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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请求在第六十二届会议议程内列入一个增列项目 
 
 

  给予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观察员地位 
 
 

  2007 年 10 月 3 日哈萨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5 条，谨请求在大会第六十二届会

议议程内列入一个增列项目“给予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的观察员地

位”。 

 兹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20 条，附上支持上述请求的解释性备忘录（见附件

一）。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包括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长马拉塔·塔辛的信作为

大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贝尔加内姆·艾季莫娃（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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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解释性备忘录 
 

1. 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期间（1992 年），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

扎尔巴耶夫宣布倡议召开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其主要目的是在亚

洲创立一个有效的安全问题对话结构。这一进程的三个基本方面活动是：从军事-

政治方面衡量安全，经济合作，人道主义和人权领域的互动。 

2. 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亚洲信任会议）是一个联合亚洲大陆各

国的结构，其任务是加强亚洲各国的相互合作，实现区域稳定和保障安全。亚洲

信任会议协助推动富有成果的相互协作和交流，促进有利于稳定经济增长的条

件。亚洲信任会议的目的是推动和平解决亚洲大陆的争端，加强区域和全球打击

恐怖主义的合作，推动宽容和相互理解。 

3. 亚洲信任会议第一次首脑会议于 2002 年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召开。此后，

亚洲信任会议的势头越来越大，拟定了主要原则，提出了安全、经济、环境和文

化领域各种各样的多边和双边举措。首脑会议上签署了《阿拉木图决议书》和《亚

洲信任会议关于消除恐怖主义和促进各文明之间对话宣言》。 

4. 首脑会议与会者特别注意到现已设立一个新的政治进程，以便为亚洲各国多

边对话和平等互动开创新的局面、从而加强安全和稳定，创造信任与合作的气氛。

亚洲各国领导人拟定了在信任、尊重和合作基础上的亚洲安全新原则。《阿拉木

图决议书》和《亚洲信任会议宣言》反映了这些原则。 

5. 《亚洲信任会议建立信任措施目录》、《亚洲信任会议议事规则》和《宣言》

的通过，是 2004 年 10 月亚洲信任会议成员国外交部长第二次会议的主要成果。

这是亚洲大陆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一份就各种各样稳定和安全问题提供多边

合作的综合性文件。 

6. 2006 年 6 月 17 日，亚洲信任会议第二次首脑会议在阿拉木图召开，会议通

过了《亚洲信任会议第二次首脑会议宣言》，签署了《亚洲信任会议秘书处规约》。 

7. 亚洲信任会议成员国有：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蒙古、埃及、印度、伊

朗、以色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大韩民国、俄

罗斯联邦、塔吉克斯斯坦、泰国、土耳其和乌兹别克斯坦（18）。观察员国有：

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乌克兰、美利坚合众国、越南（6）。观察员组织

有：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3）。 

8. 亚洲信任会议下一步活动将力求继续联合努力，执行《亚洲信任会议建立信

任措施目录》中提到的建立信任措施，以及制订共同的办法，应对亚洲安全所面

临的新威胁和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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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们认为，为了使亚洲信任会议同联合国之间的合作与互动更有效，达到

佳程度，双方关系今后应建立在定期、组织良好的基础上。给予亚洲信任会议大

会观察员地位，将有助于实现这项目标。这将有助于具体加强亚洲信任会议同联

合国之间的协调，扩大相互的能力，以便推动努力确保区域和全球的和平、安全

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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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决议草案 
 
 

  给予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大会观察员地位 
 
 

 大会， 

 注意到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希望增进与联合国的合作， 

 1.决定邀请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届

会和工作； 

 2.请秘书长采取必要行动执行本决议。 



 A/62/232

 

507-52973 

 

附件三 
 
 

  2007 年 9 月 4 日 
 
 

  哈萨克斯坦外交部长马拉塔·塔辛给秘书长的信 
 
 

 2006 年 6 月，根据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亚洲信任会议）第二

届首脑会议的决定，亚洲信任会议秘书处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拉木图开始运

作。这标志着，亚洲信任会议作为一个正规的国际论坛，其工作已进入新的阶段。 

 我愿借此机会感谢联合国领导人参加《亚洲信任会议秘书处规约》的签字仪

式。 

 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的主要目标和宗旨是：制订多边办法，以

加强合作，从而增进亚洲和平、安全和稳定。相互信任、互惠互利、平等、和谐、

尊重文化多样性、实现共同发展等原则是亚洲信任会议活动的基础。亚洲信任会

议追求的目标不仅仅符合其成员国的共同利益，也符合当今全球趋势。为了实现

这些目标，成员国正在采取必要步骤，把亚洲信任会议发展成一个在亚洲安全问

题相关共识基础上开展对话、协商、作出决定和制定措施的论坛。 

 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中载明的各项目

标和原则，支持维护联合国的信誉及其在国际事务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会议愿意

同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各种各样的对话、意见交换及合

作，并且一道促进全世界的和平、安全和发展。 

 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成立亚洲信任会议，为的是解决经济、环境、人

和政治-军事方面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并且对付诸如恐怖主义、非法贩毒、贩卖

人口和洗钱等新的挑战和威胁。2007 年 3 月 14 日副部长级高级官员委员会在曼

谷批准的极其重要文件之一是题为“合作执行亚洲信任会议建立信任措施”的文

件，其中列出了亚洲信任会议成员国关注的领域。现将此文件一并附上，供阁下

参考（见附文）。 

 有鉴于此，我谨通知阁下，2007 年 3 月 5 日，会议的 18 个成员国（阿富汗、

阿塞拜疆、中国、蒙古、埃及、印度、伊朗、以色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大韩民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泰国、土耳其和乌

兹别克斯坦）一致作出决定，商定向联合国提出申请，要求把亚洲信任会议列入

非成员国实体和组织名单，可长期受邀作为观察员参加联大的届会和工作。在这

方面，哈萨克斯坦作为亚洲信任会议主席，请阁下支持并协助启动联合国内部的

程序，把亚洲信任会议列入名单。 

 我相信，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作为联大观察员，将更加积极参

加国际事务，扩大同联合国、亚洲信任会议以外的会员国、国际和区域组织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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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之间的合作，为维护区域和全球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协助增进区域安宁。亚

洲信任会议将为此而努力工作。 

 

           亚洲信任会议部长会议主席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长 

           马拉塔·塔辛（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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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执行亚洲信任会议建立信任措施的合作办法 
 
 

  导言 
 

 《目录》已经强调指出，亚洲信任会议建立信任措施的执行，对亚洲具有重

大意义，它也将在创造亚洲和平、信任和友谊气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方面的

潜力巨大，而且为了利用这种潜力造福各成员国，必须在贸易、经济、环境、救

灾、运输、能源、文化交流、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新的挑战和威胁等领域采取实

际步骤和联合行动。 

 《目录》中列述的广泛各种措施和任务要求在这一进程中开展共同努力。以

互相谅解和共识为基础的双边和多边措施可以在高级官员委员会 2005 年 8 月 5

日设立的特别工作组框架内，促进拟订执行《目录》的明确和具体办法。 

 从关于《目录》和设立特别工作组问题的谈判中可以看出，有关执行机制的

各种想法和提案非常多。 

 因此，我们采取逐步的办法开展工作，并在自愿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是合适

的。的确，这种活动将以亚洲信任会议文件和共识原则为基础。因此，必须严格

遵守《目录》序言部分和第 1 条的各项规定，它们界定了以亚洲信任会议建立信

任特别措施的目标和职能。 

 为了方便工作组进一步开展工作，亚洲信任会议成员国在下列标题下审议了

建立信任措施： 

1. 经济。 

2. 环境。 

3. 人。 

4. 新的挑战和威胁。 

任何成员国或成员国小组都可以在其商定的建立信任措施范畴内自愿交流信息，

并把这种信息提交给亚洲信任会议秘书处，以便进一步散发。 

  优先合作领域 
 

经济领域 

1. 合作促进各种方式的运输联系。 

2. 合作建立安全高效的运输走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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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采取必要步骤，确保在亚洲信任会议区域开展能源安全合作，包括增强和提

高道路的效率和安全以及能源供应的安全。 

4. 扩大旅游领域的合作，为此交换旅游领域的信息，鼓励各成员国的旅游组织

彼此进行接触。 

5. 为签证提供便利，包括快速办理商务签证，以便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

投资关系。 

6. 扩大金融部门之间的合作。 

7. 增加中小型企业的商业机遇。 

8. 扩大投资机会与合作。 

9. 鼓励通信和信息技术领域的合作。 

10. 建立一个有关贸易和其他经济领域的共用数据库。 

环境领域 

1. 交流关于国家环境保护政策 佳做法的信息。 

2. 交流关于可持续发展 佳做法的信息。 

3. 制定灾害管理系统、环境和灾害情况国家监测、预警系统发展、举办联合培

训及搜救行动等领域的合作准则。 

4. 在不损害有关双边和多边文书规定的各成员国权利和义务的情况下，制定和

实施环境保护共同方案。 

5. 交流在成员国领土上发生的、成员国认为可能影响邻国的自然灾害和工业灾

害的信息。 

人的方面 

1. 促进不同文明、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对话，同时考虑到 2006 年 11 月 13 日联

合国不同文明联盟高级小组报告所载的观点和建议。 

2. 鼓励国家情报机构和大众媒体在亚洲信任会议商定的各个方面促进建立信

任措施。 

3. 通过开展文化活动来促进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对亚洲信任会议地区各国人

民和不同文化的认识并传播有关信息，以鼓励宽容和理解。 

4. 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括科学、教育和体育运动机构之间以及非政府组

织之间的交流；制定特别涉及科学合作、学生交换及共同活动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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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组织联合考古，挖掘共同文化遗产。 

6. 促进对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尊重。 

新挑战和新威胁领域 

1． 各成员国彼此交流信息，介绍打击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预防分裂主义和极

端主义组织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活动的措施。 

2. 交流信息，介绍各成员国为了遏制非法贩运毒品、人口偷渡和贩运、非法移

徙、洗钱、跨界有组织犯罪、小武器和轻武器包括便携式防空系统非法贸易以及

爆炸物和有毒材料走私而采取的措施。 

3. 交流信息，协助各成员国有关当局在打击经济犯罪和网络犯罪领域建立和加

强合作与接触。 

4. 促进执法合作以及关于法律、司法和刑事事务的信息交流。 

5. 交流经验并加强合作，以便防治新出现的传染病和流行病。 

执行上述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方式 

 亚洲信任会议成员国可以下述方式，在自愿的基础上，从上述领域选择双边

或多边执行建立信任措施： 

 (a) 在第一种方式中，各成员国不妨表明它们有意执行某项具体建立信任措

施。其后，亚洲信任会议主席可就指定协调国问题征求这些国家的意见，并请被

指定的国家编写概念文件草稿。概念文件可以在举行任何专门会议之前通过秘书

处分发给各成员国，并由特别工作组审议，而如果各方同意，也可以提交高级官

员委员会进一步核准。 

 (b) 在第二种方式中： 

- 亚洲信任会议成员国可能希望首先通过亚洲信任会议主席和秘书处，就

特定的建立信任措施交换看法。 

 - 亚洲信任会议主席和秘书处汇编由各成员国提供的信息，并建立数据

库。 

 - 各成员国可以定期为亚洲信任会议的具体建立信任措施提名专家和学

者。 

 - 亚洲信任会议秘书处应当提供后勤支持,支助在成员国或观察国举办由

专家和学者参加的专门会议，以探讨处理问题的核心，并委派合格专家

拟订工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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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作文件应当在特别工作组中审议，然后由高级官员委员会进一步讨论

和决定。 

 如有必要，经高级官员委员会批准，各成员国可以审查和修改合作办法。 

2007 年 3 月 14 日于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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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亚洲信任会议建立信任措施的合作办法的附件 
 
 

  提出要担任执行经济、环境、人及新的挑战与威胁等领域具体建立信任措施的

协调国或共同协调国的成员国名单 

 

成员国 具体建立信任措施 

阿塞拜疆 合作建立安全高效的运输走廊系统 

伊朗 1. 毒品管制问题；2. 国家灾害管理问

题 

哈萨克斯坦 待定 

大韩民国 1. 信息技术合作；2. 能源安全合作 

俄罗斯 经济方面的一项建立信任措施 

塔吉克斯坦 旅游业合作 

土耳其 新的挑战与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