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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成就、挑战与未来深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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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防务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务实合作卓有成效。共同的安全挑战是上合

组织安全合作的重要推力，成员国对稳定与发展的共同诉求是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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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三大支柱之一，始

终在本组织合作中占据优先位置。成立 20年来，上合组织安全合作成果突出，

已成为成员国间的互信基石、上合组织持久发展的重要动力。当前，世界百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亚安全形势及其对中国战略利益的挑战研究”（项目批

准号：20BGJ07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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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

杂变化。回顾上合组织安全合作成就，总结合作进程中的经验，有助于深化

未来的安全合作，从容应对地区新的安全挑战，为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提供坚

实的保障。

一、安全合作的主要成就

从“上海精神”和新安全观，到推动安全共同体，上合组织不断丰富地

区合作安全理念，夯实合作法律基础，搭建合作框架机制，在打击“三股势力”、

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推动联合执法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为本地区

安全与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

（一）安全合作理念不断丰富发展

上合组织倡导区域安全合作，强调合作安全意识。自成立以来，成员国

对新型安全合作理念的认识不断趋同，不仅为本地区安全合作提供了理论指

引，还为国际社会探索新安全观、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作出了

贡献。

“上海精神”作为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为上合组织安

全合作提供内在动力、牢固聚力。“上海精神”形成于“上海五国”时期，中、

俄、哈、吉、塔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1996年）

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1997 年）两份重要文件具

有重大意义：彻底解决边界划界问题、边境地区实现睦邻友好；突破了传统

的合作模式，倡导新型安全观念，强调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进行多边安全合

作。“‘上海精神’是上海合作组织顺利发展的独特源泉，是发展国家间关系、

应对全球威胁和挑战、解决国际分歧的重要指针。”[1] 在 20年的安全合作历

程中，“上海精神”得到丰富、提质，与新安全观相辅相成，“对国际社会

[1]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十五周年塔什干宣言（全文）”，外交部网站，2016年 6月25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094/zywj_683106/t1375252.
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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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新型的、非对抗性的国际关系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模式要求

摒弃冷战思维，超越意识形态差异”[1]。

在安全合作过程中，上合组织成员国携手共筑安全的愿望不断增强，践

行并推动新安全观的发展。传统的安全观以现实主义为理论基础，从人性本

恶的基点出发，从政治、军事或外交角度去判断安全环境和安全威胁。[2] 而

新安全观主张抛弃“冷战思维”，以相互信任、裁军与合作安全为内涵，提

供以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反对以牺

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绝对安全的做法，追求普遍安全。江泽民主席在 2001年

上合组织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型安全观“丰富了由中俄两国始创的

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它所培育出来的互信、互利、平等、

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不仅是五国处理相互

关系的经验总结，而且对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3]。新安全观以互信求安全，以对话促合作，丰富了上合组

织安全合作的理论基础。2019 年 11 月在塔什干举行的政府首脑（总理）理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指出：“面对层出不穷的威胁和挑战，各

方应密切沟通协调，加强相互支持，积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新安全观，持续巩固本组织安全合作优势，携手维护地区稳定与安宁，为各

国经济社会发展营造长期良好的外部环境。”[4]

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是“上海精神”和新安全观的实现载体，是新时期

上合组织发展的努力目标。“安全共同体”理念与“上海精神”、新安全观契合，

[1]　“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外交部网站，2006 年 6 月 15 日，https://www.fmprc.
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094/zywj_683106/t346575.shtm。（上网时间：

2021 年 4 月 29 日）

[2]　孙壮志主编：《中亚国家的跨境合作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25 页。

[3]　“江泽民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外交部网站，2001年 6月 22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094/zyjh_683104/t4637.
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29 日）

[4]　“李克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

（全文）”，外交部网站，2019 年 11 月 3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
gjhdqzz_681964/lhg_683094/zyjh_683104/t1712832.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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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细化延伸。在 2020年莫斯科元首峰会上，习近

平主席提出构建“四个共同体”倡议，其中“安全共同体”为本地区稳定与

发展提供前提条件。“安全和稳定是国家发展的首要前提，关乎各国核心利益。

我们要遵循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有效应对各类威胁和挑战，

营造良好地区安全环境。”[1]上合组织强调多边主义，并且提出“上合方案”，“安

全共同体”理念正是对上述思想的具体阐释。“安全共同体”既符合现实需求，

也符合各成员国的根本利益。对安全共同体的高度认同，是各国在安全领域

务实合作的关键因素。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和共同理念包含着“安

危共担，携手应对”精神，决定着各成员国要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续的安全观，着力提升本组织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2]

（二）安全合作的法律基础逐步夯实

在共同的安全理念指引下，上合组织各成员国领导人不断就安全合作达

成共识，协调各成员国立场，明确安全合作的主要任务，为相关法律和合作

协议达成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一系列基础性文件和纲领性文件明确指出

安全合作的宗旨与重点方向，就合作模式、措施提出指导性意见，并根据不

同时期地区安全威胁的变化制定总体应对方案。这些基础性文件和纲领性文

件包括《上合组织成立宣言》《上合组织宪章》《上合组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

《上合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等。《上合组织成立宣言》指出，

上合组织的宗旨之一是“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重视并尽一切必要努力保障地区安全”。[3]《上合组织宪章》进一步指出，

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方向是“加强成员国间的相互信任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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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交部网站，2020 年 11 月 10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
lhg_683094/zyjh_683104/t1831131.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29 日）

[2]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

外交部网站，2019 年 6 月 14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
lhg_683094/zyjh_683104/t1672328.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23 日）

[3]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外交部网站，2001 年 6 月 22 日，https://www.
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094/zywj_683106/t4636.shtml。（上网

时间：2021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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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友好；发展多领域合作，维护和加强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推动建立民主、

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分裂主

义和极端主义，打击非法贩卖毒品、武器和其他跨国犯罪活动，以及非法移

民”[1]。

打击“三股势力”是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最初领域和长期坚持的目标。

成员国签署了一系列共同打击 “三股势力”的法律文件。2001年6月签署的《上

合组织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对“恐怖主义”“分

裂主义”“极端主义”的概念做出了明确的法律界定，并规定了有关合作的

具体方式和程序。这是上合组织在深化安全合作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为

联合打击“三股势力”奠定了法律基础。各成员国元首于 2002年6月签署《上

合组织成员国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详细阐述了地区反恐怖机构的

目的、任务、地位、工作原则及工作人员的特权和豁免权等问题，为各国打

击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展开广泛的反恐合作奠定了制度基础。2005 年 7 月签署

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构想》是安全

合作的又一份重要文件，强调成员国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打击上合组织范

围内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与极端主义，并制定出主要任务、主要合作方向

和合作形式，以及构想的落实机制。[2] 2017 年阿斯塔纳元首峰会签署《上

合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至此，上合组织形成了有关打击“三股势力”的

完整法律体系，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提供了坚实的法律

基础。

上合组织成员国还达成一系列有关执法合作的专门性协定，包括《上合

组织成员国司法部长会议联合声明》《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数据库协议》

《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合作打击非法贩运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品的协定》等。

除反恐外，上合组织也十分重视打击毒品与有组织犯罪。2004 年签署的《上

合组织成员国关于合作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物以及其前体的协议》

[1]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2-10/22/
content_301223.htm。（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29 日）

[2]　邢广程、孙壮志主编：《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长春出版社，2007 年，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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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禁毒合作的方向、具体合作内容与方式，从而推动禁毒合作向务实方

向发展。此外，各成员国还签署了《<2018—2023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禁毒战

略落实行动计划 >2019—2021 年工作计划》《上合组织成员国和阿富汗打击

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行动计划》《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合作

打击犯罪协定》等。《上合组织至 2025 年发展战略》将禁毒列为国际合作的

优先方向，要求未来禁毒合作的重点发展内容是提升对外合作水平，开展联

合行动，推动能力建设，深化减少需求领域的合作。

（三）安全合作机制日臻成熟

上述系列文件和协定为上合组织安全合作搭建了基本框架，推动合作机

制不断完善。为落实上合组织领导人就安全合作达成的一系列共识，推进相

关合作协议，上合组织高度重视安全合作机制建设，成立了由相关部门参与

的多层级合作机制。

执法部门和军事部门建立各层级定期会晤机制。从 2004 年起，上合组

织成员国定期举行执法和军事部门的会晤。执法领域包括安全会议秘书会议、

公安内务部长会议、最高法院院长会议、检察长会议等机制，通过多边合作

积极开展相互间的司法协助工作，在涉境外案件的调查取证、缉捕和引渡罪

犯、涉案款物移送等领域进行合作；发展成员国边境地区检察机关的直接合

作机制；建立有效的司法信息交换机制；加强检察机关之间的交流。军事领

域包括国防部长会议、总参谋长会议、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部门领导人会议、

禁毒部门领导人会议、边防部门领导人会议和边境互察制度等。上述会议会

晤机制成效逐步显现，为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执法合作减少了制度障碍，促

进了安全问题的协商和情报交流，对成员国开展多边执法合作和军事安全合

作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组建了地区反恐怖常设机构。2004 年 6 月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正式

成立，该机构包括执行委员会和理事会，主要行使四项职能：就打击恐怖主

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与本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及国际组织保持工作联系，

加强行动协调；参与准备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问题的国际法

律文件草案，与联合国安理会及其反恐委员会、国际和地区组织共同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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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应对全球性挑战与威胁的有效反应机制；收集和分析成员国提供的有关

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信息，建立反恐机构资料库，为开展

打击“三股势力”的合作提供建议和意见；筹备举行学术研讨会，交流打击

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问题的经验。

禁毒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上合组织成员国禁毒部门之间建立了领导人、

高官、专家工作组三级会晤机制，为禁毒部门强化交流与组织协调奠定了基础。

同时还建立了法律基础、禁毒执法、易制毒化学品管控和减少需求四个专家

工作组，基本涵盖了上合组织禁毒合作的主要领域，为务实合作开辟专家对

话平台。

确立了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2002 年 1 月 7 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外

长非例行会议通过了应急机制原则：如遇重大突发事件，两国以上的外长可

提出倡议，召开六国外长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协调立场；可以以外长声明

的形式，阐述上合组织对事件的看法和主张。应急机制的确立对于地区安全

治理有特殊的重要性，为上合组织应对突发事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创造了

有利条件。

（四）务实合作不断深化拓展

上合组织安全合作始于边境安全合作，随着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不断变

化，不同时期安全合作有不同的重点方向，并且伴随上合组织安全机制的不

断完善，务实合作由反恐合作扩展到防务合作、执法合作。

打击“三股势力”是上合组织根本任务之一。20 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

在反恐能力建设、情报交流、去极端化、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等方面展开了卓

有成效的合作。

举行联合反恐军事演习，提升成员国执法安全部门反恐合作能力。首次

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双边军事演习于 2002 年 10 月由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举

行。此后，上合组织每年举行双多边反恐军事演习，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

强的“和平使命”成员国武装力量联合反恐军事系列演习。2003年 8月，中、俄、

哈、吉、塔五国举行代号为“联合 -2003”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共有 1000

余人参加。这是上合组织首次举行多边跨境联合反恐军事演习，标志着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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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军事合作进入新阶段。2007年 8月，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俄罗斯举行了“和

平使命 -2007”联合反恐军演，这是首次由上海合作组织全体成员国参加的

反恐演习。在演习中，各成员国交流了反恐作战的研究成果，完善了联合反

恐作战运行机制，为未来联合反恐作战奠定了基础。2008 年 8 月，各成员国

元首签署了《上合组织成员国组织和举行联合反恐演习的程序协定》，进一

步规范了联合反恐演习的程序，为执法安全部门联合反恐演习机制化建设提

供了法律保障。2019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举行了“团结协作 2019—2021”边

防特别行动、“萨雷阿尔卡 -2019”联合反恐演习等。联合反恐军事演习有

各成员国国防、边防等部门各兵种的参与，编织了立体的反恐合作网络，积

累了丰富的反恐经验。同时，以加强安全合作、维护地区稳定为目的的联合

反恐军事演习既有政治意义，也有实际意义。政治意义在于，演习可以对恐

怖主义产生威慑效应，体现出成员国强大的反恐决心和信心，同时也推动成

员国之间的政治与安全合作，提高上合组织的国际威望。实际意义在于，增

强成员国执法安全部门反恐合作能力，促进成员国间的信息交流，共同探索

打击“三股势力”的方法，同时也有益于中亚成员国提高自身的防卫能力。

建立多种形式的情报交流机制。上合组织重视地区反恐怖机构功能，包

括建立地区反恐怖机构数据库（提供参与国际恐怖、分裂和其他极端组织活

动的人员信息等），各方主管机关相互提供情报线索，定期交流反恐信息，

举行多边反恐研讨会。截至 2019 年 3月，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的恐怖分

子数据库已有 4.5 万余人的信息数据。

重视反恐新问题，加强去极端化合作、打击网络恐怖主义。随着国际与

地区恐怖主义形势新变化，上合组织反恐合作进入深耕阶段。2017 年签署的

《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声明》指出，上合组织

重视青年人参与“三股势力”问题，强调须加强对青年人的去极端化教育工

作，继续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致青年寄语》及其实施纲要，强调防止

宗教不宽容、排外心理和种族歧视思想传播。上合组织还强调网络恐怖主义

的严重性和合作的必要性。2019年举行了“厦门-2019”网络反恐联合演习，

2020 年签署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打击利用互联网等渠道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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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想的声明》。 

多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打击“三股势力”方面团结协作，务实行动

积极有效，“三股势力”的发展蔓延得到有效遏制。成员国安全形势可控，

尤其是中亚成员国的安全形势已有明显好转：一是重大恐怖活动大为减少，

类似在首都等大城市发动暴恐袭击导致严重后果的事件已鲜有发生；二是通

过密切的情报交流、联合执法抓捕恐怖分子等行动，原来在中亚费尔干纳地

区十分活跃的恐怖势力被削弱；三是合作打击国际恐怖势力流通，在当前国

际恐怖主义猖獗的形势下，中东圣战分子回流中亚的势头被有效遏制。

在执法合作方面，成员国加强禁毒合作、联合打击有组织犯罪，重视司

法部门沟通和人员培训。

积极开展联合禁毒、联合打击有组织犯罪等执法行动。上合组织成员国

举行了“捕鼠器”“蛛网”等一系列国际禁毒行动，成效显著。在上合组织

框架下，还多次举办禁毒官员培训班，为成员国禁毒部门官员之间开展交流、

加深了解、提高执法工作能力提供条件。上合组织重视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活动，就反洗钱、能源运输管道安保等开展合作。2019 年 5 月，上合组织在

杜尚别举行了“打击恐怖主义及通过贩毒、有组织犯罪等活动资助恐怖主义

国际地区合作”高级别会议。

积极就生物安全、信息安全等新问题展开沟通与对话。习近平主席在

2020 年上合组织元首峰会上提出：“中方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旨在

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1] 2021 年，上合

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签署了《关于保障国际信息安全领域合作的声明》。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方高度关注生物安全。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在 2020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视频会议上建议，开展疫情信息共享、药物和

疫苗研发合作，与国际社会携手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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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视频会议上的发言”，中新网，2020 年

5 月 13 日，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0/05-13/9183407.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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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务合作方面，成员国围绕边境防务合作、人员培训等领域开展了广

泛合作交流。边境安全合作是上合组织防务合作的重要内容。“上海五国”

时期的边境安全合作全面深化了地区国家间的睦邻友好和信任，成为建立上

合组织的坚实基础。上合组织成立后，边境安全合作深入发展，中国和俄罗

斯向其他成员国提供军事援助，培训中亚国家军事人员，以加强边境地区防

务为重点内容。与此同时，成员国多次举行以反恐为课题的多边或双边联合

军演。

（五）积极推动阿富汗和解与重建

上合组织成立不久，“9·11”事件爆发，美国等北约国家以反恐之名

进军阿富汗，20 年来，不但没有给阿富汗带来和平，反而让阿富汗陷入战乱

的泥潭。上合组织一直关注阿富汗局势，积极推动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在

历次元首理事会发表的宣言中均涉及阿富汗问题，清晰阐明对阿富汗问题的

立场。2005 年 11月 4日，上合组织秘书长与阿富汗驻华大使在北京签署《关

于建立上合组织 - 阿富汗联络组的议定书》，旨在就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在共

同感兴趣的问题上开展合作提出建议，联络组成员包括上合组织秘书处官员、

成员国驻秘书处代表和阿富汗高级外交官，是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合作的一座

重要桥梁，多次举行参赞级和副外长级会议，2009 年至 2016 年曾停止了相

关工作。自 2017 年恢复以来，联络组先后在莫斯科、北京和比什凯克举行 3

次副外长级会议，重点讨论阿富汗局势、阿富汗和解进程、上合组织与阿富

汗合作的优先方向等问题，制定下一阶段工作规划。2019 年 6 月 14 日上合

组织元首第十九次理事会会议通过了《“上合组织 - 阿富汗联络组”下一步

行动路线图》决议，继续强化“上合组织 -阿富汗联络组”的工作。

上合组织高度重视阿富汗毒品问题，呼吁“在本组织框架内不断加强禁

毒合作”[1]，强调“应向阿富汗安全部门提供长期国际援助，以有效打击阿

[1]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比什凯克宣言（全文）”，华夏经纬网，2007 年 8 月 24 日，http://
www.huaxia.com/zt/tbgz/07-074/523184.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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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汗的恐怖主义、毒品生产和走私”[1]。2009 年，上合组织同阿富汗签署了

《打击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行动计划》，双方同意开展禁毒合作，

构筑环阿富汗禁毒带。上合组织还为成员国与阿富汗开展禁毒合作搭建平台，

于 2019 年 11月承办了“巴黎进程”专家工作组会议。

在上合组织框架下，成员国向阿富汗积极提供大量人道主义援助。中国

在医疗、教育、经济建设、人员培训等领域提供援助，通过军事援助和人员

培训等方式帮助阿富汗建设国民军。俄罗斯通过各种渠道向阿富汗提供援助，

如俄罗斯国防部在 2002—2005 年期间向阿富汗提供了总价值为 2亿美元的车

辆和其他军事设备；还提供了可观的人道主义援助，在 2007 年 8月宣布免除

阿富汗欠俄的 110 亿美元债务，免除数额占阿欠俄债务总额的 90%。[2] 中亚

国家成员国也向阿富汗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帮助阿富汗修建公路、学校、

医院等。2009 年 11 月，哈萨克斯坦与阿富汗签署了两国政府间关于教育领

域合作的协议。2021 年 3 月，乌兹别克斯坦宣布修建跨阿富汗铁路项目（马

扎里谢里夫—喀布尔—白沙瓦）。

二、成就取得的原因

上合组织安全合作成就的取得是地区安全形势和成员国共同促进的结果。

（一）成员国面临共同的安全威胁

共同的安全诉求是凝聚上合组织成员国安全合作的内生动力。20世纪 90

年代初，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深受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1994年和1996年，

俄罗斯车臣地区两次爆发战争，高加索地区恐怖活动猖獗。1999—2000 年是

中亚遭遇暴恐袭击的高峰期，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等恐

[1]　“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问题特别会议宣言”，外交部网站，2009 年 3 月 27 日，https://
www.fmprc.gov.cn/web/zyxw/t554794.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29 日）

[2]　“俄将免除阿富汗90%债务 剩余一成有望‘一风吹’”，中国日报网，2007年8月6日，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2007-08/06/content_6013673.htm。（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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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组织和极端组织十分活跃，发动多起重大恐怖袭击，极端主义传播泛滥，

对中亚国家构成严峻安全挑战。同时，阿富汗战乱与上合组织所在地区形势

紧密相关，中亚“三股势力”的泛滥以及跨国犯罪活动大都与阿富汗的战乱

和毒品种植、走私有直接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合组织在成立初期就

将打击“三股势力”、遏制毒品的生产与走私等视为主要任务。2001 年《上

合组织成立宣言》指出：“上海合作组织尤其重视并尽一切必要努力保障地

区安全。各成员国将为落实《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

而紧密协作。”[1] 2004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塔什干宣言》强调：“对

国际恐怖主义、地区冲突与危机等复杂挑战，能够并且应该在多边主义、各

国相互协作、遵循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予以应对。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化条

件下保障世界安全和稳定。本组织愿在自己的行动中坚决奉行这些原则，并

准备以此为基础积极与所有国家和多边组织进行积极合作。”[2]

上合组织重视阿富汗战乱及恐怖主义外溢给地区安全造成的严重威胁，

通过机制化建设、务实安全合作，为地区国家提供有效可靠的安全合作平台。

上合组织主张“进一步提高上合组织框架内的禁毒合作机制的效率”，“强

调应加强应对毒品威胁的国际和地区合作”；呼吁“抵制恐怖主义思潮蔓延，

将更积极地利用地区反恐怖机构的潜力和条件，结合本组织框架内进行的联

合反恐演习，为遏制恐怖主义威胁做出更大贡献”；“愿大力打击非法贩运

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品和其他跨国有组织犯罪”。[3] 随着地区形势的变化和

中亚各国对合作安全需求的延伸，打击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中亚国家在维护

地区和国家稳定的重心，中亚国家对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需求更加迫切。共

同的安全诉求凝聚成员国安全合作共识，上合组织成员国所共同面临的安全

[1]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

[2]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塔什干宣言”，外交部网站，2004 年 6 月 18 日，https://
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094/zywj_683106/t140094.shtml。
（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29 日）

[3]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打击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有组

织犯罪的声明”，外交部网站，2009 年 3 月 27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
gjhdqzz_681964/lhg_683094/zywj_ 683106/ t554795.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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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推动该组织将安全合作作为优先议程并不断予以加强。

（二）先进合作理念的纽带作用

上合组织前身是“上海五国”会晤机制，2001 年乌兹别克斯坦以平等身

份加入，成立了上合组织，2017 年 6 月印度、巴基斯坦正式加入，上合组织

成员国增至八个。当前，上合组织成员国包括世界大国、地区大国和国力较

弱的国家，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不同，安全利益和诉求存在差异，但面临的

非传统安全挑战具有共同性或相似性，各成员国唯有真诚合作，才能实现共赢。

20 年来，安全合作既是上合组织的起点，也是推动上合组织机制建设、合作

共赢理念不断成熟的动力。2014 年 5 月 21 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举行的亚

信峰会上发表题为《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的主旨讲话，

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走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

安全之路。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重要主张得到了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高度认

可。习主席在 2018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呼吁，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

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携手迈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

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 2019 年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习

主席进一步提出把上合组织打造成安危共担的典范。在 2020 年 11 月上合组

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视频会议上，习主席提出要弘扬“上海精神”，加强抗

疫合作、维护安全稳定、深化务实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构建卫生健康

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更多实践探索。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的新形势，

努力打造“四个共同体”，是确保上合组织地区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的先决

条件。上合组织秉持开放、透明、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不谋求建立军事政

治同盟，坚决反对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开创了以不结盟为基础的、大小国

家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

（三）中俄两国引领作用

上合组织遵循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原则，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俄两国在上合组织建设中发挥核心作用，两国高水平的战略协作是上合组

织安全合作的核心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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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推动上合组织新型安全观的确立和发展。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俄

两国积极推动构建国际新秩序，维护国际和地区的安全和稳定。1997年 4月，

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

合声明》，指明必须摈弃“冷战思维”，强调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

的分歧或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以对话协商促进建立相互了解

和信任，通过双边、多边协调合作寻求和平与安全。2005 年 7 月，中俄两国

元首在莫斯科签署了《中俄关于 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吁国际社

会共同努力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型安全架构，强调此架构应以

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政治基础，以互利合作和共同繁荣为经济基础，并应

建立在尊重各国平等安全权利的基础上。2001 年 6 月中俄与上合组织其他成

员国共同签署的《上合组织成立宣言》强调上合组织的宗旨是：加强各成员

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鼓励各成员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

教育、能源、交通、环保及其它领域的有效合作；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

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中俄皆大力支持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举行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为维护地区

和平稳定作出突出贡献。上合组织多边反恐军事演习“和平使命”正是始于

中俄两国的双边演习。2005 年 8 月，中俄在山东举行“和平使命 -2005”联

合军事演习，这是上合组织框架下的首次战略级联合演习。2009 年 7 月，中

俄两国再次举行上合组织框架下反恐演习。在中俄推动下，上合组织多边反

恐军事演习陆续在成员国举行。

中俄重视上合组织在禁毒、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等领域发挥作用，并为上

合组织安全合作提供物资和人员培训等公共产品。仅以中国为例，从 1994 年

起，中国开始向哈、吉、塔、乌等国国防部提供军需物资、医疗器械、各种

汽车和教学用语音设备等无偿军援。同时，中国还大力支持中亚国家军队人

员培训，培训的专业分布较广，有高、中、初级指挥，特种作战，汉语，中医，

武术，擒拿格斗等。[1]

[1]　李抒音：“上海合作组织军事合作综述”，吴恩远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

（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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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合作面临的挑战

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上合组织地区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上升，

应对地区安全挑战任重道远。

（一）阿富汗形势变化导致地区安全挑战增加

阿富汗内战双方仍处于边打边谈状态，国内各派武装力量伺机而动。

2021 年 4 月 14 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5 月 1 日开始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

未来安全形势的不确定因素增加。阿富汗持续的战乱以及国际恐怖势力的渗

入波及中亚，令中亚国家边境地区（尤其是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面

临有组织犯罪、恐怖袭击、非法武装力量滋扰等挑战。盘踞在阿富汗的国际

恐怖势力企图把中亚打造成“恐毒流通中间地带”，即建立“中亚武装分子

运输走廊”，把在阿富汗北部活动的中亚国家籍战斗人员运回中亚从事暴恐

袭击。这些恐怖组织与国际贩毒集团合作，通过运毒通道回流中亚。阿富汗

北部恐毒势力的进一步合流已使部分中亚国家监狱暴乱和恐怖袭击等与之相

关的案件有所增加。

（二）恐怖主义威胁依然严峻

来自中东、南亚、高加索、中亚的武装人员与“伊斯兰国”和哈卡尼网

络、“安拉战士”、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车

臣恐怖组织等恐怖组织整合 [1]，过去在中南亚的恐怖组织成员以某一民族为

主，现在是混杂了不同民族的恐怖分子，使反恐工作更加艰巨。在“伊斯兰国”

溃败、大量国际恐怖组织转移到中南亚之后，上合组织地区面临的国际恐怖

主义威胁上升。2020 年俄罗斯执法部门共成功制止 61 起恐怖犯罪，其中包

括 41 起恐怖袭击。[2] 2020 年，乌兹别克斯坦破获 4 起极端组织活动，拘捕

[1]　Боевики из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пополнили ряды афганских террористов. 10 
декабря 2020, https://centralasia.media/news:1667510.（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1 日）

[2]　Спящие ячейки не проснулись. 8 декабря 2020, https://rg.ru/2020/12/08/bortnikov-
otchitalsia-o-rabote-fsb-za-god.html?utm_source=yxnews&utm_medium=desktop.（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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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名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吉尔吉斯斯坦阻止 2 起恐怖袭击，逮捕 29 名恐

怖分子及其同伙；2020 年 1—6 月，塔吉克斯坦共登记 875 起带有恐怖主义

和极端主义性质的犯罪行为，逮捕 200多名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犯罪嫌疑人，

阻止 2 起有预谋的恐怖袭击；2020 年 1—7 月，哈萨克斯坦共发生 33 起恐怖

主义犯罪。[1]

（三）新冠肺炎疫情催化地区不稳定因素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亚国家纷纷采取关闭国境、封城管控等措施，一

些行业面临倒闭风险，各国经济普遍大幅下滑，货币贬值、失业率飙升、对

外贸易跳水、外债上升、贫困加剧等问题突出，一些国家陷入了严重经济危

机，社会民生趋于严峻，特别是出国务工人员大幅减少，以侨汇为生的居民

生活受到严重冲击。伴随着失业、物价上涨等因素，社会治安的压力不断增大，

容易引发社会动荡。

与此同时，极端思想渗透、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等原有安全问题并未

得到有效遏制。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复杂环境的双重影响下，上述问题变

得更加复杂，甚至有演变为大规模动荡和激烈社会冲突之势。吉尔吉斯斯坦

和塔吉克斯坦边境地区冲突频发。2021 年 4 月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边

境居民发生冲突，升级为武装力量交火，造成至少52人死亡、近 300人受伤。

（四）大国博弈加剧带来地缘政治冲击

美国将中俄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在各地区、各领域展开对中俄的围

堵挤压。2020 年 2 月，美国推出《美国的中亚战略（2019—2025）》，旨在

强化中亚国家主权意识，挑拨中俄与中亚国家关系，削弱中俄在中亚影响力。

美国以“C5+1”外长会晤机制为平台，以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为重点

国家，全方位多领域加强对中亚国家渗透，试图将中亚国家与中俄剥离。美

国在中亚渗透的主要手段包括组织大型抗议活动、加强舆论攻击、培育亲美

反对派和“街头革命”青年群体，在实际行动、舆论传播中强化美国在中亚

[1]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с начала года 32 человека осуждены за терроризм. 20 августа 2020, 
https://www.inform.kz/ru/v-kazahstane-s-nachala-goda-32-cheloveka-osuzhdeny-za-terrorizm_
a3685594.（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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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形象。美国还炒作涉疆议题，扶持中亚国家涉疆反华组织，丑化

贬低中国形象，煽动当地民众仇华情绪。

四、深化安全合作的基本路径

安全合作是上合组织的工作重心。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上合组织

成员国面临着共同的安全挑战。各成员国应当进一步完善共同应对危机的相

关机制，推动安全合作的行动能力，不断拓宽深化务实安全合作，为本地区

国家繁荣稳定保驾护航。

（一）强化安全共同体意识，打造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上合组织成员

国的共同需求是稳定与发展。其中，稳定是前提，有稳定才有发展。“安全

共同体”理念切合成员国共同需求。当前各成员国面临的挑战是相同或类似的，

诸如阿富汗战乱、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新冠肺炎疫情、贫困等挑战都是上

合组织成员国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上合组织应继续强调“安全共同体”理念，

培育成员国对地区共同安全的认同。上合组织成员国国力不同，发展阶段不同，

对安全威胁的应对能力也有较大差异，各成员国需要在安全合作领域相互支

持、相互配合。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理念强调各成员国的共同威胁与去

极端化的共同任务，有助于成员国对地区安全治理问题树立正确认知，为更

深入的安全合作创造条件。在日益复杂严重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威胁面前，

上合组织的每一个成员国都深受其害，对安全共同体的高度认同，是各国在

务实安全合作的关键因素。只有不断加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共识与合作，

才可能战胜日益蔓延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1]

（二）明确安全领域务实合作的优先目标。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打击

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19年至2021年合作纲要》，强化防务安全、

执法安全、信息安全合作，加强相关法律基础和能力建设等务实合作举措。

[1]　苏畅：“安危共担，携手打造上合组织安全命运共同体”，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

中心编：《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机遇和挑战（2020）》，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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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需要深化反恐情报交流和联合行动。根据《上合组织反极端主义

公约》进一步促进各成员国对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进行统一认定，加强对阿

富汗北部恐怖组织信息的跟踪。加强打击分裂势力，在应对“三股势力”问

题中不能只就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打击进行合作。加强去极端化合作，中俄

在去极端化方面有丰富经验，同时中亚国家也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可专

门就去极端化建立务实合作机制。加强人员培训、网络安全合作等领域的合作。

（三）防范和降低来自阿富汗的安全风险。当前，阿富汗形势复杂多变，

恐怖威胁抬头、毒品威胁有增无减，美国、北约军队撤出，有可能造成安全

真空，潜伏在阿富汗的“伊斯兰国”分子将向中亚等地渗透，严重威胁地区

安全。成员国应深化边境安全合作，构筑有效的安全屏障。应充分考虑到阿

富汗问题的综合性，有重点参与阿富汗事务。用好“上合组织 - 阿富汗联络

组”机制，发挥其安全功能，设置具体的、务实的议程。除传统的安全合作外，

还应高度重视日益严重的毒品问题。比如，加强在禁毒领域中的联合执法行动，

共同管控易制毒化学品外流：加强情报交流与合作力度，实施涉毒犯罪情报

共享机制，斩断涉毒犯罪外流渠道；尝试开展“控制下交付”，切断跨境毒

品犯罪链条；加强禁毒部门人员培训，增进禁毒部门和人员的相互了解及配

合程度；建立易制毒化学品及前体跟踪机制，监控易制毒化学品及前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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