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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与成员国
间的经济合作

　 　 【编者按】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８ ~ ９ 日ꎬ 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第 １７ 次

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ꎮ 这次元首理事会受到国际社会广泛

关注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接收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ꎮ
这是上合组织成立 １６ 年来首次实现正式扩员ꎮ 扩员后上合组织具有得天

独厚的人口优势和资源优势ꎬ 综合实力将得到大幅提升ꎮ 中俄是上合组织

的主导国ꎬ 而上合组织是欧亚经济联盟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对接的重

要平台ꎬ 印巴加入后ꎬ 在一定意义上减少了中亚与南亚互联互通的难度ꎮ
本刊编辑部特邀请国内外学者对以下问题进行讨论: 上合组织扩员后将面

临哪些挑战? 中俄在成员国团结和政治互信中如何协调立场? 作为新成员

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在上合组织经济合作中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印巴加入

后成员国间经济合作的范围将在哪些领域得到扩展? 上合组织如何进一步

增强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关键词】 　 上海合作组织　 印度　 巴基斯坦　 经济合作

● 印巴加入后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合作的新契机

孙壮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 研究

员、 博士生导师)

２０１７ 年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签署了关于完成接收印度、 巴基斯坦加

入的程序并给予其成员国地位的决议ꎬ 正式实现了成立 １６ 年来的首次扩

员ꎮ 印巴是南亚地区有影响的大国ꎬ 经济发展潜力巨大ꎬ 与上合组织其他

成员国有着密切的经贸联系ꎮ 两国的加入为推进重点领域的多边合作带来

了更多的选项ꎬ 进一步拓展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地理空间ꎮ
(一)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经济上各具优势

印度和巴基斯坦不仅拥有较为优越的地理位置ꎬ 人口众多 (印度人口

２０１６ 年已经超过 １３ 亿ꎬ 巴基斯坦也达到 １ ９ 亿)ꎬ 本身就是巨大的消费市

场ꎬ 而且经济上各具特色ꎬ 产业结构较为多样ꎬ 近期的发展势头良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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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ꎬ 印度的经济增速最高只有 ３％ ~ ４％ ꎻ 到了 ９０
年代因为实行内部改革和外部经济环境的改善ꎬ 增速明显提高ꎻ 近几年进

入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ꎬ 连续多年 ＧＤＰ 增幅保持在 ６％ 以上ꎮ 利用劳动力

资源丰富的优势ꎬ 印度大力吸引外资ꎬ 成为新兴经济体中经济最具活力的

国家之一ꎮ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ＷＥＦ) 公布的全球各国经济竞争力指数报

告ꎬ 在 ５ 个 “金砖国家” 中ꎬ 印度已超过俄罗斯居第二位ꎬ 仅次于中国ꎮ
目前ꎬ 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具有历史意义地赶超英国ꎬ 成为紧随美国、
中国、 日本和德国排名世界第 ５ 位的国家ꎮ

巴基斯坦则是世界第 ２５ 大经济体ꎬ ２１ 世纪以来一度保持了连续数年

７％的快速增长ꎮ 但是ꎬ 由于国内政局持续混乱、 政府债务负担沉重、 经济

结构失衡和贫困率过高ꎬ 加上周边安全环境较为恶劣ꎬ 导致经济总体上比

较困难ꎮ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财年的增长率为 ４ ７％ ꎬ 虽然低于预期ꎬ 但标志着巴

基斯坦经济已经逐步走出低谷ꎬ 开始实现工农业生产的稳步增长ꎮ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财年ꎬ 巴基斯坦经济增速达到 ５ ２８％ ꎬ 创下过去 ９ 年来的新高ꎬ 巴政

府进而又提出 ６％的增速目标ꎬ 争取到 ２０２０ 年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ꎮ
在区域合作中ꎬ 印巴也具有自己的优势: 在跨境交通方面ꎬ 可以为中

亚、 中国和俄罗斯南下进入印度洋提供陆上通道ꎬ 为古代 “丝绸之路” 的

繁荣作出过自己的贡献ꎻ 在能源合作方面ꎬ 积极寻求多元、 稳定的能源供

应渠道ꎬ 希望参与俄罗斯、 中亚的油气开发ꎻ 在贸易与投资合作方面ꎬ 两

国都是世贸组织成员ꎬ 较早进入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ꎬ 积极参与和推动多

边经济合作ꎮ 两国均拥有颇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ꎬ 例如ꎬ 印度的信息业和

制药业ꎬ 巴基斯坦的纺织业等ꎮ 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后ꎬ 该组织

ＧＤＰ 总额将增至全球的 ２４％ ꎬ 面积将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 ４３％ ①ꎮ 不仅从

数字上看非常可观ꎬ 是世界上面积最大、 人口最多的区域组织ꎬ 而且从发

展实践来看也很有意义ꎬ 对发展中国家 “南南合作” 取得成功具有示范

意义ꎮ
(二) 多边经贸合作需要拓宽发展空间

上合组织成立后ꎬ １６ 年来经济上一直以中亚为基本的合作区域ꎬ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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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Членство в ШОС не приглашение на чай Спец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Бахтиер
Хакимов о планах и проблемах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１８ ０４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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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 ６ 个创始成员国中有 ４ 个是中亚国家ꎬ 加上中亚国家经济上遭遇的

困难更多ꎬ 又地处内陆ꎬ 对外交通不便ꎬ 希望从中国、 俄罗斯得到更多的

经济支持ꎮ 例如ꎬ 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提供的优惠贷款都给了中亚国家ꎬ
设计的优先领域也多与中亚有关ꎮ

中亚国家资源丰富ꎬ 特别是石油、 天然气、 有色金属储量在全球名列

前茅ꎬ 又盛产棉花、 小麦等农畜产品ꎬ 曾是古代 “丝绸之路” 的重要过境

国ꎬ 目前还是中国、 俄罗斯的重要经贸伙伴ꎮ 中俄与中亚国家政治关系发

展顺畅ꎬ 开展多边合作拥有较好的基础ꎮ 而中亚国家也有强烈的愿望ꎬ 特

别欢迎在本国落实一些有较大经济意义的投资项目ꎮ
但是ꎬ 由于经济实力相差太大ꎬ 中亚国家的市场相对狭小ꎬ 能够选择

的合作领域比较有限ꎬ 加上对国际贸易的制度规则了解不多ꎬ 乌兹别克斯

坦、 塔吉克斯坦至今尚未加入世贸组织ꎬ 所以这些国家经济上的自我保护

意识很强ꎬ 不愿意过快对外开放ꎬ 国内的投资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ꎮ 另外ꎬ
上合组织缺少必要的融资机制ꎬ 迄今为止基本上是依靠中国的单方面投入ꎬ
多边经济合作一直缺少实际进展ꎮ

印巴两国加入后ꎬ 上合组织的地理空间延伸到南亚地区ꎬ 对多边经贸

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ꎮ 一是可供选择的合作领域增多ꎬ 印巴希望能够

发挥自己的优势或解决自身的需求ꎬ 同时形成了更为巨大的消费市场ꎻ 二

是有利于成员国ꎬ 特别是中亚国家实现对外合作的多元化ꎬ 能够更好地实

现和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ꎻ 三是融资平台增多ꎬ 企业和地方的合作更为活

跃ꎬ 一些重大的多边项目有望落实ꎻ 四是有利于形成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

交通运输网络ꎬ 使中亚国家的枢纽地位更为突出ꎮ
借助印巴两国的帮助ꎬ 中亚国家也可以参与更多的地区能源和交通

项目ꎮ 例如ꎬ 乌兹别克斯坦提出加入 ＴＡＰＩ 管道 (土库曼斯坦—阿富汗—
巴基斯坦—印度) 项目建设ꎻ 吉塔等水电发展潜力较大的国家希望参与

中美企业与巴基斯坦的电力合作项目ꎮ 在印巴加入上合组织后ꎬ 这些项

目有可能获得新的融资支持ꎮ 另外ꎬ 印巴两国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

象比较严重ꎬ 相互接壤和与中亚接近地区欠发达ꎬ 也会积极促进上合组

织框架内成员国的地区间经济合作ꎬ 为本国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创

造更好的外部条件ꎮ
(三) 上合组织有可能增强自身的经济辐射力

印巴两国加入后ꎬ 上合组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更为便利ꎮ
首先ꎬ 对其他观察员国参与多边经济合作更具吸引力ꎮ 上合组织原有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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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观察员国ꎬ 印巴成为正式成员后ꎬ 还有蒙古国、 伊朗、 白俄罗斯、 阿富

汗 ４ 个国家ꎬ 会激发更大的合作积极性ꎬ 特别是伊朗、 白俄罗斯ꎬ 将更重

视参与上合组织框架内的经济与政治合作ꎮ 也会有更多国家寻求成为观察

员国ꎮ
其次ꎬ 外部的经济伙伴更为多样ꎮ 上合组织原有成员国ꎬ 除中国以外

都是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ꎬ 经济同质性较强ꎬ 彼此虽然有密切的传统联系ꎬ
但都相对封闭ꎬ 与外部世界的经贸往来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才刚刚起步ꎮ 印

巴加入后ꎬ 由于两国还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重要成员ꎬ 印度同时参与环

印度洋国家的合作ꎬ 巴基斯坦、 伊朗等与伊斯兰国家有传统联系ꎬ 对上合

组织的经济合作都能起到重要的补充和扩展作用ꎮ
再次ꎬ 提升上合组织的经济影响力ꎮ 印巴加入前ꎬ 上合组织的安全合

作进展较快ꎬ 无论是合作理念ꎬ 还是合作方式ꎬ 都代表了一种新的潮流和

方向ꎬ 如新型安全观的提出和实践ꎮ 经济合作则相对滞后ꎬ 俄罗斯更关注

自己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的建设ꎮ 印巴加入后ꎬ 一方面有助于上合组织与

其他区域经济组织开展合作ꎬ 体现所奉行的开放原则ꎻ 另一方面在国际经

济格局中的分量加重ꎬ 开展多边经济合作的动力和需求更多ꎬ 提出的一些

合作规划将更具影响力和号召力ꎮ
最后ꎬ 进一步促进印巴两国与上合组织原有成员国的双边经贸合作ꎮ

上合组织的经济合作一直是多边和双边相结合ꎬ 由于政治关系的限制ꎬ 印

巴并非与所有上合组织原有成员国都建立了高水平的经济关系ꎮ 例如ꎬ 巴

基斯坦与俄罗斯、 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相对较少ꎬ 未来在上合组织框架内

有可能得到全面加强ꎬ 包括印巴之间的经济合作也有可能绕开过去的矛盾

和冲突ꎮ 近几年ꎬ 印巴的外贸形势较为严峻ꎬ 巴基斯坦 ２０１５ 年货物进出口

额分别同比下降 ７％ 和 １０％ ꎮ 与上合组织成员国扩大贸易范围ꎬ 共同推进

贸易投资的便利化ꎬ 对两国也是急迫的现实需求ꎮ
(四) 有助于打造 “一带一路” 建设新平台

上合组织成员国 (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 都是 “一带一路” 沿线的重

要国家ꎬ 印巴兼具陆上运输走廊和海上交通支点的双重战略地位ꎬ 可以把

“一带” 和 “一路” 在南亚实现有机整合ꎬ 对多边合作与互联互通起到独

特的支撑作用ꎮ
上合组织与中国倡议的 “一带一路” 建设已经实现了发展上的良性互

动ꎬ 在经济、 人文甚至安全领域都有相似的合作目标ꎮ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９ 日的阿斯塔纳峰会上明确提出ꎬ 要使上合组织成为 “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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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重要平台ꎮ 印巴加入上合组织ꎬ 经济上的诉求显然更多ꎬ 积极性和

主动性更强ꎬ 希望在 “一带一路” 建设和上合组织发展 “双重” 平台上同

时受益ꎮ 印巴两国还可以借助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欧洲建立更为通畅的

陆上联系ꎬ 实现本国与其他国家、 国际组织发展战略或规划的对接ꎬ 显然

对扩大其对外经济合作也非常有益ꎮ
印巴两国对 “一带一路” 的态度有较大差别ꎮ 巴基斯坦非常积极ꎬ 与

中国围绕 “中巴经济走廊” 落实一系列合作项目ꎬ 发挥了示范作用ꎮ 印度

则因为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有领土争议ꎬ 对中巴合作有疑虑ꎬ 进而对

“一带一路” 也采取了不同的立场ꎬ 官方不明确支持ꎬ 但对 “孟中印缅走

廊” 感兴趣ꎮ
当然ꎬ 印度的地缘政治野心也会妨碍 “一带一路” 建设在南亚的推进ꎬ

会干扰其他南亚国家参与中国的投资项目ꎬ 甚至提出一些 “反制” 的方案ꎬ
如与日本共同提出所谓的 “亚非发展走廊”ꎬ 公开反对或阻滞一些跨国基础

设施的施工建设ꎮ 这不可避免地会给上合组织发展带来负面影响ꎬ 因此ꎬ
印巴加入后ꎬ 上合组织的凝聚力将受到考验ꎬ 经济合作也会受到更多地缘

政治因素的干扰ꎮ
从长远来看ꎬ 上合组织的经济合作以网络型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贸易

投资便利化为近期的重点目标ꎬ 符合印巴两国的战略利益ꎮ 印度如果从参

加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具体项目开始ꎬ 逐步过渡到广泛参与各种多边机制ꎬ
捐弃前嫌ꎬ 有助于增进其与中巴的政治互信ꎮ 印度加入上合组织也同样有

利于为 “一带一路” 的顺利延伸减少障碍ꎬ 更加彰显上合组织的特殊作用

和战略价值ꎮ

●上海合作组织的难题

К. Л. 瑟拉耶什金 (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高晓慧 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一) 扩员后上合组织面临怎样的挑战?
从地缘政治和提高影响力的视角看ꎬ 扩员无疑是上合组织迈出的积极

一步ꎮ 尽管组织的总体实力得到提升ꎬ 但国际经验表明ꎬ 这并不意味着该

组织的工作效率也会相应提高ꎮ
从负面影响看ꎬ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 上合组织的成员国和关注者目前

并不十分清楚自己究竟对该组织抱有怎样的期望以及他们在扩员后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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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将担任何种角色ꎻ 另外ꎬ 该组织扩员后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和威胁ꎬ 也没

有答案ꎮ
尽管有关的原则问题已经解决ꎬ 但由扩员带来的一些基本威胁和问题

仍然存在ꎮ
第一ꎬ 迄今为止尚不清楚ꎬ 上合组织的工作效率能够因扩员而得到多

少提高?
第二ꎬ 还有一个问题同样没有明确答案ꎬ 即扩员后上合组织将如何扩

大现有的合作框架ꎬ 主导制定并实施新的有前景的计划ꎮ
与这一问题直接相关的因素不仅包括上合组织的扩员速度ꎬ 还包括现

有成员国、 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形成的微妙的 “国家利益集团”ꎮ 这些集

团未必能够帮助新成员顺利度过适应期ꎮ
第三ꎬ 吸纳巴基斯坦、 印度以及未来吸纳伊朗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ꎬ

不仅把这些国家各自的问题带入该组织ꎬ 同时也从根本上让上合组织的结

构以及与其他国际组织的相互关系复杂化ꎮ 应该注意到ꎬ 目前成员国之间

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明显增加ꎬ 而且这些冲突暂时还没有解决方案 (这里指

印度同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的边界争端)ꎮ
当今ꎬ 上合组织面临新的进退两难的境地ꎬ 即必须从战略上明确该组

织在扩员的道路上还可以走多远? 一方面ꎬ 仍然要将中亚问题作为主要的

关注焦点ꎻ 另一方面ꎬ 不要因为接纳了彼此冲突的新成员ꎬ 使组织的工作

增加发生危机的可能性ꎮ
第四ꎬ 由于美国、 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特殊关系ꎬ 上合组织与美国

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ꎮ
第五ꎬ 扩员必然增加各类手续和文件的流转ꎬ 加大决策过程的难度ꎮ

因为即使是现在ꎬ 就某些问题达成共识都非常困难ꎮ
(二) 中俄在成员国团结和互信方面将如何协调自己的立场?
对此ꎬ 笔者个人认为不会有什么改变ꎮ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协商机制

完善且足够有效ꎮ 整个上合组织的协商机制也比较完备ꎮ 无论怎样ꎬ 谁都

无法改变作为主导原则的 “上海精神”ꎮ
(三) 印巴作为新成员国在该组织经济合作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谈此问题为时尚早ꎮ 上合组织的经济合作一直情况复杂ꎮ 可以说ꎬ 上

合组织主导实施的项目过去没有ꎬ 现在也没有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０ 年以来一直在

讨论有关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上合组织专门账户的问题ꎬ 尽管所有上

合组织成员似乎均持积极态度ꎬ 但这个问题至今悬而未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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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也不见得就能改变这种状态ꎮ 况且ꎬ 与中国

和俄罗斯不同ꎬ 无论是印度还是巴基斯坦ꎬ 都没有提出过任何有关经济一

体化的倡议ꎮ
最后ꎬ 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ꎬ 中国倡导的 “一带一路” 现在几乎囊

括了上合组织的全部经济合作ꎮ
(四) 印巴加入后成员国间的经济合作将在哪些领域得到扩展?
事实上ꎬ 前面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ꎮ 印度和巴基斯坦并没有什么可以

提供给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ꎮ 如果能够产生某种合作ꎬ 最有可能是在

“一带一路” 的框架内ꎮ 不过ꎬ 印度对 “一带一路” 一直心存芥蒂ꎮ
(五) 上合组织该如何在世界经济中加强自己的作用和影响?
这个问题与扩员没有任何关系ꎮ 尽管如此ꎬ 笔者还是要重申ꎬ 印度和

巴基斯坦加入后ꎬ 上合组织的综合实力将得到大幅提升ꎮ
上合组织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缺乏能够让新成员国的居民切实感受

到的实际事务ꎬ 还缺乏能够应对组织所覆盖区域内的威胁和挑战的有效

机制ꎮ
如果上合组织能够提出并实施一系列措施ꎬ 使金融和经济危机产生的

消极影响降到最低程度ꎬ 则该组织的形象将改善ꎬ 新成员国居民对该组织

的态度也会相应改变ꎮ
与此同时ꎬ 还要看到一个新趋势ꎬ 即丝路基金ꎬ 特别是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成立后ꎬ 各方对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专门账户的兴趣有所降

低ꎮ 原因众所周知ꎬ 大多数经济项目都将在 “一带一路” 框架内实施并从

上述机构得到融资ꎮ 因此有必要考虑ꎬ 如何让上合组织在保留自身应有职

能的前提下加入这一进程ꎮ
笔者建议ꎬ 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宜优先合作的领域有:
第一ꎬ 实施工业生产项目ꎬ 为确保外国投资稳定流入和发展相互贸易

创造条件ꎻ
第二ꎬ 保障上合组织区域内乃至整个世界的粮食安全 (建议制定上合

组织框架内的 «粮食安全合作纲要»)ꎻ
第三ꎬ 实施过境运输项目ꎻ
第四ꎬ 发展在环保、 卫生、 教育、 创新、 旅游和体育领域的合作ꎮ
必须协调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活动ꎬ 加强它们在上述领域的合作ꎮ 要

集中精力解决有关贸易壁垒问题ꎻ 关注运输走廊发展ꎬ 提高物流和过境

运输速度并降低运输费用ꎻ 加强投资合作ꎬ 改善营商环境ꎮ 为了使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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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项目付诸实施ꎬ 必须加快解决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专门账户的

问题ꎮ
必须发挥上合组织在预防水资源冲突中的协调作用ꎬ 在综合考虑水资

源丰富国家和水资源匮乏国家利益的基础上ꎬ 实施协调政策ꎮ 为缓解该领

域的紧张状况ꎬ 尤其是考虑已成为该组织正式成员国的印度的关切ꎬ 中、
俄、 哈三国签订高质量的跨境河流构想也许是个不错的开始ꎮ 签订跨境河

流水资源分配协定应该是在这方面迈出的第一步ꎮ
作为一个权威的国际组织ꎬ 上合组织应该成为世界金融体系彻底转型

过程的积极参与者ꎮ
在提高全球和地区经济安全方面ꎬ 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合作可能会

具有前景ꎬ 包括在全球和地区经济安全方面提高影响力、 抵御国际金融危

机、 消除经济危机对成员国经济造成的消极后果等ꎮ
此外ꎬ 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综合实力使其可以更积极地设置议题ꎬ 探讨

有关建立该组织对全球金融稳定施加影响的机制ꎬ 夯实社会、 政治、 生态

环境和其他各方面的安全保障基础ꎮ
上合组织成员国应做好替代现有金字塔形国际储备体系的准备 (不仅

是在上合组织框架内ꎬ 还要在其他比较有代表性的平台上)ꎬ 因为该储备就

是发达国家的债务ꎬ 除了投资者的信心以外ꎬ 没有任何保障ꎮ

●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 机遇和挑战并存

李进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上合组织第 １７ 次峰会批准给予印度和巴基斯坦成员国地位ꎬ 这是上合

组织成立 １６ 年来第一次扩员ꎮ 扩员是上合组织发展壮大的历史性机遇ꎬ 也

面临一些严峻挑战ꎮ 中俄战略互信是扩员成功的基础ꎬ 解决好新老成员国

之间的矛盾和问题是当前紧迫任务ꎬ 能否形成中俄主导下的中、 俄、 印互

信协调机制是扩员成功的主要标志之一ꎮ 扩员后ꎬ 成员国将拓展和深化经

济合作ꎬ 推动欧亚区域的一体化进程ꎬ 为 “一带一路” 倡议在欧亚区域落

地奠定基础ꎮ
(一) 上合组织扩员后将面临严峻挑战

上合组织扩员后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内部ꎬ 而不是外部ꎮ
首先ꎬ 最大的挑战和不确定因素是印度以及印巴之间的矛盾ꎮ 尽管印

度表示不会将印巴双边矛盾带进上合组织ꎬ 不会利用第三方平台以协调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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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冲突①ꎮ 但是ꎬ 实际上印巴加入后或多或少会把矛盾带到上合组织ꎮ 解

决印巴之间冲突ꎬ 可能会导致中俄之间产生一些分歧ꎬ 如果俄罗斯支持印

度ꎬ 中国支持巴基斯坦ꎬ 中亚 ４ 个成员国在中俄之间选边站队ꎬ 中俄的主

导作用会下降ꎬ 甚至导致组织分裂ꎮ 印巴两国对恐怖分子的看法或认定标

准不一致ꎬ 至今仍未形成共识ꎮ 印度政府仍然拒绝加入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ꎬ 认为 “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 “中巴经济走廊” 侵犯了印度在克什米

尔的主权②ꎮ 同时ꎬ 印度学者和媒体强烈反对俄罗斯提高与巴基斯坦的外

交关系水平ꎬ 希望俄罗斯抑制与巴基斯坦外交关系的发展ꎬ 在俄罗斯与巴

基斯坦两国举行联合军演后ꎬ 印度媒体曾经质疑 “俄罗斯作为印度战略伙

伴的可靠性”ꎮ 印度奉行多边外交政策ꎬ 与美日等西方国家关系也比较密

切ꎮ 扩员后ꎬ 印度能否认可并遵守 “上海精神” 有待今后的实践检验ꎮ
其次ꎬ 由于上述问题和矛盾的存在ꎬ 扩员后上合组织 “协调一致” 的

决策原则将会受到挑战ꎬ 导致一些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ꎬ 组织决策效率

会降低ꎮ 若印巴关系、 中印关系不能在短期内和解ꎬ 上合组织论坛化的可

能性就越大ꎮ
再次ꎬ 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地区组织ꎮ 印度是农业大国ꎬ

贫困人口超过 ３ 亿ꎬ 占世界总贫困人口数量的 ３０％ 以上ꎬ 成员国改善民生

任务艰巨ꎮ
最后ꎬ 从外部因素看ꎬ 前些年ꎬ 一些欧美的媒体认为ꎬ 中俄联合用上

合组织与西方的秩序抗衡ꎬ 这是对上合组织定位的误解和偏见ꎮ 扩员后西

方将继续视上合组织为 “非西方的组织”ꎬ 担心中、 俄、 印联合构建新的非

西方的国际机制ꎬ 西方国家对上合组织的关注、 警惕、 顾虑甚至干扰会

增多ꎮ
(二) 中俄战略协调是促进印巴和解的重要前提

俄罗斯一直在为构建中、 俄、 印新的协调机制而努力ꎬ 从普里马科夫

任总理时期提出建立中、 俄、 印同盟构想ꎬ 到后来成立中、 俄、 印共同参

与的 “金砖国家” 机制ꎬ 再到 ２０１７ 年印巴加入后使上合组织成为中、 俄、
印共同参与的地区多边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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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战略协调将在成员国团结和互信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中俄是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ꎬ 中俄政治互信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ꎮ 俄罗斯与印度具有

传统友好关系ꎬ 俄罗斯在 ２０１６ 年新版 «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 中称印

度为俄罗斯的特殊优先战略伙伴ꎮ 中国与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ꎮ
中俄应分别发挥优势促进印巴和解ꎮ 一方面ꎬ 中国应协调巴基斯坦与俄罗

斯建立政治互信并发展双边战略合作关系ꎮ 俄罗斯也在积极与巴基斯坦开

展合作ꎬ 并逐步消除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敌意ꎮ 另一方面ꎬ 俄罗斯将积极协

调印度与中国建立政治互信并形成战略合作的睦邻友好关系ꎮ 俄罗斯希望

中印关系和解ꎬ 认为中印之间没有根本性的、 原则性的不可以消除的问题ꎬ
中印的问题主要是体现在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上ꎮ 此外ꎬ 中俄应积极做好哈、
乌、 吉、 塔的工作ꎬ 通过 “一带一盟” 对接ꎬ 促进这些成员国的经济结构

优化升级、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改善民生ꎬ 加快成员国的工业化进程ꎬ 使

哈、 乌、 吉、 塔与中俄取得更多的共识ꎮ
(三) 作为新成员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在上合组织经济合作中将发挥应有

作用

印度将发挥区域大国作用ꎮ 近几年ꎬ 印度经济发展较快ꎬ ＧＤＰ 增长平

均在 ７％左右ꎬ 是全球第七大经济体ꎮ ２０１６ 年中国 ＧＤＰ 总量为 １ １３９ ２ 万

亿美元ꎬ 俄罗斯为 １ ２６７ ７５ 亿美元ꎬ 印度为 ２ ２５０ ９９ 亿美元ꎬ 巴基斯坦为

２７１ ０５ 亿美元ꎬ 分别占世界 ＧＤＰ 的 １５ １５％ 、 １ ６９％ 、 ２ ９９％ 、 ０ ３６％ ꎮ
上合组织新八国 ２０１６ 年 ＧＤＰ 总量为 １ ５３８ ９ 万亿美元ꎬ 占世界 ＧＤＰ 的

２０ ４６％ ꎮ ２０１６ 年印度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１１ ０３％ ꎬ 中国为

１３ ０２％ ꎬ 印度仅次于中国①ꎮ 印度加入上合组织将扩大区域合作市场ꎮ 印

度内需强劲ꎬ 制造业比较活跃ꎬ 积极推动 “印度制造” 和 “印度服务” 战

略ꎬ 推进实施 “智慧城市”、 “技能印度”、 “数字印度” 等计划并不断加大

对基础设施的投入ꎮ 印度可以通过与邻国的伙伴关系实现自身的 “印度

梦”ꎬ 其中ꎬ 上合组织是印度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印度将与地区内所有国

家深化伙伴关系②ꎮ
巴基斯坦将发挥经济合作样板作用ꎮ 巴基斯坦是南亚大国ꎬ 长期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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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困扰ꎬ 对区域反恐有强烈需求ꎮ 振兴国家经济是谢里

夫政府提出的重要任务ꎮ 近几年ꎬ 巴基斯坦经济发展总体趋势良好ꎬ “一带

一路” 倡议下的 “中巴经济走廊” 多个项目启动对巴基斯坦经济发展有明

显拉动作用ꎮ 巴基斯坦外商投资 ６０％ 以上来自中国ꎮ 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

织为其提供了更多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机会ꎬ 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友好互

利关系将是巴基斯坦政府外交的优先方向①ꎮ 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接壤ꎬ 巴

将与成员国加强反恐合作ꎬ 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安全环境ꎮ “中巴经济走

廊” 项目将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合作树立典范ꎮ
(四) 印巴加入后成员国间经济合作的领域将得到扩展

印度加入上合组织将扩展能源、 信息技术产业、 金融等领域合作ꎮ 一

是扩大能源合作ꎮ 印度是能源需求大国ꎬ 在未来 １０ ~ ２０ 年印度对能源需求

持续扩大ꎮ 目前ꎬ 印度石油 ６０％从中东进口ꎬ 而印度与中亚距离较近ꎬ 由

于管道建设、 安全等因素ꎬ 至今印度没有从中亚进口石油ꎬ 今后ꎬ 随着印

巴关系和解ꎬ 印度有望经过巴基斯坦建设管道从中亚进口石油ꎮ 二是促进

成员国互联互通建设合作ꎮ ２０１２ 年印度就提出 “连接中亚” 计划ꎬ 如推动

“北南国际运输走廊” 以及 “哈伊土铁路” 建设等ꎮ 印度可以扩大与哈、
乌、 吉、 塔成员国互联互通项目建设合作ꎬ 同时ꎬ 印度基础设施相对落后ꎬ
也需要与中国、 俄罗斯加强合作ꎬ 促进区域一体化ꎮ 三是深化农业合作ꎮ
印度是农业大国ꎬ ５０％人口从事农业ꎬ 而农业产值仅占 ＧＤＰ 的 １８％ ꎬ 尽管

印度有 ２０％以上的贫困人口ꎬ 但印度是粮食出口大国ꎬ 在粮食生产与深加

工、 粮食安全方面可以加强与中俄等成员国的合作ꎬ 以确保区域粮食安全ꎮ
四是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ꎮ 印度的工业体系相对比较落后ꎬ 但信息技术产

业在世界名列前茅ꎬ 信息技术产业占 ＧＤＰ 的 ７％ 以上ꎮ 信息技术产业是印

度与俄罗斯的传统合作项目ꎬ 也将延伸到与其他成员国合作中ꎮ 以信息技

术产业为基础印度将加大与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投资和贸易ꎬ 支持成员国消

除贸易壁垒和推动投资和贸易便利化ꎮ 五是扩大成员国金融合作ꎮ 印度金

融系统比较健全ꎬ 不良贷款率较低ꎬ 股票市场相对成熟ꎬ 有望缓解成员国

中小企业筹资融资难问题ꎮ 中印、 俄印、 中巴、 俄巴之间可以扩大本币结

算业务ꎬ 提高成员国在国际贸易中抗金融风险能力ꎮ
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后将扩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ꎮ 一是

加强能源及资源开发合作ꎮ 尽管巴基斯坦拥有石油和天然气ꎬ 因自产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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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较少ꎬ ８５％依靠进口ꎬ 巴基斯坦仍然属于能源需求大国ꎮ 巴政府 ２００７
年发布的 «巴基斯坦 ２０３０ 年愿景展望» 指出ꎬ 到 ２０３０ 年巴对石油和天然

气的需求量将分别达到 ６８ ４ 亿吨和 １ ６２５ ８ 亿吨油当量ꎮ 一方面ꎬ 巴可以

与哈乌等能源国合作满足需求ꎻ 另一方面ꎬ 巴也可以从中俄等成员国引进

技术资金投资能源领域ꎬ 联合开采油气资源ꎮ 二是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合作ꎮ
巴拥有港口ꎬ 有丰富的海产品资源ꎬ 但道路交通运输能力有限ꎬ 基础设施

条件比较落后ꎮ 以 “中巴经济走廊” 项目为契机ꎬ 成员国将加强对巴公路、
港口、 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合作ꎬ 加强成员国互联互通ꎮ 三是在矿产、 电

力工业设施建设方面加大投资与合作ꎬ 以缓解巴电力供应的紧缺局面ꎮ 四

是加强成员国在农业、 科技、 服务业等领域合作ꎮ 巴是农业大国ꎬ 农村人

口占 ６６％ ꎬ 有 ４０％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ꎬ 但巴农业对 ＧＤＰ 贡献率只有

２５％ ꎬ 农业生产效率较低ꎮ 但是ꎬ 巴纺织业比较发达ꎬ 占 ＧＤＰ 的 ５８ ８％ ꎬ
主要服务业为交通运输、 文化旅游、 电信通信、 建筑服务等ꎬ 其中批发和

零售贸易占服务业的 ３０％ ꎮ 成员国可以加大对巴农业机械设备进口ꎬ 巴可

以加大对成员国的纺织品出口ꎬ 以增加成员国间的相互贸易ꎮ 中俄可以在

科技方面加强与巴合作ꎬ 以推动成员国工业化进程ꎬ 促进成员国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ꎮ
(五) 上合组织扩员后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凸显

在英国脱欧、 美国退出 ＴＰＰ 和巴黎气候协定、 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受

阻形势下ꎬ 国际社会必将对 “一带一路” 倡议、 扩员后的上合组织等地区

组织更加关注ꎮ
第一ꎬ 从组织内部看ꎬ 应努力团结新老成员国ꎬ 形成成员国睦邻友好

局面ꎬ 形成中俄主导下的中、 俄、 印互信协调机制ꎮ 在此基础上成员国将

深化在互联互通、 贸易投资、 产能、 金融等领域经济合作ꎬ 形成区域合作

大市场ꎬ 推动欧亚区域一体化进程ꎮ 中、 俄、 印是世界三大新兴经济体ꎬ
未来 ５ 年中国 ＧＤＰ 增长将保持在 ６％左右ꎬ 印度保持在 ７％左右ꎬ 俄罗斯将

逐步摆脱发展困境实现经济稳定增长ꎮ 中印将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

“火车头”ꎬ 上合组织八国占世界 ＧＤＰ 的比重将达到 ２５％以上ꎬ 对世界 ＧＤＰ
的贡献率将达到 ４０％以上ꎮ

第二ꎬ 从组织外部看ꎬ 上合组织应继续加强与联合国、 独联体、 欧亚

经济联盟、 南亚联盟、 东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合作ꎮ
第三ꎬ “一带一路” 倡议是连接上合组织内部与外部关系的纽带ꎮ 应发

挥上合组织平台作用ꎬ 深化 “一带一路” 倡议与成员国以及区域外沿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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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战略对接ꎮ 在中俄战略对接、 中哈战略对接的示范样板引导下ꎬ 推进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其他成员国、 观察员国、 对话伙伴国的发展战略对

接ꎮ 新老成员国双边、 多边经济合作新成果将不断涌现ꎬ 为打造亚洲命运

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ꎬ 不断提升上合组织在世界经济

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ꎮ

● 上海合作组织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丁晓星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上旬ꎬ 上合组织成员国第 １７ 次元首峰会在阿斯塔纳召开ꎮ
多年来ꎬ 上合组织成员国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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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以合作促安全ꎬ 以合作谋发展ꎬ 为促进

该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①ꎮ 可以说ꎬ 如果没有上合

组织ꎬ 可能就没有当前中亚地区总体稳定局面ꎮ
与此同时ꎬ 当前国际形势风云激荡ꎬ 地区热点问题层出不穷ꎬ 国际格

局面临重大调整ꎬ 全球经济低迷ꎬ 各国经济均增长乏力ꎮ 国际及地区形势

的发展与变化给上合组织提出了新任务和新挑战ꎮ 笔者认为ꎬ 上合组织当

前面临三大挑战ꎬ 能否解决好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上合组织未来

的发展ꎮ
(一) 上合组织需要妥善处理好扩员问题

在阿斯塔纳峰会上ꎬ 上合组织正式吸纳印度、 巴基斯坦为正式成员国ꎬ
这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首次正式扩员ꎬ 扩员必将对上合组织的未来发展产

生深远影响ꎮ 上合组织作为新型的国际组织ꎬ 开放性是其重要特征ꎮ 近年

来ꎬ 随着上合组织的国际威望不断提升ꎬ 许多国家都表达加入上合组织的

强烈愿望ꎮ 上合组织形成了 “成员国 ＋ 观察员国 ＋ 对话伙伴国” 的多层级

合作机制②ꎮ 印巴加入上合组织后ꎬ 成员国的人口将占全球的 ４２％ ꎬ 覆盖

地域占欧亚大陆的 ２ / ３ꎬ 上合组织的国际影响力将大幅提升ꎬ 在多边经济合

作和安全合作方面可能拥有更大的潜力ꎮ 但同时ꎬ 也不能忽视该组织扩员

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ꎮ 首先ꎬ 内部团结或受冲击ꎮ 印度与巴基斯坦、 印

度与中国的关系复杂ꎬ 有可能将双边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带入上合组

织ꎬ 影响组织的内部团结ꎮ 印度刚刚加入上合组织ꎬ 就在中印边界地区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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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冲突ꎬ 印度的所作所为已严重违背 “上海精神”ꎬ 破坏了上合组织的内部

团结ꎮ 其次ꎬ 工作效率或受影响ꎮ 众所周知ꎬ 一个国际组织的成员国越多ꎬ
各国达成一致的难度越大ꎬ 该组织工作效率可能越低ꎮ 扩员后ꎬ 上合组织

由原来的 ６ 个成员国扩大为 ８ 个ꎬ 成员国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可能扩大ꎬ
而组织内部又实行 “协商一致” 的原则ꎬ 一些成员国恐频繁利用这一原则

行使其否决权ꎬ 使上合组织的工作效率下降ꎮ 最后ꎬ 印巴在反恐领域的分

歧或影响上合组织安全合作ꎮ 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反恐方面始终存在分歧ꎬ
双方对恐怖组织的认定不同ꎬ 印度更关心如何打击活跃在巴境内以印度为

目标的恐怖组织ꎬ 而巴基斯坦则指责印度煽动和支持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

主义ꎬ 印巴分歧可能影响上合组织安全合作进一步深化ꎮ 因此ꎬ 上合组织

需要应对扩员给该组织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和冲击ꎬ 推动上合组织持续有

效发展ꎮ
(二) 地区反恐形势进一步复杂化ꎬ 需要上合组织在安全领域发挥更大

作用

随着全球恐怖主义进入新一轮的活跃期ꎬ 中亚地区的安全威胁上升ꎬ
主要受两大因素的影响ꎮ 一是 “伊斯兰国” 的渗透威胁到中亚各国安全ꎮ
中亚各国都有大量人员在 “伊斯兰国” 作战ꎬ 根据中亚各国官方发布的

数据ꎬ 目前中亚五国在中东参加 “圣战” 的人数约在 ２ ０００ 以上ꎮ 随着

ＩＳ 在中东溃败ꎬ 恐怖分子势必向阿富汗和中亚地区回流ꎮ ２０１７ 年以来ꎬ
该地区的恐怖分子串联的趋势明显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中国驻吉使馆遭遇恐袭ꎬ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初俄罗斯圣彼得堡地铁发生恐怖事件ꎬ 据称是同一个策划者ꎬ
为吉尔吉斯斯坦的维吾尔族公民ꎮ 该人在俄生活过ꎬ 在土耳其和中东接

受过恐怖训练ꎮ 二是近年来阿富汗北部地区安全形势显著恶化ꎬ 对中亚

国家形成威胁ꎮ 近来阿富汗局势令人担忧ꎬ 政治内斗加剧ꎬ 经济发展乏

力ꎬ 安全形势恶化ꎮ 原本相对稳定的阿富汗北部局势动荡ꎬ 塔利班及一

些国际恐怖分子在阿北部的影响不断扩大ꎬ ＩＳ 也不断向阿北部渗透ꎮ 各

类恐怖分子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边界和阿富汗—土库曼斯坦边境集结ꎬ
对中亚国家构成严重的边防压力ꎬ 各国边防军与阿富汗武装分子交火频

率明显上升ꎮ 针对地区安全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ꎬ 如何切实有效地加

强安全合作、 共同打击 “三股势力”、 维护地区安全是上合组织面临的重

大任务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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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上合组织如何有效地推动地区多边经济合作ꎬ 促进各国经济发展

当前ꎬ 全球经济仍未走出危机ꎬ 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

存在ꎬ 各国均推出各种反危机计划ꎬ 以期发展工业ꎬ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ꎬ
提振经济ꎮ 近年来ꎬ 上合组织在多边经济合作方面虽取得一定进展ꎬ 但仍

有巨大潜力可挖①ꎮ 特别是随着 “一带一路” 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欧亚经

济联盟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对接合作的逐步开展ꎬ 上合组织如何发挥自

身优势ꎬ 通过地区多边经济合作促进各国经济发展ꎬ 也是该组织需要思考

的问题ꎮ
新形势下ꎬ 各国对上合组织的期望值更高ꎬ 希望其发挥更大作用ꎮ 因

此ꎬ 上合组织应继续加强在安全、 经济和人文领域的合作ꎮ 在扩员问题上ꎬ
上合组织应遵循三大原则ꎮ 一是坚持 “上海精神”ꎮ “上海精神” 是上合组

织的核心理念ꎬ 扩员后上合组织的成员国数量增多ꎬ 相互之间的关系复杂ꎬ
更应该坚持 “上海精神”ꎬ 通过合作与对话解决地区面临的一些复杂问

题②ꎮ 新成员国必须认同 “上海精神”ꎬ 必须遵守上合组织宪章和组织通过

的众多基础性文件ꎮ 二是坚持以中亚为主的地域原则ꎮ 上合组织虽然是开

放性的地区合作组织ꎬ 但也不能无限扩大ꎬ 应坚持以中亚为主ꎬ 与中亚地

区接壤或相近的国家可以加入ꎮ 上合组织的议题也应继续聚焦中亚ꎬ 以解

决中亚的问题为主ꎮ 三是坚持 “协商一致”ꎮ 扩员问题是关系到该组织未来

发展的重大问题ꎬ 在此问题上应坚持 “协商一致” 的原则ꎬ 循序渐进ꎬ 按

照上合组织此前通过的有关扩员的法律文件ꎬ 严格执行ꎬ 逐步扩大ꎮ 四是

规范新成员国行为ꎬ 促进上合组织健康发展ꎮ 上合组织需要客观评估扩员

给其带来的影响与冲突ꎬ 规范新成员国的行为ꎬ 增加扩员所带来的正能量ꎬ
减少负能量ꎮ

在维护地区安全方面ꎬ 上合组织应切实采取措施ꎬ 提升维护地区安全

的行动能力ꎮ 首先ꎬ 成员国应切实加强安全合作和防务合作ꎮ 有效落实上

合组织签署的边防合作协定ꎬ 共同维护边界地区安全ꎮ 其次ꎬ 针对恐怖分

子流窜的情况ꎬ 上合组织必须提高反恐合作水平ꎮ 进一步密切情报与信息

交流ꎬ 共同打击 “三股势力”ꎮ 还可在应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网上传播方

面提出有效应对措施ꎬ 防止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通过网络蔓延ꎮ 最后ꎬ 更

加有针对性地举行联合军事演习ꎬ 震慑恐怖势力ꎮ 上合组织可以在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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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边界地区举行联合反恐演习ꎬ 提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

义的能力①ꎮ
上合组织可利用现有的合作机制与平台推动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ꎮ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以项目合作为主ꎬ 在推动多边经济合作和构建地区

经济合作规则方面缺少有效机制ꎬ 上合组织框架内有成员国之间的经贸部

长、 交通部长、 财政部长等会晤机制ꎬ 可通过这些合作机制ꎬ 制定多边经

济合作规则ꎮ 此外ꎬ 上合组织在制定地区经济合作长期规划、 统一技术标

准、 减少非关税壁垒等方面也能发挥有效作用ꎬ 推动地区共同发展ꎮ

● 增强互信是提升经济合作水平的关键

赵常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研

究员)

２０１７ 年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是实现了将印度和

巴基斯坦吸纳为正式成员国ꎬ 从而扩大了该组织覆盖的面积、 人口数量和

经济体量ꎬ 对世界的影响增大ꎮ 从经济合作角度来看ꎬ 这无疑是利好因素ꎬ
各成员国如能按上合组织章程和通过的一系列文件行事ꎬ 作为同一组织的

成员会有利于沟通与合作ꎮ
(一) 合作是应对新形势和新挑战的良策

像历次峰会一样ꎬ 在该次峰会发表的宣言中经济是不可或缺的内容ꎮ
这不难理解ꎬ 因为经济合作是推动上合组织发展的两个 “轮子” 之一ꎬ 它

与安全合作同等重要ꎮ 从某种意义上讲ꎬ 一些国家之所以钟情上合组织ꎬ
首要因素是能与其成员国开展经济合作ꎬ 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

的福祉ꎮ
该次峰会宣言在谈到经济问题时ꎬ 在指出世界经济面临新形势和新挑

战后ꎬ 强调贸易保护主义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危害ꎬ 认为必须推进经济全球

化进程ꎮ 宣言中关于经济论述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１) 在强调开展广泛

国际合作的同时ꎬ 强调要加强区域内经济合作ꎬ 提出建立区域内经贸合作

的制度性安排ꎬ 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ꎬ 逐步实现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
规定的商品、 资本、 服务和技术自由流动ꎻ (２) 关注发展交通运输领域多

边合作ꎬ 通过新建和改造国际交通线路中的路段ꎬ 扩大地区互联互通潜能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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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包括高铁在内的铁路交通ꎬ 建设多式联运物流中心ꎻ (３) 对 “一带一

路” 倡议持欢迎态度ꎬ 高度评价在北京举行的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取得的成果ꎬ 支持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促进可持续发展

的各项国际、 地区和国别倡议对接合作ꎻ (４) 对与各国关系密切的能源合

作予以特别关注ꎻ (５) 积极推动地方合作ꎬ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ꎬ 改善营商

环境ꎮ
该次峰会对经济方面各项主张的宣示ꎬ 既是应对新形势和新挑战之策ꎬ

也是在总结以往经验基础上作出的工作安排ꎮ 从峰会的各项经济主张可以

领会其基本精神ꎬ 概括为两个字: 合作ꎮ
(二) 上合组织在经济合作方面已经取得成果

扩员前的上合组织就十分重视经济合作ꎬ 而且取得了一系列成果ꎬ 包

括完成不少大项目ꎮ 例如ꎬ 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工程就是在上合组织成

员国和土库曼斯坦的合作下ꎬ 使四条线路建成或即将建成ꎬ 给有关国家带

来红利ꎮ 又如ꎬ 俄罗斯的石油通过哈萨克斯坦输送到中国ꎬ 也是三国成功

合作的结晶ꎮ
习近平主席在该次峰会讲话中说ꎬ 上合组织可以为推动 “丝绸之路经

济带” 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等区域合作倡议以及哈萨克斯坦 “光明之

路” 等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发挥重要的平台作用①ꎮ 我们知道ꎬ 这些年上合

组织成员国之间已经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做了不少工作ꎬ 签署了一系列合

作协议ꎬ 为消除影响合作的障碍在不断努力ꎮ 当然ꎬ 取得的成果仍是初步

的ꎬ 距实现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仍存在很大的差距ꎮ 在 ２０１３ 年中国提出 “一
带一路” 倡议后ꎬ 上合组织成员国积极响应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习近平主席

与普京总统发表 “一带一盟” 对接的联合声明ꎬ 这也可视为在推动上合组

织成员国之间开展经济合作ꎮ 人们注意到ꎬ 欧亚经济联盟打造的运输统一

空间的五大运输走廊项目ꎬ 有些就是与 “一带一路” 道路联通的对接ꎮ 此

外ꎬ 铁路运输方面实现了由中国经过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通往欧洲国家的

铁路运输ꎬ 这不仅涉及运输硬件方面ꎬ 也涉及软件方面ꎬ 没有相关国家的

协同努力是办不到的ꎻ 公路方面ꎬ 西欧—中国西部的公路已经开始运营ꎬ
这同样涉及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等国ꎻ 物流方面ꎬ 中国与俄罗斯、 中国与

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已经初步建立电子网络销售平台ꎻ 金融

合作正在深化ꎬ 中国人民币正在走向上合组织成员国ꎬ “亚投行” 建立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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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加入其中ꎮ 这些项目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ꎬ 除各方存在

需求外ꎬ 更重要的是国家关系在这些年有明显的改善ꎬ 彼此信任明显增强ꎬ
从政治方面消除了影响经济合作的障碍ꎮ 当然ꎬ 这些事例还不能表明ꎬ 上

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合作和互信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ꎮ 迄今ꎬ 上合组织成员

国的经济合作多以双边合作为主ꎬ 多边合作的大项目不多ꎬ 与中国自贸区

建设仍未提到议事日程等ꎬ 都反映了合作层次仍不高ꎬ 这与成员国对开展

多边合作仍存在疑虑或者缺乏足够的信任有关ꎮ
(三) 中哈、 中巴经济合作红火的重要原因

人们注意到ꎬ 多年来特别是在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ꎬ 中哈两国经

济合作相当红火ꎮ 在铁路运输方面ꎬ 几乎每天都有由中国发出的货运专列

经过哈萨克斯坦驶往欧洲ꎬ 迄今这种运输已经制度化ꎬ 给过境国哈萨克斯

坦带来巨大的红利ꎮ 中国经哈土两国通往伊朗的直达货运也已经实现ꎮ 除

铁路外ꎬ 由中国西部经哈萨克斯坦通往欧洲西部的公路ꎬ 即 “两西公路”
基本建成ꎬ 已经实现过货 ３ ０００ 吨ꎬ 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重要组成部

分ꎮ 哈萨克斯坦在中国连云港设立了货物转运中心ꎬ 哈萨克斯坦货物通过

中国铁路到达连云港后销往其他国家ꎬ 如将粮食通过海运抵达越南胡志明

港ꎻ 乌兹别克斯坦也实现了利用中国铁路和连云港口岸向韩国出口商品ꎮ
哈萨克斯坦开始与中国企业合作ꎬ 建设电子商务平台和物流中心ꎮ 中哈两

国还有很多大项目合作ꎬ 如东哈萨克斯坦州阿克托盖铜选矿厂、 混合动力

汽车和江淮 (ＪＨＣ) 电动车组装厂、 马萨勒采矿冶金综合体、 克孜勒奥尔

达玻璃厂、 肉类联合加工厂、 养殖基地等ꎮ ２０１７ 年中哈两国签署的总值达

２６２ 亿美元的 ５１ 个项目已经或即将启动ꎮ 此外ꎬ 在金融合作方面也有很大

的进展ꎬ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合作中心与中国上交所等单位已经展开有效

合作ꎮ
中哈经济合作是上合组织创始国间成功合作的典范ꎮ 在中国与上合组

织新成员国间ꎬ 中巴两国经济合作则是另外一个典范ꎮ
多年来中国与巴基斯坦包括经济关系在内的合作相当密切ꎬ 人们习惯

称巴基斯坦是中国的 “铁哥们”ꎮ “一带一路” 建设开展后ꎬ 中国投巨资建

设 “中巴经济走廊” 项目ꎮ 这个项目将带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和经济走廊

沿线地区经济发展ꎬ 会极大改善有关地区人民的生活ꎬ 是 “一带一路” 建

设的示范项目ꎮ
为什么中哈、 中巴经济合作会如此红火? 除各自经济需要外ꎬ 彼此高

度互信是重要原因ꎮ 中国与它们建立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处于高位ꎬ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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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高水平则是这种关系的具体体现ꎮ
(四) 增强互信是提升经济合作水平的关键

很明显ꎬ 高度互信提升了经济合作的水平ꎮ 经济合作虽然是经济问题ꎬ
但离不开政治关系ꎮ 并非政治关系不好ꎬ 就不能开展经济合作ꎬ 但欲达到

经济合作高水平就很难ꎬ 即使已经形成的经济合作关系ꎬ 也会因为政治原

因受到影响ꎬ 近来中韩、 中日经济合作遇冷就是这个原因ꎮ
尽管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经济合作有很多亮点ꎬ 但还不能认为合作都一

帆风顺ꎬ 不存在任何障碍ꎮ 出于自身利益考量ꎬ 本来是对各方都有利的好

事也未必都能很快实现ꎮ 例如ꎬ 议论几年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在这次峰会

上仍没有结果ꎬ 农业合作本是成员国间可大有作为的合作领域ꎬ 但也进展

缓慢ꎬ 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是如此ꎬ 即使与中国关系很好的哈萨克斯坦也因

为能否将土地出租给中国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ꎬ 政府被迫对反对者作出让

步ꎮ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信任问题ꎬ “一带一路” 建设虽然写进峰会

宣言中ꎬ 但作为亚洲大国和中国邻国、 如今又是上合组织新成员的印度居

然不参加 “一带一路” 国际高峰论坛ꎬ 令人费解和遗憾ꎬ 其主要原因也与

政治因素有关ꎮ 政治原因是重要原因ꎬ 但不是唯一原因ꎬ 也有经济原因ꎮ
该次峰会强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ꎬ 不能理解为单指发达国家ꎬ 在该组织成

员国中多少也存在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９ 日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参加欧亚国

家政府委员会会议时表示ꎬ 在与会国家中服务、 资本和劳动力流动仍存在

障碍ꎬ 在工业、 农工综合体、 电力以及技术领域需要消除的障碍有 ２０ 多

项①ꎮ 在以俄罗斯为首的欧亚国家中都存在这样的问题ꎬ 更不用说域外国

家了ꎮ 峰会宣言中提到 “丝绸之路经济带” 战略与欧亚经济联盟战略对接

问题ꎮ 但现实中该联盟对中国仍存在防范和排斥ꎬ 担心与中国发展密切的

关系会妨碍本国经济发展和既定一体化目标的实现ꎮ 目前ꎬ 欧亚经济联盟

可以与不少非上合组织成员国开展自贸区谈判ꎬ 但却没有考虑与上合组织

重要成员国———中国开展这方面工作ꎮ 这反映出欧亚经济联盟的心态ꎮ 毋

庸讳言ꎬ 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也存在贸易保护主义问题ꎮ 因此ꎬ 无论是深

化经济合作ꎬ 还是实现各国发展战略对接ꎬ 首先必须增强互信ꎬ 上合组织

遵循的 “上海精神” 的真谛之一就是互信ꎮ
上合组织创始国经过 １６ 年的磨合ꎬ 彼此信任度明显提高ꎬ 由此带来经

济合作水平的不断提升ꎮ 印巴两个新成员国ꎬ 除它们自身需提高互信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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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创始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上也需要以提升互信作为深化经济合作的重要

抓手ꎮ 如能将 “亲望亲好ꎬ 邻望邻好” 作为处理彼此关系的心态ꎬ 经济合

作的水平必然会随着互信水平的提升而提高ꎮ

∗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风险前瞻∗

李　 亮　 曾向红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兰州大学中亚研

究所博士生ꎻ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

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８ ~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７ 年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元首理事会上ꎬ
上合组织持续 １０ 余年、 历经曲折与争议的扩员一事终于尘埃落定ꎬ 印度和

巴基斯坦被接收为正式成员国ꎮ 此次扩员被认为是上合组织发展史上的里

程碑ꎬ 它将深刻影响该组织的地理活动空间、 利益格局和发展前景ꎮ 可以

预料ꎬ 随着上合组织的扩员ꎬ 整个中亚与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以及各

大国在此地区开展的 “新型大博弈” 也将呈现全新景象ꎮ
(一) 对上合组织扩员进行风险评估的必要性

上合组织因扩员获得的收益毋庸赘言ꎬ 它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经济合

作空间以及安全合作资源等将因新成员的加入而获得明显提高ꎮ 对中国而

言ꎬ 扩员后的上合组织不仅能提供一个整合中亚与南亚政策、 对接 “一带

一路” 倡议、 使周边外交事半功倍的现成机制ꎬ 还可以证明中国在推动地

区合作上的有效领导力ꎬ 为日后在地区与全球性的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作

用积累实际经验和威望ꎮ 但是ꎬ 自巴基斯坦 ２００６ 年正式提交入会申请到

２０１７ 年印巴被正式接纳ꎬ 上合组织扩员所费时间之长和过程之曲折ꎬ 也说

明该组织意识到扩员的复杂性以及收益与风险并行的可能ꎮ 这种复杂性自

然被中国与俄罗斯学者意识到ꎮ 围绕着 “上合组织是否应该扩员?” 这一问

题及 “向谁扩员?” “什么时候扩员?” 等衍生问题ꎬ 学者们展开了较为深

入的探讨ꎬ 并表达了对扩员可能产生风险的担忧①ꎮ 在英语学界ꎬ 主流的

中亚研究学者则认定ꎬ 扩员将把上合组织引向 “重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０２—

∗

①

本文为兰州大学中央高校重点研究基地团队建设项目 « “一带一路” 安全问题研

究» (项目编号: １７ＬＺＵＪＢＷＴＤ００２)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ꎮ
赵华胜: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可能性与限度»ꎬ «国际观察»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ꎻ

薛志华: «权力转移与中等大国: 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评析»ꎬ «南亚研究季刊»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ꎻ 李进峰: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 机遇与挑战»ꎬ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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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①ꎮ 此外ꎬ 阿斯塔纳峰会结束后ꎬ 与中方对印度入会作出高度评价不

同ꎬ 印度学界与媒体要么认为印度从上合组织将 “所获甚少”②ꎬ 要么担心

中国与巴基斯坦在组织内联手就克什米尔问题 “偷袭” 印度③ꎮ 提出 “偷
袭说” 的印度著名战略学家拉贾莫汉称ꎬ 中俄在中亚的利益并非完全一

致ꎬ 双方的冲突可能在将来某个时间点公开化ꎬ 印度应在上合组织内等待

时机ꎬ 韬光养晦ꎬ 以坐收渔人之利ꎮ
在评估扩员对上合组织的收益时ꎬ 学者们可以基于乐观主义的假设ꎬ 即

假设新成员国接受上合组织现有的原则及议程ꎬ 积极履行成员国义务ꎬ 并进

行充分的利益协调ꎮ 但在计算风险时ꎬ 我们理当用一种悲观主义视角ꎬ 即充

分考虑组织现有的制度建设不完善、 成员国利益分化、 新成员国行动的不确

定性等现实问题ꎬ 挖掘可能存在的风险或对组织长远发展不利的潜在因素ꎮ
尽管对扩员的风险评估可能具有杞人忧天的意味ꎬ 但只要评估是有现实依据

的ꎬ 那它对于成员国未雨绸缪采取预见性的措施加以应对依旧具有重要意义ꎮ
由于现有的风险研究存在着材料零散、 角度单一、 论述不足或者带有

偏见等问题ꎬ 本文将结合上合组织的制度缺陷及成员国分歧等特性ꎬ 从整

体和局部两种视角出发ꎬ 分析此次扩员可能给其带来的政治、 安全、 经济

以及集体认同感四方面的潜在风险以及中国可能因其特殊诉求和地位而承

受的特殊风险ꎮ
(二) 上合组织扩员的风险: 整体视角

从政治上而言ꎬ 扩员将使上合组织并不完善的内部制度承受更大压力ꎮ
经过 １６ 年的发展ꎬ 上合组织已成为 “中亚地区最成功的安全合作组织之

一”④ꎬ 但工作人员短缺、 办事机构单一、 决策低效、 法规不健全等问题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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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①ꎮ 对当前的上合组织而言ꎬ 对外进行扩员与对内

推进制度建设两个任务是此消彼长的关系ꎬ 因为它们所需的资源和须采取

的路径完全不同ꎬ 甚至彼此对立ꎮ 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扩员ꎬ 会导致用于制

度建设的资源相应减少ꎮ 而扩员带来的地域扩大、 利益分化、 议程增加等

问题ꎬ 又会反过来对组织协调、 决策和制度建设提出更高要求ꎮ 如将现有

的工作语言由汉语和俄语扩展到印度语、 乌尔都语或英语ꎬ 便是一项很大

的工程ꎬ 更不用说全面更新安全与经济合作日程、 督促新成员国内化现有

规章与机制ꎮ 除非在短时间内提高人员与机构的工作水平ꎬ 改善现有制度

约束力不足、 细化不到位等情况ꎬ 否则既无法应对扩员后任务增多ꎬ 促进

新老成员的相互沟通和协调的期待ꎬ 也将使组织架构和运行不堪重负ꎬ 决

策或合作更趋迟缓ꎮ
扩员后上合组织问题领域的泛化会削弱其实际行动能力ꎮ 所谓问题领

域ꎬ 是指某一组织合作的方向和着力解决的问题②ꎬ 它既是组织得以建立

的重要原因ꎬ 也是组织主要的活动方向ꎮ 自成立以来ꎬ 上合组织的问题领

域从安全扩展到政治、 经济和人文等领域ꎮ 这既是组织功能的自然扩展ꎬ
也是组织对成员国不同的利益所做的一种反应ꎮ 印巴加入将使上合组织内

部利益更加多样化ꎬ 问题领域必然需要拓展ꎬ 具体的活动日程也须随之调

整ꎮ 在上合组织 “协商一致” 的决策机制下ꎬ 这个协调和调整的过程可能

会极为冗长ꎮ 而基于各成员国利益的高度多样化ꎬ 一个令所有成员国都满

意的协调结果很难实现ꎮ 不管是忽视新成员国的诉求ꎬ 还是削弱老成员国

的利益ꎬ 抑或在保持精简和集中的基础上对问题领域进行必要拓展ꎬ 均会

挫伤成员国的积极性、 分散组织的注意力ꎬ 从而降低组织内部的凝聚力ꎮ
安全方面ꎬ 印度与巴基斯坦同时加入可能会对组织的运行带来巨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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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ꎮ 就理论而言ꎬ 印度与巴基斯坦两国都不符合上合组织对新成员国 “没
有处在与其他国家的武装冲突之中” 的要求①ꎮ 而基于扩员已完成的事实ꎬ
相信印巴两国已承诺恪守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条约»ꎬ 在印

巴、 印中的争议问题上保持克制ꎮ 然而ꎬ 就在阿斯塔纳峰会召开之际ꎬ 印

度媒体便大力渲染莫迪在峰会上 “暗讽” 巴基斯坦总统并将其 “逼入墙

角”②ꎮ 可见ꎬ 期待通过将印巴纳入上合组织框架内使双方关系得到大幅改

善不太现实ꎮ 上合组织至多可以充当一个管控风险和斡旋冲突的平台ꎬ 而

且这种斡旋能力需要满足许多前提条件ꎬ 实际效果也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

影响ꎮ 就长期而言ꎬ 上合组织也不会建立一个成员国冲突解决机制ꎮ 一个

多边组织要具备协调和解决成员国冲突的能力ꎬ 其成员国必须让渡一部分

主权ꎬ 允许或接受组织对其内政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ꎮ 但不干涉内政原则

恰是 “上海精神” 的核心支柱ꎬ 短期内上合组织不可能放弃这一原则ꎮ 这

就是为什么它并未投入太多精力协调中亚四国ꎬ 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与其

他中亚三国之间关于水资源、 边界管理等方面纷争的主要原因ꎮ
在冲突继续存在的情况下ꎬ 印巴虽然承诺不将冲突带入上合组织ꎬ 但

极有可能以其他方式在组织框架内进行角力ꎮ 例如ꎬ 在轮值主席国期间ꎬ
印巴很有可能提出一些对对方不利的议程ꎮ 这种行为在理论上符合轮值主

席国权限ꎬ 但无疑会引发另一方的不满ꎬ 进而消耗上合组织的精力、 导致

成员国之间的分歧ꎮ 近年来ꎬ 上合组织在叙利亚、 朝鲜半岛等国际和亚洲

事务上一直追求 “用一个声音说话”ꎬ 但印巴在分歧问题上各执己见ꎬ 有可

能损害组织在对外政策上的一致性和对外形象ꎮ 如果两国矛盾激化ꎬ 极有

可能寻求其他成员国的支持以捍卫自己的主张ꎮ 一旦形成如俄印联合、 中

巴协调等分化现象ꎬ 将严重影响上合组织的运行ꎬ 甚至如南亚区域合作联

盟 (ＳＡＡＲＣ) 一样ꎬ 各领域合作陷入停滞ꎮ
在经济方面ꎬ 由于成员国增多ꎬ 上合组织的日常预算及项目资金需求

也会上升ꎬ 整体财政负担将会加重ꎮ 除中国之外ꎬ 现有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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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面临或多或少的困难ꎬ 如巴基斯坦只是刚 “走出危机”①ꎮ 鉴于印度与巴

基斯坦的紧张关系及其对上合组织不甚热心的态度ꎬ 它有可能不愿承担比

巴基斯坦更多的经济责任ꎮ 这样一来ꎬ 中俄必须拿出更多的资金来维持组

织和合作项目的运转ꎮ 如果无法大幅增加投入ꎬ 原本为 ６ 个成员国提供的

经济援助和国际公共产品会被新成员国摊薄ꎬ 上合组织仍处于初期阶段的

经济合作也会因此而减缓ꎮ 这势必会引起中亚四国的不满ꎬ 从而扩大其离

心力ꎮ
此外ꎬ 上合组织作为远景目标之一的地区经济一体化也可能因扩员而

更难以实现ꎮ ２００３ 年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 提出经济

合作的三步规划ꎬ 即积极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ꎬ 实现大规模多边经贸合作

的发展ꎬ 最终逐步实现商品、 资本、 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动ꎮ 目前上合组

织仍处于完善第一步的机制ꎬ 并在少数国家边境地区进行第二步试点的阶

段ꎬ 按计划在 ２０２０ 年完成一体化已不太可能ꎮ 虽然印巴与中亚一直存在较

密切的经济联系ꎬ 但这种联系多为双边贸易ꎮ 要想使这种联系构成上合组

织多边贸易合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ꎬ 需要一系列制度及法规安排和长时

间的磨合ꎮ 即使新老成员国对于加大地区经济合作这个大方向形成高度共

识并积极投入ꎬ 但它们对合作具体方向和优先任务的设想也很不一样ꎮ 以

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为例ꎬ 俄罗斯希望中亚国家维

持和进一步发展向北的贸易通道ꎬ 而中国提议的 “一带一路” 则是东西向ꎬ
在南亚则倚重巴基斯坦ꎮ 扩员无法弥合这些分歧ꎬ 印度坚持绕开巴基斯坦

开辟南向交通与能源运输通道ꎬ 还将使矛盾更加尖锐②ꎮ
新成员的加入还可能对上合组织本就不高的集体身份认同感产生负面

影响ꎬ 从而降低其内部凝聚力ꎮ 当前对上合组织的研究多采用实用主义和

功能主义等范式ꎬ 较少涉及心理层面ꎮ 但对于一个成员国利益存在重大分

化的国际组织来说ꎬ 认同感是一种促进成员国进行利益协调和折中、 保持

集体行动一致性的关键性内生动力ꎮ 有学者认为ꎬ 虽然上合组织尝试用

“反干涉” 等因素来构建一种集体认同ꎬ 但它是一种被动和主要基于外部威

胁的身份建构方式ꎬ 并未根据组织内部成员的价值观念或其他成就进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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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内生的构建①ꎮ 因此ꎬ 这种认同感不足以抵消因中俄竞争、 成员国利

益分化以及部分中亚成员国对中国的疑虑等带来的离心力ꎮ 印巴加入后ꎬ
上合组织在地域上将突破中亚这一原有的核心区域ꎬ 同时带来更多元的政

治、 文化和利益因素ꎬ 这有可能进一步稀释上合组织本就十分模糊的集体

认同感ꎬ 加大当前上合组织通过人文交流、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打造 “地
区安全共同体” 来建构新认同感的难度ꎮ 如果这种积极、 内生型的新认同

感迟迟未能建立ꎬ 各成员国在面临利益冲突时ꎬ 就更有可能采取利己主义

的思维方式ꎬ 不愿进行妥协和协调ꎬ 甚至因某些利益未得到满足而萌生退

意ꎮ 乌兹别克斯坦退出欧亚经济共同体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经历ꎬ 虽然

与上合组织并无直接关系ꎬ 但这种经历有助于促使上合组织积极思考如何

保证成员国对组织的忠诚和如何提高成员国对组织的认同ꎮ
(三) 上合组织扩员的风险: 局部视角

在以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组织中ꎬ 存在以组织发展、 集体利

益为主的整体利益视角和以成员国个体得失为主的局部利益视角ꎮ 作为上

合组织的主要利益攸关方ꎬ 中国除了要与其他成员国一起分担扩员带来的

整体风险ꎬ 还要面对基于其独特身份和利益诉求而形成的一些特殊风险ꎮ
首先ꎬ 中国在上合组织内的话语权可能因为印度的加入而降低ꎮ 当前ꎬ

中国与俄罗斯在上合组织中形成了类似于联盟管理中的相互制约机制②ꎬ
双方既保持战略上的协同和管理上的合作ꎬ 但又存在对上合组织的不同期待

以及在中亚的利益竞争ꎮ 整体而言ꎬ 俄罗斯在主导组织的议程设置上略占优

势ꎬ 中国则在经济影响力上更胜一筹ꎬ 即使还不足以代替俄罗斯与中亚在历

史、 能源、 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深厚联系③ꎬ 但足以引起俄罗斯的警惕ꎮ 因

此ꎬ 俄罗斯始终力挺印度的加入ꎮ 扩员后ꎬ 上合组织将从 “中俄共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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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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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变成 “中俄印三角” 模式ꎮ 鉴于俄印的军事技术合作上的密切关系及

中印在历史和现实上的龃龉ꎬ 这种三角模式可能向俄印一边倾斜ꎬ 印度可

能成为俄罗斯在上合组织内抗衡中国的力量ꎮ 中国作为上合组织的创始国ꎬ
不仅将上合组织当作经营中亚外交的关键管理机制①ꎬ 还希望把它打造成

一个解决亚洲地区安全困境与经济发展的多边机制样板ꎬ 同时作为实现

“一带一路” 在中亚与南亚进行对接的重要平台ꎮ 如果遭受俄印的合力制

约ꎬ 中国对上合组织的规划和期待就有可能落空ꎮ
此外ꎬ 上合组织当前的经济合作项目资金大部分来源于中国提供的贷

款ꎮ ２００４ 年通过的 « ‹上合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 落实措施计划» 共

规划了 １２７ 个项目ꎬ 但资金问题一直阻碍着这些项目的有效落实ꎬ 很多时

候往往需要中国独力解决资金、 技术和人员等问题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７ 年开建横

贯中、 塔、 乌的塔乌公路ꎬ 其建设资金来自中国及 “亚投行” 贷款ꎬ 施工

方系中国企业ꎬ 包括挖土机等设备和大部分工人也由中国提供ꎮ 扩员后ꎬ
将印度和巴基斯坦纳入其中的上合组织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经济合作项目ꎬ
会导致经费开支增加ꎮ 如果印度不愿分担出资责任ꎬ 中国除了须与其他成

员国承担增加的组织预算部分外ꎬ 还须大幅提高对相关项目的贷款和资助

力度ꎮ 在最坏的情况下ꎬ 中国将面临在上合组织内经济投入增多ꎬ 但决策

权和影响力下降的处境ꎮ
印度的加入还有可能使它在中亚能源领域与中国构成激烈竞争ꎮ 通过

“连接中亚” 政策ꎬ 印度已公开表明它对中亚能源的渴求并积极付诸行动ꎬ
如筹建能源管道、 直接持股中亚能源企业、 投资水电站等②ꎮ 印度加入上

合组织的一个重要动力即在于此ꎮ 扩员后ꎬ 印度必然借此进一步扩大在中

亚能源领域的存在ꎬ 如尽快开建连接中亚与南亚的能源管线并投入使用ꎮ
在中亚与里海能源年开采量不变的情况下ꎬ 无论这条通道以何种形式出现ꎬ
如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线 (ＴＡＰＩ)ꎬ 抑或其他

线路ꎬ 都将分走输往中国新疆的油气份额ꎮ 如果因中东地区动荡造成输入

中国的油气减少ꎬ 中印在中亚的能源争夺可能会趋于尖锐ꎮ 虽然目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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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亚能源领域的投资相对于印度占据优势ꎬ 如印媒感叹 “印度花数百万ꎬ
中国花数十亿”①ꎬ 但印度获取中亚能源的决心ꎬ 加上中亚国家实现能源出

口多元化的诉求ꎬ 可能对中国在中亚的能源战略形成冲击ꎮ
(四) 结　 论

自中亚五国独立后ꎬ 由各方发起的旨在推进中亚地区经济、 贸易、 能

源等领域合作的努力持续不断②ꎮ 然而ꎬ 这些合作机制的发展均困难重重ꎮ
由此可见中亚地区形势之复杂ꎬ 任何形式的地区合作均面临变数③ꎮ 上合

组织经过 １６ 年发展ꎬ 已度过艰难的初创期ꎬ 扩员是它进入高速发展的标

志ꎬ 但同时也伴随着诸多不确定性及挑战ꎮ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ꎬ 对中国而言ꎬ 扩员收益的实现需要满足许多前提

条件ꎬ 如印巴的和谐相处、 中俄的全力合作等ꎬ 这些条件的满足并不容易ꎮ
而本文对上合组织扩员所具有的潜在风险的分析ꎬ 主要基于组织现有的矛

盾和缺陷变成现实的可能性较大ꎮ
此外ꎬ 上合组织的扩员尚属新事务ꎬ 国际上也找不到太多同类组织的

扩员先例④ꎮ 因此ꎬ 如何发现风险、 评估风险、 规避风险并化风险为机遇ꎬ
既是上合组织扩员后的首要任务ꎬ 也是中国学界亟须开展的现实与理论研

究的重要议题ꎮ

●扩员后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前景展望

刘华芹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自 ２００１ 年成立以来ꎬ 历经 １６ 年发展ꎬ ２０１７ 年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

会正式接收印度和巴基斯坦为成员国ꎬ 完成首次扩员ꎬ 也开启了上合组

织新的发展历程ꎮ 扩员改变了上合组织的地理版图ꎬ 对其未来发展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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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起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ＥＣ)ꎬ 以及后来

的欧亚经济联盟 (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ＥｕｒＡｓＥＣ) 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Ｃｏｌ￣
ｌｅｃｔ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ꎮ

周明: «影响中亚地区一体化的主要因素探析»ꎬ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ꎮ
李进峰: «上合扩员与东盟扩员比较借鉴»ꎬ «俄罗斯学刊»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ꎻ 陈小

鼎、 王亚琪: «东盟扩员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启示与借鉴»ꎬ «当代亚太»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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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深刻影响ꎮ
(一) 扩员将提升上合组织在全球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

扩员后ꎬ 上合组织成员国由此前的 ６ 国ꎬ 即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

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俄罗斯和中国扩展为 ８ 国ꎬ 覆盖区域也

由中亚延展到南亚ꎬ 总面积占欧亚大陆的 ２ / ５ꎬ 由此将改变该组织的地缘政

治与地缘经济地位ꎮ
１ 上合组织的地缘政治地位更加凸显

扩员后ꎬ 上合组织辐射中亚、 南亚、 西亚和独联体等区域ꎬ 将中亚和

南亚连为一体构成 “一带一路” 中轴线ꎬ 是欧亚大陆通道的重要枢纽ꎮ 南

亚是陆上和海上 “丝绸之路” 主干道的交汇处ꎬ 也是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 的必经之地ꎮ 该区域一直是大国争夺的焦点ꎮ
以反恐和边境稳定为核心的安全合作一直是上合组织发展的重要保障ꎮ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边

防合作协定»、 «上合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 «打击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和

极端主义上海公约» 和 «上合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 等为实现区域安全奠

定重要的法律基础ꎮ
中、 俄、 印三国联手可在中亚与南亚构筑安全稳定弧ꎬ 平息阿富汗地

区的动荡ꎬ 阻止恐怖主义蔓延ꎮ 这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西部边境地区的安

全ꎬ 还为实现欧亚大陆的安全提供重要保障ꎮ
印度的加入使上合组织具有了全球意义ꎮ 中、 俄、 印同为 “金砖国家”

和地区大国ꎮ 利用欧亚地区合作促进自身发展是三方共同的利益诉求ꎬ 也

是合作的基础ꎮ 中方可利用该平台与俄方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 印方推进

的 “季风计划” 对接ꎬ 就国际经济金融领域、 新兴经济体市场、 周边区域

合作等方面的新机制、 新规则展开磋商ꎬ 代表发展中国家提出参与全球治

理和构建全球新秩序的倡议ꎬ 以三方合作博弈的方式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

中的影响力ꎬ 拓展外交斡旋渠道ꎮ
２ 上合组织的地缘经济地位更为重要

扩员后ꎬ ８ 个成员国的人口、 经济规模以及贸易总量分别占全球人口、
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额的 ４２％ 、 １７ ５％和 ３０％ ꎮ 若涵盖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

国ꎬ 包括阿富汗、 白俄罗斯、 伊朗、 蒙古国和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 柬埔

寨、 土耳其、 尼泊尔、 斯里兰卡共计 １８ 个国家ꎬ 占全球人口的 ４５％ ꎬ 占全

球经济总量和贸易额的 ２６ １％ 和 ３３ ９％ ꎬ 市场潜力巨大ꎮ 据 ＷＴＯ 秘书处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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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①ꎬ 至 ２０３５ 年ꎬ 中、 俄、 印三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将达到 ２５％ ~
３３％ ꎬ 该区域将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增长极ꎮ 上合组织的国际影响力将进

一步提升ꎬ 合作空间也将进一步扩大ꎮ
扩员后ꎬ 上合组织涵盖欧亚大陆大部分区域ꎬ 是构建 “一带一路” 跨

境能源网络、 交通运输网络和通信网络的必经之路ꎬ 因而成为连接欧亚大

陆的中心区ꎮ “一带一路” 规划 ６ 条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中的 ４ 条ꎬ 即 “中蒙

俄经济走廊”、 “新亚欧大陆桥”、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 “中巴经

济走廊” 以及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的部分地段均在该区域内ꎮ “中巴经

济走廊” 建设为贯通中亚与南亚、 连接西亚和中亚搭建了桥梁ꎬ 也为拓展

区域经济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ꎮ ８ 个成员国人口和经济总量占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 ７０％ ꎬ 地缘经济地位非同一般ꎬ 对于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具

有特殊意义ꎮ
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将注入新的合作理念与模式ꎮ 中国与巴

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升级版进一步加大了相互市场开放力度ꎬ 提升了货物

贸易自由化水平ꎮ 印度正与东盟 １０ 国、 中国、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就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 开展磋商ꎬ 虽然步履艰

难ꎬ 但是推动贸易自由化已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ꎮ 亚洲开发银行经济

学家维格纳拉贾说: “缔结 ＲＣＥＰ 将成为莫迪政府的里程碑式成果”②ꎮ 印

度与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将有利于在该组织内采用多边贸易规则ꎬ 加速

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与自由化进程ꎬ 扫除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障碍ꎬ 为建立

上合组织自由贸易区创造条件ꎮ 上合组织若建立自由贸易区ꎬ 则将成为新

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自由贸易区ꎬ 对于拉动欧亚地区国家经济发展

以至推动全球治理将产生积极影响ꎮ
(二) 扩员使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面临新挑战

扩员虽然拓展了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空间ꎬ 但因成员国数量的增加

且利益诉求多样ꎬ 将使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变得更为复杂ꎮ
１ 政治分歧掣肘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发展

上合组织起源于上海五国的安全合作机制ꎬ 五方签署了 «关于边境地

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ꎬ 六国签署的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边防合作

—９２—

①
②

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报告 (２０１３)»ꎮ
邓益伟: «印度难以跻身 ＴＰＰꎬ 欲加入中国主导的 ＲＣＥＰ»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ａｎ

ｋａｏｘｉａｏｘｉ ｃｏｍꎬ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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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 为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ꎮ
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使既有安全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ꎮ 印度

违背了 “相互尊重领土完整、 边界不可侵犯、 不侵略他国、 和平解决争端、
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等原则ꎬ 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挑起领土争端ꎬ
使该组织出现不和谐现象ꎮ 政治互信是区域经济合作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ꎮ
印度刚刚加入上合组织便违反组织章程ꎬ 无疑对未来区域经济合作将产生

明显消极影响ꎮ
２ 次区域经济组织多样加大区域经济合作协调难度

目前在上合组织内有不同大国主导的多个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和合作

倡议ꎬ 如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ꎬ 印度主导的南盟ꎬ 中方倡导的 “一
带一路” 等ꎬ 各组织的发展目标及一体化程度差异迥然ꎮ

妥善协调各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ꎬ 寻求各方利益契合点是扩员后上合

组织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迫切任务ꎮ 俄方已积极回应 “一带一路” 倡议ꎬ
双方开展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ꎬ 为合作树立

了典范ꎮ 印度对中方 “一带一路” 倡议至今未给予积极回应ꎮ 英国智库皇

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乔希表示ꎬ 虽然印度还没有明确表示

反对ꎬ 但很明显也没有表示欢迎①ꎮ 捐弃前嫌ꎬ 求同存异ꎬ 未来上合组织

亟待破解合作难题ꎮ
与此同时ꎬ 在中方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推动下ꎬ 上合组织的观察员

国及对话伙伴国对于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表现出强烈愿望ꎬ 但非成员国地位

对此形成了一定制约ꎬ 如何突破既有合作格局ꎬ 形成范围广、 领域宽、 灵

活多样的区域经济合作新局面是上合组织面临的新问题ꎮ
(三) 开创上合组织开放包容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愿景

此次上合组织峰会恰逢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闭幕不久ꎬ 如

何利用共建 “一带一路” 的机遇大力提升区域经济合作水平ꎬ 使各国人民

从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受益便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ꎮ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

中强调ꎬ 上合组织在 “一带一路” 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与各国发展规划对接

中 “发挥重要平台作用”ꎮ
着眼于长远发展ꎬ 上合组织需形成开放包容合作新格局ꎬ 拓宽合作领

域ꎬ 完善合作机制ꎬ 提升合作水平ꎮ

—０３—

① 凌荷、 谭利娅: «英媒 “一带一路” 对印是威胁还是机会? 印度很纠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ꎬ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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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推进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性安排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阿斯塔纳宣言» 明确提出ꎬ 逐步实现区域内

商品、 资本、 服务和技术自由流动ꎮ 为此ꎬ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ꎬ 消除现有

贸易壁垒并防范新壁垒ꎬ 支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ꎬ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ꎮ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提出ꎬ 从商签 «上海合作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
做起逐步建立区域经济合作制度性安排ꎮ

阿斯塔纳宣言明确阐述ꎬ 有必要建立区域内经贸合作制度安排ꎬ 促进

贸易和投资便利化ꎮ 将高质量切实落实 «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

运输便利化协定»ꎬ 积极落实 «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海关合作与互助协

定» 及其他上合组织框架内推动贸易便利化及经济发展的海关领域文件ꎬ
加强动植物检验检疫领域合作ꎬ 成员国将就法律规定的农产品准入要求进

行信息交流等ꎮ
２ 构建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在上合组织已有区域合作机制基础上提升各国地方之间的合作水平ꎬ
建立 “上合组织地方领导人论坛” 等地方合作机制并为中小企业合作搭建

平台ꎮ
为了进一步促进区域电子商务的发展ꎬ 将成立电子商务工商联盟ꎮ 发

挥各国智库的作用ꎬ 打造上合组织经济智库联盟ꎬ 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提

供智力支撑ꎮ 调动各界积极性ꎬ 形成 “共商、 共建、 共享” 的区域经济合

作新局面ꎮ
３ 拓展合作领域

在中方 “一带一路” 倡议推动下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和产能合作项目ꎬ 在此基础上各国将进一步扩大在下列领域的

合作ꎮ
加强农业合作ꎬ 成员国将切实落实 ２０１０ 年签署的 «上合组织成员国政

府间农业合作协定»ꎬ 使农产品贸易以及农业经济技术合作成为区域合作新

的增长点ꎮ
深化金融领域合作ꎬ 各方就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发展基金 (专门

账户) 问题进一步磋商ꎬ 力争达成合作协议ꎮ 探索新型融资模式ꎬ 为区域

合作项目提供更多资金支持渠道ꎮ
提升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ꎮ 制定 «上合组织公路协调发展

规划»ꎬ 通过新建和改造国际交通线路中的路段ꎬ 扩大地区互联互通潜能ꎬ
发展包括高铁在内的铁路交通ꎬ 建设多式联运物流中心ꎮ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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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可再生能源合作ꎮ 进一步推广经济高效、 生态清洁型能源ꎬ 提高

能效ꎬ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ꎮ
以共建 “一带一路” 为引领可将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提升到更高层

次ꎬ 同时也可为共建 “一带一路” 树立合作典范ꎮ

● 扩员后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必须面对的问题

许　 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特聘研究员、 上海合作组织研究室主任ꎬ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家

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 上合组织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第 １７ 次元首

理事会上ꎬ 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新成员正式加入这一地区性国际合作组织ꎮ
这是上合组织成立 １６ 年来首次完成的扩大成员国队伍行动ꎬ 是在全球和地区

政治、 经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背景下的重大组织调整ꎮ 这一重要过程的完成ꎬ
标志着上合组织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ꎮ 新的经济体、 新的合作区域、 新的

合作领域ꎬ 对上合组织区域内和各成员国间的经济合作不仅意味着新的发展

机遇期到来ꎬ 同时也预示着将有更多问题需要解决ꎬ 更多挑战需要面对ꎮ
首先ꎬ 成员国地缘政治取向更加多元化ꎬ 甚至有可能出现分歧ꎬ 影响

区域经济合作的政治信任基础ꎮ 必须承认ꎬ 从 “上海五国” 元首会晤机制

的形成到上合组织的正式成立ꎬ 在很大程度上是 “冷战” 结束初期欧亚地

区地缘政治格局裂变和重组的结果ꎮ 不论是 １９９６ 年和 １９９７ 年中国与俄罗

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４ 个原苏联有共同边界的国

家以法律形式解决了边境地区的军事安全问题ꎬ 还是 ２００１ 年上合组织成立

时 ６ 个成员国共同签署的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 和 «关于打击恐怖主

义、 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ꎬ 都将各国在 “冷战” 后 “相互尊重

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ꎬ 互不干涉内政ꎬ 互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ꎬ 平等

互利ꎬ 通过相互协商解决所有问题ꎬ 不谋求在相毗邻地区的单方面军事优

势” 和 “重视并尽一切必要努力保障地区安全ꎬ 遏制非法贩卖武器、
毒品、 非法移民和其他犯罪活动” 作为成员国的当前需求和组织的基本职

能①ꎮ 在上合组织成立 １６ 年后的今天ꎬ 地区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ꎬ 上

—２３—

①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ｇｊｈｄｑ＿ ６７６２０１/ ｇｊｈｄｑｚｚ＿
６８１９６４/ ｌｈｇ＿６８３０９４/ ｚｙｗｊ＿６８３１０６/ ｔ４６３６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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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组织成员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基本需求和组织在这一领域中担当的职能仍

未完全改变ꎮ 也恰恰由于地缘上的差异ꎬ 位于南亚次大陆上的印度和巴基

斯坦并没有参与上述地区合作进程ꎬ 因而也就未能在共同的经历中获得组

织层面的相应政治互信与认同ꎮ 更何况印巴加入上合组织的进程中ꎬ 还或

多或少表现出了各成员国在组织内的利益博弈 (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存在

利益上的差异并表现在扩员问题上ꎬ 本属于毋庸讳言的正常现象)ꎮ 在地区

形势和成员地缘政治取向都发生重大变化后ꎬ 构建上合组织内新的互信关

系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ꎮ 对此ꎬ 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都应该有必要的思想

准备ꎮ
其次ꎬ 成员国地缘经济战略差异性明显扩大ꎬ 产业发展模式和市场经

济水平不尽相同ꎬ 竞争性多于互补性ꎮ 虽然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在国家经

济模式和经济发展水平上原本即存在很大差异ꎬ 有的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即

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如吉尔吉斯斯坦)、 有的仍在争取国际社会承认其市

场经济地位 (如中国、 俄罗斯)、 有的至今仍保留着相当比重的国家计划为

指导的社会经济模式 (如乌兹别克斯坦)ꎬ 但这 ６ 个国家都曾经历过社会主

义计划经济长期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时期ꎬ 而且目前又都处在向市场经济转

型的过渡阶段ꎮ 由此产生的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之间在各自经济发展过程

中彼此间的理解ꎬ 成为实现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和前提ꎬ 这一重要性甚至

超过各国间自然经济禀赋的互补性ꎮ 尽管由于地域广阔、 资源丰富、 需求多

样ꎬ 上合组织 ６ 个创始成员国在经济合作上的态度和要求也常常难以满足

“协商一致” 的组织议事原则ꎬ 但上述共性为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区域经济合

作营造了一个积极的、 良性的地区合作氛围: 不同级别的理事会及专门委员

会为成员国间的经济合作在规则和制度层面清除了重大障碍ꎬ 基于各自经济

发展需求的迫切性和灵活性推动着这一领域中的合作以多种形式务实展开

(如部分成员国间和双边条件下)ꎬ 至今已经取得许多鼓舞人心的成就ꎮ 相比

之下ꎬ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历程就很难找到与上合组织各成员国达到

如此高认同感的共同语言ꎮ 而且ꎬ 从积极响应美国曾经提出的 “大中亚伙伴

计划”ꎬ 到迎合日本推动的 “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计划”ꎬ 印度与中亚国家发展

经济合作的动机都难免带有地缘博弈的色彩ꎮ 目前印度在全球及亚洲经济格

局重构中的基本目标ꎬ 是借助于传统优势和国际合作在 “多极亚洲” 中形成

自己的独立地位ꎮ 而现实这一目标的最大竞争对手就是中国①ꎮ 这一判断一

—３３—
① 林民旺: «印度面对 “一带一路” 的尴尬选择»ꎬ «世界知识»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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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成立ꎬ 印度对 “一带一路” 始终持暧昧态度、 对 “中巴经济走廊” 建设

一贯的反对立场、 对中国在 “一带一路” 框架内与涉及印度和其他国家

(如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中尼印经济走廊” 等) 的互联互通建设计划

既不乐见其成又不甘置之度外的矛盾心态等现象的解释就合乎逻辑了ꎮ 如

果按照这个思路继续推导的话ꎬ 我们不难联想到印度加入上合组织仍须服

从的既定地区目标ꎬ 也很容易预知加入上合组织之后的印度在区域经济合

作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ꎮ
再次ꎬ 成员国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间认同跨度增大ꎬ 民族价值观基础

上的国家义利观差异性上升ꎬ 要求重构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共同话语体

系ꎮ 印度与中国一样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ꎬ 约在公元前 ６ 世纪后出现

了恒河文明的灿烂时代ꎮ 佛教、 印度教以及后来由阿拉伯人入侵传入的伊

斯兰教ꎬ 都在印度大地上蓬勃发展ꎬ 并取得和留下了哲学、 艺术、 科技等

领域中的丰硕成果ꎮ 这对当代印度社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ꎬ 甚至左右着人

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ꎮ 尤其是历史上对印度社会构成强大传统作用的

多神宗教、 村社制度、 种姓制度ꎬ 几乎渗透进每个普通印度民众的世界观

中ꎮ 这一社会现实不仅与当今中国实用、 务实的社会价值观格格不入ꎬ 而

且与经历了东正教和无神论长期洗礼的中亚各国形成较大落差ꎮ １７ 世纪开

始ꎬ 英国殖民势力进入印度ꎬ 并以东印度公司为基地向全印度及中亚地区

扩展ꎮ １８４９ 年占领印度全境后 (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ꎬ 又将锋芒指向已

被俄罗斯逐步征服的中亚地区ꎮ １８５６ 年与英国在克里米亚的正面争夺失利

后ꎬ 俄罗斯将中亚地区作为同英国人继续较量、 并可能翻本的战场ꎮ 从 １９
世纪中期开始持续到 ２０ 世纪初的数次英阿战争ꎬ 实际上背后隐含着英俄两

个大国的战略博弈ꎮ 虽然阿富汗早于印度和中亚获得独立主权ꎬ 但却因为

英俄两大帝国的安排成了阻隔全然不同的两大殖民文化的缓冲区ꎮ 尽管印

度于 １９４７ 年摆脱英国统治获得独立ꎬ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的中亚各国与俄

罗斯也已经建立了平等的国家关系ꎬ 但是曾经的宗主国文化影响仍然根深

蒂固地存在于印巴和中亚各国社会之中ꎮ 鉴于历史、 宗教、 文化传统差异

性增大的影响ꎬ 对上合组织扩员后各成员国政治、 文化、 商业精英及普通

民众间增进相互了解和彼此认同的难度早已有学者作出预见①ꎮ 而由此对

上合组织框架内经济合作将产生怎样的影响ꎬ 显然也已到应该理性面对和

—４３—

① 曾向红、 李廷康: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学理与政治分析»ꎬ «当代亚太»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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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考虑的时候了ꎮ
应该肯定和强调的是ꎬ 正视上合组织完成首次扩员后带来的复杂因素

和现实问题ꎬ 总体上并不意味否定扩员后该组织框架内继续发展区域经济

合作的重要意义和光明前景ꎮ 共同经济活动中多样性的增加ꎬ 是以地区合

作范围的扩大、 领域的拓展、 机会的增多为前提的ꎮ 地区形势和组织自身

的变化ꎬ 更加凸显 “上海精神” 中 “尊重多样文明、 谋求共同发展” 的深

远意义ꎮ 化解扩员后生成的新问题ꎬ 克服政治、 经济、 文化差异性给上合

组织经济合作带来的困难ꎬ 必需着眼于总体合作思路的转变ꎮ
一是对组织地区功能的认识转变ꎮ 上合组织成立 １６ 年以来ꎬ 在世界和

地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ꎬ 各成员国自身也发生了深刻变化ꎮ 中俄及

中亚各国依托这一发起于边境军事安全领域的政治互信组织克服 “冷战”
结束后地区动荡、 确立国际空间、 维护主权完整、 制止经济下滑的历史使

命基本完成ꎬ 地缘政治目标上的趋同性不再是组织成员间实现合作的首要

标准ꎮ 迎接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挑战ꎬ 阻止发展回潮的负面效应ꎬ 需要更

加广泛的国际合作ꎮ 从这层意义上看ꎬ 可以认为上合组织正进入一个包含

多种发展可能性的调整期 (也有学者称为 “回调期”)①ꎮ 所以ꎬ «上海合作

组织宪章» 和 “上海精神” 所倡导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将是近期维系组织发

展的重要内涵ꎮ
二是组织框架内经济合作模式的转变ꎮ “平等协商” 与 “协商一致”

是 “上海精神” 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议事原则ꎬ 是上合组织成员国政治地位

与平等关系的保障ꎬ 但却不应成为束缚成员国间有效务实经济合作的羁绊ꎮ
事实上ꎬ 在此前的经济合作中ꎬ 上合组织在推动区域贸易便利化、 建立自

由贸易区等制度建设的同时ꎬ 双边合作、 次区域合作等灵活方式已经出现ꎮ
随着扩员后合作主体与合作需求的多样性增加ꎬ 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势必将

呈现多方式、 多方向、 多领域的前景②ꎮ
三是成员国地区合作伙伴关系的转变ꎮ 全球化深入推进激发着各经济

体发展诉求的多元化ꎬ 不仅现有国际合作规则受到强大挑战ꎬ 而且实现机

制化、 法律化区域经济安排的难度也越来越大ꎮ 同时ꎬ 随着发展风险的提

—５３—

①

②

肖斌: «２０１６ 年的中亚国家与大国及次大国之间关系及其前景»ꎬ «欧亚发展研

究 (２０１７)»ꎬ 中国发展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１６６ ~ １８０ 页ꎮ
刘华芹: «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前景展望»ꎬ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

(２０１７)»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１６９ ~ １８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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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ꎬ 各经济体相互的依存度也在提高ꎮ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

正在被普遍接受ꎬ 倡导 “一带一路” 的 “共商、 共建、 共享” 刷新着上合

组织成员国经济合作思路ꎮ 不同的地缘政治利益与共同的发展需求相结合、
区域性经济发展倡议与各国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 跨地区发展构想与上合

组织地区发展长期规划相结合ꎬ 不仅将使上合组织成为更广阔的地区经济

合作平台ꎬ 也将使成员国之间构成一种求同存异、 和衷共济、 结伴不结盟

的新型组织关系ꎮ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利与弊

陈玉荣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９ 日ꎬ 在上合组织第 １７ 次元首理事会期间ꎬ 印度和巴基斯

坦正式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ꎮ 完成首次扩员标志着上合组织步入了新时期ꎮ
成员国队伍扩大将进一步提升上合组织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ꎬ 有助于加强

地区安全合作、 促进欧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ꎮ 如今ꎬ 上合组织已成为全

球最大的区域性国际组织ꎬ 它的地域覆盖范围从北极到印度洋ꎬ 从太平洋

辐射到大西洋ꎬ 总人口达到 ３１ 亿ꎬ 在全球占比 ４４％ ꎬ 成员国 ＧＤＰ 总量占

比超过 ２０％ ꎮ
上合组织扩员为区域经济合作带来新机遇ꎮ 上合组织的优先任务之一

是加深各国之间在经济领域的务实合作ꎬ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ꎮ １６ 年来ꎬ 上

合组织成员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斐然成就ꎬ 尤其是在双边层面的合

作成果突出ꎮ 上合组织的两大经济体———中国同俄罗斯互为重要的贸易伙

伴ꎮ 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 中国连续 ７ 年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ꎮ 中国还是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第一或第二大

贸易伙伴和重要投资来源国ꎮ 近年来ꎬ 成员国多边经济合作项目在交通领

域逐步推进ꎬ 签署了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

定»ꎮ 在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背景下ꎬ 上合组织

框架内的多边经济合作逐渐增多ꎮ
印度和巴基斯坦进入成员国行列ꎬ 为上合组织扩大经济合作增添了新

的潜力ꎬ 扩展了合作空间ꎮ 随着印巴的加入ꎬ 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合作范

围从中亚拓展到南亚ꎮ 印度作为重要的新兴经济体ꎬ 拥有 １３ 亿人口的资源

优势ꎬ 在制造业、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展迅速ꎮ 莫迪政府期望把印度打

造为制造业强国ꎮ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印度经济增幅均超过 ７％ ꎮ 据此ꎬ 外界

普遍认为印度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期ꎮ
—６３—



Статьи на актуаʌьные темы / 要文特约

但是ꎬ 印度从观察员国升级为成员国也给上合组织未来发展带来新的

不确定因素ꎮ
首先ꎬ 上合组织成员国关系走向复杂化ꎮ 长期以来围绕印度和巴基斯

坦加入上合组织问题ꎬ 多数成员国智库都表示了忧虑ꎬ 各方普遍担心印巴

矛盾可能影响组织的发展ꎮ 对此ꎬ 在申请加入上合组织期间ꎬ 印方一再表

示不会把印巴问题带入组织ꎬ 自身的加入只会给组织发展带来新动力ꎮ 但

是ꎬ 自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９ 日以来ꎬ 上合组织新成员国印巴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

多起武装冲突ꎮ 不仅如此ꎬ ６ 月中旬ꎬ 印度边防军还公然侵入中国境内ꎬ
导致中印在洞朗地区的持续紧张对峙ꎮ 根据 １８９０ 年 «中英会议藏印条约»ꎬ
洞朗地区毫无疑问属于中国领土ꎮ 印度单方面否认历史界约ꎬ 印度军人越

过已定边界ꎬ 侵入中国领土的行为必将给中印边境管控和两国关系埋下更

大隐患ꎮ 印度的所作所为不仅背信承诺ꎬ 还对 “上海精神” 以及上合组织

国家之间的睦邻友好合作氛围构成严峻挑战ꎮ
１６ 年来ꎬ 上合组织快速发展ꎬ 国际威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ꎬ 各领域合

作取得辉煌成就ꎮ 这些成绩正是中国、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

坦、 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６ 个创始成员国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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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团结协作、 不断

增进互信的结果ꎮ 为了保证组织的持续发展ꎬ 印度和巴基斯坦被要求遵守

和签署组织的两个基础文件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 和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ꎮ 印度刚刚转正ꎬ 就在中印边界地区挑起事端显

然有悖上述两个文件精神ꎬ 不利于上合组织国家团结ꎬ 也会影响上合组织

在各领域的合作ꎮ
其次ꎬ 上合组织框架内多边经济合作推进面临新阻碍ꎮ 维护中亚地区

安全、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是上合组织的两大重要职能ꎮ 但长期以来ꎬ 上合

组织经济合作的步伐始终落后于安全合作ꎮ 其中原因之一是俄罗斯态度消

极ꎮ 尽管早在 ２００３ 年通过了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ꎬ
确定了该组织框架内经济合作的长远目标ꎬ 即 ２０２０ 年前实现商品、 资本、
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动ꎻ 虽然中亚成员国极为向往上合组织自贸区ꎬ 上合

组织元首理事会通过的多个文件也一再强调构建上合组织自贸区的重要意

义ꎬ 但是俄罗斯的一些政治精英总是极力回避上合组织自贸区ꎬ 他们担心

上合组织自贸区会使经济实力雄厚的中国做大中亚ꎬ 从而动摇俄罗斯在中

亚地区的主导地位ꎮ 相比上合组织ꎬ 俄罗斯更热衷于推进其主导的欧亚经

济联盟ꎮ 应该强调的是ꎬ 自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中俄就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欧亚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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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联盟建设对接达成共识以来ꎬ 俄罗斯对上合组织框架内的经济合作态

度趋于积极ꎮ 俄罗斯把上合组织、 欧亚经济联盟、 东盟视为构建大欧亚伙

伴关系的重要支撑ꎮ
印度和巴基斯坦因素对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利弊兼有ꎮ 一方面ꎬ 印巴进

入上合组织改变了 “中俄 ＋ 中亚” 的格局ꎬ 加之印度、 巴基斯坦渴望与中

亚国家深化合作ꎬ 上合组织多边经济合作迎来新契机ꎮ 印度制造业、 电信、
电力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ꎬ 对能源的需求不断上升ꎮ 印度已是世界上

第四大能源消费国ꎮ 印度迫切期望借助上合组织平台与中亚国家加强经济

合作ꎬ 尤其是扩大同哈萨克斯坦在能源领域的合作ꎮ
另一方ꎬ 面印度对中国的战略误判加深ꎬ 可能导致上合组织多边经贸

合作推进更加缓慢ꎮ 作为新兴经济体ꎬ 印度在谋求经济崛起的同时也在追

求大国梦想ꎬ 并视中国为竞争对手ꎮ 而中国欢迎印度和巴基斯坦进入上合

组织ꎮ 中印、 中巴永远做友好邻邦ꎬ 这才符合各自的根本利益和有利于地

区和平ꎮ 中印既是文明古国ꎬ 又是发展中的大国ꎬ 双方在全球治理、 可持

续发展、 反恐、 能源和粮食安全等诸多领域保持着对话与合作ꎮ 中国致力

于同印度一起实现民族发展与振兴ꎮ 中印在医药、 制造业、 交通和基础设

施升级改造等诸多方面拥有极大的合作潜力ꎮ 在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框架内的六大经济走廊中ꎬ “中巴经济走廊” 和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特别关注了印巴这两个重要的南亚国家ꎮ

但是ꎬ 在今日印度关于中国政策的误读、 对中国发展战略的误判甚嚣

尘上ꎮ 印度媒体热衷于炒作 “中国威胁论”ꎮ 印度政府把造福于世界的经济

合作项目 “一带一路” 倡议界定为 “有损印度核心利益的糟糕协议”ꎬ 把

“中巴经济走廊” 评估为 “损害印度主权”ꎮ 所以ꎬ 在许多国家向往出席北

京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背景下ꎬ 印度作为 “金砖

国家” 成员和上合组织的准成员国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对北京

论坛采取不参与的态度ꎬ 冷待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规划ꎬ 对 “中巴经济

走廊”ꎬ 尤其是对瓜达尔港的建设开发甚为不满ꎮ
印度参与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诉求与热情众所周知ꎬ 但在拒绝 “一带

一路” 的情势之下ꎬ 印度将把自己置于尴尬之地ꎮ 上合组织峰会通过的多

边文件明确表示ꎬ 各国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ꎬ 上合组织要在 “一带

一路 ” 建设中发挥重要的平台作用ꎮ 上合组织将促进 “一带一路” 与哈萨

克斯坦的 “光明之路” 新经济政策实现对接ꎬ 促进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

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ꎮ “中巴经济走廊” 始于中国新疆喀什ꎬ 与喀什相连接

—８３—



Статьи на актуаʌьные темы / 要文特约

的中亚国家非常看好瓜达尔港给其带来的便捷的海上通道的经济价值ꎮ 如

此这般ꎬ 印度如何与上合组织国家保持一致? 从这一视角看ꎬ 如果不改变

这一态度ꎬ 印度这个新成员国对上合组织多边经济合作而言难以成为促进

因素ꎮ
中印是合作伙伴ꎬ 不是竞争对手ꎮ 中印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ꎬ 中印

同为重要的新兴经济体ꎬ 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合作伙伴ꎬ 双方在上合组

织、 “金砖国家”、 Ｇ２０ 等多个机制中有着共同利益ꎮ 诚然ꎬ 中印在双边关系

发展道路上会有一些阻碍ꎬ 但中方没有因此把印度挡在上合组织大门之外ꎮ
关于中印边界分歧问题ꎬ 中方的原则立场是通过友好协商、 寻求公平

合理、 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ꎮ 主张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前ꎬ 共同管控

好争议ꎬ 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ꎮ 但洞朗地区是中国的领土ꎬ 不

在中印分歧之列ꎮ 尽管如此ꎬ 中方还是保持了最大克制ꎬ 致力于维护地区

稳定ꎬ 致力于上合组织国家之间的团结ꎮ 习近平主席在阿斯塔纳上合组织

峰会期间ꎬ 特别呼吁加强新老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协作ꎬ 坚持 “上海精神”ꎬ
指出加强团结是上合组织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ꎮ

在上合组织未来发展进程中ꎬ 中俄将继续发挥双引擎作用ꎮ 中俄两国

确立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ꎬ 树立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ꎮ ２０ 多年来ꎬ
中俄两国战略互信与合作不断加深ꎬ 战略协作更是全方位推进ꎮ 在国际关

系层面ꎬ 中俄共同推动了上合组织、 “金砖国家”、 “中俄印三边合作” 等

多边机制的创立和不断发展ꎮ 在三边和多边框架内ꎬ 中俄始终保持着密切

沟通和协调ꎬ 发挥着双引擎作用ꎮ ２０１５ 年作为东道主ꎬ 俄罗斯主办了上合

组织乌法峰会和 “金砖国家” 峰会ꎮ 其间通过了 «关于启动接收印度、 巴

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程序的决议» 以及 « “金砖国家” 经济伙伴战略»ꎮ 与

此同时ꎬ 习近平主席在乌法峰会上提出了加强 “金砖国家” 伙伴关系的四

点主张ꎬ 即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弘扬多元文明和加强全球经济

治理①ꎮ
中俄两国一致认为ꎬ 上合组织正在步入新的发展阶段ꎬ 印度和巴基斯

坦成为正式成员国ꎬ 为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带来更多的机遇②ꎮ ２０１７ 年 ７

—９３—

①

②

习近平: «共建伙伴关系 共创美好未来———在 “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七次会晤

上的讲话»ꎬ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０７０９ / ｃ１０２４ － ２７２８１０６３ ｈｔｍｌ
«中俄关于当前世界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ｈａｉ

ｗａｉｎｅｔ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７ / ０７０５ / ｃ３５４１０８９ － ３１００２４９７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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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ꎬ 在习近平主席访问莫斯科期间ꎬ 俄罗斯表示积极支持中国做好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的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工作ꎬ 支持中国办好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厦门

“金砖国家” 峰会ꎮ 中俄双方表示共同推动落实 « “金砖国家” 经济伙伴战

略»ꎬ 支持 “金砖国家” 机制不断发展ꎬ 希望 “金砖国家” 在国际政治和

经济事务中积极发挥自身作用ꎬ 为世界经济增长、 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ꎮ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中国需要关注的问题

庞大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政治社

会文化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上合组织由 “上海五国” 机制演变而来ꎮ 从最初为了解决中、 俄、 哈、
吉、 塔边境地区的信任和裁军问题发展到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ꎬ 本身就表

明上合组织是中国与邻国探索建立新型安全模式、 新型国家关系和新型区

域合作模式的产物ꎮ 上合组织的成立是中国外交的创举ꎮ 它既着眼于睦邻

安邻ꎬ 又一改中国北部边境的战略防守态势转而以积极进取的态度ꎬ 同相

关国家积极合作ꎬ 共同营造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ꎮ
这其实是中国外交韬光养晦又有所作为的鲜明体现ꎮ 可以说ꎬ 建立和发展

上合组织ꎬ 归根结底是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ꎮ
２０１７ 年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元首峰会宣告首次扩员ꎮ 印度和巴基斯坦成

为上合组织新成员ꎬ 政治地理空间得以扩展ꎬ 上合组织也因此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ꎮ 正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所强调的ꎬ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

加入ꎬ 使得上合组织成为涵盖欧亚大陆大部分区域以及近一半世界人口和

世界经济 ２０％产值的国际组织①ꎮ
那么ꎬ 上合组织实现首次扩员后ꎬ 中国如何在上合组织发展的新阶段

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
(一) 尽管上合组织的政治地理空间得到扩展ꎬ 但是对于中国而言ꎬ 上

合组织最初的定位应该继续坚持

上合组织的政治地理空间问题ꎬ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 也是上合组织的定

位问题ꎮ 两个问题紧密相连ꎮ 印巴的加入ꎬ 不仅意味着上合组织的结构出

现重大变化ꎬ 上合组织的基本议题会出现南亚等热点区域问题ꎬ 还意味着

—０４—

① ШОС － ２０１６: вызов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резидент Нурсултан Назарбаев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юбилейном саммите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ａｚｐｒａｖｄａ ｋｚ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ｅａｅｓ / ｓｈｏｓ －２０１６ － ｖｉｚｏｖｉ － ｉ － ｐｅｒｓｐｅｋｔｉｖｉ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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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了以中亚为基本区域的地理依托ꎮ 印度和巴基斯坦ꎬ 加上上合组织原

来的 ６ 个成员国ꎬ 总面积达 ３ ４００ 万平方公里ꎬ 占欧亚大陆面积的 ６４％ ꎬ
总人口达 ３３ 亿多ꎬ 占欧亚大陆总人口近 ８０％ ꎮ 从地缘战略上说ꎬ 上合组织

不仅涵盖所谓欧亚大陆的 “心脏地带”ꎬ 而且扩展到印度洋ꎮ
然而ꎬ 尽管有上述变化ꎬ 上合组织的定位或者职能应该分为基本职能

和延展职能ꎮ 也就是说ꎬ 对于中国而言ꎬ 尽管现在上合组织的地理空间扩

展并带来议题和结构的变化ꎬ 但是我们对其定位或者说基本职能仍然需要

建立在以下三点的基础上: 一是稳定边疆ꎬ 构筑中国在欧亚大陆的安全屏

障ꎻ 二是推动区域经济合作ꎬ 为中华民族开拓新的发展空间ꎻ 三是上合组

织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依托ꎮ
(二) 处理好中俄关系依然是上合组织扩员后中国面临的核心任务

中俄在上合组织的关系ꎬ 实际上是中俄在中亚的关系ꎬ 是 “一带一路”
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问题ꎮ 这涉及很多方面ꎬ 笔者仅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９ ~
３０ 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办的 “俄罗斯和中国: 向新型双边关系迈

进” 国际会议上所反映出来的两个问题谈一下中俄关系ꎮ
其一ꎬ 在这次国际会议上ꎬ “一带一路” 是俄方官员和学者关注的核心

问题之一ꎬ 但是从发言看ꎬ 俄方对 “一带一路” 的认识依然存有偏见ꎮ 俄

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 考古和民族研究所所长拉林是俄国内著名的汉

学家ꎮ 他在主旨发言时指出: “一带一路” 是中国的地缘政治项目ꎬ 不是单

纯的经济项目ꎮ 他在俄罗斯主流媒体上也是同样表态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ꎬ
俄罗斯 «独立报» 刊登 «中国构建世界经济新秩序» 一文ꎬ 拉林在其中受

访时表示: “对俄罗斯来说ꎬ 建设新 ‘丝绸之路’ 的另一个弊端在于ꎬ 它

将大大增强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ꎬ 同时ꎬ 俄罗斯的影响力

将不可避免地相对减弱ꎮ”①

其二ꎬ 对于中俄经贸关系ꎬ 双方的观点也不尽相同ꎮ 国内研究中俄经

贸关系ꎬ 一般有如下共识: 一是受限于俄罗斯经济总量ꎬ 中俄双边贸易额

不会很高ꎬ 也不宜将双边贸易额高低作为判定两国经贸关系水平的唯一标

准ꎻ 二是今后一个时期ꎬ 由于两国都在进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ꎬ 中俄双边

贸易额很难保持高速增长态势ꎻ 三是俄罗斯需要转变观念ꎬ 改善营商环境ꎬ
这是决定未来中俄经贸合作水平的关键ꎮ 俄方对于双边贸易关系有自己的

—１４—

① Китай создает новый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порядок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ｇ ｒｕ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１５ / １＿ ６９８７＿ ｃｈｉｎａ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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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ꎮ 俄罗斯几位政府官员及学者提出ꎬ 俄罗斯营商环境优良ꎬ 法律完备ꎬ
反而是中方并不愿意了解和熟悉这些规则ꎮ 还有人提出: 为何中国愿意在

巴基斯坦投入巨额资金建设 “中巴经济走廊”ꎬ 而不愿在俄投资? 总之ꎬ 给

人的感觉是ꎬ 中俄经贸关系的发展ꎬ 如果存在问题ꎬ 责任在中方ꎮ
随着中俄经济总量的差距拉大ꎬ 特别是随着中俄人均产值差距的缩小ꎬ

俄罗斯国内反对所谓为中国经济供血的舆论有所抬头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的 «独立报» 发表题为 «中国在俄企业几乎没有为国家预算贡献收

入: 必须格外小心地对待中国投资» 的文章ꎬ 认为中国主要投资自身感兴

趣的经济部门ꎬ 这些投资对俄经济的贡献微乎其微ꎮ 中国企业家通过本国

银行ꎬ 用本国资金在俄建设使用本国人员并为本国游客服务的饭店ꎬ 俄罗

斯得不到任何个人所得税、 增值税和利润税①ꎮ
可见ꎬ 在推进中俄合作关系的过程中ꎬ 双方的利益共识和理论共识得

到了较多的强调ꎬ 但培养双方文化共识对增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 促进中

俄两大民族的相知与互信具有更加长远的战略意义ꎮ 俄罗斯学者也指出:
“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鸿沟依然存在ꎮ 无论在思维方式还是文化符号上ꎬ 西

方人都与俄罗斯更接近ꎬ 也更易彼此理解ꎮ 中俄人民积累了大量日常交往

的经验ꎬ 但这种交往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各种成见的束缚ꎮ 中俄之间的相

互理解程度依旧不足以提升合作效率ꎮ”②

(三) 关注俄罗斯对于上合组织的新定位

俄罗斯对扩员表现出极大热忱ꎮ 普京表示: 上合组织在成立之初为自

己提出了相当低调的目标———只是边境合作问题ꎮ 如今上合组织已经成为

欧亚地区受欢迎的、 富有吸引力的组织ꎮ 上合组织职能范围的扩大、 成员

数量的增加ꎬ 特别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的重要国家加入ꎬ 使得这一组织

成为一个不仅在欧亚地区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权威性的、 受欢迎的国

际组织③ꎮ

—２４—

①

②

③

Анатолий Комраков Госбюджет почти не получает отчислений от китайского
бизнеса в РФ К инвестициям из Поднебесной необходимо подходить с особой
осторожность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ｇ ｒｕ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１２ / ４＿ ６９７２＿ ｃｈｉｎａ ｈｔｍｌ

Артем А Кобзев Культурная пропасть между нашими народами сохраняется －
Иван Зуенко о желтой угрозе и китайских инвестициях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ｈｔｔｐｓ: / / ｌｅｎ￣
ｔａ ｒ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０５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 /

Интервью китайскому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му агентству Синьхуа ｈｔｔｐ: / / ｋｒｅｍ￣
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５２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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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ꎬ 在上合组织确定扩员的同时ꎬ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普京在圣彼

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正式提出构建 “大欧亚伙伴关系” 的倡议ꎮ 这一倡议

最重要的动因是俄精英阶层的国际政治观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身份认同变化ꎮ
俄罗斯精英阶层认为ꎬ 中国将是大欧亚联合体中的大国ꎬ 但是中国不可能

占据像美国在欧洲大西洋体系中那样的位置ꎮ 俄拥有全球化思维的精英和

特殊的地理位置ꎬ 可以在推动新制度和新规则基础上建立新世界ꎬ 实现自

身和伙伴的双赢ꎮ 制定整个欧亚大陆的新规则和新制度ꎬ 可以不反对旧体

制ꎬ 比如欧洲国家可以继续留在北约ꎬ 但同时需要建立符合俄罗斯利益的

新体制ꎮ 为此ꎬ 俄罗斯精英阶层明确提出: 将围绕扩员后的上合组织建立

当代 “维也纳会议”ꎬ 即面向整个欧亚大陆的新规则与新制度ꎮ 上合组织在

得到大力发展的情况下ꎬ 成为落实大欧亚共同体项目的核心机构ꎬ 成为大

欧亚这一新共同体的中心力量ꎮ
可见ꎬ 俄罗斯想借助上合组织扩员带来政治地理空间扩展的时机ꎬ 试图

赋予上合组织建立所谓欧亚大陆新规则和新制度的定位ꎮ 在笔者看来ꎬ 俄罗

斯对上合组织的新定位与 “大欧亚伙伴关系” 的提出ꎬ 其意在于外交突围ꎬ
力求成为欧亚大陆政治中心与经济纽带ꎬ 摆脱中心的边缘这一历史宿命①ꎮ

总之ꎬ 欧亚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成为俄罗斯处理与上合组织关系的主要

着眼点ꎮ 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新定位服务于其国家利益的需要ꎮ 俄罗斯一

是更关注上合组织的外部影响ꎬ 而不是内部建设ꎻ 二是重点突出安全合作ꎬ
经济合作则是有选择的 (以不损害俄在中亚的利益并从属于欧亚一体化的

整体要求)ꎻ 三是坚决主张上合组织扩员ꎬ 意图使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ꎬ 服

务于俄的外交战略需要ꎮ
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新定位服务于其国家利益的需要ꎮ 对此ꎬ 中国应

从中俄关系的大局着眼ꎬ 以我为主ꎬ 统筹自身的经济利益和中俄共同发展

的长远利益ꎮ 俄罗斯对于上合组织的新定位着眼于地缘政治与经济地理的

考量ꎬ 中国应坚持上合组织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

作用ꎬ 注意不宜进行单独贸易谈判ꎬ 应进行综合谈判ꎮ 关注经济合作ꎬ 弱

化地缘政治色彩ꎬ 坚持中国在 ２０１６ 年 ２０ 国集团杭州峰会上倡导的维护多

边贸易体系、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方针ꎬ 以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便利化

协定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规则ꎬ 甚至建立更高版本的以中国为主的高标

准的新规则ꎮ

—３４—
① 庞大鹏: «俄罗斯的 “大欧亚伙伴关系”»ꎬ «俄罗斯学刊»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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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印度加入上合组织后ꎬ 该组织可以成为中印加强沟通、 扩大合作

的平台

作为上合组织成员国ꎬ 印度不仅要受到该组织章程和精神的制约ꎬ 而

且加入了 ２００７ 年签署的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ꎮ
该条约包括一些条款ꎬ 至少从理论上可以约束成员国的行为ꎮ 例如ꎬ 不参

加任何损害缔约另一方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联盟或集团ꎬ 不采取任何

此类行动ꎬ 包括不同第三国缔结此类条约ꎻ 缔约任何一方不得允许第三国

利用其领土损害缔约另一方的国家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ꎻ 缔约任何一方

不得允许在本国领土上成立损害缔约另一方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的组织

和团伙ꎬ 并禁止其活动ꎬ 等等ꎮ 这对进一步改善中印关系具有一定意义ꎮ
中国已同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签订双边睦邻友好合作条约ꎬ 在条件成熟的时

候ꎬ 也可考虑同印度签订类似的条约 (边界问题没有解决并不影响签约)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 印军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ꎬ 违反了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ꎮ 这一事件从反面证明尽快启动谈判签署中印睦邻友

好合作条约的重要性ꎮ
印度历来是俄罗斯与美国争夺的对象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 印度与俄罗斯签

署了价值 １００ 亿美元的武器采购计划ꎮ 与此同时ꎬ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６ 日ꎬ 莫迪

访美ꎮ 双方就进一步强化战略合作达成一致ꎮ 特朗普宣称ꎬ 美国与印度之

间的关系从未如此牢固、 如此友好ꎮ 印美在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举行海军联合军

演ꎬ 美国也向印度出售先进武器装备ꎬ 强化印度国防力量ꎮ 两国宣称开展

战略合作ꎬ 具有维护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和平、 稳定与繁荣的重要意义ꎮ
印度继续向美国靠拢ꎬ 要求莫迪与中俄在双边层面以及在 “金砖国家” 和

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关系上构建新的平衡ꎮ 印度一方面强调不想玩反美游戏ꎬ
另一方面也不愿成为上述组织框架内合作的阻碍ꎮ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

究所印度研究中心主任绍米扬认为ꎬ 无论印美如何靠近ꎬ 新德里不能不考

虑这种靠近对印俄和印中关系的影响ꎮ 她预测说: “印度不可能允许自己以

损害与俄中关系为代价发展对美关系ꎮ 对于美国建议它充当遏制俄中的角

色ꎬ 印度并不满意ꎮ”①

总之ꎬ 中印有矛盾ꎬ 但也有共同利益ꎮ 印度加入上合组织后ꎬ 上合组

织可以成为中印加强沟通、 扩大合作的平台ꎮ

—４４—

① Сергей Строкань. Нарендра Моди уравновесил ШОС Америкой.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ｏｍｍｅｒｓａｎｔ ｒｕ / ｄｏｃ / ３３３６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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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经贸合作是巩固和发展上合组织的基础

为了进一步增强上合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ꎬ 必须在上合组织框架内

继续加大经济合作的力度ꎬ 惠及各国的发展ꎮ 实践证明ꎬ 长期游离于区域

化安排之外就有在世界经济中被边缘化的危险ꎮ 上合组织的壮大发展ꎬ 一

方面反映了各成员国参加区域经济合作的共同愿望ꎬ 另一方面也支持了世

界经济区域化发展的时代潮流ꎮ
如果说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到上合组织成立ꎬ 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

外交重点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ꎬ 为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奠定政治和法律

基础的话ꎬ 那么在这一基础上顺应区域经济合作的需要ꎬ 逐步发展经贸关

系就已经成为中国对这些国家和这一地区外交的重点ꎮ 上合组织助力 “丝
绸之路经济带” 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ꎬ 也是需要以强大的经济关系作为基

础ꎮ 中国是一个大国ꎬ 经济迅速发展ꎬ 又面临众多而又各具特色的邻国ꎬ
所以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方面ꎬ 应该从实际出发ꎬ 有较多的选择ꎮ 现阶段ꎬ
在集中主要精力、 加快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谈判的同时ꎬ 为了明确合作的长

远目标和前景ꎬ 需要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细化长期合作纲要在各个领域的问

题ꎮ 把上合组织的定位牢牢建立在区域合作和经贸的基础上ꎬ 实现上合组

织长期稳定的发展ꎮ

●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新阶段需要强化中俄战略协作

周延丽 (辽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一) 上合组织版图从中亚向南亚扩展ꎬ 中俄战略协作范围相应扩大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ꎬ 基于各自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环境需要ꎬ 中俄两国元

首在北京发表 «联合声明»ꎬ 宣布双方将发展平等信任、 面向 ２１ 世纪的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ꎮ 此后ꎬ 中俄在内务和外交上的策应开启了战略协作

之旅ꎮ 共同应对各自国内及中亚地区 “三股势力” 的威胁ꎬ 中俄离不开

中亚国家的支持ꎮ 上合组织应运萌芽于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ꎬ 中国、 俄罗斯、 哈

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会晤ꎬ 目的

是讨论和解决边境地区加强军事信任和裁军问题ꎬ 正式建立了 “上海五

国” 机制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ꎬ “上海五国” 首脑在上海举行第 ６ 次会晤ꎬ 乌兹别

克斯坦加入ꎬ ６ 个国家元首共同签署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ꎬ 宣告六国

地区合作组织正式成立ꎮ ２００５ 年阿斯塔纳峰会接纳印度、 巴基斯坦、 伊朗

为上合组织观察员国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上合组织乌法峰会决定ꎬ 启动接纳印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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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的程序ꎬ 同意白俄罗斯成为观察员国ꎬ 阿塞拜

疆、 亚美尼亚、 柬埔寨、 尼泊尔成为对话伙伴国ꎬ 上合组织扩员进程就此

开始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９ 日ꎬ 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 １７ 次会议在哈萨克

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ꎬ 会议正式给予印度和巴基斯坦上合组织成员国地

位ꎮ 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加入ꎬ 此次阿斯塔纳峰会开启了上合组织

发展的新阶段ꎬ 同时ꎬ 上合组织版图从中亚向南亚扩展ꎮ 从地缘经济角度

来说ꎬ 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增加了出海的机会ꎬ “金砖国家” 中的中、 俄、 印

地缘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ꎬ 为 “金砖” 添色ꎬ 同时ꎬ 三国的串联相邻从陆

地上打通了北冰洋到印度洋的通道ꎻ 地缘政治方面ꎬ 通过上合组织平台的

经济合作将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与发展ꎮ 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上合组织的正

式成员国ꎬ 将为上合组织发展带来新的动力ꎮ 同时ꎬ 从客观上对中俄战略

协作提出了新的内容和方向ꎮ
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 １７ 次会议上发表了重要

讲话并提出五点建议ꎬ 首先强调的就是团结协作ꎬ 应该包括新老成员国

间的团结协作以及各成员国在各个领域的团结协作ꎮ 在这个团结协作建

议中ꎬ 中俄作为战略协作的老搭档无疑应该发挥中坚力量的作用ꎮ 中俄

的战略协作经过多年磨合ꎬ 形成一些有效的沟通机制ꎬ 为其他国家的协

作提供了示范和经验ꎮ 上合组织的新老成员国需要磨合、 协调立场ꎬ 首

先应该协调发展理念ꎮ 上合组织成员国中ꎬ 既有 “金砖国家” 成员又有

新兴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ꎬ 更是共有发展中国家头衔ꎬ 那么发展中国家

之间的合作目标首先应该定位为发展ꎬ 各成员国都应该以促进本国经济

发展、 增进本国人民福祉为合作动力ꎬ 勠力同心ꎬ 携手前行ꎮ 众所周知ꎬ
发展需要和平安定的环境ꎬ 和平与安全是经济发展的基础ꎬ 上合组织 １６
年历史表明ꎬ 中俄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协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ꎬ 上合组织

扩员纳新后ꎬ 有理由坚信中俄在南亚地区的战略协作也仍将一如既往的

保持和巩固ꎮ
(二) 中、 俄、 印自贸区建设或将启动

上合组织的主要合作领域是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ꎮ 随着和平、 发展、
合作成为时代的主旋律ꎬ 上合组织发展经济一体化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ꎮ
未来有两种经济一体化方向ꎬ 一个是上合组织自贸区建设ꎬ 一个是上合组织

框架内中、 俄、 印自贸区建设ꎬ 这两个经济一体化方向都有赖于中俄战略协

作的有力推动ꎬ 上合组织是欧亚经济联盟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对接的又一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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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ꎮ 推进上合组织发展ꎬ 一贯是俄罗斯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战略

选择①ꎮ
上合组织成员国是中国最重要、 最优先的对外投资方向之一ꎬ 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更是将上合组织成员国列为沿线的重要节点ꎮ ２０１６ 年李

克强总理表示中方对建设上合组织自贸区等倡议持开放态度ꎬ 愿与各方做

好自贸区可行性研究ꎬ 积极探索更加全面、 紧密、 高效的区域经济合作架

构②ꎮ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 １７ 次

会议上也表示ꎬ 上合组织应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ꎬ 未来可逐步推进建立上

合组织自贸区ꎮ 在未来 １０ 年的发展设想中ꎬ 上合组织已经设立了进一步推

动成员国之间的务实合作、 密切与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的联系及加强与

该地区的区域性组织协作与沟通的目标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上旬我们还在为上合组织扩员而欣喜ꎬ ６ 月中下旬印度不

顾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所接受的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承诺ꎬ 向中

印边境大举增兵ꎬ 公然越境制造事端ꎮ 作为地区大国ꎬ 印度此举不仅破坏

了自己的国际形象ꎬ 也破坏了区域和平ꎬ 为中印各领域合作设置了障碍ꎬ
而且为上合组织发展涂上了一抹灰暗的色彩ꎮ 尽管如此ꎬ 笔者还是对未来

中、 俄、 印经济合作充满信心ꎮ 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心是长期的ꎬ “一带一

路” 倡议是与沿线国家互利互惠的ꎬ 中、 俄、 印经济合作是具有强烈内在

需求的ꎬ 鉴于此ꎬ 中国应该耐心等待印度幡然醒悟ꎬ 继续推动上合组织区

域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ꎮ
近年来ꎬ 中、 俄、 印三国友好关系不断发展ꎬ 并建立了三国外长定期

会晤合作机制ꎬ 为三国建立自贸区提供了前提条件ꎮ
１９９８ 年ꎬ 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里马科夫在访印期间首次提出 “俄印中

战略三角” 的设想ꎬ 促进了三国建立合作机制ꎮ ２００２ 年ꎬ 中、 俄、 印三国

首次举行外长会晤ꎬ 此后每年进行一次会晤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中、 俄、 印

外长举行第 １４ 次会晤并发表 «联合公报»ꎬ 外长们一致认为ꎬ 作为国际和

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ꎬ 中、 俄、 印需要本着开放、 团

结、 相互理解与信任的精神ꎬ 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ꎬ 外长们强

调三国合作对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与稳定、 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与繁荣将发

—７４—

①

②

周延丽、 王兵银: «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俄罗斯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重要战略选择»ꎬ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ꎮ
«李克强就上合发展提六点建议»ꎬ « 人民日报 »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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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积极作用①ꎮ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逐步推进落实ꎬ 中国立足周边、 辐射 “一带

一路”、 构筑面向全球的自贸区网络的目标越来越清晰ꎮ 俄印两国既是中国

的周边国家ꎬ 也都处于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上ꎬ 俄罗斯在 “中俄蒙经济走

廊” 上ꎬ 印度在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上ꎬ 俄印两国理所当然是中国建设

自贸区的重点国家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中俄发表声明ꎬ 确认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进入新的

发展阶段ꎮ 不言而喻ꎬ 中俄经贸合作同样提升到了新的发展阶段ꎬ 已经取得

并将继续取得重大进展ꎬ 欧亚经济联盟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实质对接也

取得了重大进展ꎬ 中俄在包括产能合作在内的各领域合作正在迅速推进ꎮ
印度曾是俄罗斯的重要贸易伙伴ꎬ 时至今日俄印关系一直友好ꎬ 近几

年ꎬ 双边贸易额在 １００ 亿美元左右ꎮ 今后ꎬ 俄印经贸合作可能有较快发展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印度期间ꎬ 与印度总理莫迪讨论能源、 核

能、 贸易、 机器制造和军事技术等领域的合作问题ꎬ 双方签署了 ２０ 多份文

件②ꎮ 两国曾经确定的贸易目标是ꎬ ２０２５ 年前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 ３００ 亿

美元③ꎮ
２０１５ 年印度总理莫迪访华ꎬ 中印关系取得重大进展ꎬ 两国签署了价值

２２０ 亿美元的 ２６ 项商业合作协议ꎬ 加上 ２４ 项政府间协议ꎬ 合作领域涵盖航

空航天、 地震合作、 海洋科考、 智慧城市、 网络、 金融等各个方面④ꎮ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印双边贸易额从不足 ３０ 亿美元增至 ７１１ 美元ꎬ １６ 年间

规模扩大 ２０ 多倍ꎬ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国对印度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超 １０ ６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６ 倍多ꎬ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底ꎬ 中国对印度累计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达 ４９ 亿美元ꎬ 成为亚洲地区投资存量第四大的国家⑤ꎮ 中印互为最大邻国ꎬ
都是世界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ꎬ 地缘相邻、 文化相通ꎬ 拥有得天独厚的

合作优势ꎬ 两国共有 ８ 对友好城市和两对友好省邦ꎬ 中印之间已开通 ６ 对

—８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６０４１９ / １４３３２７８７＿ ０ ｓｈｔｍｌ
«普京访印签订多项合作协议»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１６３ ｃｏｍ / １４ / １２１３ / ０１ / ＡＤＡＥＣ

ＨＩＳ０００１４ＡＥＤ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ꎮ
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经商室: «俄印拟于 ２０２５ 年前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

３００ 亿美元»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ｅ / ２０１４１２ / ２０１４１２００８３３２６４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ꎮ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经商参处ꎬ ｈｔｔｐ: / / ｉｎ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ꎬ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ꎮ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经商参处ꎬ ｈｔｔｐ: / / ｉｎ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ꎬ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 日ꎮ



Статьи на актуаʌьные темы / 要文特约

航线ꎬ 在信息技术产业、 医药、 高端设备、 电力、 通信业等领域的经贸人

文联系日益密切ꎬ 两国地方交流方兴未艾ꎮ
中国的 “一带一路”、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合作倡议与俄罗斯经济

“向东看” 战略及印度 “向东行动” 的政策相向而行ꎬ 充分彰显中、 俄、
印三国对外经济战略和政策相同和近似的特点ꎬ 决定了它们完全可以对接ꎬ
实现耦合、 互动甚至联动ꎮ 当前ꎬ 世界各国经济高度关联ꎬ 中、 俄、 印三

国都有扩大开放、 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促进

本国经济发展的强烈需求ꎮ 就目前来说ꎬ 建立自贸区是首选方案ꎬ 自贸区

是一种推动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制度

性安排ꎬ 完全可以有效地促进中、 俄、 印三国商品、 服务、 资本、 技术、
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ꎮ

●上海合作组织安全挑战增多ꎬ 成员国将进一步深化务实

合作

苏　 畅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８ ~ ９ 日ꎬ 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第 １７ 次会议在哈萨克斯坦

首都阿斯塔纳举行ꎮ 与会领导人签署了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阿斯塔

纳宣言»、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声明»
等重要文件ꎮ 上合组织在这次峰会上完成了成立以来的首次扩员ꎬ 印度和

巴基斯坦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国ꎮ 扩员既是上合组织国际影响力的体

现ꎬ 同时也是机制建设不断完善的过程ꎮ 峰会发表了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元首关于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声明»ꎬ 强调将 “共同打击上合组织任

一成员国认定的各类恐怖和极端组织和团伙”ꎬ 再次显示出上合组织各成员

国同心协力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决心ꎮ 各成员国签署了 «反极端主

义公约»ꎬ 这也是该次峰会的亮点之一: 公约进一步完善了上合组织安全合

作领域的必要法制建设ꎬ 为各成员国界定极端主义、 极端组织提供了法律

文件ꎬ 为各成员国深化反极端主义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法律条件ꎮ
当前ꎬ 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威胁不断上升ꎬ 中东极端

思潮泛滥ꎬ 辐射蔓延到全球各地ꎬ 上合组织成员国周边形势复杂ꎬ 该组织

在安全领域还面临诸多挑战ꎮ
(一) 地区内部安全威胁的集聚效应主要体现在俄罗斯和中亚国家

从程度上看ꎬ 上述地区并非发生严重的安全危机ꎬ 但安全领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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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复杂ꎬ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同时构成现实挑战ꎮ 安全难题呈

现综合性、 多层次性的特点ꎬ 来自阿富汗战乱和 “伊斯兰国” 恐怖势力的

外部威胁有限ꎬ 主要还是地区内政治、 经济、 安全问题增多ꎬ 地区内的极

端主义威胁上升ꎮ
一是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在经济改革还没有明显效果、 制度尚不健全的

情况下受全球经济下滑影响进入艰难时期ꎬ 令一些问题尤其突出: 货币贬

值、 物价上涨ꎬ 民生问题加重ꎻ 市场经济理念不够成熟ꎬ 机制落后ꎬ 中亚

各国政府虽然热情吸引外资ꎬ 但还未给外资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条件ꎬ 如

普遍存在的汇困问题是中国企业赢得投资回报的巨大障碍ꎻ 中亚国家过于

依赖侨汇ꎬ ２０１６ 年吉尔吉斯斯坦侨汇 １３ 亿美元ꎬ 塔吉克斯坦 １９ 亿美元ꎬ
均占本国 ＧＤＰ 的 １ / ３ꎬ 这不仅影响本国劳动力的数量ꎬ 还不得不受到俄罗

斯的长期牵制ꎬ 在政治与对外交往上受到掣肘ꎻ 依然要靠能源和原材料出

口来维持经济增长ꎬ 多年来经济结构畸形问题仍然没有解决ꎮ
二是社会风险有所上升ꎮ 群体性事件有所增多ꎬ 如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哈萨克

斯坦发生的全国性示威游行以及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社会治安案件增多ꎬ 其

主要原因是失业人数增多ꎬ 企业欠发工资情况严重ꎻ 贫富差距拉大ꎬ 底层

的贫困问题比较突出ꎬ 在山区和农村有大量贫困人口和留守群体ꎬ 这成为

外部恐怖势力和极端势力传播极端思想、 招募圣战人员的重要原因ꎻ 毒品、
环境污染、 疾病传播等问题也比较突出ꎮ

三是中亚国家的政治风险ꎮ 当前ꎬ 中亚国家陆续进入权力向第二代领

导人交接的时期ꎬ 大多数国家的权力交接仍以家族统治为主要形式ꎮ 政治

领域核心问题是制度困境ꎬ 即在权力交接过程中中亚各国领导人想通过政

体改革来削减威权以降低政治风险ꎬ 但由于中亚国家缺乏可借鉴的模式以

及中亚特殊的政治生态ꎬ 所以很难找到合适、 合理的体制改革方案ꎬ 这给

权力交接带来很大的风险ꎬ 甚至可能发生政局动荡ꎬ 如未来塔吉克斯坦的

权力交接就存在很大的问题ꎮ 在权力交接之后保持政局与社会的稳定ꎬ 平

衡各方利益关系ꎬ 同时又在当前外部经济环境不佳的情况下恢复 ＧＤＰ 的实

际增长ꎬ 改善民生ꎬ 这些都是对新一代领导人的巨大挑战ꎮ
四是地区内部的安全威胁ꎮ 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极端主义威胁上升ꎬ

包括内生性的极端组织、 极端思潮加强: 出现了一些由中亚国家籍公民组

成的极端组织ꎬ 并且与车臣等高加索地区的极端分子重组ꎬ 对地区构成安

全威胁ꎻ 中东地区的恐怖组织在俄罗斯和中亚国家进行招募活动ꎬ 策划恐

怖袭击ꎬ 恐怖组织之间加强合作联动ꎻ 极端主义活动和刑事犯罪相互渗透

—０５—



Статьи на актуаʌьные темы / 要文特约

结合ꎬ 极端组织与犯罪集团相勾结ꎬ 恐毒结合令毒品问题更加严重ꎬ 武器

走私团伙与极端组织相勾结令非法枪支更加泛滥ꎻ 极端主义借网络视频等

新媒体的传播形成强大的煽动力ꎬ 传播极端思想ꎬ 吸引激进分子加入恐怖

组织ꎬ 如加入 “伊斯兰国” 并成为其中亚武装人员军事指挥官的塔吉克斯

坦内务部特警部队指挥官哈里莫夫ꎬ 就是受到 “伊斯兰国” 大量网络信息

的影响ꎬ 成为 “伊斯兰国” 的狂热追随者ꎮ
(二) 阿富汗战火纷飞令周边国家威胁上升

阿富汗的形势变化是影响中亚地区安全最大、 最现实的外部因素ꎮ 近

年来ꎬ 阿富汗北部形势恶化ꎬ 具体来说对中亚安全的影响有两个方面: 一

是对中亚国家的边境安全构成威胁ꎮ 阿富汗北部包括塔利班与政府军的激

战、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来自高加索、 中东等地区的武装分子聚集ꎬ
对中亚国家构成严重的边防压力ꎬ 尤其是与阿富汗有共同边界的塔吉克斯

坦和土库曼斯坦ꎮ 二是形成阿富汗—中亚—高加索恐怖主义流通通道ꎬ 外

部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对中亚的威胁会进一步增加ꎮ 如果阿富汗局势继续

恶化ꎬ 聚集在阿富汗北部的中亚武装分子可能会以此为发展基地ꎬ 以回流

中亚为主要目标ꎬ 对中亚稳定造成很大安全隐患ꎮ 这些极端组织不断进行

分化重组ꎬ 与中东、 高加索地区的极端组织融合ꎮ 主要的薄弱点是塔吉克

斯坦、 土库曼斯坦与阿富汗的边境地区以及费尔干纳谷地ꎮ 形成了圣战分

子流通的通道ꎬ 即阿富汗北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费尔干纳地

区—高加索ꎮ
(三) “伊斯兰国” 的安全威胁

近期ꎬ “伊斯兰国” 遭受严重军事打击ꎬ 其主力被大大削弱ꎬ 在叙利亚

的势力范围迅速缩小ꎮ 然而ꎬ 在形势变化下ꎬ 这一恐怖势力对上合组织成

员国的安全威胁实际上在增多ꎮ
一是 “伊斯兰国” 中亚武装分子回流带来的挑战上升ꎮ 在 “伊斯兰

国” 全盛时期ꎬ 吸引了大量全球各地的圣战分子ꎬ 其中包括上合组织成员国

的极端主义分子ꎬ 这部分武装人员投靠 “伊斯兰国” 和中东其他恐怖组织ꎬ
主要在中东地区参与战争ꎮ 但是自 ２０１７ 年 “伊斯兰国” 被重创以后ꎬ 该组织

的残余势力将更多以发动小规模暴恐袭击的形式在全球蔓延ꎬ 包括中亚、 高

加索武装分子将加速回流到母国从事破坏行动ꎮ 事实上ꎬ 中亚武装分子自

２０１５ 年就开始回流ꎬ 并在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制造了一系列规模不大

的暴恐事件ꎮ 中亚恐怖主义回流人员一般以 １０ 人左右为一组实施暴恐袭击ꎬ
组织性强且较灵活ꎮ 并且ꎬ 这种临时搭建的团伙打破了民族界线ꎬ 常常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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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各族和高加索、 中东、 南亚的恐怖分子组合而成ꎮ 袭击目标除了公共场所、
政府部门、 军事目标之外ꎬ 还包括支持政府的伊斯兰教界人士ꎮ 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使馆恐袭事件中的实施者构成看ꎬ 他们仍属于回

流的中亚恐怖主义战斗人员ꎬ 其中裹挟着 “东突” 分子ꎬ “东突” 恐怖势力

已与 “伊斯兰国” 和中亚、 南亚、 高加索的恐怖势力合流ꎮ
二是 “伊斯兰国” 对上合组织地区极端思想扩散、 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

间的对立情绪令人忧虑ꎮ 当前ꎬ 中东地区国际力量博弈激烈ꎬ 在政治形势深

刻复杂的变化下ꎬ 中东教派冲突趋于严重ꎬ 极端主义思潮高涨ꎬ 打着 “伊斯

兰” 旗号的中东恐怖势力在全球制造多起重大恐怖袭击ꎬ 刺激 “伊斯兰妖魔

化” 问题愈演愈烈ꎮ 全球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激化演变:
极端主义者更加追求极度暴力化ꎻ 普通穆斯林激进化、 激进穆斯林极端化趋

势增显ꎻ 视绝大多数爱好和平的穆斯林为恐怖分子、 视伊斯兰文明为恐怖主

义根源的非穆斯林激进主义者数量暴增ꎮ 两类群体的对立日趋激烈ꎬ 为极端

主义的治理带来巨大困难ꎮ 这些现实问题在上合组织地区均有体现ꎬ 尤其在

中亚、 高加索、 南亚等地区支持 “暴力圣战” 的青年激进分子增多ꎬ 与此同

时追求 “非暴力” 方式的激进主义者群体扩大也构成隐患ꎮ
在全球形势复杂的情况下ꎬ 上合组织地区安全威胁增多ꎬ 各成员国对

安全合作的需求更加迫切ꎬ 务实合作将不断拓宽深入ꎮ 在阿斯塔纳峰会中

«反极端主义公约» 的签署以及其他务实措施都将切实丰富上合组织的安全

合作ꎬ 完善共同应对危机机制的建立ꎬ 推动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行动能力ꎮ
上合组织安全合作将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共荣共建保驾护航ꎮ

●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与中国的 “一带一路” 战略

凌胜利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博士ꎬ 外交学院国

际安全研究中心秘书长)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 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召开ꎬ 正式接纳印度和巴基斯坦

成为上合组织的新成员ꎬ 这也是上合组织 １６ 年来的首次正式扩员ꎬ 标志着

上合组织从以中亚为核心区域向南亚拓展ꎬ 活动空间扩大、 合作潜力提升ꎮ
对于中国而言ꎬ 上合组织的扩员既给中国的 “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带来有利

契机ꎬ 也需要对扩员后可能存在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和应对ꎮ
(一) 上合组织为何扩员?
上合组织的正式扩员可谓姗姗来迟ꎬ 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思考ꎮ 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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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现扩员更多是基于安全合作还是经济合作? 上合组织扩员与机制能

力建设有何关系? 为何最早是印巴两国同时加入?
上合组织成立以来ꎬ 始终谋求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的两轮驱动ꎬ 实现

上合组织成员国安全与发展的比翼齐飞ꎮ 不过从现实来看ꎬ 上合组织的安

全合作相对于经济合作更富有成效ꎮ 共同的安全利益是上合组织不断发展

的动力所在ꎬ 也推动上合组织建立了一系列安全合作机制ꎮ 随着上合组织

安全合作不断取得成效ꎬ 上合组织也不断增加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ꎬ 积

极参与阿富汗问题的解决ꎬ 尽可能减少外部因素对成员国安全的负面影响ꎮ
相对于安全合作ꎬ 经济合作却相对滞后ꎬ 上合组织成立之初设想的两轮驱

动有失平衡ꎬ 这也导致上合组织进一步发展陷入后劲乏力的困境ꎬ 在安全

合作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下ꎬ 大力挖掘成员国间的经济合作潜力则很有必

要ꎮ 从上合组织扩员来看ꎬ 印巴的加入在安全上有利于上合组织在阿富汗

问题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ꎬ 也有利于减少外部因素对成员国安全合作的

影响ꎮ 不过从长远视角来看ꎬ 经济合作更是决定上合组织扩员的关键因素ꎬ
也是实现发展安全的动力所在ꎮ

就时间节点来看ꎬ 上合组织的扩员是比较谨慎的ꎮ ２００４ 年上合组织就

开始赋予一些周边国家观察员国地位ꎬ 印巴两国也是在 ２００５ 年同时成为观

察员ꎮ 不过直到 １０ 多年以后ꎬ 上合组织才实现正式扩员ꎬ 这显示了上合组

织在扩员问题上的谨慎性ꎬ 也是基于上合组织机制能力增强的理性考虑ꎮ
在机制能力容纳有限的情况下ꎬ 上合组织不会贸然扩员ꎮ 在上合组织的发

展历程中ꎬ 大国协调和机制协调并进是其发展的重要基础ꎬ 也是上合组织

机制能力的重要保障ꎮ 一方面ꎬ 中俄两国是上合组织中的大国ꎬ 也是极具

分量的世界性大国ꎬ 上合组织要取得发展ꎬ 离不开中俄的协调一致ꎮ 另一

方面ꎬ 上合组织也并非中俄两家的 “寡头” 垄断ꎬ 而是充分尊重各成员国

的主权地位与利益诉求ꎬ 通过上合组织的一系列机制来推动成员国在安全、
贸易、 文化等诸多领域的深入合作ꎮ 双重协调的良好运转是上合组织良性

发展的持续保障ꎮ 如此次上合组织扩员ꎬ 一些潜在成员国因为中亚个别国

家的担忧而没有正式加入ꎮ 这也反映了上合组织扩员的底线所在ꎬ 即新的

成员加入不能削弱上合组织原有的内部团结ꎮ 因此ꎬ 上合组织也为扩员限

制了一定的条件ꎬ 新成员能否加入上合组织ꎬ 不仅需要认可 “上海精神”
和签署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 等条约ꎬ 还需要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存在广泛

的共同利益基础和保持良好关系ꎮ 如此一来ꎬ 上合组织扩员的潜在对象就

相对有限ꎬ 这也意味着上合组织的扩员并非毫无边界ꎬ 而是优先吸收邻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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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家参加ꎮ 印巴两国得以加入上合组织ꎬ 实际上与两国同上合组织成

员国的良好关系和共同利益诉求有关ꎮ
安全上ꎬ 南亚、 西亚的安全联动是影响上合组织成员国安全的重要外

部因素ꎬ 为了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ꎬ 上合组织需要增强对周边安全的影响ꎬ
这也是吸收一些周边国家成为观察员和正式成员的重要原因ꎬ 印巴显然在

列ꎮ 经济上ꎬ 中亚都是内陆国家ꎬ 发展贸易面临着地理限制ꎬ 印巴的加入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劣势ꎬ 盘活中亚连通西亚、 南亚的地缘优势ꎮ
不过印巴毕竟是宿敌ꎬ 是否会将彼此的争吵带入上合组织也不免令人担忧ꎬ
这也是上合扩员后可能需要处理的棘手问题ꎮ

(二) 上合组织扩员对中国的影响

南亚两国的同时加入ꎬ 是上合组织发展的关键一步ꎮ 上合组织的扩员ꎬ
不仅实现了地理范围、 人员的拓展ꎬ 更为重要的是其所秉持的 “上海精神”
被更多国家所认可ꎬ 也意味上合组织可以成为经济联通、 安全联通的重要

平台ꎬ 这对于中国的 “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很有帮助ꎮ
上合组织扩员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组关系和两大领域ꎮ 两组关

系主要是指大国关系和小国关系ꎬ 两大领域主要是指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ꎮ
长期以来ꎬ 上合组织的发展基本上是 “２ ＋ ４” 模式ꎬ 即中俄两个大国

和中亚四国ꎮ 不过随着印巴的加入ꎬ 上合组织是否会呈现 “３ ＋５” 模式ꎬ 上

合组织内部的大国关系的新变化对上合组织将会产生何种影响? 是进一步延

续大国协商一致还是会引发大国不睦ꎮ 其中令人担忧的便是中印关系ꎬ 由于

中印边界争端和相邻大国共同崛起等因素ꎬ 中印之间的矛盾与摩擦会不会带

入上合组织ꎬ 这对于上合组织扩员后的发展尤为重要ꎮ 如何处理好中、 俄、
印的大国关系对于上合组织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ꎬ 这需要在上合组织框

架内三国不断加强沟通与协商ꎬ 避免上合组织成为大国竞争的平台ꎮ 在条件

不成熟的情况下ꎬ 限制一些双边敏感问题成为上合组织的议题ꎮ
除了大国关系外ꎬ 中亚各国的态度对于上合组织的扩员也尤为重要ꎮ 没

有中亚国家的参与上合组织的地缘优势将荡然无存ꎬ 因而上合组织扩员需要

减少中亚国家被边缘化的担忧ꎬ 在一些涉及各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要保障所

有国家的合法权益ꎮ 对于上合组织而言ꎬ 其内部的权力结构不同于独联体和

东盟ꎬ 既不是某一大国的势力范围ꎬ 也不因缺乏领导国家而相对涣散ꎮ 上合

组织需要探索一种大国和中小国家区域合作的新模式ꎬ 即大国发挥引导作用ꎬ
中小国家也能够积极参与ꎮ 因而中国在处理好与俄印两个大国关系的同时ꎬ 也

要积极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ꎬ 实现双边与多边相结合、 大国与小国相协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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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合组织扩员对中国影响而言ꎬ 经济影响更为深远ꎮ 安全方面ꎬ 上

合组织扩员主要是寻求通过机制合作来减少安全问题的外部性ꎬ 但总体而

言ꎬ 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边际效应有限ꎬ 且安全合作要想取得进一步发展

也面临主权问题、 发展落后等一些瓶颈ꎮ 上合组织目前在安全合作方面已

经形成了一系列合作机制ꎬ 彼此间形成了互相不使用武力或诉诸武力威胁

的初级 “安全共同体”ꎮ 随着上合组织扩员ꎬ 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在未来一

段时间内主要是维持现有机制和水平ꎬ 同时就一些比较棘手的安全问题加

强协商ꎬ 形成议题性合作ꎮ 在经济方面ꎬ 上合组织面临着更大的合作空间ꎬ
彼此间的资源互补性能够得到更好的利用ꎬ 经济合作共赢能够更好的实现ꎮ
上合组织扩员将有利于盘活中亚、 西亚和南亚的地缘联系ꎬ 更好地实现经

济合作ꎬ 促进成员国间的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ꎮ 针对上合组织扩员ꎬ 中国

应该在稳扎安全合作的基础上ꎬ 更加积极地推动区域经济合作ꎮ
(三) 中国 “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迎来良机?
上合组织扩员ꎬ 对于中国 “一带一路” 战略的实施应该是一次机遇ꎮ

就目前中国的 “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而言ꎬ 更多是依靠中国与沿线国家的

双边合作ꎬ 这实际上增加了大量的交易成本ꎬ 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也会导

致资源的浪费ꎬ “以点连线” 也因为各点之间缺乏多边联系而有所欠缺ꎮ 上

合组织扩员后ꎬ 中国的 “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可以多尝试一些多边合作方

式ꎬ 一方面可以减少双边合作的烦琐ꎬ 避免一事一议和重复投资ꎬ 另一方

面也可以赋予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新功能ꎬ 提升上合组织的国际影响力ꎮ 目

前ꎬ 中国的 “一带一路” 建设面临机制匮乏的风险ꎬ 很多投资缺乏相应的

国际规则保护ꎬ 而一些沿线国家国内法规的不健全又比比皆是ꎮ 对于 “一
带一路” 的开展而言ꎬ 在项目合作之外ꎬ 能否形成一系列有关投资、 贸易、
金融等的多边合作机制ꎬ 这既关乎 “一带一路” 能否良好持续实施ꎬ 对于

中国战略能力的提升也至关重要ꎮ 当然ꎬ 这些新的多边合作机制的形成既

可以是史无前例的创新ꎬ 也可以是利用现有比较成熟的多边合作机制实现

“旧瓶装新酒”ꎬ 后者相对于前者而言ꎬ 对现有国际体系的冲击强度更弱ꎬ
也更有可能成型ꎬ 同时也有利于机制间的融合ꎮ 中国如果能够在上合组织

框架内推动 “一带一路” 在中亚、 南亚和西亚区域实现局部的多边机制合

作ꎬ 对于 “一带一路” 的战略效果将是极大的提升ꎮ
新扩员后的上合组织ꎬ 除印度外ꎬ 其他成员国对 “一带一路” 基本持

欢迎态度ꎬ 如果能够通过上合组织框架在中亚、 南亚地区推进 “一带一

路”ꎬ 或许能够起到多数塑造少数的效果ꎬ 使得印度对 “一带一路” 的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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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态度有所弱化ꎮ 印度对 “一带一路” 的担忧主要是基于地缘政治考虑ꎬ
害怕 “一带一路” 冲击其在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ꎮ 如果通过上合组织来推

动 “一带一路” 在中亚和南亚的联通ꎬ 更多地赋予印度参与多边合作的权利

和商机ꎬ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印度的担忧ꎬ 实现多边促双边的效果ꎮ 事实

上ꎬ 增强上合组织框架内经济合作的规模效应也符合印度的利益ꎬ 印度可以

借此增加与中亚、 西亚各国的经济合作ꎬ 对印度而言也是有利可图ꎮ
上合组织扩员后ꎬ 经济合作将成为发展潜力所在ꎬ 中国可以借此机会

不断推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经济合作与 “一带一路” 实现对接ꎬ 通过不断

扩大的经济互利共赢来淡化各国的政治分歧与顾虑ꎮ 通过扩员更好地释放

上合组织的经济合作潜力ꎬ 这不仅对上合组织的机制能力是极大的提升ꎬ
也有助于上合组织在国际经济领域提高影响力ꎮ

总之ꎬ 上合组织扩员如果仅仅基于安全合作ꎬ 则意味着上合组织的影

响力提升比较有限ꎮ 就目前的情形来看ꎬ 无论是解决阿富汗问题、 印巴冲

突还是中印边界争端等安全问题ꎬ 上合组织在短时期恐怕都难以取得突破

性成就ꎮ 而经济合作则存在较大的潜力ꎬ 彼此的顾虑与分歧也相对较少ꎬ
合作相对更为容易一些ꎮ 从长远来看ꎬ 上合组织扩员后的发展需要以经济合

作为重心ꎬ 走出一条安全与发展相互促进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安全之路ꎮ
经济优先的上合组织扩员思路虽然为中国 “一带一路” 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新

契机ꎬ 但中国应该减少靠一家之力来推进互联互通ꎬ 而是要利用上合组织的

机制平台ꎬ 不断增加多边合作ꎬ 增加沿线国家之间的沟通ꎬ 增强沿线国家的

积极性ꎬ 发挥多边机制的效应ꎬ 在 “五通” 之外ꎬ 也要注重和增强机制的互

联互通ꎬ 这对于中国战略能力的提升极为重要ꎬ 也是中国推动上合组织扩员

的目标所在ꎮ 总体而言ꎬ 上合组织扩员对于中国 “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是很

大的机遇ꎬ 不过也面临着大国竞争、 安全竞争等牵绊ꎬ 关键是如何继续增强

上合组织的机制能力ꎬ 实现大国协调和机制协调的双重协调的良好运转ꎮ

●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的金融合作

任　 飞 (国家开发银行国际合作业务局欧亚业务部资深经理、
副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９ 日举行的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正式给予印度、 巴基斯

坦成员国地位ꎬ 这是上合组织 ２００１ 年成立以来的首次扩员ꎬ 成员国从 ６ 国

扩大至 ８ 国ꎮ 扩员后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ꎬ 合作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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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进一步释放ꎬ 国际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ꎮ 扩员后上合组织地域范围占欧

亚大陆陆地总面积的 ３ / ５ꎬ 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５０％ 左右ꎬ ＧＤＰ 总值达 １５
万亿美元ꎬ 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１ / ５ꎮ 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ꎬ 上合组

织成员国之间经贸合作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ꎬ 上合组织贸易和投资便

利化以及金融合作将得到进一步深化ꎮ 扩员后的上合组织作为全球最大的

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ꎬ 不仅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的重要平台ꎬ 也是

连接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通道ꎬ 能够实现中国倡导的 “一带一

路” 倡议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战略及印度提出的 “海洋世界” 战

略在上合组织区域内的有效对接ꎮ
(一) 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

１ 经贸合作规模和水平将大幅提升

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后ꎬ 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规模将大

幅提升ꎮ ２０１５ 年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为 ８４１ ２５ 亿美元ꎬ
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 (２０１５ 年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双边贸易额

分别为 ７０８ ３ 亿美元和 １４１ ８ 亿美元)ꎬ 预计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

双边贸易额在 ２０１７ 年将比 ２０１５ 年增长一倍以上ꎬ 总额将超过 １ ６００ 亿美

元ꎮ 在进出口贸易额稳定增长的同时ꎬ 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投融资合作

也呈快速增长态势ꎮ 上合组织成员国将成为中国企业开展境外投资的热点

地区ꎬ 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ꎬ 合作潜力巨大ꎮ
以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例ꎬ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存

量为 １４０ ２ 亿美元ꎬ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存量为 ５０ ９５ 亿美元ꎬ 中

国对巴基斯坦直接投资存量为 ３９ ４７ 亿美元ꎬ 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存量为

３５ ５ 亿美元ꎬ 对吉尔吉斯斯坦直接投资存量为 １０ ７１ 亿美元ꎬ 对塔吉克斯

坦直接投资存量为 ９ ０９ 亿美元ꎬ 对乌兹别克斯坦直接投资存量为 ８ ８２ 亿

美元①ꎮ
２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ꎬ 合作内容日益丰富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优势产能合作是上合组织经贸合作的优先发展方

向ꎮ 加强油气管网、 输变电网等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ꎬ 推进公路、 铁路

和航空枢纽等交通运输通道建设ꎬ 是未来一段时期上合组织经贸合作的重点

内容ꎬ 并有望成为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经贸合作的最大亮点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ꎬ 中俄原油管道投入运营ꎬ 通过管道俄罗斯每年向中国输送约１ ５００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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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ꎬ 截至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原油总量已经超过 ４ ０００ 万吨ꎬ 中哈

原油管道累计向中国输出原油总量也超过 ８ ０００ 万吨ꎬ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

道向中国输送天然气总量超过 １ ２００ 亿立方米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中俄东线天然气

管道中国境内段正式开工ꎬ 预计 ２０１８ 年年底正式供气ꎬ 规划输气量为每年

３８０ 亿立方米ꎮ 此外ꎬ 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积极参与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

气项目ꎬ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丝路基金通过投资入股ꎬ 持有该项目１ / ３
的股份ꎬ 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金融机构为该项目提供总额超过

２００ 亿美元的融资支持ꎬ ２０１７ 年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向中国供应液化天然气 ３００
万吨ꎮ 此外ꎬ 中俄合资的天津炼化项目预计将于 ２０２０ 年前建成投产运行ꎬ 未

来俄罗斯将通过海运向天津炼化厂每年供应原油 ９１０ 万吨①ꎮ
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ꎬ 上合组织区域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将进一步向纵深推进ꎮ 巴基斯坦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后ꎬ 各成员国将进

一步加强 “中巴经济走廊” 建设的合作力度ꎮ 印巴两国的加入ꎬ 将在欧亚

大陆形成东西向和南北向的两大互相交叉的交通运输网络体系ꎬ 将进一步

推动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在能源、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领域全面强化合作ꎬ 实

现互利共赢ꎮ
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ꎬ 中国与上合组织

成员国之间投融资合作逐步向优势产能领域推进ꎬ 一系列大型投融资合作

项目都在顺利实施或在积极探讨之中ꎮ 目前ꎬ 上合组织成员国大多处于工

业化、 现代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ꎬ “一带一路” 建设及开展国际产

能合作的战略与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及诉求高度契合ꎮ 上合组织区域内的国

际产能合作是先进产业、 高端产能、 高新科技和环保技术的合作ꎬ 中国主

导和推动的优势产能 “走出去” 将助力上合组织各成员国不断完善其工业

体系ꎬ 提高制造能力ꎬ 是顺应经济规律的创新和共赢之举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 李

克强总理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首次提出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建议ꎬ 为中国

与上合组织国家之间深化经贸合作开创了新模式ꎮ 随后ꎬ 中哈产能合作先行

先试ꎬ 取得早期收获ꎬ 两国签署了总金额超过 ３００ 亿美元的合作协议ꎬ 将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确定为两国新的合作领域和重点发展方向②ꎮ 目

—８５—

①

②

«中俄全面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日益加强»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２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０７７６６３ ｈｔｍ

任飞: «金融合作视角下的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探析»ꎬ «开发性金融研

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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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ꎬ 中国金融机构融资支持的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ꎬ “中吉乌公路”、
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开发建设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领域合作项目均已顺利实

施ꎬ “中吉乌铁路”、 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 欧洲西部至中国西部的 “双
西公路” 等大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项目也正在积极探讨之中ꎬ 这些项

目的顺利实施将极大改善和提高上合组织的总体交通基础设施水平ꎮ 在优

势产能合作领域ꎬ 中国提供资金支持上合组织成员国开展装备制造领域合

作ꎬ 开展绿色、 环保、 高端制造业的全产业链合作ꎬ 高科技产业园区的开

发和运营是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开展优势产能合作的一个重要发展

方向ꎮ
(二) 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投融资合作

在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经贸合作中ꎬ 投融资合作非常重要ꎬ 对整体

经贸合作关系的拉动效应最为显著ꎮ
近年来ꎬ 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投融资领域的合作硕果丰盛ꎮ 中国金融机

构通过优惠贷款、 援款和商业贷款等多种方式支持上合组织成员国大型能

源、 矿产资源及基础设施项目建设ꎬ 成立上合组织银联体ꎬ 搭建金融合作平

台ꎬ 积极推动本外币一体化、 支持人民币在上合组织区域内实现国际化ꎬ 通

过资金融通ꎬ 助力上合组织在区域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优势产能合作ꎮ 据

初步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提供的融

资额度近１ ５００ 亿美元ꎮ 国家开发银行依托上合组织银联体平台ꎬ 发挥开发性

金融机构的优势ꎬ 合理配置投资、 贷款、 租赁、 债券、 证券等金融资源ꎬ 通

过金融合作支持上合组织成员国社会经济发展ꎬ 合作领域涉及能源、 电力、
基础设施、 矿产资源、 优势产能、 农业及民生等多个领域ꎮ 未来ꎬ 为了更好

地推动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投融资合作ꎬ 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１ 规划先行ꎬ 逐步完善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对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金融合作提出更高的

要求ꎬ 要将 “一带一路” 战略与上合组织发展战略有效对接ꎬ 制定中国与

上合组织成员国金融合作中长期规划ꎬ 规划先行ꎬ 加强政策沟通ꎬ 完善上

合组织金融合作委员会机制ꎬ 深化金融机构间的沟通联系和信息交流ꎬ 加

强政策、 合作项目及合作机制等方面的沟通协调ꎬ 逐步建立上合组织金融

合作协调机制ꎮ 积极推动国家开发银行、 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

上合组织成员国设立分支机构ꎬ 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ꎬ 扩大上合组织

区域内人民币结算规模ꎬ 拓宽人民币贷款和投资渠道ꎬ 通过融资的引领作

用ꎬ 积极发挥中国的资金、 技术、 工艺和科技优势ꎬ 全面推动上合组织区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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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和优势产能合作ꎮ
２ 以重点项目投融资为依托ꎬ 拓宽投融资合作领域

伴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顺利实施ꎬ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优势产能

合作成为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合作的重点领域ꎬ 中国金融机构对上合组

织区域内能源、 交通通信基础设施、 优势产能及农业和民生领域的投融资

方兴未艾ꎮ
在全面推动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投融资合作过程中ꎬ 重点项目的投

融资工作至关重要ꎮ 通过重点标志性项目的投融资合作ꎬ 打造 “一带一路”
合作典范ꎬ 具有很高的示范效应ꎬ 意义重大ꎮ 国家开发银行、 进出口银行、
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应不断完善银政合作、 银银合作、 银保合作和银企合

作等多种合作模式ꎬ 为中国企业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实施合作项目提供高质

量的金融服务ꎮ 通过扩大人民币投融资的范围和规模ꎬ 整合项目融资、 银

团贷款、 投贷结合等多种投融资模式ꎬ 支持上合组织成员国信用等级较高

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①ꎮ 通过不断创新投融资模

式ꎬ 构建包括贷款、 基金、 保险、 信托、 股票、 债券在内的多元化融资渠

道ꎬ 金融助力中资企业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开展产业园区建设、 开发和运营ꎬ
引领中资企业参与上合组织区域内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资项目ꎬ 推进产能和

装备制造合作ꎮ

●合作博弈: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与成员国间的经济关系分析

丁　 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博士后、 经济

学博士)

强大而稳固的经济联系是现代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组织发展的基础ꎮ 当

前国际形势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ꎬ 全球化负面效应凸显ꎬ 贸易保护主义

抬头ꎬ 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ꎬ 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ꎬ 都将更

加谨慎、 更加有选择性地开放本国市场ꎬ 参与国际合作ꎮ 区域一体化因此

成为增强竞争力、 维护安全和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ꎮ 在此背景下ꎬ 上合组

织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将得以巩固ꎬ 但扩员后各经济主体之间的战略博

弈和贸易竞争也将有所激化ꎬ 合作博弈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经济关系

的基本特征ꎮ

—０６—
① 任飞: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人民币国际化研究»ꎬ «欧亚经济»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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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扩员与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经济合作

经济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主权国家制定长期经济规划、 实施中短期经

济政策时要考虑的主要因素ꎮ 近年来ꎬ 上合组织成员国不同程度地陷入

“增长困境”ꎬ 部分国家面临严重的财政赤字和巨额债务ꎬ 稳定经济形势或

推动经济转型成为其制定发展战略的重点ꎮ 欧美国家不断延长对俄罗斯的

经济制裁期限①ꎬ 不仅加重了俄罗斯的经济风险ꎬ 也通过贸易、 投资和侨

汇等渠道影响中亚国家的经济增长ꎮ 由于资源型经济结构改革无法一蹴而

就ꎬ 加强经济合作就成为其走出经济困境的必然选择ꎮ
扩员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步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ꎬ 主要表现在:
首先ꎬ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一方面拓展了上合组织的地缘经济空间ꎬ

使其覆盖范围从太平洋延伸至欧洲ꎬ 从北极扩展到印度洋ꎬ 另一方面也增

强了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潜力ꎬ 促进了合作领域的多元化和合作方式的多

样化ꎮ 能源和农业领域的合作仍将作为上合组织内部经济合作的重点和优

先方向ꎮ 印度能源消费市场巨大ꎬ 且对外依存度高ꎬ 保障能源安全是印度

加入上合组织的基本诉求ꎮ 印度专家指出ꎬ 扩员后 “中亚地区丰富的能源

将向印度敞开大门”②ꎬ 上合组织则将转化为一个大型的 “能源和经济集

团” ③ꎮ 与此同时ꎬ 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农业合作取得重要进展ꎬ 合作机制日

臻成熟ꎬ 区域内有机农产品的需求不断提高ꎬ 农业领域的相互投资也在逐年

增加ꎮ 印巴加入使得区域内饮食习惯更加复杂ꎬ 如何实现优势互补、 提高农

产品贸易规模是农业合作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ꎮ 此外ꎬ 旅游合作将成为经济

合作的亮点ꎮ 一是扩员后的上合组织区域内汇集了 １２％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ꎬ
旅游资源极其丰富ꎬ 双边和多边旅游合作规划已在推动ꎻ 二是通过旅游合作

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ꎬ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旅游合作纲要» 为公众的旅

游往来创造了条件ꎬ 而人员流动的便利化又无疑会促进经贸合作的深化发展ꎮ
其次ꎬ “一带一盟” 对接取得实质性进展ꎬ 上合组织将继续发挥平台作

用ꎬ 为对接提供经济和安全保障ꎮ ２０１６ 年中俄两国又提出共同建立 “欧亚全

—１６—

①

②

③

Чем грози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продление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анкций ｈｔｔｐｓ: / /
ｌｅｎｔａ ｒ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２９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ｅｕ /

Ａｂｈｉｓｈｅｋ Ｓ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ꎬ Ｈｏｗ Ｉｎｄｉａ ｃａ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ｆｒｏｍ Ｊｏｉｎｉｎｇ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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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ｎｄｒａ －ｍｏｄｉ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ｓｉａｎ －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ｓ － ｔａｓｈｋｅｎｔ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ｓｔｏｒｙ / １ / １１３４６ ｈｔｍｌ

Ｎ Ｄ Ｋｕｎｄｕꎬ Ｉｎｄｉ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ｉｖｅ ａ Ｃｌｏｓｅｒ Ｌｏｏｋ ｔｏ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ꎬ Ｉｎｄｉ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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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伙伴关系” 的倡议ꎬ 吸引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加入ꎮ 目前ꎬ 中俄两国的经

济合作已不仅局限于能源、 贸易、 投资和基础设施等传统领域ꎬ 以跨境电商

为代表的中俄线上贸易合作平台迅速发展: 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 “速卖通”
已成为最受俄罗斯欢迎的电商平台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该平台用户数量达２ ２２０万ꎻ
俄网络巨头 “Ｙａｎｄｅｘ” 旗下的支付系统已与全球数万家电商和互联网服务供

应商合作ꎬ 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ꎮ 中国和俄罗斯是推动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

重要引擎ꎬ 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对其他成员国间的合作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ꎮ
(二) 扩员后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经济博弈

国家主义的观点认为ꎬ 出于自身利益和合作需求而建立的国际组织ꎬ
其首要功能就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ꎮ 国家既是国际组织的主导者ꎬ 又

是国际组织的委托人ꎬ 当国际组织权力过大而威胁到国家利益时ꎬ 国家就

会采取措施限制其权力以维护自身利益①ꎮ 这也是上合组织经济功能始终

未能得到有效发挥的关键ꎮ
中国积极推进上合组织框架内的经济合作ꎬ 并将其与 “一带一路” 倡议

对接ꎬ 主张加快自贸区建设ꎬ 扩大本币结算范围ꎬ 实现区域内贸易便利化②ꎮ
然而ꎬ 随着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ꎬ 中国在组织中扮演的角色遭到质疑ꎮ

吉尔吉斯斯坦专家认为ꎬ 中国已经成为上合组织非正式的 “领导者”ꎬ 这不

仅引起部分成员国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反感ꎬ 也使其丧失了对组织的兴趣ꎬ
放弃了对组织发展路径的探索③ꎮ 由于担心中国凭借经济实力占据主导地

位ꎬ 俄罗斯对中国提出的各种经济合作倡议都态度消极ꎬ 甚至常常抵制ꎮ
有学者指出ꎬ 在俄罗斯眼中ꎬ 上合组织等多边制度安排只是为了满足其对

中亚政策的需要④ꎬ 俄更多地寄希望于欧亚经济联盟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ꎬ
并不愿看到上合组织的经济功能进一步扩大ꎮ “一带一盟” 对接的实质是中

俄两国为获得彼此支持而进行的战略妥协ꎮ 印度经济体量与俄罗斯相当ꎬ
且一直致力于追求大国地位ꎬ 近年来更是热衷于打造 “北南运输走廊”ꎬ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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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曾向红、 李孝天: «中亚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影响: 基于国家主义的

小国分析路径»ꎬ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В Воробьев ШОС и третья фаза Китая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 ｒｕ / ｎｕｍｂｅ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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М Иманалиев ШОС нуждается в нов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развития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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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更大规模地参与欧亚基础设施建设ꎮ 印度学者认为ꎬ “一带一路” 不仅是

一个经济倡议ꎬ 更是一个有着明确政治和安全意味的倡议ꎮ
上合组织内部经济博弈的焦点在于中亚地区ꎮ 中亚成员国处于欧亚核心地

带ꎬ 是上合组织的核心功能区ꎬ 各国围绕中亚地区的隐性竞争从未停止ꎮ 直至

印度加入上合组织ꎬ 中亚地区已成为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 中国倡导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印度策划的 “连接中亚” 三大战略的共同覆盖区ꎮ 单纯

从中亚国家与中、 俄、 印的对外贸易角度而言ꎬ 其竞争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俄

罗斯无疑是中亚国家对外贸易的优先方向ꎻ 近年来伴随着大规模的投资和产能合

作ꎬ 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ꎻ 而与印度的经贸合作则有较大的提升空间ꎮ
在进出口方面ꎬ 中国和俄罗斯是中亚成员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ꎬ ２０１６

年中俄与中亚成员国双边贸易额分别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 １７％ 和 １９％ ꎮ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６ 年中俄两国与中亚成员国双边贸易所占比重呈现此消彼长的特

征ꎬ 之后日趋吻合ꎬ 呈波动增长态势 (见图 １)ꎻ 印度与中亚成员国的双边

贸易所占比重相对较小ꎬ 保持在 ５％左右ꎬ 基本呈上升态势ꎮ 在贸易结构方

面ꎬ 俄罗斯和中国出口中亚的商品具有很强的竞争性ꎬ 主要集中在机械设

备、 电气设备、 钢铁制品和塑料等领域ꎬ 而印度出口中亚国家的商品主要

为医药产品、 咖啡和茶、 计量和检验设备、 肉类等ꎬ 虽机械设备也是主要

出口产品ꎬ 但规模远不及中俄: ２０１６ 年印度为 ５ ２３８ 万美元ꎬ 而中国为

１８ ５６ 亿美元ꎬ 俄罗斯为 １０ ５２ 亿美元ꎮ 若从出口结构来看ꎬ 印度在天然珍

珠和宝石、 矿物燃料、 铁路或电车轨道、 有机化学材料等方面的优势尚未

显现ꎬ 这些领域可成为印度与中亚成员国新的贸易增长点ꎮ
对于中亚成员国来说ꎬ 上合组织不仅是安全支柱ꎬ 也是其发展经济倚

重的平台之一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在大国博弈的过程中ꎬ 中亚国家并不只是

被动的接受者ꎮ 为打造欧亚统一经济空间ꎬ 将中亚变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大

型过境枢纽ꎬ 中亚成员国几乎都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设定为国家战略规划

的重点方向①ꎬ 在积极融入欧亚经济联盟的同时ꎬ 大力推动本国经济发展

战略与 “一带一路” 倡议的对接ꎮ 扩员后中亚国家经济政策的选择、 合作

伙伴的选择将更为灵活: 一是为中亚国家打通了出海口ꎬ 极大地缩短了陆

上运输距离ꎬ 有利于实现区域内贸易便利化ꎻ 二是推动了中亚国家能源原

材料出口的多元化ꎬ 有助于其增加财政收入ꎬ 缓解赤字和债务压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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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６ 年中、 俄、 印与中亚成员国双边贸易所占比重 (％)
资料来源: ＩＴＣ Ｔｒａｄｅ Ｍａｐ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ｏｒｇ

(三) 关于扩员后上合组织经济功能的思考

一是扩员后上合组织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区域性组织之一ꎬ 但从实际

影响力看ꎬ 至少在经济话语权方面ꎬ 并不具备显著优势ꎮ 这种话语权既表

现为特定国际关系格局内某主体拥有的制定经济规则的权力ꎬ 又包括维护

该经济秩序运行的权力ꎮ 上合组织成员国均为转型中的新兴经济体ꎬ 在适

应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方面尚显能力不足ꎬ 提及规则制定未免过于乐观ꎮ
此外ꎬ 上合组织区域内存在多个次区域经济组织或论坛ꎬ 如由亚行资助的

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等ꎬ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合组织的合作吸引力ꎮ
二是扩员后上合组织存在论坛化的风险ꎬ 决策能力将有所弱化ꎬ 经济

功能的实现也可能因此受阻ꎮ 印巴加入将进一步拉大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

水平的差异ꎬ 使一体化进程更加难以推动ꎬ 有专家消极地认为ꎬ 上合组织

扩员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合作解决具体问题的意义①ꎮ 即使如此ꎬ 现行合作

机制在务虚的沟通与协调方面仍能发挥作用②: 上合组织已建立了以元首

峰会为顶端的多层次定期会晤机制ꎬ 各层级、 各部门、 各地方交往和磋商

机制完备ꎻ 通过了多项谅解备忘录、 合作规划和发展纲要等ꎬ 夯实了上合

组织经济合作的法律基础ꎻ 各成员国在建立救助和融资基金、 构建双边货

币结算机制、 成立开发银行、 开立专门账户等问题上达成了广泛共识ꎬ 使

得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更加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ꎮ
(责任编辑: 高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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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远: «“一带一盟”: 中俄 “非对称倒三角” 结构下的对接问题分析»ꎬ «国

际经济评论»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