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陸、外交 
鄭偉靜 

 
█胡錦濤訪問泰、澳、紐，獲邀在澳洲國會演說，呼籲澳洲防範捲

入臺海衝突。 

█中共總理溫家寶訪美，兩岸問題為關注焦點，布希表示反對兩岸

片面改變現狀。 

█中共首次發表「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並舉行第六次歐中峰會，

雙方關係首次定位為「戰略夥伴關係」，惟歐盟尚未解除對中共

的武器禁運。 

█中共賡續改善與印度關係，雙方籌建自由貿易區並舉行首次軍事

演習。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於 10 月 18 日訪問泰國，出席在曼谷舉行的 APEC 領袖

會議，會後出訪澳洲、紐西蘭。胡錦濤獲邀在澳洲國會發表演講，並在演說中呼

籲澳洲拒絕美國冷戰式圍堵中共的行動，防範捲入臺海衝突。美國經貿官員相繼訪

問大陸，與中共官員討論中國大陸市場開放不足、仿冒等問題。美國商務部 11月

19 日宣布對中國大陸進口的針織布、胸罩和袍服等 3 大類紡織品採取配額限制，

24日更裁定 4家大陸彩色電視製造業者向美國市場傾銷產品，並計劃在 2004年 4

月做出最後判決。中共除加強與美國國會溝通外，也利用金元外交，大量採購美

國商品，以緩和對美鉅額貿易順差。中共國防部長曹剛川於 10月下旬訪問美國，

是繼 1996 年遲浩田訪美後首次訪美的中共國防部長，雙方同意 2004 年安排更多

的軍事官員互訪。中共總理溫家寶 12月 7日啟程訪問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並

赴衣索比亞出席「中非合作論壇」第二屆部長會議。行前由於中共藉由我方推動

公投等民主化進程為詞製造兩岸關係緊張，使得溫家寶訪美之行備受關注。布希

在布溫會後記者會表示反對兩岸片面改變現狀，溫家寶則自評訪美成功。中共於

10月 13日發表「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是中共首次發表關於歐盟政策的白皮書，

要求歐盟早日解除對中共的軍售禁令，惟歐洲議會於 12 月 18 日通過反對解除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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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中共之決議案，要求歐盟繼續維持對中共的武器禁運政策。中共與歐盟 10月 30

日在北京舉行第六次高峰會議，此次峰會將歐中關係首次定位為「戰略夥伴關

係」，係雙邊歷年來最成功的一次峰會。近來印中關係持續改善，雙方籌建自由

貿易區並舉行首次軍事演習。 
 

一、胡錦濤訪問泰、澳、紐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於 10 月 18 日訪問泰國，出席在曼谷舉行的 APEC 領袖

會議，會後出訪澳洲、紐西蘭。胡錦濤獲邀在澳洲國會發表演講，為澳洲國會 100

多年來接待的第一位亞洲國家元首。胡錦濤在國會演說中呼籲澳洲拒絕美國冷戰

式圍堵中共的行動，防範捲入臺海衝突。 
 

（一）出席 APEC領袖會議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於 10 月 18 日訪問泰國，出席在曼谷舉行的 APEC 領袖

會議，會後出訪澳洲、紐西蘭。胡錦濤在出席 APEC 期間，密集與美、俄、日、

韓等國領導人會談，19 日布胡會後共同召開記者會，白宮資深官員簡報布胡會內

容表示，布希向胡錦濤重申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美國的「一個中

國」政策是基於 3項公報、臺灣關係法、及不支持臺灣走向獨立（聯合報，2003.10.21，p.A2）。

胡錦濤並在 APEC 工商領導人會上發表演說，強調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並提出促

進亞太地區和全球經濟發展的 3 項意見：要加強相互信任，保持亞太地區穩定；

要採取有效措施，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要推動相互開放市場，健全多邊貿易

體制（聯合報，2003.10.21，p.A3）。此外，胡錦濤在曼谷舉行首次個人的國際記者會，強

調將「毫不動搖、積極穩妥」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並將繼續推動化解北韓核

武危機六方會談。多數記者認為，胡錦濤現場表現相當沉著與穩定，且均能針對

問題逐項回答，顯示胡對於自己的權力相當有自信（中國時報，2003.10.22，p.13）。 

 

（二）經貿、臺海問題成為焦點 
胡錦濤獲邀在澳洲國會發表演講，為澳洲國會 100 多年來接待的第一位亞洲

國家元首。由於布希此次訪問澳洲，亦在澳洲國會發表演說，紐約時報將 2 人相

比，胡錦濤在演講內容、演講風格評價高於布希（胡錦濤在演講中突出中澳在資源、能源方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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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並強調中共正在拓展與各國的外交和文化關係，布希則僅限反恐此一議題。在演講風格方面，胡錦濤親切友善，布

希則顯孤傲冷淡)，澳洲保守派報紙 Financial Review更以「Bush came，Hu conquered」

為標題（The New York Times，2003.10.25）。胡錦濤在國會演說中提到臺灣問題，宣稱臺灣問

題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警告臺獨是臺海和平的最大威脅，呼籲澳洲

拒絕美國冷戰式圍堵中共的行動，防範捲入臺海衝突（聯合報，2003.10.23）。由於澳洲

為美國傳統盟邦，澳洲對美中態度引發關注。澳洲總理霍華德表示，澳洲不須在

美中之間做選擇，美國是澳洲安全、軍事上的盟邦，中國則是澳洲最重要的貿易

夥伴（The New York Times，2003.10.25）。澳洲政府並於 10月 29日公布「中國產業起飛：東

亞的挑戰」報告，報告指出中共經濟欣欣向榮對東亞其他國家將是助力，而不構

成威脅，他們很快會適應這個大國經濟強勁成長帶來的新機會（中央社，2003.10.29）。 

胡錦濤訪問澳洲期間除與澳洲簽署「中、澳貿易與經濟框架」外，中國海洋

石油總公司與澳洲天然氣田 Gorgon的合作案亦拍板定案，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將

以 201億美元的代價，在未來 25年內，購買 Gorgon約 8,000萬到 1億噸之間的液

化天然氣，並將取得 Gorgon油田 12.5％的股份，創下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氣收購

案的創舉（中時電子報，2003.10.26）。此外，胡錦濤訪問紐西蘭期間的焦點，雙方官員簽

署 10項有關消除貿易障礙、生物安全、教育及領事合作的協議，目前中共是紐西

蘭第四大貿易夥伴（聯合報，2003.10.26，A13）。 

 

二、美中貿易摩擦趨於緩和 
美國經貿官員相繼訪問大陸，與中共官員討論中國大陸市場開放不足、仿冒

等問題。美國商務部 11 月 19 日宣布對中國大陸進口的針織布、胸罩和袍服等 3

大類紡織品採取配額限制，24 日更裁定 4 家大陸彩色電視製造業者向美國市場傾

銷產品，並計劃在 2004年 4月做出最後判決。由於中共深知經貿問題已成為美國

大選的焦點，中共對此的因應方案，除加強與美國國會溝通外，也利用金元外交，

大量採購美國商品，以緩和對美鉅額貿易順差。 
 

（一）美國貿易代表佐立克、商務部長伊凡斯訪問大陸 
美國貿易代表佐立克、商務部長伊凡斯於 10月下旬分別訪問大陸，此行與中

共官員討論中國大陸市場開放不足、仿冒等問題。佐立克在大陸訪問期間曾面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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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吳儀，美中貿易已成為華府敏感議題，美國的企業界及勞工透

過各種管道，表達對中共不履行 WTO 規定的不滿（青年日報，2003.10.30，p.5）。伊凡斯

在北京美國商會發表演說時則對中國大陸提出警告，表示美國對美中貿易逆差已

失去耐性，北京若不進一步開放市場，美國將對大陸關閉市場（聯合報，2003.10.29，p.A2）。 

 

（二）美國對大陸產品設限 
美國商務部 11 月 19 日宣布將對中國大陸進口的針織布、胸罩和袍服等 3 大

類紡織品採取配額限制，以平息美國製造業與國會議員有關不公平競爭導致美國

各州紡織工人失業的指控。中共商務部在網站上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美方此舉，

並立即宣布取消 11 月 19 日前往美國採購農產品和電訊產品的大陸貿易代表團行

程，以示抗議（工商時報，2003.11.20，p.2），並表示不排除向世貿組織提出申訴。外交部

副部長周文重 19日下午緊急約見美國駐華大使雷德，希望美國政府能從中美關係

大局出發，改變錯誤決定，回到通過對話與合作消除分歧的道路上來。商務副部

長馬秀紅 20日則表示，中共已在研擬對部分美國進口商品提高關稅的可行性（經濟

日報，2003.11.21）。美國商務部 24 日更裁定 4 家大陸彩色電視製造業者向美國市場傾

銷產品，並計劃在 2004年 4月做出最後判決，一旦做出判決，這 4家業者將分別

被課以 28％至 46％不等的關稅（中國時報，2003.11.26，p.13）。此外，美國還在調查一宗

中國大陸木製傢俱反傾銷案（中央日報，2003.11.27，p.6）。中共官方報紙 12月 3日指出，

中共傾向以協商，而不是採取報復行動，解決中美巨額貿易順差紛爭。根據中國

證券報引述中共入世談判總代表龍永圖的話指出，目前不是北京採取最後貿易手

段的時候（中央日報，2003.12.4，p.6），而中共推遲的採購代表團於 12月 17日前往芝加哥，

顯示美中緊張的貿易關係已有所緩和（香港商報，2003.12.4）。 

 

（三）中共對美中貿易衝突之因應方案 
由於中共深知經貿問題已成為美國大選的焦點，中共對此也有因應方案。在

過去，中共認為美國的任何行動都是因為不能接受中國崛起的事實，現在北京新

一代領導人已認知美國對中國的言詞攻擊是美國政治過程的一部分，尤其是在選

舉期間（The Las Angeles Times，2003.11.19）。中共除加強與美國國會溝通外，也利用金元外

交，如：中國大陸經貿採購團 11月 12日在底特律與美國汽車公司簽署近 20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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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合約，將於今明 2 年向通用、福特、克萊斯勒等車廠購買汽車及零組件，並

在美國商務部與波音公司和奇異公司簽訂 2項總價 47億美元的採購合約，購買 30

架新一代波音 737客機和飛機引擎（聯合報，2003.11.14，p.13），12月 17日抵美的企業家

代表團亦採購 150萬噸的美國大豆（工商時報，2003.12.17，p.6）。 

 
三、美中互動頻繁 

中共國防部長曹剛川於 10 月下旬訪問美國，是繼 1996 年遲浩田訪美後首次

訪美的中共國防部長，美國國防部在曹剛川與倫斯斐會晤後發表聲明表示，會談

卓有成效並富有建設性，雙方同意 2004年安排更多的軍事官員互訪。中共總理溫

家寶 12月 7日啟程訪問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並赴衣索比亞出席「中非合作論

壇」第二屆部長會議。行前由於中共藉由我方推動公投等民主化進程為詞製造兩

岸關係緊張，使得溫家寶訪美之行備受關注。 

 
（一）曹剛川訪美 

中共國防部長曹剛川於 10 月下旬訪問美國，是繼 1996 年遲浩田訪美後首次

訪美的中共國防部長，此行與倫斯斐、鮑爾、萊斯等會談，就國際和地區安全及 2

國、2軍關係等問題交換意見，並參觀太平洋美軍總部。布希在白宮國家安全顧問

萊斯與曹剛川晤談時經過，僅與曹剛川晤談 5 分鐘（中央社，2003.10.31）。美國國防部

在曹剛川與倫斯斐會晤後發表聲明表示，會談卓有成效並富有建設性，雙方同意

2004年安排更多的軍事官員互訪。中共國防部外事辦主任張邦棟表示，2004年美

國參謀聯席會議主席邁爾斯、副主席佩斯將擇機訪中，中共中央軍委亦可能訪美（中

新社，2003.10.29）。 

 

（二）溫家寶訪美 
中共總理溫家寶 12月 7日啟程訪問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並赴衣索比亞出

席「中非合作論壇」第二屆部長會議。行前由於中共藉由我方推動公投等民主化

進程為詞製造兩岸關係緊張，使得溫家寶訪美之行備受關注。溫家寶此行訪問紐

約、華府與波士頓，會見美國各界人士並與布希會談 40 分鐘，2 人的討論議題非

常廣泛，包括安全、北韓、反恐、武器擴散、人權、宗教自由、貿易摩擦及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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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問題，其中經貿、反恐、北韓問題為美方關切焦點，中共則將兩岸問題視為重

點。溫家寶未離開美國之前在波士頓接受 CNN專訪時表示，這次訪問不僅是重要

的，也是成功的。 

●美中關係進一步發展 

布希上任初將中共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九一一」後則轉變為與中共建立

坦城、建設性合作關係，在中共介入調停北韓核武危機後，美中高層並多次表示

雙方關係目前是數十年來最佳的。溫家寶此行獲美高規格接待，尤其布希稱中共

為美國的「外交夥伴」（partners in diplomacy），顯示美中關係進一步發展。此行溫家寶

與美方商定，第六次國防部副部長年度防務磋商和第四次反恐磋商將於 2004年初

在北京舉行，顯示未來美中互動將更形密切。 

一般認為，溫家寶訪美後之美中關係將朝向中間路線方向發展，即低調處理

雙方爭議，共同合作。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所專家裴敏欣指出，美中是選擇性的

夥伴關係（selective partnership），在共同的利益上會彼此合作（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003.12.11）。前美國駐北京大使羅德則表示，美國與中共如果要成為真正的合作夥伴，

還需要有共同價值觀念（自由亞洲之聲，2003.12.16）。 

●美國反對兩岸片面改變現狀 

溫家寶訪美前（11月 21日）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專訪時針對臺灣公投立法及制憲

問題表示，「中國人民會不惜一切代價，維護祖國的統一」。當被問及中共希望

美國採取那些實際行動時，要求美國反對「臺獨」，反對「公投」、「制憲」，

及停止售臺武器。布希在布溫會後的聯合記者會上表示：「美國的政策是基於 3

公報、臺灣關係法的一個中國政策。我們反對臺灣或中國任何旨在片面改變臺灣

現狀的決定。臺灣領導人的言論或行動，顯示他可能有意要片面決定，去改變現

狀，這是我們反對的」（any comments and actions made by the leader of Taiwan indicate that he may be willing to make 

decisions unilaterally,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which we oppose.）。但白宮資深官員在布溫會後之背景說

明會上指出，在談到兩岸問題時，布希總統表示，美國的最高目標是維持臺灣海

峽的和平，美國絕不會放棄支持臺灣的民主與自由，布希總統也在會談中告訴溫

家寶，如果中國企圖以武力改變現狀，美國將會介入。 

中共官員及學者皆認為布希明確反對臺灣改變現狀的意圖是溫家寶此行的重

大勝利，惟媒體指出大陸當局應小心反效應（backfiring），因為根據歷史經驗，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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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在檯面上（officially）向中共靠攏，但在私底下（unofficially）會給予臺灣補償，且後者

往往抵銷前者的成果。此外，北京取得外交勝利將更加深化臺灣的分離主義（The Straits 

Times，2003.12.15）。 

●中共企圖透過協調化解貿易紛爭 

此次布希在會談中促請溫家寶在人民幣匯率彈性化問題上採取更具體的措

施，溫家寶對布希的要求立即做出回應，他承認雙方在經貿交流上存在問題，中

方將認真解決美方的貿易赤字問題。溫家寶在會談中並提出「互利共贏」、「發

展放首位」、「發揮雙邊經貿協調機制作用」、「平等協商」、「不把經貿問題

政治化」5原則。中共對美方的要求雖予軟性回應，但能否實質解決美方日益嚴重

的逆差問題及舒緩布希政府的國內壓力，仍待觀察。 

●美中賡續討論北韓核武問題，六方會談遲至 2004年初舉行 

在和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會晤之後，溫家寶向媒體談到北韓核武問題時表示，

希望朝鮮半島能夠無核武化，也希望北韓的安全獲得確保。而美國在許多場合都

曾經表示，無意入侵北韓以及改變北韓現有政體。因此，美國和北韓的立場正逐

漸趨近（中時電子報，2003.12.9）。布希與溫家寶會面時表示，美國的目標並不是要凍結

核武計畫，而是要以一可經驗證、且無法回復的方式來解除核武計畫（中國時報，

2003.12.10），溫家寶與布希並拒絕北韓以能源援助等條件交換凍結核武計畫的要求

（CNN，2003.129），惟中共亦不同意美國提出的共同宣言內容，因此原訂 12月舉行的

北韓六方會談將延遲至 2004年初舉行。 

 
四、中共加強與歐盟關係 

中共於 10 月 13 日發表「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是中共首次發表關於歐盟

政策的白皮書，說明中共對歐盟的政策目標和今後 5 年的合作措施，並要求歐盟

早日解除對中共的軍售禁令。歐洲議會則於 12 月 18 日通過反對解除軍售中共之

決議案，要求歐盟繼續維持對中共的武器禁運政策，並表示考慮中共對臺做出威

脅，現在討論歐盟的武器禁運仍不是合適的時機。中共與歐盟 10 月 30 日在北京

舉行第六次高峰會議，此次峰會將歐中關係首次定位為「戰略夥伴關係」，顯示

雙邊關係層次之提升，係雙邊歷年來最成功的一次峰會。 
（一）中共發表首份對歐關係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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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於 10 月 13 日發表「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是中共首次發表關於歐盟

政策的白皮書，說明中共對歐盟的政策目標和今後 5 年的合作措施，包括：加強

高層交往與政治對話，致力國際合作，促進雙方政治、經貿及軍事多元化合作等，

中共也要求歐盟早日解除對中共的軍售禁令。在臺灣問題方面，中共要求歐盟慎

重處理涉臺問題，包括不支持臺灣加入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參與的國際組織、只和

臺灣進行非官方和民間範疇的交往、不售武器、軍事設施、物資和技術給臺灣（BBC，

2003.10.31）。 

歐盟駐中共大使艾伯曼表示，歐盟近期內不可能對中共解除武器銷售禁令，

這個問題牽涉到人權及輿論，會員國之間多次討論過這個問題，對解除禁令無法

達成共識（中央社，2003.10.27），惟德國總理施洛德 12月 1日在北京會見中共總理溫家

寶時表示，他將推動歐洲聯盟解除對中共的武器禁運，如果施洛德付諸行動，德

國是繼法國之後歐盟第二個鼓勵解禁的主要成員國（聯合報，2003.12.4，p.A13），歐盟委

員會主席普羅迪在 10月舉行的歐盟－中國峰會上也表示贊成取消對華武器禁運的

態度。普羅迪表示，儘管一些歐盟國家表示反對，這將是歐盟努力的方向。目前，

反對歐盟取消對華武器禁運的是丹麥和瑞典 2 國。法國則試圖透過所有的外交渠

道，說服其他國家贊成歐盟取消對華武器禁運，在法國總統的提議下，歐盟於 12

月 13 日指示總務暨對外關係理事會重新檢討對中共禁運武器的問題（聯合報，

2003.12.14，p.A13），惟歐洲議會 12 月 18 日通過反對解除軍售中共之決議案，要求歐

盟繼續維持對中共的武器禁運政策，並表示考慮中共對臺做出威脅，現在討論歐

盟的武器禁運仍不是合適的時機。 

 

（二）中歐舉行第六次高峰會議 
由歐盟輪值主席、義大利總理貝魯斯柯尼所率領的歐盟高級代表團，10月 30

日在北京和中共總理溫家寶舉行例行高峰會議，此次峰會將歐中關係首次定位為

「戰略夥伴關係」，顯示雙邊關係層次之提升，係雙邊歷年來最成功的一次峰會。

溫家寶在會議中提出 4 點建議，分別是維持雙方高層交往、加強經貿合作、建立

有效合作機制、消除影響雙方關係發展的障礙，雙方並達成共識，將首度建立貿

易對話管道，定期舉辦副部長級貿易對話機制（聯合報，2003.10.31）。此外，簽署「中

歐旅遊目的國地位諒解備忘錄」、「中歐伽利略計畫合作協議」，其中中共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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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計畫之衛星追蹤系統投資逾 2億 3,000萬歐元，將使中共與歐盟在安全防衛

領域的合作更為密切。 

 

五、中共賡續改善與印度關係 
2003 年以來中共與印度關係進展極大，印度國內反對中共的強硬派國防部長

費南德茲、總理瓦杰帕伊相繼訪問大陸，瓦杰帕伊並與中共總理溫家寶簽署「中

印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宣言」，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建立建設性夥伴關

係，其中印度首次承認西藏是中共領土，中共則不再宣稱擁有錫金主權，並就恢

復錫金與西藏貿易達成協議，中印也針對邊界問題在 10、12月舉行 2輪會談。中

共政協主席賈慶林 11月訪問印度，在會見印度外長辛哈時，雙方都表達了繼續發

展關係的意願（中央社，2003.11.29）。 

在經濟方面，中共與印度開始籌劃成立自由貿易區。在軍事方面，據媒體報

導，印度一軍事代表團已獲得中共的允許，將到西藏地區做首次軍事訪問（自由之聲

廣播電臺，2003.11.18）。11月中共並與印度舉行首次聯合軍事演習，合作演練海上救援、

搜救，此為 2 國第一次軍事合作，也是 2 國走向全面和解的具體表現。由於中共

10 月才與巴基斯坦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一般認為中共刻意平衡其與印度及盟友巴

基斯坦之間的關係（中央社，2003.11.17）。另據媒體報導，巴基斯坦總統穆夏拉夫 11月

訪問大陸時，曾要求大陸幫助巴基斯坦建造 1 座價值 6 億美元的核電廠計畫，但

被中共婉拒，中共顯然不希望支持南亞無核化的立場受到質疑，也不想因此影響

中印關係改善進程。中共也一再重申，印巴都是中共的友好近鄰，與 2 國都要發

展合作關係，這一立場將有助中共調解印巴矛盾（澳門日報，2003.11.14）。政治觀察家認

為，中共與印度發展關係是國際形勢發展下的結合，目前雙方可從交流項目與方

向著手積極發展關係，但 2 國的基本國情、政治體制不同，雙方還是有矛盾和競

爭的本質，中印關係在未來，可能會如中美關係一樣，在合作中有競爭，未必平

順（中央社，2003.11.29）。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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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外  交  活  動 
時間 2003 派出與邀進情形 

10.18-27 胡錦濤訪問泰國、澳洲及紐西蘭：出席在曼谷舉行的 APEC 第十一次領導人非正式會
議。 

10.19- 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懷西率代表團訪問非洲：此行訪問南非、尚比亞。 

10.20-  英國外交部副次官歐威廉訪問大陸：與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舉行戰略安全對話，雙
方就伊拉克局勢、北韓核武問題、伊朗核武問題和飛彈防禦等問題深入交換意見。 

10.20- 美國貿易代表佐立克訪問大陸：與吳儀等會談，此行目的係為進一步打開中國大陸的市
場。 

10.21-24 加拿大總理克雷蒂安訪問大陸：此行會晤溫家寶和前國家主席江澤民，雙方簽署環境、
教育、議會工作、衛生及農業等領域的協議，並向中共促銷加拿大的坎杜型核反應裝置。

10.21-31 中央政治局常委吳官正訪問 3國：訪問阿曼、塞浦路斯、敘利亞。 

10.27-30 
美國商務部長伊凡斯訪問大陸：此行與中共官員討論中國大陸市場開放不足、仿冒等問
題。在北京美國商會發表演說時對中國大陸提出警告，表示美國對美中貿易逆差已失去
耐性，北京若不進一步開放市場，美國將對大陸關閉市場（聯合報，2003.10.29，p.A2）。 

10.29-31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訪問北韓：陪同吳邦國出訪的成員包括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
外交部副部長王毅等，此行與北韓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金永南會談，吳邦國
承諾會繼續提供北韓經濟援助，但也要北韓必須透過對話解決北韓核武問題。 

10.30 第二屆中歐領導人會議在北京舉行：雙方簽署中歐工業對話機制、中國加入「伽利略」
歐洲衛星導航系統協議、歐盟國家成為中國旅遊目的協議。 

11.2- 中共友好代表團訪問寮國：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劉洪才率領。 

11.2- 

博鰲亞洲論壇於海南島舉行：共有近 1,000名來自各國政治、經濟和學術界的代表參加
本次年會，包括塔吉克總統拉赫莫諾夫、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土庫曼副總理古爾班穆拉
多夫、越南副總理武寬、寮國副總理通倫、韓國副總理金振杓等，溫家寶並在會議中發
表演講。 

11.2-21 人大副委員長李鐵映訪問非洲：此行訪問模里西斯、喀麥隆、利比亞、突尼斯。 

11.3-5 巴基斯坦總統穆沙拉夫訪問大陸：進行國事訪問並應邀出席在海南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
2003年年會。 

11.3- 中共人大代表團訪問歐洲 3國：此行訪問西班牙、德國、英國。 

11.5- 中共前總理錢其琛訪問美國：參加於美國德州農工大學舉辦的「中美關係過去、現在及
未來」研討會，隨後前往紐約與前美國防部長裴利進行二軌對話。 

11.6-7 王毅訪問美國：此行與鮑爾、凱利等會談，就籌備第二輪六方會談等問題與美方交換意
見。     

11.8- 中共代表團訪問南美 3國：智利、阿根廷、巴西。 
11.10-16 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訪問韓國、日本：就雙邊關係和北韓問題交換意見。 
11.14-17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兆國訪問英國：此行會見英國議會下院議長馬丁。 
11.17-19 中聯部副部長張志軍訪問德國：參加德國社民黨召開的聯邦代表大會。 

11.17-25 中共代表團訪問柬埔寨、越南：由中共中央委員、雲南省委書記白恩培率領，進行友好
訪問。 

11.18-23 新加坡總理吳作棟訪問大陸：此行與胡錦濤、溫家寶、吳邦國等會談，提出兩國研究啟
動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的可行性。  

11.18- 美國務院助卿凱利訪問大陸：磋商北韓核武第二輪六方會談。 
11.23-12.7 賈慶林出訪亞洲 5國：此行訪問印度、斯里蘭卡、孟加拉、尼泊爾和巴基斯坦。 

11.26- 中聯部副部長張志軍訪問比利時、德國：出席歐洲社會黨首屆全球進步論壇和德國基督
教民主聯盟第十七屆聯邦代表大會。 

11.29-12.2 法國財政部長梅爾訪問大陸：此行率領由國會議員和企業老闆所組成的代表團前往大陸
訪問。 

11.29- 中共代表團訪問歐洲 3國：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何勇率領，此行訪問希臘、法
國和德國。 

11.30- 全國人大代表團訪問伊朗、肯亞、尼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韓啟德率領。 

12.1-4 德國總理施洛德訪問大陸：此行訪問北京、廣州和成都，並和胡錦濤、溫家寶會晤。施
洛德 12月 1日在北京會見溫家寶時表示，他將推動歐盟解除對中共的武器禁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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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中共代表團訪問非洲：出席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並赴坦尚尼亞訪
問。 

12.3- 中共代表團訪問 3國：由北京市委書記劉淇率領，此行訪問葡萄牙、摩洛哥、突尼斯。
12.3- 中共代表團出訪紐西蘭、澳大利亞：由中共中央委員、中共江西省委書記孟建柱率領。

12.7-16 溫家寶出訪 4國：此行訪問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和衣索比亞，並出席在衣索比亞舉行
的「中非合作論壇」第二次部長級會議的開幕式。 

12.12- 
韓國外交通商部副部長助理李秀赫訪問大陸：此行拜會中共副外長王毅，聽取中方對
韓美日擬定的會談草案以及對北韓就第二次六方會談反映所持的立場，並借此闡明韓國
的立場。 

12.15 中共代表團訪問越南、寮國：由中共中央委員、陝西省委書記李建國率領。 
12.16- 以色列總統卡察夫訪問大陸：與胡錦濤、溫家寶等會談。  

12.22 日中舉行定期外交磋商：中共副外長王毅與日本外務審議官田中均在北京舉行中日外交
定期磋商。 

12.25-26 副外長王毅訪問北韓：此行與北韓外務省副相金桂冠會談，並會見外務省第一副相姜錫
柱、副相金永日，雙方就 2004年初舉行的第二次六方會談事宜達成協定。 

12.25- 
中日舉行海洋法磋商：以中共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司長劉振民為團長的中方代表團和以外
務省亞洲大洋洲局參事官西宮伸一為團長的日方代表團在東京舉行中日第十四次海洋
法磋商，雙方就東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礁層劃界等問題交換意見。 

12.28-29 

中日韓 3國舉行外交部局長級官員會議：在漢城舉行，韓國外交通商部亞太局局長丁相
基、中共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傅瑩和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局長藪中三十二與會。本次
會議目的在商討 2003年 10月 3國領導人達成的環境、財政、貿易、投資和資訊技術等
方面的合作協定事項。 

12.29-30 美國總統特使貝克訪問大陸：訪問期間會見胡錦濤、溫家寶等，胡溫承諾將協助伊拉克
重建，並大幅免除伊拉克欠中共的外債（聯合報，2003.12.30，A13）。 

2004.1.4- 
10 

外交部長李肇星訪問非洲 4國：此行訪問蘇丹、葛摩伊斯蘭聯邦共和國、吉布地、烏干
達等國。 

2004.1.4 中俄就六方會談舉行磋商：中共外交部朝鮮半島事務大使在莫斯科與俄羅斯外交部第一
亞洲局局長阿法拉斯耶夫就第二輪朝北韓核武問題六方會談籌備工作舉行磋商。 

2004.1.5 全國政協代表團出訪 3國：由全國政協副主席阿不來提．阿不都熱西提率團，此行訪問
柬埔寨、寮國和泰國。 

2004.1.7 法國內政部長薩爾科奇訪問大陸：與中共磋商合作打擊非法移民問題和犯罪問題，以及
雙方漁事安全合作。 

軍事外交 
10.13- 德國軍隊總監察長施耐德汗訪問大陸：此行與曹剛川等會談。 
10.13 希臘國防總參謀長安托納科普洛斯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等。 
10.13- 迦納國防部長庫福爾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等。 
10.15- 尼泊爾皇家軍隊常務參謀部長拉納中將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梁光烈等。 
10.15- 澳大利亞國防軍副司令沙爾德斯訪問大陸：參加第七次防務戰略磋商。 
10.16- 圭亞那國防軍參謀長邁克爾．阿瑟利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等。 
10.16- 蘇里南國民軍司令麥庫爾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梁光烈等。 

10.18-22 巴基斯坦海軍艦艇編隊訪問上海：訪問期間，巴艦官兵參觀中共自行研製的導彈護衛
艇，並與中共海軍舉行足球友誼賽等。 

10.20- 羅馬尼亞國防部長伊萬．帕什庫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等。 
10.20- 巴基斯坦空軍參謀長卡利姆．薩達特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等。 
10.21- 古巴東部軍區司令埃斯皮諾薩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等。 

10.21- 蒙古武裝力量總參謀長陶高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梁光烈、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
員長顧秀蓮等。 

10.21- 中巴舉行聯合搜救演習：中共海軍軍艦與來訪的巴基斯坦海軍軍艦在上海附近的東海海
域舉行聯合搜救演習。這是中共海軍首次與外國海軍進行非傳統安全領域的聯合演習。

10.22- 中共軍艦訪問關島、新加坡、汶萊：這是中共軍艦首次訪問美國在太平洋的領地，關島
擁有大型的海軍設施、船塢和空軍基地。 

10.25- 中共友好代表團訪問北韓：由河北省委副書記張毅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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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 越南人民軍總參謀長馮光青訪問大陸：此行會見解放軍總參謀長梁光烈等。 

10.27- 
曹剛川訪問美國：為 1996 年底遲浩田訪美後，7 年來首次訪美的中共國防部長，此行
與倫斯斐、鮑爾、萊斯等會談，就國際和地區安全以及 2國、2軍關係等雙方共同關心
的問題交換意見，並參觀太平洋美軍總部。 

10.30- 瑞典國防軍副總司令漢斯．本特森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梁光烈等。 

11.4-11 中共軍事代表團訪問英國、西班牙、葡萄牙：由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委員、
總政治部主任徐才厚上將率領，此行會見西班牙國防大臣特里略等。 

11.9- 韓國參聯會主席金鍾煥訪問大陸：此行與梁光烈等會談。 
11.14- 印中舉行海上聯合搜救演習：為兩國首次舉行海軍聯合演習。  
11.15- 共軍友好參觀團訪問羅馬尼亞、克羅埃西亞：由蘭州軍區政委劉永治中將率領。 
11.18- 吉爾吉斯國防部長托波耶夫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等。 

11.18- 北韓友好參觀團訪問大陸：由北韓人民武力部副部長李泰日率領，此行會見曹剛川、解
放軍副總參謀長張黎等。     

11.18- 柬埔寨皇家軍隊副總司令密索皮訪問大陸：此行會見解放軍總參謀長梁光烈、副總參謀
長錢樹根等。 

11.19- 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第一副局長普羅尼切夫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等。 
11.21-26 法國軍艦訪問湛江：為湛江港第二次對外國軍艦開放。 
11.22- 巴西國防部長若澤．小維埃加斯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等。 
11.22- 義大利國防副參謀長溫琴佐．坎波里尼訪問大陸：此行會見中央軍委委員廖錫龍等。

11.23-25 紐西蘭國防軍司令弗格森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梁光烈等。 
11.24- 泰國陸軍司令猜亞色．欽納瓦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熊光楷等。 
11.30- 共軍代表團出訪亞洲 3國：由副總參謀長吳銓敘率領，此行訪問緬甸、孟加拉和印度。
12.1-  科威特副首相兼國防大臣穆巴拉克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等。 
12.2- 匈牙利國防軍副總參謀長豪夫里爾．安德拉什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梁光烈等。 

12.15- 

國防部長曹剛川訪問俄羅斯：解放軍總裝備部部長李繼耐隨同來訪，此行與俄羅斯國防
部長伊凡諾夫會談，雙方簽署一項 20億美元的軍購協議，並參觀位於聖彼得堡和下諾
夫戈羅德的兵工廠。下諾夫戈羅德的造船廠負責建造向中共出口的潛艇。曹氏此行受到
高規格接待，俄國總統普亭與總理卡西亞諾夫分別予以接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