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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色列是当今世界遭受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长期的反恐斗争中逐渐探索
了一整套符合以色列国情，维护以色列国家安全利益的反恐战略。从战略决策、情报信息、反恐执行
力、舆论宣传四个维度进行综合分析，探索以色列反恐战略的成功经验，并以此为借鉴，对比分析中
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后中国新疆反恐的未来前景和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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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以来，国际反恐斗争在全球如火如
荼的展开。环顾全球，抛开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因
素不论，以色列在反恐斗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无论
是历史经验，还是实战手段都可谓国际社会的“集大
成者”。当前，中国国家安全也正面临着以东突恐怖
主义为首的中亚“三股势力”的严重威胁。2009年新
疆乌鲁木齐“7·5事件”，以及 2013年北京“10·28”
天安门暴恐袭击事件举世震惊，再一次向世人昭示了
“恐怖主义”乃人类之公敌，中国反恐形势不容乐观。
2013年 11月 12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
闭幕，会上党中央审时度势做出了成立“中国国家安
全委员会”的重大决策，这为我国未来的反恐工作释
放了积极的“信号”。中国应当以“国安委”成立为
契机，充分吸取世界先进国家的反恐成功经验，为未
来打击新疆“东突”恐怖主义提供决策参考。

1 当前以色列和中国的反恐形势

20世纪 80年代开始，以色列所处的巴勒斯坦地
区恐怖主义势力日渐猖獗，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造成了

极大的威胁。两个最有影响力，且均以伊斯兰原教旨
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消灭以色列建立“真主之国”为
最终目标的纯粹的伊斯兰宗教极端组织开始出现在中
东地区：它们是1980年正式出现的巴勒斯坦“伊斯兰
圣战者组织”（“吉哈德”） 和 1987年成立的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世纪 90年代，针
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方式出现了质的变化。“自杀炸弹”
袭击开始在以色列出现，“哈马斯”与“吉哈德”分别
于 1993年和 1994年开始第一次采用自杀炸弹对付以
色列的定居者、士兵和平民。从1980年到“9·11”事
件的 20年间，经过与伊斯兰激进组织的长期斗争，
以色列探索出了一整套符合以色列国情的完备的反恐
战略机制。

随着 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伊斯兰极端
主义成为全球公敌，以色列面临的反恐压力更加巨
大。当前，中国和以色列一样，两国均面临着伊斯兰
极端宗教势力的恐怖主义威胁。特别是全球化，信息
化时代条件下，恐怖组织呈“网络化”、“国际化”的
趋势。例如，根据公安部公布的相关侦查证据，东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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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组织和“基地”组织有着密切的往来：首先，资
金方面，东突组织接受中东和中亚恐怖组织的支持；
其次，人员方面，东突组织长期在中亚地区接受武装
培训，特别是从近年来发生在新疆地区的多起恐怖袭
击事件中所截获的爆炸装置、枪支弹药和宗教反动宣
传品来分析，均是从中亚甚至西亚地区走私入境而
来；最后，在袭击方式上，东突恐怖组织的暴恐袭击
方式也越来越出现“中东化”的趋势：自杀炸弹、公
交车爆炸，袭击军警和政府机构，绑架和暗杀政府人
员等手段和中东地区的哈马斯、吉哈德等激进组织手
段方式如出一辙。

2 以色列反恐战略对中国的启示

中以两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对外政策方面
存在巨大差异。必须认清一点是，全球反恐时代，任
何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中以两国完全可以跨越上述
障碍在反恐合作方面“大有可为”。况且，随着中国
和平崛起的步伐加快，中以两国的反恐利益拥有越来
越多的共同点。在此背景下，中以两国在反恐问题上
有合作的坚实基础和现实的迫切需要。

2.1 战略决策方面

中国要完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把“反恐维安”
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2000 年开始，以色列历届政
府内部都成立了“安全内阁”。其核心成员由总理、外
交部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警察总长、总检察长、
国家安全委员会 （Israeli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主

席等内阁要员组成。其职能主要是负责协调重大危

机，特别是战争期间的外交谈判事务以及对重大紧急

安全事务作出快速高效的决策。2013 年 11 月，在中
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审时度势，决

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其主要目的是“完善国

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可以

预见，该决策是中国应对未来国家安全问题的一种

“顶层设计”和“制度探索”，更是针对全球化时代

“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一次积极主动的回应。在国家
安全委员会的统一决策和部署下，外交、军队、安

全、武警、公安，甚至对外经贸、财政、税收、银行

等各个重要职能部门将构筑起反恐维安的“大安全”
格局。

2.2 情报信息方面

中国应当深化国际反恐合作，建立全球反恐情报

共享与司法合作机制，同时积极整合国内情报资源，
实现国际国内“两手抓”。信息化时代，情报是战斗

力的“倍增器”。以色列在长期的反恐斗争中深谙此
道。1977 年，以色列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情报系

统最高机关，统领与协调国内五大情报安全机关，即
“摩萨德”（Mossad，情报与特殊使命局）、“辛贝特”
（Shin Beth，国内安全总局）、“安曼”（Aman，军事情
报局）、外交部政策与计划研究司、警察情报局。在以
色列国安委的领导下，对外由“摩萨德”牵头，与欧
美发达国家均有良好的反恐情报共享合作机制；对内
五大机构协同配合预防恐怖分子渗透，打击恐怖组
织，特别是对“定点清除”行动起到很好的信息支撑
作用。中国可以积极借鉴以色列“主动出击，情报先
行”的思想，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刑警组织
等现有资源，拓展各国间的反恐情报交流与共享渠
道。针对“东突问题”，我国可积极尝试在联合国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公约》、《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
国际公约》框架下与土耳其、美国、加拿大等国就打
击“东突”问题开展国际引渡与警务司法合作等方面
的外交谈判，加强双方理解与互信，争取早日消除
“东突”势力在境外的生存空间。国内方面，借助
“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契机，大力整合国内情

报与安全机构的情报资源，将国内人口、边检、海
关、民航、银行、税收等公民信息资源进行有效整
合。在保护公民隐私的前提下，必要时甚至可以在
相当层级上将国际与国内两块信息资源进行有效对
接，编织起防范打击“东突”势力的“天罗地网”。

2.3 反恐执行力方面

中国应当完善反恐立法，增加中国“刑事反恐”
的打击力度，同时也不可忽视“军事反恐”的威慑
力。以色列在反恐立法上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
由于中东特殊的安全环境，在反恐问题上以色列主要
奉行的是“以暴制暴”的斗争策略，侧重于军事打
击。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长期奉行和
平外交政策，因此不能简单模仿以色列的反恐策略。
2003 年 12 月，我国公安部门公布了第一批认定的
4 个“东突”恐怖组织和 11 名恐怖分子名单，这是
中国开启反恐斗争法治化的重要标志。但是，中国反
恐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成体系，大多反恐法律散见于
各部门法和国家签署的国际公约中。这一方面可以学
习西方经验，在未来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专门的《反
恐法》。

近些年，“东突”势力对中国的威胁呈国际化，
中东化趋势。据不完全统计，1990 年至 2001 年，境
内外“东突”势力采取爆炸、暗杀、投毒、纵火、袭
击、骚乱及暴乱等方式，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 200
余起暴力恐怖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
教人士等 162 人丧生，440 多人受伤。这些数据说
明，中国新疆反恐形势不容乐观，在坚持刑事反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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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有必要增强军事高压态势，保持威慑力。从
中国对外关系传统出发，结合当今“东突”恐怖威胁
的严峻形势，笔者认为中国应当走“刑事反恐为主，
军事反恐为辅”的道路，即一方面完善国内反恐法律
体系，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公约的签署，使我国反恐工
作有法可依；另一方面，东突组织积极与“基地”等
国际恐怖组织勾连，接受其资金支持和境外武装培
训。从近些年发生的暴恐袭击案件分析，东突恐怖袭
击方式越来越具有“中东化”的特点：2013 年 10 月
28 日“东伊运”分子策划实施了针对天安门的恐怖
暴力袭击就具有鲜明的“自杀式袭击”的特征。可
见，当今恐怖袭击具有难以预警，难以控制，难以处
置的“三难”特点，一旦暴恐袭击发生，后果不堪设
想。所以，我国应当积极借鉴以色列的“积极防御”
反恐思想，对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恐怖组织，在适当
的条件下可以在国际反恐军事合作的法律框架内对其
进行联合军事打击，将恐怖威胁消灭于萌芽状态。

2.4 反恐宣传方面
中国政府应当加强反恐宣传与培训，提升民众的

反恐安全意识，牢牢掌握反恐舆论阵地。东突势力和
中东的恐怖主义势力在妖魔化政府方面颇为相似：政
府都被贴上了种族主义的标签，极端分子都被“洗
脑”要求对其进行“圣战”。“哈马斯”组织通常将以
色列政府贴上“犹太种族主义”的标签，鼓动武装分
子发动自杀袭击。为此，以色列积极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与激进势力开展宣传战。以色列很多社区都有接受
过反恐怖培训的人员,以色列电台、报纸等媒体也经
常宣传反恐知识；高校、科研院所等经常举办一些有
关恐怖主义的培训班和研讨会。如此一来，以政府的
反恐政策更容易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民众对身边
的恐怖袭击也有了较强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心理承受
能力，这种良性循环有效地降低了袭击恶果的“扩
散效应”。

东突恐怖分子近些年来也充分利用互联网武器开
设网站，注册博客等方式大肆宣传“疆独”主张，挑
动新疆民族矛盾，诋毁中国形象及新疆的发展成就，
并发展组织力量。2009 年的新疆“7·5 事件”事后查
明，该事件正是由于境外东突组织利用互联网大肆炒
作广东韶关一起普通治安案件，并在互联网上散播谣
言，蛊惑不明真相群众而引发的。因此，占领反恐舆
论阵地，提升全民反恐安全意识刻不容缓。此外，加

强反恐舆论宣传，还可以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立
场的支持和理解，在国际上挤压东突势力的政治生存
空间。

3 结语

以色列反恐战略是中东地区特殊的安全形势与以
色列反恐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有鲜明“以色列特色”。
中国应当以批判继承的态度积极吸取和借鉴以色列反
恐斗争中的有益思想、经验和模式。中国国家安全委
员会的成立，对于中国公安、武警和军队等反恐强力
部门而言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从此，中国国
家安全有了最高决策机构。在它的领导下，一个具有
最高决策权，最强执行力并涉及最广泛社会领域的符
合我国当下反恐国情的国家安全体制将逐步形成。在
面对“东突恐怖主义”威胁时，我国应当以更加自信
的“大国心态”坚决打击一切敢于损害我国国家安
全利益的挑战者，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良好的外部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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