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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外交 
 

李克強訪問瑞士，歡迎瑞士參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支持蘇黎世人民

幣離岸市場建設；會見法國總理，希望法國放寬對大陸高技術產品出

口；會見印尼總統，希望大陸企業成為印尼基礎設施建設的最佳搭檔。 

習近平和美國總統歐巴馬通話，表示願和美方繼續開展戰略性交流對

話，呼籲加快雙邊投資協定談判；會見歐洲議會議長，主張「中」歐

共同打造「和平、增長、改革、文明」4大夥伴關係。 

習近平會見厄瓜多總統，宣布建立戰略夥伴關係，推進在能源、電力、

礦產、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合作；會見阿根廷總統，將核電列為下一階

段的重點合作。 

「中」拉體論壇在北京舉行首屆部長級會議，通過「『中』拉論壇首

屆部長級會議北京宣言」、「『中國』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合作規劃

（2015－2019）」、「『中』拉論壇機制設置和運行規則」等 3項成

果文件。 

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 2015年年會呼籲，透過「一帶一路」建設，達

成「亞洲命運共同體」的目標。 

大陸外交部表示臺灣申請參與亞投行，應避免出現「兩個中國」、「一

中一臺」問題。 

 

一、領導人出訪 

 李克強訪問瑞士，同意加強雙邊金融合作 

    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今（2015）年 1月 20日抵達瑞士參加世界經濟論壇 2015

年年會，並對瑞士進行訪問。李克強在會晤瑞士聯邦主席索馬魯加（Simonetta Sommaruga）

時，針對「中」、瑞關係發展提出建議： 

    在經貿方面，應落實雙方自貿協定，優化雙邊貿易結構、擴大雙向投資，並

在高端製造業、節能環保、現代農業等領域加強合作。 

    在金融方面，大陸歡迎瑞士參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支持蘇黎世人民幣離岸

市場建設，並給予瑞士 500 億元人民幣的合格境外投資者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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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文交流方面，應共同辦好建交 65周年慶祝活動，加強文化、科技、教育、

旅遊和人員培訓等交流合作。同時，雙方應在初步達成「互免持外交護照人員簽

證協議」基礎上，爭取為雙方人員往來提供更多便利條件。 

    在執法合作方面，雙方應深化追逃追贓、打擊跨國犯罪合作，加快推進刑事

司法協助條約締約工作（大陸外交部網站，2015.1.21；大陸政府門戶網，2015.1.22）。 

    索馬魯加表示，願意深化和大陸在金融領域的合作，使瑞士成為人民幣離岸

業務中心。雙方領導人在會談後共同見證雙邊金融、食品藥品、科研、人員往來

等領域合作文件的簽署（大陸政府門戶網，2015.1.22）。 

 

二、大國關係 

 李克強會晤法國總理，呼籲放寬對大陸高技術產品出口 

    李克強 1 月 29 日在北京和法國總理瓦爾斯（Manuel Carlos Valls Galfetti）舉行會談，主

張雙方應加強核能、航空航太、高鐵等傳統領域合作，並開拓在醫療衛生、生態

環保、金融等新興領域合作。另外，李克強希望法國放寬對大陸高技術產品出口，

並為大陸企業赴法投資提供更加開放、公平、友善的市場環境。瓦爾斯則表示，

法方願和大陸深化航太、核能、金融、農業、高鐵、新能源汽車、旅遊等方面的

合作，同時加強雙方在反恐、氣候變化談判等國際事務合作（中新網，2015.1.29）。 

 

 習近平和美國總統歐巴馬通話，呼籲加快雙邊投資協定談判 

  習近平 2 月 11 日和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進行電話通話，表示願

和美方繼續開展戰略性交流對話。習近平強調在今年召開的「中」美戰略與經濟

對話、人文交流高層磋商中，雙方應拓展在經貿、軍事、能源、環保、基礎設施

建設、執法等領域的合作。同時，習近平呼籲加快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並希望美

方在放寬高技術產品對大陸出口、為大陸企業赴美投資提供更便利的措施。習近

平主張「中」美應尊重和照顧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希望美方重視大陸在臺

灣、涉藏等問題上的關切，防止「中」美關係受到不必要的干擾（中評網，2015.2.11）。 

  歐巴馬表示美、「中」應在經貿領域提升合作，並加強在氣候變化領域交流

合作，推動聯合國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取得成果。美方願和大陸協調，達成高標準

的雙邊投資協定（新華網，201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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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會見歐洲議會議長，重申打造「和平、增長、改革、文明」4

大夥伴關係 

    習近平 3 月 16 日在北京會晤歐洲議會議長舒爾茨（Martin Schulz），指出今年是大

陸和歐盟建交 40 周年，雙方應共同打造去年達成的「和平、增長、改革、文明」

4 大夥伴關係的目標。習近平強調大陸「全國兩會」剛剛結束，將對 2015 年工作

進行全面部署，研究制定「十三五」規劃，「中」、歐應在新的合作規劃中找到

合作的新機遇。舒爾茨也回應願意推動歐、「中」4 大夥伴關係不斷取得進展（中評

網，2015.3.17）。 

 

三、第三世界關係 

 習近平和厄瓜多總統會談，宣布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習近平於 1 月 7 日在北京和前往大陸參加「中拉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的厄瓜

多爾總統科雷亞（Rafael Correa Delgado）舉行會談，雙方宣布建立「中」厄戰略夥伴關係。 

    習近平針對「中」厄關係發展提出 4 點建議：（一）增進互信，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的問題上繼續相互理解和支持，並且密切政府、立法機構、政黨等交流

合作；（二）發揮金融合作引擎作用，推進能源、電力、礦產、基礎設施合作，

並拓展在農業技術、高技術、新能源等領域的合作；（三）執行文化交流計畫，

加強學術機構、新聞、教育、體育等領域交流合作；（四）提升在國際組織中的

合作，維護開發中國家整體利益。厄瓜多方面希望雙方加強融資合作，為雙方務

實合作提供資金支持，同時加強雙方科技合作，為厄方培訓更多科技人員。會談

後，雙方領導人發表關於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並且出席有關人員往來、

經濟、教育、科技、金融等領域合作文件的簽署（新華網，2015.1.7）。 

 

 習近平接見印度外長，主張妥善管控雙方分歧 

    習近平 2 月 2 日在北京會見印度外長斯瓦拉吉（Sushma Swaraj），呼籲「中」、印

應耐心管控分歧，不使分歧影響雙方關係大局。同時，習近平主張雙方應對接發

展戰略，加速完成產業園區和鐵路等戰略性合作計畫。斯瓦拉吉則表示，希望大

陸擴大對印度投資，緩解雙方之間貿易不平衡問題，並妥善處理邊界問題（新華網，

20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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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界認為，習近平會見斯瓦拉吉屬「破格接見」的舉動。由於美國歐巴馬總

統今年 1 月訪問印度，成為史上首位在任內 2 度出訪印度的美國總統，顯示美方

在外交上對印度的重視，因此習近平會晤印度外長的舉動，具有拉攏印度、向印

方示好的外交用意（BBC 中文網，2015.2.2）。 

     

 習近平和阿根廷總統舉行會談，同意加強核雙方能合作 

    習近平 2 月 4 日在北京和阿根廷總統克莉絲蒂娜（Cristina Elisabet Fernández Wilhem de 

Kirchner）進行會晤，強調「中」、阿應加強全方位加強，落實去年宣布的「全面戰

略夥伴關係」。習近平希望雙方能建設好現有的鐵路和水電站等重點專案，積極

開展基礎設施建設、農業、能源、礦產、裝備製造等領域的合作，並將核電列為

下一階段的重點合作。 

    克莉絲蒂娜表示，阿根廷正推進能源多元化政策，當前阿「中」合作建設的

基什內爾－塞佩尼克水電站是阿根廷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水電站，未來希望和大陸

開展核能合作。另外，阿根廷希望和大陸增加貨幣互換額度，讓人民幣成為雙方

貿易結算的主要貨幣。同時，阿根廷歡迎大陸企業前往開採鉀、鋰等資源，並希

望大陸更多進口阿根廷牛肉及果蔬等產品。 

    雙方元首在會面後簽署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阿根廷共和國關於加強全面

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並見證政治、經貿、金融、核能、文化、衛生、司

法、航太、電信、旅遊等領域合作文件的簽署（大陸外交部網站，2015.2.5）。 

 

 李克強會見印尼總統，主張加強雙方基礎建設合作 

    李克強 3月 27日在北京會見前往大陸進行國是訪問的印尼總統佐科（Joko Widodo），

指出大陸將鼓勵企業前往印尼投資興業，參與高鐵、輕軌、臨港產業園區等專案

建設，使大陸企業成為印尼基礎設施建設的最佳搭檔。佐科則表示，印尼希望和

大陸對接經濟發展戰略，加強雙方在能源、海洋產業、農業、航空業和旅遊業合

作，同時歡迎大陸企業投資印尼高鐵、輕軌、電力等基礎設施和產業園區建設（大

陸外交部網站，2015.3.27）。 

    佐科訪問大陸之前先對日本進行訪問，和日本安倍首相簽署國防合作協定，

並且成立日印海洋論壇，推展雙方在海洋安全議題的合作。印尼媒體分析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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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科選擇日本與大陸做為首次正式出訪的對象，反映印尼對日、「中」採取的等

距外交政策。此行主要目的在於：一方面利用日本牽制大陸在南海的擴張，同時

爭取日本資金前往印尼投資出口型企業，改善印尼的生產與出口能力；另一方面

維持和大陸友好關係，推動印尼和大陸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合作（"Jokowi Begins First 

State Visit to Japan," The Jakarta Post, March 22, 2015）。 

 

四、多邊外交 

 「中」拉體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在北京舉行，通過 3 項成果文件  

    「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 1 月 8 日在北京舉

行。習近平在會中表示，大陸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今後將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

這將提供拉美和加勒比國家更多機遇，雙方應努力實現 10 年內「中」拉貿易規模

達 5,000 億美金、大陸在拉美地區直接投資存量達 2,500 億美金的目標（人民網，

2015.1.9）。 

    會中通過「『中』拉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北京宣言」、「『中國』與拉美和

加勒比國家合作規劃（2015－2019）」、「『中』拉論壇機制設置和運行規則」

等 3 項成果文件。其中「北京宣言」主要展現雙方對於推進「中」拉全面合作夥

伴關係的政治共識，確定論壇建設的總體方向，並且提出雙方深化合作的指導原

則；「合作規劃」則是確定今後 5 年「中」拉開展整體合作的重點領域和具體措

施，涵蓋政治與安全、貿易投資金融、基礎設施建設、能源資源、工業、農業、

科技人文等；「『中』拉論壇機制設置和運行規則」則在為落實雙方政治共識和

合作規劃，提供更具體的制度設計（大陸外交部網站，2015.1.8）。 

    一般認為，大陸積極推展和拉丁美洲國家關係，目的在挑戰美國的影響力。

但美國目前已透過和古巴關係的正常化，改善和拉美國家關係。同時，大陸宣布

將在 2025 年前將其和拉美國家的雙邊貿易額增加為 5,000 億美金，此數據仍遠遠

落後美國和拉美國家在 2013 年即已達到 8,500 億美金的貿易規模。因此，大陸欲

挑戰美國在拉美地區的影響力，短期內並非易事（"China's Xi Woos Latin America with $250 bln 

Investments," Reuters, January 8, 2015; Shannon Tiezzi, "Despite US-Cuba Detente, China Forges Ahead in Latin America," The 

Diplomat, for The DiplomatJanuary 9, 2015 ）。 

 

http://thediplomat.com/authors/shannon-tiezzi/


40 

 

 李克強出席「世界經濟論壇」，鼓吹「一帶一路」建設 

    李克強 1 月 21 日出席在瑞士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 2015 年年會，指出大

陸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增長由高速轉向中高速，在 2015 年將頂住經濟下行壓力，

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李克強強調大陸正採取一系列措施有效

防範債務、金融等風險，因此大陸經濟不會出現「硬著陸」。此外，李克強表示

大陸正大力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鼓勵企業「走出去」，未來將和各國在相互

開放中實現共同發展（大陸外交部網站，2015.1.22）。 

    會議期間，李克強分別會晤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Klaus Schwab）、烏克蘭總

統波羅申科（Peter Poroshenko）、哈薩克總理馬西莫夫（Karim Masimov）、世界衛生組織總幹

事陳馮富珍等人（新華網，2015.1.21；鳳凰網，2015.1.22；國際在線，2015.1.23）。 

 

 大陸國務委員參加慕尼克安全會議，宣傳共同、綜合、合作、可持

續的安全觀 

    大陸國務院國務委員楊潔篪 2 月 6 日出席在德國舉行的第 51 屆慕尼黑安全會

議，指出大陸積極宣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並且堅定不移

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正確義利觀，希望各國走出「共建、共用、共贏、共護」

的安全新道路（新華網，2015.2.7）。 

    楊潔篪指出大陸願以「中」歐建交 40 周年為契機，和歐方全面落實「『中』

歐合作 2020 戰略規劃」，加強在「一帶一路」建設方面的合作，推進「中」

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中新網，2015.2.7）。楊潔篪在會議期間還會

見羅馬尼亞外長奧雷斯庫（Bogdan Aurescu）、德國外長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

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Dorothea Merkel）、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Ajit Doval）等人，針

對雙邊及國際安全問題交換意見（中新網，2015.2.7；大陸外交部網站，2015.2.7；新華網，2015.2.7）。 

     

 博鰲亞洲論壇在海南召開，「一帶一路」建設成大陸宣傳重點 

    博鰲亞洲論壇 2015 年年會 3 月 28 日在海南省博鰲開幕，習近平出席開幕式

發表演講，呼籲「亞洲要邁向命運共同體、開創亞洲新未來」。習近平指出大陸

推展的「一帶一路」建設，秉持「共商、共建、共用」原則，不論「一帶一路」

或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都是對外開放的（國際在線，201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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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屆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期間，還舉辦「共建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分論壇暨

「中國」東盟海洋合作年啟動儀式。大陸國務委員楊潔篪在會中指出，大陸推動

「21 世紀海上絲路」建設，旨在傳承絲路精神，和各國共同構建合作共贏的海洋

夥伴關係（大陸外交部網站，2015.3.28）。 

    參加本屆博鰲亞洲論壇年會的外國領導人包括：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Najib bin 

Abdul Razak）、亞美尼亞總統薩爾基相（Serzh Azatovic Sargsyan）、奧地利總統菲舍爾（Heinz Fischer）、

印尼總統佐科（Joko Widodo）、尼泊爾總統亞達夫（Ram Baran Yadav）、斯里蘭卡總統西里塞

納（Maithripala Sirisena）、烏干達總統穆塞韋尼（Yoweri Kaguta Museveni）、尚比亞總統倫古（Edgar 

C. Lungu）、哈薩克總理馬西莫夫（Karim Masimov）、荷蘭首相呂特（Mark Rutte）、瑞典首相

勒文（Kjell Stefan Löfven）等人，大陸媒體認為這次會議「規模空前」（中新網，2015.3.26；中國

共產黨新聞網，2015.3.28）。 

    外國媒體分析指出，今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主軸在於推銷大陸提出的「一帶

一路」構想。由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缺乏資金從事基礎設施建設，因此大陸

主張的「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吸引相關國家的高度關注，也展現大陸尋求透

過基礎設施連結亞、非、歐三大洲貿易和市場的強大企圖心（Shannon Tiezzi, "Where Is China's 

Silk Road Actually Going?" The Diplomat, March 30, 2015）。 

 

五、涉臺外交 

 大陸外交部稱臺灣參與「亞投行」，應避免「兩個中國」、「一中一臺」

問題 

    大陸外交部指出，「亞投行」是個「開放、包容的多邊開發機構」，臺灣申請

參與亞投行應避免出現「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問題。行政院長毛治國在

立法院接受質詢時表示，我國加入「亞投行」最佳名稱應是中華民國，即便使用

其他我國在國際上的適用稱呼，未來會員資格與權利亦應平等，若無法得到應有

的尊重，我國寧可不參加「亞投行」（中央社，2015.3.31）。 

 

 

（蔡明彥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