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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 扬“ 上 海 精 神 ” 构 建 命 运 共 同 体
——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
（2018 年 6 月 10 日，青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尊敬的各位同事：
六月的青岛，风景如画。在这美好
的时节，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出席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早在 2500 多年前，中国古代伟大的
思想家孔子就说：
“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
乐乎？”今天，孔子的故乡山东喜迎远道
而来的各方贵宾，我们在这里共商上海
合作组织发展大计，具有特殊意义。
再过 5 天，上海合作组织将迎来 17
岁生日。抚今追昔，本组织走过了不平
凡的发展历程，
取得了重大成就。
17 年来，我们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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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遵循，构建起不结盟、不
对 抗 、不 针 对 第 三 方 的 建 设 性 伙 伴 关
系。这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
新，开创了区域合作新模式，为地区和平
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今天，上海合作组织是世界上幅员
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
成员国的经济和人口总量分别约占全球
的 20%和 40%。上海合作组织拥有 4 个
观察员国、6 个对话伙伴，并同联合国等
国际和地区组织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
系，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经成为促进
世界和平与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不
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上海合作组织始终保持旺盛生命
力、强劲合作动力，根本原因在于它创造
性地提出并始终践行“上海精神”，主张
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
谋求共同发展。这超越了文明冲突、冷
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掀开了国
际关系史崭新的一页，得到国际社会日
益广泛的认同。
各位同事！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
下”。面对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
新形势，为更好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
我们必须登高望远，正确认识和把握世
界大势和时代潮流。
尽管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依然存在，
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
合理方向发展的呼声不容忽视，
国际关系
民主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尽管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
断涌现，但捍卫和平的力量终将战胜破
坏和平的势力，
安全稳定是人心所向。
尽管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
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但“地球村”
的世界决定了各国日益利益交融、命运
与共，
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
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
时沉渣泛起，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
的不竭动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
人民共同愿望。
各位同事！
当前，世界发展既充满希望，也面临
挑战，我们的未来无比光明，但前方的道
路不会平坦。我们要进一步弘扬“上海
精神”
，
破解时代难题，化解风险挑战。
——我们要提倡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实现各国经济社会
协同进步，解决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问题，
缩小发展差距，
促进共同繁荣。
——我们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集团对
抗，反对以牺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绝对
安全的做法，实现普遍安全。
——我们要秉持开放、融通、互利、
共赢的合作观，拒绝自私自利、短视封闭
的狭隘政策，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
持多边贸易体制，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
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
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
存超越文明优越。
——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
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各位同事！
“上海精神”是我们共同的财富，上
海合作组织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要
继续在“上海精神”指引下，同舟共济，精
诚合作，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
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携手
迈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
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此，我愿提
出以下建议。
第一，凝聚团结互信的强大力量。
我们要全面落实青岛宣言、长期睦邻友
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等文件，尊重各自
选择的发展道路，兼顾彼此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通过换位思考增进相互理解，
通过求同存异促进和睦团结，不断增强
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二，筑牢和平安全的共同基础。
我们要积极落实打击“三股势力”2019 至
2021 年合作纲要，继续举行“和平使命”
等联合反恐演习，强化防务安全、执法安
全、信息安全合作。要发挥“上海合作组
织—阿富汗联络组”作用，促进阿富汗和
平重建进程。未来 3 年，中方愿利用中
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
训基地等平台，为各方培训 2000 名执法
人员，
强化执法能力建设。
第三，打造共同发展繁荣的强劲引
擎。我们要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本着共
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加快地区贸易便利化进程，加紧落实国

海天一色，白帆点点。青岛奥帆中
心，2008 年北京奥运会帆船比赛之地，
向世界敞开怀抱，
欢迎远方的朋友。
和合共生，天下大同。上海合作组
织扩员后的首次峰会上，新老成员齐聚
组织诞生地中国，
携手筑梦未来。
“我们要继续在‘上海精神’指引下，
同舟共济，精诚合作，齐心协力构建上海
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日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凝聚各方共识，
展现大国担当，擘画发展新蓝图，开启了
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
海之情，合之韵。以青岛峰会为新
的起点，上合组织必将向着更加光明的
美好未来，扬帆远航！
高扬
“上海精神”
风帆再出发
世界的聚光灯下，
10日上午，
位于奥帆
中心的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内，
上合组织成
员国领导人留下了扩员后的首张
“全家福”
。
浮山湾畔，海浪声声，见证上合组织
发展的历史新进程。
抚今追昔，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回
顾了上合组织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指出
17 年来上合组织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
已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
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和
人口总量分别约占全球的 20%和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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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
平主席说。
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
明、谋求共同发展——短短 20 字的“上
海精神”历久弥新，展现超越时代和地域
的生命力和价值。
——向历史致敬，践行“上海精神”
是上合组织发展壮大的立足之本。
5 年来，从比什凯克到杜尚别，从乌
法到塔什干，从阿斯塔纳再到青岛……
在习近平主席一系列上合组织峰会重要
讲话中，
“上海精神”贯穿始终。
上合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表示，面

筑梦扬帆，携手创造更加光明的美好未来
——习近平主席上合组织青岛峰会重要讲话解读
对更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上合组织秉
承“上海精神”，携手应对挑战，推动区域
合作之路越走越宽。
——向未来进发，弘扬“上海精神”
是指引上合组织前行的精神动力。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是上合组
织非常重要的一次扩员行动。”出席峰会
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表示，新
的起点上，上合组织在全球的影响力将
会越来越大。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冯
玉军说，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
发展背景下，面对更多不确定性风险，弘
扬“上海精神”不仅为地区发展注入动力
和自信，
也为整个世界带来深刻启迪。
安全稳定是人心所向，
合作共赢是大
势所趋，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共同愿望
……面对世界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
上
合组织必将高扬
“上海精神”
风帆，
为地区
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新征程绘就新蓝图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
登泰山而小天下。
”
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内，寓意“国泰民
安”的巨幅山水画前，习近平主席同出席
峰会的成员国领导人、常设机构负责人、
观察员国领导人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负
责人亲切握手。
繁荣发展，国泰民安——面对依然
存在的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面对
不断涌现的安全威胁和逆全球化思潮，
这是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共同期盼。
开启新征程，
擘画新蓝图。
“我们的未来无比光明，但前方的道
路不会平坦。”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用五
个“观”，阐明进一步弘扬“上海精神”，破
解时代难题，化解风险挑战之道：
——提倡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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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邓浩
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是对上合组织 17
年成功经验的高度概括，是对“上海精
神”的新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上
海精神”
的时代内涵。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回望过去，一个个项目成为上合组
织区域务实合作的亮丽名片——
中哈 51 个产能合作项目总投资超
260 亿美元；
中乌鹏盛工业园为乌兹别克
斯坦创造 1500 多个就业机会；中白工业
园吸引多个国家的 34 家企业入驻……
面向未来，各成员国间互信不断深
化、合作走深走实，凝聚更广泛共识——
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共同繁荣；摒弃
冷战思维、集团对抗；构建开放型世界经
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不断改革
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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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
重要文件确定的宗旨和原则指引下，
新老
成员有机融合，
实现开放包容发展，
上合大
家庭凝聚力越来越强。
”
印度尼赫鲁大学中
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狄伯杰说。
为构建命运共同体贡献
“中国智慧”
和衷共济，
四海一家。
“
‘地球村’
的世界决定了各国日益利
益交融、
命运与共，
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
”
“拒绝自私自利、短视封闭的狭隘政
策，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多边贸
易体制，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

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等合作文件。中
国欢迎各方积极参与今年 11 月将在上
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
国政府支持在青岛建设中国—上海合作
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还将设立“中
国—上海合作组织法律服务委员会”，为
经贸合作提供法律支持。
我宣布，中方将在上海合作组织银
行联合体框架内设立 300 亿元人民币等
值专项贷款。
第四，拉紧人文交流合作的共同纽
带。我们要积极落实成员国环保合作构
想等文件，
继续办好青年交流营等品牌项
目，扎实推进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卫
生、
减灾、
媒体等各领域合作。未来 3 年，
中方将为各成员国提供 3000 个人力资源
开发培训名额，
增强民众对上海合作组织
大家庭的了解和认同。中方愿利用风云
二号气象卫星为各方提供气象服务。
第五，共同拓展国际合作的伙伴网
络。我们要强化同观察员国、对话伙伴
等地区国家交流合作，密切同联合国等
国际和地区组织的伙伴关系，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
开展对话，为推动化解热点问题、完善全
球治理作出贡献。
各位同事！
一年来，在各成员国大力支持和帮
助下，中方完成了主席国工作，并举办了
本次峰会。在这里，我向大家表示诚挚
的谢意。中方愿同各成员国一道，本着
积极务实、友好合作的精神，全面落实本
次会议的共识，支持下一任主席国吉尔
吉斯斯坦的工作，携手创造本组织更加
光明的美好未来！
谢谢各位。
（人民日报青岛 6 月 10 日电）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地区贸
易便利化进程，加紧落实国际道路运输
便利化协定等合作文件。”
在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国际形势中不安定、不确定因素依然突
出的大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发
出响亮的
“中国声音”。
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五项建
议，为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中
国智慧”：
——凝聚团结互信的强大力量；
——筑牢和平安全的共同基础；
——打造共同发展繁荣的强劲引擎；
——拉紧人文交流合作的共同纽带；
——共同拓展国际合作的伙伴网络。
此外，讲话提出的一系列合作新举
措掷地有声，如未来三年，中方愿为各方
培训 2000 名执法人员；将在上海合作组
织银行联合体框架内设立 300 亿元人民
币等值专项贷款；愿利用风云二号气象
卫星为各方提供气象服务……
邓浩说，习近平主席讲话务实具体，
表明中国正拿出实际行动、以中国担当
推动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从青岛
峰会成果看，中国贡献赢得各方高度评
价，
“ 一带一路”倡议也再次受到了广泛
欢迎和支持，下一步各方关键要全面落
实本次会议共识，
携手开启新征程。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说，面对地
缘政治和经济转型，不确定性成为发展
常 态 ，贸 易 保 护 主 义 影 响 上 合 组 织 各
方。中方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
的建议，有利于各方携手应对新挑战，上
合组织应为此作出更大贡献。
“‘上海精神’是我们共同的财富，上
海合作组织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
好风凭借力，
扬帆正当时。
会场外，浮山湾畔。与会各国国旗、
上合组织会旗和与会国际组织旗帜迎风
飘扬，中国梦与世界梦交融激荡，共创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光明的美好未来。
新华社青岛 6 月 10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