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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成就、启示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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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的三大支柱之一，区域经济合

作扮演着重要角色，为区域共同发展繁荣打造了强劲引擎。上合组织成

立二十年来，在制度建设、贸易水平、投资合作、金融合作、互联互通

等经济合作领域，走出一条切合地区发展的新路，取得了丰硕成果。这

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政治互信，离不开区域

经济发展诉求的内生动力，离不开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的引领作

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后疫情时代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老问题，上

合组织需要凝聚团结互信的强大力量，筑牢经济一体化的合作保障，创

新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模式，携手共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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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成立二十年来，在安全合作、

经济合作、人文合作“三大支柱”领域求真务实、团结合作，“树立了相互尊重、

 *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创新研究”（19FGJB00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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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成为欧亚地区和国际事务中

重要的建设性力量”。[1] 作为上合组织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支柱，区域经济

合作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建立共同繁荣的经济纽带，为地区合作持续注入

内生动力，成为新兴经济体合作的典范。

一、经济合作成就斐然

从 2001 年到 2021 年，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大框架下，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具体指导下，上合

组织各成员国积极努力，克服重重阻力，不断开拓合作新领域，创新合作新

模式，在制度和机制化建设、贸易水平、投资合作、金融合作、互联互通等

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大大增进了各成员国的人民福祉和区域经济整体发展水

平，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日益提升。

（一）区域经济合作制度框架日趋完善

首先，区域经济合作的法律基础不断巩固。2001 年 9 月，上合组织第一

份区域经济合作文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

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签订。其后，上合

组织不断夯实区域经济合作的法律基础，先后签署一系列法律文件，主要包

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2003 年）及《< 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 > 实施措施计划》（2004 年）、《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关于加强多边经济合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共

同倡议》（2009年）、《上海合作组织中期发展战略规划》（2012年）、《上

海合作组织至 2025 年发展战略》（2015 年）、《2017—2021 年进一步推动

项目合作的措施清单》（2016 年）、新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

作纲要》（2019 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落实行

[1]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团结协作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在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1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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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计划2021—2025年》（2020年）。此外，上合组织还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

涵括海关、金融合作、电子商务、交通运输、能源、旅游、农业、生态环保

等诸多领域，为上合组织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1]

其次，政府间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完善。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

理事会是最重要的政府间合作机制，重点研究组织框架内多边合作的战略与

优先方向，解决经济合作等领域的原则和迫切问题，批准组织年度预算。[2]

截至 2020 年，上合组织已成功举办 19 次会议，不断促进区域经济合作深入

发展，相继建立经贸、交通、农业、科技、财政、央行等多个部长级协调机制，

设立 1 个经贸高官委员会和海关、质检、电子商务、投资促进、发展过境潜

力、能源、信息和电信等7个专业工作组具体负责推进相关领域合作。此外，

还增设银行联合体、实业家委员会和经济智库联盟等 3 个非政府合作机制，

以及 1 个金融机构，即中国 - 欧亚经济合作基金 [3]，为实现区域经济合作各

项目标提供坚实的机制保障。

最后，地方经济合作机制开拓合作新方向。上合组织成员国地方合作机

制在2005年首届欧亚经济论坛上被正式提出。为推动成员国之间的地方合作，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陕西省杨凌示范基地、广西防城港市中印

医药产业园、中国 - 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青岛）相继成立，不断

探索地方经贸合作新路径。2020 年 10 月 29 日，上合组织成员国第一届地方

领导人论坛以视频方式召开，标志着地方合作机制正式启动。目前，位于中

国 - 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的俄罗斯中心已启动建设，致力于打造中

俄地方合作的新平台、新桥梁。[4] 上合组织地方合作机制从无到有、从理念

到实践稳步推进，不断夯实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基础。

[1]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成就斐然”，人民网，2018 年 6 月 4 日，http://world.
people.com.cn/n1/2018/0604/c1002-30035160.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5 日）

[2]　“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一带一路网，2017 年 6 月 5 日，https://www.yidaiyilu.gov.
cn/zchj/rcjd/15280.htm。（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5 日）

[3]　刘华芹、于佳卉：“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 20 年回顾与展望”，《欧亚经济》

2021 年第 1期，第 22 页。

[4]　“中国青岛与俄罗斯彼尔姆边疆区着力推动经贸合作”，新华网，2021年 2月 26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21-02/26/c_1127143298.htm。（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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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贸易水平达到历史最高

一是区域贸易规模达历史最高水平。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2001 年上合组织 6 个成员国贸易总额仅为 6720 亿美元，到了 2019 年已达

1125158亿美元。[1] 在2019年，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双边贸易额就达3063亿美

元。[2] 中国与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贸易总额从最初的 120 亿美元发展到 2019

年的 2588 亿美元，增长了 20 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区域贸易

额出现小幅下降，但 2021 年仍呈增长势头。截至 2020 年底，中国是俄罗

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哈萨克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以及塔吉克斯坦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国，连续

11 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3] 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贸易往来

也日益密切，比如塔吉克斯坦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额约占该国外贸总额的

90%[4]；2020 年，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贸易额达到 64 亿美元，与俄罗斯贸易

额达到 56 亿美元 [5]。

二是区域贸易互补性日益增强。在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双边贸易中，

中方主要出口机电产品和轻纺服装产品；进口则以能源、矿产、农产品和木

材为主，贸易互补性很强。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2019 年，中方从上合组织

成员国进口原油占进口总量的 15%~20%，天然气占进口总量的 1/3；中方从哈

萨克斯坦主要进口石油、天然气、黑色和有色金属；从印度主要进口矿产品、

[1]　基础数据参见 UN Comtrade Database 网站，https://comtrade.un.org/data/。（上网时间：

2021 年 4 月 18 日）

[2]　同上。

[3]　“中国连续 11 年成为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方财富网，2021 年 4 月 9日，https://
baijiahao.baidu.com/s?id=1696534542770424744&wfr=spider&for=pc。（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10 日）

[4]　“塔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额约占其外贸总额的 90%”，商务部网站，2020 年 12 月

23 日，http://tj.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012/20201203027976.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10 日）

[5]　Трудный год для эконом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На общем фоне влияние пандемии 
на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 Узбекистана со странами ШОС сказалось в меньшей степени. 11 февраля 
2021,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BIeWCs2cl2MJ:infoshos.ru/
ru/%3Fidn%3D26645+&cd=1&hl=zh-CN&ct=clnk.（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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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品、金属制品和农产品；从巴基斯坦主要进口木材、农产品、棉纱、谷物、

矿砂和纺织原料等。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2019 年，中方对俄罗斯和哈萨克

斯坦出口的大宗商品为纺织品和机电产品，占比分别达 48.5% 和 49.5%；对

印度出口的商品中，机电产品占比 46%；对巴基斯坦出口的机电产品占比也

超过 1/3。[1]

三是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迅速。中国大型电商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开展了

多领域、多模式的合作。比如，阿里巴巴与俄罗斯合作方共同成立合资公司

AliExpress Russia，其包含阿里巴巴旗下跨境电商“速卖通”的在俄业务。

当前，“速卖通”成为最受当地百姓喜爱的第一大电商，其中注册的俄企已

达 10000 家，通过搭建电商基础设施，极大推动了俄罗斯本地电商的发展。

中国与中亚国家电子商务合作模式也在不断创新。比如，阿里巴巴集团帮助

哈萨克斯坦开展中小企业电商培训，推动哈萨克斯坦电信旗下的支付业务与

支付宝合作，以及哈萨克斯坦邮政和菜鸟网络合作。为扩大哈萨克斯坦产品

的出口，哈萨克斯坦贸易部门在 2020 年推动 50 家当地企业在阿里巴巴上完

成注册。[2]

（三）区域投资合作成果惠及民生

一是区域投资稳中有进。据联合国贸发数据库（UNCTADstat）统计，

上合组织成员国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逐步增强。从投资流量看，2001 年上

合组织成员国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总额仅为 526.2 亿美元，到了 2019 年已达

2315.6 亿美元。[3] 特别是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投资规模增长迅速。上合

组织秘书长诺罗夫表示，中国拯救了世界经济两次，一次是在 2008 年、2009

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启动了巨大的投资计划，第二次就是在 2020 年

[1]　刘华芹、于佳卉：“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 20 年回顾与展望”，第 24-25 页。

[2]　“哈萨克斯坦贸易部门将推动 50 家当地企业入驻阿里巴巴”，《电商报》2020 年

10 月 30 日。

[3]　根据联合国贸发数据库统计，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TableViewer/tableView.
aspx?ReportId=96740。（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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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疫情全球投资同比下降的情况下中国仍是海外投资量最大的国家。[1] 从

投资存量看，截至 2019 年底，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

计 352.1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1.6%，[2] 相较 2003 年的 1.01

亿美元，增长了 348.6 倍。[3] 其中，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非

金融类直接投资，分别从 2003 年的 0.2 亿美元、0.01 亿美元达到 2019 年的

15.5 亿美元和 19.5 亿美元，成为吉、塔两国最大投资来源国。此外，中国

还是巴基斯坦过去 9 年海外最大投资来源国 [4]，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二大投资

来源国，哈萨克斯坦的第四大投资来源国。

二是投资领域不断拓展优化。过去20年间，成员国围绕区域内发展问题，

在能源、基础设施与产能以及农业技术等领域开展投资合作。尤其是在共建

“一带一路”的推动下，投资建材、汽车、家电组装等制造业项目增多，带

动了各国产业转型升级。以中国对俄罗斯投资为例，由最初的集中投资油气、

炼化等行业，转为多元投资农业、金融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科研和

技术服务业等领域。中国的投资由资源型行业向加工制造型行业转移，在成

员国建设 37 个产业园区，形成较好的产业聚集效应。

三是投资项目成果直接惠及民生。中国企业承建的项目，像达特卡—克

明输变电工程结束了吉尔吉斯斯坦电力资源分布不均、输送不畅的历史；奥

什市医院为当地民众提供中亚地区最优质的医疗服务；中吉乌（兹别克斯坦）

公路成为畅通无阻的国际运输大动脉；亚湾—赫达特铁路桥隧道的贯通，使

塔吉克斯坦南北相隔的铁路变成通途；杜尚别热电厂的建成，让塔吉克斯坦

[1]　“上合组织秘书长诺罗夫：未来将持续加深和中国的合作”，经济观察网，2020 年

11 月 25 日，http://www.eeo.com.cn/2020/1125/438103.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8 日）

[2]　“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商务部网站，

2020 年 9 月 16 日，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tjsj/tjgb/202009/20200903001525.shtml。（上

网时间：2021 年 4 月 8 日）

[3]　“2015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商务部网站，2016 年 9 月 22 日，http://
fec.mofcom.gov.cn/article/tjsj/tjgb/201609/20160901399223.shtml。（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8日）

[4]　“中国成为巴基斯坦最大外国直接投资国”，云南省对外投资合作网，2020 年 10 月

28日，http://www.ynoiec.org.cn/cgi-bin/detail/376250/swt/news_5/1/news_5/%40TXTNEWSITEM_
YNDWTZ/0/0。（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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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冬季缺电成为历史；索格特水泥厂、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中泰塔吉克斯

坦农业纺织产业园、矿业冶炼工业园等项目顺利实施，成为塔吉克斯坦工业

化的加速器。[1] 中国还积极展开与成员国之间的农业合作，让当地百姓有更

多的获得感。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积极推动区域内投资项目合作，如乌

兹别克斯坦最大聚氯乙烯项目正式投产，为各成员国复工复产做出了贡献。

（四）多元融资渠道助力区域金融合作快速增长

《上海合作组织银行间合作（联合体）协议》于 2005 年签署，标志着

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正式形成，这是上合组织框架内最重要的区域金融合作

平台，其后历经 15 年发展，取得优异成绩，形成多个融资渠道，有力支持上

合组织的发展。

首先，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对各成员国提供优惠贷款，对改善各成员国

的通信、交通、电网、水利、土壤改良、农业以及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优

化各国经济体系起到积极作用。中国是上合组织国家优惠贷款的主要提供者。

根据最新统计，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对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

国的项目合作贷款余额 496 亿美元，累计对上合组织银联体成员行和伙伴行

发放贷款 87亿美元、人民币贷款 100 亿元，[2] 并在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框架

内设立300亿元人民币等值专项贷款，成为贷款规模最大、最活跃的成员行。

其次，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秉承可持续发展理念，通过机制建设、项目

融资、规划合作、人员培训、政策调研等全方位合作，支持本区域和各国经

济发展、改善民生。[3]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还积极推动货币互换以及本币结算。

目前，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

斯坦五国签署有效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规模达 1607 亿元人民币。[4] 2020

[1]　“这些中资企业承建的明星项目‘被点名’了”，搜狐网，2019 年 6 月 16 日，https://
www.sohu.com/a/320903223_100113069。（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8 日）

[2]　“国开行在上合国家贷款余额已近 500 亿美元”，新华网，2019 年 6 月 13 日，http://
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6/13/c_1124618365.htm。（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5 日）

[3]　“国开行：为上合区域经济稳定和复苏提供金融支持”，中证网，2020年 4月 26日，

http://www.cs.com.cn/sylm/jsbd/202004/t20200426_6050417.html。（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5日）

[4]　根据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五国

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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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月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发表了《莫斯科宣言》，强调

成员国支持相关国家在相互贸易中使用本币结算并扩大本币结算份额，将对

《上合组织成员国扩大本币结算份额路线图》草案进行讨论。[1]

最后，上合组织成员国金融机构以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为依托，不断创

新完善银保合作、银企合作等多种金融合作模式。譬如，首个中俄金融机构

合作交流平台——“中俄金融联盟”，现有成员银行68家，其中中方 32家，

涵盖“一带一路”圈定的 12 个重点省份；俄方银行 36 家，22 家总部设在莫

斯科，14 家在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合作领域涉及跨境

融资、资金清算、本币结算、外汇交易、外币现钞、电子银行等十多个方面。[2]

此外，2017 年中哈签署《关于设立中哈农业发展基金的框架协议》并设立总

额为 20 亿美元的中哈产能合作基金，为拓展两国农业合作和产能合作提供资

金支持；乌兹别克斯坦全国统一结算中心与中国银联国际支付系统联通，为

成员国之间的支付结算合作积累了经验。

（五）互联互通建设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于

2003 年通过后，互联互通合作始终是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一大重点。

2019 年通过的新版《纲要》，更是把加强成员国的互联互通作为未来 15 年

区域经济合作优先发展事项之一。在《纲要》的指导下，上合组织成员国在

交通、能源、电信等基础设施方面快速发展，努力推进“陆海空数”四位一

体的设施联通格局。

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迅速。首先，中欧班列作为互联互通的标志性成果，

跑出互利共赢“加速度”。2020 年“钢铁驼队”全年开行 12406 列，同比增

长 50%，综合重箱率达到 98.4%，为稳定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助力中欧共同抗

[1]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莫斯科宣言”，人民网，2020 年 11 月 11 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1111/c1002-31926174.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5日）

[2]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俄金融合作探索”，走出去导航网，2019 年 5月 20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4031617026711564&wfr=spider&for=pc。（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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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字口岸”系统也进一步推动了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1]

其次，跨境公路成为互联互通的亮点。目前，中国已与包括上合组织成员国

在内的 27 个国家打通跨境公路运输通道，7000 公里以上的跨境公路货运时

效缩短至两周左右。联通中国与中亚五国、蒙古、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直至

欧洲的国际公路运输线路逐步丰富，初步形成与海运、空运、铁路运输优势

互补的、以公路运输为基础的“中欧物流新通道”。[2]

能源基础设施成为新增长点。中亚天然气管于 2009 年 12 月投产，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累计输气量逾 3359 亿立方米。每年从中亚天然气管道输

送到中国的天然气，约占中国同期天然气消费总量的 15% 以上。从俄罗斯西

伯利亚到中国长三角，长逾 8000 公里的“元首项目”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也

已投产通气，依据合同，俄罗斯 30 年内将向中国市场供气超 1万亿立方米，

管道满负荷运行后每年供气能力将达 380 亿立方米，[3] 开启了能源互联互通

互利共赢新篇章。

电信基础设施注入发展活力。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积极落实“向

西开放”战略，搭建亚欧快速通道，在现有中哈、中俄陆地光缆系统的基础上，

全力推进中哈俄和中蒙陆地光缆系统建设，同步规划建设中吉、中塔陆地光

缆系统。[4] 目前，中国新疆已与周边上合组织成员国新开通 17条跨境光缆，

加强数字互联互通。2020 年 11 月发表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关于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声明》提出：“加强数字互联互通，打造新的增长点，

增强投资吸引力，将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前景和机遇。加强该领域务实合作

有利于提升上合组织成员国技术竞争力、增进经济和社会福祉。”[5]

[1]　“增长 50% ！ 2020 年中欧班列全年开行 12406 列”，新华网，2021 年 1 月 19 日，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1-01/19/c_1127001191.htm。（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3日）

[2]　“畅通国际道路运输 保全球供应链坚韧”，《中国贸易报》2020 年 5 月 4 日。

[3]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在即 擘画中俄能源合作新蓝图”，《人民日报》

2019 年 11 月 30 日。

[4]　“跨境光缆项目落地新疆 助力亚欧通信一体化”，《中国青年报》2013年 9月 7日。

[5]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声明”，新华网，2020

年 11 月 11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11/11/c_1126723439.htm。（上网时间：

2021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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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成功启示

作为欧亚地区一个重要的国际组织，上合组织的持续发展是以各成员国

的经济合作为基础，通过建立共同繁荣的经济纽带，不断为地区合作注入内

生动力而成就的。上合组织成立伊始，就将“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

体化趋势，发展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区域经济合作，将增强本地区经济实力，

提高本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1]，作为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

着力推进组织框架内经济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可以说，上合组织经济合

作是在复杂的国际与地区局势中走出了一条切合地区发展实际的新路。

（一）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政治互信是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前提

作为当前世界范围内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上合

组织的创建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作为冷战后在欧亚内陆诞生的最重

要国际组织之一，各成员国之间高度互信是上合组织得以创建和发展的关键

要素。这种充分的政治互信也是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

上合组织政治互信源于“上海精神”，这是上合组织成员国能够在冷战

后复杂的国际与地区环境中认清时代发展方向、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关键。“上

海合作组织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强劲合作动力，根本原因在于它创造性地

提出并始终践行‘上海精神’，主张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

谋求共同发展。这超越了文明冲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掀开

了国际关系史崭新的一页，得到国际社会日益广泛的认同。”[2]在“上海精神”

的指引下，上合组织成员国以积极的态度和开放的立场投入地区经济合作的

进程中，并且通过一系列国际协议搭建起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基础架构。

从 2001 年 9 月上合组织成员国首次政府首脑会议开始，经济合作就一

直是各成员国共同努力推进的合作方向。2005 年之前，成员国之间的互信主

[1]　“‘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总理首次会晤发表新闻公报”， 中国新闻网，2001年9月15日，

https://www.chinanews.com/2001-09-15/26/122548.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3 日）

[2]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2018 年 6 月 10 日，http://www.gov.cn/gongbao/
content/2018/content_5301804.htm。（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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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体现为组织内在经济合作领域的“建章立制”。各成员国充分利用上合政

府首脑会晤机制及其下属的经贸、交通等各种部长会晤机制，针对上合框架

内的经济合作建设提出各种纲领，建立相关机制。2001 年签署的《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

利化进程的备忘录》、2003 年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

要》以及 2004 年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实施措

施计划》，这三份文件构成上合框架内开展经济合作的政策基础，并在此基

础上设置了多个部长级协调机制、经贸高官委员会和专业工作组。2005 年之

后，上合组织经济合作进程逐渐由宏观的战略设计向微观的具体领域拓展，

经济合作进入了“细致描绘”阶段，很多非政府机构在这一时期开始崭露头

角。在金融领域，2005年10月，上合组织成员国多家银行机构共同设立了“上

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为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开展金融合作创造了有利条

件。[1] 在实业领域，2006 年 6 月，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

实业家委员会”，其为推动和协调各国在多个领域的经贸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随后的十多年里，上合组织成员国充分运用各种政府间渠道和非政府渠道，

成功推动能源、交通、农业、通信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在各个领域的建

设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等方面不断取得有益成果。

无论是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框架的创建，还是具体领域的合作项目落地，

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充分的政治互信是取得所有成就的前提。上合组织成员

国之间存在着历史、文化、宗教、社会制度、现实利益等多个方面的复杂矛盾，

推进多边经济合作的阻力非常大。但上合组织的建立，使得成员国之间得以

通过多层次互动，充分展开对话，增信释疑，在“上海精神”的指引下建立

起较为巩固的政治互信，从而为在复杂环境中推进经济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区域经济发展的迫切诉求是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内生动力

上合组织成员国多为转型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国民经济、提升

民众生活水平有着迫切的需求。以中亚成员国为例，其获得主权国家地位的

[1]　戚振宏：《上海合作组织：回眸与前瞻（2001—2018）》，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

第 6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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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较短，产业结构不完善，资本投入匮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在全球和区域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经济发展的滞后是很多中亚国家所

面对的各种政治、安全、宗教、文化问题的重要根源，如果不能解决经济发

展问题，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就成了空中楼阁。然而，很多中亚国家能源储量

丰富，或者拥有很多其他可以融入全球经济贸易网络的生产要素，因此，对

于建立适当机制，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有着强烈的渴望。

在全球化进程的大背景下，通过建立区域性经济合作机制或者区域性经

济一体化组织是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常规路径，特别是对于身处

欧亚大陆腹地的众多上合组织成员国，加强与邻近区域国家的经济合作，建

立更加广泛的自由贸易市场，有利于在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整合生产要素、

释放本国经济潜能，最终促进区域内国家共同发展。

当然，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资源禀赋差异巨大，相互之间存在复杂纠葛

的利益关系，在长达 20 年的经济合作实践过程中，上合组织各成员国也不断

尝试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关系。由于中亚国家与俄罗斯存在传统的经贸纽带，

俄罗斯更加倾向于借助欧亚经济联盟等主要由原苏联国家组成的地区经济组

织推动区域经济合作，而将上合组织视为处理地区安全议题的主要机制。此外，

其他域外国家在中亚地区也设立了多项区域合作机制，试图吸引中亚国家的

参与。[1] 因此，上合组织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如何发挥自身作用，成员

国之间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摸索与磨合。

在各成员国的共同努力和积极协调下，上合组织虽然尚未在区域经济一

体化方面取得突破，但在许多具体领域都取得了务实成果。上合组织框架本

身也为上合组织各成员国之间搭建起一个有效的经济交流信息平台、顶层的

政策协调平台、初步的金融投资平台。可以说，整体区域经济发展的诉求构

成上合组织开展经济合作最重要的内生动力，也是 20 年来上合组织经济合作

取得所有成就的核心驱动。

[1]　王远志、石岚：“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主要障碍与对策分析”，《新疆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6期，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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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在上合组织经济合作进程中发挥主要引领作用

作为冷战后全球经济的重要发展引擎之一，中国对于经济合作对上合组

织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于上合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发

展的重要价值也有着鲜明的认知。因此，从上合组织创建伊始，中国就积极

推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多层次经济合作，尝试从多个维度为上合经济合作增

添动力。中国的引领对于20年来上合经济合作的推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具体来说，中国对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引领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是上合组织经济合作进程中各种合作理念和原则的重要提供

者。[1] 2001 年 9 月，在阿拉木图举行的上合组织首次政府首脑会议上，中

方提出将“根据市场规则，遵循平等互利、相互开放、注重实效、长期合作、

共同发展”[2] 作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合作基本原则，得到了上合组织各成

员国的普遍认同，为经济合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在随后的 20 年时

间里，中方坚持在上合框架内推进全球化意识、经济一体化的理念，在平等

互利的基础上持续推进上合组织形成共同发展的目标和愿景，支持上合组织

成员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贸易体系。

第二，中国是上合组织框架内自由贸易机制和相关倡议的积极推动者。

中国在开展经济合作的实践过程中，始终积极探索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建构更

高层次的自由贸易机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可行方案。可以说，“为推

动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中方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投入，体现了中方对开展

区域经济合作的决心和诚意”。[3] 在上合组织建立初期，中方投入各种力量

开展相关研究和对话，积极提出各种机制建设方案。许多在上合组织框架内

具有影响的经济合作安排，譬如实业家委员会、银行联合体等都是中方倡议

成立的。近年来，根据地区经济环境的变化，中方还提出了诸如上合发展基金、

[1]　孙壮志：“上海合作组织与新时代中国多边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 年第

2期，第 5-8 页。

[2]　“‘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总理首次会晤发表新闻公报”，中国新闻网，2001 年 9 月

15日，https://www.chinanews.com/2001-09-15/26/122548.html。（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10日）

[3]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基础日厚、蓄势待发”，商务部网站，2006年6月13日，

http://bgt.mofcom.gov.cn/article/c/d/200606/20060602425430.shtml。（上网时间：2021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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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开发银行等各种区域发展倡议，中方还针对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多个领域

的经济合作提出了具体建议。实际上，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扮演了经济合

作火车头的重要角色。

第三，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多种渠道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

合作提供关键助力。为加快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为区域经济一体化

进程创造条件，中国在过去 20 年间针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具体情况，在基础

设施、交通运输、能源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投资，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关

键的资本、技术和市场资源。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还通过多种方式为上

合组织成员国提供纾困资金援助，帮助上合组织成员国走出困境。2013 年，

中方正式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积极响应，中

亚成员国先后将本国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对接，中俄也就“一带一路”

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达成共识。从此，欧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有了新

动力，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地区经济合作进程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对

复杂多变的国际和地区形势考验，在上合组织未来的发展进程中，中方将继

续努力推动上合组织经济合作进程，为打造更加紧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

不竭动力。正如 2020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上所强调：“我们要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各国发展

战略及欧亚经济联盟等区域合作倡议深入对接，加强互联互通，促进产业链、

供应链、价值链深度融合，畅通区域经济循环。”[1]

三、新形势下深化经济合作面临的挑战

二十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稳步提升区域经济合作水平，在“一带一路”

框架下加强能源合作、产能合作、设施联通以及各类经济走廊建设，展示出

双多边合作稳步推进的良好态势，为各国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创造了条件。

[1]　“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

2020年 11月1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11/10/c_1126723118.htm。（上网时间：

2021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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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应注意到，2020 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活动一

度陷入停顿，一些国家经济状况低迷，个别国家消极无为甚至从中作梗，上

合组织在发展中积累的问题，譬如组织外制度冲击、组织内成员国利益调适

等诸多矛盾也一并暴露，使其面临未曾有过的困难与挑战，实现全方位务实

合作依旧任重道远。

（一）区域外合作组织的稀释作用，制约经济功能发挥

当前，上合组织成员国参与了多个经济合作进程，甚至承担地区经济一

体化的重要责任。区域外经济合作的迅速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成员国有

限精力和资源的分配，致使上合组织区域内合作的效用难以最大化。可以说，

区域外经济合作越是高效推进，对区域内经济合作的稀释作用越是明显。成

员国间围绕各自地区经济一体化竞争加剧，单个成员国所获得的资源和动力

会随之减少。而美国的干预，则导致这种稀释效果更加明显。近年来，中美

战略竞争“角斗场”从全球层面转向地区层面，其中围绕亚太地区的经济规

则竞争最为激烈。[1]亚太地区正出现以美国及其盟友为中心的重视“高法律化”

的多边自贸区网络，通过大幅度提升区域内各国的制度化水平，来最大限度

地扩大经济合作水平。[2] 譬如，2018 年达成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CPTPP），保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 95% 项目，

成为目前最高水平的自贸合作机制。[3] 此外，美日贸易协定于 2020 年 1 月 1

日生效，日本以巨大的让步换得美日联盟的增强，提振了美国同亚太国家签

署双边自贸协定来瓦解多边主义世贸规则的信心。2020 年 11 月 15 日，东盟

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15 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

达成，其对上合组织经济合作也构成一定程度的挑战。

[1]　李巍、罗仪馥：“从规则到秩序——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 年第 4期，第 41 页。

[2]　陈兆源：“法律化、制度竞争与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东南亚研究》

2017 年第 5期，第 25-46 页。

[3]　郑建成、王卓：“CPTPP、美日贸易协定及中国的应对——基于日本与 CPTPP10 国

及美国贸易投资面板数据的分析”，《东北亚经济研究》2019 年第 6期，第 77-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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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组织先后与联合国、东盟、独联体、集安组织、中西亚经济合作组织、

亚信会议等国际和地区组织或机制建立了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对话机制，积极

参与地区和全球治理进程，但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略显迟缓。上合组织

已同欧亚经济联盟形成对接，合作焦点在于构建以中亚国家为核心的统一经

济空间，形成各成员国互利共赢的“最大公约数”。[1] 但在国际制度竞争日

趋激烈的亚太地区，各类经济机制相互叠加，在一定程度也冲击了上合组织

经济合作的进程，影响了上合组织经济功能的发挥，在经济制度合作方面甚

至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此外，上合组织成员国还是其他各类经济组织的成

员，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文牍主义对上合组织经济合作也造成了负面影响。

相较而言，中国倡导推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更受欢迎。[2]因此，

上合组织可借鉴东盟和欧盟的做法，加强与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银行、亚洲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在事关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发

出共同声音、相互协调合作、共同营造良好的发展与安全环境。

（二）组织内成员国矛盾和经济依赖担忧，造成发展动力不足

由于受到国家体制、政治意愿、行动能力制约，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

战略取向和优先顺序不尽相同，再加上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利益诉求差异较

大等诸多因素，导致各方对于区域经济合作的长远发展目标和合作模式，尚

未真正形成高度一致的政治和战略意愿，区域经济合作尚未真正成为各方认

同的优先方向。譬如，俄罗斯力图将上合组织发展成为对抗西方地缘政治势

力的制度结构；中亚各国则希望在经济层面搭上“中国的便车”，同时又担

心在经济合作中形成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上合组织能够发展至今，除了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之外，中

俄战略协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上合组织持续前进的主要动力。中俄

印之间存在一定的战略共识，但主要区域经济公共产品供给者或主要融资方

[1]　刁秀华：“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19

年第 12 期，第 115-117 页。

[2]　Mark Beeson, “Asia’s Competing Multilateral Initiatives: Quality versus Quantity,” The 
Pacific Review,  Vol.32, No.2, 2018,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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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1] 对于中国来说，上合组织是中国制度性介入地区一体化进程的重

要依托，但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后，大国互动模式从中俄双边协

调变为中俄印三边协调，而三方合作存在相对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印方的不

确定性。印度是上合组织成员国中唯一对“一带一路”持有异议的国家，并

在最后关头退出 RCEP。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积极争取印度支持美国对华遏制

战略。此外，印度与巴基斯坦在边境问题上的矛盾若持续激化，或将导致扩

员带来的所有优势和扩员成果“归零”，甚至可能会造成上合组织出现“瘫

痪”。[2]

（三）成员国经济发展阶段差异，制约经济合作大幅推进

经过二十年的共同努力，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经济合作深入融合，改善了

营商环境，促进了经济发展，增进了人民福祉。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统计，

2001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 GDP 总额仅为 1.67 万亿美元，而至 2019 年已达约

19.4 万亿美元；中、俄、哈、乌、吉、塔、印、巴的 GDP 比 2001 年分别增

长 10.7 倍、5.5 倍、8.2 倍、5 倍、5.5 倍、7.5 倍、5.9 倍、3.5 倍，增幅

均高于全球同期经济增长速度。[3] 从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营商环境报告》

（2018—2020 年度）来看，除吉尔吉斯斯坦略有下降外，其他上合组织成员

国排名均有提升，中国、巴基斯坦、印度提升幅度均超过 35 位。尽管如此，

上合组织框架下成员国经济合作依然面临一些挑战，突出表现为中亚成员国

的经济结构调整较为缓慢。中亚成员国是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主体，但中亚

地区内贸易额始终不高，甚至有下降的趋势。[4] 中亚各成员国在经济发展中

形成了依赖原材料和能源的单一产业结构，造成各成员国突出的经济竞争关

[1]　陈小沁、李琛：“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分析——基于地区公共产品的视角”，

《南亚研究》2019 年第 2期，第 10 页。

[2]　郭连成、陆佳琦：“上海合作组织扩员：新机遇与新挑战”，《财经问题研究》

2019 年第 3期，第 110-112 页。

[3]　参见世界银行网站，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end=2019&
locations=KZ-CN-RU-PK-IN-TJ-KG-UZ&most_recent_year_desc=true&start=1960&view=chart。
（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10 日）

[4]　Sebastian Krapohl and Alexandra Vasileva-Dines, “The Region that isn’t: China, Russia and 
the Failur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 Asia Europe Journal, Vol.18, 2020, pp.35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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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以及对域外大国的经济依赖。如何平衡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水

平是非常现实的尖锐问题，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可能引发整个区域性的

问题。另外，如何解决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电商数字平台等技术发展的不平衡，

也是必须研究的课题。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一些上合组织成员国采取限制人员、货物和服

务流动的防控措施（甚至隐含贸易保护主义的动因），上合组织区域内推动

落实海关通关、检验检疫、物流运输、标准认证、支付结算等全方位便利化

措施 [1] 进程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目前，中国和中亚国家疫情在一定程度上

得到控制，俄罗斯和印度仍面临巨大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风险，区域供应链

正面临大范围重构和调整。要想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目标，上合组织

成员国必须加强协同合作，在上合组织框架下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四）协调机制执行力不足与区域内行业标准不统一，影响政策落地效果

协商一致是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基本决策原则，体现了平等协商的“上

海精神”，但也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成效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在上

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下，虽已设立经贸部长会议、经贸高官委员会以及

各专业工作组等各级磋商机制，但机制运转效率有待提高，机制执行层面缺

乏实质性的约束力，甚至存在部分机制空转的现象。比如，在确定区域经济

合作长远目标、贸易投资便利化、建立发展资金渠道、商谈多边投资保护协

定乃至确定双多边合作领域等方面，在市场开放、投资制度、海关、税收等

政策协调方面，甚至在已经确定的示范性多边项目的推进方面，往往出现“决

议多、落实少、运行慢、层级多、程序长、协调成本高，常常事倍功半”。

还比如，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在推动区域内金融合作方面，最多只能起到协

调辅助作用，对于巩固成员国之间的金融联系作用有限。[2]

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新经济体加入上合组织，给上合组织协调带来新的

[1]　“商务部部长钟山：将从四方面落实重要经贸倡议”，新华网，2017 年６月 10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6/10/c_1121118810.htm。（上网时间：2021年 4月 10日）

[2]　朱杰进、邹金水：“对‘中国倡议’的不同反应——俄罗斯在上合组织中的国际制

度行为选择”，《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3期，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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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印度或将借助上合组织平台与中亚成员国在贸易和能源领域进行深度

合作，以多边经济互动平台对巴基斯坦形成地缘经济优势，并“稀释”中国

在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影响力，“缓解”中巴经济走廊给印度带来的制度竞争

压力。[1] 上合组织协调模式由于印巴的到来一度出现“过载”现象，原有的

协调机制出现新的变数，给区域经济高水平合作带来新的交易成本。 

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区域经济合作对接时迫切需要制定相关标准，将一些

成员国垂直型经济管理体制协调为扁平型合作体制，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管

理模式调整为让市场因素发挥首要作用的经济互动模式。这些都需要上合组

织各成员国围绕经济合作展开沟通协调，制定完善相关领域的行业标准，推

动经济主体在上合组织框架内自由配置资源，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化。可是，

一些政策协调在实施过程中往往由于经济利益无法协调而导致政策不能落地，

方案久拖不决。[2] 加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本可以尝试的“早期收获”计

划因各国硬性隔离政策而出现变化，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的倡议也面临新的

挑战。

四、拓展经济合作的路径

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发展历程表明，“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

续发展才是好发展”[3]。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内在动力依然强劲，需要继续

聚焦经济发展，持续推动区域各种合作倡议深入对接，不断优化经济功能，

加强互联互通，畅通区域经济循环，进一步提高经济合作机制的运行效率，

打造更加开放、公平、非歧视的营商环境，让各成员国满意，让各成员国人

民有更多的获得感。站在第三个十年的新起点，上合组织经济合作被赋予崇

[1]　Zahid Shab Ahmed, Sarfraz Ahmed and Stuti Bhatnagar, “Conflict or Cooperation? India 
and Pakistan in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tation,” Pacific Focus, Vol.44, No.1, 2019, p.14.

[2]　王志远、石岚：“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主要障碍与对策分析”，第 46 页。

[3]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团结协作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在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1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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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使命，被寄予深厚的希望。只要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坚定不移地弘扬“上

海精神”，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深化拓展务实

合作空间，构建上合组织发展共同体，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未来必定再铸辉煌。

（一）以“上合组织发展共同体”凝聚团结互信的强大力量

当前，国际与地区形势正经历复杂而深刻的演变，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

流行加速催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上合组织经济合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讲话中首次提出在上

合组织框架内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

文共同体”的重大倡议，为上合组织下阶段的发展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

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1] 关于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优先方向，

中国提出要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区域合作倡议对接，推

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领域合作。其他成员国领导

人对中国提出的方案予以积极评价，表示将加强贸易、投资、产能、交通、

能源、创新、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消除贫困，改善民生，[2] 遵循“上海精神”

以及《上海合作组织至 2025 年发展战略》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

合作纲要》的宗旨和任务，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逐步实现上合组织

地区发展繁荣。[3]从成立之初，上合组织就选择一条“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发展共同体”将夯实上合组织团结互信的经济基础，深

化区域经济的务实合作。

（二）以“上合组织机制化制度化建设”筑牢经济一体化的合作保障

近年来，世界经济和国际秩序进一步调整，贸易摩擦加剧，国际合作受

阻，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给上合组织经济

[1]　“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上合组织将坚守多边主义的人间正道”，海外网，2020 年

11 月 11 日，https://m.haiwainet.cn/middle/3541093/2020/1111/content_31914008_1.html。（上网

时间：2021 年 4 月 10 日）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

华网，2020 年 11 月 10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1/10/c_1126723147.
htm。（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10 日）

[3]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莫斯科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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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带来巨大冲击，迫切需要挖掘上合组织内部合作潜力，推动地区多边合

作达成进一步共识。[1] 为保证上合组织运行效率，首先要提高现有机制效率，

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着力务实合作，以有效的机制监督执行，避免官僚主

义式的会晤，避免建立过多的机制，避免机制泛化、空化和论坛化。鉴于《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已于 2014 年签署，上合

组织应夯实基础、着眼长远，尽快商签《上海合作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

落实全方位便利化措施，形成区域经济合作的有效机制。加速推进贸易便利

化是改善营商环境、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有效路径，其经济效应不逊于贸

易自由化。对上合组织成员国来说，应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从贸易和投资

便利化做起，逐步实现《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规定的商品、资本、服务和技

术自由流通，朝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向推进。[2] 上合组织有必要重新编制

上合组织经济议程，以一致的条约和法律为基础，解决类似设立上合组织开

发银行等久拖不决的议题。

（三）以“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新模式”打造共同发展繁荣的强劲引擎

新冠肺炎疫情对部分中亚国家造成沉重打击，短期内，上合组织成员国

会将重点放在国内经济恢复，促进经贸合作重新走上正轨，但从中长期来看，

上合组织成员国还需创新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提升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运行

效率，确保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上合组织成员国拥有丰富的能源、

木材、淡水等资源储备，在冶金和机械制造、能源、交通运输以及农产品生

产等领域，都具备世界级发展潜力。上合组织要提高成员国市场相互开放程

度，打造区域大市场，建立地方合作机制，开展中小企业合作，推动多边合

作项目尽快落地，不断释放区域内经贸合作潜能；探索多种融资方式，满足

多样化融资需求，逐步建立符合本地区特点、可持续发展的上合组织多元化

投融资体系；不断向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等领域拓展，构建农业、

[1]　戚振宏、邓浩：《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机遇和挑战（2020）》，世界知识出版社，

2020 年，第 182-183 页。

[2]　朱宁：“上合组织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新华网，2016 年 11 月 4 日，http://www.
xinhuanet.com/world/2016-11/04/c_129351428.htm。（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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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和医疗服务、软件合作、跨境电商等具有区域区位优势的产业链，早日

完成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提升区域整体经济实力水平。在开展经济合作时，

可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降低组织内一票否决多数的弊端，确定共同受益的

各类项目，强化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以企业为主体进行实施，提高区域经

济合作机制的运行效率。

（四）以“上合组织的治理模式”助力消减全球经济治理赤字

经济全球化理念近年来受到经济民族主义的严重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更

是让全球化进程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大全球治理赤字。尽管如此，对于亚欧

大陆来说，营造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保障社会经济平稳发展、应对传统与

非传统安全挑战等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的需求依然十分迫切。上合组织本身

就是跨国治理实践的产物，且在二十年发展历程中不断扩充治理功能，由最

初的维护地区安全机制逐渐外溢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便利化等方面，

特别是中国与俄罗斯在上合框架内积极引领，均主张坚持多边主义治理，共

同应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挑战。上合组织的区域治理模式和经验，对完

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具有重要价值。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2018 年青岛

峰会、2019 年比什凯克峰会以及 2020 年莫斯科峰会清晰表明，上合组织成

员国普遍认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意义十分重要。

区域经济合作是上合组织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支柱，上合组织将在同破坏多

边贸易体制、威胁世界经济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斗争中，在维护和发

展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历史进程

中，继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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