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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ꎬ 国际社会发展政策与安全政策相互融合的趋势

日益显著ꎮ 日本自 １９９３ 年建立 “东京非洲国际发展会议” 平台开启全面对非

合作以来ꎬ 一直着眼于非洲发展与安全挑战ꎬ 积极参与非洲事务ꎬ 维护其在

非洲的利益ꎮ 具体而言ꎬ 日本对非官方发展援助、 经贸投资、 安全合作等政

策总体上保持了 “发展和安全兼顾” 的特点ꎬ 且两者相互关联融合的特征也

愈发明显ꎻ 尤其是ꎬ 日本在 “印太战略” 框架下确定对非安全政策重点ꎬ 通

过参与联合国在非维和行动、 在海洋安全和反恐援助等方面加大介入力度ꎮ
日本对非政策及其举措的本质ꎬ 是基于其在非洲的战略利益、 政治利益、 经

济利益和安全利益ꎬ 以及提升其国际影响力等因素ꎬ 是将自身的发展与安全

置于首要和突出的位置ꎬ 其目的是在非洲谋取实利ꎮ 当下ꎬ 日本已进行发展

与安全政策的整合协调ꎬ 确立了 “社会、 经济、 安全” 三大对非合作支柱ꎮ
岸田文雄政府继承安倍晋三 “自由开放的印太” 的政治遗产ꎬ 出于维护日本

在非洲的利益需要ꎬ 将保持日本对非政策的连贯性ꎮ
关 键 词　 日本对非洲政策　 “发展—安全关联” 　 援助　 投资　 非传

统安全　 “自由开放的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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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２０２１ 年度重大招标项目 “ «非洲通

史» (多卷本)” (ＬＳＹＺＤ２１０２２)、 中国非洲研究院应急热点项目 “日本对非洲政策走势” (ＣＡＩ －
Ｅ２０２１ － ０９) 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 “日本外交战略及中日关系研究” (ＧＪ０８ － ２０１７ －
ＳＣＸ － ２９７４)、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 “国际变局下中国对日传播战略研究” (２０２１ＲＢＳＢ０４) 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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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ꎬ 非洲大陆面临经济发展落后、 安全形势恶化等严峻的发展与

安全双重挑战ꎬ 国际社会对非洲问题的关注程度也日益提高ꎬ 非洲逐渐成为

各域外大国争先竞争以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新战场ꎬ 传统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

国家在非竞争博弈逐渐加剧ꎮ 美西方基于自身全球战略考量ꎬ 持续加大对非

洲发展安全问题援助力度ꎬ 强调构建以所谓 “民主自由” 价值观为基础的合

作关系ꎻ 同样ꎬ 日本从国际战略利益出发ꎬ 也不断深化对非各领域的外交力

度ꎮ 日本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就已开展对非政府开发援助ꎬ 于 １９９３ 年设立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以下简称 “日非峰会”)ꎬ 在国际对非 “峰会外

交” 中独树一帜ꎮ 日本于 ２０１６ 年在肯尼亚召开的第六届日非峰会上提出 “自
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 (后改为 “自由开放的印太”)ꎬ 并将非洲视为

其重要战略支点ꎬ ２０１９ 年确立 “社会、 经济、 安全” 三大对非合作支柱ꎬ 在

发展援助、 经贸投资、 安全合作领域持续加大对非投入力度ꎬ 将应对发展与

安全问题作为其对非政策的重点ꎬ 并不断强调两者的融合协调ꎬ 着力为未来

日非关系谋篇布局ꎮ

一　 研究基础与理论框架

日本是较早将目光投向非洲的亚洲国家ꎬ 且与欧洲传统发达国家不同ꎬ
在对非关系中不存在殖民或二战历史包袱ꎬ 随着日本机制化举办日非峰会ꎬ
其在非洲实施政府援助、 扩大经贸投资、 保障战略安全等方面的进展备受瞩

目ꎮ 近年来ꎬ 各方在非洲的竞争态势有所加剧ꎮ 在此背景下ꎬ 日本更加注重

平衡其对非发展与安全政策ꎬ 丰富多领域对非合作手段ꎬ 致力于提高自身在

非影响力ꎮ 中外学界对日非关系问题十分重视ꎬ 研究成果较多ꎬ 成为本文的

先行研究基础ꎮ
(一) 既有文献综述

国内学术界对日非关系的研究涉猎较广ꎬ 如李安山教授注重对日非关系

历史沿革的详细梳理ꎬ 张永蓬教授主要在大国对非关系框架下研究日非关系ꎬ
胡令远教授倾向在政治安全领域探讨日非合作动向ꎬ 郭锐教授和白如纯教授

多集中在日本对非经贸合作领域问题的相关研究ꎮ 从总体上看ꎬ 国内学者对

于日本对非政治关系、 发展援助、 经济外交、 安全合作以及各届日非峰会新

动向等某一领域的具体研究阐述较多ꎬ 但对于日本对非政策及主要做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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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面系统梳理相对较少ꎮ① 值得注意的是ꎬ 国内部分学者也已从 “发展—安

全关联” 视角研究欧美等世界主要大国对非关系问题ꎬ 但还均未涉及日非关

系研究ꎮ
与国内学术界对于日非关系的研究相比ꎬ 日本学术界对于日非关系的研

究相对较多ꎮ 学界除了对日非关系历时沿革的讨论梳理外ꎬ 更加关注日本对

非援助、 经贸投资等领域具体合作ꎬ 以及日本与非洲特定国家合作关系的深

入研究ꎬ 覆盖学科较多、 跨度也较大ꎮ 其中ꎬ 高桥基树、 白户圭一、 佐藤诚

等日本非洲问题研究知名学者主要围绕日非关系历史、 日非峰会框架下对非

外交政策、 经贸投资情况、 能源安全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梳理论述ꎮ② 从整体上

看ꎬ 日本学界对于日非关系的研究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ꎬ 对日非关系

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以日非峰会为中心的经贸、 投资以及援助等领域ꎬ 凸显

日本长期以来重视对非开展援助的经济外交传统ꎻ 其二ꎬ 对于日非关系历史、
非洲国别以及社会人文等基础性研究较多、 较细ꎬ 而关于日非关系的时政研

究以及日本对非战略的探讨相对较少ꎻ 其三ꎬ 在日非关系研究中涉及与中非

关系的比较研究越来越多ꎬ 体现出日本将中国视为在非主要竞争对手的意识

愈发突出ꎮ
除中、 日两国外ꎬ 欧美及非洲学术界对于日非关系也有所涉猎ꎬ 主要集

中在日本对非外交政策、 开发援助、 安全合作以及对日非峰会效果评估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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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王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非洲外交研究»ꎬ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版ꎻ
张永蓬: «日本对非洲外交: 从实用主义平衡到战略重视»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９０ ~
１１５ 页ꎻ 李安山: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与日本援助非洲政策»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５ ~ １３ 页ꎻ 吕耀东: «从内罗毕宣言看日本在非洲利益的深化及其战略意图»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

第 ６ 期ꎬ 第 ２１ ~ ３４ 页ꎻ 胡令远等: «日本对非外交的新理念、 新动向及新挑战»ꎬ 载 «东北亚论坛»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７２ ~ １２６ 页ꎻ 白如纯: «从内罗毕到横滨: 日本对非洲经济外交新布局»ꎬ 载 «现代

日本经济»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２８ ~ ３５ 页ꎻ 王涛等: «日本对非洲投资的历史透视及现状解析»ꎬ 载

«日本学刊»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１９ ~ １３９ 页ꎻ 郭锐等: «国家战略需求与国际生产折中———日本对非

经济外交的悖论与课题»ꎬ 载 «现代日本经济»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９ ~ ３２ 页ꎮ
北川勝彦高橋基樹編著 『現代アフリカ経済論』ꎬ ミネルヴァ書房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ꎻ 高橋基樹

「日本の対アフリカ援助外交の変遷」ꎬ 国際問題ꎬ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ꎬ 第 １４ ~ ２７ 頁ꎻ 高橋基樹 「ＴＩＣＡＤの
変遷と世界」ꎬ アフリカレポートꎬ ２０１７ 年 ５５ 巻ꎬ 第 ４７ ~ ６１ 頁ꎻ 高橋基樹 「ＴＩＣＡＤとＦＯＣＡＣ: 日中協

調下の対アフリカ開発協力のあり方」ꎬ 国際開発研究者協会 (ＳＲＩＤ) ジャーナルꎬ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ꎬ 第

１ ~ ９ 頁ꎻ 白戸圭一 「対アフリカ投資の動向と日本」ꎬ 国際開発研究者協会 (ＳＲＩＤ) ジャーナルꎬ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ꎬ 第 １ ~ ８ 頁ꎻ 白戸圭一 「日本企業のアフリカビジネス: その課題と可能性」ꎬ 世界経

済評論ꎬ ２０２０ 年 ３４ 月ꎬ 第 ７１ ~ ８０ 頁ꎻ 佐藤誠 「日本のアフリカ外交 － 歴史にみるその特質」ꎬ 『成
長するアフリカ―日本と中国の視点』 (報告集セッション３)ꎬ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ꎬ 第 １ ~ １１ 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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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整理探究ꎮ① 其中有三点值得注意ꎬ 一是欧美学界多将日本视为 “自己

人”ꎬ 多习惯于在西方发达国家与非洲关系即传统的 “南北援助” 大框架下

探讨日非合作的独特性与不同做法ꎮ 二是英、 法等国知名智库注重对本国

与日本在非洲开展三方合作展开探讨ꎮ 三是与日本一样ꎬ 欧美非学界也十

分注重就中日对非合作以及相互间竞争关系进行比较研究ꎮ 非洲学术界对

于非日关系的关注远少于非洲与美欧中等国的关系ꎬ 为数不多的研究更多

集中在日非峰会平台下非日合作的时政分析以及个别对中、 日在非竞争关

系的讨论思考ꎮ②

(二) 本文理论框架

“发展—安全关联” 这一概念最早由瑞典国际和平研究所提出ꎬ 并逐渐演

化为分析国家发展与安全问题关系的对策性理论框架ꎮ③ 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

社会新秩序中ꎬ 国内灾害、 气候变化、 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影响外溢至

地区及国际层面ꎬ 世界大国博弈、 地区冲突等深刻左右国内发展走向ꎬ 原本

注重国内经济发展的发展政策与聚焦国际军事安全的安全政策之间的界限愈

发模糊ꎬ 相互依赖融合的程度日益加深ꎬ 即 “发展政策安全化” 与 “安全政

策发展化” 这一趋势愈发显著ꎮ
“发展—安全关联” 框架下发展与安全政策相互融合协调趋势在国际社会

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中十分明显ꎮ 一方面ꎬ 发展政策安全化具体表现为ꎬ 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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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社会经济领域的发展政策ꎬ 不再仅仅关注经济增长ꎬ 而是更突出其可以

从根本上缓解安全隐患这一重要功能ꎬ 从而通过发展手段实现 “人的安全”
目标ꎻ 另一方面ꎬ 安全政策发展化则表现为ꎬ 原本专注于国家人员安全的安

全政策ꎬ 不再局限于以武力方式解决安全冲突ꎬ 而是在政策中融入更多 “风
险预防” 与 “发展重建” 等相关机制ꎬ 从而通过安全政策保障发展的可持续

性ꎮ① 目前ꎬ “发展—安全关联” 理论已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以下简称

“经合组织”)、 欧洲理事会、 英国国际发展署等多个组织的正式文件中ꎬ 被明

确视为全球发展与安全政策制定领域的重要理念ꎮ② 在中国对非合作中ꎬ 中方

亦强调以发展促安全、 安全是发展前提与保障的理念ꎮ
“发展—安全关联” 理论在非洲问题上的表现更加突出ꎮ 非洲在面临极为

严峻的发展赤字的同时ꎬ 安全形势也极为严峻ꎮ 非洲各国也愈发强调 “发展

—安全关联” 政策对其重要性ꎬ 从社会发展角度根治安全隐患ꎬ 在安全政策

中融入更多风险预防元素ꎬ 但由于整体能力有限ꎬ 非洲仍亟需国际社会援助

以打破发展赤字与安全威胁之间已形成的恶性循环ꎮ 由此可见ꎬ 在对非合作

中ꎬ 无论是日本ꎬ 还是世界其他国家ꎬ 既要重视发展问题ꎬ 又重视安全问题ꎬ
这是因为: 发展是安全的基础ꎬ 安全是发展的条件ꎮ

基于此ꎬ 本文尝试在上述先行研究的基础上ꎬ 在 “发展—安全关联” 理

论框架下ꎬ 围绕日本对非合作中的 “社会 (援助)、 经济、 安全” 三大支柱ꎬ
系统梳理日本对非发展 (援助、 经济) 和安全政策及主要做法ꎬ 以厘清日本

对非政策中发展与安全相互关联融合的战略意图及其本质所在ꎬ 进而展望岸

田文雄新政府在后新冠疫情时代日本对非关系走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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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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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对非发展援助: 政治利益驱动下

聚焦非洲 “人的安全保障”

　 　 政府开发援助是日本与非洲国家开展合作、 深化对非关系的核心抓手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前ꎬ 日非间缺乏整体系统的外交议程ꎬ 日本仍处于对非外交

的接触期ꎮ① １９６６ 年ꎬ 日本首次向尼日利亚、 肯尼亚、 坦桑尼亚、 乌干达等

四国试探性地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日元贷款②ꎬ 其他在非项目屈指可数ꎮ １９７３
年石油危机爆发后ꎬ 高度依赖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的日本注意到了非洲丰富

战略资源储量的优势地位ꎮ 为开拓石油供给市场ꎬ 日本进一步明确了战略援

助理念ꎬ 以援助作为重要手段开始 “进军” 非洲ꎬ 这一阶段通常被视为日本

开展对非援助外交的重要开端ꎮ 日本由于缺乏像欧美对非洲的历史联系ꎬ 因

此更加强调将发展援助作为拉近对非关系从而保障自身海外利益的着力点ꎮ
２０ 世纪中后期ꎬ 随着日本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对外援助国ꎬ 非洲在日本

对外援助体系中的地位也愈发重要ꎮ 特别是在 １９９３ 年至 ２００３ 年召开的三届

日非峰会期间ꎬ 日本都强调以促进非洲实现减贫作为发展援助的重要内容ꎬ
令其对非援助体系在观感上更贴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理念与非洲各国现实发

展需求ꎬ 着眼获取非洲社会的更多政治支持ꎮ 可以说ꎬ 日本虽是发达国家ꎬ
却自诩为 “非西方捐助者”ꎬ 力图成为 “援助非洲的思想领袖”ꎬ 展现与众不

同的特有模式ꎮ③

(一) 谋求对非援助中的可持续安全效应

日本早在 ２００３ 年修改 “政府开发援助大纲” 时ꎬ 就将实现 “人的安全保

障” 列为开展对外援助的基本方针ꎬ 在 ２０１５ 年制定新的 “开发合作大纲” 中

更将该理念视为日本国际发展合作的 “指导方针”ꎮ 长期以来ꎬ 日本出钱出

力ꎬ 积极主导推动联合国设立 “人的安全保障基金”ꎬ 连续 ２０ 余年从未间断

４２１

①

②

③

高橋基樹: 「日本の対アフリカ援助外交の変遷」ꎬ 国際問題ꎬ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ꎬ 第 １６ 頁ꎻ 白戸

圭一 「アフリカの年から６０ 年目の日本外交」ꎬ 日本外務省: 『外交青書 ２０２１ 年版』ꎬ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ꎬ
１４５ 頁ꎮ 佐藤誠: 「日本のアフリカ外交 － 歴史にみるその特質」ꎬ 『成長するアフリカ―日本と中国の
視点』 (報告集セッション３)ꎬ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ꎬ 第 １ 頁ꎮ

潘万历、 吕耀东、 白如纯: «战后日本对非洲政府开发援助的战略性演进: 从 １ ０ 到 ３ ０»ꎬ
载 «现代日本经济»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 ~ ２ 页ꎮ

李安山: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与日本援助非洲政策»ꎬ 第 １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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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基金的资金援助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ꎬ 日本共为全球 ９９ 国 ２５７ 个 “人的安

全保障” 援助项目提供了 ４７８ 亿日元 (约合 ４ ３ 亿美元) 的资金支持ꎮ① 日本

在对非援助中也一直将 “人的安全保障” 视为重要原则ꎬ 有意识地侧重对非

洲粮食、 医疗卫生、 基础设施等社会基层民生领域的投入ꎬ 从而凸显其以实

现 “人的安全保障” 为重点的发展援助理念ꎮ
近年来ꎬ 非洲萨赫勒地区暴恐袭击频发、 安全形势持续恶化ꎬ 引发了

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ꎮ 日本意识到单纯的武力介入不仅会造成自身巨

大风险ꎬ 也难解非洲所面临的复杂安全挑战ꎬ 因此更倾向于通过援助尝试

缓解萨赫勒安全隐患ꎮ ２０１９ 年ꎬ 日本在第七届日非峰会期间就举办了关于

萨赫勒地区安全特别会议ꎬ 邀请联合国、 七国集团和非洲各国代表与会ꎮ
会上ꎬ 时任外相河野太郎强调ꎬ 日本将致力于通过援助等方法推动萨赫勒

地区发展以缓解日益恶化的地区安全形势ꎬ 特别是通过援助萨赫勒地区提

升基础教育水平ꎬ 提供 ２ ３００ 万美元医疗卫生设施等社会民生领域援助ꎬ 从

而协助萨赫勒各国提高自身发展和安全能力建设②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ꎬ 日本向马

里、 尼日尔、 乍得、 布基纳法索等四国提供了总额 １ ５７０ 万美元的紧急粮食和

卫生用品无偿援助ꎬ 着眼缓解萨赫勒地区 ２０ 余万人所面临的人道危机ꎮ③ 可

见ꎬ 日本针对长期面临复杂安全危机的萨赫勒地区ꎬ 并未敢借机推动自卫队

直接参与国际维和行动ꎬ 转而强调发展在缓解非洲地区安全挑战中的作用ꎬ
旨在彰显日本对非发展政策安全化这一特征ꎬ 以此 “明哲保身”ꎬ 确保自身在

非利益的长期可持续发展ꎬ 从而避免像欧美国家一样深陷萨赫勒 “越打越恐”
的反恐泥潭ꎮ

(二) 强化对非援助项目的平台统筹管理

日本在加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后ꎬ 其对非援助政策一直尽量与欧

美国家保持方向一致ꎬ 借此保障援助的顺利开展ꎮ 例如ꎬ 欧美国家通过主导

国际金融机构向所谓 “有民主人权问题” 的非洲国家施压时ꎬ 日本也采取了

一致行动ꎬ 相应削减对被制裁对象的援助额度ꎮ 日非峰会也相继将联合国、

５２１

①

②

③

日本外務省: 「人間の安全保障」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ｏｄａ / ｂｕｎｙａ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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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務省: 「サヘル地域における平和と安定に関する特別会合河野外務大臣ステートメ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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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務省: 「人道危機に直面するアフリカ７か国に対する緊急無償資金協力」ꎬ ｈｔｔｐ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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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世界银行、 非盟委员会等列为共同主办方ꎬ 一同参与对

非合作议程设置ꎬ 以标榜其开放包容性ꎮ 日本对非援助主要通过国际协力机

构进行平台化统一管理ꎮ 该机构作为独立行政法人ꎬ 虽名义上隶属日本外务

省ꎬ 但实际承担了统筹日本对外援助的核心功用ꎬ 特别是在 ２００８ 年接收日本

国际协力银行日元贷款业务后ꎬ 其对外援助统一平台的作用愈发明显ꎮ 国际

协力机构在非洲 ２８ 个国家设有事务所①ꎬ 所有事务所均由驻外使馆统一领导ꎬ
统筹志愿者专业技术团队ꎬ 协调支持国内非政府组织开展援助项目ꎬ 与驻在

国地方政府具体对接ꎬ 协助实施ꎬ 全程监督ꎮ 国际协力机构虽然作为日本开

展对外援助的主要实施机构ꎬ 但其在统筹协调国内力量援助非洲灾后安全保

障领域具有独特优势ꎬ 如该机构统筹协调由日本政府、 非政府组织、 经济界

联合会等国内各方共同设立的 “日本平台” 紧急人道救援组织ꎬ 灵活运用政

府开发援助资金以及企业、 市民捐款ꎬ 在南苏丹、 索马里等非洲国家发生大

规模灾害时ꎬ 向难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ꎮ
(三) 不断加大对非洲的援助力度

非洲是全球贫困人口最集中、 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ꎮ 基于此ꎬ 援助非

洲以期减缓贫困也是日本对非合作的重点之一ꎮ 从规模上看ꎬ 日本对非援助

自 １９８０ 年至今呈现从走高到回落并趋于稳定的态势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日本

对非援助出现明显增长ꎬ 援助范围逐渐拓展到非洲 ４０ 余国ꎬ 援助额占日本对

外援助总额比重也逐年增加ꎬ 从 １９７０ 年的 １％发展为 １９７９ 年的 １０％ ꎮ② 随着

日本步入经济高速发展期ꎬ 政府在 １９８０ 年制定了援助总额倍增计划并持续更

新目标ꎬ 特别是在日非峰会成立前后国内出现 “非洲热”ꎬ １９９０ 年日本对非

双边援助占援助总额比例上升至 １２％ ꎬ 且长期稳定保持在 １０％ 以上ꎮ③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尽管日本国内经济发展速度放缓ꎬ 甚至不断持续削减对亚洲援助份

额ꎬ 但非洲在日本对外援助占比却稳定增长ꎬ 更在 ２００６ 年陡升至 ２５ ９６ 亿美

元ꎬ 占比 ３４ １％ ꎮ 非洲大陆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超过亚洲成为日本对外援助第

一大地区ꎬ 此后虽有所回落但仍保持在援助总额的 １０％以上ꎮ ２０１９ 年ꎬ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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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援助有所回升ꎬ 达到 ２１ ３ 亿美元ꎬ 占比为 １４ ５％ ꎮ①

日本对非援助的主要形式包括无偿援助、 技术合作以及日元贷款ꎮ 早先ꎬ
日本为配合融入欧美对非援助体系ꎬ 无偿援助在其对非援助中占比较大ꎬ 如

２０００ 年前后日元贷款仅占日本对非援助总额的 ５％ 左右②ꎬ 随后不断增加ꎬ
２０１９ 年日本对非日元贷款合计约 １０ ９ 亿美元ꎬ 占日本对非援助总额的一半以

上ꎬ 而无偿援助仅为 ７ 亿美元ꎬ 占总额的 ３０％左右③ꎬ 这与欧美对非无偿援助

额普遍保持在 ４０％以上的援助模式相差较大ꎮ 日本在国际社会对非援助占比

长期保持在 ５％左右ꎬ 在经合组织中位列在美、 德、 英、 法后第五位ꎮ 因此ꎬ
以欧美国家为首的经合组织虽认可日本作为西方对非援助体系一员ꎬ 但始终

认为日本以贷款为主的援助模式资金投入少、 覆盖领域小ꎬ 与欧美坚持的

“无偿援助” 大相径庭ꎬ 对此颇有指摘ꎮ④ 总体看ꎬ 日本在对非援助力度上虽

不如欧美ꎬ 但由于没有殖民历史包袱ꎬ 且考虑到大额无偿援助易引发国内不

满情绪ꎬ 因此日本在对非援助中更倾向于选择日元贷款模式ꎮ 这既可通过制

定长期规划提高贷款额度ꎬ 从而改善非洲欠发达国家基础能力建设ꎬ 为当地

民众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ꎬ 也可在必要时借由 “延长还款期限” 或 “免除债

务”ꎬ 彰显其 “道义” 形象ꎬ 提高日本在非洲乃至国际社会的影响力ꎮ
(四) 重视对 “草根” 群体的援助以扩大日本在非 “好感度”
重视 “草根” 群体是日本对非援助的特色品牌之一ꎮ 非洲国家整体卫生

医疗水平较低ꎬ 亟需国际社会施以援手ꎮ 日本于 ２０１０ 年制定了 «新国际健康

政策» 后ꎬ 在 ２０１２ 年进一步提出了 “国际健康外交战略” 构想ꎬ 长期致力于

将世卫组织的 “全民健康覆盖” 理念包装为日本提出并主导的合作倡议ꎬ 并

深入非洲社会 “草根” 阶层实施具体援助项目ꎬ 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日本理

念ꎮ 在 ２０１９ 年第七届日非峰会上ꎬ 日本就明确表示将为非洲 ３００ 万人提供医

疗服务ꎬ 并在 “全民健康覆盖” 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 “非洲健康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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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ꎮ 目前ꎬ 日本已将肯尼亚、 塞内加尔、 加纳确定为 “全民健康覆盖” 主要

推进国ꎬ 重点围绕出台母子健康手册、 开展传染病合作研究、 建立医疗保障

体系等深化日非医疗健康合作ꎮ① ２０２０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ꎬ 日本政

府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传染病安全保障问题的关注ꎬ 在对非援助中也体现了

这一理念ꎬ 帮助非洲国家共同遏制传染病的蔓延ꎬ 加大了对非洲卫生健康安

全保障的援助力度ꎮ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 日本共对非洲 ５４ 国中的 ４８ 国开展抗疫医

疗援助ꎬ 向其中的 ３８ 国提供了合计 １４５ 亿日元 (约合 １ ３ 亿美元) 的紧急抗

疫医疗物资援助ꎬ 约占 ２０２０ 年日本对外抗疫紧急援助总额的 ３０％ ꎬ 同时与世

界粮食计划署开展合作ꎬ 向非洲 ２０ 国提供了远超 ２０１９ 年规模的 ５４ 亿日元

(约合 ４ ８００ 万美元) 无偿粮食援助ꎮ② ２０２１ 年ꎬ 日本举办 “全球疫苗峰会”ꎬ
向 “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出资 １０ 亿美元ꎬ 积极参与 “美日印澳” 四边机

制新冠疫苗合作计划ꎬ 还决定向非洲提供 １ ０００ 万剂日产疫苗ꎮ 日本紧抓非洲

“草根” 当下面临的疫苗赤字情势ꎬ 将疫苗援助作为保障 “草根” 阶层安全ꎬ
以期在非洲打造良好的国际形象ꎮ

从总体上看ꎬ 日本将政府开发援助视为深化对非关系的重要手段ꎬ 在开

展具体援助时更是一直将实现 “人的安全保障” 视为政策重点ꎮ 特别是在对

非洲安全形势较为严峻的国家地区开展援助时ꎬ 日本注重 “草根” 阶层ꎬ 聚

焦民众亟需的卫生医疗等社会基层领域发展短板开展援助ꎬ 为非洲社会个体

的安全发展提供必要条件ꎬ 充分体现出相关发展援助政策安全化的趋势特征ꎮ
与此同时ꎬ 我们需透过现象看本质ꎮ 日本对非援助政策虽然有助力非洲安全

发展的一面ꎬ 但更为重要的是ꎬ 其本质则是服务于日本整体国家利益和对外

战略考量ꎮ 从历史看ꎬ 日本对非援助有两次高峰期: 一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后ꎬ 加大对非援助旨在提升其国际影响力ꎬ 从而谋求

政治大国地位ꎻ 二是在 ２００５ 年前后ꎬ 日本借强化对非援助以换取非洲国家支

持其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时期ꎮ 上述两个时期并非是非洲国家

经济与社会发展最为艰难的时段ꎬ 由此彰显出日本为保障在非政治利益ꎬ 通

过援助非洲以实现 “入常” 的强烈利己目的ꎮ 此外ꎬ 长期以来ꎬ 日本对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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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始终难以彻底摆脱与欧美相协调的固有模式ꎬ 欧美对非洲的掌控在一定程

度上 “束缚” 了日本在非推广所谓 “亚洲经济模式” 的空间ꎮ① 当下ꎬ 在提

出 “自由开放的印太” 以构建印太秩序与地区领导力的大背景下ꎬ 日本对非

援助中 “以援助促政治” 的政治功能势必更加突出ꎮ 而非洲在长期与欧美博

弈中对其 “教师爷” 的援助模式已十分厌烦ꎬ 如日本在援助中过度夹带政治

或所谓 “民主” 议题ꎬ 必将适得其反ꎮ

三　 日本对非经贸合作: 以实现双向经济安保

与促进非洲和平稳定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ꎬ 包括资源安全 (如石油矿产、 粮食和人

才)、 产业安全、 财政安全等ꎬ 其核心是一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消除和化

解潜在风险ꎬ 抗拒外来冲击ꎬ 以确保国民经济持续、 快速、 健康发展ꎬ 确保

国家主权不受分割的一种经济状态ꎮ 对非洲国家而言ꎬ 大部分非洲国家处于

“贫困的富饶” 状态ꎬ 资源优势未形成产业优势乃至经济发展优势ꎬ 并由此带

来高失业率、 社会不稳定等安全问题ꎮ 鉴此ꎬ 日本借助日非峰会等双多边对

非合作平台ꎬ 加强与非洲国家的经贸投资ꎬ 提升非洲国家经济安全水平ꎬ 夯

实其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基础的同时ꎬ 以期自身在非可获取更大的战略与经

济利益ꎮ 特别是 ２０１９ 年日非峰会出台的 “横滨行动计划” 中着重强调了 “通
过私人投资和创新优化商业环境及机构、 促进经济转型”ꎬ 突出了日非峰会向

经贸投资合作转型的新理念ꎬ 聚焦通过 “官民协作” 加大对非经贸、 基建、
能源投入ꎬ 助力非洲实现经济多元化产业化ꎬ 促进内部互联互通ꎬ 实现经济

安全保障ꎬ 从而消除日本对非经贸发展不利的安全隐患ꎮ 此外ꎬ 日本更是通

过深化对非经贸关系ꎬ 进一步拓展本国原材料进口渠道ꎬ 增强供应链韧性ꎬ
以实现自身经济安全保障ꎮ

(一) 提升日本对非经贸合作议题的重要性

日方学者普遍认可将 ２００８ 年召开的第四届日非峰会作为日非经贸关系从

“政府单一的发展援助” 向 “官民一体的经济合作” 变化的分水岭ꎮ② 进入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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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以来ꎬ 非洲经济呈现中高速持续增长势头ꎬ 人口红利也为非洲带来巨大

市场潜力ꎬ 国际社会对非经贸合作热情高涨ꎮ 日本也开始注意非洲市场潜力ꎬ
相应加大对非经贸投入ꎬ ２００６ 年双边贸易额突破 ２００ 亿美元后ꎬ 于 ２００８ 年迅

速突破 ３００ 亿大关ꎬ 在 ２０１２ 年达到历史顶峰 ３４０ 亿美元ꎮ 此后ꎬ 随着日本经

济发展速度放缓ꎬ 日非贸易也持续回落到 ２００ 亿美元以下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即使在历史最高点ꎬ 日非贸易额在日本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也从未超过

２％ ꎮ① 日非贸易商品类别也相对单一ꎬ 日本自非进口商品的 ９０％ 为油气、 矿

产等原材料ꎬ 对非出口商品则以生产用机械设备、 运输设备以及家庭用车为

主ꎮ② 尽管当下日本与非洲整体经贸合作仍处于较低水平ꎬ 但随着在 ２０１９ 年

第七届日非峰会上日本高调宣布将全面加强对非经贸投资合作ꎬ 非洲在日本

对外经贸格局中的位置势必愈发重要ꎮ 此外ꎬ 与美、 英、 法、 印等国在非企

业进行三方合作ꎬ 借助对方长期深耕非洲市场优势ꎬ 规避经济与政治风险ꎬ
“借势” 加速进入非洲市场ꎬ 也成为当下日本经略非洲的重要新途径ꎮ③

日本长期重视通过设立日非多层次机制化会议ꎬ 为两国企业提供经贸合

作平台ꎮ 在 ２０１６ 年第六届日非峰会时ꎬ 日本就提出建立 “日非官民经济论

坛” 作为聚焦日非经贸投资合作的重要平台ꎬ 并不断加强政府对日非企业经

贸合作的政治引领ꎬ 截至 ２０２１ 年末已举办两届会议ꎮ ２０１９ 年ꎬ 日本成立 “非
洲商业委员会”ꎬ 经济产业省、 外务省、 经济团体联合会、 经济同友会以及

３００ 余家企业均参与其中ꎬ 旨在汇总日本各省厅机构中对企业支援渠道ꎬ 分享

当地商贸信息ꎬ 促进官民相互协调配合ꎮ④ 近年来ꎬ 日本不断突出对非经贸合

作重要性ꎬ 呈现政府加强统筹以政策引领国内各方形成对非经贸合力的态势ꎮ
日本始终强调单一援助无法真正解决非洲发展安全问题ꎬ 而促进非洲产业多

元化发展ꎬ 可使非洲依靠优化各国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安全保障ꎬ 从而保障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和长久安全稳定ꎮ 可以看到ꎬ 日本正加大对企业引领ꎬ 不断

强化自身在非洲对外经贸关系中的地位作用ꎬ 着眼实现日非双向的经济安全

０３１

①

②

③
④

贸易数据均来自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官网相关统计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ｅｔｒｏ ｇｏ ｊｐ / ｗｏｒｌｄ / ｊａｐａｎ / ｓｔａｔｓ /
ｔｒａｄｅ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１９ꎮ

白戸圭一: 「日本企業のアフリカビジネス: その課題と可能性」ꎬ 世界経済評論ꎬ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４ 月号ꎬ 第 ７５ ~ ７６ 頁ꎮ
郭锐等: «国家战略需求与国际生产折中———日本对非经济外交的悖论与课题»ꎬ 第 ２７ 页ꎮ
相关内容均来自日本经济产业省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１ 年版 «通商白书»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ｔｉ ｇｏ ｊｐ /

ｒｅｐｏｒｔ / 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 / ｉｎｄｅｘ＿ ｔｕｈａｋｕ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２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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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ꎬ 力图进一步打开非洲市场ꎮ
(二) 倡导所谓 “高质量” 基础设施建设

日本一直将 “自主努力” 和 “伙伴关系” 作为对非合作的核心原则ꎬ 强

调非洲国家自主性与平等互利关系ꎬ 试图将日非合作纳入亚非合作的大框架

中ꎬ 力求做到更贴近发展中国家间以经贸合作为主轴的 “南南合作” 模式ꎮ
日本政府认为ꎬ 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ꎬ 既可促进非洲内部贸易安全便

利化ꎬ 减少因交通不畅而出现的抢劫等安全问题ꎬ 同时也对本国企业在非贸

易活动和交通物流提供安全保障ꎮ 日本政府在 ２０１３ 年就制定了 “基础设施出

口战略”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ꎬ 内阁府召开 “经协基础设施战略会议”ꎬ 制定了

“２０２５ 年版基础设施海外输出战略”ꎬ 将构建非洲内陆至沿海的交通网络作为

日本在非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领域ꎮ 新战略中提出了通过高质量基础设施实

现 “自由开放的印太” 等外交课题ꎬ 并聚焦 “官民协作”ꎬ 将政府开发援助

资金与日本企业的技术资金相结合ꎬ 提升战略实施效果ꎮ① 日本将 “西非增长

之环”②、 “纳卡拉走廊”③ 以及 “东非北部走廊”④ 等三大区域走廊作为在非

开展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重点项目ꎬ 通过构建非洲区域互联互通网络以

降低安全风险发生可能ꎮ
日本为推动其基础设施出口战略在非落地ꎬ 一直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

手ꎬ 同中国在非洲角逐基础设施投资出口市场份额ꎮ 在该领域ꎬ 日本长期站

队欧美国家ꎬ 以所谓 “中国借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在非制造债务陷阱” 进行污

蔑抹黑ꎮ 在第六、 七届日非峰会上ꎬ 日本都通过向非洲派遣债务专家以解决

非洲所面临的债务问题而向中国施压ꎮ 日本于 ２０１６ 年七国集团伊势志摩峰会

上ꎬ 就结合自身特点ꎬ 提出了所谓 “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ꎬ 后在联大会

议、 日非峰会等国际对非双多边场合屡屡强调这一理念ꎬ 在 ２０２１ 年召开的七

国集团峰会上ꎬ 日本更是迎合新 “全球基建计划”ꎬ 强调 “高质量” 发展ꎮ

１３１

①

②

③

④

日本外務省: 『ＯＤＡ 白書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９６ 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ｏｄａ /
ｓｈｉｒｙｏ / ｈａｋｕｓｙｏ / ２０＿ ｈａｋｕｓｈｏ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２２ꎮ

日本于 ２０１５ 年参与连接布基纳法索、 科特迪瓦、 多哥、 尼日利亚等西非国家的环状公路建设

项目ꎬ 共提供 ３１５ 亿日元低息贷款和无偿援助ꎮ
日本于 ２０１２ 年参与自莫桑比克出发经马拉维至非洲东海岸优质天然深海港纳卡拉港口的铁路

公路改建项目ꎮ
日本于 ２０１７ 年参与以肯尼亚蒙巴萨港为中心辐射延伸至乌干达、 卢旺达、 布隆迪、 刚果

(金) 等国的道路建设项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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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提出新的经济安全保障理念后ꎬ 推动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成为经济

安保重要内容①ꎮ 日本突出其所谓 “高质量” 基础设施投资、 注重确保可持

续性发展以实现财政安全保障等口号ꎬ 来诋毁、 对冲中非基础设施建设与合

作ꎬ 服务于日本试图在非洲与中国竞争之战略目的ꎮ
(三) “官民协作” 着力推动日企赴非投资

日本在对非投资政策中强调 “官民协作”ꎬ 通过签署政府间投资协定、 租

税条约等ꎬ 激励更多企业赴非投资ꎬ “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ꎬ 在政企间形成

良好互动循环ꎬ 实现官民一体共同开发非洲市场潜力ꎮ 在 ２００８ 年第四届日非

峰会上ꎬ 日本首次提出 “官民协作” 理念ꎬ 更以 “官民” 命名外务省日非峰

会官民圆桌会、 国土交通省官民基础设施会议、 经济产业省日非官民经济论

坛等几大对非合作机制ꎬ 紧拉民间企业参与对非合作ꎮ 长期以来ꎬ 日企囿于

非洲安全风险高、 收益回报不确定等因素ꎬ 对赴非投资热情不高ꎬ 据统计ꎬ
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 日本对非直接投资存量一直维持在 １００ 亿美元上下ꎬ 仅占日

本对外投资总额的 １％ ꎬ 且其中近 ８０％投资集中在南非②ꎬ 在域外各国对非投

资存量中日本也始终未能排进前十位③ꎮ 为扭转对非整体投资水平较低且国别

过于集中这一不利局面ꎬ 日本政府不断加强政策引领ꎬ 推动民间企业赴非投

资ꎮ 日本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 在每届日非峰会上均会做出新的对非投资承诺ꎬ 如

第五届峰会的 ３２０ 亿美元、 第六届的 ３００ 亿美元以及第七届的 ２００ 亿美元的投

资额ꎮ 特别是在 ２０１９ 年的第七届峰会上 “官退民进” 趋势更加突出ꎬ 日本强

调 “将实现日非峰会从政府援助主导向企业投资合作的重大转型”ꎬ 首次将日

非民间企业正式列为合作方ꎬ 让双方企业可以就如何扩大日本对非投资议题

直接进行对话ꎮ④

日本十分注重在政府层面为赴非日企提供投资便利与保障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ꎬ 日本已与埃及、 莫桑比克、 肯尼亚、 摩洛哥四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ꎬ 在

２３１

①

②

③

④

ＡＰＩ 地経学ブリーフィング 『日本の経済安全保障 金融 巡る重要な３つの観点』ꎬ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ꎬ ｈｔｔｐｓ: / / ｔｏｙｏｋｅｉｚａｉ ｎｅ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 / ５００４６７ꎬ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１０ꎮ
相关数据均来自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官网统计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ｅｔｒｏ ｇｏ ｊｐ / ｗｏｒｌｄ / ｊａｐａｎ / ｓｔａｔｓ /

ｆｄｉ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２２ꎮ
ＵＮＣＴＡＤꎬ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ｓｙｓｔｅｍ / ｆｉｌｅｓ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ＷＩＲ２０２１＿ ｃｈ０２＿ ｅｎ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２２
日本外務省: 『ＯＤＡ 白書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２９ 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ｏｄａ /

ｓｈｉｒｙｏ / ｈａｋｕｓｙｏ / ２０＿ ｈａｋｕｓｈｏ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２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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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埃塞俄比亚等九国设立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事务所ꎬ 还与尼日利亚、 南

非、 加纳等七国签署协议ꎬ 成立双边营商环境改善委员会①ꎬ 多措并举为日企

赴非投资创造良好条件ꎮ 此外ꎬ 日本贸易保险于 ２０１５ 年设立 “非洲投融资促

进特别保险”ꎬ 向日本在非企业提供在非洲贸易资金借贷保险、 海外事业资金

借贷保险、 海外投资保险等风险极高且保率高达 １００％ 的担保险ꎮ 在 ２０１９ 年

日非峰会上ꎬ 日本贸易保险与非洲贸易保险机构进一步深化合作ꎬ 在非洲国

家设立专门针对日企的业务窗口ꎬ 并接受了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非洲进出口银行提

出的 ５ ２ 亿美元的贸易保险ꎬ 还与熟悉当地投资风险的金融机构开展合作ꎬ
降低民间企业所承担的风险ꎮ 同时ꎬ 日本通过驻外使馆与当地安全部门合作

沟通ꎬ 协助提升当地治安与危机管理能力ꎬ 并定期召开安全对策对话会ꎬ 消

除日企赴非开展投资的后顾之忧ꎮ②

总体看ꎬ 日本推动更多日企赴非投资ꎬ 一方面可进一步刺激非洲市场活

力ꎬ 促进非洲经济多元化发展ꎮ 另一方面ꎬ 日本大力推动企业 “走进非洲”ꎬ
可借由非洲广阔市场建立日本设计、 非洲制造、 全球销售的产品出口基地ꎬ
缓解国内产能过剩、 经济转型等问题ꎬ 实现产业链从 “本土” 向 “海外” 的

有效转变ꎬ 构建全方位的开放型产业体系ꎬ 从而最终实现自身经济安全保障ꎮ
(四) 以对非 “能源外交” 保障其战略资源安全

长期以来ꎬ 日本的能源外交重点都放在中东地区ꎬ 但随着国际能源市场价

格急剧的波动以及能源地缘政治博弈的日趋激烈ꎬ 特别是 ２０１１ 年日本遭遇福岛

核事故后ꎬ 对于天然气的进口需求大幅增加ꎮ 为保障能源供给安全ꎬ 日本遂实

施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ꎬ 非洲正在成为日本能源外交另一个重点发力的地区ꎮ
２０１３ 年日本与非洲 １５ 国矿产资源部长召开首次日非能源部长级会议ꎬ 出台了

«日本与非洲促进能源资源开发倡议»ꎬ 承诺在５ 年内为非洲培养１ ０００ 名能源产

业人才ꎮ 在 ２０１３ 年第五届日非峰会上ꎬ 日本国家石油天然气和金属公司宣布提

供 ２０ 亿美元支持日企在非洲石油、 天然气、 矿产等自然资源开发项目ꎮ 莫桑比

克作为非洲天然气出产潜在大国ꎬ 是日本近来在非洲开展能源外交的重点对象

３３１

①

②

日本経済産業省: 二国間ビジネス環境改善委員会ꎬ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ｔｉ
ｇｏ ｊｐ / ｐｏｌｉｃｙ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ｔｒａｄｅ / ａｆｒｉｃａ / １ ｍｏｆａ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２２ꎮ

日本経済産業省: 『通商白書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２４３ 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ｔｉ ｇｏ ｊｐ / ｒｅｐｏｒｔ / ｔｓｕｈａｋｕ
２０２１ / ｐｄｆ / ０３ －０２ －０９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１ －１１ －２３ꎻ 日本経済産業省: 『通商白書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３０５ 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ｔｉ ｇｏ ｊｐ / ｒｅｐｏｒｔ / ｔｓｕｈａｋｕ２０１７ / ｐｄｆ / ２０１７＿０３ － ０３ － ０１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２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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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ꎮ ２０１２ 年两国举行了首次 “日—莫能源领域官民政策对话”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时任

首相安倍访莫ꎬ 强调日方在莫桑比克天然气、 煤炭等资源领域投资合作对保障

日本战略资源供给安全的重要作用ꎮ ２０１９ 年日企三井物产决定斥资 ３０ 亿美元以

获得莫桑比克北部海上非洲最大液化天然气田项目的 ２０％权益ꎮ①

非洲丰富的油气矿产资源极易成为盗匪进攻的目标ꎬ 如尼日利亚的 “尼日

尔三角洲复仇者” 一直盘踞在东南沿海油田ꎬ 对尼日利亚能源运输安全造成极

大威胁ꎮ 日本加大对非能源资源开发合作ꎬ 既可进一步提高非洲在能源开发、
储藏、 运输领域的能力建设ꎬ 减少各国所面临的盗油、 盗气等实际安全隐患ꎬ
更可为自身海外能源进口运输途径提供保障ꎬ 有效确保本国海外战略资源安全ꎮ
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在首次 “经济安全保障推进会议” 上强调了确保战略物

资对日本经济安全保障的重要性ꎮ② 因此ꎬ 拥有丰富能源资源储备的非洲对于

日本进一步完善全球战略资源格局ꎬ 实现经济安保的作用也将愈发重要ꎮ
从总体上看ꎬ 日本外相历史上前两次访非分别是在 １９７４ 年第一次石油危

机后木村俊夫访问非洲四国ꎬ 以及 １９７９ 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后园田直访问非洲

五国ꎬ 目前日本自非洲进口商品也高度集中在油气、 矿产等战略资源方面ꎬ
充分体现了日本为实现战略资源进口多元化ꎬ 保障战略资源安全的政策目标ꎮ
诚然ꎬ 日本对非投资合作有提升非洲相关国家经济安全水平的意图ꎬ 但更是

基于日本对非外交中与中国竞争影响力的传统思维ꎮ③ 例如ꎬ 日本在非开展的

所谓 “高质量” 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项目ꎬ 针对中国在非基础设施意味明显ꎬ
其背后彰显其谋求在非地缘战略利益、 经济利益、 安全利益之核心目标ꎮ 因

此ꎬ 日本力推对非经贸、 基建、 投资、 能源合作ꎬ 在着眼推动非洲进一步将

其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稳定各国财政可持续发展ꎬ 实现经济安全从而

减少地区安全隐患的同时ꎬ 更旨在推动本国企业进一步打入非洲市场ꎬ 优化

自身战略资源供给路径ꎬ 实现自身经济安全保障ꎮ 当下ꎬ 与中、 美、 欧相比ꎬ
日本对非经贸合作水平仍较低ꎬ 日本在非企业数量少且经济影响力有限ꎮ 虽

然日本近年来聚焦经贸领域ꎬ 对非签署众多合作倡议、 建立双边机制ꎬ 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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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在东南亚推广的经济合作模式在非洲出现 “水土不服” 的结果①ꎬ 这也

成为非洲对日经贸合作的重视程度不如中、 美、 欧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四　 日本对非安全合作: “印太战略” 下

塑造日非可持续发展环境

　 　 局势动荡和武装冲突高发不仅阻碍了一些非洲国家政治、 经济和社会发

展ꎬ 也给外部经济与其他领域的合作带来严重困扰ꎮ 日本在 ２０１９ 年第七届日

非峰会的 «横滨宣言» 中也强调了和平安全对于非洲国家发展以及开展国际

对非合作的重要性ꎬ 尤其提出加强日非在冲突预防和冲突后重建等能力建设

领域合作对于保障非洲安全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ꎮ 同样ꎬ 保障印太区域海洋

安全是日本倡导 “印太战略” 的核心部分ꎬ 将非洲作为其 “印太战略” 支

点ꎬ 倡导开展对非海洋安全合作正是日本推动该战略的重要一环ꎮ 因此ꎬ 日

本加强对非洲安全事务的参与ꎬ 既着眼为非洲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ꎬ
其本质更在保护自身在非不断增长的海外利益ꎬ 同时争取非洲国家认可、 参

与 “自由开放的印太” 战略ꎬ 以抗衡中国在非洲推动的 “一带一路” 倡议ꎬ
继而实现其在印太地区构建新秩序、 谋求领导权的对华战略意图ꎮ

(一) 加强对非洲安全合作的政策引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日本开始介入非洲安全问题ꎮ 在 １９９８ 年的第二届

日非峰会上ꎬ 日本首次将 “冲突预防” 写入作为大会成果文件的 «东京行动

计划»ꎬ 更明确了日本从联合国、 非盟等双多边层面对非安全援助的指导方

针ꎬ 成为日本制定对非安全政策的开端ꎮ②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非洲内部冲突

趋于缓和ꎬ 安全挑战重点也开始向战后重建倾斜ꎮ 日本开始调整对非安全政

策ꎬ 突出和平建设的重要地位ꎮ 在 ２００３ 年的第三届日非峰会上ꎬ 日本首次将

“巩固和平” 作为对非合作主要内容之一ꎬ 为之后各届峰会对非洲安全问题持

续关注确立了基调ꎮ③ ２０１０ 年以后ꎬ 非洲暴恐绑架频发、 海盗活动猖獗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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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传统安全形势日趋严峻ꎮ ２０１３ 年ꎬ 阿尔及利亚石油设施遭袭ꎬ １０ 余名日本

派遣员工遭到绑架ꎬ 最终导致 ９ 人丧生ꎬ 此事件令日本认识到非洲严峻的安

全形势与本国海外利益紧密相关ꎬ 因此加大了对非洲安全事务的参与ꎮ 特别

是安倍执政以后ꎬ 日本倡导 “积极和平主义”ꎬ 着力推动安全战略转型ꎬ 希望

在地区和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ꎮ ２０１３ 年出台的 «国家安全保障战

略» «防卫大纲» 以及 ２０１５ 年的 «发展援助大纲» 等文件ꎬ 均明确体现了日

本加大对非洲安全投入的方针政策ꎮ① 自 ２０１３ 年第五届日非峰会开始ꎬ 日本

逐渐将反恐、 反海盗等非传统安全议题纳入日非安全合作范畴ꎬ 并在 ２０１６ 年

第六届峰会的 «内罗毕宣言» 中特别写入了日本参与非洲反恐以及基于国际

法原则维护海洋安全等内容ꎮ 在 ２０１９ 年日非横滨峰会上ꎬ 日本发起了 “非洲

和平稳定新途径” 倡议ꎬ 明确表示日本将全面加强对非安全合作ꎬ 为非洲创

造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以确保可持续发展ꎮ② 随着日本加快谋求 “正常国家”
步伐ꎬ 推动 “印太战略” 真正落地ꎬ 非洲所面临的安全挑战对于日本推动安

全力量 “走出去” 的作用将愈发重要ꎮ
(二) 参与三边或多边在非安全合作行动

与国际组织紧密开展三方合作一直是日本提高对非安全合作效率的重要

方式之一ꎮ 日本长期作为联合国三方伙伴项目重要参与方ꎬ 向非洲各地维和

行动训练中心提供训练设施器材、 派遣自卫队教官等ꎬ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２０ 年间ꎬ
日本已通过联合国向在非洲 １３ 国的维和行动中心提供了 ５ ７００ 万美元ꎬ 派遣

了 ３０ 余名教官ꎮ ２０１８ 年ꎬ 日本与世界海关组织合作在西、 中、 东非各国海关

开展了多个安全项目ꎬ 完成海关反恐检查技能培训 ４００ 人次ꎮ③ ２０１８ 年ꎬ 日本

借与亚非法律协商组织在东京共同举办年会契机ꎬ 推动协会设立加盟国能力

建设援助项目ꎬ 着眼提高非洲国家通过国际法手段和平解决纷争的司法能力

建设ꎬ 借机宣传日方一直倡导的 “法的支配”ꎬ 谋求加强自身在国际法的话

语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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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国际在非维和行动是日本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最重要渠道ꎬ 日本承担

联合国维和费用也曾常年排在美国之后位居世界第二ꎮ 日本 ２０１２ 年派遣自卫队

赴南苏丹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ꎬ 并先后五次延长自卫队派遣期限ꎬ 执行南苏丹

首都周边道路修整以及难民援助任务ꎮ① 日本还通过确立 «安全保障相关法»
赋予在南苏丹自卫队员 “驰援护卫” 职能ꎬ 使其首次拥有了 “使用武力” 的

能力ꎮ② 日本虽于２０１７ 年５ 月结束了南苏丹行动ꎬ 但截至２０２０ 年１２ 月ꎬ 仍有４ 名

自卫队队员留在当地协助相关人道主义援助行动ꎮ③ 此外ꎬ 自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 日本

开始向埃及西奈半岛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观察员团派遣 ２ 名自卫队队员ꎬ 近

期还宣布将派遣期限再延长一年ꎬ 此次行动也成为新安保法实施后的首次海外

派兵ꎬ 也是日本首次参与非联合国框架下的维和行动ꎮ 与欧美不同ꎬ 日本由于

缺乏在非安全合作传统抓手ꎬ 通过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开展多边合作ꎬ 既可借

由国际组织成熟框架进一步扩大日本对非安全援助助力非洲发展的实际效应ꎬ
更为日本开展对非安全合作提供有效路径ꎬ 提高日本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ꎮ

(三) 将印太海洋安全作为合作重点

日本对外贸易交流高度依赖海洋通道ꎬ 长期致力于同印度洋沿岸非洲

国家开展海洋安全合作ꎮ 近年来ꎬ 打着维护印太地区海洋航行运输安全的

旗号ꎬ 日本竭力构建所谓印太区域海洋安全秩序ꎮ ２００８ 年前后ꎬ 索马里海

盗猖獗对东非亚丁湾海上交通造成严重威胁ꎮ 日本自 ２００９ 年制定 «应对海

盗法» 并向亚丁湾派遣护卫舰为本国船只护航以来ꎬ 至今从未间断海上自

卫队反海盗行动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日本多次向美国领导的 “联合海上部队”
派遣自卫队员、 提供技术支援ꎮ 日本还通过双边援助强化与周边国家反海

盗合作ꎬ 如向国际海事组织设立的信托基金出资 １ ５５３ 万美元ꎬ 在肯尼亚、
坦桑尼亚设置海盗情报信息共享中心ꎬ 支援吉布提建立地区训练中心并提

供巡逻艇ꎬ 向国际信托基金出资 ４５０ 万美元支持周边国家提高海盗追踪能

力建设ꎬ 针对索马里海警部门开展 “海上犯罪取缔研修班” 等ꎮ④ ２０１１ 年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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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ꎬ 日本在吉布提建立二战后首个海外军事基地ꎬ 并以此为据点开展反海

盗行动ꎮ 吉布提作为日本在中东和非洲的重要战略支点ꎬ 随着亚丁湾反海

盗形势趋于平缓ꎬ 在此设立基地的战略价值不仅仅在于打击海盗ꎮ① 实际

上ꎬ 日本也在不断强化该基地解救运输在非侨民等作用ꎬ 并仍持续扩充其在

反恐反暴、 救灾维和等领域相关功能ꎬ 逐步推动该基地永久化ꎬ 希望将该基

地打造为日本安全力量 “走进非洲” 的重要支点ꎮ② 随着近年来西非几内亚

湾海盗形势恶化ꎬ 日本还积极参加 “七国集团几内亚湾之友” 合作机制ꎬ
与联合国共同援助沿岸国家海上治安能力建设ꎮ③ 海洋合作作为日本对非少

数双边安全合作ꎬ 聚焦非洲在对外贸易中长期面临的海盗匪患ꎬ 较易获得

非洲大量沿海国家的认可接受ꎬ 为日非海洋贸易创造稳定环境ꎮ 同时ꎬ 对

非开展印太海洋安全合作虽然表面上是印度洋区域安全合作ꎬ 但实质上是

日本把亚太问题引向非洲ꎬ 提高非洲国家对其所倡导的 “自由开放的印太”
接受认同ꎬ 从而牵制中国正当实施海洋维权行为ꎮ

从总体上看ꎬ 日本对非安全合作为域内国家可持续发展创造稳定条件

的同时ꎬ 更旨在为其在非洲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提供保障ꎬ 继而对华形成

战略抗衡ꎮ 近年来ꎬ 日本为进一步推动 “印太战略”ꎬ 着力推动对非贸易与

民间企业赴非投资ꎬ 但多数日企对该区域不断恶化的安全威胁望而却步ꎬ
因此ꎬ 消除企业顾虑、 为在非日企创造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也是日本加强

对非安全合作的重要目的之一ꎮ 由此可见ꎬ 日本对非安全政策并非仅局限

于反恐、 反海盗等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合作ꎬ 而应更多通过提高非洲国

家自身整体安全能力建设从而实现风险预防ꎬ 加强冲突后社会民生基础设

施重建以保障经济稳定发展ꎬ 同时吸引国际社会对 “印太战略” 框架下对

非安全问题予以更多关注ꎮ 日本加大对非安全合作ꎬ 以印太海洋航行自由

和 “法律支配” 秩序主导者自居ꎬ 将持续深化与欧美在非洲安全领域的协

调配合ꎬ 不断离间中非关系ꎬ 谋求在印太地区对华形成围堵ꎬ 以达到其遏

制中国的战略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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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发展—安全关联” 观的日本非洲政策　

五　 结语: 日非关系研判及日本对非洲政策走向

日本自 １９９３ 年创建日非峰会机制以来ꎬ 历经七届会议ꎬ 已形成了 “社
会、 经济、 安全” 三大对非洲合作支柱ꎬ 其中虽然社会、 经济政策着眼推动

非洲整体发展ꎬ 安全政策侧重缓解非洲安全问题ꎬ 但发展与安全政策间相互

跨界融合愈发凸显日本对非战略利益ꎮ 日本深化对非外交ꎬ 重在构建从经济

拓展到安全领域的全新日非关系ꎮ 日本急于展示其在非洲的经济、 政治及军

事存在ꎬ 力图将非洲大陆打造成 “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 支点ꎬ 消

解 “一带一路” 倡议在非洲的影响力ꎮ① 这充分反映出日本谋求政治、 军事

大国进程中的国际战略意图ꎮ 非洲是全球发展中国家最多的大陆ꎬ 同时面临

严峻的安全形势ꎬ 发展与安全问题长期交织叠加ꎬ 复杂难解ꎮ 各国均难以依

靠单一的发展或安全政策推动相关合作落地ꎬ 因此加强发展与安全合作的融

合协调ꎬ 提升 “发展—安全关联” 政策实施效能ꎬ 高度契合日本对非战略的

内在逻辑ꎮ
诚然ꎬ 日本对非合作助力非洲缓解发展和安全挑战ꎬ 但究其根本ꎬ 日本

仍将非洲视为其拓展政治、 经济、 安全等战略利益的重要攻略对象ꎬ 重在谋

取实利ꎮ 同时ꎬ 随着中非合作长期引领国际对非合作ꎬ “中国因素” 日益成为

日本调整对非合作的重要变量ꎮ 首先ꎬ 面对在非洲影响力与日俱增的中国ꎬ
日本愈发感到战略焦虑ꎬ 不断加大对非援助力度旨在提升自身在非洲的政治

影响力与中国进行抗衡ꎬ 特别是非洲对于日本推动联合国 “安理会改革” 实

现 “入常” 和在国际事务中争取更多支持等方面至关重要ꎬ 已成为日本实现

“政治大国” 的重要战略支点ꎮ 其次ꎬ 非洲的丰富战略资源和市场潜力吸引国

际对非经贸合作高涨ꎬ 相互竞争也水涨船高ꎬ 中国连续多年保持非洲第一大

贸易伙伴国地位ꎬ 而日本却在对非经贸领域进展相对缓慢ꎮ 因此ꎬ 日本多次

强调日非合作的经济化转型ꎬ 突出 “官退民进”ꎬ 在提出新的经济安全保障理

念后ꎬ 非洲在日本完善对外经济格局、 实现战略资源供应链多元化、 与中国

争夺海外基建市场等方面的作用更加凸显ꎮ 最后ꎬ 日本不断试图将对非合作

从发展领域拓展到安全领域ꎬ 反映出日本力求将印太地缘政治战略空间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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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秩序主导权之争进一步延伸至非洲大陆以制衡中国的战略意图ꎮ 非洲大

陆是美欧全球安全战略的重点地区ꎬ 日本不断加强对非安全投入、 与美欧在

非安全力量协调融合ꎬ 既有利于自身构建印太地区海洋秩序主导权ꎬ 谋求对

华形成相对优势ꎬ 也可深度参与美欧全球安全网络布局以对华形成全面战略

围堵ꎮ
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曾长期担任安倍内阁外相ꎬ 出于维护日本在非洲

的利益需要ꎬ 其对非政策与安倍具有一致性、 连贯性ꎬ 他本人还作为外相参

与第五、 六届日非峰会ꎬ 更曾与峰会共同首次走进非洲ꎮ “自由开放的印太”
是安倍政权的重要政治遗产ꎬ ２０１５ 年岸田作为外相访印时曾提出 “经济互

通” 与 “海洋安全” 是 “印太战略” 的重要支点ꎮ 可见ꎬ 发展和安全作为非

洲最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ꎬ 同样也是日本在 “印太战略” 框架下对非合作的

重点方向ꎮ 应该看到ꎬ 非洲作为印太域内地区且在全球战略和经济地位不断

上升ꎬ 但对日本提出的 “印太战略” 始终回应有限、 态度不积极ꎬ 对此岸田

势必寻求新的抓手以进一步推动 “印太战略” 在非洲实现落地ꎮ 同时ꎬ 经济

安全保障是岸田政权提出的重要政策方针ꎬ 非洲政治影响力、 市场发展潜力

以及战略资源禀赋在日本实现基础设施出口安全、 战略资源供给安全、 后疫

情时代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等方面的地位愈发显著ꎮ 因此ꎬ 岸田政权将延续

安倍时期的对非政策路线ꎬ 持续开展抗疫外交加大对非健康医疗领域的发展

援助ꎬ 调动民间企业积极性促进日非多领域经贸合作转型升级ꎬ 进一步深化

双方在海洋、 反恐等领域的安全合作ꎮ ２０２１ 年中非合作论坛召开了新一届会

议ꎬ 为后疫情时代中非合作转型升级擘画方向ꎬ 双方合作势必迈上新的台阶ꎬ
日本对此产生了更大的战略焦虑ꎮ ２０２２ 年第八届日非峰会将在突尼斯召开ꎬ
这也将是峰会第二次走进非洲ꎬ 也是岸田上台后双方首次共同召开大规模、
高规格合作会议ꎬ 对确定日非合作走向意义重大ꎮ 因此ꎬ 随着中非合作走深

走实ꎬ 将中国视为在非主要竞争对手的日本势必再度加大对非投入ꎬ 着眼深

化双方发展与安全合作ꎬ 加强与美欧在非协调配合ꎬ 与中国在非洲开展战略

对抗以对冲中国在非影响力的一面将会更加突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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