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外交
¢習近平出訪土庫曼、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基，推動大陸
與中亞國家的能源合作及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習近平在G20領導人第8次峰會會見歐巴馬，重申「中」美應建構
新型大國關係，呼籲美方放寬高技術產品對大陸的出口限制，並
對亞太地區海洋權益與島嶼爭議，採取客觀公允的態度。另，與
日本首相安倍進行簡短交談時，籲日方本著「正視歷史、面向未
來」的精神，正確處理釣魚臺與歷史問題。
¢「中國」－東協特別外長會在北京舉行，同意打造「中國」－東
協自貿區升級版，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談判。
¢李克強在「中國」— 東協博覽會中表示，力爭雙方在2020年雙邊
貿易額達1萬億美金、新增雙向投資達1,500億美金的目標。
¢習近平出席G20領導人峰會及金磚國家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均呼
籲，完善全球經濟治理，落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和治理改革
方案。
¢習近平呼籲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儘快簽署「國際道路便利運輸化
協定」，開闢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從中亞到印度洋和波斯灣的
交通運輸走廊。

一、領導人出訪
◆習近平出訪中亞 4 國，積極推展伙伴外交
今（2013）年 9 月 3 日，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起程前往土庫曼、哈薩克、烏茲
別克、吉爾吉斯等 4 個中亞國家進行訪問。
9 月 3 日，習近平抵達土庫曼，和土庫曼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Gurbanguly
Berdymukhamedov）舉行會談。習近平指出，大陸已成為土庫曼第一大貿易夥伴，未來

兩國應擴大非資源領域合作，包括推動基礎設施建設、農業、通信、電力、醫療
衛生與高新技術合作。針對阿富汗重建問題，習近平認為大陸與土庫曼應共同抵
禦外部勢力破壞中亞的穩定，並且支持「阿人主導、阿人所有」的和解進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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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政府網站，2013.9.4）。「中」土領導人在會中決定建立兩國「戰略夥伴關係」，並且

簽署「兩國關於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人民網，2013.9.4）。
9 月 6 日，習近平展開對哈薩克的國事訪問，並在 7 日會見哈國總統納紮爾
巴耶夫（Nursultan Abishevich Nazarbayev），雙方同意在民用核能、新能源、清潔能源領域
發展新的合作計畫，確保實現 2015 年雙邊貿易額 400 億美金的目標（人民網，
2013.9.8）
。習近平在停留哈薩克期間，還會晤哈國總理艾哈邁托夫（Serik Nigmetuli Akhmetov）

及下議院議長尼格馬圖林（ Nurlan Nigmatulin）等人。
習近平在 9 月 8 日轉往烏茲別克訪問，在 9 日會見烏國總統卡里莫夫（Islom
Abdug'aniyevich Karimov）時主張，在

2017 年將兩國雙邊貿易額提升到 50 億美金，並呼

籲早日啟動「中」烏自貿區談判，擴大相互投資。此外，兩國同意未來將拓展在
天然氣加工、油頁岩開發、可再生能源等領域的合作，並且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
通，早日實現大陸— 吉爾吉斯— 烏茲別克之間的鐵路與公路全線貫通。兩國領導
人在會後簽署「中烏關於進一步發展和深化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和「中烏
友好合作條約」，並出席兩國政府簽署多項經貿、能源、投融資、漢語教學合作
文件的儀式（大陸外交部網站，2013.9.9）。
9 月 10 日，習近平抵達吉爾吉斯進行國事訪問，在 11 日會見吉爾吉斯總統
阿坦巴耶夫（Almazbek

Atambeyev），雙方宣佈將兩國關係提升為戰略夥伴關係，並簽

署「中吉關於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
。會後兩人還見證兩國政府在經貿、
能源、投融資、中醫藥等領域合作文件的簽署儀式。習近平在訪問期間還會見吉
爾吉斯議長葉延別科夫（Asylbek

Jeenbekov）和總理薩特巴爾季耶夫（Zhantoro Satybaldiyev）

等人（新華網，2013.9.11）。
外國媒體在分析時指出，中亞國家占大陸外貿金額比重並不高，但該地區對
大陸在戰略與經濟上的重要性，卻越來越受到北京的重視。北京之所以積極和中
亞國家建立戰略伙伴關係，主要考量在於：第一、大陸對於和中亞國家發展能源
合作具備高度興趣；第二、大陸希望加強和中亞國家的互聯互通，未來將可透過
鐵路運輸系統將大陸貨品輸往歐洲市場，降低對海運的過度依賴（Fozil

Mashrab, “Xi

Jinping Brings out Central Asia Critics,” Asia Times, September 24, 2013）。

二、大國外交
◆「中」美召開第 5 輪戰略與經濟對話，重申建構新型大國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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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0 日至 11 日，「中」美第 5 輪戰略與經濟對話在華盛頓舉行，由大陸
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和國務委員楊潔篪率團與會，並和美國國務卿凱瑞（John

Forbes

Kerry）、財政部長雅各·盧（Jack Lew）共同主持對話。

汪洋在會中指出，今年 6 月習近平和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就雙方共同建

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達成共識，本輪對話目的在於體現「不衝突、不對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理念。凱瑞則認為美「中」是兩個大國，
美「中」關係應具備全球視野，未來應加強對話與合作，尋找新的利益匯合點（大
陸外交部網站，2013.7.11）。

7 月 10 日，「中」美雙方舉行第 5 輪戰略與經濟對話的能源安全專題會議，
由汪洋、楊潔篪、凱瑞、雅各·盧共同主持。大陸方面表示希望引進美國先進節
能技術和管理經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並且呼籲美方公正對待大陸油氣企業赴
美投資油氣項目（中新網，2013.7.11）。美方則承諾將公平對待大陸企業赴美投資，但
也強調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投資審查僅限於國家安全，而非經濟政策或其他國
家政策（大陸政府網，2013.7.12）。
在同一日舉行的第 5 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氣候變化會議中，大陸表示
「中」美兩國發展階段不同，因此應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希望美方向
大陸提供相應技術、經驗和知識支持，放寬並最終解除綠色低碳技術的出口限
制。雙方在會中同意在載重汽車減排、智能電網、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溫室氣體
數據、建築和工業能效等 5 大重點領域，開展合作並且提出行動計劃（中評網，
2013.7.11）。

根據美國布魯金斯研究院（The Brookings Institute）學者李侃如（Kenneth Liberthal）的分析，
由於大陸新領導人剛剛上臺，大陸方面新任官員現階段還在摸索相關議題，因此
美「中」雙方在本輪戰略與經濟對話中不易就長期以來的爭議達成任何具體的重
大突破（“U.S., China Begin Strategic and Economic Talks,” Los Angeles Times, July 10, 2013）。

◆習近平會見美國總統歐巴馬，呼籲美方對區域海洋爭端採客觀公允
態度
習近平 9 月 6 日利用出席 20 國集團領導人第 8 次峰會的機會，在俄國聖彼
得堡會見美國總統歐巴馬。習近平主張「中」美應堅定不移沿著建構新型大國關
係的方向走下去，落實兩軍交往專案，並加強在各領域的對話和合作。另外，習
近平表示大陸重視美方在市場准入、智慧財產權保護等問題上的關切，但美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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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放寬高技術產品對大陸的出口限制。針對亞太地區海洋權益與島嶼爭議，習近
平呼籲美方應採取客觀公允的態度，為維護亞太和平、穩定、繁榮發揮積極作用
（新華網，2013.9.6）。

歐巴馬在回應時表示，未來兩國應擴大務實合作，希望美「中」能在亞太事
務中建立全面夥伴關係，推動區域合作（新華網，2013.9.6）。

◆習近平會見日本首相安倍，要求日方本著「正視歷史、面向未來」
的精神，妥善處理釣魚臺和歷史問題
習近平於 9 月 5 日出席 20 國集團領導人第 8 次峰會期間，在俄國聖彼德堡
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進行簡短交談。安倍向習近平表示日「中」關係
應回到兩國戰略互惠關係的原點（“China, Japan Leaders Xi and Abe Meet at G20,” BBC News, September 6,
2013）。習近平則向安倍闡明大陸的原則立場，指出近來「中」日關係面臨嚴重困

難，不是大陸方面所樂見。大陸願在「中」日 4 個政治文件的基礎上，推進「中」
日戰略互惠關係。但習近平也呼籲日方應本著「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精神，
正確處理釣魚臺與歷史問題，尋求妥善管控分歧和解決問題的辦法（鳳凰網，2013.9.6）。
一般認為，大陸不願意和日本恢復正式雙邊高層對話，在於向日方表達強烈
外交訊息，讓安倍政府瞭解其必須為兩國關係惡化負責（“Abe to Xi: Let’s Improve China-Japan
Relations,” Voice of America, September 6, 2013）。

三、第三世界關係
◆大陸領導人會見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提議推動「中」巴經濟走廊、
互聯互通
習近平於 7 月 4 日在北京會見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Nawaz Sharif）時指出，加強
「中」巴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是大陸周邊外交的優先方向，希望未來能穩定地推動
「中」巴經濟走廊、互聯互通等重點合作項目。謝里夫則表示巴方高度重視兩國
經濟和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歡迎大陸企業前往投資（大陸外交部網站，2013.7.4）。
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 7 月 5 日會見謝里夫，雙方同意持續深化「中」巴
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包括：（一）加強高層往來和戰略合作，發揮領導人年度會
晤、戰略對話等重要機制的作用；（二）提升經貿合作水準，打造「中」巴自貿
區升級版，擴大貿易規模；（三）推進互聯互通合作，成立聯合合作委員會制定
「中」巴經濟走廊遠景規劃和短期行動計畫；（四）擴大人文領域交流，加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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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議會、智庫、高校、青年、媒體間交往；（五）深化防務、安全、反恐合作，
維護兩國和區域安全；（六）加強多邊領域合作，在重大國際和區域問題上保持
密切協調合作（新華網，2013.7.5）。
李克強和謝里夫在會後共同出席雙邊合作文件簽字儀式，並發表「關於新時
期深化中巴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共同展望」（人民網，2013.7.6）。

◆習近平會見阿富汗總統卡爾紮伊，強調支援阿富汗和平重建進程
習近平於 9 月 27 日在北京和阿富汗總統卡爾紮伊（Hamid Karzai）舉行會談，就
兩國關係發展提出建議：（一）保持高層交往及政府、立法機構、政黨交流，就
重大問題加強戰略溝通，增進政治互信；（二）加強經貿、承包工程、資源能源
開發、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的合作；（三）加強安全合作，共同打擊「三股勢力」、
毒品走私、跨國犯罪；（四）擴大人文交流，「中」方願為阿富汗培訓各類人才；
（五）加強在聯合國等框架內溝通和協調，支援上海合作組織在阿富汗問題上發
揮更大作用（國際日報，2013.9.28）。
習近平強調，2014 年是阿富汗實現過渡的關鍵年份，希望「阿人主導、阿
人所有」的和解進程能有所進展。卡爾紮伊表示，歡迎大陸參與阿富汗能礦資源
開發，協助阿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兩國領導人在會談後共同見證雙方政府針
對引渡條約、經濟技術合作協定等合作文件的簽署儀式，並發表「中阿關於深化
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新華網，2013.9.28）。
外界分析指出，習近平將 2014 年視為阿富汗「關鍵年份」的外交與政治意
涵在於：第一、在 2014 年美軍與北約部隊撤離阿富汗後，大陸希望在中亞與南
亞地區扮演推動區域合作的主導角色；第二、大陸擔心 2014 年美軍撤離後阿富
汗境內的動亂情勢，將衝擊新疆地區的穩定（“Xi Signals Greater Role for China in Afghanistan,” The
Hindu, September 29, 2013）。

四、多邊外交
◆「中國」— 東協特別外長會議在北京舉行，重申推動「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關係」談判
「中國」－東協特別外長會 8 月 29 日在北京舉行，由大陸外交部長王毅和
泰國副總理兼外長素拉蓬（Surapong Tovichakchaikul）共同主持。雙方在會中同意打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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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東協自貿區升級版，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談判，推進區
域的互聯互通（新華網，2013.8.29）。
李克強在會見東協國家外長時強調，大陸將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
睦鄰友好政策，支持東協共同體建設，並且樂見東協在區域合作中發揮主導作
用。泰國副總理兼外長素拉蓬和汶萊外交與貿易部長穆罕默德親王（Prince

Mohamed

Bolkiah）代表東協國家外長表示，大陸與東協應擴大在經貿、人文、非傳統安全、

海上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妥善處理分歧（大陸外交部網站，2013.8.29）。

◆李克強出席第 10 屆「中國」— 東協博覽會和「中國」— 東協商務
與投資峰會，倡議建立雙方「海洋伙伴關係」
第 10 屆「中國」— 東協博覽會和「中國」— 東協商務與投資峰會 9 月 3 日
在廣西南寧舉行。李克強在出席開幕式時指出，大陸新一屆政府將堅定不移地奉
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新華網，2013.9.4）。
針對南海問題，李克強強調大陸一貫主張，應由直接當事方在尊重歷史事實
和國際法的基礎上進行磋商。李克強並就加強大陸和東協合作，提出 5 項倡議：
（一）打造「中國」— 東協自貿區升級版，雙方應進一步降低關稅，力爭在 2020
年雙邊貿易額達 1 兆美金、新增雙向投資達 1,500 億美金；（二）加快推進公路、
鐵路、水運、航空、電信、能源等領域的互聯互通合作；（三）加強金融合作，
強化多層次區域金融安全網，完善金融風險預警和救助機制；（四）開展海上合
作，大陸倡議建立「中國— 東協海洋夥伴關係」；（五）增進人文交流，大陸倡
議將 2014 年訂為「中國— 東協友好交流年」（鳳凰網，2013.9.4）。

◆習近平出席 20 國集團領導人第 8 次峰會，主張落實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
習近平於 9 月 5-6 日出席在俄國聖彼得堡舉行的 20 國集團領導人第 8 次峰
會。本次峰會的主題為「增長和就業」，習近平在會中主張：（一）採取負責任
的宏觀經濟政策，並且加強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溝通和協調；（二）維護和發展
開放型世界經濟，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三）完善全球經濟治理，落實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制定反映各國經濟總量在世界經濟中權重
的新份額公式。另外，習近平也在會中承諾，大陸將努力深化利率和匯率市場化
改革，並且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中新網，201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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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呼籲建構金磚國家金融安
全網
習近平於 9 月 5 日在聖彼得堡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和巴西總統
羅塞夫（Dilma Rousseff）、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印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
南非總統祖馬（Jacob Zuma），針對金磚國家合作以及國際和區域問題交換意見。
習近平針對金磚國家合作提出 3 項建議：（一）共同因應已開發國家寬鬆貨
幣政策產生的外溢效應；（二）維護和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維護多邊貿易體系，推動杜哈回合談判達成早期收獲；（三）提升新興市場國家
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落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改革決定，制
定反映各國經濟總量在世界經濟中權重的新份額公式，同時應建立金磚國家開發
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建構金磚國家金融安全網（新華網，2013.9.6）。
根據報導，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在未來數月內將籌募約 500 億美金，但迄今尚
未訂出明確的完成日期，原因在於金磚國家領導人對於開發銀行的運作細節，仍
未達成最後共識（“BRICS Moves towards Creating Fund to Steady Market,” The Hindu, September 6, 2013）。

◆習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提出 4 點合作主張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 13 次會議 9 月 13 日在吉爾吉斯首都比什
凱克舉行，習近平在會中提出 4 點主張：（一）落實「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長期
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在涉及主權、安全、領土完整、政治制度、社會穩定、發
展道路和模式等問題上相互支持，共同因應挑戰；（二）落實「打擊恐怖主義、
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及合作綱要，合力打擊「三股勢力」，支持阿富
汗民族和解進程；（三）儘快簽署「國際道路便利運輸化協定」，開闢從波羅的
海到太平洋、從中亞到印度洋和波斯灣的交通運輸走廊；（四）加強人文交流與
民間交往，為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奠下民意與社會基礎。同時，習近平表示大陸將
在上海政法學院設立「中國」— 上海合作組織國際司法交流合作培訓基地，為其
他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培養司法人才（環球網，2013.9.13）。
這次會議中，各國領導人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比什凱克宣言」，
並且決定 2014 年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將在塔吉克首都杜尚別舉行（大陸外交部網站，
2013.9.13）。

(蔡明彥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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