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5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持续

消耗非洲拮据的财政资源，许多国

家陷入抗疫与保经济的两难困境。

疫情不仅严重危害非洲民众健康，

而且免疫鸿沟和发展停滞诱发政局

动荡，政治安全挑战明显增多。虽

然大国“非洲热”有所消退，但仍

在高位运行，竞争大于合作的态势

不利于中非合作平稳发展。展望未

来，中国应继续引领国际对非合作

的前行方向，努力将中非合作打造

成为国际多边合作的示范。

新冠肺炎疫情下非洲地区形
势特点

截 至 2022 年 4 月 25 日， 非

洲大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

1187 万，占全球的 2.3% ；累计死亡

病 例 25.3 万， 占 世 界 的 4.1%。 令

人担忧的是，巨大免疫鸿沟的存在，

导致非洲实际感染人数可能远超统

计数据。世界卫生组织指出，非洲

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或已感染新冠

病毒，叠加南部非洲惊现超级新冠

病毒变种，导致非洲大陆的防疫和

发展走势充满不确定性。

一、政治安全：总体趋于稳

定、局部动荡多发

首先，大多数非洲国家总统或

执政党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举行的选

举中获得连任。2020—2021 年，非

洲共有 31 个国家举行了选举，其中

20 个国家举行了总统选举，其余 11

个国家举行了议会选举。在实行总

统制选举的 20 个国家中有 14 个国

家的总统实现连任，有 3 个国家的

执政党在内部实行轮替，只有马拉

维、塞舌尔和赞比亚 3 国的反对党

上台执政。2022 年，利比亚、马里、

安哥拉、肯尼亚等 14 个国家将举行

总统和议会选举，在非盟帮助下，

有的国家或可避免逢选必乱的魔咒，

但疫情下的党派之争、民族矛盾叠

加民生问题将使大选充满不确定性。

例如，利比亚和马里推迟了本该在

1 月和 2 月举行的大选，导致相关

国家安全局势紧张和冲突升级。

其次，疫情对非洲国家政局的

深层次影响正在显现，动荡明显增

多。一是非洲之角持续动荡，埃塞

新冠肺炎疫情下非洲地区形势特点
与中非合作展望
姚桂梅

2021年11月30日，南非约
翰内斯堡，人们经过一个涂
鸦作品。（IC Photo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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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比亚国内冲突久拖不决，埃及、

苏丹、埃塞俄比亚围绕复兴大坝问

题争执不休，地区国家内部矛盾及

国家间冲突导致地区形势错综复杂。

二是疫情加剧国家治理难度，军人

干政现象回潮。继 2020 年 8 月马里

政变后，2021 年非洲国家就发生了

数次军事政变或未遂军事政变，涉

及马里、几内亚、苏丹、尼日尔、

马达加斯加和乍得。2022 年 1—2 月，

布基纳法索和几内亚比绍相继发生

军事政变，引起国际社会的警觉和

担忧。非盟第三十五届峰会强烈谴

责违宪的政府变革，并致力于通过

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所作决议来解决

问题。三是疫情激化社会矛盾。新

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非洲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正常生活，社会

撕裂和矛盾激化导致南非、斯威士

兰等国发生严重骚乱。

二、经济社会：低增长、高负

债、欠发展成为新常态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非洲外

向型经济的走势，导致非洲经济复

苏难度加大，融资难和债务脆弱性

凸显，民众生活困苦，非洲国家普

遍面临“促经济与保民生”的艰巨

任务。

一是经济低速增长，复苏前景

艰难。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世界各国实施疫情封控措施，导致

非洲产业链和供应链被迫中断，旅

游业停摆，非洲经济遭遇半个世纪

以来最严重的衰退。2020 年非洲国

内生产总值（GDP）萎缩 2%。2021 年，

在大宗商品价格反弹和社交限制逐

步放宽的加持下，撒哈拉以南非洲

经济复苏反弹至 4%。2022 年 4 月，

世界银行发布《非洲脉搏》报告预测，

2022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率

将降到 3.6%。考虑到非洲自身的中

长期结构性问题，叠加新冠肺炎疫

苗接种率过低、气候变化以及俄乌

冲突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对非洲经济

增长带来的压力，非洲经济复苏的

前景依然脆弱。

二是非洲财政和经常项目仍陷

赤字困境。疫情暴发后，非洲国家

出口收入、税收、侨汇及外资等均

大幅减少。政府在帮扶中小企业和

实施社会经济救助计划等方面增加

了许多额外支出，导致财政收支状

况恶化。非洲国家的财政赤字率从

2019 年 的 4.9% 上 升 到 2020 年 的

10.7%，创历史新高。尽管 2021 年

非洲经济触底反弹，财政赤字率或

将有所收窄，但大多数国家支撑经

济复苏的财政空间依然非常有限。

经常项目方面，2020 年在全球生产

链、供应链断裂的背景下，非洲国

家出口额只有 4710 亿美元，同比下

降 20.3% ；进口额为 5106 亿美元，

同比下降 12.5%。随着大宗商品价

格的上涨和国际物流的稳定，2021

年非洲的出口贸易增长 38.7%，高

于全球出口贸易 26.3% 的增速 ；非

洲进口贸易增长 24.4%，低于全球

进口贸易 26% 的增速。侨汇方面，

受疫情防控举措影响，国际劳工流

动受限，劳工岗位大幅减少，非洲

侨汇收入从 2019 年的 858 亿美元下

降到 2020 年的 783 亿美元，预计在

国际劳工流动完全恢复之前，非洲

国家的侨汇收入还将继续减少。然

而，得益于经济增长和非洲主要商

品出口复苏，非洲经常项目逆差有

所 收 窄， 从 2020 年 的 89.3 亿 美 元

下 降 到 2021 年 的 80.9 亿 美 元， 非

洲经常项目赤字率从 2020 年的 5.5%

2022年3月23日，没有收获的村民
扎瓦迪沮丧地站在肯尼亚基利菲枯
萎的玉米地里。 （新华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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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至 2021 年的 4.1%。

三是疫情加重非洲债务负担和

脆弱性。债务问题长期困扰非洲发

展，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加快了非洲

债务累积速度，脆弱性凸显。一是

非 洲 国 家 债 务 规 模 攀 升。2020 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外债存量已达

7020 亿美元，10.7% 的增长速度在

全球所有地区中最高，而且私人债

务在非洲发展融资中的作用越发显

著。2020 年非洲国家公共债务中私

人资金上升为 1950 亿美元，私人

无担保长期债务上升至 1350 亿美

元（其中商业银行贷款 1270 亿美

元），非洲国家长期债务 5890 亿美

元，其中私人债务合计共占 56%。

二是非洲国家总体债务指标明显恶

化。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平均负

债率从 2019 年的 40% 上升到 2020

年的 43.7%，同一时期平均债务与

出 口 比 率 增 加 了 两 倍，2020 年 达

到 212.3% ；债务率也从 2019 年底

156% 上升到 2020 年的 205% ；偿债

率从 16% 增长到 22%。三是一些国

家亟待债务重组。截至 2020 年 12 月，

在已进行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的 38 个

国家中，突尼斯、安哥拉、佛得角、

莫桑比克、毛里求斯和赞比亚 6 个

国家陷入债务危机，14 个国家面临

高风险，16 个国家为中风险，仅有

2 个国家为低风险。更为严重的是，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非洲债务还被政

治化，破坏了非洲的融资环境，增

大债务违约的风险。

四是通胀高企、货币贬值、贫

困加剧凸显社会隐忧。首先，食品

短缺和社会动荡加剧助推通货膨胀。

受美国和其他经济体通胀率快速上

升的传导，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

家平均消费物价通胀率从 2019 年

的年均 8.2% 升至 2020 年的 10.3%、

2021 年的 10.7%。非洲消费物价通

胀 率 从 2019 年 的 年 均 10.8% 快 速

升 至 2020 年 的 17.2% 和 2021 年 的

22%。 苏 丹、 津 巴 布 韦、 安 哥 拉、

赞比亚、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等

国通胀严重。同时，大多数国家货

币面临持续贬值压力。2019—2021

年，阿尔及利亚、南非、尼日利亚、

埃塞俄比亚等国的有效汇率指数呈

下行趋势，本币出现不同程度的贬

值。其次，社会不平等问题加剧。

在疫情反复、粮价飞涨和货币贬值

背景下，非洲民众生活困顿，贫困

人 口 增 加。2020 年 非 洲 新 增 3000

万赤贫人口，这一数字在 2021 年升

至 3900 万，而全非赤贫人口数也随

之上升至 4.65 亿，占非洲人口总数

的三分之一。此外，非洲各国内部

及各国间不平等扩大，社会不平等

加剧导致草根暴力事件频发。受武

装冲突遗留问题影响，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的社会动荡和冲突显著增

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难民人数

在过去 5 年中增加了 1 倍多，2020

年达到 1650 万人。大量难民不仅减

缓了经济增速，而且增加了非洲实

现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难度。

国际对非合作仍在高位运行
且呈竞争态势

世界重回大国竞争时代，作为

联合国“票仓”的非洲国家在重塑

全球新平衡格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疫情下，虽然大国对非合作

自顾趋向加强，“非洲热”有所退潮，

但仍维持较高热度，呈现“抓重点、

谋实利、看未来、布全局”的特征。

一是美国日益重视非洲，通过

“价值观认同”将大国竞争引入非

洲。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虽延续美

国历届政府的“对非洲没有重大利

2022年1月11日，南非议会纵火
案嫌疑人在开普敦的地方法院出
庭，其面临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等
多项指控。（新华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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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诉求”外交定位，但为遏制中国

在非洲日益上升的影响力，开始“重

返非洲”，不仅推出“新非洲战略”，

把反恐和经济合作作为美非关系的

重点，而且配套新法案和新金融工

具加以支撑，推动对非经济举措逐

步落地。疫情发生后，特朗普政府

因“美国优先”战略而一度放缓对

非 投 入， 但 也 在 相 关 领 域 取 得 进

展。一方面通过抗疫援助改善美国

在非洲的形象，另一方面通过时任

国务卿蓬佩奥两度访问非洲，提升

美国对非洲事务的影响力。拜登政

府上台后，明显比特朗普更加重视

非洲。面对特朗普政府追求“美国

优先”外交政策留下的烂摊子，拜

登政府主要以“价值观外交”为幌

子，在开展贸易、抗击疫情、应对

气候变化、促进民主、推动和平与

安全等议题上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协

调，同时延续其排斥和遏制中国的

做法。2021 年美国总统破天荒地向

非盟首脑峰会致贺并会见刚果（金）

和肯尼亚总统，国务卿布林肯继“云

访问”后更是实地到访非洲，美国

其他高官也频繁开展对非线下外交。

此外，美国持续举办美非商业峰会，

推进共建“繁荣非洲”倡议，并向

非洲提供新冠肺炎疫苗、邀请 17 位

非洲国家领导人出席所谓“民主峰

会”等举措，在非洲争夺影响力的

战略意图非常明显。

二是欧洲国家加大对非投入，

推动建立“平等伙伴关系”。2020 年，

欧盟发布对非战略，勾勒出未来欧

盟对非关系重点和方向。2022 年 2

月召开的第六届欧非峰会上，欧盟

宣布未来 6 年将向非洲投资 1500 亿

欧元，通过促进多领域公私投资帮

助非洲发展更加多元、包容、可持

续且有韧性的经济，重点在基础设

施、数字化、能源与绿色转型、可

持续增长与创造就业、公共卫生和

教育等领域进行投资。法国一直视

北非为自己的“后院”，表现最为活

跃，不仅举办了非洲经济体融资峰

会和法非峰会，而且马克龙总统率

先开启了疫情下大国领导人对非线

下外交，加大对非外交投入。同时，

德国大力开展对非经济和疫苗外交，

2020 年初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

南非和安哥拉，力促德非贸易、投

资及能源合作。2021 年德国举办新

一届非洲契约峰会，在继续扩大对

非投资的同时，德国加大对非疫苗

援助，帮助南非、塞内加尔、卢旺

达等国提高独立生产疫苗的能力。

“脱欧”后的英国于 2020 年召开英

国非洲投资峰会，支持非洲发展和

加强英非经贸关系。但进入 2021 年

英国政府以经济衰退为由削减对非

援助，外交重点转至印太地区，非

洲方向在其外交权重中下降。

三是新兴大国对非合作逆势前

行。非洲是俄罗斯地缘战略利益的

“舞台”。继 2019 年首届俄非峰会后，

俄罗斯按照全面发展与非洲伙伴关

系的既定议程深化俄非合作。军事

合作是俄非合作的重点，不仅政府

间的军事技术合作规模在扩大，而

且俄罗斯私营安保公司也在积极拓

展利比亚、中非、马里等国的安保

业务，与法国争夺影响力。印度更

是将非洲作为自身外交的优先方向，

其快速响应非洲国家的抗疫需求，

积极对非提供抗疫援助，强化印非

经贸和防务合作。虽然拟于 2020 年

9 月召开的印度—非洲峰会因疫情

而推迟，但印度于当年 11 月举办

了印非经济论坛视频会，力促双边

经贸稳定发展。横跨欧亚大陆的土

耳其也在非洲大展雄心。土耳其总

统埃尔多安是访问非洲次数最多的

现任国家元首，土非合作机制在疫

情下也在继续推进。2021 年 12 月，

土耳其举办第三届土耳其—非洲伙

伴关系峰会，未来将广泛开展包括

改善非洲基础设施、维护非洲和平

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

土非伙伴关系。

   

新时代中非合作前景广阔

进入 21 世纪，中国与非洲间的

政治互信度、经济依存度、利益融

合度持续加深，为疫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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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双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引领国际

对非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是中非关系深入发展，继续

引领国际对非合作前行方向。疫情

发生以来，中非高层保持密切沟通，

战略互信不断增强。2020 年 6 月中

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的召开，为国

际抗疫合作树立了典范，向世界展

现了中非携手共克时艰、逆势合作

的坚定决心和韧性。2021 年中非贸

易额达到 2542.89 亿美元，同比增

长 35.3%，创历史新高 ；中国对非

投资强势反弹，仅 2021 年 1—9 月，

中国对非全行业直接投资 25.9 亿美

元， 同 比 增 长 9.9%， 已 超 过 2019 

年的同期水平。中国在非洲基础设

施合作继续巩固传统优势，承包工

程的合同额l连续2年增长。

2021 年 11 月，中非

合 作 论 坛 第 八

届部长级会议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

尔举行，引起世界高度关注。此次

会议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

在境外举办的规模最大、范围最广

的对非合作外交盛会。习近平主席

在主旨演讲中用“真诚友好、平等

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主持

公道、捍卫正义、顺应时势、开放

包容”32 个字精辟概括了中非合作

友好精神，就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

共同体提出了“坚持团结抗疫、深

化务实合作、推进绿色发展、维护

公平正义”四点主张，宣布对非合

作“九项工程”、再向非洲提供 10

亿剂疫苗、转借特别提款权等重大

举措，为中非合作注入新的强劲动

力。会议通过了 4 份文件，创历届

之最。本次部长级会议成果丰硕，《中

非合作 2035 年愿景》与《中非应对

气候变化合作宣言》两份文件的发

布，丰富了新时代中非合作的内涵，

引领了国际对非合作的前行方向。

二是中非双方深化关系

愿望强烈，合作大有可为。从非洲

方向看，非洲大陆将总体保持稳定，

部分国家政局动荡隐患激增。经济

上，非洲将总体保持增长势头，但

部分国家疫情反复和疫苗接种率偏

低、社会动荡和冲突频发将制约经

济复苏进程。非洲国家经济结构转

型和加速一体化诉求强烈，重点依

托数字经济、健康经济、民生经济、

中小企业来增强转型活力。外交上，

非洲将继续追寻伙伴关系多元化和

自主外交战略，在国际事务中秉持

多边主义，呼吁加快联合国安理会

改革进程，增加非洲国家席位，增

强非洲话语权。社会发展上，非洲

社会多元与分层将日趋明显，中产

阶级不断壮大，非洲国家内在需求

日益多样。综上可见，非洲发展面

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尤其是发展

不确定不稳定性明显增多背景下，

非洲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寄予厚望，

这为双方深化合作提供了更多机遇。

从 中 国 方 面 看， 非 洲 始 终 是

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础，发展与

非洲关系是中国长期坚定的战略抉

择，中国不会因为国际形势动荡加

剧、地缘政治变得不稳定而动摇与

非洲国家加强合作的大政方针。当

前，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中美战略

博弈加剧，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

国际处境变数增加，政治经济资源

丰富的非洲更加凸显在中国外交中

的战略地位。未来，中国将充分发

挥中非合作基础好、积累多、渠道通、

互补强的优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非

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 2022—

加纳第一大港口特马港因
中非合作迎来新机遇。
（新华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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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下，综合施策，推动“九项工

程”逐步落地，加速构建新时代中

非命运共同体。一是在发展战略目

标、全球治理、气候变化、和平与

安全、治国理政、发展道路等方面，

加强与非洲国家的政策对接和协调，

夯实中非合作的政治基础 ；二是深

化与非洲国家在基础设施、绿色农

业、粮食安全、资源环境、卫生健康、

数字创新、金融和银行业、自贸区

建设、中小企业等领域的合作力度，

筑牢中非合作民意基础。三是充分

照顾非洲国家的利益关切，增强与

非洲国家在全球性议题中的合作和

支持力度，提升包括非洲在内的广

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分量。

结语

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中非

合作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伴随着

世界大国逐渐认识到非洲在国际关

系重塑过程中所处“中间地带”角

色的重要性，国际对非合作总体呈

现竞争与排他大于合作与互补的态

势，这既不利于非洲国家实施自主

发展与国际协调并重的发展方略，

也使中非合作面临巨大压力与挑战。

俄乌冲突久拖不决，美西方制裁导

致俄罗斯在非洲的影响力遭到较大

削弱。但美国与欧洲盟友并非铁板

一块，尤其是欧洲在俄乌冲突中损

失惨重，在此背景下，中欧在非合

作机会增多。未来，中国应抓住构

建世界新秩序的战略机遇，以务实

视角经略大国在非关系，在新基建、

油气资源、工业化、粮食安全、医

药卫生、气候变化和教育领域拓展

以“中非欧”等“中非 + 第三方”

合作为主线、符合非洲需求和发展

议程的国际合作项目，持续营造开

放性、多维度、兼容各方利益的对

非合作方式，使非洲成为国际多方

合作的大舞台，为中非合作提供新

动能和更为宽松的外部环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

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非洲研究院

南非研究中心主任

2022年4月14日，求职者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办的中资企业招聘会上留影。（新华社图片）

2021年9月27日，在湖南长沙举行的第
二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上，参展商
在摆放非洲咖啡。（新华社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