加快，國防

資訊安全、本國資訊產品競爭力的維護受到挑戰，引進資訊產品及技

術，恐帶來「安全後門」、「資訊炸彈」及「病毒」等危險因素。 
 

姓 名 年 齡 現 任 職 位 
中央軍委（上將職，不含張萬年、遲浩田）已超過 65歲者

劉書田 65歲 廣州軍區政委 
姓 名 年 齡 現 任 職 位 姜福堂 61歲 瀋陽軍區政委 
傅全有 71歲 總參謀長 陳炳德 61歲 濟南軍區司令員 
于永波 70歲 總政部主任 廖錫龍 61歲 成都軍區司令員 
王克 70歲 總後勤部部長 梁光烈 61歲 南京軍區司令員 
王瑞林 72歲 總政治部副主任 石雲生 62歲 海軍司令員 
曹剛川 66歲 總裝備部長 楊懷慶 63歲 海軍政委 

喬清晨 63歲 空軍司令員 7大軍區、海、空軍、二砲、國防大學、軍事科學院、
武警正職首長（皆已授上將）已逾 60歲者 楊國樑 64歲 第二砲兵司令員 
姓 名 年 齡 現 任 職 位 徐永清 65歲 武警部隊政委 
錢國梁 62歲 瀋陽軍區司令員 溫宗仁 62歲 軍事科學院政委 
杜鐵環 63歲 北京軍區政委 邢世忠 64歲 國防大學校長 

 

資料來源：中共研究雜誌社編印，中共年報 2001 年 

     聯合報，2002.6.3（13 版） 
 
武器研發、軍事演習、軍事採購部分：安徽長安電子集團近期公

開展示 JH-10 低空警戒雷達，具反電子干擾技術，可配置在區域防空
網，強化超低空目標偵測能力。根據媒體報導，中共運用「殲八」戰

機測試新型主動雷達導引空對空飛彈（SD10），未來可能裝置在「殲十」

戰機。媒體報導，中共新一代「殲十」（F10）戰機 4架已交由空軍使用，
另 50架已於成都製造中。中共陸軍航空部隊配備之「直九」戰鬥直升
機，新配備紅外線導彈（射程約 3 公里），已具空對空作戰能力。中共海軍將

分 15年時間建造 42艘「海衛級」導彈護衛艦（滿載排水量為 5,400 噸），使用隱

形設計，裝配反艦、反潛及防空導彈，容納 2 架艦載直升機，可執行
反潛、近海巡邏及遠洋護衛與打擊任務（21 世紀論壇網站，2002.6.12）。 

東海艦隊（飛彈驅逐艦編隊、飛彈護衛艦編隊、獵潛艇編隊、飛彈護衛艇編隊）於 5月中旬演練
使用飛彈、火砲攔截巡曳飛彈。媒體報導，解放軍在 5 月下旬開始在
大陸東南沿海進行年度例行軍事演習，時間約為半年，人數在 1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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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主要演習科目為聯合登陸作戰（參演部隊包括陸海空三軍、戰略飛彈部隊、海軍艦艇部

隊、快速反應部隊、兩棲裝甲部隊、數字化砲兵部隊、特種作戰部隊、海軍陸戰隊、空降兵部隊、防空部隊等將參加等）。

根據媒體報導，中共將在 5年間，向俄羅斯增購 8艘 636型「基洛級」
柴油動力潛艇，未來完成部署將有效提升對遠距水面艦艇殺傷力。 

軍事外交部分：朱鎔基 4 月訪問埃及期間，「中」、埃曾簽訂軍
事合作協定，雙方將進行科技交流與技術移轉。「國防部長」遲浩田、

「副總參謀長」熊光楷等 5 月中旬赴俄羅斯參加「上海合作組織」成
員國國防部長會晤。據報導，中共與俄羅斯軍方將於 8 月間在邊界地
區進行聯合軍事演習。「解放軍總參謀長」傅全有 5 月下旬出訪斯洛
伐克、白俄羅斯、烏克蘭。「總裝備部長」曹剛川 6 月上旬出訪義大
利、法國與南非 3 國。美助理國防部長彼得．羅德曼於 6 月中旬訪北
京。北海艦隊司令員丁一平率領「青島」號導彈驅逐艦、「太倉」號

綜合補給艦 5月 15日從青島港啟航進行歷時 4個月，總航程 3萬多海
浬首次環球航行訪問。法國海軍「葡月」號輕型護衛艦 6 月上旬抵達
青島港進行友好訪問。德國海軍「梅克倫堡--沃波默恩」號護衛艦和「萊
茵蘭--普法爾茨」號護衛艦 6月中旬訪問青島，這是德國軍艦首次訪問
青島。 

 

◆ 外交： 
大陸近期「大國外交」方面：5月胡錦濤訪美除為「認識之旅」外，

亦負有對美國招商作用（參觀美國紐約證交所、出席美國銀行家協會晚宴、訪問加州矽谷）、恢復

兩國軍事交流（與倫斯菲部長晤談後，片面宣佈美國同意恢復交流；而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羅德曼亦於 6 月底訪問

大陸，並與中共「國防部」進行工作會談）。中共官方起初低調（唐家璇 5 月 22 日與俄羅斯外長伊萬諾夫

通電話表示，強調「中」方一貫主張共同努力營造長期穩定、安全可靠的國際和平環境）回應美、俄關係持

續改善（簽署大規模削減戰略性核武器條約、為成立北約與俄羅斯聯合理事會），之後江澤民 6月上
旬出席聖彼得堡「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高峰會，舉行「中」、

俄兩國領導人的單獨會晤，肯定雙方繼續維持戰略合作伙伴的關係，

落實《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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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國家方面：對於印度、巴基斯坦因克什米爾問題關係引發緊

張情勢（巴國於 5 月 25-28 日試射 5 枚短中程導彈），大陸方面試圖採取平衡立場（朱鎔基 1

月訪問印度，吳邦國 3 月中、下旬訪問巴國。在巴國總統穆沙拉夫 1 月 3 日訪問大陸後，「外交部」1 月 8 日表示，「中」、

巴之間的傳統友好合作關係不針對任何第三國，在敏感時刻「外長」唐家璇 5 月下旬訪巴，江澤民藉在阿拉木圖舉行的「亞

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領導人峰會，會晤巴國總統穆沙拉夫總統和度瓦杰帕伊總理，並表示希望透過對話、談判解

決問題）。中共解放軍在 6月上旬在東京灣進行軍事演習，引發越南外交
部抗議（「中」、越曾在 2000 年 12 月簽訂劃分東京灣疆界的協定，但 2000 年 3 月江澤民前往越南訪問時，未能就

雙方的漁業紛爭議題的談判中未能達成協議，尚無法落實 2000 年協定）。 
「上海合作組織」6 月初在俄羅斯聖彼得堡舉行的該組織元首會

晤，6國（哈薩克斯坦、中共、吉爾吉斯斯坦、俄羅斯、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元首 6月 7日簽
署了「上海合作組織憲章」、「關於地區反恐怖機構的協定」和「上

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宣言」。先前 5 月中旬「上海合作組織」部長
會議曾發表聯合公報，研議成立長期性之工作機構、成立聯合專家小

組磋商有關舉行聯合反恐演習的問題。第三次「中國」--東協經濟高官
會 5月 14日在北京發表「聯合新聞公報」，6月 6日至 7日在雲南省
昆明市舉辦的「中國」---東協貿易、投資和發展合作研討會；決定成
立「中國」--東協貿易談判委員會（TNC），就「中國」--東協經濟合作框
架協議框架協議著手進行深入討論（預計 2002 年底前，柬埔寨召開的「中國」--東協領導人會議

就框架協議達成一致）。5月上旬在山東省威海市舉辦「2002東北亞經濟論壇」，
共有 700多名來自東北亞地區的政府、企業和學術界人士參加研討。 

本期重要外訪：本期中共重要官員外訪包括：江澤民 6 月上旬出
訪哈薩克斯坦、俄羅斯、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冰島。李瑞

環 5 月中、下旬訪問保加利亞、斯洛文尼亞、烏克蘭和英國。「國務
院副總理」李嵐清 5 月下旬赴希臘、義大利、新加坡訪問。中共中央
書記處書記尉健行 6月上旬訪問科特迪瓦、加彭、博茨瓦納、辛巴威，
塞舌爾。「外交部長」唐家璇於 5 月 14 日至 20 日應邀赴東帝汶出席
東帝汶獨立慶典，並訪問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印尼 3國；6月 19日出
席在泰國昌安舉行「亞洲合作對話」外長非正式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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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澳： 
香港情勢方面，7月 1日董建華成為第二任行政長官，率領特區政

府的 3司、11局以及其他處級首長開始「高官問責制」。葉國華（香港政

策研究所主席，在 7 月 1 日董建華就任前夕接受記者訪問。中國評論，2002 年 6 月號）指出，未來數年有 2
個問題可能引起爭議：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問題（有關叛亂、顛覆等涉及國家安全

概念，內地與香港認知有分別），香港 2007 年以後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辦法（基本

法中並無明確規定，可能引發直選之要求）。由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才交流中心主辦，上海

市 5月上旬首次於香港招聘副局級公務員（浦東新區發展計劃局的首席規劃師和上海市藥品

監督管理局浦東新區分局的技術總監）。港府統計處 6月中旬發表最新勞動人口統計數
字，今年 3 至 5 月的失業率達 7.4%再創歷史新高（1981 年有官方紀錄以來的最高數

字）。香港行政會議通過「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草案」，由 2002 年
10月 1日起，調低公務員的薪酬（首長級和高層薪金級別減薪 4.42%，中層薪金級別減薪 1.64%，

低層薪金級別則減薪 1.58%）。特區政府原由民間身分的特首顧問處理涉臺事務模

式，7月後轉給官方政制事務局負責。 
澳門情勢方面，澳門特區政府保安司長張國華 6 月下旬率團前往

廣東省東莞市，出席預定粵澳雙方第五次警務會晤（粵澳警務工作會晤是中共收回澳

門後，兩地警方建立的定期磋商機制，每年 2 次輪流在廣東和澳門舉行）。澳門特區行政會 6 月 13
日完成《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制度》法律草案的討論，決定在

即將換發的澳門特別行政區身份證中引入智能卡技術，加強證件的防

偽性（現持身份證是用 20 多年前的技術印制的，根據新通過的法案，智能身份證分為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和非永久性居

民身份證兩種，年滿 5 周歲的澳門居民須強制性領取身份證）。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5 月 28 日公
佈的資料顯示，到澳門旅遊的大陸觀光客，是海外旅客中消費最高的（人

均消費達 2,493 澳門幣），比香港旅客消費多出 2.7倍（其人均消費僅為 911 元）。     
 
 
◆ 對臺政策： 

大陸對臺策略方面：「國臺辦主任」陳雲林（5 月 21 日）對兩岸直接「三

通」問題表示，願意與獲政府委託之我方工商、航運界協商。但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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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當局就直接「三通」之既定立場則含混帶過（錢其琛在去年 1 月 22 日「江八點」6 周

年座談會：「在實現兩岸『三通』的過程中，一切符合『一個中國、直接雙向、互利互惠』的主張，我們都贊成。當前，

只要把兩岸『三通』看作為一個國家內部的事務，即可以用民間對民間、行業對行業、公司對公司協商的辦法，盡快地通

起來」），僅表示：「我們對實現兩岸『三通』的基本立場已公開反覆說

明」。近期中共高層 7月上旬藉接見我立委、民間團體機會，創造「三
通」語意上模糊空間（在當前只要把兩岸「三通」視為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可以不涉及「一個中國」的

政治含義。新華社，2002.7.7），汪道涵先生也表示隨時準備訪臺（當年兩岸訂下的「九二共識」，

就是在「一個中國」前提下進行交流，在此一前提下，迄今他仍隨時準備到臺灣訪問。香港文匯報，2002.7.8），證諸

從今年元月「江八點」周年座談會以來，在在顯示中共有步驟、持續

加大操作對臺工作力道。 
中共對臺工作手法：最近美國國防部副部長伍夫維茲採取與以往（柯

林頓政府時期）「戰略模糊」不同的表述方式（「我們不支持臺灣獨立，但是同樣重要的，我們堅

決反對任何試圖以武力解決之舉」，2002.5.29，華府外籍記者簡報會），研判可能與胡錦濤 5月上旬
訪美期間，不斷強調臺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

心問題有關。在中共「十六大」前夕，解放軍在對臺事務扮演角色引

人注目，近期調升之北京軍區司令員朱啟中將，4月份在中共黨內理論
刊物「求是」雜誌發表專文，表達強化對臺軍事威懾準備工作，頗值

得注目。中共 5月 11日由「外交部」表示反對美國國會眾議院 5月 10
日通過了《國防授權法》（其中含有美臺進行聯合軍事訓練和加強美臺高層軍事人員往來等內容），

並反對我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外經貿部長」

石廣生 6月 21日反對中共邦交國與我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