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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意义]“9.11”后世界各地恐怖主义活动呈现出增长趋势，且主要区
域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海外利益安全隐患
巨大，需要我们采取相应措施干预，达到安全风险转移和消减的目的。[方法/过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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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根据恐怖主义事件数据分析恐怖袭击的时空演变和分布特征，评估沿线国家的安全形
势。通过分析国际警务协作模式、国家武装护卫模式、安保市场化模式，比较其成本效
益。[结果/结论]安保市场化是具有成本效益的综合风险管理方法，可以以最低的资源消
耗换取最低的预期损失，达到中国海外利益安全风险转移和消减的目的。而中国私营安
保公司国际安保业务短板较多，我国应从法律规范、专业人才培养、安防产业培育、市
场准入与监管方面开展工作，支持中国私营安保公司走出国门保障中国海外利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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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举措。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
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
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中国进入新时代，强
调要建设贸易强国，中国企业“走出去”，但“一带一路”国家恐怖
活动频仍，国内的维稳力量又“鞭长莫及”
，那么中国海外利益的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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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风险如何转移和消减？预防、危机管理与应急反应、恢复三种措施
均可以干预袭击事件的发生，但效果不同。通过分析国际警务协作模
式、国家武装护卫模式、安保市场化模式，我们认为安保市场化是具
有成本效益的综合风险管理方法，可以以最低的资源消耗换取最低的
预期损失，达到中国海外利益安全风险转移和消减的目的。
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恐怖主义活动仍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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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恐怖主义与反恐研究联盟的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
（GTD）
，1970-2016 年，全世界发生恐怖袭击事件超过 170000 起，
主要区域集中在中东和南亚，也是“一带一路”主要途经的区域。本
文根据恐怖主义事件数据分析恐怖袭击的时空演变和分布特征，评估
沿线国家的安全形势，以期对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及保护
“一带一路”沿线中国海外利益提供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
1.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恐怖主义的空间分布
就地域范围而言，
“一带一路”沿线涵盖亚、欧、非三大洲。
“一
带”横穿欧亚大陆；
“一路”途经东南亚南亚、波斯湾、红海湾及印
度洋西岸。根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TD）所提供的 1970-2016 年
全球恐怖袭击地图，可以很直观的看出北非--中东--西亚--中亚--南亚
--东南亚地区是世界上恐怖袭击频率和烈度最大的地区，而“一带一
路”穿过了其中恐怖主义活动最为严重的几个国家，包括陆上的巴基
斯坦、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索马里、尼日利亚、孟加拉国、印
度，以及海上的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
自“9.11”事件以来，全球恐怖主义势力持续增长，袭击次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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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人数呈不断上升趋势，全球共发生恐怖袭击事件 97000 多起，而
南亚和中东地区国家就占到总数量的将近 70%，达到 60000 多起，是
全球恐怖袭击最活跃的地区①。伊斯兰教国家是恐怖主义袭击的高发
区域，自“9.11”事件以来，共发生超过 14800 起与伊斯兰宗教极端
主义相关的恐怖袭击事件，袭击事件共导致 58 个国家将近 90000 人
丧生，而其中有过半数的国家和地区信仰或主要信仰伊斯兰教。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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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多滋生与跨境区域，既包括跨国民族，也包括跨国宗教。跨国民
族主义一方面表现在某国主体民族意图控制邻国的本族居民，如中亚
地区的泛哈萨克主义、泛吉尔吉斯主义等，另一方面主张具有血缘和
宗教信仰关系的同一种族或同民族不同分支建立的国家联合组成统
一体，如西亚的泛伊斯兰主义与中亚泛突厥主义。非洲、中亚和巴尔
干地区分布着世界上最多的跨界民族，同时也是民族宗教冲突频发的
地区，恐怖主义十分猖獗。

图 1 1970-2016 年世界恐怖袭击地图②
Figure1 Map of world terrorist attacks from 1970 to 2016
①
②

数据来源于国家恐怖主义与反恐研究联盟的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TD）
。
数据来源于国家恐怖主义与反恐研究联盟的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T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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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9.11”以来全球各地区恐怖袭击分布
Figure2 Distribution of terrorist attacks in various regions of the world since "9.11"

中东地区主要表现为伊斯兰宗教极端型的恐怖主义，美国自
“9.11”以来主导的针对中东地区的“反恐战争”
，导致伊拉克、阿
富汗、叙利亚、利比亚等伊斯兰国家局势混乱，催生了一批新的恐怖
主义势力，与原有的恐怖主义组织不断融合发展，在中东和北非的伊
拉克、叙利亚、阿富汗、尼日利亚等几个恐怖袭击活动最频繁的国家
形成了四大恐怖组织：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阿富汗
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导致中东和
波斯湾地区安全局势不断严峻。
南亚地区是传统的民族分裂恐怖主义活动的重灾区，据有关资料
统计，在南亚高度活动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组织大
约有 176 个，恐怖分子在克什米尔、阿富汗、印度等地建立“圣战者
运动网”，严重影响了南亚地区的政治发展与民族融合进程。巴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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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是“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合作国家，在巴基斯坦境内活动着约
16 个国内极端组织以及 32 个跨国恐怖组织；
印度恐怖袭击多发，2008
年的孟买恐怖袭击造成额数计百计的平民伤亡，仅 2016 年就发生了
超过 1000 起恐怖袭击；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是该国最大也是活
动最为频繁的恐怖主义组织，此外，斯里兰卡国内还曾出现过、活动
过多达 36 个旨在建立泰米尔国家的武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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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毗邻的中亚地区，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我国周边
战略安全的重要地理屏障，中亚各国有着极其特殊的地缘战略位置，
复杂的地区民族宗教关系，又是当今世界大国博弈的主要地区之一，
恐怖主义活动兼具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的特点，西亚和中东
地区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渗透，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影
响，使得恐怖主义频繁活动于塔吉克斯坦东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和
乌兹别克斯坦等地，中国新疆境内的“东突”分裂组织就长期接受活
动在此地的“东伊运”和“基地”组织的培训和资助。
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孟
加拉湾地区、亚丁湾地区、红海地区，其中又以东南亚地区为恐怖主
义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在东南亚地区，活跃着新人民军、摩洛伊斯兰
解放阵线、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武装、马来西亚伊斯兰祈祷团以及“马
来群岛单位”等恐怖袭击团体，其中既有激进民族主义者，又有伊斯
兰宗教极端组织。近几年来，随着“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扩张，
东南亚的恐怖组织纷纷向其靠拢甚至效忠，使得区域内的恐怖组织相
互勾连，共同开展恐怖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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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9.11”以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恐怖袭击的时间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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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恐怖袭击事件年份趋势
Figure3 Year trend of terrorist attacks

通过观察和分析“9.11”事件以后的国际安全局势，全球范围内
的恐怖袭击事件总体上呈发生数量逐年增多的趋势，从 2011 年开始
至 2014 年，整体数量由缓慢增长到 2011 年开始的爆发式增长，并在
2014 年左右达到数量顶峰，2015-2016 年数量略有下降，但仍维持在
较高的数量。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恐怖袭击事件的趋势和全世界的
趋势基本保持一致，且每个年份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生的恐
怖袭击事件都占了全世界总数量的绝大部分，也直接说明了这一沿线
国家严重的恐怖主义形势。
新世纪以来，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愈发复杂，安全环境日益脆
弱，在一些西方国家的主动干预和恶意操纵下，许多敏感地区的矛盾
被挑动并集中爆发，使得东南亚、南亚、中东原本混乱的政治局势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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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动荡不安，使得恐怖主义袭击呈现较快发展，国际化趋势愈发明显，
呈现不断扩散的状态。近年来，美国为了推进其“亚太再平衡”战略，
加强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力量来遏制中国，不得不在中东地区进行局部
战略收缩。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相继撤军，给了该地区恐怖主义势
力以可乘之机，大量恐怖主义组织回流西亚地区。
“基地”组织伊拉
克分支加紧推进在中东地区建立大伊斯兰国的行动；阿富汗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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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塔利班”活动不断加强，并试图向巴基斯坦、中亚和中国西
北部渗透等地区渗透；克什米尔地区遭到“塔利班”运动的渗透，不
断发生针对印度边境的恐怖袭击；建立于叙利亚的“伊拉克与大叙利
亚伊斯兰国”自 2014 年以来迅速崛起，并公开宣称建国，其巨大的
影响力和示范效应，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地方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
组织对其宣誓效忠，使得全球的恐怖主义势力面临新一轮的整合；近
两年，随着以美国和俄罗斯为主导的针对伊斯兰国的共同打击，其“占
领区”不断缩小，但其成员向世界其他国家渗透并伺机发动“独狼式”
恐怖袭击的概率不断加大。
1.3 “一带一路”沿线恐怖袭击的目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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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一带一路”沿线恐怖袭击的目标
Figure4 The goal of terrorist attacks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要同沿线国家合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能源开采、货物贸易，大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会走出国门，向“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人才和资本，对着时间的推移，或有越来越多
的中国企业在海外扎根，更多的国人在海外工作、生活、进行贸易，
也会建设越来越多的中国资产。作为世界恐怖主义活动最为频繁的地
区，保证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员、资本安全是十分重要
的，分析恐怖袭击的目标选择也是十分必要的，可以为制定相关安全
策略提供数据支撑。
“9.11”事件以来，在“一带一路”沿线 60 多个国家总共发生
77000 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其中，针对个人人身和财产发动的袭击超
过 20000 起，约占总数的 26%；
针对军队和警察的袭击总数超过 25000
起，约占 32%；针对政府机构的袭击事件为 8600 多起，约占总数的
11%；针对商业设施的袭击事件为 6000 多起，约占总数的 8%。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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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组织都有其想要达到的政治和宗教目的，因此政府部门、军队和
警察往往成为主要的袭击对象，恐怖分子往往采用遥控炸弹、自杀式
炸弹甚至重武器袭击重要目标，借此宣扬其极端思想，引起社会恐慌。
恐怖分子针对平民的袭击一般来说具有随机性，在重要的政府机构附
近、宗教场所附近聚集的人群容易成为恐怖分子袭击或者在爆炸事件
中被波及的目标。一些安保力量薄弱的商业设施，如施工工地、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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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等，往往成为恐怖分子武装袭击、绑架的目标，尤其针对外国公
司的员工，对其所在国进行报复、通过绑架索取高额赎金或实现政治
目的的事件近年来屡有发生。
2 中国海外利益安保的供给模式
从逻辑上讲，减少中国海外利益安全风险的不确定性策略可以分
为三个阶段：第一，袭击发生之前；第二，袭击发生时和袭击发生后
的较短时间内；第三，袭击停止后，被袭击对象启动恢复工作。相应
的措施也有三种：一是预防：我们可以通过预防措施对袭击进行干预，
以防止袭击发生，或设法改变袭击的后果；二是危机管理与应急反应：
我们可以通过危机管理来执行有效的、可以限制袭击破坏程度的应急
反应措施；三是恢复：我们可以通过重建工作使袭击后的社会福利达
到未发生袭击时的应用水平。下面，我们根据三个阶段三种措施来分
析目前几种主流安保模式
2.1 国际警务协作模式
中国政府始终重视保护中国海外利益，通过外交保护、领事保护、
执法保护等措施保护中国的公民和企业，甚至在危急时采取撤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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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减轻中国海外利益损失。中国也在尝试开展国际警务协作模式，
2001 年 6 月 15 日，上海合作组织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
极端主义上海公约》
；2009 年和 2010 年，分别签署了《关于合作保
障上合组织成员国境内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安全的决议》和《上合组织
执法安全合作部级联席会议制度》
，和其他国家开展执法合作保障中
国海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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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国家也会推动如上海合作组
织类似的国际安保合作机制。但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机制，主要
是签订协议或公约，以及开展决策层的会晤，促进成员国就安保领域
在双边、多边组织的基础上，对法律、行动等进行完善以满足成立之
时“安全维护”的初心。但是，这些文件和会晤主要采取“恢复”措施，
也就是说是侧重袭击（或事件）发生后就如何减小损失和进行打击所
采取的措施①。
袭击（或事件）发生后，我们通过国际警务协同，在第一时间做
出救援和恢复很重要，但恢复措施并不是我们在管理不确定袭击（或
事件）时能够或应该做的唯一一件事情。事实上，我们需要的是一套
综合性的大规模风险管理体系，我们需要寻找、利用各种具有成本效
益的机会来降低重大风险事件的负面影响。
2.2 国家武装护卫模式
近年来，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海盗活动猖獗，过往船只面临严重

①

张杰通过分析这些文件，做出“一带一路战略下应对不同等级安全威胁的安保分类级别图”，但无论是 1

级还是 5 级，实际上均是事后如何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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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和财产损失，对此，我国不断派出海军舰艇进行重要航道海外
护航，保护海上交通生命线的安全。但中国一直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
不会插手他国内政事务，在其他国家领土范围内，中国直接对外派遣
军力进行安全保护面临阻碍，一旦投资对象国发生战争或内乱，中国
政府不会派遣军队进入他国提供保护，而会选择尽快组织军队保护我
国人员撤离该国，及时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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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利比亚撤侨行动中，中国政府出动军舰，表明中国官方的
态度已经有所改变。中国香港《东方日报》就报道称中国政府越发重
视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与利益，这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进步；英国《泰
晤士报》也认为中国动用海军展开人道主义营救行动，可能表明中国
的外交思想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美国《华尔街日报》则认为中国决策
者为以后的类似行动开创了先河。
无论是海上护航，还是派军队撤侨，中国政府武装护卫模式有效
地保障了中国海外利益。国家武装护卫模式采取预防措施进行干预，
即干预的第一时间是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前，通过改变环境条件来
防止袭击（事件）的发生，或者减少袭击（事件）发生后所造成的损
失。未来，中国的海外政策可能并不会增加对于海外利益保护中的政
府供给，尤其是军队的参与。动用军队参与海外利益安保存在以下几
个弊端：手段不匹配、规模不匹配、信息不匹配。首先，中国企业和
公民在海外面临的更多的是经济金融问题、恐怖袭击等造成的商业损
失、人身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而军队作为一国军事力量，是主要
的传统安全保护手段，主要服务于政治、军事、外交，动用军队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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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中大国家战略决策，一般只能临时动用，很难做到常态化部署，
目标和手段存在明显的不匹配；其次，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
不断推进，我国的海外贸易版图不断扩张，所涉及的国家和经贸领域
日益增多，动用军队为海外经贸活动提供商业和个人保护无法满足当
下日益扩大的现实需要，传统的保护手段与现实的海外利益规模明显
不匹配；最后，我国近几年在加强海外军事存在和军力部署方面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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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定成就，但对外派遣军队仍然是中国部队的短板，海外军事基地
较少，投送能力上存在不足，相关情报信息等的收集能力有待提高，
海外部署军队提供保护存在种种挑战，造成信息不匹配。因此，以政
府供给、派遣军队为主的政策面临各种现实阻碍，无法为我国海外利
益供应长期有效的安全保护。
2.3 市场化安保模式
当国家提供的安全保障无法满足企业和个人的刚性需求时，为了
获得充足的安保供应，相关企业和个人便会选择从市场上寻求补充，
提供安保市场服务的主要是私营安保公司。私营安保公司具有高效便
捷、经济实用和非政治化等特点和优势，在国际上，利用私营安保公
司保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安全也是通行的做法。比如，国际船运公司
在商船航行时，普遍倾向于聘请私营安保公司提供海上安保；一些具
备较强军事素质和武装能力的安保公司，也会在打击海盗等海上暴力
行为时，被雇佣作为补充力量参与。有数据显示，在亚丁湾、索马里
等海盗盛行的海域，航行于此的商业船舶，依赖私营安保公司提供武
装保护的比例达到 15％—35％；至 2011 年，有接近一半的商船雇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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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安保公司。
私营安保公司的存在，首先增强了雇主的自卫能力，扩展了其自
卫权；其次其在安保过程中履行了一些本应由警察和国家安全部门履
行的职责，弥补了警察和国家力量在数量上的不足和在某些特殊领域
的缺失，二者既存在竞争关系，也存在补充关系；最后，私人保安凸
显其主体性，与公权力形成协力关系。私营安保公司的存在也有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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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企业或个人聘请私营安保公司，是将“安全风险”转移给专业
机构具体承担，私营安保公司组建专门力量为客户开展应急反应准备
工作和应急反应工作；私营安保公司可以以较低的社会成本、较少的
投入，制定防止袭击发生或减轻袭击危害程度的措施，并及时动员一
切力量落实所有措施。
我国的私营安保公司历史久远，可以追溯到古代历史上的镖局，
我国古代的镖局起源于宋代，在元明获得较大发展，并在清代达到鼎
盛局面，但真正意义上的我国私营安保公司在新中国建国后起步较晚，
目前开展国际安保业务的私营安保公司也屈指可数。实际上，国际安
保市场巨大，2015 年，国际安保市场行业增速超过 11%，2017 年市
场规模将达到 1700 亿美元，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不断增多，中国市
场将占据全球市场的 30%以上，仅次于美国市场。
随着中国从富国走向强国，以及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越
来越多的中国公民、企业“走出去”开展海外建设和国际贸易，同时
“一带一路”国家恐怖活动频仍，中国海外利益安保市场巨大，但安
保市场化供应却严重不足。目前，大量的中国企业选择聘请外国私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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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保公司为中国公民、中国籍船舶和船东、海外公司驻地提供武装安
全保卫。我国在入世谈判时并未对“调查和保安”作出市场准入的承
诺，因此，中国企业、船舶个公民个人在海外活动中雇佣外国私营安
保公司提供武装护卫尚不具合法性。另外，依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
第 22 条，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关系国家安全、涉及
国家秘密等治安保卫重点单位不得聘请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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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保安服务公司提供保安服务”
。聘请具有外国资本的保安企业提
供服务显然与该条例相悖。
3 中国海外利益安保市场化的政策建议
恐怖主义是世界公敌，“9.11”后世界各地恐怖主义活动却呈现
出增长趋势。其中全世界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
途经的区域。
“一带一路”等海外中国企业和公民日渐依靠安保市场
化模式，解决自身的安全需求。但外国私营安保公司虽然实力雄厚，
却与中国相关法规、条例相悖；中国私营安保公司发展水平仍然较低，
走出国门的安保企业数量也较少。同时，在中国海外利益安保私营化
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私营安保公司想要成
为成熟的海外安保供应者，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3.1 国际安保市场化的法律规范
我国于 2010 年 1 月出台《保安服务管理条例》，该条例内容丰富
但前瞻性不足，没有考虑到中国企业“走出去”衍生出的国际安保需
求。但国际上大部分国家对私营海外安保服务持普遍通行的态度，且
私营国际化安保公司在国外已有较长的发展历史，且近年来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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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猛，同时“法不禁止皆自由”
，相关法律法规并未禁止我国私营安
保公司开展海外安保服务，可以明确中国私营安保公司海外存在的合
理性。2012 年 3 月，对外友好界委员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了《关
于加强海外机构和公民安全保护的提案》，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
允许中国安保公司开展国际安保服务，为中国在高风险地区的派驻的
机构和企业提供武装保卫服务。民间对于海外安保服务有很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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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加强相关立法规范的呼声愈发强烈，且海外私营安保服务本身所具
有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必须立法加以规范，否则也容易引发其他风险，
不利于行业发展。考虑到以上几点，国家应该对《保安服务管理条例》
予以扩张解释，或者制定其他法律规范，将海外私营安保服务纳入法
律规范和监督管理中。
同时，海外安保基于目标国家的安全局势和区域的稳定与否，要
视情况配置相应级别的武器装备，但是，即便我国私营安保公司在目
标国家依其国内法获得并持有枪支，但中国国内法对枪支实施严格管
制，根据我国《刑法》属人管辖原则，我国私营安保公司在海外持有
枪支会违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这一现实难题需要在立法层面上统筹
考虑解决。
3.2 国际安保市场化的专业人才培养
中国海外利益安保的巨大需求，让我国私营安保公司面临转型升
级的重要机遇。我国私营安保公司需要加强与西方成熟的私营安保公
司合作，交流并学习其成功经验，培养专业人才队伍。实际上，私营
安保行业在欧美等较发达国家已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多数建立了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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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科学正规的安保行业规范，职业培训体系等十分健全，政府也十分
注重相关安保行业的人才教育工作，很多综合性大学都开设有安保专
业，为从事安保服务工作的专门人才提供学士和硕士教育课程。以美
国为例，有 300 多所学院或大学设置有安保专业，其中 50 所为学士
课程，9 所为硕士课程，美国安保行业一半以上的从业人员都具有大
专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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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级政府应该大力协调教育资源分配，改变以往对安保工作
的认识误区和职业偏见，支持建设国际安保学院，面向退伍军人及体
育健将招生，制定相关职业培训制度和专业培养方案，形成系统化、
长期化、稳定化的专业人才培养，为私营安保公司源源不断地提供高
素质专业人才，走出国门，保障中国海外利益安全。此举更是贯彻落
实十九大关于“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的有效举措，为退伍军人提供专业培训及高起点就业的常态渠道。
3.3 国际安保市场化的安防产业培育
近些年，中国安防产业海外竞争力越来越强，国内不少安防企业，
比如海康威视、大华股份等已将海外市场作为未来发展战略之一，并
积极展开布局。这些国内优秀的企业拓展海外安防市场是其战略发展
的需求与方向，也说明海外安防市场大有可为。“一带一路”等国家
中国海外利益安防市场前景也很乐观，但国内安防企业产品同质化严
重，需要做好产品定制和专业服务工作。
国内市场与海外市场存在差异，如何根据中国海外利益所在场景、
提供专业解决方案？需求引领产业发展方向，我国私营安保公司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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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门开展安保业务，会深入了解当地情况和安防场景，与国内相关安
防企业对接需求，定制符合实际需要的安防产品，将为我国安防产业
开拓海外市场提供最佳“实验场”
。同时，我国私营安保公司通过“人
+系统”
，可以为中国海外利益提供专业化保障，也可以探索在海外为
其他国家的公民和企业开展专业安保服务，弥补目前安防产业的短板，
助力中国安防产业早日在国际占据较大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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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国际安保市场化的准入和监管
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国企“走出去”
，中国海外利益安保
行业将会蒸蒸日上。私营安保公司在开拓海外市场的过程中，由于没
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承认并加以规范，有可能野蛮生产、乱象丛生。
中国相关主管部门应该明确国内私营安保公司开展海外业务的资质
条件、审核标准。同时，综合考虑中国海外利益安保的实际需求和国
际惯例，结合我国私营安保公司自身权益保护需求，以立法形式明确
私营安保公司的海外业务范畴，有效保护安保行业的合法权益①。
同时，私营安保公司开展海外安保业务，要加强企业自律，学习
国内外先进经验，努力满足中国海外利益安保的切实需求，有序参与
国际安保市场的竞争。国内保安协会要逐步建立健全海外安保人才的
评估体系，提供海外安保服务标准化合同，制定相关服务标准和服务
流程，建立健全海外安保方案和措施的报备、监测和归档体系；作为
行业自律组织，各级保安协会要发挥作用，严格市场准入机制，主动
制定相关行业标准和行业规范，做好相关资质认定和等级评定，发挥
①

张进红：
《中国保安企业开展海外业务的法律与监管》
，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2 期，
第 117-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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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组织和管理作用，创新合作方式，明确奖惩制度，充分发挥其
自主决定权，同时自觉接受相关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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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Belt and One Road":the Challenges of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 Security
Sun Yongsheng
Wu Yongchao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After"9.11" the terrorist activities around the
world showed a growth trend, and the main area concentrated in the countries
along "One Belt and One Road" .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 of the huge hidden dangers, we need to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intervene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security risk
transfer and reduction. [Method/process]We analyze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errorist attacks based on terrorist
incident data，and assess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countries . By analyzing the
international police cooperation model, the national armed guard mode, security
market model, compare its cost-effectiveness. [Result/conclusion]Security
marketization is a cost-effective 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 approach，that can
be used in the least resource consumption in exchange for the lowest expected
los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 security risk transfer
and reduction.China's private security companies are more short-term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business, China should concentrate in the legal norms,
professional personnel training, security industry cultivmpanies to go abroad to
protect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 and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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