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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非关系在平等互利、互利共赢、开放包容、共同发展等原则的指引下，实现从
摘 要：
“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演变。随着中非关系的发展，双方合作日益深入，这为中非在“一
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奠定良好基础。
自２０１ ３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非洲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兴趣
倍增，非洲在“一带一路”倡议规划中的地位亦日趋清晰。总体而言，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非合作的升级，不仅有利
于非洲一体化和工业化进程，有助于中非领域合作的全方位深入，还为中非塑造利益、安全与命运共同体及经济全球
化的均衡与和谐发展创造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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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以新的形式使亚非欧各国

终坚持真诚友好、平等互利、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等

联系更加密切，将已有的互利合作推向新的历史高

理念；还在于中非合作机制与成效为“一带一路”倡

度。中非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
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

议在非洲的实践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争中始终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新中国成立和非洲国家独立开创了中非关系新纪

（一）中国对非政策所秉持的理念与“一带一路”
倡议所倡导的共建原则相吻合

元。半个多世纪以来，中非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贸

受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对非洲政策在保

与人文联系日渐密切。虽然受国际金融危机、
中国经

持延续性的同时，亦做出一定的调整，但这其中展示

济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中非贸易、非洲经济增速

的平等互利、开放合作、包容、市场运作等政治理念，

趋于减缓，但是为消除贫困、促进包容持续经济增

与
“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建原则高度一致。出于巩固

长，
非洲国家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力推工业化与一体

新政权，改善国际环境的考量，１９４９年，中国人民政

化进程，
这与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

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申明中国可在平等和

融通和民心相通等领域合作为要旨的“一带一路”倡

互利基础上，与各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

议确能呼应。

易关系。１９５５年的首次亚非会议提出的处理国际关

一、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非关系发展理念一脉
相承

系的十项原则包括了由中国、印度和缅甸三国共同
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内容。１９６４年，时任中
国总理周恩来在会见加纳等国领导人时，
提出中国对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有其特定的时代背

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其要旨除了重申平等互

景，但就“一带一路”倡议中主张的合作原则与精神

利、
不干涉内政原则外，还特别强调严格尊重受援国

而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构想已先行在非洲

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１］２７。

大陆付诸实践，其原因不仅在于中国对非关系中始

随着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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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经贸合作日渐成为

其二，中非日益密切的经贸合作推动双边共同

中非关系的主题。１９８２年１２月至１９８３年１月，时任中

利益的增长，为中非扩展“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领域

国总理赵紫阳提出中非经贸关系应遵循“平等互利，

合作营造良好的氛围。中国对非经贸合作是以北非

讲求实效，
形式多样，
共同发展”
的原则。２０世纪９０年

为重点逐渐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拓展。１９５０年，与中国

代初期，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

有贸易往来的只有摩洛哥和埃及；埃及成为第一个

标，形成“走出去”的战略思想，提出要形成多层次、

与中国签订国家间贸易协定的非洲国家，摩洛哥和

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２０００年
“中非合作论坛”

突尼斯也先后于１９５８年同中国签订政府间贸易协

首届部长级会议通过 《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

定。１９８９年，中国与加纳签署鼓励和保护投资的双边

领》，
该文件重申：
“中非将在未来发展中遵循以下合

协议，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签订的第一份投资协议。自

作原则：平等互利，
形式与内容多样化、注重实效，实

２００９年起中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截至

现共同发展，
以友好方式消除分歧。”
。随着中非合作

２０１２年，在与中国建交的４９个非洲国家中，有４５个国

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大国加大对非洲的涉足力度，

家与中国签署“贸易协定”，有３１个国家与中国签订

中国逐步将国际因素纳入对非政策。２００６年的第三

“投资保护协定”
，有１０个国家与中国签订“避免双重

届中非部长级论坛会议上，中国政府提出将“本着开

征税协定”，有４４个国家与中国建立“政府间经贸联

放、包容”的原则，不断开拓创新，加强交流借鉴、使

（混）委会机制”［１］１１７。此外，在设施联通方面，２００６年

论坛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１２年的

中国南航开辟第一条中非航线“北京一迪拜一拉各

中非合作论坛第五次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政府表示

斯”
。至２０１１年，往返于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定期航班

将本着“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互利共赢”

已达每周４４班次。在资金融通上，继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０年

的方针，引导投资向非洲制造业领域倾斜，支持企业

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挺进非洲大陆后，２００６年，

和金融机构以多种方式参与非洲交通、通信、水利等

银联开始非洲拓展业务，已有超过４０个非洲国家和

基础设施建设。

地区可受理银联卡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是非

（二）中非合作机制与成效为“一带一路”在非洲
的实践奠定基础

洲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且以守信、保质、低
价和高效等经营理念而赢得口碑。１９７０年－ １９７６年，

其一，中非政治与战略互信为中国在非洲宣传

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是中国在非洲的首个基础设施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理念确立良好政治条件。继

项目，是当时非洲第三大基础设施项目。根据非洲基

１９５５年亚非会议上中国领导人与非洲国家领导人第

础设施联合会的统计，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３年， 中国投资非

一次直接接触后，１９５６年，埃及与中国建交，为非洲

洲基础设施的资金每年约达１３９亿美元，这在向非洲

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１９５９年几内亚与中国建交，

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支持的单一主体中，位列第一［２］。

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后

其三，中非公共外交的发展，为“一带一路”在非

随着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相继挣脱殖民枷锁、赢得

洲的拓展创造民意根基。自２００２年埃及成为非洲第

政治独立，
中国与多数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２０００

一个“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以来，乌干

年中国与非洲国家启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标志中

达、马达加斯加等２８个非洲国家成为“中国公民组

非合作关系的全面升级和步入机制化轨道，使得中

团出境旅游目的地（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数据）［１］１１２。中

非合作具有了多边性质，有助于过集体协商，推动中

非人员往来每年近３００万人次［３］。２０００年，中国承诺

国与非洲联盟及非洲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区域合作，

设立“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２００９年，中国倡议

从而为中非跨国跨区域的经贸合作开辟前景。２００６

启动“中非科技伙伴计划”，实施中非联合研究交流

年１月颁布的《中国对非政策文件》提出构建“中非新

计划；２０１１年，中国主办第一届中非智库论坛会议；

型战略伙伴关系”
，同年中非双方将论坛部长级会议

２０１２年，中国宣布实施“非洲人才计划”等，频繁的

升级为首脑会议。２０１２年，
中国表示要制定切实可行

人员交流构筑了中非间有力的“二轨外交”
。值得一

的中长期合作规划，促进中非彼此产业对接和融合，

提的是，非洲在“一带一路”中的定位问题最早是在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沟通对话机制，为深化

中非
“二轨外交”层面被提出。随着这一问题愈加引

合作提供法律制度保障。

起中非官方的关注，其在政策层面的“议题化”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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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持续推进［４］。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４年，
非洲国家的矿业开采值从３０亿美元
降至１７亿美元。这减少部分非洲国家的税收，冲击其

“一带一路”倡议适应新时期中非关系发展
二、
的需要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和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的大
背景下，欧美传统市场低迷常态化，中国和非洲经济
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贸易发展势头或将减弱，从而
增添中非贸易合作的风险。而“一带一路”倡议为缓
解中非合作难题，实现中非合作“提质升级”的发展
思路，促使非洲国家进一步同中国分享发展成果提
供机遇。
（一）中非经贸合作遭遇瓶颈
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中国在非洲等地开
发石油、天然气、铁和铜等矿产，这不仅为中国经济
长期的高增长提供资源保证，而且深化了与非洲等
地国家的经贸关系。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２年，中非贸易在非
洲外贸中的比重由约４％增加到１５％。在中国外贸中
的比重则从约２．２％增至５．１％。不过，
需要指出的是，
中国对非进出口贸易的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以２０１２
年为例，机械，通讯设备等机电产品占中国对非出口
的４６％，南非、尼日利亚，埃及是中国在非洲的主要
出口对象，三国占中国对非出口贸易的４４％［５］２４。同
年，石油占非洲对中国出口的６６％，其余是铁矿石，
棉花等，
其中南非、安哥拉两国对中国出口约占非洲
对中国出口的７５％［５］２７。
另一方面，２００８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外需不
足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彰显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的迫切性。为缓
解危机的影响，扩大内需，中国启动４万亿元的投资
计划，
有效推动此后两三年里经济的快速发展。２０１０
年，中国不仅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经济体，
而且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不过，自２０１２年开
始，中国经济增速持续走低，连续５年低于８％，这其
中诸如市场饱和、资源消耗过大、劳动力成本上升等
制约性因素，促使家电、钢铁、水泥等主导产业的竞
争优势下滑，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下降。这在中非贸易
负面影响中亦可窥见一斑：其一，中非贸易增速下
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增加八倍，而同
非洲的贸易增长１１倍［５］２４。但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年中非贸易增
速由１９．３％降至５．９％，远低于中国对外贸易增速
（２０１３年为７．６％）［６］。其二，非洲国家财政压力剧增。

对公路和铁路、能源等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如，２０１６
年７月，几内亚被迫搁置价值２００亿美元的司马杜
（Ｓｉｍａｎｄｏｕ）铁矿石项目，该项目涉及６５０公里的铁路
和深海港等基础设施，为非洲最大矿业项目。同年８
月，安哥拉石油公司宣布停止洛比托（Ｌｏｂｉｔｏ）炼油
厂项目建设［７］。其三，非洲发展预期降低。国际货币
资金组织将对非洲２０１５年的经济预期从４．５％降至
３．７５％ ［８］。２０１５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速降低为
３．５％，远低于前十年经历的５－ ７％的高速增长。２０１６
年非洲经济预期增速仅为１．４％，这是２０００年以来首
次低于世界平均增速［９］１２。
（二）非洲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非洲面临消除贫困、促进包容持续经济增长等
挑战，认为
“一带一路”将给其自主、可持续发展带来
发展机遇。其一，适应非洲经济结构转型需要。２０１２
年新任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德拉米尼·祖马强调工
业化对非洲大陆发展是一种必需。２０１５年，非洲联盟
通过的《２０６３年议程》将制造业和加速工业化作为变
革非洲经济的优先议程。另一方面，有经济学家认为
在中国实现提升产业结构，提高产业价值链的过程
中，将在制造业中流失多达８５００万个工作岗位，其中
的空缺将由劳动力丰富的低收入国家所填补，而从
这一点看，非洲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方面非洲不仅工
业产出的比例低，２０１３年，非洲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
中的比重不到２％ ［９］２４；另一方面，非洲人口年轻化突
出。预计到２０５０年，６２％的非洲人口在工作年龄范
围内［９］７。这使非洲接纳低端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能
力方面具有较大的空间。其二，获得发展基础设施的
资金。为使非洲国家间和地区间相互连接，
加速一体
化进程，
２０１２年５月，
非洲联盟委员会推出《２０１２－ ２０４０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
（ＰＩＤＡ），该计划估算到２０４０
年项目总开支将超过３６００亿美元，要完成２０１２－ ２０２０
年优先项目，预计需要６８０亿美元，每年约７５亿美元。
据该计划的研究预算，到２０２０年之前，非洲内部融资
可能超过总支出的５０％，到２０３０年占到２／３，到２０４０年
达到７５％。这意味着外援必不可少［１］９。而中国国家开
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将分别提供２５００亿元和１３００亿
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基础
设施建设、
产能、
金融合作［１０］。其三，
便利非洲国家进
入全球和区域市场。不同于中非合作论坛机制，
“一
·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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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倡议的内涵不限于中国与非洲国家间的双

平台。在国别层面，继２０１３年中国外交部与塞舌尔共

边关系，而是旨在加强与亚欧非及世界各国的合作

外交部关于建立政治磋商机制的协议后［１４］。２０１６年，

与互联互通，这意味着如果非洲成为该倡议的一部

埃及与中国正式签署一份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协议，
成

分，其不仅可有机遇扩大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

为首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双边协议的非洲国家［１５］。

家的贸易，还可能推动非洲大陆内部间贸易。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５月，
肯尼亚总统、埃塞俄比亚总理、埃及贸易

年，大约８０％的非洲出口产品流向非洲之外的目的

和工业部长以及突尼斯文化部长等５０多个国家代表

［１１］

地 。根据２０１４年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发布

参加首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会议。同年７

的数据，非洲内部贸易约占非洲国家对外贸易的约

月，中国与突尼斯签署关于建立磋商机制的协议。在

１２％，远低于欧洲（６０％），东盟（３０％） ，需要指出的

多边层面，
２０１４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

是，
非洲内部贸易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将有助于资源

可以帮助非洲实现通过高速铁路连接所有５４个非洲

较贫乏的非洲国家从规模经济中受益，利于提高投

国家首都的梦想。该年５月，中国与非盟签署关于《全

资者对非洲工业化的信心。

面深化中国非盟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该声明表示

［１２］

三、
“一带一路”
背景下中非关系的新发展
在发挥中非既有合作机制与比较优势的基础

双方将充分发挥中国与非盟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合
作联合工作组的作用，推进实施非洲跨国跨区域基
础设施合作行动计划。

上，
中国与非洲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通过加强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升非洲在中国外交战

政治磋商，丰富合作方式等思路，推动双方在基础设

略中的地位。２０１４年２月，中国与阿尔及利亚决定将

施建设、金融服务、
贸易便利、服务、技术等领域的深

两国自２００４年起建立的战略合作关系提升为全面战

度合作。

略伙伴关系，
密切各层次政治对话，对双边各领域合

（一）中非外交与战略协商更趋密切

作进行协调、
规划和评估。自２０１３年就任外长以来，

中国对非洲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由模糊

王毅四年里参访肯尼亚三次，超过对任何其他国家

转向明朗。２０１５年３月，
中国发改委、
外交部和商务部

的访问。２０１４年，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肯尼亚。２０１７

联合发布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

年５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中国埃塞俄比亚合

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据此文件，丝绸之路

作已经走在中非合作前列，为体现双方关系的战略

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中国经

性和政治互信的高水平，提议将两国关系定位提升

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

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仅如此，他还建议将中

印度洋；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

国肯尼亚关系定位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到欧洲；从中国沿海港

表示中方愿同肯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

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不难看出，
两条路线都未明确

上新台阶。除此，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吉布提总统对中国展

提及非洲，所涉非洲的地理范围只是间接体现在地

开国事访问，是中共十九大之后第一位访华的非洲

中海、波斯湾、印度洋等三个区域中，主要集中于东

国家元首，期间，两国一致同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北非洲部分。不仅如此，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中国政府发布

全面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１６］。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也没有提及非洲与“一带一

（二）中非经贸合作内涵更加丰富

路”
这一议题。不过，该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

在设施联通方面，２０１４年５月，中国交通建设股

级会议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

份有限公司设计建造中国的亚的斯亚贝巴－ 阿达马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年）》明确表示非洲方面支持中国方面推

高速公路第一阶段竣工，全长７８公里，为埃塞俄比亚

进“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并将非洲大陆包含在内，

第一条高速公路［１７］。２０１５年９月由中铁集团有限公司

双方将推进蓝色经济互利合作［１３］。２０１７年５月的《
“一

建造的埃塞俄比亚的亚得斯亚贝巴轻轨投入运营，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亦指

该轻轨３４公里，为非洲第一条轻轨铁路。２０１６年１０

出“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亚欧互联互通，同时对非洲、

月，连接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和吉布提港

拉美等其他地区开放。

的７５２．７公里铁路得以开通，这条铁路设计时速１２０

“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扩大中非政治对话的重要
· ８６·

公里，
由中国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土木工程建设

徐国庆：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非关系发展

总公司共同实施，是非洲第一条现代电气化铁路［１８］。

构签署合作协议，与埃及投资和国际合作部、肯尼亚

２０１７年５月，由中国路桥承建的肯尼亚蒙巴萨－内罗

财政部等有关国家金融机构签署框架合作协议［２３］。

毕铁路正式通车，全长４８０公里，是肯尼亚独立以来

（三）中非人文交流更趋紧密化和扩大化

修建的最大基础设施项目。此外，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中国

继２０１３年４月，中国与赞比亚签署文化合作协定

宣布计划在吉布提 （非洲） 建造中国建设海军补给

后，
２０１７年５月，中国与肯尼亚签署在肯尼亚设立中

站，且由中国提供９８亿美元资金，建造１４个与“一带

国文化中心的协定。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中国召开中非传媒

一路”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 。２０１６年，中国和阿尔

峰会，４７个非洲国家代表参会，期间，中国呼吁中非

及利亚两国公司签署一项旨在建设阿尔及利亚最大

媒体合作，承诺为在非洲的通讯公司提供援助 ［２４］。

港口的协议。

２０１６年５月，
中国与莫桑比克表示同意进一步推进旅

［１９］

在贸易畅通方面，２０１３年３月，中国和坦桑尼亚

游合作，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宾馆和景点建设

签署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２０１６年５月，中

等旅游基础设施，进一步扩大人文交流，促进文化、

国和坦桑尼亚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两国经贸联委会

教育、卫生、青年、地方政府、智库、媒体等领域的合

协调机制。２０１７年５月，
中国政府与肯尼亚、
埃塞俄比

作。中方将向莫方提供更多奖学金名额双方将共同

亚等３０个国家政府签署经贸合作协议，中国国家质

建设好莫中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等。《中非合作论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与坦桑尼亚等国相关部门签署

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申明中方将

检验检疫合作协议，与埃塞俄比亚等国有关部门签

向非洲国家提供２０００个学历学位教育名额和３万个

署《关于加强标准合作，助推“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倡

政府奖学金名额，继续推进“中非科技伙伴计划”
，中

议》。同年９月，
中国与肯尼亚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和防

方将为非洲援建５所文化中心，每年为非洲培训１０００

止逃避税的协定。

名新闻领域从业人员，推动双方更多新闻媒体人员

在拓展投资领域方面，２０１６年，中国与苏丹签署
在苏丹建造第一个核电的计划工程合同，被认为是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扩大技术出口的重要步骤 ［２０］。
２０１６年９月，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的肯
尼亚加里萨县５０兆瓦的太阳能发电项目正式启动，
项目建成后，每年将产生超过７６００千瓦时的电力，

交流互访，
中方将实施中非青年互访计划，每年邀请
５００名非洲青年来华研修等［２５］。
“一带一路”未来在非洲的延伸及其对中非
四、
关系走向的影响
“一带一路”增强了中非经贸间的经济联系，越

有助于每年减少６４１９０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此

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有意加入，这进一步增加了“一带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发起的全球能源网发
外，２０１７年，

一路”
倡议在非洲的逐步延伸的可能性。从长远看，

［２１］

展合作组织与非洲联盟签署能源合作谅解备忘录。

“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拓展，利于推动中非政治

在资金融通方面，２０１５月９月，中国与苏丹表示

经贸、
安全等领域合作的持续发展，对于经济全球化

双方愿鼓励符合条件的银行互设分支机构，为双方

和谐发展，塑造中非利益、安全与命运共同体具有积

银行业合作提供便利。２０１６年５月，中国莫桑比克同

极意义。不过，受传统利益、
民族主义等因素的驱使，

意鼓励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采取“公私合营”或“建

相关大国对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非合作可能引发的

设－经营－转让”等多种形式，积极参与莫桑比克建

地缘政治影响亦表示忧虑。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增

设铁路、公路、航空等基础设施，鼓励互相增设金融

加了中国在对非合作中面临的竞争压力。

分支机构，支持双方企业在投资和贸易中使用本币

（一）
“一带一路”
在非洲的延伸将成为必然

结算，积极探讨包括“资源换贷款”在内的融资新模

“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拓展条件日渐成熟。

式，
拓宽融资渠道 。２０１７年５月，中国进出口银行与

首先，东北非地区
“一带一路”项目的示范角色凸显。

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国财政部门签署工业园、输变

肯尼亚总统尤鲁·肯雅塔称赞内罗毕－ 蒙巴萨铁路项

电、
风电等项目贷款协议，与埃及等国有关企业签署

目为肯尼亚开创了“新篇章”
。肯尼亚国务院发言人

电网升级改造、燃煤电站等项目贷款协议。中国国家

席皮酥认为拉穆港－ 南苏丹－ 埃塞俄比亚交通走廊项

开发银行与埃及银行开展融资、债券承销等领域务

目，
将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为肯尼亚创造巨大

实合作。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同埃及等国同业机

经济优势［２６］。习近平指出要以蒙内铁路建设为牵引，

［２２］

·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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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建设路港一体化的产业经济走廊，共同打造蒙

议程、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等框架和倡议推进互

内铁路、蒙巴萨港、蒙巴萨经济特区三位一体合作新

联互通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合作机遇［３３］。中国经济学

格局［２７］。吉布提外交部长穆罕默德·阿里·优素福认

家林毅夫认为以合作和联通为导向的“一带一路”倡

为没有强大的基础设施，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发展自

议与非洲２０６３议程互补吻合，因为两者强调需要包

己，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容性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强调可持续工业化和

此外，埃塞俄比亚进口商品的９０％都通过吉布提，自

工业多样化，为所有人创造高附加值和体面的就业

２００９年法国在殖民时期建造的埃塞俄比亚至吉布提

［３４］。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２０１８年将主办中非

的铁路无法运营后，进入埃塞俄比亚的所有商品都

合作论坛，特别强调为满足非洲国家的愿望，中国

通过陆路，而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启动的亚的斯亚贝巴—吉

将致力于将“一带一路”倡议与２０６３年议程进一步

布提铁路，将帮助埃塞俄比亚改善出海通道 。其

协同起来［３５］。不仅如此，２０１６年，中国与联合国发展

二，非洲其他地区国家参加“一带一路”日渐强烈。

计划署签署执行一带一路倡议和２０３０可持续发展议

２０１６年５月，多哥总统福雷表示多哥可以成为“一带

程的谅解备忘录［３６］。

［２８］

一路”在西非的枢纽［２９］。２０１７年５月，佛得角外长塔瓦

“一带一路”倡议将助于中非经贸合作的持续发

雷斯佛表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愿意以圣文森特

展。其一，
利于巩固经贸关系。以２０１７年为例，该年中

岛经济特区建设为契机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国与
“一带一路”
伙伴国的贸易增加１７．８％［３７］。就非洲

２０１８年７月，塞内加尔成为第一个同中国签署“一带

而言，
东北非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的推进，将为中非

一路”合作文件的西非国家。除此，２０１７年９月的《中

贸易创造便利。根据麦肯锡国际咨询公司２０１７年发

非外长第四次联大政治磋商联合公报》 指出非洲希

布的研究报告，中国公司在非洲收益将从目前的

望扩大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愿同中方就“非洲基础

１８００亿美元增长到２０２５年的２５００亿美元，而现今中

设施发展计划”优先项目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进

国在非洲占主导地位的三个行业——
—制造业、资源

行探讨，中方对此表示欢迎［３０］。其三，中国重视非洲

和基础设施，也将在２０２５年占据主导地位［３８］。其二，

在未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历史上看，中国始

利于中国加强对非洲的援助与投资。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６

终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

年，中国在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投资超过５００

正当权益和共同利益。中国对待非洲国家基本上一

亿美元。创造了近２０万个当地就业机会［３９］。２０１８年全

视同仁，普惠建交国，不存在特定的偏爱国家。一定

球政策发展中心的报告指出中国向吉布提提供超过

程度上讲，
埃及、吉布提和肯尼亚等少数非洲国家参

１４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资金，相当于吉布提国内生产

与“一带一路”倡议，而缺少南非、安哥拉等中国在非

“一带一路”倡议提
总值的７５％［４０］。需要指出的是，在

洲的主要贸易伙伴，既不适应中非发展现状，也不符

出之前，
中国支持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资金，主要是根

合２０１５年中非确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决议精

据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双边合作协议，由中国进出口

神。２０１７年５月中国政府发布《共建一带一路：理念、

银行等数个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而随着亚洲基

实践与中国的贡献》文件，该文件的愿景展望章节中

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的设立，及２０１５年１月中

［３１］

将非洲视为共建“一带一路”
的关键伙伴 。

国与非洲联盟签署通过高速铁路、港口和公路等连

（二）
“一带一路”倡议的拓展将推动构建中非利

接所有５４个非洲国家的谅解备忘录，中非基础设施
合作的统一框架与远景规划无疑得到强化。

益、
安全与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推动中国与非洲可持续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持续推进，中国

发展的协调。２０１５年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

应在围绕自身安全理念的基础上，加强涉非防务合

行动计划》强调中国正在致力于“两个一百年”奋斗

作力度。其一，
继续尊重非洲自主理念，在平等互利

目标，非洲正在落实《２０６３年议程》及其第一个十年

原则上深化与非洲国家的安全合作。２０１８年，首届中

规划，中非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双方应充分发挥比较

非防务安全论坛在北京举行，双方就地区安全问题、

［３２］

优势，推动互利合作提质增效，确保共同繁荣 。

非洲自主安全能力建设、新时代中非军事关系等议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
２０１７年的《

题展开探讨。其二，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
合作

联合公报》指出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洲２０６３年

共赢的原则上，协调大国在非洲的安全利益关系。尽

· ８８·

徐国庆：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非关系发展

管中国在对外安全合作上坚持三不原则，即不干涉

装备制造、节能环保、轨道交通等领域开展三方合

别国内政、不寻求增加所谓的“势力范围”
、不争霸或

作，探讨在中东欧、
拉美、
非洲等地区先行先试。双方

［４１］

霸主 。但美国部分人士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

可设立三方合作平台，为企业合作创造便利条件［４４］。

能扩大中国在非洲的地缘政治利益。美国非洲司令

中国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其向世界提供的重

部司令托马斯·瓦尔德豪斯强调中国将在非洲拥有

要公共产品。当前形势下，
“一带一路”
倡议下中国援

［４２］

更多基地，
美国须保持警惕 。印度亦指出中国在吉

建的铁路正逐步形成一体化运输网络，这将助于非

布提设立首个海外军事基地，是中国加速实施针对

洲国家通过优势互补，参与国际合作，推动经济全球

印度的
“珍珠链战略”
。为规避
“一带一路”
倡议，印度

化向普惠、
平衡、
共赢方向发展。如，在东部非洲，随

提出“季风计划”与“蓝色经济战略”
，以构建印度为

着蒙巴萨－ 内罗毕铁路建设的竣工，肯尼亚的货运比

主体的环印度洋区域合作，确保海上安全。２０１５、

例有望从５％提高到２０２５年到４０％，舆论认为该铁路

２０１６年，印度与美国相继召开首次非洲事务磋商会

未来有望成为连接内陆埃塞俄比亚、南苏丹、刚果民

议与首届“海上安全对话”会议。２０１７年印度联合日

主共和国、乌干达、布隆迪、卢旺达至印度洋的东非

本推出“亚非增长走廊”倡议，加强双方在涉非基础

铁路网的一部分［４５］。在北部非洲，２０１６年初，中国和

设施、制造业等领域的合作。其三，在公平、公正、共

阿尔及利亚两国公司签署一项旨在建设阿尔及利亚

同贡献和分享利益的安全架构上，加大安全公共产

最大港口的协议。这个港口很快就会成为非洲北部的

品供给。自“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
中国继续大力

中心，
因为它将通过
“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项目联通众

支持联合国框架下的非洲维和行动，２０１５年，中国宣

多非洲国家［４６］。在南部非洲，
２０１６年７月，肯尼亚邻国

布在联合国维和的苏丹派遣首批战斗营，同年，中国

坦桑尼亚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一份７６亿美元的信

宣布建立一支８０００人的维持和平待命部队。不仅如

贷协议，
建造一条标准轨距铁路走廊，将坦桑尼亚与

此，
中国还积极参与打击海盗、向中外船舶提供安全

乌干达、
卢旺达、
布隆迪和刚果连接起来［４７］。此外，中

护航等议程。

国还希望振兴上世纪７０年代在中国帮助下修建的

（三）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深化对非合作将
助推经济全球化的均衡发展
“一带一路”愈加成为中国涉非三方合作的重要
平台。２０１４年，中国非洲联盟发布《关于全面深化中
国非盟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该声明表示中非愿在
“非洲需要、非洲同意、非洲参与”的原则基础上与第

１９００公里长的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今后，这条铁
路将连接２０１５年投入运营的洛比托—洛乌铁路，
该铁
路连接安哥拉海岸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边界。据此，
印
度洋和大西洋的海岸将通过铁路实现互通［４８］。
结 语

三方开展对非合作，
共同促进非洲和平与发展。值得

“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实践是建立在中非间

一提的是，非洲是欧洲传统利益范围，在开拓非洲市

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经济关系不断深入的基础之

场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随着当前美国孤立主义

上。
“一带一路”
最先在东北非国家取得成效，并有望

与单边主义的深入，中国与欧盟在基于规则和包容

向非洲其他地区拓展，其发展思路与新中国恢复与

性全球秩序上的利益拉近，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

非洲国家外交与经济合作的步伐存有相似性。对于

下加强涉非合作的热情增加。２０１７年５月意大利总理

非洲而言，
“一带一路”将助于弥补基础设施建设不

真蒂洛尼表示意方愿同中方开展中小企业、第三方

足的短板，
推动非洲大陆一体化与工业化的进程，带

市场等领域合作，
加强港口建设合作，推动地区互联

来创造就业的机会。
“一带一路”
倡导共建原则，
紧密

互通。２０１８年１月，中国与法国签署联合声明，
表示两

联系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盟 《２０６３议

国愿通过落实２０１５年６月达成的中法关于第三方市

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紧密。中国未给“一带一

场合作的联合声明，
继续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法方

路”倡议设定时间和地理空间范围，而是遵循从亚欧

欢迎
“一带一路”倡议。中法两国同意本着互利原则

大陆逐步拓展到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方针。因此，
从此

［４３］

探讨具体合作项目 。２０１８年７月，李克强总理在第

意义上讲，
“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了中非合作的领域

九届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上的致辞中表示中方愿

与空间范畴。其不仅利于深化中非贸易、投资联系，

与德方一道，引导双方企业在互联互通、工业建设、

巩固中非友谊，
拓展和加强中非间显存的联系，而且
·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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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非洲国家与中国等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

ｍａｋ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ｅｎｓｅ ［Ｊ］． Ａ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享发展机遇，塑造人类利益与命运共同体，推动经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７，ｐ．１５．

全球化的均衡发展。当然，不容忽视的是，
“一带一
路”倡议在助推中非全面合作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
上遭致相关利益方对中非合作误解与担忧，从而加
剧大国在非洲的竞争态势。为降低“一带一路”倡议

［１３］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１１７９＿６７４９０９／ｔ１３２３１４
８．ｓｈｔｍｌ．
［１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ｔｙｔｊ＿６７４９１
１／ｔｙｆｇ＿６７４９１３／ｔ１５４９７９８．ｓｈｔｍｌ．

在非洲执行中面临的安全风险等挑战，中国尚需在

［１５］Ｒａｐｈａｅｌ ＺｉｒｏＭｗａｔｅｌａ， Ｚｈａｏ Ｃｈａｎｇｆｅ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增强中非政治互信，加强防务等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各领域合作，
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的同时，协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ｕｍｅ ２１， Ｉｓ－

大国在非洲的利益关切，推动大国在涉非议程上的

ｓｕｅ１２， ２０１６，ｐ．１３．
［１６］吉布提总统访华， 中吉友好合作翻开新篇章［ＥＢ／ＯＬ］．

三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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