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外交
習近平訪俄德，並與韓英領導人會晤。除促各國參與「一帶一路」
建設框架內合作外，與韓國總統文在寅會晤時，重申堅持半島無核
化，和平穩定、對話協商，與俄國羅斯總統普丁表示反對韓國部署
薩德系統。
川習二會聚焦貿易與北韓議題。習近平表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妥
善處理敏感問題。雙方並就朝鮮半島議題交換意見。
中美經濟、社會與人文首輪對話在本季舉行，雙方在經貿議題意見
分歧，在社會與人文面雖獲進展，但關注焦點不同。另陸方代表提
青年為美中關係 50 年立基所在，間接回應美中關係未來 50 年的論
述。
習近平出席 G20 峰會，提倡開放型世界經濟，除與先進國家戰略對
接，並支持非洲發展；另在金磚五國高峰會，宣布加大經濟援助。
中國大陸欲透過前述多邊互動架構，拓展影響力，助其任發展中國
家領導者的角色。

一、領導人出訪
習近平訪俄、德，促「一帶一路」建設框架內合作
習近平於 2017 年 7 月 3 至 8 日出訪俄羅斯、德國，並出席 G20 峰會；4 日，
與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會面時表示，目前是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處於
歷史最好時期，主要體現在四個面向上（包括政治與戰略互信深化、高層交往與各領域合作機制健全、
積極對接彼此的發展戰略、社會和民意基礎堅實牢固、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保持密切戰略協作等），並重申兩國在

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問題上相互堅定支持，
「一帶一路」建設與歐亞經濟聯盟對接順
利推進。普丁表示，雙方同意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都將恪守「中俄睦鄰友好
合作條約」
，遵循兩國元首達成的共識，相互支持對方維護主權、安全、領土完整
等核心利益的努力，支持對方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支持對方發展振興。
中、俄兩國元首一致認為要保持戰略協作，勸和促談，推動各方通過對話談判妥
善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薩德問題關係地區戰略平衡，中俄雙方反對在韓國部署
34

薩德反導系統的立場是一致的。雙方並簽署多項聲明（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
進一步深化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當前世界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
聲明」
）
，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實施綱要（2017

年至 2020 年）」
，並見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和俄羅斯聯邦外交部關於朝鮮半
島問題的聯合聲明」。
5 日，習近平與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 Merkel)會面，今年為中德建交 45 周年。兩
國領導人高度評價中德傳統友好，確認中德全方位戰略夥伴關係下階段發展之新
藍圖、目標、與路徑。習近平強調，當前，世界格局正處在一個大調整大變革時
期，不穩定不確定性增多，而中德是世界第二和第四大經濟體，也是歐亞大陸兩
支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穩定性力量，未來要加強中德全方位戰略合作。習近平在德
國主流媒體「世界報」(Die Welt)發表題為「為了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的署名文章，
該文重點之一即在加強「中國製造 2025」與德國的「工業 4.0」戰略對接。營造雙
向開放、公平競爭的投資環境，深化創新、互聯網、智慧製造、金融、能源、環
保、綠色發展等領域務實合作，拓展協力廠商市場合作。加強兩國在「一帶一路」
建設框架內合作，共同為沿線國家的安全、穩定、繁榮作出貢獻。梅克爾對習近
平的說法表示同意，並願意與中國大陸密切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等多邊框架內
合作，就重大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國際發展合作溝通協調，共同維護世界和平、
穩定、繁榮。德方支持推進歐中投資協定談判，願繼續為深化歐中合作關係作出
努力。

出席 G20 高峰會，與韓英領導人會晤
習近平 7 月 6 日在柏林會見韓國總統文在寅。在中韓關係因為薩德問題波折
之際，文在寅總統派韓國政府代表團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派特
使來華轉交親署信，表達改善和發展中韓關係、妥善處理敏感問題的積極意願，
習近平表示讚賞，並強調中方願利用中韓建交 25 周年的契機，推動中韓關係早日
重回健康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雙方應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文在寅表
示，韓方願與中方一起將韓中關係打造成實質性戰略夥伴關係。針對北韓問題，
習近平表示，堅持實現半島無核化，堅持維護半島和平穩定，堅持通過對話協商
解決問題，主張所有有關各方嚴格遵守聯合國安理會有關決議。中方支持韓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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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積極嘗試與北韓重啟接觸對話、改善關係。文在寅回應表示，韓方積極評價
中方為妥善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所作努力，贊同應盡力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
韓方希望就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維護本地區和平穩定與中方密切協調合作。
習近平隔日在漢堡會見英國首相梅伊(Theresa May)時指出，今年是中英建立大使
級外交關係 45 周年，雙方共同努力使得中英戰略互信加深，並再次確認中英關係
「黃金時代」大方向。中方願與英方共同推動中英面向 21 世紀全球全面戰略夥伴
關係再上層樓。習近平重申，鞏固戰略互信是雙方互動的基礎。雙方要堅持相互
尊重、平等相待原則，切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要保持密切高層交往
及各領域機制性對話，為兩國關係持續穩定發展作好頂層設計。「中國製造 2025」
與英國現代產業戰略、
「英格蘭北部經濟中心」等發展計畫對接，深化金融、核電
等合作，並以中英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成立 5 周年為契機，密切民間交往和青年
交流。同時，雙方要加強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多邊
框架內交流。梅伊回應表示，英國致力於推進英中面向 21 世紀全球全面戰略夥伴
關係，堅持兩國關係「黃金時代」的大方向，並願意與中國大陸強化國際和地區
熱點問題上溝通協調，積極參與「一帶一路」框架下金融等領域合作。

習近平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期兩國關係朝正向發展
習近平 7 月 8 日在 G20 峰會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稱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
化 45 周年，明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 40 周年。雙方應該增強責任感和使命
感，本著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精神，排除干擾，推動兩國關係朝著正確方向改善
發展。邦交正常化以來，中日雙方先後達成四個政治文件和四點原則共識，就妥
善處理歷史、臺灣等問題確立原則。在這些涉及兩國關係政治基礎的重大問題上，
不能打任何折扣或有一絲倒退。安倍晉三表示，日方願與中方努力推動形成兩國
關係改善勢頭。中日分別為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對國際和地區事務有重要
影響。日方願與中方加強高層交往並開展機制性交流，並探討「一帶一路」框架
下合作。安倍同時表示，日本在 1972 年日中聯合聲明中闡明的臺灣問題立場沒有
變化。

主持金磚國家領導人非正式會晤，聚焦開放型世界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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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 7 日在漢堡主持金磚國家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南非總統祖馬(Jacob Zuma)、
巴西總統特梅爾(Michel Temer)、俄羅斯總統普丁、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出席。5 國
領導人圍繞世界政治經濟形勢和二十國集團重點議題深入交換意見，就金磚國家
加強團結協作、合力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完善全球經濟治理、促進可持續發展
達成重要共識。
習近平指出，當前世界經濟出現一些積極跡象，金磚國家發展前景普遍向好，
令人振奮；同時也出現一些需要金磚國家密切關注、妥善應對的挑戰。這次二十
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正值世界政治經濟形勢面臨深刻調整的重要時刻。金磚國家是
二十國集團重要成員，要支持主席國德國辦好漢堡峰會，發出二十國集團致力加
強夥伴關係、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穩定和促進全球經濟增長的積極信號。
此次金磚國家領導人非正式會晤，是為 9 月間在廈門舉行金磚國家高峰會預
作暖身，但由習近平的談話中可以發現，中國大陸也試圖利用在 G20 架構下，金
磚國家特殊的結盟地位，來進一步擴大其影響力。

二、大國關係
川習二會，聚焦北韓及貿易議題
繼川習兩人 4 月在美國佛州海湖莊園首會後，習近平 7 月 8 日在 G20 峰會閉
幕後會見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雙方同意增進彼此戰略互信，並透過全面對話
機制，增進相互瞭解。習近平指出，中美經濟合作百日計畫已取得重要進展；同
時，兩國國防部長要早日互訪，要共同做好美軍參聯會主席 8 月訪華、兩軍聯合
參謀部 11 月舉行首次對話、中共海軍參加 2018 年「環太平洋」軍演等工作，並
強調雙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妥善處理分歧和敏感問題。美國總統
川普表示，很高興與習近平主席建立起良好的工作關係，並願意與中方拓展各相
關領域的對話和互利合作，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保持溝通協調。朝鮮半島情
勢是雙方談論重點。習近平強調，中方始終堅持無核化、和平穩定、對話協商等，
並重申反對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

中美社會與人文首輪對話舉行，雖獲進展但關注焦點各異
繼 6 月間進行首輪美中外交安全對話(US-China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Dialogue)，及 7 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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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首輪美中全面經濟對話(US-Chin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Dialogue)後，9 月間進行首輪社會與
人文對話(US-China Social and Cultural Dialogue)。
首輪全面經濟對話後，8 月中旬，依照美國總統川普的命令，美國貿易代表署
宣佈，正式啟動「301 條款」調查中國大陸是否涉及侵犯美國的智慧財產權和強制
技術轉移。
在外交安全與經貿議題分歧高於共識之際，美中 9 月 28 日於華府喬治華盛頓
大學召開首輪社會與人文對話，由美國國務卿提勒森與中國大陸國務院副總理劉
延東共同主持。這是雙方現階段較容易合作的議題領域。首輪中美社會和人文對
話發表「聯合聲明」，並通過「首輪中美社會和人文對話行動計畫」，落實 130 多
項具體成果。劉延東向會場以兩國年輕人為主的觀眾強調，中美交流，青年始終
是先鋒力量，也是未來美中關係 50 年立基所在。部分程度上也回應了提勒森今年
稍早提到美中應思考未來 50 年關係的論述。
雖然社會與人文對話可說是現階段雙方互動較有成果的部分，但依據美國國
務院公佈雙方對話內容摘要，第一點就提到美方對於中國大陸「境外非政府組織
境內活動管理法」的關切，並提及中方承諾，中國大陸的「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
辦法」，不會阻礙美國 NGO 在中國的活動；美國也期待在今年底就該法召開新一
輪磋商。換言之，在此一對話架構下，中方希望在文化領域加強合作，而美方則
希望在社會領域可以有所突破。

美國高層官員訪陸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 9 月 25 日會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李克強強調，中美
互為最大貿易夥伴，兩國經貿關係的主流是合作，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中方願
與美方本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精神，擴大貨物、服務貿易規模，通過對話協
商妥善處理摩擦與分歧。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會越來越大，營商環境會越來越好。
歡迎更多美國企業來華投資興業，同時希望美方對中國企業赴美投資給予公平待
遇，放寬高科技產品對華出口，使中美經貿合作在動態平衡中取得更大發展，更
好造福兩國人民。羅斯回應表示，美中關係日益密切，發展前景十分廣闊。美方
歡迎中方穩步加快對外開放步伐，願以務實態度與中方加強對話溝通，不斷拓展
貿易投資合作，擴大人文交流與人員往來，力爭儘快促成更多合作成果，推動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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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關係取得更大發展。
為安排川普 11 月間訪問中國大陸，美國國務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9 月底前往北
京磋商。提勒森在北京期間，與楊潔篪、王毅等會談，並與習近平會面。在分別
與楊潔篪及王毅的會面中，提勒森表達美方對於朝鮮半島議題關切，而中方表示
願與美方合作落實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相互尊重、互惠互利，聚焦合作、
管控分歧，推動中美關係沿著正確方向持續向前發展。習近平對提勒森高度肯定，
並對提勒森擔任國務卿以來，推動中美關係的發展表示讚賞。此外，白宮前策士
班農，亦在 9 月 12 日訪問北京並與王岐山會面，引發不同揣測。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訪陸，與習近平會面
9 月 19 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近 4 年來首度訪問北京，並於 20 日與習近平會
面。依中方媒體報導，李顯龍表示星國堅持「一中原則」
，習近平重申「兩國世代
友誼深厚牢固」，雙方達成多項協議，並將共建「一帶一路」。

三、多邊外交
習近平出席 G20，並發表講話
習近平出席 7 月 7 日在德國漢堡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 12 次峰會（G20），
並發表題為「堅持開放包容推動聯動增長」講話。習近平提出，二十國集團要堅
持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大方向，為世界經濟增長發掘新動力，使世界經濟增長更
加包容，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推動聯動增長，促進共同繁榮，向著構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的目標邁進。除了與工業先進國家提出發展戰略對接之外，習近平特別指
出，支持非洲發展有利於推動世界經濟均衡、包容增長。中國大陸近期積極推動
與其他國家發展戰略「對接」的說法，值得關注。

金磚五國高峰會在福建廈門召開，陸展現欲任發展中國家領導者企
圖
9 月 3 至 5 日，中國大陸、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等金磚五國高峰會在福
建廈門召開。習近平於 4 日大會時宣佈，將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項下提供 5 億美
元援助，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應對饑荒、難民、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挑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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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並發表「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宣言」
。同時，中國大陸邀請埃及、幾內亞、墨西
哥、塔吉克斯坦和泰國參加這次峰會，並出席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話會，
首創「金磚+」的機制。由這些舉措看來，中國大陸作為發展中國家領導者的企圖
心相當旺盛。
此外，本次會議發生在中、印邊境衝突之後，雙方領導人正式見面，彼此互
動成各方關注焦點。事實上，今年 5 月北京舉行「一帶一路」峰會幾天後，印度
宣佈從亞太延伸到非洲的「自由走廊」計劃，而另一個主要參與者就是日本。其
後，隨著雙方邊境緊張，印度總理是否出席金磚峰會就成為各界關注焦點。而印
度總理莫迪最後仍出席本次會議。短期而言，金磚國家峰會作為一個多邊互動的
架構，有助於中國大陸強化其發展中國家領導者的地位。

與國際經濟金融機構舉行「1+6 圓桌對話會」
，討論全球經濟形勢
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9 月 12 日在北京與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世界貿易組織秘書長阿澤維多(Roberto Azevêdo)、國
際勞工組織秘書長萊德(Guy Ryder)、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秘書長古裡亞(José Á ngel Gurría
Treviño)、金融穩定理事會主席卡尼(Mark Carney)舉行第二次「1+6

圓桌對話會」
，討論全

球經濟形勢與經濟全球化的未來，主要觸及全球經濟增長、可持續發展、維護多
邊貿易體制、經濟全球化、勞動力市場政策、國際金融監管改革等議題。目前看
來，中國大陸越來越強調透過多邊主義來增進其經濟和政治影響力，而其所設定
的遊戲規則，與西方國家所設定或預期或將有所出入。

（盧業中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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