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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近年来ꎬ 因发展需求旺盛、 政府高度重视、 企业积极参与ꎬ
数字经济正成为非洲国家发展的新引擎ꎮ 依托数字技术的各类新业态在非洲

的蓬勃发展ꎬ “数字非洲” 建设已成为非洲各国的发展共识ꎮ 但从其国际竞争

力来看ꎬ 非洲数字经济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ꎬ 与全球存在较大的数字鸿沟ꎮ
当前ꎬ 中非发展优势互补ꎬ 发展战略积极对接ꎬ 为中非共建 “数字非洲” 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ꎬ 数字经济合作也已取得初步成效ꎮ 与此同时ꎬ 中非共建

“数字非洲” 存在着诸多挑战: 非洲基础设施仍然落后ꎬ 发展驱动力不足ꎻ 中

非双边的软件支持和配套能力难以提供充分发展保障ꎻ 网络信息安全问题突

出ꎬ 数字风险抵御能力不足ꎮ 此外ꎬ 负面舆情和国际竞争加剧也是不容忽视

的因素ꎮ 中非双方应以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为契机ꎬ 优化合作主体及合作模式ꎬ
突破合作瓶颈ꎬ 打通合作堵点ꎬ 积极提高硬件配套能力、 软件支持能力、 风

险防范能力以及国际合作竞争能力ꎬ 推动中非数字经济合作迈上新台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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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ꎬ 数字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持续扩张ꎬ 以互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

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加速迭代ꎬ 全球正处于数字经济时代ꎮ 世界

银行预计ꎬ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增加到

２５％ ①ꎬ 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数字经济发展作为提升其经济竞争力、 实现经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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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关键取胜点ꎬ 非洲国家亦是如此ꎮ 非洲经济增长与 “数字非洲” 建设呈

现相互交织、 相互促进的发展趋势ꎮ 在此背景下ꎬ 中国互联网企业积极开

拓非洲市场ꎬ 中非数字经济合作在硬件配套、 软件支持、 数字服务以及技

术创新四个方面逐步推进且持续发展ꎬ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非合作新的增

长点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

长会议的开幕致辞中ꎬ 将 “数字创新工程” 列为中非共同实施的 “九项工

程” 之一ꎮ① 未来ꎬ 中国将继续支持非洲数字经济的发展ꎬ 加强中非数字产

业合作ꎬ 提升非洲各国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ꎬ 将中非经贸合作推向新的高度

和水平ꎮ
从学界关于中非共建 “数字非洲” 的研究看ꎬ 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 在

宏观层面ꎬ 现有文献大多从中非经贸合作的角度ꎬ 分析非洲经济发展和自贸

区建设中的数字经济问题②ꎬ 也有文献初步分析了中非数字经济合作路径问

题③ꎻ 在微观层面ꎬ 一些学者聚焦中国与非洲的数字经济某一领域的合作ꎬ 特

别是中非电子商务合作④ꎮ 但现有文献对非洲数字经济发展特征、 中非数字经

济合作面临的问题及未来合作重点涉及较少ꎬ 研究深度也不足ꎮ 鉴此ꎬ 本文

将非洲数字经济发展状况置于全球视野中来考察ꎬ 从非洲层面探讨为什么要

建设 “数字非洲” 以及 “数字非洲” 建设需要加强的领域、 机会点ꎬ 进而分

析中非共建 “数字非洲” 的基础与现状、 中非数字经济合作的优势与不足ꎬ
最后提出中方参与共建 “数字非洲” 的应对建议ꎮ

一　 非洲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近年来ꎬ 非洲国家努力探索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之路径ꎮ 作为第四次工

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数字经济正在为非洲经济发展带来新动能ꎬ 虽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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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国际竞争力仍不强ꎬ 但已展现出巨大的发展空间ꎮ
第一ꎬ 从发展态势看ꎬ 非洲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迅猛ꎬ 正在成为经济发展

的新引擎ꎮ 近年来ꎬ 数字经济对非洲社会经济发展的红利正在逐渐释放ꎮ 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虽使非洲大陆传统经济受到重创ꎬ 却也给其经济的数

字化提供了发展机遇ꎬ 非洲数字经济呈现蓬勃的发展趋势ꎮ 据全球移动通信

系统协会 (ＧＳＭＡ) 统计ꎬ ２０１９ 年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数字技术和服务业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９％ ꎬ 贡献超过 １ ５５０ 亿美元ꎮ① 据世界银行估计ꎬ 非洲的

数字转型可使其经济增长每年提高近 ２％ ꎬ 并使非洲国家贫困发生率每年降低

１ 个百分点ꎮ② 世界银行对 ２７ 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进行了关于数字产业与

就业创造的调研ꎮ ２０１８ 年ꎬ 该地区数字产业创造就业岗位 １２０ 万个ꎬ 其中创

造正规就业即直接就业岗位占 １ / ３ꎬ 间接就业岗位占 ２ / ３ꎮ 预计到 ２０２５ 年ꎬ 该

地区将有 １５０ 万人直接或间接从事数字技术和服务业ꎬ 新增 ３０ 万个就业岗

位ꎮ 在加纳和尼日利亚ꎬ ２０１８ 年ꎬ 数字技术及其服务业分别给 ２ ４ 万人和 ９ １
万人创造了直接就业机会ꎬ 带动间接就业 ４ １ 万人和 １４ ２ 万人ꎻ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上述两国数字技术和服务业直接和间接从业人员可分别达到 ８ ５ 万人 (净增 ２
万人) 和 ３４ ３ 万人 (净增 ５ ９ 万人)ꎮ③ 可见ꎬ 数字经济有助于非洲地区塑造

益贫式经济增长模式ꎮ
第二ꎬ 从发展政策看ꎬ 非盟及非洲各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ꎬ 出

台了系列支持政策ꎮ 从地区层面看ꎬ 非盟制定的 «２０６３ 年议程» 形成了关于

非洲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战略框架ꎬ 明确了发展非洲信息通信技

术与数字经济的愿景ꎬ 以期将非洲各国打造成整合型的数字经济体ꎮ ２０２０ 年ꎬ
非盟还发布了 «非洲数字化转型战略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ꎬ 该战略建立在非盟近

年推动的数字非洲政策和监管倡议 ( ＰＲＤＡ)、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

(ＰＩＤＡ) 等现有倡议和框架的基础上ꎬ 旨在推动非洲基础设施及关键部门的

数字化转型ꎬ 利用数字技术和创新改变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ꎬ 打破数字

鸿沟ꎬ 推进非洲一体化ꎬ 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ꎮ

８６

①

②

③

ＧＳＭＡꎬ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２０２０”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ꎬ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ｓｍａ ｃｏｍ / ｍｏｂｉｌ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 ａｆｒｉｃａꎬ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１１.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ｔｏ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３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ｃｏｍ / ｗｉｒｅ － ｆｅｅｄｓ / ａｆｒｉｃａ － ｓ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ｕｒｎｉｎｇ / ｄｏｃ ｖｉｅｗ / ２２９５６５９５５１ / ｓｅ －
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ｄ ＝ １３６２５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３.

ＧＳＭＡꎬ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２０２０” .



中非共建 “数字非洲” 的动力与发展路向　

从国别层面看ꎬ 一方面ꎬ 非洲各国政府加大了对移动支付、 金融科技、
数字农业、 电子商务等数字应用的政策支持ꎮ 例如ꎬ 肯尼亚 ２０１９ 年拨出５ ０００
英亩土地建立技术创新城市ꎬ 投资 ９４ 亿美元打造智慧科技城市ꎮ①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 肯尼亚中央银行发布了 «央行数字货币讨论文件»ꎮ 尼日利亚 ２０２０ 年颁

布了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５ 年聚焦宽带的发展政策ꎬ 提出在 ２０２５ 年前保证城市地区最低

下载速度达 ２５ 兆位 /秒 (Ｍｂｐｓ)②ꎬ 农村地区下载速度达 １０ 兆位 /秒ꎬ 宽带连

接覆盖 ９０％的人口ꎬ 且 “１Ｇ” 数据的价格不超过 ３９０ 奈拉 (约合 ０ ９５ 美元ꎬ
相当于该国收入中位数的 ２％ )ꎮ③ 尼日利亚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正式推出央行数字

货币 “Ｅ 奈拉”ꎬ 成为首个正式启用数字货币的非洲国家ꎻ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ꎬ 政府

发布了 “５Ｇ” 政策ꎬ 强调将充分利用 “５Ｇ” 助力于国家经济发展和福祉ꎬ 国

内安全机构则利用 “５Ｇ” 技术服务于国家安全ꎮ 埃塞俄比亚政府于 ２０２０ 年提

出网络降费规定ꎬ 居民固定宽带互联网服务最高降价 ６５％ ꎬ 企业降价 ６９％ ꎬ
并将宽带互联网的速度提高到原来的 ３ 倍ꎮ④ 另一方面ꎬ 非洲各国政府也加强

了数字经济监管ꎬ 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ꎮ⑤ ２０１９ 年ꎬ 肯尼亚

颁布了针对个人数据保护的法案ꎬ 对数字安全问题进行监管ꎮ⑥ 同年ꎬ 尼日利

亚颁布社交媒体法ꎬ 该法案将对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虚假信息的人处以监禁和

罚款ꎬ 以约束数字经济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ꎮ 可以说ꎬ 非洲国家是数字监管

框架发展最迅速的国家群体ꎮ 结合全球通信联盟对各国通信监管级别的分类ꎬ
２０２０ 年ꎬ 非洲 “Ｇ３”⑦ 国家所占的比例已达 ５２％ ꎻ 塞内加尔、 卢旺达、 尼日

利亚、 马拉维和乌干达等 ５ 个国家已进入 “Ｇ４” 类别行列ꎬ 其中ꎬ 塞内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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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 ｈｒｗ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２６ /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ｓａｙ － ｎｏ － ｓｏｃｉａｌ － ｍｅｄｉａ － ｂｉｌｌ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２５.
Ｄｅｎｔｏｎｓꎬ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Ｄａｔａ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ｅｎｙａ ”ꎬ Ｍａｒｃｈ １８ꎬ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ｏｋｉｅｂｏｔ ｃｏｍ / ｅｎ / ｋｅｎｙａ － ｄｐａ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２５.
结合全球通信联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ｏｎ) 的分类ꎬ “Ｇ３”、 “Ｇ４”、 “Ｇ５” 表

示逐渐发展的监管类别ꎮ “Ｇ３” 指的是服务和内容等领域的竞争的监管ꎻ “Ｇ４” 指的是以经济和社会

政策目标为主导的一体化监管ꎻ “Ｇ５” 指的是包括跨部门的对话和协调的协同监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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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卢旺达正接近 “Ｇ５” 标准ꎮ①

第三ꎬ 从产业发展看ꎬ 非洲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迅猛ꎬ 新兴行业逐步兴起ꎬ
且增长势头十分强劲ꎮ 在数字金融方面ꎬ 作为非洲投资最多的初创领域ꎬ 数

字金融已成为非洲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ꎮ ２０２１ 年ꎬ 非洲市场总共获

得约 ４９ 亿美元投资ꎬ 涉及 ５００ 多家公司 ７４０ 笔交易ꎬ 其中金融科技企业融资

交易 １６０ 笔左右ꎮ 单笔投资金额超过 ５ ０００ 万美元的投资交易中ꎬ 有 ２ / ３ 属金

融科技领域投资ꎮ② 撒哈拉以南非洲融资超过 １ 亿美元的企业约有 １４ 家ꎬ 其

中金融科技企业 １０ 家ꎮ 同时ꎬ 区域层面已形成东南非共同市场区域支付和结

算系统 ( ＣＯＭＥＳ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东非支付系统

(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综合区域电子结算系统

(ＳＡＤ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等数字金融支付系统ꎮ
非洲大陆层面的一些支付和结算平台ꎬ 如万国邮联 (ＵＰＵ)、 非洲进出口银行

(Ａｆｒｅｘｉｍｂａｎｋ) 以及泛非支付和结算平台 (ＰＡＰＳＳ) 等也在开发中ꎮ
在电子商务方面ꎬ 受益于移动支付技术的进步而发展迅猛ꎮ 随着新冠肺

炎疫情的蔓延和消费者行为的变化ꎬ 线上消费在非洲越来越普遍ꎮ 有报告显

示ꎬ 疫情后有 ３７％ 的南非人网上购物比平时更多ꎮ③德国斯塔蒂斯塔调查公司

的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９ 年ꎬ 非洲电子商务融资数量 ３０ 笔ꎬ 金额达 １ ３４ 亿美元ꎬ
交易数量同比增长 ３６％ ꎬ 资金数量同比增长 ２％ ꎮ④ 此外ꎬ 电商平台的逐步完

善也推动着电子商务的发展ꎮ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ꎬ 万国邮联提出 “电商非洲”
(ｅｃｏｍ＠ ａｆｒｉｃａ) 倡议ꎬ 在科特迪瓦邮政进行试点ꎬ 利用邮政网络和产品进行

跨境物流、 交付、 退货ꎬ 建立了一个由指定运营商通过电子商务 (在线) 平

台提供的综合、 包容和创新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ꎮ
在数字医疗方面ꎬ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ꎬ 消费者对远程医疗和电子药房

０７

①

②

③

④

ＩＴＵꎬ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２０２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ｇｉｏｎꎬ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Ｚａｉｎａｂ Ｉｗａｙｅｍｉꎬ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Ｌｅａｄｓ ａｓ Ｔｏｐ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ｅａｌｓ Ｓｕｒｐａｓｓ ４８０ ｉｎ ２０２１ꎬ ＄ ４ ９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Ｖａｌｕｅ”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２ꎬ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ｎａｉ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ｓ ｃｏｍ /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０４ / ｎｉｇｅｒｉａ － ｌｅａｄｓ － ａｓ － ｔｏｐ － ａｆｒｉｃａ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ｄｅａｌｓ － ｓｕｒｐａｓｓｅｓ － ４８０ － ｄｅａｌｓ － ｉｎ － ２０２１ － ４ － ９ －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ｉｎ － ｖａｌｕｅꎬ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１４.

Ｍｗａｎｇｉ Ｇｉｔｈａｈｕ ａｎｄ Ｍａｒｖｉ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ꎬ “ＳＡ Ｓｅｅｓ Ｓｕｒｇｅ ｉ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ｖｉｄ －１９ Ｌｏｃｋｄｏｗｎ”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ｏｌ ｃｏ ｚａ / ｃａｐｅａｒｇｕｓ / ｎｅｗｓ / ｓａ － ｓｅｅｓ － ｓｕｒｇｅ － ｉｎ － ｏｎｌｉｎｅ －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 ｄｕｒｉｎｇ －
ｃｏｖｉｄ －１９ － ｌｏｃｋｄｏｗｎ － ４７３８８９７７ꎬ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２５.

Ｐａｒｔｅｃ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ｅａｍꎬ “２０１９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ｅｃｈ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ｐａｒｔｅｃｈ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ｃｏｍ/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１２ / ２０２０ ０１＿Ｐａｒｔｅｃｈ＿Ａｆｒｉｃａ＿２０１９＿Ａｆｒｉｃａ＿Ｔｅｃｈ＿ＶＣ＿Ｒｅｐｏｒｔ＿ＦＩＮＡＬ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１ －１２ －２５



中非共建 “数字非洲” 的动力与发展路向　

的兴趣正在萌生ꎬ 数字医疗这个新兴领域在非洲得到快速发展ꎮ 传统的线下

医疗形式正在逐渐与新兴的线上医疗融合ꎬ 形成了远程诊疗、 药品及血样配

送等细分领域ꎮ ２０２０ 年ꎬ 将医院或其他医疗机构与远程放射科医生对接的平

台——— “茹乐捷” (Ｒｏｌｏｇｙ)ꎬ 主要解决市场上放射科医生短缺的问题ꎬ 已在

埃及、 肯尼亚、 刚果 (布)、 马尔代夫和沙特阿拉伯等国提供服务ꎮ ２０２０ 年

建立的 “菲玛” (Ｐｈａｒｍａ) 系统获得 １ ７００ 万美元融资ꎬ 主要提供药品库存实

时管理系统 (Ｖｅｎｄｏｒ －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ꎬ ＶＭＩ)ꎬ 同时代表药房向供应商进行

集体采购 (ＱｕａｌｉｔｙＲｘ)ꎬ 从中抽取佣金ꎮ 病人还可以使用其推出的系统分期支

付药费ꎮ 目前 “菲玛” 系统已覆盖加纳、 肯尼亚、 尼日利亚、 赞比亚、 津巴

布韦的 ２５０ 多家药房ꎬ 有 ５０ 家医院成为合作伙伴ꎬ 服务 ４０ 多万个病患ꎮ①

２０２０ 年ꎬ “领域创新” (Ｆｉｅｌ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获得 ３６０ 万美元 “Ａ 轮” 融资ꎬ 即

在线上帮助社区药店采购和管理药品订单ꎬ 目前它在尼日利亚和肯尼亚已有

超过 ２８０ 个社区药店客户ꎮ②

在数字教育方面ꎬ 近年它在非洲的市场价值飞涨ꎮ ２０２１ 年其市值达到

２４ ７ 亿美元ꎬ 预计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７ 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１１ ２％ ꎬ ２０２７ 年市值将

达到 ４７ １ 亿美元ꎮ 南非、 摩洛哥、 尼日利亚、 突尼斯和肯尼亚是在线教育普

及较快的国家ꎬ 其中南非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ꎮ③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ꎬ 南非教育

公司 (ＧｅｔＳｍａｒｔｅｒ) 的联合创始人罗伯特帕多克 (Ｒｏｂｅｒｔ Ｐａｄｄｏｃｋ) 创办了

“哇学习” (Ｖａｌｅｎｔｕｒｅ) 在线学习平台ꎬ 于 ２０２０ 年获得 ７００ 万美元融资ꎬ 与世

界一流大学合作ꎬ 为远程学习的学生提供短期在线认证课程ꎮ④ ２０２１ 年ꎬ 尼日

利亚教育科技企业 “有课程” (ｕＬｅｓｓｏｎ) 获得由猫头鹰投资 (Ｏｗｌ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领

投的 ７５０ 万美元的 “Ａ 轮” 融资ꎬ 其移动端 “ＡＰＰ” 可提供上千种互动视频、

１７

①

②

③

④

Ｐｈａｒｍ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Ｐｈａｒｍａ ｒａｉｓｅｄ ＄ １７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ｆｕｎｄｉｎｇ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ｂｉｆｏｒｕｍ
ｎｅｔ / ｍａｇꎬ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２５.

Ｂｒ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ꎬ “Ｆｉｅｌ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Ｒａｉｓｅｓ ＄ ３ ６ｍ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Ｍａｒｃｈ １１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ｔｅｃｈｐｏｉｎｔ ａｆｒｉｃａ /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１１ /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 ｂａｃｋ － ｆｉｅｌｄ －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 ｏｎ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 ｈｅａｌꎬ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２５.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Ｅ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ｒｅｎｄｓꎬ Ｓｈａｒｅꎬ Ｓｉｚｅꎬ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７ ”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ꎬ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ａｒｃ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 / ａｆｒｉｃａ － ｅ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ｍａｒｋｅｔ － ｒｅａｃｈ － １４００ꎬ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２５.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ꎬ “ＳＡ Ｅｄｔｅｃｈ Ｓｔａｒｔｕｐ Ｒｅｃｅｉｖｅｓ ＄ ７ －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ｖｅｎｔｕｒｅｂｕｒｎ ｃｏｍ / ２０２０ / ０９ / ｓａ － ｅｄｔｅｃｈ － ｓｔａｒｔｕｐ － ｒｅｃｅｉｖｅｓ － ７ － ｍｉｌｌｉｏｎ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ꎬ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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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和测验ꎬ 涵盖初中到高中阶段的数学、 物理、 化学和生物等课程ꎮ①

在数字交通方面ꎬ 非洲国家呈现蓬勃兴起之势ꎮ ２０１９ 年ꎬ 非洲数字交通

领域共吸引投资 ６ ２２０ 万美元ꎬ 成为非洲数字经济第三大融资领域ꎬ 仅次于数

字金融和电子商务融资额ꎮ②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０ 年ꎬ 优步和博尔特等数字交通全球

巨头ꎬ 以及非洲本土公司ꎬ 如高卡达 (Ｇｏｋａｄａ)、 高择 (Ｇｏｚｅｍ)、 安全博达

(Ｓａｆｅｂｏｄａ)、 雅瑟尔 (Ｙａｓｓｉｒ) 纷纷进入数字交通市场ꎬ 超过 １５０ 家初创公司

专注于数字交通领域ꎬ 预计该行业将继续增长ꎮ③

第四ꎬ 从参与主体看ꎬ 非洲企业加大了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与创新ꎮ 近

年来ꎬ 具有创业精神的非洲科技初创企业在数字经济领域不断探索与创新ꎬ
应用快速增长的商业模式ꎬ 努力满足用户的数字经济发展需求ꎬ 推动着非洲

数字经济的发展ꎮ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ꎬ ２５％ 的非洲企业正在加速数字技术应

用ꎬ 加大对数字解决方案的投入ꎮ④ 非洲科技初创公司在 ２０１９ 年筹资额大幅

上升ꎬ 筹集了 ２０ ２ 亿美元股权融资ꎬ 平均交易规模 ８０８ 万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７４％ ꎮ⑤ 其中ꎬ 尼日利亚、 南非、 肯尼亚等国数字领域的科技初创企业在募集

资金、 雇佣工人、 市场估值方面都有着良好的市场表现ꎮ 在数字金融领域ꎬ
非洲有多达 ５００ 家公司提供数字技术支持的金融服务ꎬ 提供移动支付、 在线

借贷、 在线汇款等较为完善的服务ꎮ 其中ꎬ “久茂” (ＪＵＭＯ)、 “英特斯维奇”
(Ｉｎｔｅｒｓｗｉｔｃｈ) 等企业发挥了积极的先锋作用ꎬ 其业务扩展至非洲各国ꎬ 助推

非洲数字金融生态系统的改善ꎮ⑥ 在电子商务领域ꎬ 尼日利亚互联网平台企业

“朱米亚” (Ｊｕｍｉａ) 十分引入注目ꎬ 其前后募集资金 ８ ２４ 亿美元ꎬ 拉动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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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共建 “数字非洲” 的动力与发展路向　

人数近 １ 万人ꎮ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ꎬ 肯尼亚物流平台 “罗瑞系统” (Ｌｏｒｉ Ｓｙｓｔｅｍｓ)
和加纳的供应链平台 “农心” (ＡｇｒｏＣｅｎｔａ) 协同融资 ３ ０００ 万美元①ꎬ 致力于

改善非洲的货物运输状况ꎮ 在数字教育领域ꎬ 肯尼亚提供线上教育服务的教

育科技公司 “易内撒” (Ｅｎｅｚａ) ２０２０ 年用户数量已经增长至 ４９０ 万②ꎮ 在数

字医疗领域ꎬ “凯尔支付” (ＣａｒｅＰａｙ) 在肯尼亚、 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已搭建

起一个用户能够储蓄、 接收和资助个人健康需求的平台ꎮ
基于上述情况ꎬ 从国际竞争力来看ꎬ 非洲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向好ꎬ 但仍

处于起步阶段ꎮ 以欧盟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指标体系为主体ꎬ 参考联合国经

济和社会事务部、 世界经济论坛、 非洲开发银行、 国际电信联盟、 全球移动

通信系统协会、 盖洛普咨询公司等机构发布的指数ꎬ 可以看出: 近年非洲数

字经济发展趋势向好ꎬ 各项指标呈倍数级增长ꎻ 但横向比较ꎬ 非洲同世界其

他地区数字经济特别是在数字技术集成、 数字技术服务方面ꎬ 仍存在较大

差距ꎮ
其一ꎬ 数字网络连接整体上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ꎬ 但仍低于世

界平均水平ꎮ ２０２０ 年ꎬ 非洲开发银行发布的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显示ꎬ 非

洲各国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平均指数从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６７ 稳步提升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０ １９ꎬ 除固定电话外ꎬ 非洲其余数字网络连接指标均表现为正增长ꎬ 且增长

幅度较大ꎮ 在非洲国家中ꎬ 南非、 毛里求斯、 塞舌尔、 摩洛哥、 突尼斯指数

排名靠前ꎮ 但非洲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与世界其他地区对比仍存在较大差距ꎬ③

近 ３ 亿非洲人居住在距离光纤或电缆宽带连接 ５０ 多公里的地方④ꎬ 因此互联

网的可用性不足仍然是非洲数字化转型的巨大障碍ꎮ 其二ꎬ 数字技术集成方

面各国发展势头十分强劲ꎬ 但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ꎮ 其主要体现在: 一是数

３７

①

②

③

④

Ｂｒｉｇｈｔꎬ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Ｓｔａｒｔｕｐ Ｋｏｂｏ３６０ Ｒａｉｓｅｓ ＄ ３０Ｍ Ｂａｃｋｅｄ ｂｙ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ａｃｈｓ”ꎬ Ｔｅｃｈｃｒｕｎｃｈ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４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ｔｅｃｈｃｒｕｎｃｈ ｃｏｍ /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１４ /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ｓｔａｒｔｕｐｋｏｂｏ３６０ｒａｉｓｅｓ３０ｍｂａｃｋｅｄｂｙｇ
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ｃｈｓꎬ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０３.

Ｅｎｅｚ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Ｆａｓｔｅｓｔ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Ｍｏｂｉｌ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ｗｉｔｈ Ｏｖｅｒ ４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ꎬ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 ｅｎｅｚａ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０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ꎬ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２０ ”ꎬ Ｊｕｌｙ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ｆｄｂ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ａｆｄｂ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ｒｉｅｆ＿ －＿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１５.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ＵＮＣＴＡＤ Ｂ２Ｃ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８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ｔｎ＿ｕｎｃｔａｄ＿ｉｃｔ４ｄ１２＿ｅｎ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１ －１２ －１５.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字技术中心数量成量级增长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ꎬ 非洲已建设 ６４３ 个活跃的数字技

术中心ꎬ 比 ２０１８ 年增加了 ４０％ ꎬ 大大高于 ２０１６ 年的 ３１４ 个①ꎮ 二是数字网络

技术仍相对落后ꎮ 从国际电信联盟报告中全球各地区网络技术情况来看ꎬ 非

洲目前主要的网络技术仍以 “２Ｇ” 和 “３Ｇ” 为主ꎬ ２０１９ 年末ꎬ 其 “４Ｇ” 网

络覆盖率仅达到 １０％ ꎬ 与占比最高的北美洲国家、 中国的 ８２％相比ꎬ 有巨大

的差距ꎮ② 三是数字人力资本大幅提升ꎬ 但竞争力仍不足ꎮ 据 «全球竞争力报

告 (２０１９)» 中人力资本竞争力指数来看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得分 ４４ ３ꎬ 排名

最后ꎻ 但是其 ２０１９ 年人力资源竞争力得分同 ２０１８ 年相比增长幅度最大ꎮ③ 其

三ꎬ 在数字技术服务方面ꎬ 数字技术中心运营活跃ꎬ 数字金融持续发展ꎮ 数

字技术中心和孵化器活跃在整个非洲大陆ꎬ 其中尼日利亚 ９０ 个、 南非 ７８ 个、
埃及 ５６ 个和肯尼亚 ５０ 个ꎬ 为数字企业发展提供了数字技术服务ꎮ④ ２０１８ 年ꎬ
非洲人已拥有 ３ 亿多个移动货币账户ꎬ 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金融部门的

数字化深度处于领先地位ꎬ 移动货币交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

２５％ ꎮ⑤ 其四ꎬ 在数字公共服务方面ꎬ 各国公共部门数字化快速推进ꎬ 但发展

不平衡ꎮ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８ 年期间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联合国电子政务发展指

数上升了 ４５％ ꎬ ２０２０ 年ꎬ 该指数调查也显示出非洲数字公共服务快速增长的

积极迹象ꎮ⑥ 全球转向更高联合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的国家中ꎬ 非洲占比

２８％ ꎬ 其中毛里求斯、 塞舌尔和南非在非洲电子政务排名中处于领先地位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近年来ꎬ 随着非洲数字经济的范围、 行业、 领域的不断

拓展ꎬ 国际社会也看到非洲大陆在该领域的发展前景ꎮ 在非盟委员会和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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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ＯＥＣ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ｅ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２１ꎬ
ＯＥＣＤ ｉＬｉｂｒａｒｙꎬ ２０２１ꎬ ｐ ２６.

ＩＴＵꎬ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２０２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ｇｉｏｎꎬ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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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共同发布的 «２０２１ 年非洲发展动力: 数字化转型促进高质量就业» 报告

指出ꎬ 非洲数字经济发展虽属初级阶段ꎬ 但发展空间巨大ꎬ 几乎涉及所有经

济部门ꎬ① 为国际社会参与非洲的数字经济合作提供了契机ꎮ

二　 中非共建 “数字非洲” 的动力与基础

现阶段ꎬ 基于中非双方数字经济发展特征、 互补性以及双边数字发展战

略的积极对接ꎬ 中非共建 “数字非洲” 有其必要性与现实可能性ꎮ 而中非数

字经济在硬件配套、 软件支持、 数字服务以及技术创新领域的合作成果为中

非经贸合作夯实了基础ꎬ 推动着中非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ꎮ
第一ꎬ 中非双方数字经济战略积极对接ꎬ 为中非共建 “数字非洲” 提供

了机制保障ꎮ 近年来ꎬ 中非互利合作从基础设施、 制造业等传统领域逐渐扩

展到数字经济等新领域ꎮ 在 “一带一路” 倡议、 中非合作论坛、 数字丝绸之

路 (ＤＳＲ) 倡议的支持下ꎬ 双边数字经济战略积极对接ꎬ 各级政府积极搭建

平台ꎬ 中非数字经济合作迎来发展新契机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 中国已与 ５２
个非洲国家签署了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ꎮ② ２０１５ 年ꎬ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

斯堡峰会通过的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
就已提出ꎬ 中非双方同意积极探讨并推动信息通信技术合作ꎬ 共同努力缩小

非洲数字鸿沟ꎬ 推进非洲信息社会建设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

通过的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进而提出ꎬ “中非

双方分享信息通信发展经验ꎬ 鼓励企业在信息通信基础设施、 互联网、 数字

经济等领域开展合作ꎮ” 在实施贸易便利行动的计划中ꎬ “推动中非电子商务

合作ꎬ 建立电子商务合作机制” 为重要内容之一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ꎬ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与非盟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规划» 正式签署ꎬ 这是中国与非盟

签署的首份合作规划文件ꎬ 旨在有效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与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对接ꎮ 在该文件中ꎬ 电信、 电子商务与工业、 农业、 新基础

设施、 绿色能源、 金融业等领域均被列入合作重点领域ꎮ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ꎬ 在

５７

①

②

ＡＵＣ / ＯＥＣＤ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２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Ｊｏｂｓꎬ ＡＵＣꎬ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 / ＯＥＣＤꎬ ＯＥＣＤ ｉＬｉｂｒａｒｙꎬ ２０２１.

«外交部: ５２ 个非洲国家已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ꎬ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７１７４７０８２７１９８２４５０１３＆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ꎬ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２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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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互联网发展与合作论坛” 上ꎬ 中国提出了 “中非数字创新伙伴计划”ꎬ
涵盖数字基建、 数字经济、 数字教育、 数字包容性、 数字安全、 搭建数字合

作平台六方面ꎮ①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ꎬ 第八届中非合作论坛在塞内加尔举办ꎬ 中非

合作进一步聚焦 “数字创新工程”ꎬ 中国宣布将为非洲援助实施 １０ 个数字经

济项目ꎬ 建设中非卫星遥感应用合作中心ꎬ 支持建设中非联合实验室、 伙伴

研究所、 科技创新合作基地ꎮ 同时携手拓展 “丝路电商” 合作ꎬ 共同制定中

非电商普惠发展计划ꎬ 举办非洲好物网购节和旅游电商推广活动ꎬ 实施非洲

“百店千品上平台” 行动ꎮ «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
强调ꎬ 双方将制定并实施 “中非数字创新伙伴计划”ꎬ 积极探讨和促进云计

算、 大数据、 人工智能、 物联网、 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应用领域合作ꎻ 加强

在国际电信联盟、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等国际组织中的合作ꎬ 促进在人员培

训、 网络互联互通、 创新中心建设等方面的协作ꎮ 这一系列数字经济合作战

略ꎬ 均表明中非双方将在数字经济领域展开合作ꎬ 共同努力缩小非洲数字鸿

沟ꎬ 推进非洲信息社会建设ꎬ② 有力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上一

层楼ꎮ③

第二ꎬ 中国强劲的数字经济竞争力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数字非洲” 建

设的短板ꎮ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ꎬ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７ ８％ ꎬ 成为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创新的重要策

源地ꎮ④ 在数字网络连接方面ꎬ 中国发展水平逐步赶超欧洲国家ꎮ 中国已建成

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网络和 “４Ｇ” 网络ꎬ 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由 ２０１５ 年底的

５２ ６％提升到 ２０２０ 年底的 ９６％ ꎬ 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由 ２０１５ 年底的 ５７ ４％
提升到 ２０２０ 年底的 １０８％ ꎬ 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由 ２０１５ 年底的 ４１ ９ 亿

ＧＢ 增长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１ ６５６ 亿 ＧＢꎮ 中国 “５Ｇ” 网络建设速度和规模位居全球

第一ꎬ 已建成 “５Ｇ” 基站达到 ７１ ８ 万个ꎬ “５Ｇ” 终端连接数超过 ２ 亿ꎮ⑤在数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外交部: 中非将实施 “数字创新伙伴计划”»ꎬ 载国际在线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７０９０６２３４６６５１９４２７０１＆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ꎬ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２５ꎮ

«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４)»ꎬ 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１６３ ｃｏｍ /
ｄｙ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Ｑ７ＫＥＮＮ８０５３４６ＲＣＪ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０２ꎮ

«习近平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ꎬ 载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１ / １１３０ / ｃ１０２４ － ３２２９４８９５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３０ꎮ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 (２０２０ 年)»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ｒｃｍｎｒ ｃｏｍ / ｘｙｘｗ /
２２９４ ｊ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０５ꎮ

同上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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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技术集成方面ꎬ 基础性、 通用性技术研发取得重要进展ꎮ 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显示ꎬ 中国排名从 ２０１５ 年的第 ２９ 位跃升至 ２０２０
年的第 １４ 位ꎮ ２０１９ 年以来ꎬ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专利申请来源国ꎬ “５Ｇ”、 区

块链、 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全球第一ꎮ 在世界超算 ５００ 强排名中ꎬ
中国持续保持优势ꎬ 拥有超级计算机台数占世界比例达 ４５％ ꎮ 在数字技术服

务方面ꎬ 中国也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实力ꎮ ２０１９ 年ꎬ 中国有 ８ ５ 万家电子商务

服务企业ꎬ 可以为各类电子商务企业提供交易、 支付、 物流、 信息技术、 认

证、 代运营、 营销、 咨询、 培训等方面的电子商务服务ꎬ 电子商务交易额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１ ８ 万亿元人民币增长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７ ２ 万亿元人民币ꎮ① 在数字

公共服务效能方面ꎬ 根据 «２０２０ 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ꎬ 中国电子政

务发展指数国际排名从 ２０１８ 年的第 ６５ 位上升到 ２０２０ 年的第 ４５ 位ꎮ 全国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基本建成ꎬ 已联通 ３１ 个省 (区、 市)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

４６ 个国务院部门ꎮ② 基于中国数字经济诸领域的发展均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ꎬ
同时又呈现出制度引领、 结构优化、 模式升级、 技术创新的特征ꎬ 中非数字

经济合作可以分享中国的数字化转型经验ꎬ 提升非洲数字化技术水平ꎬ 补齐

非洲数字经济发展短板ꎬ 助力非洲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ꎮ
第三ꎬ 非洲广阔的数字经济市场前景可为中非加速 “数字非洲” 建设提

供发展动力ꎮ 非洲具有广阔的数字经济市场前景ꎬ 这主要得益于其城镇化的

迅速发展以及巨大的人口红利ꎮ 一方面ꎬ 非洲正在经历着加速的城市化ꎮ
２０２０ 年非洲居民人口超过 １００ 万的城市有 ６８ 个ꎬ 预计到 ２０２５ 年将增加到 ８５
个ꎬ③ ２０５０ 年尼日利亚、 加纳、 安哥拉等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

８０％ 以上ꎬ 届时将有 ８ 亿多的非洲人居住在城市地区ꎮ④ 城镇化将推动消费

者支出的增长ꎬ 也使得非洲人口更加接近数字网络与数字服务ꎮ 另一方面ꎬ
非洲人口的年轻化为 “数字非洲” 建设提供巨大的人口红利ꎮ 非洲人口的年

轻化以及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的非洲人口是加速非洲大陆数字化转型的另一

７７

①

②
③

④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 «中国电子商务报告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 / / ｉｍａｇｅ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ｗｚｓ２ / ２０２００７ /
２０２００７０３１６２０３５７６８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２ꎮ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 (２０２０ 年)»ꎮ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ꎬ “Ｗｏｒｌ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ｕｎ ｏｒｇ / ｗｕｐ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ꎬ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１５.
Ｌａｎｄｒｙ Ｓｉｇｎé ａｎｄ Ｃｈｅｌｓｅａ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ꎬ Ｄｒｉｖｅｒｓꎬ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Ｒｅｐｏｒｔ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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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资产ꎬ 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人力支持ꎮ 青年人是推动信息化发展的

主力人群ꎮ 非洲是世界上唯一人口整体呈年轻化发展的地区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非

洲 ６０％ 的人口将在 ２４ 岁以下ꎬ 而到 ２０５０ 年ꎬ 在全球 １５ ~ ３５ 岁青年中非洲

将占 １ / ３ꎮ① 与此同时ꎬ 受过高等教育的 １５ ~ ２９ 岁的非洲人已经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４ ７００ 万增加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７ ７００ 万ꎮ② 从长期看ꎬ 非洲的城市化及人口的年轻

化使非洲有望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数字市场之一ꎮ③

三　 中非共建 “数字非洲” 的现状与挑战

近年来ꎬ 中国互联网企业积极开拓非洲市场ꎬ 中非数字经济合作在硬件配

套、 软件支持、 数字服务以及技术创新等方面持续推进ꎬ 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ꎮ
第一ꎬ 在硬件配套方面ꎬ 中非合作成效显著ꎬ 但仍面临发展动力不足问题ꎮ

借助自身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ꎬ 中国积极开展 “数字丝绸之路” 战略

对接ꎬ 中非数字硬件配套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合作得以不断巩固和

完善ꎮ 首先ꎬ 中国参与了多条连接非洲和欧洲、 亚洲、 美洲大陆海缆工程ꎮ 根

据 ２０１６ 年中方启动的 “数字丝绸之路” 倡议ꎬ 中国完成了全长 １ ２ 万公里的

“和平” 海底电缆建设ꎬ 该电缆将中国与欧亚大陆和东非连接起来ꎬ 从巴基斯坦

到吉布提、 肯尼亚ꎬ 沿着东非海岸一直延伸到南非ꎬ 提供了全球速度最快、 传

输成本低的有线网络ꎬ 使非洲的数字基础设施迅速发展ꎮ④ 其次ꎬ 中国运营商

与非洲主流运营商合作ꎬ 基本实现了非洲电信服务全覆盖ꎬ 并建设了非洲

一半以上无线站点及高速移动宽带网络ꎬ 累计铺设超过 ２０ 万公里光纤ꎬ 服

务于 ９ 亿多非洲人民ꎮ⑤ 截至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电信在 １０ 个非洲国家打造了光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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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骨干网项目ꎬ 在近 ３０ 个非洲国家拥有技术、 工程及服务团队ꎬ 已为阿尔

及利亚、 吉布提、 南非、 埃塞俄比亚、 加纳、 肯尼亚、 赞比亚等国提供了

１０ 多个智慧应用项目ꎬ 如南非多个社区的光纤入户建设项目、 阿尔及利亚

综合体育场智慧场馆项目、 埃塞俄比亚智慧工业园区项目、 赞比亚智慧校

园项目等ꎮ①

中非数字经济硬件配套方面的合作要向纵深发展ꎬ 仍面临着基础设施建

设滞后、 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ꎮ 一方面ꎬ 非洲传统基础设施如电力发展水平

滞后ꎬ 非洲大陆仍有 ５０％的国家在电力使用方面无法得到保障ꎬ 且其价格高

出亚洲地区的 ３ 倍ꎮ② 这些基础设施设备落后、 管理效率低下ꎬ 无法为数字基

础设施配套提供可持续性保障ꎮ 另一方面ꎬ 数字基础设施则面临着建设难度

大、 建设成本高、 资金缺口巨大等挑战ꎮ 根据国际通用标准ꎬ 网络连接分为

第一英里、 中间英里和最后一英里接入三个主要部分ꎮ③ 对于非洲各国来说ꎬ
最后一英里网络连接仍然是一个挑战ꎮ④ 在整个非洲大陆ꎬ 海底光缆连接水平

较差ꎬ 洲际光纤覆盖率较低ꎬ 跨国、 区域通信网络不完善ꎬ 到 ２０３０ 年ꎬ 要使

非洲实现普遍接入宽带连接ꎬ 需要在整个区域铺设至少 ２５ 万公里的光纤ꎬ 大

约需融资 １ ０００ 亿美元ꎮ⑤

第二ꎬ 在软件支持方面ꎬ 双方合作逐步兴起ꎬ 但数字技能人才短缺仍是

关键挑战ꎮ 中非通过本土化经营以及数字人才合作项目ꎬ 数字技术转移及人

才培养已逐步兴起ꎮ 一方面ꎬ 中国企业积极帮助非洲国家培养数字人才ꎮ 在

数字经济合作中ꎬ 中国企业积极推行本土化、 属地化经营战略ꎬ 除了向非洲

国家转让适合当地的设备和技术外ꎬ 还积极培训当地员工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华为在

肯尼亚、 埃及ꎬ 通过 “华为 ＩＣＴ 学院” 项目、 “未来种子” 项目以及技能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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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英里” 指互联网进入一个国家的点ꎻ “中间英里” 指国家骨干网和相关的要素ꎬ 如数据

中心和互联网交换ꎻ “最后一英里” 指连接终端用户的本地接入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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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ꎬ 提供信息通信和技术人才技能培养ꎬ 以加速其数字化转型ꎮ① 同年ꎬ 华为

与南非大学校长组织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ꎬ 计划在南非所有 ５０ 所职业技术

教育机构共建信息通信技术学院ꎮ② 作为中国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发展的领军

企业ꎬ 阿里巴巴也积极为卢旺达的政府官员、 商户、 创业者、 大学老师等群

体提供电商培训ꎬ 并协同非洲的大学开发了系统电商课程ꎮ 另一方面ꎬ 中非

多方协同ꎬ 搭建平台ꎬ 大力推进中非数字人才合作项目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８ 日ꎬ
“中非创投论坛” 组织了 ２０ 位非洲创业者走访调研了阿里、 京东、 美团、 滴

滴、 满帮、 大疆、 寒武纪、 科大讯飞、 优信等国内科技企业ꎬ 共同探讨中非

互联网人才合作ꎮ③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 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开设电商本

科班ꎬ 这是为非洲学生开设的首个跨境电商本科国家班ꎮ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ꎬ 中国

农业大学在卢旺达牵头开展 “智慧渔业” 产学研合作示范计划ꎬ 启动双方数

字渔业示范项目ꎬ 推动两国数字农业领域友好合作ꎮ
在中非数字合作中ꎬ 数字技能人才是关键也是挑战ꎮ 现有数据表明ꎬ 整

体非洲地区基本、 标准和高级信息通信技术技能水平非常有限ꎬ 目前ꎬ 非洲

各国发展中的数字经济项目大多是利用外资对已有技术和模式进行的革新ꎬ
非洲自身的数字创新能力较为缺乏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高级信息通信技能人才

职位占比仅为 ６％ ꎬ 远低于全球 ２４％的平均水平ꎮ 相关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９
年间ꎬ 即使是非洲信息通信技术技能水平表现最先进的赞比亚ꎬ 其具有基本

技能水平的人才占 ４３ ６％ ꎬ 具有标准技能水平人才占 ２５ ２％ ꎬ 具有高级技能

水平人才仅占 ６ ６％ ꎮ④ 此外ꎬ 受发展环境影响ꎬ 非洲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培

养的为数不多的高层次人才也存在大量外流的现象ꎮ 根据非盟报告ꎬ 每年有 ７
万名非洲本土人才外流ꎬ⑤ 这也给中非数字经济合作增加了不确定性ꎮ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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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 在数字服务方面ꎬ 数字支付、 电子商务等领域合作迅速发展ꎬ 但

数字安全问题日益凸显ꎮ 非洲大陆数字消费者人口不断提升ꎬ 加上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ꎬ 推动着非洲数字服务市场高速增长ꎮ 中非数字合作深度契合非

洲经济社会发展需要ꎬ 推动共享数字服务红利ꎬ 切实为非洲民众带来福祉ꎮ
数字支付是数字服务的关键ꎮ 近年来ꎬ 中国多家金融科技企业进入非洲市

场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腾讯在南非上线 “微信钱包”ꎻ ２０１６ 年ꎬ 南非标准银行引入

微信运作ꎬ 用户可以进行转账、 支付等操作ꎻ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ꎬ 蚂蚁金服在南非宣

布旗下支付宝业务已接入南非 １ 万家商户ꎻ ２０１７ 年ꎬ 华为与相关跨境汇款平台

达成合作协议ꎬ 为非洲的华为手机用户提供国际转账服务ꎻ ２０２０ 年ꎬ 支付宝与

非洲移动运营商沃达丰南非子公司沃达康合作推出的一款非洲版支付宝———
“沃达付 (ＶｏｄａＰａｙ)”ꎬ 已在尼日利亚正式运营ꎬ 主要开展移动支付业务ꎮ①

数字支付的合作促进了中非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ꎮ 由于中非双方积极推

动ꎬ 加上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处于全球领军地位以及非洲基础设施的逐步完

善ꎬ② 目前尼日利亚、 肯尼亚、 卢旺达等国均已与中国协同建立了中非合作电

子商务平台ꎮ 在南非、 尼日利亚、 肯尼亚、 加纳、 乌干达等国ꎬ 跨境电商购

物的商品中有 ４７％来自中国 (３８％来自美洲ꎬ １５％来自欧洲)ꎮ③ ２０１４ 年创立

并在非洲市场份额占据和保持领先地位④ 的中国电商平台 “千万商铺”
(Ｋｉｌｉｍａｌｌ)ꎬ 采用互联网技术ꎬ 为中非人民提供了一条集电商、 支付、 物流、
仓储、 客服、 营销于一体的一站式双边经贸大通道ꎮ ２０１８ 年ꎬ 阿里巴巴与卢

旺达政府在世界电子贸易平台 (ｅＷＴＰ) 框架下宣布成立了非洲第一个贸易平

台 “阿佛尼亚” (Ａｆｎｅａ)ꎮ⑤ 在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ꎬ “阿佛尼亚” 平

台立足东非市场ꎬ 扩大贸易规模ꎬ 逐渐发展成为东非义乌商品批发中心ꎬ 创

下 ３ ０００ 包咖啡 “秒光” 的销售业绩ꎮ⑥ 中非双方还协同创设了 “双品网购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非企业加强移动支付合作»ꎬ 载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１ / １１１６ / ｃ１００
２ － ３２２８３０３１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６ꎮ

黄梅波、 段秋韵: « “数字丝路” 背景下的中非电子商务合作»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４８ ~ ７２ 页ꎮ

跨境电商平台: «非洲电子商务发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５２ｂｙ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５９５３１ꎬ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０９ꎮ
«疫情下的新机遇与未来———专访中非电商平台 Ｋｉｌｉｍａｌｌ»ꎬ 载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ｚｆｇｘ / ｊｍｈｚ / ２０２１１１ / ｔ２０２１１１０８＿１０４４５６５５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０８ꎮ
«阿里巴巴世界电子贸易平台在非洲落地»ꎬ 载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

８ / １１０２ / ｃ１００２ － ３０３７７２７８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０２ꎮ
商务部: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中非经贸合作综述: 数字经济合作成亮点»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ｚｊｆｚ / ｊｍｚｘ / ｔ１８１６５６１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２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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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丝路电商专场、 “非洲产品电商推广季” 等平台ꎬ 助力非洲优质产品进入

中国市场ꎮ ２０１９ 年开始举办的中非经贸博览会ꎬ 努力打造落实中非合作论坛

经贸举措的新平台ꎬ 探索地方对非经贸合作的新窗口ꎮ 其网上博览会既方便

非洲客户采购到物美价廉、 品类齐全的中国商品ꎬ 又可帮助非洲特色商品进

入广阔的中国市场ꎬ 还能推进中非企业间的投融资合作ꎮ 第二届中非经贸博

览会首设非洲品牌商品展区ꎬ “云交易” 平台便利了贸易往来ꎮ 疫情的暴发催

生出了各类线上推介会、 数字合作平台、 直播带货等新业态合作的蓬勃发展ꎬ
有效服务了中非企业ꎬ 带动非洲特色产品对华出口ꎮ

数字经济的发展使数字安全问题日益凸显ꎮ 据 «２０２０ 年安全风险暴露指

数» (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２０) 数据ꎬ 在全球 １０８ 个国家中ꎬ 非洲的

高暴露国家数量最多ꎬ 暴露指数平均为 ０ ６４ (指数区间为 ０ ~ １)ꎬ 占全球所

有高暴露国家的 ３６ ７％ ꎬ 属于高危险区域ꎮ① 其中ꎬ 在地区层面ꎬ 虽然西非

国家经济共同体和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已开展数据立法及实施工作ꎬ 但其法律

设置的个人数据安全保障标准各不相同ꎬ 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ꎬ 无法处理区

域数字安全等复杂问题ꎮ 在国家层面ꎬ 非洲大部分国家数字服务还无法得到

全面的法律保障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ꎬ 非洲只有 ２８ 个国家制定了个人数据保护立

法ꎬ 仅 １１ 个国家通过了打击网络犯罪的实体法ꎮ②

第四ꎬ 在数字技术方面ꎬ 中非政企协同推进ꎬ 但国际竞争与压力日益加剧ꎮ
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取胜点ꎮ 非洲数字技术发展相对比较薄弱ꎬ 中

非双边数字技术合作以大型企业为主力军ꎬ 合作领域突出体现在信息通信技术

建设方面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已成为非洲信息通信技术最大的投资国ꎮ③ 中国

通信设备领头企业华为和中兴积极参与了现代非洲 “移动革命”ꎬ 成为在非洲

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电信制造商ꎮ 华为于 １９９８ 年由肯尼亚进入非洲市场ꎬ 成为

非洲第一家提供 “５Ｇ” 服务的公司ꎮ 华为通过支持非洲运营商优化总体运营

成本、 缩短投资回报率周期、 提高站点效率ꎬ “三星级” (Ｔｈｒｅｅ － Ｓｔａｒ)④ 站

２８

①

②

③

④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ꎬ “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ꎬ Ｊｕｎｅ ２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ｃｏ /
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 ｉｎｄｅｘ / ＃ｇｌｏｂａｌꎬ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１８.

夏福渭: « “数字丝绸之路” 与中非数字经济合作研究»ꎬ 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ꎬ
２０２１ 年ꎬ 第 ４０ 页ꎮ

Ａｍｙ Ｔ 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ＣＴ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Ｔｈｅ Ｙａｌ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 ４ － １８.

“三星级” (Ｔｈｒｅｅ － Ｓｔａｒ) 指的是极星 (ＰｏｌｅＳｔａｒ)ꎬ 管星 (ＴｕｂｅＳｔａｒ) 和村星 (ＲｕｒａｌＳｔａ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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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解决方案等系列举措ꎬ 帮助非洲运营商加速信息通信技术建设ꎮ 华为云作

为全球首个在非洲设立本地数据中心提供服务的公有云服务提供商ꎬ 在南非

约翰内斯堡本地数据中心部署大区ꎬ 向南非及周边国家提供更低时延、 安全

可靠的云服务ꎮ 同时华为云还发布了非洲合作伙伴计划ꎬ 与源讯 (ＡＴＯＳ)、
金万维终端 ( ＴＣＭ)、 马恒达科技公司 ( Ｔｅｃｈ Ｍａｈｉｎｄｒａ)、 德国电信 ( Ｔ －
ｓｙｓｔｅｍｓ) 等公司进行数字平台合作ꎬ 共建非洲生态云ꎮ 作为仅次于华为的中

国第二大电信设备制造商ꎬ 中兴通讯于 １９９７ 年进入非洲市场ꎮ 现阶段ꎬ 中兴

通讯已与南非移动通信公司 (ＭＥＡ) 区域跨国运营商及非洲各国运营商建立

了全方位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ꎬ 提供全系列产品及方案 (包括无线、 核心网、
传输、 微波等)ꎬ 同时也展开物联网、 人工智能运行维护方面的多项项目合

作ꎮ 在 “５Ｇ” 方面ꎬ 中兴已和南非电信公司 (ＭＴＮ)、 阿尔及利亚电信公司

(ＡＴ) 等多家运营商签署了 “５Ｇ” 商用合同ꎬ 努力推进 “５Ｇ” 规模部署和垂

直应用ꎬ 赋能非洲产业数字化发展ꎮ 此外ꎬ 中国企业还向非洲转移人工智能

监控技术ꎮ 中国企业开发的人工智能监控系统目前已在 １３ 个非洲国家部署ꎮ
例如ꎬ 在津巴布韦ꎬ 云从科技有限公司 (ＣｌｏｕｄＷａｌｋ) 在机场、 火车站和汽车

站均采用了人工智能面部识别技术ꎬ 并建立了一个国家数据库ꎮ①

近年来ꎬ 中非数字经济合作也受到了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影响ꎮ 伴

随中方 “５Ｇ” 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 “数字丝绸之路” 在非洲的拓展ꎬ 西

方诸如 “数字列宁主义”② 等对中非数字经济合作的打压、 抹黑层出不穷ꎬ
中国与美西方在非洲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竞争日益加剧ꎮ 一方面ꎬ 双方在数

字基础设施领域展开竞争ꎮ 美国的 “印太战略” 中提出数字联通与网络安全

伙伴关系倡议ꎬ 并鼓噪全球限制与打压力华为 “５Ｇ”ꎮ 受西方国家压力ꎬ 部

分非洲大型运营商选择终止与中国华为公司的合作ꎮ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ꎬ 非洲东部

最大的电信运营商 (Ｓａｆａｒｉｃｏｍꎬ 该公司大股东为英国跨国电信巨头沃达丰)
以调整公司运营策略为由ꎬ 宣布暂停其在肯尼亚的 “５Ｇ” 网络部署ꎮ 而肯尼

亚的 “５Ｇ” 网络正是由华为建设的ꎮ③ 同时ꎬ 美国还出资让非中资的通信运

３８

①

②

③

Ａｂｄｉ Ｌａｔｉｆ Ｄａｈｉｒ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ａｒ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ＡＩ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９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ｑｚ ｃｏｍ / ａｆｒｉｃａ / １７１１１０９ / ｃｈｉｎａｓ － ｈｕａｗｅｉ － ｉｓ － ｄｒｉｖｉｎｇ － ａｉ －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 ｔｏｏｌｓ － ｉｎ － ａｆｒｉｃａꎬ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１８.

“数字列宁主义” 指的是基于大数据的新计划经济ꎮ 即在大数据时代ꎬ 计划经济有了算法的
帮助ꎬ 将会更 “智能” 地制定计划ꎮ

法特安盖娣: «非洲的数字化转型面临陷入地缘政治竞争的风险»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ｓｓｒａ ｏｒｇ
ｃｎ / ｖｉｅｗ － １０００ － ２０８４ ａｓｐｘꎬ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２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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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中标 “５Ｇ” 牌照ꎬ 进而变相将华为、 中兴等中资企业排挤出第三世界国

家通信市场ꎮ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ꎬ 在埃塞俄比亚 “５Ｇ” 牌照竞标中ꎬ 虽然南非电信

公司是华为与中兴的长期客户ꎬ 技术基础扎实ꎬ 且有中国丝路基金合作资金

的保障ꎬ 但最终由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提供融资支持的英国跨国电信公司

沃达丰中标ꎮ 此外ꎬ 与西方国家有资金联系的其他大型非洲电信公司也试图

推动供应商多样化ꎬ 选择西方运营技术ꎮ 例如ꎬ 南非电信公司、 马达加斯加

电信 (Ｔｅｌｍａ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 选择与瑞典爱立信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合作ꎮ 多哥电信公

司 (Ｔｏｇｏｃｏｍ) 则与芬兰的诺基亚达成了为期三年的协议ꎬ 以建立多哥的电信

公司网络ꎮ① 与此同时ꎬ 东亚、 南亚、 拉丁美洲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加大了对非

洲的数字化投资规模ꎬ 中非数字技术合作面临着重重挑战ꎮ
另一方面ꎬ 中国与美西方国家在数字主权及数字规则方面展开竞争ꎮ 伴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ꎬ 各数字强国也越来越意识到数字主权以及数字规则话

语权的重要性ꎮ 虽然中国一直积极推进在多边层面制定数字规则ꎬ 但美欧已

形成了各自数字规则的基本模式ꎬ 并通过国际机制积极扩大其在非洲的影响

力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 欧盟—非盟数字经济工作组发布了 “新非洲—欧洲数字经

济伙伴关系” (Ｎｅｗ Ａｆｒｉｃａ － Ｅｕｒｏｐ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 倡导 “在电

信、 数字经济、 数据保护和隐私、 创业公司、 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等领域制

定政策和法规”ꎮ ２０２０ 年ꎬ 美国发布首个数字援助战略文件ꎬ 将美国价值观作

为对非洲数字援助的规范标准ꎬ 试图在非洲建立起以美国为主的国际数字生

态系统ꎮ 这种在非洲推行的长期割裂式、 “各自为政” 的治理机制会加剧数字

经济规则的碎片化ꎬ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非数字经济合作ꎮ
总之ꎬ 不管是信息通信、 海底电缆等数字基础设施领域ꎬ 还是数字支付、

电子商务等数字服务、 数字应用领域ꎬ 以及后端的数字技术、 数字人才的合

作ꎬ 中非数字经济合作已经拓展到非洲数字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ꎮ 但中非数

字经济合作在迅速推进的同时ꎬ 从非方来看ꎬ 仍面临着非洲各国的数字经济

软硬件配套能力不足、 风险抵御能力较弱、 地缘政治竞争激烈等巨大的挑战ꎮ
对中方来说ꎬ 还需要面对与东道国沟通协调不畅、 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渠道单

一、 低成本融资资源有限ꎬ 投资风险上升ꎬ 中方企业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缺

４８

① Ｍａｉｌ ＆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Ｔｒａｐｐｅｄ ｉｎ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８ꎬ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ｇ ｃｏ ｚａ / ａｆｒｉｃａ /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０８ － ａｆｒｉｃａｓ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ｒｉｓｋ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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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ꎬ 对本土化经营不够重视ꎬ 对当地数字政策掌握不够ꎬ 跨文化沟通能力偏

弱等问题ꎮ

四　 共建 “数字非洲” 倡议下中国的应对策略

中非共建 “数字非洲” 对非洲数字经济发展、 中国数字经济市场拓展以

及中非经贸合作都有着重要的意义ꎮ 当前ꎬ 中国面对参与共建 “数字非洲”
面临的诸多挑战ꎬ 应积极采取措施ꎬ 补齐短板ꎬ 聚焦重点ꎬ 实现双边优势互

补ꎬ 更好地推动共建 “数字非洲” 的长远发展ꎮ
第一ꎬ 加强顶层设计ꎬ 优化合作主体与合作模式ꎮ 中非共建 “数字非洲”

要立足于中非数字经济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ꎬ 从全局的角度ꎬ 对中非数

字经济合作平台、 主体、 模式等合作要素进行统筹规划ꎬ 以集中有效资源ꎬ
高效快捷地推进合作步伐ꎮ 其一ꎬ 积极搭建全局性、 整体性的数字经济合作

平台ꎮ 制定切实可行的双边数字经济合作战略ꎬ 升级企业支持政策ꎬ 使数字

经济合作平台真正发挥为消费者和服务商搭建中间桥梁的作用ꎮ 其二ꎬ 注重

引导更多的中小企业参与中非数字经济合作ꎬ 在降低企业风险和保障企业利

益的基础上ꎬ 最大限度地整合双边资源ꎬ 精准对接供需ꎬ 弥补非洲数字经济

发展软硬件上存在的短板以及国别、 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ꎮ 其三ꎬ 调整优化

中非数字经济合作模式ꎮ 未来的中非数字经济合作要针对非洲大陆区域差异

明显、 数字鸿沟巨大ꎬ 以及每个国家在数字化经济转型中所面临的最关键问

题的不同ꎬ 因地制宜地制定满足普适性推广和个性化需求的合作方案ꎮ
第二ꎬ 推进硬件配套ꎬ 聚焦发展动力ꎬ 着力提高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能力ꎮ

普遍、 安全和负担得起的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ꎬ 也是

实现包容性增长、 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ꎮ① “５Ｇ”、 大数据中心、 工业

互联网等网络化、 数字化、 智能化的 “新型基础设施”ꎬ 能够为非洲数字经济

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ꎮ 其一ꎬ 创新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方式ꎬ 提升投资收益ꎮ
中方要积极协同开发创新金融工具ꎬ 创新中非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ꎬ 并探讨

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 等可持续、 可复制的项目投融资模式ꎮ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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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还可借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功案例ꎬ 探求高效运营管理模式ꎬ 促进透明、
可预测、 有利于投资的项目监管框架、 区域协作框架建立ꎮ 其二ꎬ 推进数字

基础设施的全面普及和高质量建设ꎬ 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动力ꎮ 中非数

字技术设施合作应积极推动非洲 “５Ｇ”、 大数据中心、 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

设施ꎬ 以及光纤宽带、 物联网等新一代网络的高质量发展ꎬ 提升非洲数字产

业、 数字平台、 数字供应链等方面的核心竞争力ꎬ 同时将中非经贸合作推向

新的高度和水平ꎮ
第三ꎬ 重视软件支持ꎬ 加强数字技能职业培训ꎬ 大力推进中非数字创新ꎮ

针对非洲国家基本、 标准和高级信息通信技术的技能水平有限①的现实ꎬ 中非

数字经济合作需要强调提高数字技能ꎬ 推进数字创新ꎮ 其一ꎬ 重视非洲数字

技能的培养ꎬ 加强中非数字人才合作ꎮ 中非数字人才合作要探索数字技能职

业培训新模式ꎬ 在确定推动非洲数字经济所需的特定技能的基础上ꎬ 中方与

非洲国家共同推出一批数字化职业技能培训项目ꎻ 中非应协同打造一批资源

共享、 功能突出的数字技能公共实训基地、 培训平台ꎻ 中方还可考虑为不同

数字技术水平的地区提供分类技能培训ꎮ 其二ꎬ 聚焦 “数字创新工程”ꎬ 共同

实施和推进 “中非数字创新伙伴计划”ꎮ 一方面ꎬ 双方要建立良性的中非创新

生态系统ꎬ 即包括完善管理体系、 建立中非数字创新基金、 支持建立非洲国

家级、 区域级共创和未来数字解决方案的数字创新中心等内容ꎻ 另一方面ꎬ
中非需推进数字创新与产业发展的结合ꎬ 包括推动物联网创新发展、 推动基

于互联网的研发和创新、 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支持建设中非联合实验

室、 伙伴研究所、 科技创新合作基地ꎬ 推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ꎮ
第四ꎬ 优化数字服务ꎬ 加强数字金融合作ꎬ 拓展电子商务合作ꎮ 数字服

务承载着数字经济的价值ꎬ 对经济的增长、 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有着积极的

意义ꎬ 加之非洲数字服务广阔的市场需求ꎬ 中非数字服务合作显得尤为重要ꎮ
中方应与非洲携手拓展 “丝路电商” 合作ꎬ 共同制定中非数字服务普惠发展

计划ꎮ 其一ꎬ 加强数字金融合作ꎮ 中非双方一方面要协同优化升级数字金融

技术、 业务范围和业务模式ꎬ 另一方面要加强机制合作、 机构合作共促金融

监管体系发展ꎬ 提高数字金融业务支撑能力以及安全性ꎮ 其二ꎬ 搭建电商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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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平台ꎬ 推动中非电子商务合作ꎮ 中方可充分利用其电子商务以及跨境电商

发展的经验和非洲国家软硬件基础设施逐步提升的机遇ꎬ 推动非洲电子商务

平台的建设ꎬ 有效服务中非企业ꎬ 带动非洲特色产品对华出口ꎮ 同时ꎬ 中方

需优化中非跨境电商监管方式并配套其他相关专业服务ꎬ 实质性推动中非跨

境电商健康快速发展ꎮ 其三ꎬ 加快中非数字产业合作ꎮ 中非应积极扩大与非

洲数字交通、 数字旅游、 数字教育、 数字医疗等新兴数字服务领域的合作ꎮ
第五ꎬ 强化数字治理ꎬ 聚焦网络安全ꎬ 提升数字抵御风险能力ꎮ 数字经

济的健康发展需要网络安全建设提供支撑保障ꎮ 中非数字合作也应重点关注

数字治理环境及保障网络安全问题ꎬ 合作推动数据安全问题解决方案ꎮ 一方

面ꎬ 中方应积极支持非洲建立信息安全法律体系ꎬ 优化数字治理环境ꎮ 中方

可在自身经验的基础上ꎬ 针对非洲较为复杂的政治、 经济发展环境ꎬ 帮助其

建立信息安全法律体系ꎬ 完善网络安全生态系统ꎮ 另一方面ꎬ 中非双边应协

同优化非洲数字治理环境ꎮ 建立完善的数据交换生态系统ꎬ 加强跨境合作和

信息共享ꎬ 强化客户端、 应用端数据安全保护意识ꎬ 协同合作开发各种数字

金融、 数字政策、 数字技术及数据搜集工具ꎬ 优化数字治理环境ꎬ 共同维护

和平、 安全、 开放、 合作、 有序的网络空间ꎮ
第六ꎬ 增强宣传引导ꎬ 树立与优化国家形象ꎬ 积极应对国际竞争ꎮ 首先ꎬ

中方在项目推进中重视树立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ꎬ 包括尽可能采取属地

化经营模式ꎬ 尊重非洲国家地区历史文化ꎬ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ꎬ 以获得非洲

人民内心深处的认同ꎮ 其次ꎬ 提高中非数字经济合作的透明度ꎬ 讲好中非友

好合作的故事ꎮ 一方面ꎬ 中方应适度公开中非数字经济合作项目信息ꎬ 化解

并打消国际社会及非方民众的疑虑ꎻ 另一方面ꎬ 中方应积极运用国际主流媒

体及非洲当地媒体精准宣传ꎬ 有效防范和化解西方政府及媒体过分解读甚至

歪曲解读中非合作的风险ꎮ 再次ꎬ 加强数字经济规则研究ꎬ 掌握竞争话语权ꎮ
中国不仅要着力加强数字经济规则方面的研究ꎬ 贡献数字经济治理的中国方

案ꎬ 也要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ꎬ 积极宣传中国数字治理理念与治理主张ꎮ
最后ꎬ 加强三方合作或多边合作ꎬ 实现合作共赢ꎮ 中国应加强与主要经济体

和政府间国际组织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沟通协调与合作ꎬ 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可

推动中国与美国、 欧洲等地区企业在数字非洲建设中的三边或多边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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