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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外交 
 

¢胡錦濤分別會見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多尼隆、國務卿柯琳頓，

主張尊重和照顧彼此重大利益關切，妥善處理美「中」敏感問題

。習近平與美國國防部長潘內達會晤時，要求美方不要介入釣魚

島主權爭議。 

¢針對釣魚島問題，胡錦濤強調維護領土主權的堅定立場，要求日

方充分認識事態的嚴重性。 

¢第15次「中」歐領導人會晤在比利時舉行，雙方簽署有關科技、

反壟斷、低碳及可持續發展等領域的合作文件。 

¢胡錦濤會見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針對南海問題提出「4個堅持

」：堅持政治解決南海爭議；堅持走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道路

；堅持雙邊談判和友好協商；堅持維護南海和平穩定大局。 

¢「中」非合作論壇第5屆部長級會議在北京召開，通過兩項會議

成果文件：「中非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 北京宣言」和「

中非合作論壇— 北京行動計畫」（2013至2015年）。 

¢胡錦濤出席亞太經合會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主張透過「開放、包

容、透明」原則，循序漸進地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進程。 

 

一、領導人出訪 
u吳邦國出訪亞太4國 

大陸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於 9月 9日起程前往伊朗、緬甸、斯里蘭卡和斐

濟等國，進行訪問。 

吳邦國訪問伊朗期間，會晤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總統、拉裏賈尼（Ali Larijani）

議長、拉希米（Mohammad-Reza Rahimi）第一副總統等人。吳邦國在會見內賈德時表示，

「中」方認為對話與合作是妥善解決伊核問題的正確途徑，同時反對制裁、施壓，

甚至武力威脅的做法。內賈德則表示伊朗希望擴大和大陸在經貿、能源、農業、

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的合作（國際日報，2012.9.16）。 

9月 12日，吳邦國抵達緬甸訪問，會晤緬甸聯邦議會民族院議長吳欽昂敏（U 

Khin Aung Myint）、人民院議長吳瑞曼（Thura Shwe Mann）、總統吳登盛（Thein Sein）以及仰光

省行政長官吳敏瑞（U Myint Swe）等人。吳邦國和吳登盛舉行會談時指出，應推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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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向前發展，增進兩國戰略互信，並在涉及彼此重大利益

問題上相互支持。吳登盛則表示兩國應加強基礎設施、農業、能源等領域的合作，

緬甸將繼續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堅定支持「中」方維護核心利益的立場

和主張。兩人在會後共同出席 9項「中」緬政府間經貿合作文件及 2項金融合作

協定的簽署儀式，並且聽取兩國油氣管興建情況的彙報（新華網，2012.9.14）。 

吳邦國於 9月 15日轉往斯里蘭卡訪問，會晤總統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e）、

國會議長恰馬爾（H.E.Mr.Chamal. Rajapaksa）等人。吳邦國針對大陸與斯里蘭卡經貿合作

提出 3點建議，包括：（一）改善貿易結構，擴大貿易規模，大陸將鼓勵更多企

業加大對斯里蘭卡的投資；（二）保持基礎設施領域的合作；（三）加強在海洋

科研、氣候變化、防災減災等方面的合作，並深化在畜牧業、農產品加工、生物

質能源等領域的合作。拉賈帕克薩則希望大陸鼓勵企業前往斯里蘭卡推動鐵路、

港口、電站等基礎設施建設的大型合作計畫。兩人在會後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和斯里蘭卡民主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關於互免持外交、公務、因公普通護照

人員簽證協定」等 6項政府間合作文件、10項企業間合作協議的簽字儀式（國際日

報，2012.9.18）。 

9月 20日，吳邦國抵達斐濟，和斐濟總理姆拜尼馬拉馬（Josaia Voreqe Bainimarama）

及總統奈拉蒂考（Epeli Nailatikau）舉行會談。吳邦國針對兩國關係發展提出 4點建議：

（一）增進政治互信，大陸讚賞斐濟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在涉及大陸核心利

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支援大陸立場；（二）加強兩國在農業、旅遊、人力資源培

訓等方面的合作；（三）擴大人文交流，加強在教育、文化、新聞等領域的合作；

（四）大陸支持斐濟等太平洋島國在可持續發展、能源安全、海洋資源保護等問

題上的訴求（中央日報，2012.9.21）。 

 

二、大國關係 
u第3輪「中」歐高級別戰略對話在北京舉行  

第 3 輪「中」歐高級別戰略對話 7 月 9-10 日在北京召開，由大陸國務委員

戴秉國與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兼歐盟委員會副主席阿什頓（Catherine Ashton）

共同主持。雙方同意透過以下幾方面推動雙邊務實合作：（一）堅持並完善「中」

歐高級別戰略對話機制，以建設性方式妥善處理分歧；（二）開拓新領域合作，

推動城鎮化、新能源、節能環保、可持續發展等領域的合作，並且妥善解決貿易

摩擦問題；（三）加強人文交流，支持民間、青年和學術交往；（四）定期開展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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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外交政策磋商，舉行「中」歐防務安全部門政策對話，並且推展反海盜護航

合作（人民網，2012.7.11）。 

 

u胡錦濤會見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多尼隆 

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 7 月 24 日在北京會見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多尼隆

（Thomas Donilon）。胡錦濤指出「中」美兩國應「加強對話，保持溝通，增進互信，

擴大合作」，尊重和照顧彼此重大利益關切，妥善處理有關的敏感問題。多尼隆

則表示，美「中」關係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美方願和大陸發展兩

國間的合作夥伴關係，共同探索構建美「中」新型大國關係（中國新聞網，2012.7.24）。 

一般認為，多倫尼此行的主要目的在於穩定美「中」關係，避免兩國之間的

戰略猜忌持續升高，同時防止美「中」關係在美國總統大選與大陸權力接班期間，

出現重大變化（Political Worries in U.S. and China Color Obama Aide’s Beijing Visit,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5, 

2012）。 

 

u「中」俄舉行第7輪戰略安全磋商  

    8 月 20 日，大陸國務委員戴秉國在莫斯科和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派特

魯舍夫（Nikolai Patrushev）舉行「中」俄第 7 輪戰略安全磋商。戴秉國在會中指出，

雙方應繼續支持對方維護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並且共同維護聯合國憲章

的宗旨，推動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派特魯舍夫則表示，應利用兩國戰

略安全磋商等機制，加強雙方在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溝通和協作。兩人並就敘利

亞、伊核問題、阿富汗、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合作、亞太局勢等問題交換意

見（大陸外交部網站，2012.8.20）。 

 

u溫家寶與德國總理梅克爾共同主持第2輪「中」德政府磋商 

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8月 30日在北京與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舉行

會談，並共同主持第 2輪「中」德政府磋商。 

兩國總理在會中聽取雙方外交、經濟、科技、教育、環保等 23 個部門負責

人進行的工作彙報。溫家寶表示大陸願在充分考慮風險防控的前提下，繼續投資

歐元區國債市場，並加強和歐盟、歐洲央行及主要國家的溝通與協調，支持歐元

區重債國走出困境。梅克爾則向大陸介紹歐債問題的最新情況和處理原則。雙方

並在會後發表「展望未來的中德戰略夥伴關係— 第 2 輪中德政府磋商聯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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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同意加強兩國政治互信，提升雙邊戰略夥伴關係發展層級（人民網，2012.8.30；中

評網，2012.8.30）。 

 

u胡錦濤會見美國國務卿柯琳頓 

胡錦濤於 9月 5日在北京會見美國國務卿柯琳頓（Hillary Rodham Clinton）。胡錦濤

表示，大陸願和美方加強對話、溝通、協調，排除各種干擾，確保兩國關係沿著

正確方向前進。同時，胡錦濤呼籲美方抵制貿易保護主義，放寬高技術產品對大

陸出口限制，為大陸企業赴美投資提供公平競爭環境。柯琳頓則強調美方願擴大

兩國貿易與投資，加強雙方在基礎設施建設、新能源、環保等領域務實合作，進

一步推動美「中」經濟關係發展（大陸外交部，2012.9.5）。 

美國媒體在分析時指出，柯琳頓此行為其卸任國務卿前最後一次訪問大陸，

目的在向大陸說明美國近期亞洲政策的調整，降低大陸方面對美方政策的猜忌

（Hillary Clinton’s China Visit A Balancing Act，The 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4. 2012）。 

 

u習近平會見美國國防部長潘內達 

大陸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於 9 月 19 日在北京會見美國國防部長潘內達（Leon 

Panetta）。習近平指出，「中」美兩軍關係是兩國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雙方防務部

門應在「尊重、互信、對等、互惠」的基礎上，加強交流，深化合作。習近平並

且闡述大陸在釣魚島問題的立場，希望美方不要介入釣魚島主權爭議。潘內達則

表示美國亞太「再平衡」政策的目標，是要促進區域穩定、和平、繁榮，美方對

有關領土爭端不持立場，同時呼籲各方透過和平方式解決爭端（大陸外交部，2012.9.19）。 

 

u胡錦濤針對「中」日關係和釣魚島問題表明立場 

胡錦濤於 9月 9日在俄國出席亞太經合會第 20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

和日本首相野田佳彥進行交談。胡錦濤表示「中」日關係因釣魚臺問題面臨嚴峻

局面，強調日方採取任何方式「購島」都是非法的、無效的，「中」方堅決反對。

胡錦濤指出，「中國」政府在維護領土主權問題上立場堅定不移，日方必須充分

認識事態的嚴重性，不要做出錯誤決定，應共同維護「中」日關係發展大局（中

評網，20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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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大陸外交部就釣魚臺爭議發表聲明 

大陸外交部於 9月 10日針對釣魚臺爭議對外發表聲明，主張釣魚臺及其附

屬島嶼自古以來即為「中國」的神聖領土。該聲明認為，日本政府所謂的「購島」

行為完全是非法、無效的。「中」方強烈敦促日方立即停止一切損害「中國」領

土主權的行為，回到談判解決爭端的軌道。大陸外交部並且警告，如果日本一意

孤行，由此造成的一切嚴重後果只能由日方承擔（新華網，2012.9.10）。 

 

u第15次「中」歐領導人會晤在比利時舉行 

溫家寶於 9 月 19-20 日前往比利時布魯塞爾，出席第 15 次「中」歐領導人

會晤，此次會議由溫家寶與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HermanVanRompuy）、歐盟委員會

主席巴羅佐（Jose Manuel Barroso）共同主持。 

溫家寶在會中主張，「中」歐應合作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並且反

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同時也要相互擴大市場開放，堅持透過平等協商解決貿

易糾紛。歐方則表示，歐洲目前正積極推動改革，依靠自己的努力解決歐債問題，

歐「中」合作對歐洲經濟的復甦與成長極為重要，歐方將與「中」方加強溝通與

合作（大陸外交部，2012.9.21）。 

一般認為，由於歐盟正對大陸光伏（太陽能發電）產品，發起有史以來最大規模

的反傾銷調查，目前「中」歐雙邊貿易形勢嚴峻。根據大陸外交部副部長宋濤的

說法，大陸希望透過此次領導人會晤，達成 3 項目標：（一）堅持戰略互信，為

「中」歐關係發展指引方向；（二）促進互利合作，從長遠和戰略角度對「中」

歐合作進行統籌規劃；（三）妥善處理分歧，促進「中」歐關係健康發展（中央日報，

2012.9.19）。  

「中」歐在此次領導人會晤後，還簽署關於科技、反壟斷、低碳及可持續發

展合作等領域的合作文件，並且發表聯合新聞公報，同意進一步深化「中」歐全

面戰略夥伴關係（國際日報，2012.9.22）。 

 

三、第三世界關係 
u胡錦濤會見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兼部長會議主席勞爾卡斯楚 

胡錦濤於 7 月 5 日在北京會見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兼部長會議主席勞爾·卡

斯楚（Raúl Modesto Castro Ruz）。胡錦濤強調，「中」古兩國應發揮黨際和政府間各種

對話機制的作用，加強雙方在經貿、能源、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生物技術等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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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合作。卡斯處則表示古巴願和大陸保持密切交往，擴大在經貿、投資、可再

生能源等領域的合作。「中」古兩國領導人並在會後共同出席政府經濟技術合作

協定等合作文件的簽字儀式（人民網，2012.7.5）。 

 

u北韓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張成澤率團訪問北京  

北韓勞動黨中央行政部部長張成澤於 8月 13日率領代表團抵達北京訪問，

並於 8月 14日出席「中朝共同開發和共同管理羅先經濟貿易區和黃金坪、威化

島經濟區聯合指導委員會」第 3次會議，大陸方面由商務部部長張德銘代表出席。 

目前大陸與北韓已針對兩個經濟區的開發，共同編制完成規劃綱要，推動人

才培訓、法規制訂、通關便利化、通信、農業合作等具體合作項目，北韓並為此

修訂「羅先經貿區法」，並且制定「黃金坪、威化島經濟區法」（大公網，2012.08.15）。 

此次張成澤率領的北韓代表團共有 50人，包括勞動黨國際部部長金英日、

副部長金聖南、外務省副相金亨峻等人。張成澤是金正恩上臺後訪問大陸的最高

層級的北韓官員，張成澤訪問大陸期間，還會晤胡錦濤與溫家寶等人。胡錦濤對

其表示，大陸黨和政府始終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發展「中」朝關係，大陸希

望和北韓維持高層交往，加強交流合作，推動兩個經濟區合作計畫的進展（人民網，

2012.8.17）。 

 

u埃及總統穆爾西訪問北京 

    胡錦濤於 8月 28日在北京和埃及總統穆爾西（Mohamed Morsi）舉行會談，胡錦

濤呼籲兩國結合各自的發展戰略，進一步加強經貿往來，推動蘇伊士經貿合作區

等大項目建設，並且擴大在基礎設施建設、農業、交通、能源、金融等領域的合

作（國際日報，2012.8.28）。 

習近平於 8月 29日會見穆爾西時表示，大陸希望雙方繼續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相互理解和支持，並且保持和加強在重大國際和地區事務

中的協調與配合（新華網，2012.8.29）。稍後，溫家寶在與穆爾西舉行會談時表示，希

望埃及改善有關促進和保護投資等方面的法律協定，為兩國的經貿合作創造良好

環境（大陸外交部網站，2012.8.29）。 

穆爾西在與大陸領導人會談時，強調埃及和大陸保持高層交往，加強兩國政

府和黨之間的聯繫，同時拓展兩國在製造業、農漁業、金融、電子、通訊和交通

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合作，擴大雙邊貿易規模（國際日報，201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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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胡錦濤會見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討論南海爭議  

胡錦濤 9月 7日利用在俄羅斯出席亞太經合會第 20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

機會，會晤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Truong Tan Sang），就發展兩國關係發展交換意見。 

胡錦濤指出「中」越兩國應在「長期穩定、面向未來、睦鄰友好、全面合作」

方針的指引下，進一步發展睦鄰友好合作關係。針對南海爭議，胡錦濤提出「4

個堅持」，認為應「堅持政治解決南海爭議，堅持走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道路，

堅持雙邊談判和友好協商，堅持維護南海和平穩定大局」。胡錦濤表示兩國應依

據已簽署的「關於指導解決中越海上問題基本原則協議」，避免採取任何使爭議

「擴大化、複雜化、國際化」的單方面行動。張晉創則回應表示，越方願從兩國

關係戰略利益出發，落實兩國領導人達成的共識，通過和平友好協商，推動海上

問題妥善解決（人民網，2012.9.6）。 

 

四、多邊外交 
u「中」非合作論壇第5屆部長級會議在北京召開 

「中」非合作論壇第 5屆部長級會議於 7 月 19日在北京舉行，出席人員包

括：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南非總統祖馬（Jacob Zuma）、貝寧總統亞伊（Thomas Boni Yayi）、

赤道幾內亞總統奧比昂（Teodoro Obiang Nguema Mbasogo）、吉布提總統蓋萊（Ismail Omar 

Guelleh）、尼日總統伊素福（Mahamadou Issoufou）、象牙海岸總統瓦塔拉（Alassane Ouattara）、佛

得角總理內韋斯（José Maria Pereira Neves）、肯亞總理奧廷加（Raila Amolo Odinga）、埃及總統

特使阿姆魯（Amr Mahmoud Moussa）、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以及 50個論壇非洲成員國外

交部長和主管對外經濟合作事務的部長等人。 

    胡錦濤在會中以「開創中非新型戰略夥伴關係新局面」為題，發表談話指出，

大陸將向非洲國家提供 200億美元貸款額度，支持非洲基礎設施、農業、製造業

和中小企業發展。同時，大陸將適當增加援非農業技術示範中心，為非洲培訓 3

萬名各類人才，並且提供政府獎學金名額 18,000個，同時派遣 1,500名醫療隊員

前往非洲（大陸外交部網站，2012.7.19）。 

    大陸外長楊潔篪在會中宣佈未來 3年促進「中」非合作的新舉措，包括列出

投融資、援助、非洲一體化、民間交流與和平安全等 5大重點領域，藉以推展「中」

非新型戰略夥伴關係（大陸外交部網站，2012.7.19）。 

    此次會議在 7月 20日閉幕，通過兩項會議成果文件— 「中非合作論壇第五

屆部長級會議— 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論壇— 北京行動計畫」（2013至 2015年），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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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規劃未來 3年「中」非在各個領域的合作重點（中國經濟日報，2012.7.21）。 

 

u胡錦濤出席亞太經合會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胡錦濤於 9 月 8 日出席在俄羅斯海參崴（Vladivostok）舉行的亞太經合會第 20

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並在會中指出，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亞

太經合會的核心議程，「中」方予以支持，但也應充分考慮各成員不同發展程度

和具體情況，各國應加強資訊交流和能力建設，秉承「開放、包容、透明」原則，

循序漸進地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進程。此外，胡錦濤表示大陸願以主辦

2014 年亞太經合會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為契機，深化亞太經合會成員之間的合作

（新華網，2012.9.8）。 

 

u李克強出席「2012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暨「第3屆中阿經貿

論壇」 

大陸國務院副總理於 9月 12日出席在銀川召開的「2012中國國際投資貿易

洽談會」暨「第 3 屆中阿經貿論壇」。李克強在開幕式中致詞指出，大陸是世界

上最大的開發中國家，也是新興市場國家，正將發展戰略集中在擴大內需，推動

「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同步發展。李克強認為新興市場與開發中國

家在擴大和已開發國家合作的同時，應深化彼此之間的「戰略合作、互惠合作、

持久合作」，提升開發中國家合作關係（大陸外交部網站，2012.9.13）。 

李克強在會議期間，還分別會見與會的外國政要，包括泰國副總理春蓬

（Chumpol silpa-archa）、中非總統博齊澤（Francois Bozizé Yangouvonda）、巴布亞新幾內亞總理奧

尼爾（Peter Charles Paire O'Neill）等人（大陸外交部網站，2012.9.11；中國經濟網，2012.9.12；新華網，2012.9.12）。 

 

五、涉臺外交 
u大陸外交部呼籲兩岸合作維護釣魚臺主權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洪磊 9月 7日在記者會中針對記者提問表示，釣魚臺及其

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即為「中國」的固有領土，「海峽兩岸中國人和全體中華兒女

都有責任維護對釣魚臺的主權」（人民網，2012.9.7）。我國外交部則於 9月 17日重申，

釣魚臺是中華民國固有領土，基於國家政策及自身利益，不會與大陸共同合作處

理釣魚臺問題（中央廣播電臺，2012.9.17）。 

 （蔡明彥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