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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18 年的发展，经济

合作已经与安全合作、人文

合作共同构成上海合作组织

的三大支柱。众人拾柴火焰

高，只有加强合作对接的“抱

团”，才能实现繁荣发展的

“抱负”，共同创造区域内国

家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为今年上合组织峰会的主办方，吉尔吉斯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峰

会筹备工作。一年来，吉方积极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为维

护地区安全稳定、促进区域合作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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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这是6月9日在吉尔吉斯

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拍摄的街景。

新华社记者 毕晓洋摄

图② 6月6日，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主管机关边防部门领导人第七

次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举行，参会人员交流了上合组织成员

国边境形势。 （新华社发）

图③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音乐

厅外景。

本报记者 李遥远摄

上合组织拥有8个成员国、4个观察
员国、6 个对话伙伴，成员国经济和人口
总量分别约占全球总量的 20%和 40%，
共同构成了欧亚大陆上规模庞大的区域

市场，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如何将发
展潜力变为实实在在的增长动力是上合
组织成员国的重要任务。

一是通过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发展战
略对接，加强经贸合作的顶层设计。近年
来，“一带一路”倡议在多边和双边层面越
来越紧密地将上合组织成员国连接在一
起。2017 年 6 月份，中国和哈萨克斯坦
宣布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光明之
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实现两国发展战略
深度融合。2019 年 4 月份，中吉两国元
首就“一带一路”倡议同《吉尔吉斯共和国
2018—2040年国家发展战略》对接达成
共识，推动中吉友好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惠及两国人民。今年5月份，在欧亚经济
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表
示，中国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战略伙伴，欧
亚经济联盟建设应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对接好。实践证明，“一带一路”倡议
获得了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广泛认同，将为
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插上新的翅膀。

二是通过成员国之间的基础设施联
通，夯实上合框架下多边和双边贸易基

础。以公路铁路建设为引领的基础设施
联通，不仅将加快区域内的贸易物流速
度，而且将带来海关通关、检验检疫等一
系列规则和标准的对接，对改善投资环
境，促进人员、服务自由流动具有重要意
义。2018年2月25日，中国—吉尔吉斯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国际货运道路正式
通车，将三国间货物陆路运输时间由 10
天缩短到2天。2018年11月份，上合组
织新任秘书长诺罗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明确表示，其任期内一项重要目标就是在
维护安全、加强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经贸联
系的同时，大力推动建立中国通往吉尔吉
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吉尔吉
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也多次表示，比什
凯克有兴趣迅速启动中吉乌铁路建设。
一旦项目启动，将成为中国与欧洲之间铁
路运输新通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进一
步拓宽新亚欧大陆桥的运输范围，提高新
亚欧大陆桥在国际运输中的地位。

三是通过成员国间的地方经贸合作，
自上而下调动合作热情。创造良好的环
境、搭建便利的平台，让更多上合组织成

员国地方政府和中小企业参与到经贸合
作中来，这决定着上合组织经贸合作的广
度与深度。去年6月份，在青岛举行的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上，中国提出支持在青岛建设中国—
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青岛
市政府拟从今年起每年举办上海合作组
织地方经贸合作青岛论坛，同期举办上海
合作组织国际投资贸易博览会，以加快

“上合示范区”建设，巩固扩大上合组织青
岛峰会成果、拓展上合组织国家地方经贸
合作。“中国方案”进一步加强了上合组织
的经济合作属性，将拓展提升中国与上合
组织成员国地方经贸合作的空间。

上合组织因安全合作而生，因经济合
作而兴，因人文合作而久，在全球化和区
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上合组织成员国
领导人着眼挑战与机遇，本着互信、互利、
平等、协商的“上海精神”，坚定地推动经
贸合作提档升级。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
加强合作对接的“抱团”，才能实现繁荣发
展的“抱负”，共同创造区域内国家更加美
好的未来。

推动上合组织经贸合作提档升级
本报记者 廖伟径

2018年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结束
后，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
国。一年来，吉方大力弘扬“上海精神”，
延续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成果，积极推动各
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为维护地区安
全稳定、促进区域合作发展作出了新
贡献。

作为今年上合组织峰会的主办方，吉
尔吉斯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峰会筹备工
作。早在今年 1 月 11 日，吉尔吉斯斯坦
总统热恩别科夫就亲自主持筹备会议并
听取政府各部门汇报准备情况，指示一定
要举办一届高质量、高水平的峰会。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府对外政策部负
责人丹尼亚尔·瑟德科夫表示，吉方担任
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期间的主要工作是
提升上合组织权威性，打击恐怖主义、极
端主义和毒品贩运，深化各成员国在政
治、经贸、人文和投资等领域的合作。为
此，吉方已成功举行60余场活动，为峰会
的顺利召开打下了良好基础。

开展安全合作始终是上合组织成员
国的优先方向，在今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
上合组织成员国安全会议秘书会议上，吉

方表示愿与其他成员国一道，不断推进在
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等方
面的务实合作。吉尔吉斯斯坦安全会议
秘书萨金巴耶夫表示，上合组织成员国讨
论了一系列地缘政治问题，包括加快推动
解决阿富汗问题，从保障安全、发展经济、
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向阿富汗政府和人
民提供相应帮助等。为此，各方准备通过
一份“上合组织—阿富汗”框架下的“路线
图”方案。

深化务实合作是上合组织成员国的
共同期待，吉尔吉斯斯坦总理阿布尔加济
耶夫指出，未来上合组织有望成为一个强
大的经济组织。5月17日，上合组织工商
论坛在比什凯克举行，期间签订了约 20

亿美元的合作协议。阿布尔加济耶夫总
理指出，未来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实现投
资、商品、服务、劳动力自由流动将充分释
放上合组织发展潜力，各成员国将因此实
现共赢。他表示，上合组织成员国已成为
吉尔吉斯斯坦主要投资伙伴，吉方期待加
强各领域务实合作，特别是在旅游业和能
源领域，合作潜力巨大。

推动人文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是上合
组织发展的长远保障。5 月 11 日，2019
上合组织“伊塞克湖马拉松赛”在吉尔吉
斯斯坦举行，共有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
的3000余名选手参加，活动旨在推动上
合组织各成员国的体育文化交流，加深友
谊，开拓合作。延续青岛峰会经验，上合

组织第二届媒体论坛于5月24日在比什
凯克举行，与会人士围绕“媒体在发展上
合组织合作中的作用”主题深入交流，热
恩别科夫总统在致辞中表示，上合组织的
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各国和各国人民之
间营造信任及相互尊重的良好氛围，大众
媒体在该项工作中担任重要角色。

对于本届峰会成果，上合组织秘书
长诺罗夫表示，成员国领导人将签署并
发表《比什凯克宣言》以及会议新闻公
报，签署或批准涉及多个领域多份合作
文件，其中《比什凯克宣言》将反映成
员国领导人对上合组织发展的共同愿
景，表达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共同立
场，这将对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安全稳定
产生重大影响。

毫无疑问，本届峰会的丰硕成果与吉
尔吉斯斯坦政府的努力密切相关，正如诺
罗夫所说，吉方在担任主席国期间，积极
组织各方在各个领域开展了井然有序的
合作。有理由相信，“上海精神”将在成员
国间一棒接一棒地传递下去，在上合组织
发展前进的“长跑”中，每一次交棒都是新
起点，互利合作没有终点。

每 一 次 交 棒 都 是 新 起 点
——记吉尔吉斯斯坦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一年间

本报记者 廖伟径

仲夏，比什凯克正式进
入“上合时间”，上海合作组
织各成员国领导人将齐聚楚
河河谷，共商合作大计。在
继续筑牢安全之基、高扬经
贸之帆的同时，也将为正在
盛放的上合组织人文之花注
入更多养分。

随着上合组织国家互
办文化年、语言年、旅游年、
艺术节等创新交往形式不
断丰富，上合组织秘书处举
办的“上合组织—我们共同
的家园”系列活动形态不断
拓展，中国倡议的媒体论坛
和妇女论坛等新领域合作
机制继续成功举办，上合组
织各国间情感纽带不断被
拉近，沟通交流的桥梁也更
为通畅，彼此间文明互学互
鉴的意愿不断提升，区域内
友好合作的民意基础也得
以不断夯实。

作为人口最多、地域最
广、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
组织，上合组织覆盖了欧亚
大陆的大片地域，成员国总
人 口 约 占 世 界 总 人 口 的
40%。该区域作为多种文明
的发祥地，长期以来多种文
明互相碰撞交流、互相借鉴，
形成了彼此尊重、开放包容
的历史传统，不仅为开展丰
富多彩的人文交流活动创造
了条件，也为未来继续深化
人文领域合作提供了广阔
空间。

上合组织人文合作欣荣景象一方面得益于各国文化
的多样性以及互相交流所迸发的无限可能性，另一方面
离不开“上海精神”的引领。正是在“互信、互利、平等、协
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各成员
国之间的人文交流蓬勃开展，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旅游合作
发展纲要》等系列重要合作文件，举办了文化节、艺术展、
青年节、电视合作论坛、文化研修班等交流活动，不断推
进成员国文化产业合作进程。

与此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以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与“上海精神”交相辉映，为上合组织人文合作注入了新
动力。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上合组织框架下的
各种智库论坛和国际会议正吸引各国学界、政界、业界和
文化界精英研讨多元文明的交流融合，为构建政治多极、
经济均衡、文化多样、安全互信、环境可持续的和谐世界
不断贡献“上合智慧”。

在当前异常复杂和多变的国际及地区形势下，“上海
精神”和“丝路精神”所强调的合作发展理念具有深刻的
现实意义，正引领各国在开展人文合作时超越国情发展、
利益诉求的差异，开展真诚对话、包容互鉴，也将各国民
众的心牢牢系在一起，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打牢民意和
社会基础。

近年来，上合组织在人文交流方面成果丰硕，人文交
流正不断拉近民心，助力各方增进相互了解，为上合组织
发展营造良好氛围，这已成为在安全和经济合作的同时，
推动上合组织不断向前发展的又一重要驱动力。

可以说，在上合组织这片广袤土地上绽放的人文之
花，受多样文明和多元文化滋养，正向着“上海精神”和

“丝路精神”指引的方向微笑绽放。相信上合组织比什凯
克峰会的成果将会为这朵人文之花提供更多养分，令其
更加娇艳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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