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外交
 習近平接見多位外國元首，特別強調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以國際
法為基礎的國際體系；訪問印度、尼泊爾，出席中印領導人第二次
非正式會晤。

 2019年度駐外使節工作會議，王毅強調要採取銳意開拓、積極進取
的外交工作部署。

 中國大陸應對美國貿易戰壓力之際，亦透過多邊方式，試圖營造本
身影響力，包括與東協國家完成「南海行為準則單一文本磋商草案
」第一輪審讀、舉辦中日韓外長會談、宣布啟動加入「武器貿易條
約」（ATT）的國內法律程序等。

一、 領導人會面
 習近平與土耳其總統會談，聚焦雙方戰略溝通、反恐、
「一帶一路
」計畫
依據新華社報導，習近平7月2日與土耳其總統厄爾多安進行會談強調，當前
國際形勢正在發生巨大變化，中土要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以國際法為基礎
的國際體系，維護多邊主義和國際公平正義，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
貿易體制，努力深化兩國戰略合作關係。雙方要在地區事務中保持溝通與協調，
共同推動政治解決有關熱點問題。
厄爾多安表示，密切的土中關係對地區和平繁榮有重要意義，堅定奉行一個
中國政策，不會涉入新疆問題，並強調反對極端主義。1 另9月27日，土耳其外
長卡夫索格魯表示，安卡拉希望「維吾爾兄弟們」在「中國的屋簷下」和平寧靜
過活。2

 習近平會見阿布達比王儲穆罕默德，雙方發表加強全面戰略夥伴
關係聯合聲明
習近平7月22日會見阿布達比王儲穆罕默德強調，中阿兩國要深化政治互信
和戰略溝通，視阿聯酋為中東地區重要戰略合作夥伴。中方要加快推進高品質共

1

「習近平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舉行會談」，新華網，2019 年 7 月 2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7/02/c_1124701731.htm。
2
「土耳其：盼維吾爾人在中國屋簷下寧靜過活」，中央社，2019 年 9 月 28 日，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0731015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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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帶一路」
，加強彼此發展戰略對接，實現2030年雙邊貿易達到2,000億美元
目標，打造好哈利法港二期集裝箱碼頭和中阿產能合作示範園示範專案，鞏固和
擴大能源領域長期、穩定、全方位的戰略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支持阿聯酋在200
所學校開設中文課程；加強反恐安全合作。中方感謝阿方在涉疆問題的支持，也
堅定支持阿方努力打擊宗教極端勢力。
穆罕默德表示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阿方將繼續給予中方
有力支持，加強安全合作，共同打擊，包括東突的恐怖極端勢力。3

 習近平會見烏茲別克總理阿里波夫，強調合力打擊「三股勢力」
和販毒等跨國有組織犯罪
習近平8月28日會見烏茲別克總理阿里波夫。強調雙方要繼續推進高質量
共建「一帶一路」；合力打擊「三股勢力」；中方絕不走歷史上其他國家國強
必霸的老路。烏方表示堅定支持中方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統一，積極配合
中方打擊「三股勢力」。4

 習近平會見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與
哈薩克「光明之路」新經濟政策對接
習近平9月11日會見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籲暢通中哈陸海聯運大通道，推
動經貿合作提質升級，雙方同意要推動上海合作組織在地區和國際事務發揮更大
5

積極作用。

 習近平會見伊拉克總理，伊拉克宣布加入「一帶一路」計畫
習近平9月23日會見伊拉克總理阿卜杜勒-邁赫迪強調，在伊拉克安全形勢最
嚴峻時期，中方企業依然堅守在伊拉克，將加強共建「一帶一路」與伊方重建規
劃對接，推進雙方在石油、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合作。6

 習近平會見2019年度駐外使節工作會議與會使節；王毅強調要採
取銳意開拓、積極進取的外交工作部署
2019年度中共駐外使節工作會議7月17日召開，習近平會見與會使節；中共
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王毅要求全體駐外使節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在以習核心
3

「習近平同阿聯酋阿布達比王儲穆罕默德舉行會談」
，新華社，2019 年 7 月 22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7/22/c_1124783988.htm。
4
「習近平會見烏茲別克斯坦總理阿裡波夫」，新華社，2019 年 8 月 28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8/28/c_1124933679.htm 。
5
「習近平同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舉行會談 兩國元首一致決定 發展中哈永久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新華網，2019 年 9
月 11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9/11/c_1124988091.htm。
6
「習近平會見伊拉克總理阿卜杜勒-邁赫迪」，新華網，2019 年 9 月 23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9/23/c_11250301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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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黨中央領導下，以習近平外交思想為指引，全面貫徹黨中央對外工作重要部署
，銳意開拓，積極進取，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
夢。7

 習近平訪問印度、尼泊爾，出席中印領導人第二次非正式會晤
習近平10月11至13日，應邀赴印度出席中印領導人第二次非正式會晤、對尼
泊爾進行國事訪問。11日在金奈會見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表示，當前國際

形勢下，中印在維護全球穩定和推動發展方面肩負著越來越重要的責任，並對中
印關係提出建議：增進戰略互信、開展戰略溝通；提升軍事安全交往合作水準；
深化務實合作、豐富人文交流；加強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合作。莫迪表示，印
中兩國現在都已經成為重要新興經濟體，加強交流合作，對於兩國發展具有重要
意義，也將促進全球進步繁榮。
10月12日與尼泊爾總理奧利會談，感謝尼泊爾奉行「一中原則」，稱任何人
企圖在中國任何地區搞分裂，最後只能粉身碎骨，任何支持分裂中國的外部勢力
，只能被中國人民視為癡心妄想。另分別會見尼泊爾總統班達里（Bidhya

Devi Bhandari

）、聯邦院主席蒂米爾西納（Ganesh Timalsina）、大會黨主席德烏帕（Sher Bahadur Denba）、共

產黨聯合主席普拉昌達（Pushpa Kamal Dahal Prachanda）等人，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尼
泊爾聯合聲明」；尼方重申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西藏事務是中國內政，決不允許利用尼泊爾領土從事任何反華分裂
活動。

二、 大國外交
 習近平會見德國總理梅克爾；梅克爾關切香港問題，強調「中英
聯合聲明」有效
習近平9月6日會見德國總理梅克爾指出，中德身為兩負責任大國，比以往任
何時候都需要加強戰略溝通、協調和合作，攜手應對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習近
平強調，中國大陸市場足夠大，中德汽車產業合作就是兩國互利共贏的很好例子
，未來雙方在自動駕駛、新能源汽車、智慧製造、人工智慧、數位化和5G等新
興領域應加強合作，而中方正在加快開放金融和服務業，歡迎德方投資。
梅克爾表示，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也為德國帶來不利影響，各方應致力於通

7

「習近平會見 2019 年度駐外使節工作會議與會使節」
，新華網，2019 年 7 月 17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7/17/c_11247663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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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對話協商妥善解決分歧和摩擦。並強調「中英聯合聲明」繼續有效，港人的權
利和自由必須保障，呼籲港府與示威者對話。梅克爾與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
談後在記者會上表示，與李克強討論人權與法治問題時，詳細交換對香港局勢的
看法。梅克爾指出，中英雙方在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的「一國兩制」原
則，以及從這個基礎上發展出來的香港基本法，保障港人的公民權利與自由。香
港當前的問題只能用政治方式、也就是對話來解決，必須盡一切努力避免暴力，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釋出對話的信號和撤回修訂逃犯條例草案是重要的一步
。另強調香港問題目前固然很重要，中國大陸還有其它人權問題。

 美國務卿蓬佩奧與楊潔篪會面，就雙邊關係交換意見
在香港「反送中」示威、美中貿易戰升溫之際，美國務卿蓬佩奧與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美國當地時間8月13日會
面，美國務院及中共新華社指出雙方就美中關係做「廣泛意見交換」，但並未提
供更多細節。
多位美國官員、國會議員公開對香港情勢表達關切，呼籲各方克制不要使用
暴力。美國國會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Mitch McConnell）9月初警告中國大陸，若
對香港抗議民眾採取任何暴力鎮壓行動，都將令人「完全無法接受」，並提醒北
京「全世界都在看」。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也推文譴責香港員警強

勢鎮壓示威群眾。美國總統川普8月13日對香港情勢表達擔憂，認為「香港的情
勢非常棘手」，但希望事情能以對各方有利的方式，獲得解決並和平落幕。中共
外交部當日發聲明，籲美方不要干預內政。

 菲律賓總統訪中，首提南海仲裁，習近平重申不承認立場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於8月28日至9月1日訪問中國大陸，面對國內
日益增強的壓力，加上期盼與中共同開發南海資源，菲律賓總統杜特蒂與習近平
會面時，首度提起南海仲裁結果，但習近平重申不承認這項仲裁案，這是杜特蒂
在總統任內第5度造訪中國。

 中俄首度進行亞太聯合空中巡邏，加強軍事合作意圖明顯
俄羅斯表示，俄國與中國大陸7月23日首次在亞太地區進行聯合長程空中巡
邏行動，並引發南韓官員所稱發射機槍彈以示警告及日本的嚴正抗議。俄國國防
部發聲明表示：「聯合空中巡邏行動目的是在包羅萬象夥伴關係加深俄中關係，
進一步加強武裝軍隊之間合作，精進展開聯合行動和加強全球策略安全的相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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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8

三、 多邊外交
 「南海行為準則」磋商完成第一輪審讀，東協樂見3年內完成
東南亞國家協會區域會議8月2日在曼谷舉行，東協表示樂見「南海行為準則
單一文本磋商草案」完成第一輪審讀，也樂見中國大陸提出3年內完成磋商的時
程。泰國是今年東協輪值主席國，東協外長會議、東協區域論壇、東協加三外長
會議及東亞峰會等會議從7月31日到8月2日在曼谷召開。會議期間，東協10國外
交部長也分別和美國、中國大陸、俄羅斯、南韓、日本、澳洲、紐西蘭、印度、
歐洲聯盟（EU）和加拿大外長舉行東協10加1會談。泰國外交部長董恩表示，南海
議題的確是大家關注焦點，個別國家會有個別意見，不過都是朝向完成「南海行
為準則」的方向前進。中共外長王毅7月31日在東協和中國大陸會談中表示，中
國大陸和東協已提前完成「南海行為準則單一文本磋商草案」的第一輪審讀，將
內容精簡優化，準則總體架構更清晰合理，朝3年完成磋商目標邁進關鍵一步。
在經濟方面，東協希望透過2025東協連結總體計畫（MPAC 2025）和「一帶一路」計
畫加強和中國大陸經濟連結；而和美國的經貿關係，東協希望透過東協美國貿易
暨投資架構（TIFA）及擴大經濟參與行動工作計畫（Expanded Economic Engagement Initiatives Work Plan
9

）加強連結。

 中日韓外長會談北京舉行，王毅暗籲3國應合作反美
第9次中日韓外長會談8月21日在北京古北水鎮舉行，中共國務委員兼外交部
長王毅與南韓外交部長官康京和、日本外務相河野太郎出席。王毅重申3國必須
互信合作，妥處分歧，捍衛聯合國憲章、倡導多邊主義，因應「文明衝突論」，
並表示力爭年底完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中方並堅決反對美
國試圖在亞太部署陸基中程飛彈；將堅持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願同韓、日一起
共同維護好地區的安全與穩定。
對於朝鮮半島議題，王毅則表示，當前半島局勢穩中有變，其中不確定性值
得各方重視。北韓與美方達成的建立半島和平機制，和實現半島無核化的重要共
識來之不易，值得珍惜。朝鮮半島問題政治解決進程「只能向前，不能停滯，更
「首度亞太聯合空中巡邏 俄中顯著加強軍事合作」
，中央社，2019 年 7 月 23 日，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7230386.aspx。
8

9

「南海行為準則磋商 東協樂見 3 年內完成」，中央社，2019 年 8 月 2 日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08020352.aspx。

48

不能倒退」。中方的立場就是要按照「分階段、同步走」思路，透過談判協商，
確實解決各方合理關切，包括北韓在安全保障、緩解制裁方面的正當關切。10正
值日韓兩國關係緊繃之際，王毅希望日韓雙方可以透過對話解決分歧，而日本外
相河野亦表示，他願意出席三方外長會談也展現日方願意對話的誠意。11

 王毅在聯合大會談中美關係，並宣布擬加入「武器貿易條約」
中共外交部長王毅於9月24日出席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美中貿易全國委員
會、美國全國商會和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聯合舉辦晚餐會並發表主題演講。王毅
表示，中美競爭和分歧從來都存在，但不能讓偏見和戒懼控制思維，更不能讓衝
突和對抗主導中美關係，而是要做好管控，堅持求同存異，更應聚同化異，為對
話留下餘地，為合作開闢空間。依據南華早報報導，王毅表示中國大陸沒有挑戰
或取代美國的意圖，但美國也不應試圖壓制中國大陸發展。12
王毅9月27日於聯合國演說時表示，中國大陸已經啟動加入「武器貿易條約
」（Arms Trade Treaty）的國內法律程序。中共外交部稱此體現中國大陸支持多邊主義的
決心。
「武器貿易條約」於2013年在聯合國大會通過，有104個國家加入，意圖避
免武器落入侵略者手中，美國前總統歐巴馬簽署該條約，但因為國內反對的聲音
，美國參議院至今沒有通過，現任總統川普曾表示，打算撤銷美國對該條約的簽
署。13 南華早報認為，王毅凸顯中國大陸多邊主義維護者的形象。14
（盧業中主稿）

10

「中日韓外長會談 王毅暗籲 3 國合作反美」，中央社，2019 年 8 月 21 日，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08210314.aspx?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
A+rsscna%2Fintworld+%28Central+News+Agency+%7C+International%2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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