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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定向作用。上合组织二十年政治合作在理念创新、制度建设、扩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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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1 年是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成立二十周年华诞。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19ZDA130）的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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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二十载风雨磨砺，上合组织探索出一条顺应时代潮流、契合本地区实际

需要、符合成员国根本利益的合作之路，成为欧亚地区的“稳定器”，树立

起负责任新型国际组织的形象。上合组织的成功经验集中体现在提出并始终

践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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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为上合组织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和根本保障，也为全球治理贡

献了“上合智慧”和“上合方案”，彰显政治合作在上合组织发展进程中的

重要地位和作用。二十年来，政治合作一直是上合组织合作的重中之重，决

定着上合组织的大政方针，堪称上合组织的“顶层设计”，为上合组织发展

发挥了领航定向作用。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上合组织处在第

三个十年的新起点上，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总结分析上合组织二十年政治

合作的经验，揭示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指明未来发展的基本路径，无疑有助

于推动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行稳致远，也将对建立公正合理的地区和国

际新秩序产生积极作用。

一、政治合作取得的主要进展

从 2001 年成立至今，上合组织已走过二十年峥嵘岁月。二十年来，上

合组织政治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成为该组织最有成效的合作领域之一，对上

合组织发展发挥了战略引领作用，塑造了上合组织创新、合作、开放的崭新

形象。二十年来上合组织政治合作取得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大方面。

（一）始终保持先进理念

2001 年 6 月 15 日，上合组织六个创始成员国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宣言》，首次庄严推出了“上海精神”[1]，并将其作为成员国相互关系准则。“上

海精神”是在冷战结束后新旧国际秩序处于转换的关键时刻提出的，其源于

“上海五国”的成功实践，为成员国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相处

合作之道，超越冷战思维、零和游戏、文明冲突的窠臼，开创了结伴而不结盟、

[1]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外交部网站，2002 年 3 月 20 日，http://www.fmprc.
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4499.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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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而不对抗的新型国家关系模式，为探索一条符合成员国和地区实际的新

型区域合作之路提供了新理念、新方案，成为上合组织核心理念和行动指南。

二十年来，在“上海精神”指引下，面对成员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文

化传统上的巨大差异和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上合组织经受住风雨考验，实现

了成员国在一个多元复杂地区的共存共荣。提出和践行“上海精神”是上合

组织政治合作的最大亮点，凝结着成员国政治理念创新实践的结晶。“上海

精神”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提供了重要借鉴。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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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先进政治理念的集大成者，为上合组织理念创

新提供了不竭之源。在上合组织二十年发展过程中，以“上海精神”为核心

的政治理念体系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从而为上合组织发展提供了与时俱进、

引领时代的理论指导，确保上合组织始终保持先进理念。二十年来，上合组

织提出践行了一系列体现“上海精神”的新理念、新主张，大大丰富完善了

上合组织价值体系。

一是倡导和实施新型安全观，主张摒弃冷战思维、集团对抗，反对以牺

牲别国安全换取绝对安全的做法，实现普遍安全。在 2002 年初上合组织外长

会议上，成员国外长呼吁国际社会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原则的

新型安全观。[2] 同年 6 月，上合组织圣彼得堡峰会宣言指出：“国际社会需

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和相互协作为基础的新型安全观。这有利于彻底消

除安全破坏因素和新威胁的根源。”[3] 这是上合组织峰会文件首次提出并诠

[1]　“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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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新华网，

2018 年 6月 10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6/10/c_129891245.htm。（上网时间：

2021年 4月 5日）

[2]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2002 年 1 月 7 日，https://
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094/zywj_683106/t10641.shtml。
（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3 日）

[3]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外交部网站，2002 年 6 月 8 日，https://www.
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094/zywj_683106/t4509.shtml。（上网

时间：2021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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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新型安全观内涵。随后，这一新型安全观被多次写进上合组织峰会宣言，

成为成员国共同认可和普遍遵循的先进合作理念。2014 年上合组织第十四次

元首峰会宣言呼吁：“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冲突、没有暴力和压迫的世

界，发展全面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安全。”[1] 

2018 年青岛上合组织第十八次元首峰会宣言进一步指出：“致力于以平等、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为基础构建更加公正、平衡的国际秩序，根

据国际法准则和原则维护所有国家和每个国家的利益。”[2] 这是上合组织对

新型安全观的新发展，进一步丰富了其时代内涵，指明了新形势下上合组织

政治安全合作的目标和方向。

二是主张和践行新合作观，强调平等协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协

商一致，以合作促和平，合作谋发展，维护成员国核心利益，以平等方式推

动区域合作，实现合作共赢。2002 年《上海合作组织宪章》指出：“在平等

伙伴关系基础上，通过联合行动，促进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均衡发展”，

“所有成员国一律平等，在相互理解及尊重每一个成员国意见的基础上寻求

共识”。[3] 2006 年上合组织元首峰会五周年宣言强调，要尊重各国独立自

主选择发展道路和制定内外政策的权利，尊重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

促进成员国合作，建立和平、协作、开放、繁荣与和谐的地区。[4] 2015年《上

海合作组织至 2025 年发展战略》明确表示：“成员国平等是上海合作组织活

动的一贯原则，其具体体现是通过协商一致原则作出决定”。[5]

[1]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杜尚别宣言（全文）”，外交部网站，2014年 9月 13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094/zywj_683106/t1190849.
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3 日）

[2]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青岛宣言（全文）”，新华网，2018年 6月 11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18-06/11/c_1122964988.htm。（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3 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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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

[4]　“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
content_346287.htm。（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3 日）

[5]　“上海合作组织至 2025 年发展战略”，新浪网，2015 年 7 月 10 日，https://k.sina.
cn/article_1726918143_66eeadff02000bdfn.html?from=news&subch=onews。（ 上 网 时 间：2021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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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倡导和秉持新文明观，主张多元包容，充分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彼此

自主选择，倡导在求同存异中兼容并蓄，推动文明间交流对话。2003 年上合

组织第三次元首峰会宣言指出：“要尊重和促进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各种文

明应该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共同发展。”[1] 2006 年上合组织峰会五周年

宣言强调：“应互相尊重文明差异，各种文明应平等交流，取长补短，和谐

发展。”[2] 2012 年上合组织第十二次峰会关于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地

区的宣言呼吁：“国际社会实现多种文明和平共存与对话，谋求共识，协同

可持续发展，尊重各国传统和文化价值，在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和原则基础上

巩固国家间关系”。[3]

四是倡议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 年上合组织峰会阿

斯塔纳宣言首次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 2018 年上合组织元首峰会

青岛宣言指出，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确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理念”。[5] 2019 年上合组织峰会比什凯克

宣言强调：“倡议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形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理念十分重要”。[6] 2020 年上合组织峰会

莫斯科宣言重申：“倡议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

际关系，形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理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7]

[1]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六国元首宣言（全文）”，新浪网，2003 年 5 月 30 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3-05-30/0607170230s.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3 日）

[2]　“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

[3]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地区的宣言（全文）”，

网易新闻，2012 年 6 月 8 日，https://news.163.com/12/0608/00/83EFU92R00014JB5.html。（上

网时间：2021 年 4 月 3 日）

[4]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阿斯塔纳宣言（全文）”，人民网，2017 年 6 月 9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0609/c1001-29330638.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月 5日）

[5]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青岛宣言（全文）”，新华网，2018年 6月 11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18-06/11/c_1122964988.htm?agt=5757。（上网时间：2021年4月5日）

[6]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全文）”，新华网，2019年6月15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6/15/c_1124625929.htm。（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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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xinhuanet.com/2020-11/11/c_1126723429.htm。（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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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建设不断深化

上合组织一直高度重视并不断深化政治制度建设，从法律上确立上合组

织政治合作基本规范和准则，指明上合组织政治合作的根本遵循，确保上合

组织始终保持初心本色。

在上合组织初创阶段，上合组织颁布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2001

年）和《上海合作组织宪章》（2002 年）这两部基础性、纲领性文件，宣示

了上合组织的宗旨、原则、目标、任务和合作方向，为上合组织政治合作奠

定基石，确立“初心”。《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强调要加强友好合作，

致力于发展各领域合作，维护和保障地区安全与稳定，推动建立民主、公正、

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首次推出了“上海精神”。《上海合作组织宪章》

强调要加强成员国之间相互信任和睦邻友好，尊重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

整及边界不可破坏、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所有成员国一律平等，和平

解决成员国分歧，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不采取有悖于本组织利益的

任何违法行动。

2007 年，成员国元首在比什凯克峰会上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是在《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签署五周年后成员国新

签的又一基础性、纲领性法律文件，是上合组织政治合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重大事件，集中反映了上合组织政治合作的新成果、新进展，确立了成员

国相互关系和上合组织与外界关系准则，将各国在政治文化上的认同和全球

问题上的共识法律化，标志着上合组织政治合作提升到制度规范新水平。该

条约进一步阐明了上合组织政治合作的宗旨原则，把世代友好、和平发展的

思想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巩固了成员国的平等地位和合作共识，开辟了上

合地区国家发展长期睦邻、友好与合作关系的新天地，在国际上树立了新型

国家关系典范。[1]

2015 年，成员国元首在乌法峰会上签署《上海合作组织至 2025 年发展

[1]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国人大网，2008 年 12 月 24 日，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8-12/24/content_1467393.htm。（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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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这是上合组织作出的第一个十年规划，代表着上合组织全面系统的

“顶层设计”，标志着组织政治合作进入战略合作新阶段。《上海合作组织

至 2025 年发展战略》强调“上海精神”的原则今后仍然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关

系的基础，重申协商一致作出决定的原则，坚持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彼此间分

歧，不针对第三方和国家间组织，不谋求建立拥有超国家管理机构的军事政

治联盟或经济集团，明确了上合组织至 2025 年的发展方向和战略目标，对上

合组织的政治、安全、经济、人文、国际合作等进行了方向性和战略性的规划，

确定了开展政治协作的任务和目标。[1]

2018 年，成员国元首在青岛峰会上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

会青岛宣言》，这是上合组织扩员后出台的一个全面体现上合组织新理念、

新使命的战略性文件。宣言庄严宣布，上合组织要推动建立相互尊重、公平

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确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理念。这

为新时期上合组织指明了发展方向，鲜明地回答了上合组织向何处去这一时

代之问。该宣言还强调，上合组织将以平等、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

全为基础，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平衡。这是成员国基于共同需要达成的

政治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了上合智慧。

（三）成功完成首次扩员

对外开放是上合组织一贯奉行的基本原则。上合组织成立宣言明确宣示：

“上合组织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及对外开放的原则，愿与其

他国家及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在协商一

致的基础上吸收认同该组织框架内合作宗旨和任务、本宣言第六条 [2] 阐述的

原则及其他各项条款，其加入能促进这一合作的国家为该组织新成员。”[3]

上合组织宪章明确规定：“本组织对承诺遵守本宪章和原则及本组织框架内

通过的其他国际条约和文件规定的本地区其他国家实行开放，接纳其为成员

[1]　“上海合作组织至 2025 年发展战略”。

[2]　第六条系指“上海五国”在 1996 年和 1997 年分别于上海和莫斯科签署的关于在边

界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和关于在边界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议。

[3]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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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1] 这清楚地表明，上合组织坚决摒弃冷战思维、零和游戏的旧时国际

组织模式，开放性、包容性和合作性成为上合组织的显著特点。正是秉持开

放性原则，上合组织在二十年发展过程中始终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回应有关

国家加入上合组织大家庭诉求，不断扩大“朋友圈”，最终于 2017 年 6 月 9

日接纳印度、巴基斯坦为新成员而完成首次扩员，形成由 8 个成员国、4 个

观察员国、6 个对话伙伴共 18 个国家组成的三位一体的伙伴关系网络。首次

扩员成功是上合组织政治合作取得的重大成果，开启中亚和南亚两大区域融

合发展新征程，将上合组织政治合作推向一个崭新阶段。

首次扩员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团结互信的产物，标志着上合组织政治合作

达到新高度。上合组织扩大进程走过了 13 年历程，先后通过《上合组织观察

员条例》（2004 年）、《上合组织对话伙伴条例》（2008年）、《关于申请

国加入上合组织义务的备忘录范本》（2010 年）、《给予上合组织成员国地

位程序》（2014 年）和《关于申请国加入上合组织义务的备忘录范本》修订

案（2015 年）等一整套关于扩大进程的法律文件，为上合组织首次扩员打下

坚实法律基础。首次扩员成功彰显上合组织政治合作的成效，堪称上合组织

政治合作的里程碑事件。

完成首次扩员对上合组织发展具有多重意义。首先，扩员是上合组织强

大感召力、吸引力的集中展示，彰显“上海精神”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有助

于扩大“上海精神”的辐射面和认可度，为上合组织先进理念在更大范围传

播和发挥更大作用创造有利条件。同时，扩员也是对西方保守势力抹黑上合

组织的有力回击。西方保守势力一直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上合组织，称之为“威

权主义同盟”或“东方北约”。上合组织接纳印度和巴基斯坦表明，上合组

织是真正践行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的，与作为冷战遗产的“北

约”具有本质区别。其次，首次扩员使上合组织整体实力和影响大幅上升，

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最大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为其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发挥

更大作用提供可能。扩员后上合组织成员国中的核国家增加到 4 个，新兴大

[1]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



55

上海合作组织政治合作：进展、挑战和未来路径

国增加到 3 个，有助于上合组织在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维护地区和全球稳

定上发挥更大作用。最后，扩员拓展了上合组织经济空间，形成巨大的消费

市场和互联互通投资空间，有利于上合组织在更大空间内发挥成员国各自特

长，形成优势互补，加快区域资源整合，推动成员国和整个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四）国际合作日益密切

加强国际合作是上合组织“初心”之一。上合组织成立宣言明确表示，

成员国将加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协调行动，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

题上相互支持和密切合作，共同促进和巩固本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上

合组织宪章也指出，上合组织的一个重要合作方向是“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

包括在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上寻求共识”。二十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

的国际合作步伐不断加大，力度日益增强，大大扩大了上合组织的影响力，

树立起负责任国际组织的正义形象。

对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立场及时发声，捍卫成员国核心利益是上合组织

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方式。在初创时期，上合组织即开始主动对地区和国际

重大事件发声，产生了积极影响。2001 年“9·11”事件发生不久，上合组

织总理会议即于9月14日发表专门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一切恐怖主义。[1] 

2005 年 11 月，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宣布建立上合组织 - 阿富汗联络小组，共

同促进阿富汗和平进程。[2] 2006 年上合峰会提出在组织框架内建立防御地

区冲突和应急反应机制，以预防应对类似吉尔吉斯斯坦非正常政权更迭事

件。[3]

随着内部建设基本完成，上合组织进一步加强在成员国以及地区、国际

重大问题上的相互支持和立场协调。2010 年塔什干峰会积极声援再次经历政

治动荡的吉尔吉斯斯坦，表示支持吉尔吉斯斯坦自主的政治选择，将给予吉

[1]　《顺应时代潮流，弘扬“上海精神”——上海合作组织文献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2020 年，第 133 页。

[2]　“上海合作组织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建立上海合作组织 - 阿富汗联络小组的

议定书”，央视网，2012 年 5月 25日，http://news.cntv.cn/20120525/106434.shtml。（上网时间：

2021年 4月 4日）

[3]　“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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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吉斯斯坦必要的支持与帮助。[1] 2009 年，上合组织发表阿富汗问题特别

会议宣言，支持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两国开展政府间对话，增进邻国互信，推

进反恐合作。[2] 2012 年北京峰会宣示反对在西亚北非地区进行武力干预和

强行推动政权更迭，认为任何以武力解决伊朗问题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

反对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单方面不受限制地加强反导系统。[3] 2014 年塔什

干峰会就阿富汗、叙利亚、乌克兰等热点问题表达了共同立场。[4] 上合组织

还积极维护联合国在全球问题上的主导地位，支持其合理、必要的改革，比

如 2010年塔什干峰会宣言表示：“应继续进行公开、全面的协调，争取找到

凝聚最广泛共识的一揽子改革方案。”[5]

2017 年扩员后，随着印度、巴基斯坦加入和上合组织将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确立为组织的共同理念，上合组织开始加大参与全球治理进程。2018 年

青岛峰会专门就贸易便利化发表联合声明，发出积极参与全球化、坚决维护

多边贸易体制的上合强音。同时，青岛峰会宣言宣布，要推动建立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确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理念，

为上合组织加大参与地区和全球治理提供强有力的理念支撑和方向指引。

2020 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莫斯科宣言重申，形成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共同理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6]

建立与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联系与协作是上合组织参与国际合作

和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2004 年，上合组织获得联合国观察员地位，拉开上

合组织与联合国及其分支机构密切协作的序幕，标志着上合组织获得世界上

[1]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宣言”，中国政府网，2010年6月11日，

http://www.gov.cn/jrzg/2010-06/11/content_1625891.htm。（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5 日） 

[2]　“上海合作组织发表阿富汗问题特别会议宣言”，新浪网，2009 年 3 月 30 日，http://
news.sina.com.cn/c/2009-03-30/162917512967.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5 日）

[3]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地区的宣言”。

[4]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杜尚别宣言（全文）”。

[5]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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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news.china.com/zw/news/13000776/20201111/38949448_5.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5 日）



57

上海合作组织政治合作：进展、挑战和未来路径

最具权威的全球治理机构的认可，为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平台保障。

与此同时，上合组织积极与相邻相近的地区组织建立合作关系，陆续与东盟、

独联体、集安组织、中西亚经合组织、亚信会议建立起协作关系。2018年以来，

上合组织对外合作步伐明显加快，上合组织秘书处、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

构先后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安理会反恐委员会执行局签署合作文件。

上合组织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预防外交中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也开展了交流与对话。2020 年，上合组织秘书处与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秘书处、欧亚经济委员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日益密切

的国际合作为上合组织参与地区和全球治理提供有利平台，展现了上合组织

自信、开放的积极形象。

二、政治合作推进的动因

上合组织二十年政治合作取得长足进展不是偶然的，是内外多种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上海五国”提供重要理念来源和经验借鉴。1996—2001 年运行

五年的“上海五国”是上合组织的前身，其成功实践为上合组织政治合作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重要借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明确指出，“上海精神”

是在“上海五国”进程中形成的。[1] 2000 年 7 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

民在“上海五国”机制最后一次元首会晤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上海五国’

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精神，这就是：睦邻互信、平等

互利、团结协作、共同发展。”[2]这是对“上海精神”的最初概括。“上海精神”

最终就是在总结“上海五国”进程经验基础上，根据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和本

地区国家关系特征，反复推敲、提炼出来的。[3]新型安全观亦来源于“上海五国”

[1]　《顺应时代潮流，弘扬“上海精神”——上海合作组织文献汇编》，第 88 页。

[2]　同上，第 256 页。

[3]　刘古昌：“‘上海精神’是新时代的普世价值”，《公共外交季刊》2011年秋季号（总

第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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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成功实践。正是秉持着一种完全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新理念，“上海五国”

成功地解决了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

边界安全问题，为世界其他地区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典范，并孕育出具有示

范意义的新型安全观。江泽民主席 1996 年在“上海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

强军事信任协定签字仪式上指出：“签署这一协定，对亚太地区各国之间增

进相互信任、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启示、探索和创举。”[1]

江泽民主席高度评价“上海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裁减军事力量协定，称它

“对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冷战思维

的安全模式，为增进国家间的信任开辟了一条有益的途径”。[2] 2001年 6月，

江泽民主席在上合组织成立大会上发言指出：“‘上海五国’进程，是当代

国际关系中一次重要的外交实践。它首倡了以相互信任、裁军与合作安全为

内涵的新型安全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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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以大小国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

域合作模式。”[3]

第二，中俄战略协作提供强劲动力。中俄是公认的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

“双引擎”，双方合作不断加强为上合组织政治合作提供了先行范例，成为

上合组织政治合作的有力推进器。闻名于世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

方原则是上合组织秉持的基本理念，最初就是从总结中苏关系历史经验和教

训得出的结论，开创了中俄结伴而不结盟、合作而不对抗的新型国家关系模式。

这一创新理念为上合组织政治合作提供了重要借鉴，成为上合组织的一个基

本原则。“上海五国”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建立军事信任和裁减军事力量

协议也受到中苏处理相关问题的启发。苏联解体后，中苏就这两个问题的谈

判变成了中国与俄、哈、吉、塔四国之间的谈判。谈判的结果不仅确定了相

应条约，而且形成了“上海五国”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加上乌兹别克斯坦，

[1]　《顺应时代潮流，弘扬“上海精神”——上海合作组织文献汇编》，第 233 页。

[2]　同上，第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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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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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成立了上合组织。2001 年 7 月 16 日，中俄签署了对两国关系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成为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签署的第

一个类似条约，不仅确立了中俄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也为制定《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提供了有益借鉴。对比《中俄睦邻友好

合作条约》和《上海合作组织宪章》（2002 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

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7 年），可以清楚地看到相互之间在基本政治理

念和原则上是一脉相通的，充分反应了中俄战略协作对上合组织政治合作的

重要作用。近年来，中俄战略协作日益密切，推动上合组织政治合作不断深

化。2015 年以来，中俄加强“一带一盟”对接合作，中俄完成关于欧亚经贸

合作伙伴关系协定可行性研究，中俄与欧亚经济联盟正式签署经贸合作协定，

中俄决定加强“一带一路”与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协同发展等，为上合组织

政治合作提质升级，促进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进入快车道。[1]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上合组织发祥地，中国二十年来一直是上合组

织政治合作的开拓者、引领者、贡献者，对推动上合组织政治合作发挥了独

特而重要的作用。一是不断提出新的先进理念，积极打造上合组织价值体系。

从倡导发展新安全观，到总结提炼“上海精神”；从提出建立“和谐地区”理念，

到倡建以“新五观”“四个典范”“四个共同体”[2] 为内涵的上合组织命运

共同体，中国始终积极促进上合组织保持先进理念。二是高度重视机制和制

度建设，确保政治合作有序运行。2000年 7月 5日，江泽民主席在杜尚别“上

海五国”会晤讲话时提出倡议，要逐步将五国会晤机制发展成为五国合作机

制。[3] 在 2003 年上合组织第三次元首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宣布：“作为组织

[1]　邓浩：“新时期上合组织与全球治理”，《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3期。

[2]　“新五观”是指，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倡导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持开放、融通、

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四个典范”是指，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把上合组织

打造成团结互信、安危共担、互利共赢、包容互鉴的典范。“四个共同体”是指，习近平主

席在上合组织成员国第二十次元首峰会上的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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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顺应时代潮流，弘扬“上海精神”——上海合作组织文献汇编》，第 2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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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的东道主，中国政府决定免费向秘书处提供办公馆舍。”[1] 2017 年，

习近平主席在阿斯塔纳上合组织第十七次峰会上宣布，中方决定向上合组织

秘书处追加 1000 万元人民币，用于改善工作条件和开展活动。[2] 在政治制度

建设上，2006 年，胡锦涛主席在上合组织第六次峰会上郑重提议，为巩固成

员国政治互信和团结协作的基础，确保上合组织的持久生命力，缔结上合组

织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3] 2014 年，为促进成员国打击极端主义，习近

平主席在杜尚别上合组织第十四次峰会上郑重提议商签上合组织反极端主义

公约。[4] 三是积极谋划组织长远发展战略，推进成员国战略合作。2012 年是

上合组织第二个十年的开局之年，中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提议制定未来

十年上合组织发展战略规划。在中方力推下，上合组织第十二次峰会批准了《上

海合作组织中期发展战略规划》，并在该战略规划基础上于2015年推出了《上

海合作组织至 2025 年发展战略》。

第三，成员国政治互信水平不断提高平添助力。上合组织成立后，中俄

关系发展顺利，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不断充实和提高。2001 年，中俄

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新时期中俄关系发展奠定坚实法律基础。

2011 年，中俄关系上升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9 年，中俄关系

升级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与中亚成员国关系也在

二十年中不断升级。2013 年，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关系由“睦

邻友好合作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加之2011年与哈萨克斯坦已建立“全

[1]　胡锦涛：“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努力开创上海合作组织事业新局面——在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元首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外交部网站，2003 年 5 月 30 日，https://www.fmprc.
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094/zyjh_683104/t24657.s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4 月 5 日）

[2]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

新华网，2017年 6月 10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6/10/c_1121118817.htm。（上

网时间：2021 年 4 月 5 日）

[3]　“胡锦涛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中国

政府网，2006年 6月 15日，http://www.gov.cn/ldhd/2006-06/15/content_310825.htm。（上网时间：

2021 年 4 月 5 日）

[4]　习近平：“凝心聚力 精诚协作 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再上新台阶——在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网，2014 年 9 月 13 日，http://politics.
people.com.cn/n/2014/0913/c1024-25653631.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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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战略伙伴关系”，2012 年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亚成

员国全部成为中国战略伙伴。目前中哈已升级为“永久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乌、中塔、中吉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与中亚成员国均已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哈萨克斯坦也与其他中亚国家是“战略伙伴”。中亚国家领

导人在 2018 年时隔 13 年再次聚首，并在 2019 年再次会晤，相互信任明显增

强。显而易见，成员国之间政治互信、团结协作不断增强，为上合组织政治

合作创造了良好氛围，提供了强大助推力。

第四，地区形势变化凸显现实需要。上合组织成立以来，国际和地区局

势波诡云谲，变幻莫测，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对成员国构成严峻考验，

凸显加强上合组织政治合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近年来，上合地区

大国博弈空前加剧，呈现日趋白热化之势。美国对中俄实施双重遏制，在上

合地区明显加大对中俄战略围堵，竭力拉拢分化上合组织成员国，力图重构

排除中俄新机制、新秩序，侵蚀削弱上合组织根基。同时，地区形势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地区安全风险处于历史新高，

欧亚国家转型进入风险升高期，上合组织维护地区稳定发展大局面临更为严

峻的挑战。严酷的现实要求上合组织必须挺身而出，加大政治合作，担负起

一个负责任国际组织的重任，为地区增添更多的正能量和确定性。王毅国务

委员兼外长在 2020 年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上明确指出：“上合组织应始终站

在多边主义一边，站在公平正义一边，站在历史前进的一边，坚定捍卫联合

国核心地位，坚定维护国际法权威，坚定防止强权政治将这个世界拉回到弱

肉强食的丛林时代，坚决遏制单边霸凌行径阻挡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步伐。”[1]

这是时代赋予上合组织的崇高使命，也是国际社会对上合组织的殷切期待。

三、政治合作面临的主要挑战

经历二十年高速发展和持续扩张，当前上合组织进入一个发展攻坚期，

[1]　“王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中国政府网，2020年 9月 10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0-09/10/content_5542456.htm。（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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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合作面临多重瓶颈式压力。

一是内部异质性凸显。异质性一直是上合组织政治合作面临的重大难题。

随着扩员，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更加明显，利益诉求和政

策取向更加多元，客观上加大了组织内部协调难度，对组织政治合作挑战陡增。

当前，上合组织内部构成日趋复杂，除中小成员国外，还有中俄印这样的新

兴大国。大小国家并存共处，多元异质，加之个别成员国之间存在领土之争，

矛盾难解，冲突时起，给组织内部团结互信投下阴影，不利于成员国在政治

合作上形成共识，达成一致行动。同时，随着印巴加入，成员国地区归属更

加多样，除中亚国家外，增添了南亚国家，印巴同时还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成员，印度甚至加入了美国主导的美日印澳“四国机制”。这使上合组织政

治合作更加困难，不利于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二是共同体意识薄弱。上合组织成员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中亚成员国皆

是苏联解体后刚刚走上独立的新生国家，处在建国立制发展阶段，十分珍视

来之不易的独立主权地位，始终把维护本国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并无意愿也

不准备向上合组织让渡更多权利，这些都不利于建立上合组织集体身份认同

和确立共同目标。当前，上合组织实行的仍是“协商一致”决策方式，严格

遵循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以确保各成员国权利平等，

利益得到充分尊重。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决策方式已越来越难以适应形势

和组织自身发展的需要，客观上对组织合作形成制约。在这一决策机制下，

上合组织的决策效率和行动力大为受限，很难对成员国和地区重大政治事件

作出及时有力反应，不利于维护上合组织威信和声望。同时，受制于这一决

策方式，上合组织很难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合作文件，导致上合组织至今未能

实现从会议机制向合作机制的真正转变。在上合组织成立至今通过的政治合

作文件中，真正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的很少，大部分都是软性制度，没有约

束力或者约束力不强，对成员国不是刚性要求，往往造成通过的文件得不到

有效执行和落实。即便是具有约束力的条约，也因缺乏相应有力的监督落实

机制而处于空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明文规定，

缔约各方将恪守国界，彼此尊重各自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致力于加强边境

地区军事领域的信任，使相互间的边界成为永久友好与和平的边界。但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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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条约精神的行为却在成员国中不时发生，对此，上合组织缺乏相应的警

示和惩戒措施，导致该条约形同虚设，严重影响上合组织政治法律制度的严

肃性和权威性。如何兼顾公平和效率，平衡责任和义务是上合组织政治合作

不可回避的重大挑战。

三是外部阻力加剧。近年来，美国陆续推出所谓“印太战略”、阿富汗

新战略、新中亚战略，并强化与中亚国家的“C5+1”机制，积极打造覆盖大

里海地区的“8+1”机制，对中俄围堵打压不断加码，加剧制度秩序之争。同

时，美国肆意抹黑、贬损、阻止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并推出美版

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方案，联手欧盟，极力分化拉拢地区国家，对“一带一路”

实施釜底抽薪。美国还大肆炒作涉疆议题，以所谓民主、人权为由攻击中国、

抹黑中国形象，离间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美国执意挑起和加剧上合地区大

国竞争，大大恶化了上合组织外部环境，使上合组织政治合作面临前所未有

的地缘政治压力。与此同时，上合地区处在全球动荡带上，阿富汗内乱不止，

美国和伊朗矛盾难以调和，中东乱局此伏彼起，独联体地区不稳定因素加剧，

加之地区治理碎片化加剧，上合组织政治合作面临险峻的外部环境，任重道远。

四、未来政治合作的基本路径

总体上看，未来 5~10 年仍是上合组织的发展机遇期，有利于上合组织

政治合作的积极因素依然大于消极因素。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做好“顶

层设计”，积极塑造和培育“上合意识”，确立明确的共同奋斗目标，不断

提高合作效率，推动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稳步前行。

（一）积极塑造培育“上合意识”

共同意识是上合组织赖以生存和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关系到组

织的凝聚力和精神面貌。应把塑造和培育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上合意识”

作为未来上合组织政治合作的优先任务。

一要明确组织定位，强化集体认同，为形成“上合意识”创造必要前提。

从区域定位看，随着扩员，上合组织已经从中亚延伸至南亚，可将上合组织

区域定位为以中亚地区为中心、以中亚周边为外延的欧亚地区组织，这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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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合组织扩员后现状，也为未来上合组织继续扩员预留了空间，对形成和

培育“上合意识”大有裨益。从功能定位看，上合组织是一个安全先行、安

全优先的国际组织，着眼于凝聚共识，培育“上合意识”，未来上合组织仍

应将发展重心放在安全领域，这是成员国最易达成合作共识并采取共同行动

的领域，经济和人文合作应将重心放在为安全稳定大局服务上。同时，上合

组织成员国虽然政治制度不同，但地缘相近、历史相连、文化相通，都是发

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诸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同或相近，均面

临发展、振兴本国经济的共同任务，具有开展政治合作的先天优势。从构建

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视角，应把政治合作放在与安全合作同等重要位置，确

保上合组织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要总结、提炼出一套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共同价值，为“上合意识”

提供价值和理念支持。本着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从构建上合组织命

运共同体视角出发，对上合组织蕴藏的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进

行认真整理归纳，使之形成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结构完整、逻辑清晰、表

述明确的上合组织价值体系，为塑造和培育“上合意识”提供一套清晰的共

同规范和准则。当前，应着力将得到成员国广泛认同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融入到上合组织价值体系，并将“新五观”理念充

实到“上海精神”中，真正建立起为成员国广泛认同的系统化的共同价值体系。

三要将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共同价值制度化，为“上合意识”奠定

法律基础。应根据扩员后的新形势、新要求，适时修订完善上合组织基础性

法律制度，将得到各方一致认同的共同价值，通过逻辑清晰、言简意赅的语

言文字，明确写进正式的条约文本，彰显其应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同时，

有必要对违背组织共同价值的行为明确作出处罚惩戒规定，强化共同价值的

约束力和强制力，使建立在共同价值基础之上的“上合意识”具备法律效力，

真正成为成员国严格遵循的共同行为规范和集体意识。

四要大力普及宣传落实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共同价值，积极培育推

广“上合意识”。应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向成员国积极宣传以“上海精神”

为核心的共同价值，经常讲、反复讲，使其真正内化为成员国集体意识。同时，

积极推动成员国对上合组织共同价值的认同从国家层面向社会、民间层面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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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扩展，形成成员国各界别、各阶层对其的认同和归属，促进“上合意识”

深入民心。

（二）确立共同奋斗目标

共同目标关系着上合组织的组织定位和合作方向。应加大宣传构建上合

组织命运共同体重大倡议，努力推动使之成为未来上合组织共同奋斗目标。

一要在充分研究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目标定位基础上，在坚持大小国家一

律平等、成员国协商一致原则前提下，加大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协调，积极求

同存异，寻求在目标方向上的最大合作公约数。首先，加大中俄之间的政治

协调。以中俄关于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为契机，促使俄罗斯

在将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作为上合组织共同目标问题上采取更为积极、

明确的立场，最终形成中俄共推共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其次，要加强中

俄印之间的政治协调。积极考虑在中俄印机制框架下建立三方关于上合组织

合作磋商机制，加强战略沟通，最大限度凝聚共识，促使印度在上合组织共

同目标问题上与中俄相向而行。最后，加强与中小成员国沟通协调，推动其

积极响应并加入到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行动中，共推构建上合组织命运

共同体在上合组织落地生根。

二要努力推动上合组织制定推出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专门文件，使

共同目标具有法律效力。应积极协调，努力形成上合组织关于构建上合组织

命运共同体法律文件，明确将其确定为上合组织共同目标，阐明其宗旨、原

则、目标、任务、构建方式、实施机制等，强调其与“上海精神”的传承性，

并作出分阶段、分领域实施规划，确定具体路线图。与此同时，有必要对上

合组织既有法律文件进行全面梳理，将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目标充实

到新的上合组织宪章、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并把是否承认和遵循命运

共同体原则和理念作为接纳新成员重要标准。

（三）提高合作效率

合作效率是上合组织的生命线，应保持忧患意识，把提高合作效率作为

未来上合组织政治合作的重要议题，实现上合组织从会议机制向合作机制的

真正转变。

一要与时俱进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文件，使之更具约束性和操作性。根据



66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3 期

扩员后新情况，对《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

好合作条约》作出适当补充和修改，增加近年来各方达成的新的政治共识和

认知，将其明确写进正式的条约文本中，对成员国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作出

更加明确、清晰的界定。

二要加大刚性制度建设，提升制度可操作性。完善决策表决方式、建立

相应的监督落实和争端解决机制，使上合组织拥有从决策、执行、监督到争

端解决的一系列完整的组织机构体系。可考虑设立惩戒、退出制度机制，出

台对违反组织共同价值行为处罚惩戒规定，增强组织制度的约束力和强制力。

三要认真总结首次扩员经验，进一步完善扩员制度。确立更加严格、规

范、长期、可操作的扩员制度，并对观察员国、对话伙伴条例适当修订补充，

增加其灵活性和弹性。

四要适时制定出台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法律文件。明确规定各领域合作

理念、宗旨、原则、任务、目标和方向，考虑到成员国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

存在广泛共识，可以着手首先制定成员国国际合作文件，以形成共同立场。

五要创新性运用“协商一致”原则。可以考虑在国家元首会议、政府首

脑会议、外长会议和地区反恐怖理事会上采取协商一致原则，以平等方式决

定组织发展的原则性、方向性问题。在各部门领导人会议、国家协调员理事

会上可采取多数通过原则，避免僵化、教条地运用“协商一致”原则，最大

限度释放其灵活性。

六要提升和明确秘书长地位和权限。为切实提高组织运行效率，应赋予

秘书长更大权限，使其成为上合组织的行政首长，而不仅仅是上合组织秘书

处的行政首长。短期内如果就此无法达成一致，成员国可协商修改宪章相关

条款，明确规定授权秘书长对外代表权，以利于上合组织在处理对外事务方

面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完稿日期：202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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