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陸、外交 
 

█中共與紐西蘭 4月 7日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使紐西蘭成為第 15個

與中共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 

█澳洲總理陸克文 4月 9-13日訪問中國大陸，並出席「博鰲亞洲論

壇」年會。 

█中共與美國 4月 11日首次啟動軍事熱線，雙方國防部長在對話中

觸及「臺灣問題」。 

█胡錦濤 5月 6-10日訪問日本，與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發表「中日關

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聯合聲明」。 

█中共、俄國與印度 5月 15日舉行 3國外交部長會晤，發表 3國外

交部長會晤聯合公報。 

█中共 5月 19日在第 61屆世界衛生大會封殺臺灣的入會申請。 

█俄羅斯總統梅德維傑夫 5月 23-25日訪問中國大陸，與胡錦濤簽署

「關於重大國際問題聯合聲明」。 

█南韓總統李明博 5月 27-30日訪問中國大陸，將兩國關係提升為「戰

略合作夥伴關係」。 

█中共國家副主席習近平 6月 17-25日訪問亞洲 5國，進行接任國家

副主席以來的首次出訪活動。 

█中共與美國 6月 17-18日舉行第 4次經濟戰略對話，雙方簽署「美

中能源環境 10年合作框架」。 

█中共與日本 6月 18日宣布共同開發部分東海油氣田。 

 

一、領導人出訪 
◆胡錦濤 5月 6-10日訪問日本，重申推動中日戰略互惠關係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於 5 月 6 日抵達東京，對日本進行為期 5 天的「暖春之

旅」。胡錦濤訪日期間拜會日本明仁天皇、日本眾議院議長河野洋平、參議院議長

江田五月等政界人士。陪同胡錦濤訪日的中方人員包括：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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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委員戴秉國等人 (新華社，2008.5.6)。 

胡錦濤在 6月 7日和日本首相福田康夫(Yasuo Fukuda)舉行會談，雙方達成以下的

合作共識：（一）增進戰略互信，設立領導人互訪機制，推動政府與議會人員的交

流及互訪；（二）深化經濟合作，加強兩國在能源、環保等方面的合作；（三）擴

大人民交流，成立兩國青少年交流機制；（四）推動亞洲振興，促進東北亞和平及

穩定；（五）應對全球挑戰，發展兩國在能源、傳染病及南北差距等問題的合作(中

時晚報，2008.5.7)。 

中日領導人也簽署並發表「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其

主要內容如下：（一）雙方全面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實現兩國和平共處、世代

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發展的目標；（二）雙方重申 1972年 9月 29日「中日聯合

聲明」、1978年 8月 12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及 1998年 11月 26日「中日聯合

宣言」構成中日關係穩定發展和開創未來的政治基礎，並且確認 2006 年 10 月 8

日及 2007年 4月 11日的「中日聯合新聞公報」之各項共識；（三）雙方決定正視

歷史、面向未來，開創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新局面；（四）雙方確認兩國互為合作夥

伴，互不構成威脅，並堅持透過協商和談判解決兩國間的問題；（五）日方重申繼

續堅持在「日中聯合聲明」中針對「臺灣問題」的立場；（六）雙方決定在增進政

治互信、促進人文交流、增進國民友好感情 、加強互利合作、共同致力於亞太地

區發展、共同應對全球性課題等五大領域，構築雙方對話與合作框架 (日本外務省網站，

2008.5.7；中共外交部網站，2008.5.7)。 

 

◆中共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出訪亞洲五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 6月 17-25日訪問北韓、蒙古、沙烏

地阿拉伯、卡達和葉門等 5 個亞洲國家，此為習近平接任國家副主席以來的首次

外交出訪活動。陪同習近平出訪的中共官員包括：中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

主任朱之鑫、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劉洪才、商務部副部

長高虎城、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鴻(文匯報，2008.6.17)。 

習近平訪問北韓期間，會見北韓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金永南(Kim 

Yong Nam)、副委員長楊亨燮(Yang Hyong Sop)以及北韓勞動黨總書記、國防委員會委員長

金正日(Kim Jong Il)，雙方就兩國關係及朝鮮半島核武問題交換意見(亞洲時報，2008.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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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訪問蒙古時，會晤蒙古總統恩赫巴亞爾(Nambaryn Enkhbayar)與蒙古國總理巴

亞爾(Sanj Bayar)，並且出席「中蒙經貿論壇」。同時，中蒙雙方簽訂「中蒙經貿合作中

期發展綱要」、「中蒙政府間經濟技術合作協定」，以及外交、衛生、林業、畜牧業、

質檢等領域多項雙邊合作文件(人民日報，2008.6.20)。 

習近平在訪問沙烏地阿拉伯期間，與沙國國王阿卜杜拉(Abdullah Bin Abdul-Aziz)及王

儲蘇爾坦(Sultan Bin Abdul-Aziz)舉行會談，雙方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沙烏地阿拉伯王

國關於加強合作與戰略性友好關係的聯合聲明」，同意加強兩國在政治、經貿、財

政、人文和國際事務等領域的交流合作(中共外交部網站，2008.6.22)。習近平也出席由「中

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和「沙烏地阿拉伯商工會」共同舉辦的「中國沙烏地阿拉伯

經貿研討會」，發表主題為「發展中沙友好，推動互利合作」的演說 (中共外交部網站，

2008.6.22)。 

習近平並出席在吉達舉行的「國際石油會議」，闡述中共對當前國際能源問題

的看法與中共的能源政策，他表示中共能源發展將遵循以下原則：（一）堅持實行

能源開發和節約並舉、節約優先的方針；（二）堅持依靠國內增加能源供給；（三）

堅持能源供應多元發展；（四）大力推進能源領域的科技進步和創新，開創能源開

發利用新途徑；（五）致力建設生態文明，促進能源與環境協調發展；（六）在平

等互惠、互利共贏的原則下，加強與各能源生產國和消費國的合作(中央社，2008.6.23)。 

習近平在訪問卡達時，會晤卡達埃米爾哈馬德(Sheikh Hamad Bin Khalifa Al-thani)與卡達

王儲塔米姆（Tamim bin Hamad bin Khalifa al-Thani）。雙方同意將保持高層往來，並在重大國際

和地區問題上進行對話。習近平也和塔米姆共同出席兩國在「關於成立中卡投資

促進委員會協定」、「北京市與多哈市建立友好城市關係協議」，以及勞務、船務、

旅遊、石化等領域合作文件的簽約儀式(新華社，2008.6.24)。 

最後，習近平前往葉門訪問，會晤葉門總統薩利赫(Ali Abdullah Saleh)、副總統哈迪

(Abdu Rabbih Mansour Hady)、總理穆賈瓦爾(Ali Muhammad al-Mujawar)等人。習近平並和哈迪簽訂

兩國政府經濟技術合作協定以及衛生、教育等雙邊合作文件(新華社，2008.6.25)。 

 

二、大國關係 
◆中共與紐西蘭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中共總理溫家寶 4 月 7 日在人民大會堂與紐西蘭總理克拉克(Helen Clark)舉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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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雙方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紐西蘭政府自由貿易協定」。中共與紐西蘭

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是由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與紐西蘭克拉克總理在 2004 年 11 月

共同宣布啟動，雙方歷經 15回合磋商後，在 2007年 12月結束談判過程。 

根據此份即將在今年 10 月 1 日生效的自由貿易協定，紐西蘭在 2016 年前將

逐步取消所有向中國大陸新出口產品徵收的關稅，紡織品、鞋類和地毯製品將是

最後取消關稅的貨品。中共則將在 2019年前，取消對 96％紐西蘭向中國大陸出口

產品徵收的關稅，其中奶類製品將列為最後取消關稅的貨品。此外，此項協議也

涵蓋服務業層面，紐西蘭同意每年將輸入不超過 1,800 名中國人到當地從事中醫

藥、中文教育和飲食等行業。同時，根據該項協定，紐西蘭承認中國大陸為市場

經濟國家。 

中紐自由貿易協定是中共與外國簽訂的第 15份自由貿易協定，目前中共還在

與澳洲、南非和秘魯等國家，針對訂立自由貿易協定進行磋商(BBC，2008.4.7)。  

 

◆澳洲總理陸克文訪問中國大陸，並參加「博鰲亞洲論壇」年會 
澳洲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於 4 月 9-13 日訪問中國大陸，並且參加「博鰲亞洲

論壇」年會。中共總理溫家寶與陸克文的會談重點在於如何加強兩國關係，並就

經貿合作與因應氣候變化等問題交換意見(大公網，2008.4.8；BBC，2008.04.08)。雙方在會談

後發表「進一步密切在氣候變化方面合作的聯合聲明」，中澳初步同意未來雙方合

作領域包括：（一）發展更緊密的政策對話；（二）擴展中澳氣候變化夥伴關係；（三）

開發清潔能源 (中共外交部網站，2008.4.10)。此外，陸克文在與溫家寶的會談中，也向中方

表達對於西藏人權議題的關切(Times, 2008.4.9)。 

 

◆中美啟動首次軍事熱線，雙方觸及「臺灣問題」 
美國國防部長蓋茨(Robert Gates)與中共國防部長梁光烈在 4月 11日首度使用兩國

軍方之間的熱線電話。蓋茨與梁光烈透過直通電話交談大約 30分鐘，蓋茨在通話

過程中，呼籲中共應與臺灣新選出的領導人發展合作。中共國防部長梁光烈則向

蓋茲強調，當前臺海局勢依然敏感複雜，希望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堅持

中美 3 項聯合公報的立場，停止售臺武器和美臺軍事聯繫。蓋茲重申美國維持基

於中美 3 項聯合公報及「臺灣關係法」的「一個中國」政策，反對兩岸任何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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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方面改變現狀(聯合報，2008.4.12)。  

 

◆中英舉行首次「經濟財金對話」 
首次召開的中英「經濟財金對話」4 月 15 日在北京舉行，由中共總理溫家寶

特別代表、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和英國首相布朗特別代表、財政大臣達林(Alistair Darling)

共同主持。中英雙方就當前國際經濟、金融形勢交換看法，並就「經濟永續發展」、

「金融服務業合作」，以及「經濟全球化的機遇與挑戰」3 項議題展開討論。雙方

在會談中達成以下共識： 

（一）雙方贊成市場開放和貿易投資自由化政策，反對保護主義，並且同意

共同推動「世界貿易組織」(WTO)多哈回合貿易談判。英方也承諾將繼續推動歐盟

早日承認中國大陸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並且歡迎中國大陸主權財富基金到英國投

資。 

（二）中方歡迎英方金融機構擴大在中國大陸中西部和農村地區的業務，英

方願為中資銀行在英拓展業務提供便利。雙方同意加強兩國金融監管部門合作，

共同參與和推動國際金融監管體制的完善。 

（三）雙方將加強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合作，擴大在環保、能源等領域

的技術轉讓和務實合作(中共外交部網站，2008.04.15；明報，2008.04.15；星島環球網，2008.04.15)。 

中英「經濟財金對話」是今年 1 月英國首相布朗訪問中國大陸時，由兩國總

理共同決定成立，雙方下次對話預定明年在英國舉行。 

 

◆中歐舉行首次「經貿高層對話」 
中歐首次「經貿高層對話」於 4月 25日舉行，由中共副總理王岐山和歐盟委

員會貿易委員曼德爾森(Peter Mandelson)共同主持。雙方同意針對貿易和投資合作、和

諧與永續發展、創新和技術、消費者保護和產品安全、國際發展等 5 項議題進行

交流，並且針對能源、智慧財產權、技術合作和貿易便利化等 4個問題進行討論。

中歐也同意未來將秉持公平開放原則，反對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並加強對

話協商，促進中歐經貿的穩定發展。未來中歐「經貿高層對話」將每年舉行 1次，

並在中歐兩地輪流舉行(新華社，200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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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總統梅德維傑夫訪問中國大陸 
俄國總統梅德維傑夫(Dmitri Medvedev)5月 23-25日對中國大陸進行國事訪問。梅德

韋傑夫在訪問期間與胡錦濤舉行會談，兩人並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

邦關於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該份聯合聲明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世界各國應攜手努力，有效應對共同威脅和挑戰，並應遵循「聯合國

憲章」宗旨和原則，嚴格遵守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

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及國際法和其他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 

（二）雙方一致贊同聯合國應進行必要、合理的改革，加強其權威，以提高

其效率，增強應對新威脅、新挑戰的能力。 

（三）雙方譴責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未來將共同致力於加強聯合國在國際

社會打擊恐怖主義和應對其他新威脅和挑戰過程中的中心協調作用。 

（四）雙方支持推動南北對話和南南合作，縮小南北差距。中、俄反對貿易

保護主義和投資保護主義，主張應透過平等磋商與合作解決經貿摩擦問題。 

（五）雙方認為國際安全是全面且不可分割的，不能以一些國家的安全為代

價，保障另一些國家的安全，包括擴大軍事政治同盟。雙方願在各國安全不受減

損的前提下繼續積極推進國際軍控進程，努力促進多邊軍控和防擴散條約的普遍

性和有效性。此外，雙方反對建立全球導彈防禦系統，包括在世界一些地區部署

該系統或開展相關合作。 

（六）雙方高度重視氣候變化問題。 

（七）中俄呼籲各國本著平等互惠的原則加強能源對話與協調，以穩定和完

善國際能源供需市場，共同維護全球能源安全。 

（八）中俄將推動朝鮮半島核問題 6 方會談的進展，呼籲各方堅持對話談判

和平解決，早日實現半島無核化，並且主張透過對話和平等協商解決伊朗核問題、

伊拉克和阿富汗重建問題以及中東、科索沃、蘇丹及其他緊迫的國際問題。 

（九）雙方願共同致力於加強「8 國集團」(G8)與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並

且加強中俄印外長會晤等國際合作機制(中共外交部網站，2008.5.24)。 

此外，中俄雙方還簽署鈾濃縮和航材進出口協議、銀行合作備忘錄，以及在

托木斯克州建立木材加工企業的備忘錄(俄羅斯新聞網，2008.5.23)。梅德韋傑夫在訪問中國

大陸期間，還會見中共「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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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和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等人(新華社，2008.5.25)。 

 

◆南韓總統李明博訪問中國大陸，將雙方關係提升為「戰略合作夥伴

關係」 
南韓總統李明博(Lee Myung-Bak)5月 27-30日對中國大陸進行國事訪問，陪同李明

博出訪的包括 38位南韓企業界人士。李明博在訪問中國大陸期間，分別會見胡錦

濤、溫家寶與賈慶林等中共領導人。 

胡錦濤與李明博在舉行會談後，就兩國未來合作達成以下共識：（一）發展兩

國關係：雙方同意將「中韓全面合作夥伴關係」提升為「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二）擴大經貿合作：雙方同意調整和補充 2005年兩國領導人確定的「中韓經貿

合作中長期發展規劃聯合研究報告」，以反映兩國經貿合作發展新形勢；（三）加

強人員文化交流：雙方商定逐步擴大青少年邀請規模，在兩國青少年交流中加強

民宿、家訪等交流活動，擴大政府互換獎學金規模；（四）推進地區及國際事務合

作：中韓合作是推進六方會談和朝鮮半島無核化進程的重要因素，雙方同意為實

現朝鮮半島和東北亞的和平與穩定繼續緊密合作；（五）雙方對兩國簽署「中韓移

管被判刑人條約」、「中國科技部與韓國教育科技部極地科學技術合作諒解備忘

錄」、「中韓學位學歷互認諒解備忘錄」表示歡迎(中共外交部網站，2008.6.2)。  

 中、韓兩國領導人在會談後共同出席司法、科技、教育等合作文件的簽字儀

式並且會見記者。李明博此次訪問中國大陸的行程，還包括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

參觀「鳥巢」國家體育場，並在青島參觀海爾集團及韓國在中國大陸的企業(新華社，

2008.5.28；朝鮮日報，2008.5.20)。 

 

◆中美舉行第 14次人權對話 
中美第 14次人權對話 5月 24-28日在北京舉行，此為雙方自 2002年以來首次

舉行的人權對話。此次對話由中共外交部國際司司長吳海龍和美國國務院民主、

人權與勞工事務助理國務卿克雷默(David Kramer)共同主持。雙方在會中介紹各自人權

領域新進展，並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反對種族歧視、聯合國人權領域合作等

問題交換意見。美方代表團除參與人權對話外，還走訪中共中央統戰部、司法部、

國家宗教事務局、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藏學研究中心等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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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並與外交學院師生舉行座談(中評社，2008.5.28；人民日報，2008.5.29)。 

 

◆印度外長訪問中國大陸 
印度外交部長慕克吉(Pranab Mukherjee)6月 4-7日出訪中國大陸，進行上任以來對中

國大陸的第一次訪問。慕克吉與中共外交部長楊潔篪會談時，向中方重申印度對

西藏問題的一貫立場，表示不允許任何人利用印度領土從事反中的政治活動。楊

潔篪則表示，中方願與印度加強交流對話，拓展經貿合作，推動中印戰略合作夥

伴關係的發展。中印雙方的對話內容還包括邊界問題以及雙方共同關切的國際和

地區問題(大公網，2008.6.6)。慕克吉在訪問期間還前往廣州出席印度駐廣州總領館的開

館儀式，並會見中共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東方早報，2008.06.04)。 

 

◆德國副總理兼外長施泰因訪問中國大陸 
　 德國副總理兼外長施泰因(Frank-Walter Steinmeier)6月 13-15日訪問中國大陸，並與中

共外交部長楊潔篪舉行會談。雙方同意在今年下半年重啟中德戰略對話和人權對

話、增加兩國青年外交官之間的交流、深化兩國在聯合國等多邊事務中的合作，

並且加強在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等領域的磋商。雙方在會談中還針對非洲發展、

歐盟整合與世界能源安全等問題交換意見(中共外交部網站，2008.6.13)。施泰因在訪問期

間，還會見中共總理溫家寶與國務委員戴秉國。施泰因在會見溫家寶時，除了提

及加強中德交流外，還談到有關中共收緊入境簽證管制問題。中方承諾將在北京

奧運結束後，恢復原有的簽證政策(德國之聲，2008.6.14)。 

 

◆中日宣布共同開發部分東海油氣田 
中共外交部於 6月 18日宣布，中日就東海問題達成原則共識。中共外交部發

言人姜瑜指出，中日雙方經過磋商，同意在實現有關海域劃界前的過渡期間，在

不損害雙方各自法律立場的情況下進行合作，在東海選定適當的區域邁出共同開

發的第一步(亞洲時報，2008.6.18)。 

日本經濟產業大臣甘利明(Akira Amari)和外務大臣高村正彥(Masahiko Koumura)也於 6月

18日在東京召開記者會，發表東海油氣田日中協議的內容，包括：（一）兩國共同

開發跨越「日中中間線」之「翌檜」天然油氣田，有關操業權和權益比率將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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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的原則對等分配；（二）對於中共已著手探鑽的「白樺」油氣田，日方將進行

投資，出資比率將在協議之後決定；（三）雙方將繼續協議中間線附近其他油氣田

周邊海域的開發問題等。 

中日對於東海油氣天開發的爭議解決，雖出現具體進展，但雙方對於「楠」(斷

橋)和「木堅」(天外天)兩個油田的共同開發問題，因涉及中間線認定與主權爭議問題，

至今仍無法達成協議。日本主張以日中兩國海岸等距的中間線為雙方的交界線，

中共則堅持大陸棚所及的琉球海溝為交界線，雙方對於此問題的歧見，有待日後

進一步的折衝與協商(中國時報，2008.6.19)。 

 

◆中美舉行第 4次經濟戰略對話 
中美第 4次「經濟戰略對話」6月 17-18日在美國馬里蘭州安納波利斯舉行，

由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的特別代表、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和美國總統布希的特別

代表、財政部長保爾森(Henry M. Paulson, Jr.)共同主持。 

中美雙方在會談中強調堅持自由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原則，並同意正式啟動中

美雙邊投資保護協定談判。雙方也探討中美經濟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包括美國

次級房貸危機、國際金融市場動盪、全球糧食安全等問題，並且同意加強兩國在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和公共投資的溝通與協調，以共同應對經濟

全球化的挑戰。中美代表也同意加強兩國在保護智慧財產權上的合作(人民日報，

2008.6.19)。 

中美雙方代表在會中並簽署「中美能源環境十年合作框架」協議。在結束第 4

次「經濟戰略對話」後，雙方同意第 5次對話將於 2008年 12月在中國大陸舉行(新

華網，2008.6.27)。 

 

◆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中國大陸 
美國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 Rice)在 6月 29-30日訪問中國大陸。萊斯在訪問中國

大陸之前，已訪問德國、日本和南韓，中國大陸是萊斯此次出訪行程的最後一站。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會見賴斯時，對剛結束的中美第 4次「戰略經濟對話」

表達高度評價，並且肯定美國政府支援北京奧運、反對貿易保護主義、致力於發

展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萊斯則表示，中美兩國領導人之間的良好交往，對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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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關係發展發揮重要作用(中共外交部網站，2008.6.30)。 

萊斯與中共外交部長楊潔篪舉行會談時，雙方同意確保兩國元首今年 7 月在

日本北海道舉行的「8國集團」對話中，取得積極成果。萊斯表示布希總統及她本

人將出席北京奧運會。楊潔篪提及「臺灣問題」，希望美方能恪守「一個中國」政

策、遵守中美 3 個聯合公報、反對臺獨的承諾。萊斯則重申美方反對臺獨，希望

兩岸關係繼續改善和發展。此外，萊斯與楊潔箎也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

上，開展人權對話。雙方還就朝鮮半島與伊朗核武，及蘇丹、辛巴威局勢等問題

交換意見(中共外交部網站，2008.6.29)。 

 

三、第三世界關係 
◆蘇丹副總統訪問中國大陸 

蘇丹副總統塔哈(Ali Osman Mohammed Taha)應中共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的邀請，於 6月

9-15 日對中國大陸進行訪問。習近平在會見塔哈時表示，中方願與蘇方加強包括

農業合作在內的各領域合作。中方讚賞蘇丹北南雙方 3 年來為落實「全面和平協

定」所作出的積極努力，希望雙方透過對話和協商解決矛盾和分歧。塔哈則表示，

蘇丹願與中共推動雙方在各領域發展進一步的友好合作關係 (中共外交部網站，2008.06.10)。 

 
◆中共與阿拉伯國家舉行「中阿合作論壇」第 3屆部長級會議 

中共外交部長楊潔篪 5 月 20-22 日，出訪巴林並出席「中阿合作論壇」第 3

屆部長級會議，此次會議由楊潔箎與巴林外交大臣哈利德(Khalid Bin Ahmed Al-Khalifa)輪流

主持，共有 22個阿拉伯國家外長或代表出席與會。與會代表決定繼續加強「平等

互信、全面合作、面向和平和可持續發展的新型夥伴關係」，並且簽署「會議公報」，

該公報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政治領域：1.重申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

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2.加強雙方領導人和政府官員的互訪與溝通；3.保持

雙方外交部門之間的政治磋商和論壇框架內的集體磋商；4.強調伊拉克的獨立、主

權和領土完整應得到充分尊重，不干涉其內政，尊重伊拉克人民自主決定其未來。 

（二）促進發展：1.積極促進貿易便利化，繼續擴大貿易規模；2.擴大雙向投

資，並鼓勵技術轉讓；2.加速中共與波斯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自貿區談判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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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爭取儘快達成協定；3.支持在互利基礎上開展石油、天然氣產業的相互投資專

案，加強並擴大現有合作，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的勘探、開採、運輸和煉化方面

的合作。 

（三）開展人文交流和文明對話：加強不同文明間的交流與對話，促進各國

人民間的相互理解和互動，尊重各國人民的文化特性。 

（四）建設中阿合作論壇：加強協調與合作，共同落實論壇公報和行動執行

計畫所確定的原則及目標。雙方預計 2010年在中國大陸舉行論壇第 4屆部長級會

議及 2009年在中國大陸舉行論壇下屆高峰會。 

中阿雙方為了建設新型夥伴關係、落實上述協議，還簽訂「2008至 2010年行

動執行計畫」協定，就論壇機制、政治合作、經貿合作、能源合作、環境保護合

作等議題進行規劃。 

楊潔篪在訪問巴林期間，還會見巴林國王哈馬德(Sheikh Hamad Bin Isa Al-Khalifa)與首相

哈利法(Sheikh Khalifa Bin Salman Al-Khalifa)，並與巴林外交大臣哈利德舉行會談(中共外交部網站，

2008.5.23)。 

 

四、多邊外交 
◆6國外交部官員在上海舉行伊核問題會議 

應中共外交部部長助理何亞非邀請，美、俄、英、法、德外交部政治總司長

及歐盟理事會對外關係總司長於 4月 16日在上海舉行會議，討論伊朗核問題復談

方案(新華網，2008.4.9)。何亞非表示，此次會議旨在落實 3月初 6國外長的共同聲明，

希望透過對話的方式解決伊朗核武問題。6國外長在 3月時曾強調，雖然安理會通

過對伊朗的制裁決議，但仍應採取制裁與鼓勵並重的雙軌途徑，因此主張持續透

過談判解決伊核問題 (國際線上，2008.4.16)。 

 

◆第 2次中日韓外長會議在東京舉行 
第 2次中、日、韓 3國外長會議 6月 14日在日本東京舉行。中共外交部長楊

潔篪、日本外相高村正彥、韓國外交通商部長柳明桓(Yu Myung Hwan)在會中商定，將

在今年 9月舉行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明報，2008.6.14)。 

3 國外長在此次會議中達成的共識包括：（一）中、日、韓將積極落實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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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訪成果，加強交流與合作，將災害管理和救災合作做為 3國合作的新領域；（二）

3國外長同意保持 3國領導人和外長經常性交往，預定今年 9月在日本舉行中日韓

領導人會議；（三）3 國將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加強溝通與協調，並在促進朝

鮮半島和東北亞和平穩定、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環境保護、糧食安全、能源安全

及支持非洲發展、推進聯合國改革等方面加強合作。 

中共外長楊潔篪在與會期間，還分別與高村正彥和柳明桓舉行會談，針對雙

邊關係發展與國際和地區事務的合作交換意見(中共外交部網站，2008.6.14)。 

 

◆中俄印舉行 3國外長會議 
中共外交部長楊潔篪 5月 15日與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印度外

交部長慕克吉，共同出席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堡舉行的中、俄、印 3國外長會晤。3

國外長在會後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俄羅斯聯邦和印度共和國外交部長會晤聯

合公報」，該公報的主要內容包括：（一）加強 3 方合作、謀求共同發展，積極致

力於維護世界和地區和平、穩定和安全；（二）致力於建立穩定與和諧的多極世界，

加強 3 國在聯合國改革、氣候變化、糧食安全、打擊恐怖主義、毒品走私、跨國

犯罪以及在阿富汗問題、伊朗核問題、朝鮮核問題、中東等問題上的對話與協調；

（三）加強在農業、減災救災、醫藥衛生等領域的合作，提升企業界的聯繫，增

進學術界往來和對話，深化 3國在人文領域交流(中共外交部網站，2008.5.16)。 

 

◆中俄印巴舉行 4國外長會議 
中共、俄羅斯、印度和巴西外交部長於 5月 16日，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堡舉行

會晤。會後，4國外長對外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俄羅斯聯邦、印度共和國和巴

西聯邦共和國外交部長會晤聯合公報」，該公報的主要內容如下：（一）推動在法

治和多邊主義基礎上建立更加民主的國際體系；（二）提高聯合國在促進國際和

平、安全與發展方面的中心作用；（三）建立公正的全球經濟體系；（四）透過多

邊外交應對國際安全領域的共同挑戰；（五）透過政治和外交手段和平解決國際爭

端；（六）強調裁軍和防擴散相輔相成；（七）反對外空軍備競賽。4國外長同意將

於今年 9月第 63屆聯合國大會期間，在紐約舉行下次的會晤(中共外交部網站，200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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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涉臺外交 
◆中共阻撓臺灣第 12度申請加入世衛 

第 61 屆「世界衛生大會」（WHA）5 月 19-24 日在日內瓦舉行，臺灣 17 個友邦

提出「邀請臺灣成為世衛觀察員」的提案，5 月 19 日因中共阻擾，在總務委員會

未經討論即被封殺。議程在大會確認時，依各方事先協調進行「2 對 2 辯論」，臺

灣友邦甘比亞、帛琉發言支持提案，但中共與巴基斯坦發言反對，經各自短暫發

言後，遭主席裁決不納入議程，讓臺灣向世衛叩關再度失敗(大紀元，2008.5.21)。 

 

◆中共反對美國對臺軍售 
針對美國布希政府擱置對臺灣軍售 F-16C/D 型戰機一事，中共外交部發言人

秦剛 6 月 12 日表示：「中國政府堅決反對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堅決反對美國與

臺灣保持所謂的軍事聯繫」。中共要求美方遵守中美 3 項聯合公報，特別是「817

公報」中向中方作出的承諾，不是暫時停止向臺灣出售武器，而要永久停止向臺

灣出售武器，不是部分停止向臺灣出售武器，而要徹底停止向臺灣出售武器(環球時

報，2008.6.12)。前美國駐臺辦事處官員則表示，美國此次只是延後對臺灣出售 F16C/D

型戰機的時間，預計在北京奧運會結束後，將向臺灣出售此項武器(Reuters, 2008.6.11)。 

 

（蔡明彥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