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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外交 
 

n「中」俄在兩國總理第17次定期會晤中，同意爭取提前實現2015年

雙邊貿易額達1,000億美金的目標，同時開展在航空航天領域聯合研

製與生產的大型合作計畫。兩國並簽署「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與俄羅

斯儲蓄銀行金融合作協定」與「中國農業銀行與俄羅斯儲蓄銀行戰

略合作備忘錄」。 

n胡錦濤致電祝賀歐巴馬連任美國總統，重申建構新型大國關係的重

要性。溫家寶會見歐巴馬時，主張兩國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

的合作夥伴關係。 

n溫家寶出席「第9屆亞歐首腦會議」，要求維持「自由、開放、公正」

國際貿易，呼籲各國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工作。 

n「東協與『中』日韓合作15周年紀念峰會」、「第15次『中國』—

東盟領導人會議」及「第7屆東亞峰會」在柬埔寨召開，溫家寶在

會中表明大陸支持推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談判的

立場。 
 

一、領導人出訪 
u溫家寶出訪柬埔寨、泰國 

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 2012年 11月 18日啟程前往柬埔寨及泰國，進行正

式訪問，此為中共「十八大」後大陸領導人首次出訪行程。11月 18日，溫家寶在

金邊和柬埔寨首相洪森(Hun Sen)舉行會談，指出近年來「中」柬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

係發展快速，未來應進一步制訂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行動計劃。溫家寶表示大

陸將繼續支持柬埔寨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推動更多大陸企業前往柬埔寨投

資 (人民網，2012.11.19)。 

溫家寶於 11 月 20 日轉往泰國訪問，並於隔日和泰國總理盈拉(Yingluck Shinawatra)

舉行會談。溫家寶表示大陸願積極落實兩國簽署的經貿合作 5 年發展規劃，加強

雙方在交通、水利基礎設施建設、農業、投資等方面的合作，並開展大湄公河次

區域開發計畫。盈拉則希望雙方以製造業、農? 品和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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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貿易和雙向投資持續增長(中評社，2012.11.20)。溫家寶訪問泰國期間，還會見泰國

國王蒲美蓬(Bhumibol Adulyadej)以及樞密院主席炳·廷素拉暖(Prem Tinsulanonda)上將等人(新華

網，2012.11.21；國際日報，2012.11.22)。 

 

u溫家寶出席「中」俄總理第 17次定期會晤，主張促進世界多極化 

溫家寶於 12 月 5 日對俄國進行正式訪問，並於隔日和俄國總理梅德韋傑夫

(Dmitri Medvedev)共同主持「中」俄總理第 17 次定期會晤，同時聽取「『中』俄總理定

期會晤委員會」、「『中』俄能源談判」、「『中』俄人文合作委員會」3個合作機制的

工作匯報。雙方參與的官員包括大陸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國務委員劉延東、俄

國副總理戈洛傑茨(Olga Golodets)、德沃爾科維奇(Arkady Dvorkovich)、羅戈津(Dmitry Rogozin)等人。 

溫家寶在會中就兩國未來合作提出建議，包括：(一)擴大貿易，爭取提前實現

2015年雙邊貿易額達 1,000億美金的目標；(二)推進全方位能源合作，促進兩國能

源安全和可持續發展；(三)拓展在投資、深加工、高科技和創新領域的合作，並開

展在航空航天領域聯合研製、聯合生產等大型合作計畫；(四)利用「中」俄地方領

導人定期會晤機制，加強兩國地方合作；(五)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在政策和管理層

面提供企業更多支持與便利；(六)擴大人文交流，落實「中」俄人文合作未來 10

年規劃；(七)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國際經濟金融體系改革。梅德韋傑夫則

表示，俄方願發揮兩國總理定期會晤等合作機制的作用，擴大在經貿、能源、航

空航天、交通等領域的合作，充實兩國關係的戰略內涵。兩國總理並在會中簽署

「『中』俄總理第 17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新華網，2012.12.6)。 

12月 6日，溫家寶會見俄國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 )，指出兩國應深化政治互信和

戰略互信，並且推動聯合國、20 國集團、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等機制發揮更

大作用，促進世界多極化 (國際日報，2012.12.8)。溫家寶訪俄期間，雙方政府有關部門簽

署「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與俄羅斯儲蓄銀行金融合作協定」與「中國農業銀行與俄

羅斯儲蓄銀行戰略合作備忘錄」等合作文件(大陸外交部，2012.12.6)。 

 

二、大國關係 
u李克強會見德國外長，呼籲透過對話解決貿易摩擦問題 

大陸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於 10 月 11 日在北京會見德國外長韋斯特韋勒(Gu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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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welle)。李克強表示「中」德、「中」歐互為重要貿易夥伴，應共同反對貿易保

護主義，希望德方積極推動歐盟從大局出發，妥善處理相關貿易摩擦。李克強強

調「貿易保護是死胡同，協商合作才是共贏的大趨勢」。韋斯特韋勒則指出，德方

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願繼續推動歐盟透過對話協商，解決歐「中」貿易爭端(新華網，

2012.10.11)。 

 

u胡錦濤致電祝賀歐巴馬連任美國總統，重申建構新型大國關係 

    11月 7日，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向當選連任的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發表

賀電。胡錦濤在電文中表示，在雙方共同努力下，兩國已就建設「相互尊重、互

利共贏」的「中」美合作夥伴關係、探索構建新型大國關係達成共識。胡錦濤指

出，「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人文交流高層磋商等機制，已取得重要成果。而保

持「中」美關係持續穩定發展，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且有利於亞太地區及世

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大陸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也致電拜登(Joe Biden)，祝賀其再次

當選美國副總統(大陸外交部網站，2012.11.7)。 

國外媒體分析，大陸近期與周邊國家因海上領土爭端，關係陷入緊張，此為

美國在亞洲推動「再平衡」（rebalancing）戰略提供良好契機。在歐巴馬第二任期內，

美「中」之間的戰略競爭可能升高，大陸對美國的戰略圍堵將更加不安，美國則

可能結合區域盟友進一步因應大陸的崛起，相關發展將為美「中」關係帶來不確

定因素(Jonathan Marcus,「Obama Second Term: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BBC News,November 2012)。 

 

u溫家寶會見歐巴馬提議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贏」合作伙伴關係 

    溫家寶於 11 月 20 日在柬埔寨金邊出席東亞領導人系列會議期間，會見美國

總統歐巴馬。溫家寶指出「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雙方應

繼續堅持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鞏固「戰略與經濟對話」、

「人文交流高層磋商」等重要機制，發展在貿易、投資、金融、基礎設施等領域

的合作。歐巴馬則表示，美「中」應加強合作，共同因應全球挑戰與威脅，美方

希望透過和平方式解決地區熱點問題，在主權和領土爭議問題上，美方將不會「選

邊站隊」(國際線上，2012.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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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胡錦濤會見俄羅斯國防部長，支持加強兩國兩軍關係 

胡錦濤於 11 月 21日在北京會見俄國國防部長紹伊古(Sergei Shoigu)。胡錦濤指出

過去 10 多年來，「中」俄兩國兩軍關係取得前所未有的發展，雙方在涉及各自主

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等核心利益問題上相互堅定支援。胡錦濤表示大陸始終高度

重視「中」俄關係，無論國際情勢和兩國國內情況如何變化，大陸對俄關係的原

則和方針都不會改變。紹伊古則表示俄方願進一步加強兩軍互信，深化兩軍合作

關係(鳳凰網，2012.11.21)。 

 

三、第三世界關係 
u溫家寶會見印尼總統蘇西洛，建議儘速制訂兩國經貿合作 5年規劃 

溫家寶在柬埔寨出席東亞領導人系列峰會期間，於 11 月 18 日會見印尼總統

蘇希洛(General Susilo Bambang Yudhoyono)。溫家寶針對兩國合作關係未來發展，提出 3點建

議：(一)加緊制訂「『中』印經貿合作 5年規劃」，確定雙方重點合作的領域和項目；

(二)擴大投資合作，大陸將鼓勵企業和印尼在礦? 加工、製造業、農業、高新技術

等領域開展合作；(三)本著互諒互讓精神，妥善解決問題，克服困難，提振信心。

雙方並就東亞領導人系列會議的內容交換意見 (新華網，2012.11.19)。 

 

u溫家寶會見印度總理辛格，呼籲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溫家寶於 11 月 19 日利用出席東亞領導人系列會議期間，在柬埔寨會見印度

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溫家寶表示，「中」印應抓住兩國發展的戰略機遇，利用戰

略經濟對話機制，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溝通協調，相互開放市場，並且共同反對

貿易保護主義。辛格則祝賀中共「十八大」成功舉行，並表示兩國應在國際與區

域事務中，密切溝通協調，維護開發中國家的共同利益(國際線上，2012.11.19)。 

 

四、多邊外交 
u胡錦濤特別代表、全國政協副主席孫家正出席「亞洲合作對話」首

次首腦會議  

大陸全國政協副主席孫家正於 10月 16-17日期間，以胡錦濤特別代表的身份，

出席在科威特舉行的「亞洲合作對話」首次首腦會議。「亞洲合作對話」是亞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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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跨政府的對話與合作平台，由泰國在 2002年倡議成立，目前有 32個成員國。 

孫家正在會中針對亞洲國家未來發展，提出 3點建議：(一)培育亞洲意識，共

建和諧亞洲，開展不同宗教、文明的對話，並且開展多渠道、多形式的文化交流；

(二)提高合作效率，加速亞洲發展，針對開發中國家關注的糧食安全、能源安全、

互聯互通、金融、教育、扶貧等領域的開展務實合作；(三)凝聚亞洲共識，提升亞

洲影響，在全球經濟治理、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氣候變化、千年發展目標、糧食

和能源安全等重大問題上，亞洲國家應凝聚共識，發出亞洲聲音(國際日報，2012.10.17)。 

孫家正強調大陸將「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贏的

開放戰略」、「堅定不移貫徹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同時，大陸在

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的基礎上，將致力於透過友好協商，和平解

決與有關國家的爭議(新華網，2012.10.17)。 

 

u溫家寶出席「第 9屆亞歐首腦會議」，提議加強防災減災合作  

溫家寶於 11 月 5 日出席在寮國舉行的「第 9 屆亞歐首腦會議」。溫家寶在本

屆亞歐首腦會議第 1 次領導人會議中表示，大陸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對

世界經濟復甦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強調「自由、開放、公正」的國際貿易，

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各國應加強有關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工作(大陸外交部網

站，2012.11.5)。 

11 月 6 日，溫家寶在本屆亞歐首腦會議的第 2 次領導人會議中強調，能源安

全、糧食安全、防災減災、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的重要性。溫家寶呼籲亞洲與

歐洲國家應加強防災減災領域的合作，積極開展政策對話和協調，建立重大災害

應急救援合作機制，並且相互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人民網，2012.11.6)。 

溫家寶出席「第 9 屆亞歐首腦會議」期間，和寮國人民革命黨總書記、國家

主席朱馬利(Choummaly Sayasone)與寮國總理通辛(Thongsing Thammavong)等人舉行會談，強調雙

方應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擴大合作，包括深化湄公河流域的執法安全合作(國際線上，

2012.11.5)。另外，溫家寶也會見與會的其他外國領導人，包括：義大利總理蒙蒂(Mario 

Monti)、保加利亞總統普列夫內利耶夫(Rosen Asenov Plevneliev)、法國總統奧朗德(François Hollande)

等人(新華網，2012.11.5)。 

「亞歐會議」成立於 1996年，是亞洲和歐洲間的跨政府對話論壇，目前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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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有 51 個國家。本屆亞歐首腦會議的主題為「和平摯友，繁榮夥伴」，對話重

點放在經濟與金融議題，但會議仍觸及伊朗核武與敘利亞問題。尤其日本野田首

相在會中提出透過國際法處理釣魚臺爭端的提議，但溫家寶在會議討論區域安全

議題之前，便提早離開會場(「9th ASEM Summit in Laos」，EU-Asia Center,November 6 2012)。 

 

u溫家寶出席東亞領導人系列峰會，表達支持 RCEP立場 

溫家寶於 11 月 18 日前往柬埔寨首都金邊，出席「東協與中日韓(10+3)合作

15周年紀念峰會」、「第 15次中國— 東盟(10+1)領導人會議」以及「第 7屆東亞峰

會」。 

11月 19日，溫家寶出席「東協與中日韓(10+3)合作 15周年紀念峰會」，並就

東亞區域合作提出 4項建議：(一)增強應對危機能力，加快「清邁倡議」多邊化協

議修訂工作，盡快將 10+3 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升級為區域性國際組織；(二)推動

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大陸將支持推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談判；(三)開展互聯互通合作，建設便捷、高效的基礎設施網路；

(四)創造穩定安全友好的社會人文環境，重點發展在執法、災害管理、打擊跨國犯

罪、疫病防控等領域的區域性制度安排。各國領導人並在會中通過「關於紀念 10+3

合作 15周年的領導人聯合聲明」和「關於 10+3互聯互通夥伴關係的領導人聲明」

(新華網，2012.11.19)。 

溫家寶隨後參加「第 15 次中國— 東盟領導人會議」，由溫家寶與柬埔寨首相

洪森共同主持。溫家寶在會中指出未來應深化「中國」— 東協自貿區建設，推進

互聯互通合作，密切社會人文交流。溫家寶重申大陸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也反對大國共治或大國主宰地區事務。本次會議還通過「紀念『南海各方行為宣

言』簽署 10周年聯合聲明」(國際日報，2012.11.21)。 

11月 20日，溫家寶出席「第 7屆東亞峰會」，並在會中呼籲各方加強在金融、

能源、教育、災害管理、公共衛生、互聯互通等 6 大領域的合作。此外，溫家寶

重申大陸將全力支持東協推進 RCEP，並且積極參與相關談判 (國際日報，2012.11.21)。 

溫家寶出席東亞領導人系列峰會期間，並與柬埔寨首相洪森、印尼總統蘇希

洛(General Susilo Bambang Yudhoyono)、南韓總統李明博、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Najib Tun Razak)、

印度總理辛格、美國總統歐巴馬、澳洲總理吉拉德(Julia Eileen Gillard)等與會的外國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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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舉行會談(新華網，2012.11.19；人民網，2012.11.19；大陸外交部網站，2012.11.19；大陸政府網，2012.11.20；國

際線上，2012.11.20)。 

 

u溫家寶出席「上合組織總理會議」，主張發展「上合」移動通信衛星

服務 

12 月 5 日，溫家寶出席在吉爾吉斯首都比斯凱克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

國總理第 11 次會議」。溫家寶在會中指出，未來應將實現「上合組織」區域內基

礎設施互聯互通，視為推動務實合作的首要目標。溫家寶表示大陸願落實 2012年

6月承諾提供的 100億美金貸款，設立本地區的經濟技術合作基金，推動「上合組

織」開發銀行組建工作，並且發展「上合組織」移動通信衛星服務，使其成為區

域內應急、救災、反恐、移動通信的服務平臺(新華網，2012.12.5)。 

另外，溫家寶也呼籲儘速成立「中國— 上海合作組織環境保護合作中心」，加

強環保能力建設，並在打擊「三股勢力」、毒品和跨國有組織犯罪等方面，發展深

入合作。與會的各國領導人在會中通過「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總理理事會會議聯

合公報」等文件，並決定下次總理會議將於 2013 年在烏茲別克舉行(大陸外交部網站，

2012.12.5)。 

 
(蔡明彥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