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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青岛峰会

新华社青岛 6 月 8 日电
(记者荣启涵、席敏)山东省政
府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魏华
祥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新
闻中心 8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上合组织成员国已成为山东外
贸进出口的重要增长点，山东
将以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为契
机，加快构建国际开放大通道。

魏华祥表示，山东是我国
首批对外开放的沿海省份之
一，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
汇点。近年来，山东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2017 年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际投资
100 . 6 亿元；全省已有 9 地市
开通“欧亚班列”，累计开行班
次 500 列，形成东连日韩、西接
中亚及欧洲的国际海陆大通
道。

魏华祥说，以上合组织青
岛峰会为契机，山东将继续以
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为载体，

着力推动一批重点合作项目，

同时加强国际贸易合作，深入
拓展多元国际市场。

他介绍，根据规划，中国-
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
将落户此次上合组织峰会的举
办地青岛。该示范区的建设，将
使山东作为上合组织有关国家
和中亚地区面向亚太市场的重
要“出海口”，也为日韩等亚太
国家商品进入中亚地区，辐射
中东欧、西欧地区提供重要平
台。

魏华祥说，山东还将继续
深入探索与上合组织国家的贸
易物流合作新模式，打造贯通
欧亚大陆的国际贸易物流通
道，进一步彰显山东在“一带一
路”开放格局中的重要作用，再造山东对外开放新优势。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山东对上合组织国家贸易进出口
总额为 287 . 2 亿元，其中出口 146 . 7 亿元，进口 140 . 5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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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明斯克 6 月 9 日电(记者魏忠杰、
李佳)“独联体与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各成员
国安全与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
面有相似之处，希望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的召
开进一步推动两个组织在安全与经济方面的
合作。”独联体执行委员会主席列别杰夫日前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如此表示。

列别杰夫指出，上合组织秘书处与独联
体执委会于 2015 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两
个组织合作的基础，该文件规定双方合作的
优先方向是安全、经济及人文合作。他说，独
联体非常期待在青岛峰会期间能就继续加强
两个组织各专业机构间的安全合作，以及加
强独联体各国相关项目与中国“一带一路”倡
议的对接做进一步探讨。

他认为，独联体与上合组织间继续加强
安全合作的空间很大，双方将在保障安全、

应对当前威胁与挑战方面继续加强合作。他
介绍说，不久前独联体反恐中心、集体安全
条约组织(集安组织)秘书处和上合组织地
区反恐怖机构在莫斯科签署了新的合作谅
解备忘录，各方愿意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
势力方面加强合作，并就加强信息交换以应
对新挑战新威胁达成一致。

在经济合作层面，列别杰夫表示，在全球

市场和资源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上合组
织与独联体之间开展协调行动并实施有发展
前景的互利项目、深化经贸关系、扩大区域及
边境合作有着重要意义。他认为，独联体与上
合组织在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电子商务和服务
贸易方面有着很大的合作潜力。

他说，中国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给独
联体尤其是中亚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发展
注入新动力，该倡议为相关方面扩大并深化
互利务实合作提供了机会。这一倡议的实施，
有助于促进各国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拉近
各民族间的距离、增强各国的睦邻友好、促进
相关各国的文化融通。

此外，列别杰夫认为，独联体与上合组织
在教育、文化、科学、体育、旅游及青年等领域
也拥有广阔的合作机遇。

他表示，独联体与上合组织都反对强权
政治，主张建立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反
对干涉别国内政。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建立
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坦诚交流和相互关切
基础上。

他认为，青岛峰会将再次彰显上合组织
作为目前多极世界重要支撑之一的作用。在
当今全球形势依然紧张的情况下，上合组织
倡导的“上海精神”显得尤其重要。

独联体与上合组织

加强合作空间很大
访独联体执委会主席列别杰夫

新华社莫斯科 6 月 9 日电(记者栾海)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集安组织)与上海合作
组织(上合组织)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应对
新型挑战和威胁方面开展合作是强强联合，

可使相关工作效率倍增。集安组织期待与上
合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集安组织秘书长尤
里·哈恰图罗夫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如是说。

集安组织成立于 2002 年 5 月，由 1992
年签署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演变而来，目
前有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
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 6 个成员国。

谈及与上合组织的合作渊源，哈恰图罗
夫介绍，双方依据 2007 年在塔吉克斯坦首都
杜尚别签署的合作备忘录交换情报，联合打
击武器走私、毒品交易及有组织跨国犯罪，共
同应对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威胁与挑战，维
护欧亚地区及世界安全稳定。

“这份备忘录的签署反映出双方希望加
强建设性合作，以便更有效地完成维护地区
安全任务，”哈恰图罗夫说，“依据这份备忘
录，集安组织与上合组织分别派代表出席对
方举办的国际安全会议及论坛，共同制定并
落实相关合作规划。”

哈恰图罗夫表示，集安组织的 6 个成员

国中，有 4 国同时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其余两
国分别是上合组织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上
合组织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而这也是集安组织的主要工作，因此集
安组织非常重视与上合组织加强互利合作。

哈恰图罗夫表示，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期
间，集安组织、上合组织和独立国家联合体
(独联体)将举行三方会晤。此外，集安组织代
表将应邀出席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今年
举行的反恐合作会议。

哈恰图罗夫指出，集安组织与上合组织
还有很多合作潜力可以发掘，其中在禁毒合
作方面有待充分开展组织间协作。

哈恰图罗夫认为，目前上合组织正推动
欧亚地区持续发展。“每一次上合峰会的召开
都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深化合作道路上迈出
的坚实新步伐，作为今年上合组织轮值主席
国的中国，将为青岛峰会取得丰硕成果作出
突出贡献。”

“集安组织欢迎上合组织大力推动欧亚
地区经济一体化，”哈恰图罗夫说，“集安组织
将一如既往地关注欧亚地区安全问题，致力
于同上合组织磋商如何应对各类新型挑战与
威胁。我相信，双方就此作出的新决策将为两
大组织进一步加强相关合作带来新机遇。”

集安组织与上合组织

开展合作可使效率倍增
访集安组织秘书长尤里·哈恰图罗夫

哈萨克斯坦志愿者珍珠———

“真没想到我能直接

服务上合青岛峰会”

▲ 6 月 8 日，珍珠在上合青岛峰会新闻中心。

新华社记者郭绪雷摄

见到珍珠颇费一番周折，因为她现在“服务上合组织青
岛峰会非常忙”。

23 岁的珍珠来自哈萨克斯坦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已
经在青岛求学 4 年的她，目前在位于青岛的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石油工程专业读大四。她的哈萨克斯坦名字翻译成
中文后，恰好是“珍珠”的意思。

“真的没有想到，我能成为一名志愿者，直接服务于上
合组织青岛峰会。”在青岛最美的地点之一，中国海洋大学
鱼山校区门口见到她时，她正在给哈萨克斯坦电视台记者
介绍学校的情况。

“3 天前，学校老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可以当志愿者
时，我太激动了，手机都差点掉了。”爱笑的珍珠告诉记者。

哈萨克斯坦电视台记者叶斯姆说，自己很少来中国，也
不熟悉青岛。这次有珍珠当翻译和向导，而珍珠又在这个城
市读书，很了解这里，很不错。

显然，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记者们已经很喜欢这个大学
生志愿者了。8 日午后，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新闻中心，珍
珠指着《青岛早报》上的照片，给四五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
记者介绍青岛。

“这里是五四广场，不远的地方是奥帆中心，上合组织
青岛峰会的主会场就在附近。”珍珠认真地介绍。看得出，对
青岛的了解，让她介绍起来游刃有余。

事实上，在来中国之前，她对中国了解并不多。
“来中国读书、选择石油专业，其实都是父亲为我安排

的。”珍珠说，父亲在哈萨克斯坦从事石油行业，他认为中国
发展速度非常快，来这里能学到很多。“但当时我对中国了
解非常少，只是看过一点《西游记》。”

如今，珍珠很感谢父亲的选择。在青岛求学，她最大的
感受是“这里真美”。

在此前的采访中，珍珠想成为志愿者服务上合组织青
岛峰会。如今，她的愿望实现了。

“我会好好地把翻译和向导的工作做好，让更多哈萨克
斯坦人了解青岛，了解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珍珠说。

(记者张志龙、高帆)新华社青岛 6 月 8 日电

 6 月 8 日，在位于青岛
香港中路的一处志愿服务驿
站，青岛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
俄罗斯留学生奥列加（前右
一）在用汉语与一名小女孩交
流。

6 月 9 日至 10 日，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在青岛举行。几名来
自青岛大学的留学生志愿者在
位于青岛香港中路的志愿服务
驿站，为过往路人提供语言翻
译 、交通引导 、信息咨询等服
务。

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上合青岛峰会

活跃着

留学生志愿者

新华社喀布尔 6 月 8 日电(记者孙勇、代
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即将在中国青岛召开。在赴华出席会议前
夕，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在喀布尔接受
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上合组织为地区稳定
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阿富汗希望与上合组织
成员国围绕经贸、安全、人文等领域进一步加
强对话，为共同促进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而努
力。

加尼表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17 周
年。作为今年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中国一
贯弘扬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
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
而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上海
精神”相辅相成，充分体现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共
同意愿。

加尼表示，他对于青岛之行充满期待，愿
同与会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就共同关心的话
题深入讨论。其中，如何进一步提升区域经贸
合作水平将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阿富汗可以为促进区域合作提供平
台。”加尼表示，阿富汗在历史上曾经是古丝
绸之路的重要枢纽。阿富汗在未来要充分利
用上合组织创造的机遇努力发展为地区互联
互通的中心，成为连接东亚、中亚、西亚和南
亚的桥梁。

在谈到上合组织成员国安全合作时，加
尼表示，阿富汗正处于国际反恐斗争的前线，
上合组织成员国对此深表关切，因为早日实
现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符合地区利益。“区域
各国必须就反恐斗争达成共识，并且采取共
同行动。”

加尼强调，阿富汗作为上合组织观察员
国，需要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就共同维护地区
安全、打击恐怖主义在未来提升合作水平。

“支持阿富汗就是支持区域各国自身未来安
全，阻止恐怖主义进一步蔓延。”

为了促进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上合组
织与阿富汗于 2005 年建立“上合组织-阿富
汗联络组”，成为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建立的磋
商机制。2018 年 5 月 28 日，中国在北京主持
召开“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组”副外长级会
议，这表明上合组织对阿富汗问题的关注度
日益提升。

在谈到中国与阿富汗在上合框架下的合
作前景时，加尼表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是亚洲经济的引擎。他曾去过中国许多
省份参观，中国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让他印象

深刻。
他说，中国一贯致力于维护本地区的和

平与稳定，他对于中国积极参与阿富汗和平
重建表示由衷的赞赏和感谢。与此同时，阿富
汗非常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中国具有广
阔的消费市场，阿富汗的商品，可以通过出口
中国促进自身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同样有
利于促进阿富汗的社会稳定。

加尼最后指出，近年来阿中两国人文交
流日益密切。据了解，2015 年至今，中方已为
阿培训超过 2300 名各领域专业人才，今年计
划至少再培训 1000 名。2017 年，中国向阿富
汗提供了 150 多个奖学金名额，在华学习的
阿富汗留学生达 307 人。“我们正在扩大双方
人员交往的规模，因为这也将同样有利于促
进双方的相互了解和信任。”

上合组织为地区稳定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访阿富汗总统加尼

新华社青岛 6 月 8 日电(记者白瀛、张志
龙)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旅游促进与国际合作
司相关负责人 8 日在青岛透露，一些上合组
织成员国已成中国公民出境游的新兴目的
地。2017 年，俄罗斯、印度、哈萨克斯坦位列
中国游客赴上合组织成员国旅游目的地的前
三位。

当日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新闻中心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位负责人介绍，俄罗斯是
中国游客传统热门目的地，常年位列出境游目
的地国前十位；2017 年中国游客赴俄罗斯近
170 万人次，俄罗斯游客赴中国 230 余万人次。

印度是中国出境游的新兴市场，2017 年中
国游客赴印度近 20 万人次；近年来印度游
客来华旅游人次大幅增加，2017 年达 80 多
万。2017 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游客往来均
为 20 余万人次。

“上合组织和‘一带一路’倡议为古丝绸之
路沿线国家的旅游市场提升了热度，也为各
国开展旅游合作补充了新内容，开拓了新领
域。”这位负责人说，中国和中亚国家通过上
合组织开展旅游业合作的意愿和积极性非常
高。

2016 年 6 月，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期间，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旅游合作发展纲要》。2017 年 6 月，第
十七次会议期间，签署了《2017-2018 年落实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旅游合作发展纲要〉联
合行动计划》。

这位负责人介绍，即将在第十八次会议
期间签署的《 2019-2020 年落实〈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旅游合作发展纲要〉联合行动计
划》，涵盖了国家旅游部门的合作、推动旅游
产品领域的合作、提高旅游服务质量的合
作、保护旅游者合法权益及保障旅游安全领
域的合作、科研和旅游技术领域的合作五方

面内容。
“我们希望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与各成员

国进一步扩大双向旅游交流规模，推动实施
更加便利的签证措施，简化入境旅游通关手
续，不断提升旅游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拓展旅
游合作平台，鼓励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间的
对话及合作，通过旅游推动与上合组织成员
国间的人文交流，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增
长。”这位负责人说。

据介绍，即将签署的联合行动计划中，包
括制定多样化的旅游产品，建立一程多站式
线路，让游客一次出行，游览多个国家。

上合组织成员国成中国出境游新兴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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