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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非洲关系及其未来挑战 
 

 

内容提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发展中国家的大洲。目

前，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很大，参与了很多非洲的社会公共设施及经济项目建设。为了保持中

非关系的持续发展，应对未来中非关系将出现的挑战，要求我们积极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挑

战。 

 

 

 

中国的快速发展举世瞩目。如果中国保持同样的发展速度那么她正在通往未来世界超

级大国的路上。近几年，中非贸易总量增长迅速。２００８年，中非贸易历史性地突破千

亿美元大关，达到１０６８亿美元。中国对非投资稳步发展，截至２００８年年底，中方

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超过５０亿美元，截至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底，中国从非洲进口受惠商品

累计６．８亿美元。
1
 2007 年，中国贡献了非洲 GDP 增长的 20％。

2
 而中国和非洲国家致

力于继续谋求共同发展，因为这是一种双赢的关系。 

中国在多个领域深入地融入到非洲的发展中。例如：社会公共设施建设方面，参与

建设医院、学校、铁路、高速公路、运动场馆及国民大会大厦等；经济方面，减轻非洲国

家债务，提供技术帮助非洲建设基础设施，推广农业技术等。 

1999 年，中非间贸易量约 20 亿美元，在 2005 年这一贸易量增至 500 亿美元。根据

联合国（UN）数据显示，与中国的合作是大部分非洲国家近几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近

年来非洲的年经济增长率大约为 5％。
3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中非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对今天的非洲做一个简述；其次，将

分析中国的发展对非洲产生的影响，然后，将阐述新形势下中非关系的概念；最后，笔者

将谈谈中非关系面临的新挑战。 

 

一、今天的非洲及其面临的困难 

人们谈论非洲时，喜欢把非洲看做一个国家，许多人甚至从未听过很多非洲国家的

名字。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不仅仅是因为非洲大陆内部文化的相似性，还因为这个大陆上

的国家面临着相似的困难和问题。 

90％以上的非洲居民是由住在撒哈拉地区的黑色人种组成的。阿拉伯人生活在非洲

北部，只有少数的白种人生活在非洲南部。非洲由 53 个国家构成，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极

为贫困，在经济上被归类为最不发达国家，也是身负重债的贫穷国家。很多非洲国家由于

沉重的债务而发展受阻。按区域划分，非洲经济方面最先进的是西非，除了西非以外还有

非洲中部、马格里布区域及北非、东非、非洲湾及南部非洲。南非是非洲经济第一大国，

其次是西非的尼日利亚及马格里布区域那些比其他国家有较好经济形势的国家。 

在非洲有着很长一段的殖民史。这段殖民史将非洲与早期西方殖民主义力量连接起

来，尤其是英国、法国、比利时及葡萄牙。在非洲，法语、英语及葡萄牙语是大部分国家

的官方语言，这是遭受西方殖民后遗留的文化力量及残存印记的表现。我的祖国——刚果

共和国，在成为利奥波德二世(当时比利时国王)私人财产前曾是比利时的殖民地。利奥波

德二世从比利时夺回了刚果的控制权。所以我的母语是法语，因为比利时是一个法语国

                                                        
1朱立毅、雷敏：《2008 年中非贸易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参见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01/27/content_10724154.htm，2009 年 1 月 27 日。 
2 季明、任芳：《我对非洲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20% 让非洲得到实惠》，参见  新华网 ：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7-05/13/content_6092973.htm ，2007 年 05 月 13 日。 
3文章的作者，Fast economic growth' in Africa，  参见 BBC NEWS 网站 ：

http://news.bbc.co.uk/2/hi/africa/7093912.stm  ，2009 年 3 月 16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01/27/content_10724154.htm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7-05/13/content_6092973.htm
http://news.bbc.co.uk/2/hi/africa/7093912.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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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在非洲独立以后，任何涉及非洲的商业及贸易都被受西方的关

注，西方仍然暗地里控制这部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生活领域。 

尽管经济及社会贫困，非洲却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如钴、铜、钻石、黄金、

石油、铀等。依照这些资源，非洲本应当是世界上最发达大陆之一，但是现实却有点自相

矛盾：非洲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非洲的百姓们仍然挣扎在饥饿和疾病的死亡线上。 

长期以来，贫困始终是阻碍非洲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也是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问题，

但至今仍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目前，非洲大陆的形势依旧十分严峻，战乱不断， 艾滋病

肆虐，债台高筑，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差距日渐拉大。根据联合国有关部门提供的统计数

字，拥有 30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8亿多人口和 55 个国家的非 洲，目前仍是世界上最贫

穷的地区，贫困是非洲经济发展的最棘手问题。目前，非洲的国民生产总值仅占全球的

1％，贸易总额仅占全球的 1.5％，吸引外资仅占 全球的 2％，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目

前，2005 年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的贫困人口增加了约 70 万。目前由于战乱和自然灾 

害，非洲有近 3000万人严重缺粮，其中东非占 60％，约 1800 万人。特别是近年来肯尼亚

由于持续干旱，有 400 多万人处于饥饿之中。与此同时，赞比 亚、莫桑比克、津巴布韦

等国家遭受洪涝灾害，计以百万人的食品安全受到威胁。
4
 

索马里国内战乱使得索马里海盗活动猛增，而非洲联盟在 索马里只有 3000 名维和士

兵，不足以维持索马里国内和平。
5
 2007 年，海盗作案 29 起，而 2008 年前 10 个月就激

增到 70 起，并且还在不断增加。 

苏丹正在经历当今世界历时最长、产生原因最复杂、冲突解决最棘手的内战之一。 

导致苏丹内战爆发和持续的因素主要有宗教问题、种族问题、认同问题、殖民遗留问 

题、国家权力分配问题、环境资源问题及外部影响问题等。尽管苏丹内战可望结束,但无

宗教间的真正平等与友好就不会有苏丹的真正和平与统一 。
6
 

  为了因应完全失控的通货膨胀，津巴布韦 2008 年 07 月 21 日发行面额 1000 亿津元的

钞票，不过这样一张钞票，仍不足以购买一条面包。按官方公布的数字，津巴布韦的年通

货膨胀率高达 220 万%，但独立的经济专家认为，实际数字比官方数字多出好几倍。 津巴

布韦曾是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该国经济近年来崩溃，全国至少 80%的人口陷入贫

穷，面临生活基本物资大量缺乏的窘境。  

内战、叛乱、经济危机 、饥饿、干旱和糟糕的国家治理一直困扰着大多数非洲国

家，再加上西方国家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的干涉，非洲大陆分裂了很长一段时间。在 21 世

纪，非洲仍然是一个世界上不稳定的大陆 。 

随着经济的发展，为了加强区域合作，应对共同面对的问题，非洲加强了区域内的

经济政治合作。“非洲联盟”是主要的非洲组织，这个组织吸纳了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

此外，还有一些区域性组织：西非地区的“西非经济共同体”（Ecowas），非洲北部的“马

格里布区域”（Maghreb region），“东非共同体”（EAC），非洲湾“促发展政府共同体”

(IGD)，中非地区“中非经济共同体”(ECCAS)以及“南非经济与发展共同体”(SADEC)。 

 

二、中国的发展对非洲的影响 

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的来说，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正确合适的榜

样。 

在谈论中国的改革之前，有必要首先明确一点，那就是中国过去是，并且现在依然

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以走向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体系所体现。尽管正在逐步走向市场

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它允许政府控制经济中的某些部门，以保

障社会和谐。而这种和谐很容易被市场经济中的纯粹的资本主义行为所摧毁。 
                                                        
4 王 东：《非洲经济形势与贫困等问题》，http://www.gotoread.com/mag/5030/contribution24153.html，2006 年 2

月。 
5 陈晓晨：《探秘海上 “十字路口”索马里》，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090422/567743.shtml，2009 年 4 月

22 日。 
 6 姜恒昆：《苏丹内战中的宗教因素》，《西亚非洲》2004 年 4 期。  

http://www.gotoread.com/mag/5030/contribution24153.html
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090422/567743.shtml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f=hot&n=10&q=%e4%bd%9c%e8%80%85+%3a+%22%e5%a7%9c%e6%81%92%e6%98%86%22++DBID%3aWF_Q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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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詹姆斯•卡素日教授
7
的观点，中国改革的成功有以下原因：  

首先，中国在极为有利的起点上开始改革。虽然其经济依然遭受着计划体系不可避

免的扭曲，但是她有着正的经济增长、低通货膨胀率、低的财政赤字、较高储蓄率及低水

平的外债。所以和一些需要转型的其它计划经济不同，中国的经济改革不需要从稳定宏观

经济开始。而且，与其他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维持了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央政治权

力。所以虽然需要进行经济改革，但却不用涉及政治及制度改革。因此，我可以断言，中

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以其政治稳定为支撑的。 

其次，中国的改革聚焦于农业，而农业改革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农业是一个劳动密

集型产业，同时它还是引导其他几个行业推行改革的基础。那一时期农业的显著增长，通

过资源分配、产品供给增加及劳动收入增加（劳动收入增加使得农村储蓄快速增长），促

进了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农业部门的高储蓄率为农村及集体企业的投资提供了资金。在经

历农业部门显著的成功之后，改革进入了工业领域。工业改革始于八十年代，其中集中于

广泛的企业自治。 

第三，聚焦于工业化，中国所有的最大优势在于广大农村及集体企业的存在。这些

企业对出口及市场经济的发展贡献巨大。詹姆斯•卡素日在文章中提出：改革初期，中国

农村企业创造了 1 亿个新的就业机会
8
，同时对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做出了显著贡献。尽管人

民公社及集体企业的现象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我希望其他国家，尤其经济转型国家学习

这样一些经验，例如推动市场与竞争的自由化，金融管制，迎合地方政府的利益给当地人

民提供激励机制。 

中国不断地深入改革开放并增进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她的国际贸易量增加显著，并

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来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贸易量在二十年内增加

了三倍
9
。外商直接投资给中国带来了科学技术及西方工作的哲学，这点在经济发展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亿个新的就业机会詹姆斯•卡素日分析得说了。中国同样受益于与台湾及香港

战略性地保持历史纽带关系。 

由于拥有一个廉价、高质量的以及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中国将继续保持对外商直接

投资的吸引力，尤其对一些劳动密集型工业。 

但是，非洲是一个拥有 53 个国家的大洲，除了文化习俗以外，任何国家都有他们自

己的政策、法律和投资优势，各个国家应该按照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另

外，由于非洲大部分的国家都有长期的被殖民历史，宗主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在这里打下

了深刻的痕迹，传统文化同宗主国文化的结合是当下非洲很多国家的现状。所以，非洲国

家不应该随便把学到的中国政策完全拷贝到非洲， 

非洲与西方世界的合作不完全成功的一个因素，是许多非洲国家把它们学到西方政

策及其实践直接运用到非洲而忽视了非洲自身的现实和现状造成的，比如 ： 

第一， 西方政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而非洲独立后还不太民主，将民主政策

借鉴在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尤其是在一个人民未广泛受到教育的国家，会让该国家的局势

恶化 ； 

第二， 西方世界的经济已经处于发达状态，而非洲大部分地区的经济依然还处于

十分落后的阶段；为了改善非洲的经济而完全借鉴西方的模式，在非洲肯定不会得到好的

效果。因为这两个世界有不同的现状。 

从这个角度来说， 非洲与中国都还属于第三世界，在发展中拥有很多的相似的因

素，非洲学习中国经验的同时还要学会如何利用这些经验。非洲国家不应该随便把学到的

中国政策完全照搬在非洲的土地上，因为非洲与中国有不同的政治体系、文化和宗教。 

 

                                                        
7  James Kathuri, Africa can borrow a leaf  from China , 参看 The African 网站 ：

http://www.africanexecutive.com/modules/magazine/articles.php?article=2849，2008 年 1 月 30 日。 
8 James Kathuri，同上 
9 James Kathuri，同上 

http://www.africanexecutive.com/modules/magazine/articles.php?article=2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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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形势下的中非关系 

在谈论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我们首先聚焦在外交关系的概念上。正如我们所知道

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任何外交关系都意味着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在非洲，大多数

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只有极少数国家仍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例如冈比亚，布基

纳法索，普林西比岛及马拉维。中非关系也曾由于许多国家在台湾与大陆之间摇摆受到影

响，这些国家的姿态导致了它们与中国大陆关系的几次破裂与重建。 

近年来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及中非间的信赖合作关系成为国际事务中的敏感话题。

非洲国家已经看到了中国在他们经济发展过程中给与的帮助和支持。除此之外，非洲市场

充满了便宜的中国产品，这些产品取代了以前那些昂贵的西方产品。所有这些因素都增强

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给西方带来了威胁，他们感受到自己在非洲价值的缺

失。在历史上，非洲曾是西方世界的影响圈，尤其是法国、英国、比利时、葡萄牙等前期

殖民者。这些国家指责中国在掠夺非洲且力图指证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在这些指

责声中，中国则一步步地取代了西方世界在非洲的影响力。 

在非洲人看来，和中国合作要优于 40 年前与西方没有任何具体结果的合作。在那次

合作中，西方变得愈加富有，而非洲变得更加贫穷。中非伙伴关系的核心是政策上的互相

信任，经济上的双赢合作及文化交流。与和西方世界的合作相比，非洲从与中国的合作中

获益更多。这也是所有的非洲国家现在都转为和中国合作的原因。 

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FOCAC）非常成功，论坛涌现出关于双边关系定位

以及发展方向的新建议。在 FOCAC 合作框架机制的运作与安排下，中非间的经济及商业往

来已经显著增长，给来自双边的贸易商和投资商带来了更多的利润。因此在抗击贫困、追

求尊严及体面的生活方面，FOCAC 将中国与非洲的人民团结在了一起。FOCAC 的重要性在

于作为今天世界中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中国分享其发展经验的承诺。 

尽管中国和每一个国家之间的合作都是双边的，她也为促进地区之间的合作做出了

贡献，而加强地区之间的合作也是促进非洲经济发展的措施之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已

经启动了经济区制度。第一个经济区在 2007 年赞比亚卢卡萨由胡锦涛主席主持开幕。中

国也与 ECOWAS（西非的经济区域组织）合作。2007 年 4月，CCPIT 组织召开了第一届中国

西非贸易与投资洽谈会。会中，中国以 1600 万美元获得西非发展银行 1.2%的股权10。中国

与西非间的贸易结构和贸易总量均不平衡，其中纺织品是争论的焦点。 

中国与中非地区的贸易量对于该地区更加有利，因为中国从该地区的进口超过出

口。在这个区域，中国主要出口机械、电子产品、纺织品、农畜产品，服装及医药等，从

中非进口木材、棉花、锰、铜及钴等。 

在很多国家中，中国在电信及采掘业投资较多。采掘领域是备受争议的领域，它也

是西方指责中国的基本点。他们指控说中国在非洲出现的原因是为了剥夺自然资源，中国

需要这些资源支撑其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在多数非洲国家扮演着原油开采的主要角色，

最著名的例子是苏丹。在苏丹的原油开采领域，中国投下了巨资，约有 64％的原油开采量

被出口到中国。其他几个非洲产油国也出口大部份的石油产量到中国。 

中国参与不同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广播站、运动场、水电站等。中国

还参与整个非洲的社会设施建设中，尤其是医院、雇用残疾人及女工的纺织厂、派遣医疗

队、农业援助等。截至 2005 年底，中国在 49 个非洲国家参与了 800 个工程。来自中国的

公司在 26个非洲国家提供优先贷款，这些贷款被用来从事 58个项目。 

非洲的债务曾经是其发展的最大障碍。中国还取消了很多非洲国家的债务。债务减

免使得这些国家可以重新分配支持经济及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的资金。 

 

四、中非关系面临的挑战 

         中国需要自然资源支撑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它离不开具有丰富自然资源

                                                        
10 参见 http://www.tni.org/acts/chinainafrica-afdb.pdf,  Bank information Center, China and the AfDB understanding 

the emerging paterneship (ppt), May 2007 

http://www.tni.org/acts/chinainafrica-afd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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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量的非洲。同时，非洲作为最落后的大陆，它需要发展但却没有资本，在与西方合作失

败及损失惨重之后它也离不开中国。在该视角下，我们发现中国和非洲互相需要。但是，

当非洲资源耗尽后会发生什么呢？中国在非洲的利益仍然不变吗？合作与伙伴关系会发生

变化吗？合作的模式将有所改变吗？同时，如果中国晋身于发达国家或超级大国，它对非

洲的政策将继续保持不变吗？问题反过来也同样成立，即非洲自身的积极发展会为双方的

关系带来什么改变吗？ 

随着印度的发展，印非关系的发展对中非关系会时是威胁吗？由于所有这些国家对

非洲都有同样的目的及利益，新来者对中国将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几年前，在欧盟－非洲

峰会实施以前，我们只谈论法非峰会。昨天，FOCAC(中非合作论坛)得以创立。几个月前

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新的印－非峰会，现在我们都意见看到了日本－非洲峰会，这些角色能

改变中非关系的秩序吗？所有这些讨论会和峰会，无论官方表述为帮助非洲战胜贫困，还

是帮助非洲发展，但是我们都知道，事实上他们的目的实际是控制工业发展所需的自然资

源，他们寻找的是一个长期的供给输入。每个角色都在与另一个竞争以致于它能与非洲国

家有一个特别的合作，从而可以容易地得以接近这些自然资源。这样的话，中国应该是其

他国家的竞争者。 

中非关系的另一个挑战来自于中国对西方指责其卷入非洲的回应。在非洲失去了影

响力的西方国家不会从正面看待中国在非洲的行动。一个当前例子是，IMF 对中国与刚果

民主共和国签订的 90 亿美元的矿业开采合同的消极反应。IMF 警告说，这笔贸易将恶化正

处于结构调整中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金融状况。 

台湾问题仍然是中非关系的一大挑战，原因很简单，对中国来说，想和她合作的任

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与台湾保持有任何关系及往来。 

充斥非洲市场的中国便宜商品有另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反工业化。由于中国的产

品比当地公司的产品更加物美价廉，这使得当地公司无力与中国产品竞争而倒闭。企业倒

闭意味着失业，长期来看，这可能导致社会问题及非洲制造商和失业者对中国的反对。南

非纺织工业及一些西非国家的情况对该种情形有着清晰的阐述。如果这个问题不得到好的

解决，它将可能触发一场对中国产品的抵抗运动。 

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及新兴国家，如印度，在非洲市场和自然资源方面的竞争听起

来将会变得日益残酷，中国不得不比他们做得更好，并且增强自己的竞争力。中国也应该

在非洲建立制造公司，而不仅仅将其活动限制在开采自然资源方面。而后者也是西方指责

中国在非洲实施新殖民主义及掠夺最突出的一点。 

中国应当输出技术到非洲，像印度计划通过它和非洲的合作模式所做的那，同时培

训非洲当地员工，而不是从中国向非洲输出自己的劳力。在建设公路及其他设施的时候，

中国总是携带着自己的劳动力。这样做导致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当建设结束时，当地人民

并没有从该项技术和技能之中获益。他们依旧依赖于中国，甚至在设备的维护工作方面。 

鉴于中非关系所面临的挑战，加强双边（通过 FOCAC，部级会议，学生等）沟通是重

要的。双边沟通将有助于解决双方的分歧与误解。 

我也建议中非启动发展研究的联合项目，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自然科学及技术领

域。通过考虑双方的现实情况，这种联合项目可能帮助双方解决他们的问题和分歧，而考

虑现实情况这点我认为对合作成功非常重要。 

非洲应该从可以轻易地打进中国的巨大市场获利。中国免除了大量非洲商品的关

税，这将刺激非洲出口商品到中国。非洲应该学习中国的技术与专业特长。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有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WTO 及世界银行等

国际事务的处理中，这些国家的声音有权被听到。中国一贯是非洲国家的支持者，就像早

在中国成为联合国一员之前非洲国家就是中国的支持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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