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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新興國家的代表，改革開放近 40 年來，中國已深深融

入全球化進程，從全球化的參與者和受益者，日益成為改革者和新型全球化的

引領者。全球化中的中國立場如何，不僅關系到中國自身未來的發展，也關系

到全球化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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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and emerging 

countries,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China has been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From the participants and beneficiaries of 

globalization, it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leader of reformers and new 

forms of globalization. What is the position of China in globalization? I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 itself, but also to the direction 

of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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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介 

  1.地理 

   印度板塊與歐亞板塊撞擊，青藏高原隆起，形成了中國的地貌。 

 ·特色： 

   西高東低：地勢西高東低，級級下降，成階梯狀。 

東西走向：主要山脈均東西走向，如喜馬拉雅山、崑崙山、天山和秦嶺。 

地形複雜：包括山地、高原、丘陵、盆地和平原等 5 大類型。 

可耕地小：山地、高原面積廣大，占總面積 2/3，平原和盆地僅占總面積

1/4，且盆地內多為沙漠。 

  ·中國地理有四大高原，四大盆地和三大平原之說， 

    四大高原：青藏高原、雲貴高原、內蒙古高原和黃土高原 

    四大盆地：塔里木盆地、準噶爾盆地、柴達木盆地和四川盆地 

    三大平原：東北平原、華北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 

另有大地形區東南丘陵。長江和黃河是中國最長的兩條河流，其他主要河

流有黑龍江、珠江、淮河等。塔里木河是中國最長的內流河。 

2.人口 

 

           

8,027,337,16
3,774

9,223,788,34
9,188

10,264,903,1
04,174

10,897,469,7
26,624

11,374,226,8
42,582

2012y 2013y 2014y 2015y 2016y

人口

圖一：中國人口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6%9D%BF%E5%9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4%BA%9E%E6%9D%BF%E5%A1%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8%97%8F%E9%AB%98%E5%8E%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8%97%8F%E9%AB%98%E5%8E%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1%E8%B4%B5%E9%AB%98%E5%8E%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85%E8%92%99%E5%8F%A4%E9%AB%98%E5%8E%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4%E5%9C%9F%E9%AB%98%E5%8E%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4%E9%87%8C%E6%9C%A8%E7%9B%86%E5%9C%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86%E5%99%B6%E5%B0%94%E7%9B%86%E5%9C%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B4%E8%BE%BE%E6%9C%A8%E7%9B%86%E5%9C%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B7%9D%E7%9B%86%E5%9C%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5%8C%97%E5%B9%B3%E5%8E%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E%E5%8C%97%E5%B9%B3%E5%8E%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6%B1%9F%E4%B8%AD%E4%B8%8B%E6%B8%B8%E5%B9%B3%E5%8E%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5%8D%97%E4%B8%98%E9%99%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4%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91%E9%BE%99%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F%A0%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AE%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4%E9%87%8C%E6%9C%A8%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85%E6%B5%81%E6%B2%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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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質 GDP 

指在一年內該國居民所生產的最終產品與勞務按某一基年的市場價格計算得出

的貨幣總量，反映了這一時期內國內生產總值中實際產出數量的真實變化

情況，便於不同年度國內生產總值之間的比較。 

 

 

 

4.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 

一國全體國民，在一定的期間內，新生產出來之最終財貨與勞務的市場價值總

和。 

8,027,337,163,7
74

9,223,788,349,1
88

10,264,903,104,
174

10,897,469,726,
624

11,374,226,842,
582

2012y 2013y 2014y 2015y 2016y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

圖二：中國 GDP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C%80%E7%BB%88%E4%BA%A7%E5%93%81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A%B3%E5%8A%A1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8%82%E5%9C%BA%E4%BB%B7%E6%A0%BC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A7%E5%B8%81%E6%80%BB%E9%87%8F
http://wiki.mbalib.com/zh-tw/%E5%9B%BD%E5%86%85%E7%94%9F%E4%BA%A7%E6%80%BB%E5%80%BC
http://wiki.mbalib.com/zh-tw/%E5%9B%BD%E5%86%85%E7%94%9F%E4%BA%A7%E6%80%BB%E5%8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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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的三級產業 

1. 中國三級產業介紹 

第一級產業（原料取得） 

中國是農業生產大國，主要的農產品出口市場為日本、歐盟、韓國、美國、香

港和東協國家。農業，也稱第一產業，包括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

業，其中種植業主要分布在中國東部濕潤和半濕潤的平原地區，主要產品

有稻米、小麥、高粱、花生、茶、大麥、玉米、棉花、油料等作物；林業

主要分布在中國東北和西南的天然林區，以及東南部的人工林區；畜牧業

主要分布在中國西部新疆、青海、西藏、內蒙古等地區。漁業主要分布在

中國東部地區。 

第二級產業（半製成品加工） 

中國主要的工業有採礦業、製造業、紡織業、鋼鐵、水泥、化肥、製鞋、玩

具、食品加工、汽車、工具機、工程機械、電子設備和半導體。 

•製造業: 製造業是中國經濟的重要支柱和基礎。其中，汽車製造業增勢迅猛，

中國生產的汽車銷量於 2009 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2015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中國製造 2025 計劃」，預計於 2025 年，

中國將達成從「製造大國」變身為「製造強國」的目標，而在 2035 年，

8,027,337,163,774

9,223,788,349,188

10,264,903,104,174
10,897,469,726,624

11,374,226,842,582

2012y 2013y 2014y 2015y 2016y

中國國民生產總值〈GNP〉

圖三：中國 GN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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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製造業將達成超越德國和日本的目標。 

•能源工業: 中國經濟具高度能源密集和耗能傾向，為能源消耗量最大及能源生

產最多的國家，發電量與電網規模都為世界第一。近年來，中國政府大力

投資可再生能源商業化，積極發展水力、風能、太陽能、地熱能、生物能

源、生物燃料等技術。中國水能蘊藏量居世界第一位，政府在長江流域建

設多座水力發電廠和核電廠；風力發電多分布在內蒙古、新疆、甘肅、河

北、山東等地，占全國裝機容量的一半以上；太陽能行業有超過 400 個企

業，太陽能熱水器也在中國非常廣泛使用，在 2016 年，中國成為世界上

最大的光伏發電生產國；2014 年核能發電電力超過 130,580 吉瓦/時，境

內共有 30 座核反應爐機組運轉，並有 24 座在建機組，機組數量僅次於美

國和法國。 

•建築業: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鋼鐵和混凝土的消費國，分別消耗 1/3 和超過一

半的全球供應量。2014 年，中國建築業總投資額為 9 兆 5036 億元人民

幣。 

第三級產業（服務業） 

•交通運輸: 中國擁有由鐵路系統、公路系統、航空系統、船運系統、管道構成

的交通運輸網。在 21 世紀初建立世界最長的高速鐵路；中國鐵路總公司經

營的鐵路里程數共計 10.3 萬公里，為全世界客運和貨運最繁忙的網絡；中

國高鐵里程超過 2 萬公里，形成四縱四橫格局並向八縱八橫發展，中國還

向泰國、歐盟、寮國、美國等國家輸出高鐵技術；中國有 21 座城市軌道交

通系統，總里程數達 2.8 萬公里，其中上海地鐵、北京地鐵、廣州地鐵、

港鐵和深圳地鐵等城市軌道交通系統的通車里程位居世界前列。2015 年機

場旅客達 9.15 億人次、貨郵達 1409 萬噸、飛機起降 856.6 萬架次，「十

三五」期間（2016－2020 年）將新建至少 50 個機場，中國最繁忙機場依

序為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全球客運吞吐量第二）、香港國際機場、上海浦

東國際機場和廣州白雲國際機場。中國有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渤海

灣、東南沿海、西南沿海共五大港口，2014 年，許多港口在貨櫃吞吐量和

噸數名列世界前 50 名，上海港更在 2010 年成為世界大港，中國還擁有世

界第一長的河流航道。2015 年，中國郵政企業和全國快遞服務企業業務收

入累計達千億元。 

•金融業: 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隨著海外需求增加，中國銀

行業積極向外擴張。2010 年，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銀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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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界銀行前十名，並有 111 家銀行列入世界前千家銀行。在保險業方

面， 2012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有 130 家保險公司，較大的保險公司有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等。在證券業方面，中國資本市場的

股票總市值和商品期貨市場成交量皆位居世界前幾名。 

•旅遊業: 中國旅遊業在過去 30 年內高速成長，逐漸形成一個大產業 ,成為中國

經濟新的增長點。 

•其他服務業: 批發零售業、餐飲業、房地產業、文化及相關產業 

    2.三級產業占 GDP 比重 

GDP、各產業產值占 GDP 比重與年增率 

中國經濟處於「新常態」，其經濟首要目標是「穩增長」，並積極扶持其

國內新型態的創新創業活動，以發展新的經濟成長動能。下圖為中國於

2010 年 3 月~2017 年 9 月的三級產業分類之 GDP 當季值， 2017 年第三

季(7~9 月)國內生產總值（GDP）為 21.18 兆元人民幣，第三季成長率為

6.8%，經濟已連續九季處於在 6.7%-6.9%的區間，經濟發展趨於穩定階

段。 

 

中國 GDP 當季值之序列圖 

2017 年前三季 GDP 總額為 59.33 兆元人民幣，較去年當期相比成長 6.9%，下

圖顯示中國於 2010 年 3 月~2017 年 9 月的三級產業分類之 GDP 的累計

值。從下圖中可知，中國經濟之量體逐年擴大，從 2010 年約 40 兆元人民

幣，一路增加至 2016 年已達 74 兆元人民幣，雖然近年來之經濟成長不如

已往過往快速，然而其經濟實力仍令人無法忽視，第三產業之發展仍是中

國目前經濟成長動能中最重要的支柱，再後者的依序為第二級產業與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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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產業。中國經濟總量持續增大與經濟地位之提升，也反應在其 GDP 占世

界總量的比重不斷增加。中國 GDP 占全球 GDP 的比重，從 2004 年的

4.48%緩步上升至 2015 年最高的 15.13%，2016 年緩降為 14.90%。 

 

中國 GDP 累計值之序列圖 

由於全球經濟復甦，中國的經濟轉趨平穩，也對全球經濟做出更大貢獻。過去

幾年，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平均貢獻率超過 3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預估 2017 年中國對世界經濟成長的貢獻率將達 34.6%。因此，不

論中國經濟情勢之好壞，皆對全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近年來，中國積

極調整與改善其經濟結構，透過「城鎮化」驅動內需成長，進而帶動服務

業發展，期望以第三產業（服務業）代替第二產業（製造業），以服務業

為經濟活動之發展主軸，逐步提高第三產業之比重，目前已獲得相當的成

果，其展現在第三產業占 GDP 之比重高於第二產業之趨勢。 

 

 

   歷年各產業占 GDP 之比重 

 3.中國產業局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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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中國產業發展主要為勞力密集產業，伖賴充沛廉價的勞動力、豐富的天然

資源，生產低附加價值的低階產品。近幾年來，中國工資成本上升、勞工

權益獲得重視、社會福利增加、環保意識抬頭、工資規範嚴格等因素，造

成當前產業發展面臨瓶頸。因此，中國大陸產業極欲轉型，從過去依賴勞

力密集產業轉型為依賴資本密集產業或知識密集產業為主的型態，為求帶

動其國內產業轉型升級與因應全球工業 4.0 的進程，中國大陸推出「中國

製造 2025」，提高產品質量、調整過去之要素配置、提高生產要素的配置

效率與要素生產率；透過鼓勵企業創新、促進汰弱留強、降低生產成本與

稅負等方式，促進經濟成長。 

 

三、中國的進出口比率 

   中國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其出口影響了世界經濟和原物料價格；為世

界第二大進口國，其進口數字可反映世界經濟及原物料價格近況。中國在

2015 年 3 月起進出口值呈現負成長的現象，出口值因受到勞動力成本的增

加，及人民幣的相對匯率升值影響，而造成出口的下滑。國際大宗商品價

格大幅下降影響進口值的提升，造成進口值的負成長。直到 2017 年初中

國的進出口值才回到正成長的趨勢，受到全球經濟穩定復甦、人民幣貶

值、大宗物品價格回升，帶動原油、鐵礦砂和大豆等傳統貨品進出口表

現，以及「一帶一路」等提高進出口產量。如圖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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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中國進出口貿易統計 

1. 出口： 

1.1. 主要出口品： 

 機電產品、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仍為出口主力。2017 年，中國機電產品佔

出口總值的 58.4％，其中汽車出口增長 27.2％，手機出口增長 11.3％。

而傳統勞力密集型佔出口總值 20.1％，如農業、林業及紡織、服裝、玩

具、皮革、傢具等製造業。如圖二：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E%97%E4%B8%9A
http://wiki.mbalib.com/zh-tw/%E5%AE%B6%E5%85%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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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主要出口產品比例 

1.2. 主要貿易出口國： 

 中國 2017 年十大主要出口市場為美國、香港、日本、南韓、德國、越南、

印度、荷蘭、英國及新加坡。中國出口至美國大多是代工商品，如手機、

電腦、電腦設備、影音設備、玩具等。圖三： 

 

圖六：中國出口至美國產品比例 

2. 進口 

2.1 主要進口產品： 

機電產品

58%傳統勞力密

集型

20%

其他

22%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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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對於大宗物資的缺乏，因此原油和銅大量仰賴進口。在 2017 年，

進口鐵礦砂 10.75 億噸，增加 5%；原油 4.2 億噸，增加 10.1%；大豆 9554 萬

噸，增加 13.9%；天然氣 6857 萬噸，增加 26.9%；成品油 2964 萬噸，增加

6.4%。此外，進口銅 469 萬噸，減少 5.2%。

 

圖七：中國主要進口數量 

2.2 主要貿易進口國： 

   中國主要進口市場為韓國、日本、台灣、美國、德國、澳大利亞、馬來

西亞、巴西、泰國、越南。機電產品、光學醫療設備和化工產品是韓國對中國

出口的主要產品。 

3. 貿易夥伴進出口比重： 

 前三季度中國對沿線國家進出口增長 20.1%，對東盟進出口增長 19.2%，對

印度進出口增長 25.9%，對俄羅斯、中亞進出口分別增長 27.7%和

23.6%。隨著發達國家經濟全面復甦，前三季度中國對傳統市場進出口回

升。其中，對歐盟、美國和日本進出口分別增長 16.4%、18.7%和

14.9%，三者合計占中國進出口總值的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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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中國主要貿易進出口夥伴比重 

四、面臨問題及解決方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數十年來有顯著經濟增長同時，亦存在了環境、人口、食品安

全、住房、貧富差距、社會治安、官員腐敗等問題。 

1.環境問題 

水資源 

中國水資源存在水污染、水土流失和水源短缺等問題，更因為人口經濟的快速

增長，以及寬鬆的環境監管，而加深了。特別是在中國東北地區，水資源汙染

讓短缺問題日益加劇。 

 

解決方法： 

➢ 2011 年投資人民幣 4 兆元至水利基礎設施和海水淡化項目 

➢ 並規劃在 2020 年完成防洪抗旱系統。 

  

土地沙漠化 

中國約 67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在沙漠化，90%發生在西部，面積占總體約

30%。中國工業的快速發展、過度放牧以及耕地可能會進一步增長其面積，退

化土地面積遠超耕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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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法： 

➢ 2001 年，政府發起「三北防護林」項目，於 2010 年完成，到中國政府

認為， 2050 年，大部分沙漠將恢復成森林。該項目可能歷史上最大的生態工

程。目前則正在建設長江、珠江流域防護林體系建設、太行山綠化、平原綠化

三期工程。 

 

2.人口問題 

早期因為人口不斷地增加，政府為了控制人口，實施「計畫生育」。使出生率

開始下跌，中國人口增長率迅速下降，再加上中國婦女生育意願降低， 2015

年，中國政府宣布廢除「一胎政策」，允許婦女得以生育兩個孩子，隨後即實

施「二胎政策」，但中國的出生率仍然低於預期。2017 年，中國大陸出生率為

1.243%。同時，老年人口不斷增加，以及勞動力人口的萎縮，經濟發展所依賴

的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生育數量不足成為了另一個社會問題。 

 

解決方法： 

➢ 統籌解決人口問題，必須在穩定低生育水準的基礎上，努力提高人口素

質，改善人口結構，引導人口合理分佈和有序流動。首先，提高人口素質，包

括提高出生人口素質，提高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身心健康水準。 

➢ 為了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要加快構建養老安全網，建立個人帳戶與社

會統籌相結合的養老金儲備制度；建立終身教育和保健體系，以高素質應對老

齡化；構建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區服務為依託、社會福利機構為補充的養老

服務體系。 

 

3.食安問題 

自從 2003 年中國奶製品安全事件以後，媒體對的食品安全報導力度大增，以

揭發曝光與中國有關的「黑心食品」，例如毒奶粉、假雞蛋、假醬油、農藥蔬

菜、地溝油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A0%E8%89%B2%E9%95%B7%E5%9F%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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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法： 

➢ 中國食品安全受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監管，並受到民眾關注。為

此政府加快建立食品安全標準、推廣科普知識，及借產業併購重組強化食品安

全，另外專設食品藥品違法偵查局。 

 

4.貧富問題 

政府為推動福利國家發展的戶籍制度，採取住房登記制，使前往城市的農業戶

口常被視為二等公民，未能妥善保護弱勢公民的財產權，並對民工實施不成比

例的稅收，這讓許多民眾陷入貧窮。 

➢ 2000 年代初開始，農村的徵稅已經降低或取消，並為提供居民更多社會

服務。 

 

5.治安問題 

隨著中國貧富差距加大，犯罪率平均每年增長約 14%，並持續成長。 

 

6.官員腐敗 

國家預防腐敗局指出過去 30 年有 420 多萬名黨政人員受懲處，465 人是省部

級官員。 

 

解決方法： 

➢ 2014 年在北京市召開的 APEC 峰會前的部長級會議上，通過打擊跨國

腐敗的《北京反腐敗宣言》。 

➢ 必須針對以下問題做改善透明度、問責制、新聞自由和公民社會不成熟

的情況下，從上而下的反腐工作的有效性與持續時間未能確定。 

 

經濟政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9%A3%9F%E5%93%81%E8%8D%AF%E5%93%81%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6%80%BB%E5%B1%8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3%9F%E5%93%81%E8%97%A5%E5%93%81%E9%81%95%E6%B3%95%E5%81%B5%E6%9F%A5%E5%B1%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88%A9%E5%9C%8B%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E6%88%B6%E7%B1%8D%E5%88%B6%E5%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7%AD%89%E5%85%AC%E6%B0%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5%AE%B6%E9%A0%90%E9%98%B2%E8%85%90%E6%95%97%E5%B1%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4%E5%B9%B4%E4%B8%AD%E5%9B%BDAPEC%E5%B3%B0%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5%8F%E8%B2%AC%E5%88%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81%9E%E8%87%AA%E7%94%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6%B0%91%E7%A4%BE%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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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發展過程 

中國早期仿照蘇聯採行計劃經濟，改革開放後朝向以市場經濟體制為主的混合

經濟。廢除集體耕作、設立經濟特區、國有企業改革重組，讓中國成為世界成

長最快的經濟體。在中國國際經濟策略的影響下，第二級產業成爲中國經濟的

重要部分，因為中國的勞動力成本較低，爲第二級產業的發展創造出適合環

境。其他已開發國家亦可將其低技術產業轉而至中國，中國遂成爲製造業第一

大國，超過 200 多種產品產量和出口量排行首位、數十種出口產品占世界 70%

以上。 

 

2.經濟相關政策 

·中國政府視製造業為重要的經濟基礎，在 2015 年提出《中國製造 2025》，計畫到

2025 年時從「製造大國」升級高級技術的「製造強國」，並在 2035 年達到日

本和德國的高度創新為動力的工業水準。 

·主動降關稅 

中國財政部相關負責人說，適度地降低進口關稅，首先，是為了提高國人的福

祉，同時，也為鞏固全球多邊體制和發展，更加地開放了中國經濟對外地發

展。 

 

 ·限制炒房的行為 

  「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既要抑制房地產

泡沫，又需防止出現大起大落。在宏觀上管住貨幣，微觀信貸政策要支持合理

自住購房，嚴格限制信貸流向投資投機性購房，如果採取措施真正使住房回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8%88%E5%8A%83%E7%B6%93%E6%BF%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B9%E9%9D%A9%E9%96%8B%E6%94%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2%E5%A0%B4%E7%B6%93%E6%BF%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B7%E5%90%88%E7%BB%8F%E6%B5%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B7%E5%90%88%E7%BB%8F%E6%B5%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86%E4%BD%93%E8%80%95%E4%BD%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93%E6%BF%9F%E7%89%B9%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6%9C%89%E4%BC%81%E4%B8%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6%9C%89%E4%BC%81%E4%B8%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5%9B%BDGDP%E5%AE%9E%E9%99%85%E5%A2%9E%E9%95%BF%E7%8E%87%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5%9B%BDGDP%E5%AE%9E%E9%99%85%E5%A2%9E%E9%95%BF%E7%8E%87%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A%8C%E7%94%A2%E6%A5%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88%B6%E9%80%A0202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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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屬性，顯現真實的供求關係，有利於平穩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 

 ·增加農民收入，減少貧困人口 

   中國在今年公布了《關於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

見》，與《關於進一步加強東西部扶貧協作工作的指導意見》，同時本次會議

也指出，明年要廣闢農民增收門路，與推動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各項政策措

施。因此，可以預計明年內地將繼續加強幫助農民和貧困人口的工作，有望提

高基層民眾的生活水平。 

·加強對財產權保護 

   中國政府指出要加強產權保護製度建設，加強對各種所有組織和自然人財產

權的保護。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楊立新稱，加強財產權保

護，有利於增強人民群眾財產財富安全感，增強社會信心，形成良好預期。 

 

五、中國加入的經濟性國際組織 

   一個國家會透過加入國際性組織，如經濟、軍事策略或是人道組織等，

來改善國內本身問題或是促進與外國各方面的交流以提升國家競爭力。中

國所加入的經濟性國際組織有 APEC、ADB、ESCAP、G20、IMF、

UNCTAD、WTO 和 AIIB 等，其中又以 APEC 和 WTO 為重要，另外 AIIB

為中國主導的組織，故此部分會著重在這三個組織。 

 

1. APEC（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簡稱亞太經合會，目前共有二十一個成員國，

包含澳洲、汶萊、加拿大、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紐西蘭、菲律

賓、新加坡、泰國、美國、台灣、中國、香港、墨西哥、巴布亞紐幾內亞、

智利、秘魯、俄羅斯、越南。下表為 APEC 的沿革簡表。 

  

時間 項目 

1989 年 1 月 亞洲及太平洋國家部長級會議（韓國） 

1989 年 11 月 澳洲、汶萊、加拿大、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

紐西蘭、菲律賓、新加坡、泰國、美國加入 APEC 

1989 年 11 月 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部長級會議（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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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 11 月 12

日至 14 日 

第三屆部長級會議，確定亞太經合會的宗旨目標、工作

範圍、運作方式、參與形式、組織架構、亞太經合前景 

1991 年 11 月 香港、中國、台灣加入 APEC 

1992 年 9 月 10 日

至 11 日 

第四屆部長級會議在泰國曼谷召開，確定將亞太經合會

秘書處設於新加坡 

1993 年 11 月 20

日 

首屆亞太經合會經濟領袖會議在美國西雅圖布萊克島

（Blake Island）舉行 

2001 年 10 月 21

日 

亞太經合會第 9 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中國上海舉行 

2014 年 11 月 10

日 

第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中國） 

2017 年 11 月 10

日 

第二十五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越南） 

 

   中國於 1991 年 11 月加入 APEC，隨著國家經濟起飛，在國際間以及在

APEC 間的影響力日漸增強，比如說上表所提到，第 22 次及 25 次領導人非

正式會議中，中國就展現了其影響力。第 22 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中國舉

辦，以「共建面向未來的亞太夥伴關係」為主題。此次會議通過了《亞太經

合組織第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宣言》、《亞太經合組織推動實現亞太

自由貿易區北京路線圖》等，其中特別強調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 FTAAP。中

國在會議中提出了「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經濟創新發展、改革與

增長」、「加強全方位基礎設施與互聯互通建設」三項議題，並承諾捐款

1000 萬美金支持亞太經合組織的各項計畫，不少外媒認為這次會議使 APEC

在推動 FTAAP 這項計畫有了更明確、更實質化的方向及藍圖，並展現了身

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影響力。 

 

2.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貿易組織，簡稱世貿，前身為 GATT，主要作用為有五項，分別是綜

理並執行 WTO 所轄之多邊與附邊協定、提供進行多邊貿易談判之場所、解

決貿易分端、監督各國貿易政策、與其他有關全球經濟決策之國際組織進行

合作，目前共有一百六十四個會員國。 下表為 WTO 的沿革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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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件 

1948 年 GATT 時期，日內瓦回合  

1949 年 GATT 時期，安錫回合 

1951 年 GATT 時期，托奇回合 

1956 年 GATT 時期，日內瓦第四回合 

1960 年-1961 年 GATT 時期，迪隆回合，主要為降低關稅 

1964 年-1967 年 GATT 時期，甘迺迪回合，全面性降低關稅並提出反傾銷

政策 

1973 年-1979 年 GATT 時期，東京回合，修正並擴張 GATT 系統 

1986 年-1994 年 GATT 時期，烏拉圭回合，設立 WTO 此時 GATT 與

WTO 共存， 

1995 年 1 月 1 日 WTO 正式成立，與 GATT 共存，於隔年取代 GATT 

2001 年 12 月 11

日 

中國加入 WTO 

 

   中國在 1947 年時曾是 GATT 的創始國之一，但不久就退出了，於 1978 年

開放並推行市場經濟體制，在經過 15 年的談判後加入 WTO，這對當時的中

國來說是一個機會以及契機。在加入 WTO 後，中國為順應國際貿易條件及規

則，改變了中國原本保守的貿易政策，刺激經濟成長，不僅外貿總額大幅提

高，更讓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3.AIIB（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主要業務是以融資方式援助亞太地

區國家進行交通、電信、能源、農業和城市發展等基礎建設，目前共有八十

六個會員國。下表為 AIIB 的沿革簡表。 

 

時間 事件 

2013 年 10 月 2

日 

於雅加達首次提議創立亞投行 

2014 年 10 月 24 共 25 國正式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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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2015 年 3 月 12

日 

英國加入亞投行，為首個加入的歐洲及西方國家 

2015 年 4 月 15

日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正式生效，亞投行宣告

成立 

     

    AIIB 是一個由中國主導創辦的組織，一般認為亞投行對於中國的好處為以

下幾點，分別是解決國內產能過剩，增加外國投資、強化戰略布局、取得區

域經濟主導權、完成一帶一路沿途建設以及加速人民幣國際化。亞投行就像

這幾年中國在經濟上努力所獲得的成績單，從原本被動參與國際事務到現在

成為國際事務的主導者，甚至可能成為與世界經濟強國-美國抗衡的國家。 

 

六、世界影響力 

    近日，美國新聞雜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正式评出了 2018 年“全球

最佳国家”排行榜（Best Countries 2018）。 

    这份报告将 65 项国家属性分布在 9 项附属排名中，最终根据附属排名

综合为整体排名，获得了 21000 名受调者反馈，并对 80 个国家进行了评

选。 

候选国来自：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前 100 位、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前 150 位、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前 100 个国家、国际旅游人数最多的 100 个国家。 

9 项附属排名分别为冒险精神，公民关系，文化影响，企业家精神，历史

文化，生活质量等。 

中国排名第 20 位 

    报告显示，中国排在第 20 位，与去年持平。“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成

为了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中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 2 大经

济体。” 

    报告凸显了中国在“实力”（Power）这一方面的优势——中国仅次于美

国、俄罗斯，位列第三。在经济前景方面，中国同样表现不俗，位列第

4。中国在"商业开放度"的排名中领先美国 10 个名次，列居第 33 位。在文

化遗产方面，排名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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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五年中，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增长了 55％，因此在

“Movers”这一项排名中，中国位列第 4。 

 

以下是综合评分完整榜单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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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前瞻网 

七、結論 

   中國經濟的全球影響力正不斷增強，並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而這

種影響力不僅僅體現在單純的排名上，更體現在中國經濟活力的持續迸發、

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及其為全球經濟發展注入的信心與動能。 

    隨著美國總統特朗普美國優先政策的推行，現在中國已經逐漸成為了自由

貿易的捍衛者。共建“一帶一路”，共享發展紅利。在世界經濟增長乏力、“逆

全球化”思潮暗流湧動的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極大地促進了國際貿易和投

資。過去這一年，中國累計已與 86 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 100 份“一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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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合作文件，“一帶一路”倡議同俄羅斯提出的歐亞經濟聯盟、蒙古“發展之

路”、越南“兩廊一圈”發展規劃等實現對接。共建“一帶一路”不斷提速，帶動了

沿線各國經濟發展。世界經濟發展離不開中國，中國繼續發展也需要世界。

2018 年，中國將迎來改革開放 40 周年，世界經濟也迎來普遍覆蘇。展望

2018 年，海外觀察人士認為，中國將堅持新發展理念，著力推動高質量發

展，中國仍將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引擎。可以肯定，2018 年中國將繼續扮演

全球經濟“模範生”角色，譜寫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雄渾樂章，積極推動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為世界人民帶來更多紅利。 

“中國的發展是世界的機遇，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貢獻者。中國

經濟快速增長，為全球經濟穩定和增長提供了持續強大的推動力。中國同一

大批國家的聯動發展，使全球經濟發展更加平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達

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所講的這段話，準確闡釋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相互受

益的關系，讓人更清晰地看懂了中國無愧為世界經濟主要發動機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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