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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韩关系快速发展得益于两国经贸关系互补性比较强、政治关系引领作用突出、两国人文交

流非常密切、两国在地区与国际重大问题上立场相近。展望未来，中韩关系进一步发展仍然具备有利条件。

其一，中韩经贸关系互补性优势仍然存在。其二，中韩互为战略支点的地位更加凸显，政治引领作用更加明

显。 其三，半岛局势缓和，东北亚区域合作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其四，“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新发展机

遇。 同时，中韩关系在未来发展中要理性看待两国经贸关系上越来越大的“竞争性”因素、共同合作推进当

前半岛问题解决、精心呵护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尤其是要妥善处理好“第三方因素”、继续推动包括青年交

流等在内的人文领域的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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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2年正式建交以来，中韩双边贸易额

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如果和建交时两国的

贸易总量 63 亿美元进行对比， 截止 2019 年 1

月，两国贸易额达到了 2686 亿美元，增加约 43

倍①。 目前，我国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韩国

是我国第五大贸易伙伴。 中韩自贸协定于 2015

年 11月 30日正式生效， 是目前我国对外商签

的开放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之一，包含政府采

购、电子商务、竞争政策等诸多 21世纪新议题。

协定实施以来，双方已成功实施 4次关税削减，

目前零关税产品已覆盖贸易的 50%以上，正实

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 但与此同时，中韩关系

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比如“萨德”问题的负面

影响仍然存在。 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正在迅速变

化，急需中韩两国巩固与提升双边关系并加强

在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合作。 因此，回顾与总结

两国关系成功发展的经验，梳理当前两国关系

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无论是对于中韩关

系还是对于朝鲜半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具有

积极意义。

一、中韩关系成功发展的经验与动力

中韩关系之所以快速发展， 其经验与动力

在于：其一、两国经贸关系的互补性比较强。 韩国

作为一个国内市场较小、出口导向为主的国家，

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目前在韩国的对外贸易中，

中国占第一位，其贸易额已接近韩国与美国、日

本贸易额之和。由于“人口规模”巨大，中国在任

何一个与人的需求相关的领域， 都释放出了巨

大的市场空间。 比如中国已经连续 9年成为全球

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这其中就包含了许多韩国

汽车；中国仍然是全球智能手机、服装、电子商

务、旅游和农产品的最大市场。 我国是韩国的第

一大入境旅游客源地，韩国是最受我国游客欢迎

的前十大旅游目的地国家之一；我国化妆品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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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自日本、美国、韩国等，其中韩国占据最大

市场。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其二、政治关系的引领。 1992 年 8 月中国

与韩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建交以来，中韩

政治关系实现了“三级跳”。 1998 年，时任韩国

总统金大中访问中国，双方宣布建立面向 21世

纪的中韩合作伙伴关系。 2003 年，时任韩国总

统卢武铉访问中国时， 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合

作伙伴关系。 2008 年，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访

问中国，双方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这主要源于两国领导人对中韩关系的高度

重视。仅以首脑交流为例，截止到 2019年 4月，

1992 年以来的 27 年里， 两国最高领导人见了

45次②。 2014年 7月 3日习近平将他就任中国

国家主席以来的首次单独出访选择在韩国，凸

显出中国对于发展中韩关系的重视。2017年 12

月，韩国总统文在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自 2013年以来，韩国政府已经明确将中国

视为韩国外交上仅次于美国的重要国家。 韩国

前总统朴槿惠在 2013 年 5 月访问美国后，于 6

月 27日抵达中国，这也是二战后韩国总统第一

次先于日本访问中国，打破了以往“先美国再日

本后中国”的不成文惯例。 文在寅 2017 年 6 月

访问美国后，12 月访问中国， 迄今还没有正式

访问过日本。

中韩政治关系的迅速发展， 对双方紧密的

经贸关系起到了很大的引领作用。 没有良好的

政治关系，就很难有紧密的经贸合作。

其三， 两国的人文交流非常密切。 如果说

“经贸关系”和“政治关系”是鱼塘里的“鱼”的

话，那么“人文交流”就是鱼塘里的“水”。截止到

2019 年 1 月，两国人员往来由 1992 年 13 万人

次增至 803.3 万人次， 增加约 62 倍。 每周有

1023 次航班往返两国。 其中， 韩国 67 条航线

511 次航班，中国 55 条航线 512 次航班。 中韩

还互为对方的最大留学生来源国 ， 目前有

68000 名中国留学生在韩国学习 ， 在中国有

73000名韩国留学生③。打开中国的电视节目能

经常看到韩国艺人的身影。 两国间的智库交流

也非常活跃， 目前几乎韩国所有知名智库都与

中国有影响力的智库建立了联系， 呈现出几乎

全覆盖的特点。

在亚洲地区， 中韩之间的历史与人文联系

最为紧密。 如果说东亚地区最相似和相通的东

西是什么，那就是“文化”与“文明”。儒家文明是

中日韩、 特别是中韩共有的。 中国人喜欢 “韩

流”，韩国人也喜欢中国文化，比如很多韩国年

轻人喜欢读《三国演义》、读鲁迅的《狂人日记》

和《阿 Q正传》等。 这也是中韩两国人文交流如

此迅速、 两国人民喜欢在对方国家生活和工作

的重要原因。 为此，在朴槿惠政府时期，韩国不

少人还曾一度积极倡议推动中韩建立 “人文同

盟”，尽管最后改成了“人文纽带”④，但是这的

确凸显出中韩两国在人文领域的紧密性。

习近平 2014年访问韩国，在首尔大学演讲

时指出，中韩两国“有着天然的亲近感”⑤。 习

近平对韩国的这次访问也被随行的中国外交

部长王毅定义为“是一次走亲戚、串门式的访

问”⑥。 韩国总统文在寅 2017年访问中国期间，

在北京大学的演中指出：“中韩两国在地理上的

亲近中，长期共有相似的文化和情感。 ”⑦

其四， 两国在地区与国际重大问题上立场

相近，不仅促进了两国政治关系发展，而且使得

两国在发展人文交流时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比

如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各有关方中， 立场最接

近的就是中韩两国⑧。 对于韩国而言，朝鲜半岛

问题是最攸关其前途命运的首要课题。 朝鲜半

岛局势的恶化或紧张， 首当其冲的受害国之一

无疑是韩国。半岛局势的和平稳定，韩国也将是

最大的获益者之一。考虑到地缘与历史等因素，

中国也是半岛局势发展演变的利益攸关方。 两

国都希望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 实现和平与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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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希望相关各方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在近代历史上， 中韩两国人民曾团结一致

共同抗日， 最好的例子就是在中国成立的大韩

民国临时政府。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1919年在上

海成立，被称为“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今

天的韩国政府亦以此作为大韩民国的开国元

年。 1945 年 8 月日本战败投降，大韩民国临时

政府主要官员分批回国。 1945年 11月 5日，为

感谢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实际负责人金九在回国前发表了 《致中国朝野

人士告别书》，称“抗战八年来，敝国临时政府随

国府迁渝，举凡借拨政舍，供应军备，以及维持

侨民生活， 均荷于经济百度艰窘之秋， 慨为河

润”⑨。 今天，中韩在应对日本历史翻案与“右倾

化”问题上也具有相似的立场。

二、中国关于中韩合作的有利政策

近年来， 中国继续将发展中韩关系置于外

交优先地位， 中韩关系进一步发展具备一系列

有利条件。

其一， 中韩经贸关系的互补性优势仍然存

在。随着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购买力

增强，中国国内的市场仍然呈现扩大趋势。预计

未来五年中国进口额可能超过美国， 世界终端

消费市场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转移。2018年 11

月，中国举办了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充分证明

了中国市场规模的实力。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

宣布，“预计未来 15年，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将

分别超过 30万亿美元和 10万亿美元。 这也是

历史上最大采购计划”⑩。

同时，为加强对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

2019 年 3 月 15 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李

克强在 2019年 3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也指出：

“我们将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准

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同时我们

将持续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輥輯訛所有这些都将

给韩国扩大对华出口、 促进中韩经贸合作带来

更大机遇。

实际上，中韩在很多领域合作的潜力还比较

大。 仅以旅游为例，据 2017年数据显示，该年度

我国公民出境旅游突破 1.3 亿人次 ， 花费达

1152.9亿美元，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

地位。 但实际上作为旅游目的地国，韩国排在泰

国、日本、新加坡、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

美国之后。 作为世界上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国，应

该说无论是地缘上、服务质量上、还是宣传上，韩

国在吸引中国游客方面都还有很大的空间。

另外一个就是地方合作。 中韩之间的合作

目前更多局限于北京、上海、广州、山东等大城

市和沿海省市。比如，中韩产业园是韩资在华投

资的主要承接地，目前主要有中韩（盐城）产业

园、中韩（烟台）产业园、中韩（惠州）产业园。 韩

国与中国内地之间合作的空间还非常大。

其二，中韩互为战略支点的地位更加凸显，

政治的引领作用会更加明显。 1. 韩国在中国新

时期外交中的地位会更加重要。十八大以来，中

国高度重视周边外交，由过去“大国外交”一个

重心转向“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同等重要发

展。 2013年 10月 24日至 25日，我国召开新中

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 在这

次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

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 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

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輥輰訛。 中国外交的相关具体举

措，比如“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等，其出发点和重心也都在中国周边。中

国的一个考虑是要实现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

展。 2012年 11月底，习近平率领新一届中央政

治局常委参观《复兴之路》时强调，“我坚信，到

新中国成立 100年时，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

想一定能实现”輥輱訛。 目前全世界经联合国批准的

最不发达国家有 44个， 其中亚洲就占到 9 国，

仅次于非洲的 31 国輥輲訛。 从历史上看，一个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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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在周边贫穷和混乱的情况下实现真正的

崛起。 韩国在中国周边国家中 GDP 仅次于日

本、印度、俄罗斯，且处于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

缘政治的中心；中韩两国在政治、经贸、人文等

领域的联系又非常紧密；所以，中国越是重视周

边外交，韩国作为周边外交“战略支点”的作用

就会越突出， 中国自然就会更加重视与韩国的

关系。而不像某些韩国媒体担心的，现在中国外

交因为更加“繁忙”，因而韩国不重要了。

2. 半岛局势的发展需要中韩加强合作。 如

上所述， 半岛局势发展涉及到中韩两国的核心

利益，两国都高度重视。当前朝美关系改善和半

岛局势改善仍然存在巨大障碍， 尤其是缺乏基

本信任。中韩两国如果合作起来，就会给朝美两

国传递出强大信号，减少两国间的“信任赤字”。

因为对美国而言， 韩国在中美间的选择对其亚

太战略会产生一定影响。对于朝鲜而言，中韩合

作会对其改善外部环境及外交战略走向产生更

大的积极影响。 这正如 2017年 11 月文在寅在

访问中国时指出的那样，“‘二人同心， 其利断

金’，如果韩中两国联合起来，就能克服朝鲜半

岛和东北亚和平的困难”輥輳訛。

3. 中韩关系发展的障碍“萨德”问题也在

文在寅上台后被搁置， 中韩两国正积极推动双

边关系进一步提升。 韩国部署“萨德”给中国带

来的安全利益损害和战略利益损害是显而易见

的。 因此从 2016年该问题浮出水面后，中国坚

决反对， 中韩关系也因此遭遇到两国建交以来

最大的“寒流”。 考虑到文在寅在竞选期间多次

批评朴槿惠政府仓促部署“萨德”輥輴訛，以及文在

寅担任韩国青瓦台秘书室室长的卢武铉政府时

期，正值中韩两国的真正“蜜月期”，对于文在寅

就任韩国总统后的中韩关系， 中国抱有较高期

望。 因此，文在寅 2017年 5月 9 日当选韩国总

统后，习近平主席第一个向其发贺电，透露出中

国一如既往重视中韩关系的政策。随后，中国也

积极和韩国各界进行接触， 希望继续转圜并推

进中韩关系健康发展。

文在寅政府上任后也积极改善对华关系。

当选后第四天就派出共同民主党资深议员朴炳

锡任代表团团长的代表团到北京参加 “一带一

路”高峰论坛。 2017年 6月 18-20日，文在寅又

派出韩国国会议员、 前总理李海瓒作为总统特

使对中国进行访问。 这些都释放出改善对华关

系的信号。目前“萨德”问题已经被搁置，经过这

个风波后，两国关系应该更加成熟。 此外，韩国

外交部计划从东北亚局中独立出中国局 （暂

定），专门负责对华事务，这也凸显了文在寅对

中韩关系的重视。

其三， 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将为东北亚区

域合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这也将为中韩关

系发展带来机遇。 东北亚和西欧、北美并列为世

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带， 比如亚洲的前五大经济

体中东北亚就占四个———中国、日本、俄罗斯、

韩国， 但是该地区的区域合作最为滞后。 1991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启动的大图们江

开发计划(GTI)，以及中国政府于 2010 年正式

颁布的“长吉图国家发展战略”，都是指向该地

区的区域合作，但都没有取得好效果，其主要原

因就是过去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状态高居不

下。随着半岛局势缓和，可以说东北亚区域合作

将迎来一个新的机遇。 韩国是该地区对于区域

合作最积极的国家。早在 1989年 10月，韩国总

统卢泰愚在第 45 届联合国大会发言中就提出

了建立“东北亚和平结构”的构想，希望推动区

域合作。 文在寅的“新北方政策”也有这方面的

含义。 韩国政府积极姿态的背后也有强大的民

意支持。 韩国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 80%以上的

韩国学者与普通民众赞同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
輥輵訛。中国也一贯支持区域合作。比如中国 2003年

大力推动中日韩合作机制， 正如张蕴岭指出的

那样，“引人注目的是，对于构建中日韩自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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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发展水平的差异， 中国本来是在谈判中面

临困难最多的一方， 然而中国却表现出比日韩

更积极的态度”輥輶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希望

推动东北亚区域一体化、深化该区域合作。

值得指出的是，日、韩、俄、朝、蒙五个东北

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均为中国，而据中国海

关统计，“中国与上述东北亚国家的贸易额约占

对外贸易总额的 16.5%，其中日本、韩国分别为中

国的第二、第三大贸易伙伴国”輥輷訛。 因此，深化区域

合作会进一步扩大中国与该地区国家的经贸关

系， 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利

益。 由此可见，随着半岛局势缓和，东北亚区域合

作将迎来新的机遇。 当前东北亚几个国家中只有

中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因此东北亚区域合作

一旦开展， 中韩可以首先合作起来引领这一发

展，比如“中韩 +”的模式就可以推广。

其四，“一带一路” 倡议为中韩合作提供了

新的发展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重视周

边外交、 希望和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的具体经济

合作举措。

“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韩合作有着十分积

极的意义。一是实现中韩合作倡议对接。文在寅

在中国访问时明确指出： 韩国政府希望把中国

的“一带一路”政策与韩国政府正在推行的“新

北方政策”和“新南方政策”联系起来輦輮訛。 二是双

方可以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 “一带一路”的优

先领域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互联互通”。 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包括建筑和交通等，是韩国企业

的强项。 文在寅在 2017年访问中国时也提到，

“推动韩中两国企业携手开拓第三国市场，以及

加强区域内贸易投资合作”輦輯訛。

三、对中韩两国关系发展的建议

中韩关系未来的发展空间仍然巨大。当然，

也需要精心呵护，避免一些潜在的负面影响。

其一， 在经贸领域要理性对待经贸关系上

越来越大的“竞争性”因素。 韩国作为规模远小

于中国的国家， 其在对华合作上希望保持技术

优势同时希望保护国内市场的心理可以理解，

但是这不可持续。中韩的技术差距正在缩小，韩

国产品可替代性也在增大。汽车领域，中国国产

品牌迅猛发展， 美欧品牌口碑也很好。 手机领

域，中国的华为、美国的苹果等，不逊于韩国的

三星。在化妆品、小食品、服饰等方面，韩国的产

品均面临中国国产产品和欧美日等国产品的强

大竞争压力。同时，在开放韩国国内市场上中国

也自然希望“对等原则”。

因此，对于韩国企业而言，如果想要受到中

国市场的欢迎，除了要提升产品质量外，还要推

动韩国政府积极发展对华关系。 深受财阀经济

影响的韩国，企业对政府的影响其实很大，企业

应该为韩国政府发展对华关系提供正能量。 作

为韩国政府， 则应该积极做有利于中韩两国关

系发展的事情，培养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说到

底，在信息化时代，决定一个国家的企业在另一

个国家市场成功的关键除了产品质量， 就是其

软实力。否则对象国民众不买你的账，再好的产

品又有什么用呢？

中韩两国强强联合不仅可以推动两国经贸

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而且在开拓第三方市场

上也都有很大的空间。 这正如韩国总统文在寅

在 2017 年访问中国时指出的那样，“唐朝与韩

国的统一新罗时代、宋朝与韩国的高丽时代、明

朝与韩国的朝鲜初期时期， 都是两国共同繁荣

的代表时期”輦輰訛。 双方还可以在联合申请国际专

利、共同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建设人民币和

韩元离岸交易中心、 共同建设好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方面加强科技与金融

合作。 双方可以加快在新能源、生物医药、电子

信息、节能环保、医疗保健、高端装备、人工智

能、AI技术、 工业物联网等新兴产业领域建立

产学研战略联盟， 同时鼓励联合参与国际标准

制定， 并创造条件尽快将双方优势产品纳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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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政府采购清单。 同时，在海关通关、货物出入

境、签证颁发、人员流动等领域加强合作，加快

中韩贸易便利化。

其二，中韩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要共同

合作推进当前半岛问题的解决， 以此进一步加

强两国关系。 在多边领域，1997年 12月 15日，

首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0+3)在马来西

亚举行。 2012 年 11 月 20 日，中日韩三国正式

宣布启动自由贸易协定（FTA）协商。 在朝核问

题的六方会谈中，中韩均进行了紧密合作。如果

说中韩经贸关系和人文关系建交以来实现的天

翻地覆变化预示着两国关系发展具备巨大潜力

的话， 那么在多边领域两国的紧密合作说明中

韩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 对于朝鲜半岛和东

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美朝对话与半岛局势处于僵持状态，

急需国际合作介入。因为朝美的底线均很清楚，

朝鲜不大可能在看到安全得到保障和制裁得以

部分解除前放弃核导， 而美国在没有看到半岛

无核化实质性进展前不大可能放松对其制裁，

两者分歧已形成类似“鸡生蛋”“蛋生鸡”的“死

结”，仅靠朝美直接对话很难解决。 之所以强调

国际合作：一是朝美主要分歧在于信任缺失，解

决思路无非是第三方介入或提供多边机制，国

际合作对此有利； 二是半岛问题是地区和国际

问题，涉及美韩同盟、大国关系、朝韩关系等，需

要国际合作。 此外，从过去来看，朝核问题解决

最好的时候也是国际合作最好的时候， 比如

2005年达成的《9.19共同声明》。

如上所述， 考虑到在半岛问题上中韩两国

的利益关切与政策立场最为接近， 两国与朝鲜

和美国的关系比较特殊与密切， 因此中韩合作

是国际合作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合作方

向上，一是中韩两国应加强高层互动。文在寅政

府上台后中韩关系发展迅速，但相比于 2018 年

以来迅速变化的朝鲜半岛局势， 以及美韩与中

朝频繁的互动，中韩的互动还显得不够。二是中

韩应合作提出问题解决的共同方案。 目前朝鲜

半岛相关各方几乎都有本国的解决方案， 但互

相说服不了对方，缺乏共同方案。没有共同方案

就难以解决共同的问题。 中韩两国应提出共同

方案，引领其他国家参与，最终为解决问题营造

共同方案。

其三，要精心呵护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尤

其是要妥善处理好“第三方因素”的影响，其中

首推“美国因素”和“朝鲜因素”。对中国而言，由

于中美竞争关系、中韩两国巨大共同利益，中国

希望韩国能在中美间奉行较为平衡的立场 。

2016 年之前中韩两国政治关系之所以迅速发

展， 其重要经验就在于韩国历届政府切实做到

在中美重大的战略竞争问题上没有 “选边站”。

但 2016 年后韩国决定部署美国“萨德”导弹防

御系统，导致中韩关系遭受建交以来最大伤害。

在朝鲜因素上，从历史上中国“抗美援朝”到半

岛核问题上所谓“没有约束好朝鲜”，韩国对于

中国在对朝政策上的误解仍然存在， 这有悖事

实。历史上中国“抗美援朝”是为了“保家卫国”，

当时美国的导弹已炸到鸭绿江边， 丹东的鸭绿

江断桥可谓是这段历史的最好见证。 在朝核问

题上，中国付出的巨大努力也有目共睹。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韩国希望保持美韩

同盟的支柱地位并没有改变，优先发展“美韩同

盟”的立场不会改变。中国与朝鲜也发展着比较

紧密的关系。在半岛问题上，中国作为地区大国

不仅一直秉持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处理相关

问题， 而且在发展对韩关系时还要考虑地区整

体利益。因此，中韩两国在彼此发展与相关国家

关系时要调整心态，做到换位思考。同时可以通

过发展“小三边”实现对接，比如推动中美韩和

中朝韩对话。

此外要继续推动人文领域的交流， 一是扩

大青年交流，为中韩合作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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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加强对媒体的引导， 为两国关系多注入正

能量。

总之，中韩两国应该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并

妥善处理好两国关系中的敏感问题， 推动中韩

关系更上一个台阶， 并以此促进朝鲜半岛的和

平与稳定以及东北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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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ROK Relations sinc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Motiva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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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ino-ROK relations is due to the strong complementarity of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the

prominent leading role of political relations, the close human-cultural exchanges and the close position on major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There are still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ino-ROK relations.

First, the advantages of China and South Korea's economic and trade complementarity still exist. Second, the status of China and South

Korea as eachother's strategic fulcrums ismore prominent, and the political leading role ofSino-ROKrelations ismore obvious. Third,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has eased,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will usher in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urth, theBelt andRoad Initiative has provided new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ino-ROK relations.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ino-ROK relations is put forward, including rationally considering the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ooperating to promote the current resolution of the peninsula, carefully

safegua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 especially in dealing with the "third-party factors" and

continuing to promote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such asyouth exchange.

Key words: Sino-ROK relations; further development;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political leading;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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