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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通过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应用ꎬ 产业数字化转型为

非洲大陆实现跨越式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了新契机ꎮ 当前ꎬ 非洲国家产业数字

化发展处于初步探索阶段ꎬ 其主要特点是: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初

显成效ꎬ 金融服务、 电子商务、 医疗卫生等领域进展较快ꎬ 农业、 制造业等

领域进展较慢ꎻ 数字技术创新仅集中在少数国家ꎮ 需求体系、 投资回报、 创

新能力、 治理环境等方面的不确定性ꎬ 是非洲国家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面临

的难题ꎮ 鉴此ꎬ 非洲国家亟需克服在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技术使用、 数字技

术创新、 数字经济治理等方面存在的 “短板”ꎬ 并将构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民众数字技能、 增强数字技术赋能作用、 加强

数字化转型区域合作等作为战略发展重点ꎬ 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ꎬ 以推

动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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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工业革命始于 ２１ 世纪之交ꎬ 是在数字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ꎬ
其特点是: 互联网变得无所不在且移动性大幅提高ꎬ 传感器性能更强大且成

本更低ꎬ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开始显露锋芒ꎮ 新技术革命和数字化将会改变

一切ꎬ 创新的发展速度和传播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ꎬ 并将引发经济和社

会的系统性变革ꎮ 以移动互联网、 移动支付、 物联网、 大数据分析、 云计算、
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 (即数字技术) 为主导的新技术革

命在世界范围内推动着生产方式变革ꎬ 并引发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ꎮ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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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技术作为新一代通用技术ꎬ 其所产生的影响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ꎬ
不仅改变了产业的生产方式ꎬ 也改变了产业之间的链接方式ꎬ 使得传统产业

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ꎮ① 未来ꎬ 全球经济将由数字化转型所驱动ꎬ 并将彻底颠

覆传统的商业和产业发展方式ꎮ 随着数据收集、 存储和处理成本的大幅降低

以及计算能力的大幅提升ꎬ 数字化正在改变世界各地的经济活动ꎬ 当今世界

已进入新的数字经济时代ꎮ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ꎬ 以现代信息

网络为重要载体ꎬ 利用数字技术创新数字产业和融合其他产业ꎬ 引发生产方

式和经济结构根本性变革的一系列经济活动ꎮ② 作为继农业经济、 工业经济之

后的新经济形态ꎬ 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区别体现在数据这个关键生产要素

上ꎬ 数据作为投入品、 中间产品和消费品进入市场ꎬ 推动既有的土地、 劳动、
资本、 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ꎬ 并深刻改变着研发、 生产、 分配、 交换

和消费的各个方面ꎮ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ꎬ 数字产品的生产、 销售和服务相关

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ꎬ 并引发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革ꎮ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数字化信息的指数增长ꎬ 全球经济的数字化

进程日益加速ꎮ 数字技术创新正重构全球产业发展方式ꎬ 产业数字化成为数

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ꎮ 产业数字化转型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施以

全方位、 全链条的改造ꎬ 推动生产业务的升级、 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的提升ꎬ
促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升级过程ꎮ③ 通过深化数字技术在生产、 运营、 管理和

营销等环节的应用ꎬ 实现传统产业的数字化、 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ꎬ 产业数

字化转型正在成为加速经济结构变革的新动能ꎮ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

测算ꎬ ２０２０ 年全球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比重为 ８４ ４％ ꎬ 占全球国内生产总

值比重为 ３６ ８％ ꎮ④ 在数字经济时代ꎬ 产业数字化转型成为非洲大陆加速经

济结构转型的新动能ꎬ 也是实现非洲联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的新驱动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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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 ２ 月ꎬ 非洲联盟通过了 «非洲数字化转型战略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ꎬ 将数

字化转型作为非洲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ꎬ 致力于从第四次工业革命

中真正获益ꎮ 目前ꎬ 学术界对于非洲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ꎬ
现有相关研究集中在非洲数字经济发展态势、 中非电子商务合作以及中非数

字经济合作等方面ꎮ 鉴此ꎬ 本文拟在既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ꎬ 详细阐述非洲

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进展状况和现存问题ꎬ 并研判其推进路径ꎮ

一　 非洲国家产业数字化的进展

数字经济可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分ꎮ 数字产业化是指数字

技术形成产业的过程ꎬ 即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 产品、 服务、 基

础设施和解决方案ꎬ 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 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ꎬ
主要包括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电信业、 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

服务业、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ꎮ 数字产业化是数

字经济的核心产业ꎮ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融合部分ꎬ 即利用数字技术与

传统产业的深度渗透和广泛应用ꎬ 为传统产业创造价值增值空间ꎬ 创造出新

产业、 新业态和新模式ꎬ 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升级ꎮ① 在数字经济时代ꎬ 非

洲国家有机会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产业数字化转型ꎮ 过去 ２０ 年间ꎬ 伴随全球范

围内数字技术创新的迅猛发展ꎬ 富有创业精神且精通数字技术的企业家和非

洲民众正利用数字技术结合本地特殊需求ꎬ 推出创新的商业模式和数字解决

方案ꎬ 努力跟上数字经济时代产业数字化发展之趋势ꎮ
(一) 传统农业与数字技术初步融合应用

农业转型是非洲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任务ꎬ 却一直进展缓慢ꎮ 非洲

大陆需要将农业生产率水平提升至少一倍ꎬ 才有望满足当地需求并确保粮食

安全ꎮ② 通过将数字技术融合应用于传统农业部门ꎬ 即实现传统农业的数字化

转型ꎬ 非洲国家可以迅速提升农业部门的生产率ꎬ 改善小农户的市场联系ꎬ
增强金融包容性ꎬ 加速推进农业转型ꎮ 近年来ꎬ 农业科技 (ＡｇｒｉＴｅｃｈ) 和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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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的初创企业在整个非洲大陆呈现上升趋势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４ 年ꎬ 南非成立

的农业科技初创企业 (Ａｅ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使用来自无人机和卫星的航拍图像ꎬ 为林

农和酒农提供早期问题检测服务ꎬ 并优化作物性能ꎻ ２０１６ 年ꎬ 喀麦隆成立的

农业科技初创企业 (Ｐｒｏｍａｇｒｉｃ)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ꎬ 帮助农民防控作物病害ꎬ
以减少农产品损失ꎻ ２０１８ 年ꎬ 摩洛哥成立的农业科技初创企业 (ＡｇｒｉＥｄｇｅ)
为精准农业提供天气数据以及卫星和无人机图像ꎬ 服务对象涵盖 ５ 个非洲国

家的 ３ 万多名农民ꎮ①

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十分广泛ꎬ 包括从为农民提供天气信息、 市

场数据和融资渠道ꎬ 到提高投入品供应商和买家的物流效率ꎬ 以及提供整个

价值链 的 可 追 溯 性 服 务ꎮ 例 如: 肯 尼 亚 电 信 运 营 商 萨 法 利 通 信 公 司

(Ｓａｆａｒｉｃｏｍ) 推出了两款数字解决方案ꎬ 既能够使农民获得关于土壤类型、 市

场和信贷信息ꎬ 又可以将买家和卖家联系起来ꎬ 减少搜寻和匹配成本ꎻ 在加

纳ꎬ 农业科技公司通过提供多语种语音、 文本、 视频和空间地图等方式ꎬ 为

农户提供全面的农业咨询和市场服务ꎻ 在尼日利亚ꎬ 相关农业科技公司通过

手机为偏远地区农户发放种子和化肥的电子代金券ꎻ 在马里和布基纳法索ꎬ
卫星信息服务正在改善牧民对牧群的管理ꎮ② 随着数字技术与传统农业的深度

融合应用ꎬ 它不仅将改变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ꎬ 还将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农业

价值链的商业模式ꎬ 并构建出高度互联和智能化的农业生态系统ꎬ 从而加速

实现农业现代化ꎮ
(二) 数字金融服务蓬勃发展

数字金融是指将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服务业态深度融合发展的新型金融

服务ꎮ③ 数字金融服务能够降低交易成本ꎬ 提升金融服务的速度、 安全性和透

明度ꎬ 并可为大规模低收入群体提供量身定制的金融服务ꎬ 从而使小企业和

低收入家庭直接受益ꎬ 提高金融服务的普惠性ꎮ 获得可负担的数字金融服务

对于非洲国家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至关重要ꎮ 拥有成熟和深化的金融系统的

经济体能够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和分散风险ꎬ 从而加快经济增长并有效减少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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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和不平等状况ꎮ 当前ꎬ 非洲大陆的金融系统发展滞后ꎬ ２０１７ 年仅有 ３１ ５％
的成年人拥有金融账户ꎬ 这一比例为世界各地区最低水平ꎮ① 通过使用移动支

付、 网上银行和其他金融科技创新等数字金融服务可以弥补这一巨大缺口ꎮ
肯尼亚拥有非洲大陆最大和最成功的移动货币部门ꎬ 在规模和创新方面

一直处于非洲大陆领先地位ꎮ ２００７ 年ꎬ 肯尼亚萨法利通信公司推出了基于手

机的米佩萨 (Ｍ － Ｐｅｓａ) 移动货币汇款服务ꎬ 具体流程是通过手机注册为用

户ꎬ 把现金汇款存入米佩萨的代理商网点ꎬ 并通过手机短信发送给收款方ꎬ
收款方凭借手机短信在米佩萨的代理商网点取款ꎮ 米佩萨的个人对个人

(Ｐ２Ｐ) 支付解决方案是发展更广泛、 更多样化的数字金融服务生态系统的基

础ꎮ 米佩萨最初的广告语 “汇款回家” (ｓｅｎｄ ｍｏｎｅｙ ｈｏｍｅ)ꎬ 明确了它聚焦为

低收入群体提供服务的核心功能: 促进国内汇款ꎬ 主要是从城市到农村地区

的汇款ꎮ 这得到了该国诸多代理网络的支持ꎬ 使米佩萨客户能够在需要时将

其现金转换为电子货币并汇出ꎮ 米佩萨移动货币服务现已拓展了多种个人对

个人和个人对企业 (Ｐ２Ｂ) 支付功能ꎬ 涵盖小型非正规部门、 政府公共部门

以及加油站、 超市和医院等费用支付ꎮ 米佩萨移动货币服务是非洲数字金融

服务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成功案例ꎬ 其推出之后移动支付服务在非洲国家

获得了广泛接受ꎬ 有力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ꎮ 如今ꎬ 移动支付在非洲

大陆商品和服务、 工资、 公用事业和政府现金转移等方面越来越常见ꎮ ２０２０
年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移动货币账户注册数量高达 ５ ４８ 亿个ꎬ 交易金额

高达 ４ ９００ 亿美元ꎮ②

２０１２ 年ꎬ 萨法利通信公司与非洲商业银行 (ＣＢＡ) 合作ꎬ 开始提供可移

动操作的银行账户 (Ｍ － Ｓｈｗａｒｉ)ꎬ 为储蓄存款账户提供全自动数字信贷产品ꎮ
２０１６ 年ꎬ 萨法利通信公司与肯尼亚商业银行 (ＫＣＢ) 合作ꎬ 在其平台 (ＫＣＢ
Ｍ － Ｐｅｓａ) 上提供类似的数字信贷产品ꎮ 数字信贷可以根据用户需求量身定

制ꎬ 并通过利用替代数据 (如移动支付、 电子商务、 社交媒体) 的机器学习

模型来实现ꎬ 无需人工干预ꎮ 当前ꎬ 数字信贷已使肯尼亚、 坦桑尼亚、 赞比

亚和加纳等国家的数百万贫困家庭受益ꎮ 南非、 坦桑尼亚、 卢旺达等非洲国

家已经出现了基本的数字保险产品ꎬ 包括车辆、 旅行和健康保险ꎬ 可以根据

８２

①
②

ＷＴＯꎬ 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Ｅｒ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２０２１ꎬ ｐ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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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用户需求进行定制ꎬ 并通过应用程序或市场按需交付ꎮ 与数字信贷的情

况类似ꎬ 机器学习模型可以利用替代数据ꎬ 包括来自远程信息处理和可穿戴

设备的数据ꎬ 使风险分类和产品定价更加准确ꎮ 非洲国家的一些金融科技初

创企业正在使用卫星数据和机器学习向农民提供数字保险和贷款ꎮ 此外ꎬ 数

字金融服务还支持以新颖的方式投资于债券、 共同基金或货币市场基金等工

具ꎮ 例如ꎬ 肯尼亚的政府债券 (Ｍ － Ａｋｉｂａ) 发行给通过移动钱包进行投资的

小型储户ꎮ 机器学习模型可收集消费者的财务和其他数据ꎬ 散户投资者和中

小微企业还可从中获得投资建议和财务规划服务ꎮ①

当前ꎬ 有超过 ５００ 家非洲公司在金融科技 (ＦｉｎＴｅｃｈ) 领域提供技术创新

服务ꎮ 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 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和肯尼亚的内罗毕已

跻身全球金融科技生态系统百强城市之列ꎮ② 受益于较高的手机和互联网普及

率ꎬ 南非有 ２１９ 家金融科技公司显现出强劲发展势头ꎬ 尼日利亚有 ２００ 多家

金融科技公司ꎬ 包括银行和移动网络运营商提供的若干金融科技解决方案ꎬ
已成为其产品组合的一部分ꎮ③ 数字金融服务是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支撑和

保障力量ꎮ 数字金融能够在农业、 工业、 服务业的数字化进程中ꎬ 更高效地

为生产、 分配、 交换、 消费各个环节配置资源ꎬ 加快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ꎮ
(三) 电子商务迅速兴起

非洲国家普遍重视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ꎮ 近年来ꎬ 非洲电子商务发展所

需的基础条件显获改善ꎬ 体现为移动网络覆盖率、 移动电话用户数、 移动支

付普及率、 银行账户普及率的快速增长ꎮ ２０１３ 年ꎬ 非洲大陆互联网普及率为

１６％ ꎬ 到 ２０１８ 年增至 ２５％ ꎮ ２０１３ 年非洲大陆移动电话普及率为 ６３％ ꎬ 到

２０１５ 年提升至 ８４％ ꎮ ２０１５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 “２Ｇ” 网络覆盖率接近

８０％ ꎬ “３Ｇ” 网络覆盖率为 ２０％左右ꎬ 但没有 “４Ｇ” 网络ꎮ 到 ２０１８ 年 “２Ｇ”
网络覆盖率降至 ５５％左右ꎬ “３Ｇ” 网络覆盖率提升至 ４０％左右ꎬ “４Ｇ” 网络

覆盖率增至 ５％左右ꎮ 非洲大陆拥有银行账户或其他类型金融机构账户的成年

人比例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０％ ꎬ 增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１ ５％ 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７ 年ꎬ 非洲大陆

在线支付或购买增长了 ２４０ ４％ ꎬ 这期间亚洲地区增长了 ９７ ６％ ꎬ 美洲地区增

９２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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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了 ６９ ２％ ꎬ 欧洲地区增长了 ４２ ２％ ꎬ 非洲大陆增速为世界各地区之首ꎮ①

在线支付或购买的强劲增长是非洲电子商务交易额迅猛发展的集中体现ꎮ 例

如ꎬ ２０１９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电子商务收入平均增长了 ２４％ ꎮ②

尼日利亚、 肯尼亚、 南非等国的电子商务发展迅猛ꎮ 尼日利亚被视作非

洲电子商务中心ꎬ 电子商务企业主导了创业生态系统ꎬ 拥有康加 (Ｋｏｎｇａ)、
朱米亚 (Ｊｕｍｉａ)、 非洲商城 (Ｍａｌｌ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 等电子商务初创企业ꎮ ２０１２ 年ꎬ
朱米亚集团在拉各斯成立ꎬ 拥有 ３００ 多万客户和 ３ ０００ 名员工ꎬ 业务遍及 ２３
个非洲国家ꎮ ２０１６ 年ꎬ 朱米亚集团以超过 １０ 亿美元的估值成为非洲大陆第一

家独角兽企业ꎮ ２０１９ 年ꎬ 朱米亚和康加的电子商务平台访客总体数量超过

２ ５ 亿ꎮ 据估计ꎬ 到 ２０２５ 年尼日利亚电子商务支出有望增至 ７５０ 亿美元ꎮ③

２０２０ 年ꎬ 非洲大陆有超过 ２５０ 个电子商务企业ꎬ 集中在尼日利亚、 南非、 埃

及、 肯尼亚、 加纳、 摩洛哥等国家ꎮ④ 肯尼亚、 摩洛哥、 尼日利亚、 南非等国

移动电子商务占电子商务业务总量的 ５０％ 以上份额ꎮ⑤ ２０２０ 年以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大流行加速了非洲电子商务的发展ꎬ 电子商务平台正致力于提供更多

样化的产品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ꎬ 大型超市和当地生产商也参与其中ꎮ
电子商务在整个非洲正变得越来越重要ꎬ 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ꎮ

(四) 数字技术赋能物流业创新发展

非洲大陆的物流成本高昂ꎬ 有高达 ７５％ 的产品成本来自物流支出ꎬ 而美

国这一比例仅为 ６％ ꎮ⑥ 使用机器人、 人工智能、 物联网应用的物流科技可以

将运输和海关处理时间减少 １６％~２８％ ꎬ 从而降低物流成本ꎮ⑦ 数字平台能够

突破时空限制ꎬ 为世界各地的买家和卖家建立联系并交换商品和服务ꎬ 在网

络效应下实现规模扩张ꎬ 大幅度降低其搜索成本、 信息成本、 议价成本和监

督成本ꎬ 从而有效降低交易成本ꎮ 为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ꎬ 物流业成为非洲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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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的活跃领域ꎬ 初创企业将科技创新与货物交付模式相结合ꎬ 正在推

动物流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ꎮ
物流初创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创新ꎬ 推动了非洲物流业的数字化发展ꎮ

２０１６ 年ꎬ 肯尼亚科技型物流初创企业洛里系统 (Ｌｏｒｉ Ｓｙｓｔｅｍｓ) 推出了一体化

的数字物流平台ꎬ 通过价格合理、 可靠且灵活的透明供应链管理系统实现货

物的配送ꎬ 为货主创造更高效的物流体验ꎬ 并有效降低交易成本ꎮ 当前ꎬ 洛

里系统已扩展到乌干达、 卢旺达、 尼日利亚和南非等非洲国家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尼

日利亚的 “非洲版货拉拉” ——— “科博 ３６０” (Ｋｏｂｏ３６０) 推出了数字物流平

台ꎬ 将卡车司机与货运公司业务联结起来ꎬ 并实现货物交付数字化ꎮ 通过使

用该数字物流平台ꎬ 用户平均可以节约 ７％的物流成本ꎮ 电子商务的兴起也助

推了非洲物流业的数字化发展ꎮ 例如ꎬ 尼日利亚的朱米亚电商平台开发了基

于全球定位系统的配送客户端ꎬ 完善物流网络ꎬ 提高配送服务的效率ꎮ①

物流初创企业还利用无人机配送ꎬ 推动了非洲物流业的智能化发展ꎮ
２０１６ 年ꎬ 美国科技型物流初创企业兹普来 (Ｚｉｐｌｉｎｅ) 和卢旺达政府合作ꎬ 首

次在非洲大陆推出了无人机配送服务ꎬ 为当地农村医疗诊所提供无人机输送

医疗物资服务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兹普来公司将其无人机运输服务扩展到坦桑尼亚ꎬ
为大医院和农村诊所提供急需医疗物资的无人机配送服务ꎮ 随着新冠肺炎疫

情的蔓延ꎬ ２０２０ 年兹普来公司在加纳使用无人机从农村地区的医疗机构收集

测试样本ꎬ 并将其运送到该国两个大城市阿克拉 ( Ａｃｃｒａ ) 和库马西

(Ｋｕｍａｓｉ) 的医学实验室ꎮ
(五) 医疗卫生领域数字技术创新加速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ꎬ 非洲国家广泛测试或应用了多项医疗卫生领域的

数字技术创新ꎬ 包括健康监测、 接触者追踪、 社区参与、 治疗、 实验室系统、
预防和控制等方面ꎬ 以缩小各国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的差距ꎮ 其中ꎬ 有超过

５０％的医疗卫生领域数字技术创新是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ꎬ 有 ２５％ 涉及

增材制造ꎬ 约有 １０％是机器人技术ꎮ 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创新包括接触者追

踪应用程序、 聊天机器人、 自我诊断工具和移动健康信息工具等ꎮ 诸多基于

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程序被用于追踪和监测新冠病毒感染者和接触者ꎬ 这些

１３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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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５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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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通常借助来自电信公司的地理定位数据ꎬ 帮助识别新冠病毒检测呈

阳性的感染者及密接者ꎬ 并可以定位病毒传播的社区ꎮ 例如ꎬ 肯尼亚的微观

装备实验室 (ＦａｂＬａｂ) 开发了一款应用程序 (Ｍｓａｆａｒｉ)ꎬ 可以跟踪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的乘客ꎻ 摩洛哥推出了新冠病毒追踪应用程序 (Ｗｉｑａｙｔｎａ)ꎬ 通过在手

机上下载应用程序并使用全球定位系统和蓝牙技术ꎬ 一旦发现病例ꎬ 该应用

程序将重现患者在过去 １４ 天内的行动轨迹ꎬ 其密接者也会收到短信通知ꎻ 在

突尼斯ꎬ 伊诺瓦机器人 (Ｅｎｏｖａ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公司开发了新款机器人 “威盾”
(ＰＧｕａｒｄ)ꎬ 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底在突尼斯试用ꎮ 该款机器人配备了可远程控制

的扬声器和摄像头ꎬ 可以广播安全指示ꎬ 配合管控检查ꎬ 助力减少病毒的传

播ꎻ 在科特迪瓦ꎬ 当地公司开发的无人机被用于在农村地区传播信息ꎬ 以及

大面积消毒作业ꎮ①

卢旺达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ꎬ 在首都基加利的新冠病毒治疗中心引

入机器人来辅助医疗人员开展诊疗ꎬ 包括体温筛查、 读取生命体征数据、 消

毒、 播放疫情相关视频以及向患者发放食品和药物等内容ꎬ 这些机器人提高

了病例筛查效率ꎬ 减轻了一线医疗人员的工作量ꎮ 基加利国际机场配备了机

器人ꎬ 配合海关对入境旅客发烧症状的大规模筛查工作ꎮ 在肯尼亚ꎬ 增材制

造公司生产医疗设备的各种零配件、 个人防护用品ꎬ 以缓解医院的医疗物资

短缺状况ꎮ 例如ꎬ 红外科技公司 (Ｕｌｔｒａ Ｒ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为呼吸机适配器设

计了一个增材制造原型ꎬ 使医疗人员能够同时治疗 ２ ~ ４ 名患者ꎮ② ２０２０ 年ꎬ
非洲大陆有超过 ２００ 家健康科技初创企业ꎬ 集中在尼日利亚、 南非、 埃及、
肯尼亚、 突尼斯、 喀麦隆、 乌干达等国家ꎮ③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数字技术创

新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应用ꎬ 为非洲国家脆弱的医疗卫生系统提供支持ꎮ
综上所述ꎬ 非洲国家利用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正在稳步推进

中ꎬ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加速了这一进程ꎬ 产业数字化已扩展到愈来愈多的

经济部门ꎮ 服务业是非洲产业数字化发展的 “领头羊”ꎬ 其中金融服务、 电子

商务和医疗卫生领域进展较快ꎻ 农业和制造业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程度较

低ꎮ 当前ꎬ 非洲传统农业的数字化创新仅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成功案例ꎬ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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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实现规模性推广ꎮ 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ꎬ 非洲大陆制造业增加值和就业规

模较低ꎮ 由于工人成本较低ꎬ 替代劳动力的自动化投资收益率低ꎬ 非洲传统

制造业的自动化程度非常有限ꎬ 制造业在新技术采用和创新吸收能力方面相

当滞后ꎬ 数字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应用程度很低ꎮ 尽管服务业数字化发展较快ꎬ
然而受制于互联网普及率低、 上网资费标准高、 网络速度慢、 人均收入低等

因素ꎬ 非洲国家的数字金融、 电子商务等数字经济服务尚未广泛普及ꎬ 远程

医疗、 线上教学、 数字政务等服务业数字化程度较低ꎮ 总体看ꎬ 非洲产业数

字化发展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ꎬ 尚未形成完整的需求体系ꎬ 制造业、 物流业

等利润较低行业的数字化发展面临投资回报不确定性的风险ꎬ 数字技术创新的

成功案例仅集中在少数领域和少数国家ꎬ 未来发展还面临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

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治理等方面的诸多短板ꎮ 为实现非洲联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和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ꎬ 非洲国家亟需利用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的

强大动能ꎬ 加速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ꎬ 塑造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优势ꎮ

二　 非洲产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困境

随着互联网、 智能手机、 移动支付等数字技术应用的迅速普及ꎬ 加速推

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为非洲大陆实现跨越式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了新机遇ꎮ 毋庸

置疑ꎬ 非洲国家在产业数字化方面的探索已取得初步进展ꎬ 利用数字技术赋

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系其经济结构转型的着力点ꎮ 传统上ꎬ 经济结构转型是

将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从农业和其他自然资源部门逐步转移至工业 (特别是制

造业) 和高附加值服务业ꎬ 即通过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变化来实现价值增值ꎮ
数字经济时代ꎬ 经济结构转型存在新路径———通过产业数字化实现部门内部

的价值增值ꎬ 即利用数据收集、 数据处理、 数据分析和数据货币化的数据价

值链实现价值增值ꎬ 并且农业、 工业和服务业能够同时实现数字化转型ꎮ① 数

字经济时代的经济结构转型可以通过两个平行维度ꎬ 即非数字化部门和数字

化部门来实现价值增值ꎮ 传统意义上的非数字化部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仍然

有效ꎬ 与此同时ꎬ 还可以从非数字化部门转型为数字化部门ꎮ 通过数字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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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ꎬ 产业数字化转型将推动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ꎮ 非洲

国家在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以推动经济结构变革方面则面临诸多困境ꎮ
(一) 数字基础设施供给与数据流通滞后

产业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塑造更加开放和相互融合的生产体系ꎮ 高度互

联和流通性强的数字基础设施是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先决条件ꎮ 数字基础设施

能够为民众、 企业和政府提供网络连接方式ꎬ 使其联入本地和全球数字服务

网络ꎬ 并与全球数字经济联系起来ꎮ 对非洲国家而言ꎬ 具备运行良好且可负

担的互联网连接是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基础ꎮ
尽管非洲大陆的数字连通性发展迅速ꎬ 如国际互联网接入总带宽传输速

度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０ ３ 太字节 /秒提高到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的 １５ １ 太字节 /秒ꎬ 十年内

提升了 ５０ 多倍ꎬ 光纤网络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２７８ ０５６ 公里延伸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的 １０２
万公里ꎬ① 然而非洲大陆信息通信技术的关键指标仍然处于世界最低水平ꎮ 根

据国际电信联盟的报告ꎬ ２０２１ 年非洲大陆 “３Ｇ” 及 “４Ｇ” 网络覆盖率为

８２％ (其中 “３Ｇ” 为 ３３％ ꎬ “４Ｇ” 为 ４９％ )ꎬ 这一比例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３Ｇ” 为 ７％ ꎬ “４Ｇ” 为 ８８％ )ꎬ 而欧洲、 美洲、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 “４Ｇ”
网络覆盖率均超过 ９０％ ꎮ② ２０２１ 年ꎬ 非洲大陆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仅为

３３％ ꎬ 这一比例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为 ６１％ 、 欧洲为 ８７％ 、 美洲为 ８１％ ꎬ 世

界平均水平为 ６３％ ꎮ ２０２１ 年ꎬ 非洲大陆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为 ４１ 个ꎬ 而世界平均水平为 ８３ 个ꎮ③

当前ꎬ 非洲大陆固定宽带和移动宽带数据资费水平高ꎬ 使得互联网用户

占比为世界最低水平ꎮ 联合国宽带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将发展中国家使用宽带

的可负担标准定义为低于人均国民总收入的 ２％ ꎮ ２０２０ 年ꎬ 非洲大陆移动宽

带数据资费为人均国民总收入的 ４ ４％ 、 固定宽带价格为人均国民总收入的

１８ ６％ ꎬ 均为世界各地区最高ꎮ 非洲国家使用的大部分服务器在美国等域外

国家ꎬ 需要通过海底光缆且途经欧洲才能接入服务器ꎬ 从而造成接入网络的

成本较高ꎮ④ 此外ꎬ 非洲国家电信市场缺乏竞争性也推高了宽带资费标准ꎮ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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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大陆智能手机平均价格相当于每月人均国民总收入的 ６３％ ꎬ 这一比例在美

洲仅为 １１ ７％ ꎬ 在亚太地区 (印度除外) 仅为 １６ ２％ ꎮ① 由于智能手机的可

负担性低ꎬ 使得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约有 ５５％民众没有手机ꎮ② 缺乏竞争性市

场和低购买力导致非洲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无法负担互联网设备和数据费用ꎮ
(二) 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存在较大鸿沟

非洲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别、 群体差别和企业差别ꎮ
首先ꎬ 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存在明显的空间不平衡状况ꎮ ２０２１ 年非洲城市地

区移动网络覆盖率为 ９９％ ( “４Ｇ” 为 ８８％ ꎬ “３Ｇ” 为 １１％ )ꎬ 农村地区移动

网络覆盖率为 ８２％ ( “４Ｇ” 为 ２１％ ꎬ “３Ｇ” 为 ５０％ ꎬ “２Ｇ” 为 １１％ )ꎬ 有

１８％的农村人口生活在移动网络覆盖范围之外ꎬ 有 ２９％的农村人口无法连接

网络ꎮ ２０２０ 年非洲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使用互联网的人口比例分别为 ５０％和

１５％ ꎮ③ 非洲的大多数中等城市都远离高速地面光纤网络ꎬ 只有 ３５％ 的中等

城市位于主干网 １０ 公里以内ꎬ 而大城市的这一比例为 ６８％ ꎮ 农村地区和中小

城市相比于大城市存在较大数字鸿沟ꎬ 而大城市仅居住了不足 ２５％的非洲人

口ꎬ 这种状况阻碍了数字技术创新推动空间均衡发展潜力的充分释放ꎮ 其次ꎬ
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存在较大的群体差别ꎮ ２０１８ 年ꎬ 非洲大陆 １５ ~ ２９ 岁青年

群体中完成高中或高等教育水平的青年经常使用互联网的比例为 ７７％ 、 拥有

手机的比例为 ９７％ ꎻ 完成小学或初中教育水平的青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为 ３４％
和 ８６％ ꎻ 未受教育或未完成小学教育的青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为 ８％ 和 ５８％ ꎮ
具备较高教育水平和数字技能的青年群体是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动力

来源ꎮ 非洲国家亟需提高青年群体的教育水平和数字技能ꎬ 为推进产业数字

化转型提供智力支持ꎮ 再次ꎬ 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存在较大的企业差别ꎮ
２０２０ 年ꎬ 在非洲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正规企业中ꎬ 大型企业使用互联网与客户

和供应商联系的比例超过 ８０％ ꎬ 中型企业这一比例接近 ８０％ ꎬ 小企业这一比

例仅为 ５０％左右ꎻ 大型企业拥有独立网站的比例超过 ６０％ ꎬ 中型企业超过

４０％ ꎬ 小企业仅略高于 ２０％ ꎮ④ 中小企业占据了非洲大陆经济活动约 ８０％ 的

５３

①

②
③
④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４ＡＩ)ꎬ Ｆｒｏｍ Ｌｕｘｕｒｙ ｔｏ Ｌｉｆｅｌｉｎｅ: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ꎬ Ｗｅｂ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０ꎬ ｐ １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Ｐｕｌｓｅ: Ｃｈａ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２０２０ꎬ ｐ ９０
ＩＴＵꎬ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ｇｕｒｅｓ ２０２１ꎬ ｐｐ ３ －１２
ＡＵＣ ａｎｄ ＯＥＣＤ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２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Ｊｏｂꎬ

ｐｐ １４ꎬ ２９ꎬ ５０ꎬ ７８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份额ꎬ 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ꎮ 提升中小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竞争力ꎬ
对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ꎮ 非洲国家亟需消除中小企业在数字技术创

新方面的障碍ꎬ 弥合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的数字鸿沟ꎬ 充分释放中小企业

对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ꎮ
数字经济时代ꎬ 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有助于推动创新主体的多元化和参

与方的深度互动ꎬ 并通过增加数据流量来发挥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ꎬ 为构建

开放包容和充满活力的数字生态系统提供有力支撑ꎬ 从而加速创新驱动的数

字经济发展ꎮ 若要充分释放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潜能ꎬ 使其成为非洲经济结构

转型的新引擎ꎬ 其必要前提就是营造出一个充满活力和包容性的数字生态系

统ꎮ 为此ꎬ 非洲国家应致力于消除信息通信技术在城乡、 群体和企业之间的

使用鸿沟ꎬ 增强民众的数字技能ꎬ 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ꎬ 提升数字包容

性ꎬ 充分释放数字技术创新在推动城乡平衡发展、 促进包容性增长、 提升企

业竞争力、 赋能青年发展等方面的巨大潜力ꎬ 为构建开放包容和富有活力的

数字生态系统提供有力支撑ꎬ 以加快推进创新驱动的产业数字化转型ꎮ
(三) 数字技术创新的国别分布极不均衡

数字经济时代ꎬ 世界各国高度重视数字技术创新发展ꎬ 物联网、 人工智

能、 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已具规模ꎮ 数字技术创新正在孕育非洲

大陆的数字生态系统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非洲大陆仅有少数几个数字技术类创新中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Ｈｕｂｓ)ꎬ 到 ２０１６ 年则猛增至 ３１４ 个ꎬ ２０１８ 年又增至 ４４２ 个ꎮ ２０１９
年ꎬ 非洲大陆的数字技术创新中心数量跃升至 ６４３ 个ꎬ 包括联合办公空间ꎬ
孵化器ꎬ 加速器ꎬ 创客空间ꎬ 科技园ꎬ 以及隶属于政府、 大学或企业的混合

创新中心ꎮ 非洲大陆有近 ５００ 个数字技术创新中心为初创企业和企业家提供

培训、 发展建议等服务ꎬ 或是通过项目提供资金支持ꎮ 尽管如此ꎬ 非洲大陆

的数字技术创新仅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ꎮ ２０１９ 年ꎬ 非洲大陆的创新中心集中

在尼日利亚 (９０ 个)、 南非 (７８ 个)、 埃及 (５６ 个)、 肯尼亚 (５０ 个)、 突尼

斯 (３６ 个)、 摩洛哥 (３４ 个)、 加纳 (２７ 个) 等国家ꎮ① 非洲大陆 ６０％ 的数

字创业活动集中在尼日利亚、 南非、 埃及和肯尼亚ꎻ 这四个国家的五个城市

吸纳了几乎一半的最具活力的初创企业ꎬ 其中南非的开普敦占 １２ ５％ 、 尼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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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的拉各斯占 １０ ３％ 、 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占 １０ １％ 、 肯尼亚的内罗毕占

８ ８％ 、 埃及的开罗占 ６ ９％ ꎮ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年ꎬ 非洲大陆初创企业的风险投资

增长了 ７ 倍ꎬ 其中有 ８５％的资金流入了南非、 尼日利亚、 肯尼亚和埃及这四

个国家ꎮ①

创新是数字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来源ꎮ 相比于传统的封闭式创新模式ꎬ
数字经济的创新方式更加开放ꎬ 凸显以用户为中心、 创新主体多元化、 合作

范围扩大化为特点的开放式创新模式ꎮ② 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有利于产业数字

化转型的深入推进ꎮ 当前ꎬ 非洲国家的数字技术创新仅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和

领先的数字创业公司ꎬ 未来需要营造鼓励创新的数字经济治理环境ꎬ 引导更

多资源进入创新领域ꎬ 提升数字技术创新的覆盖面ꎬ 深化数字技术创新的区

域协调与合作ꎬ 让创新带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快速推进ꎮ
(四) 数字经济治理规制体系和能力相对薄弱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具有的跨境属性和全球影响力ꎬ 加剧了各国政

府在数字经济监管方面的挑战ꎬ 如在数字税收、 数字货币、 网络安全、 个人

数据保护、 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ꎮ 数字经济治理通过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

适应的规则体系和监管环境ꎬ 有助于引导数字经济的规范化发展ꎮ 当前ꎬ 非

洲国家数字经济治理规制体系尚不完善ꎬ 缺乏有效的法律、 规则、 标准和政

策支持ꎬ 使得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不足ꎬ 增加了企业、 投资者和消费者

在决策中的不确定性风险ꎬ 成为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大障碍ꎮ ２０２１ 年ꎬ 非洲

大陆仅有 ３３ 个国家有电子交易立法ꎬ ２８ 个国家有数字经济领域消费者保护立

法ꎬ ３３ 个国家有隐私和数据保护立法ꎬ ３９ 个国家有网络犯罪立法ꎮ③ 以电子

商务立法为例ꎬ 非洲大陆仅有阿尔及利亚、 科特迪瓦、 埃塞俄比亚、 摩洛哥、
塞内加尔、 突尼斯等少数国家有所进展ꎮ 除了立法滞后ꎬ 许多非洲国家许可

证费用昂贵ꎬ 对进口手机征收重税ꎬ 且税收和监管要求不明确ꎬ 这些因素不

利于非洲电子商务的深入发展ꎮ④ 对于数量众多且具备数字化转型意识的中小

企业ꎬ 非洲国家在财政、 税收、 金融、 信贷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ꎬ 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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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中小企业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潜能ꎮ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经济活动ꎮ 通过数据的收集、 存

储、 加工、 集成和分析等环节ꎬ 实现数据驱动经济发展的价值属性ꎮ 在此过

程中ꎬ 数据资源的开放和共享是决定数据价值的关键ꎮ① 跨境数据流动的扩张

有助于提高生产和流通效率ꎬ 是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环节ꎮ 然而ꎬ
非洲国家普遍缺乏支持跨境数据流动的必要政策、 标准和监管能力ꎬ 还有些国

家在跨境数据流动规制方面的差异性也阻碍了跨境数据的顺畅流动ꎮ 缺乏协调

和有效的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环境ꎬ 阻碍了非洲大陆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快速推进ꎮ
非洲国家数字经济治理能力薄弱ꎬ 在资金、 技术、 人员、 机构和监管能

力等方面存在诸多短板ꎬ 阻碍了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快速推进ꎮ 即使在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的非洲国家ꎬ 数字经济相关法律规制的实施机制ꎬ 如网络犯罪警

察部门或数据保护机构等ꎬ 也存在缺失ꎮ 由于难以识别网络犯罪分子、 缺乏

充足的数据支持以及政府监管能力不足ꎬ 非洲国家控制网络犯罪的难度很大ꎮ
网络犯罪是非洲国家广泛使用数字技术的重要障碍ꎮ 有研究表明ꎬ 非洲大陆

约有 ８０％的个人计算机受到病毒和其他恶意软件的影响ꎬ 网络犯罪造成的损

失约占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的 ０ ２％ ꎮ②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依赖于安全运行的

互联网环境ꎬ 网络安全风险高无疑是非洲国家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大障碍ꎮ
综上所述ꎬ 数字技术的兴起形成了个人数据保护ꎬ 电子商务、 跨境数据

流动、 网络安全等诸多新的治理领域ꎬ 对非洲国家数字经济治理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ꎬ 需要其着力完善数字经济治理规制体系和提升数字经济治理能力ꎬ
构建一个安全、 高效和公平的治理环境ꎬ 以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ꎮ

三　 非洲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路径

数字经济时代ꎬ 产业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ꎮ 从理论上讲ꎬ 产业数字化

转型有助于驱动产业效率提升、 推动产业跨界融合、 重构产业组织的竞争模

式、 赋能产业组织升级ꎮ③ 在传统要素驱动乏力的背景下ꎬ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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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ꎬ 这也是非洲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趋向ꎮ
(一) 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且提高民众数字技能水平

近年来ꎬ 非洲国家增加了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ꎮ ２０１６ 年非洲大陆

在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承诺投资额为 １７ 亿美元ꎬ 到 ２０１８ 年猛增至 ７１ 亿

美元ꎮ① 通过 «２０６３ 年议程» 旗舰项目ꎬ 非洲联盟正在推进 １１４ 个信息通信

技术基础设施项目ꎬ 旨在升级关键的互联网交换点、 建设新的宽带光纤基础

设施和升级现有的地面光纤主干网ꎮ② 当前ꎬ 非洲大陆已步入 “５Ｇ” 网络的

部署和商业化阶段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已有南非、 肯尼

亚、 多哥、 马达加斯加和塞舌尔等 ５ 个国家建立了 ７ 个 “５Ｇ” 商用网络ꎬ 覆

盖相关国家主要城市地区ꎮ③ 尼日利亚、 埃塞俄比亚、 马里、 毛里求斯等国家

也计划推出 “５Ｇ” 商用网络ꎮ 毋庸置疑ꎬ 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是产业数字化转

型的先决条件ꎮ 未来非洲国家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ꎬ 提升数字基础设施的

普及率ꎬ 促进数字基础设施的创新发展ꎬ 为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基础ꎮ
数字经济时代的经济竞争力体现在创新活力强劲的技术和人才密集型行

业ꎮ 具备数字技能和创新能力是深化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要素ꎮ 随着产业

数字化的发展ꎬ 未来非洲大陆就业市场对具备数字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人才需

求将显著增加ꎮ 数字技能水平可以划分为初级数字技能 (能够访问和使用数

字技术来执行基本任务)、 中级数字技能 (能够实质性和有益地使用在线应用

程序和服务的技能)、 高级数字技能 (能够在信息通信技术行业中执行专业任

务)ꎮ 当前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对具备数字技能人才的需求大于供给ꎬ 存在

较大的人才缺口ꎬ 其中中级数字技能人才缺口最大ꎬ 其次是高级数字技能人

才ꎬ 初级数字技能人才的缺口相对较小ꎮ④ 初级数字技能对产业数字化转型必

不可少ꎮ 然而ꎬ 若要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ꎬ 非洲国家还需要更多具备数据分

析、 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等中、 高级数字技能的人才ꎬ 以及科学、 技术、 工

程和数学等专业领域的高素质创新人才ꎮ 为此ꎬ 非洲国家亟需增加对各层次

数字技能和专业领域人才的培养力度ꎬ 为未来就业市场提供充足的适应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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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型需求的人才队伍ꎬ 为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智力支撑ꎮ
(二) 增强数字技术在传统产业的深度渗透和应用

非洲国家在农业生产率、 农业机械化、 农业咨询和推广服务、 信贷和金

融包容性等方面均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ꎬ 使得农业发展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出

来ꎬ 粮食安全面临严重威胁ꎬ 同时也危及社会稳定ꎮ 利用智能合约、 实时支

付解决方案和分布式账本技术等数字技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非洲传统农业部

门ꎬ 并帮助解决小农面临的具体问题ꎮ 共享经济模式和土地权利数字工具也

具备推动农业科技创新的巨大潜力ꎮ 未来ꎬ 非洲国家应强化政府机构与科技

公司之间的合作ꎬ 大力推广农业科技创新成果ꎬ 加快传统农业的数字化转型ꎮ
非洲国家制造业发展处于较低水平ꎬ 利用数字技术与传统制造业融合发

展具有市场潜力和拓展空间ꎮ 随着先进数字化制造技术———人工智能、 大数

据分析、 云计算、 物联网、 先进机器人和增材制造等技术的日益扩散ꎬ 传统

制造业生产的性质正被根本性改变ꎬ 物理制造系统与数字化制造系统之间的

界限日渐模糊ꎮ① 先进数字化制造业技术正在改写许多传统产业ꎬ 如增材制造

在原型和功能性织物产业的使用ꎬ 以及精准农业的兴起ꎮ②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有助于提高生产制造的灵活性和精细性ꎬ 构建柔性化、 绿色化、 智能化生产

方式ꎬ 从而有效地降低成本、 节约能耗和提升效率ꎮ③ 随着制造业数字化和智

能化发展ꎬ 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产环节的发展空间将大幅缩减ꎬ 通过低技能

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模式将遭遇严峻挑战ꎮ 未来ꎬ
非洲国家应重视推动先进数字化制造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ꎬ 促进传统制造业

的数字化转型ꎮ
数字平台是数字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ꎬ 如医疗保健、 教育、 商业或政府

服务ꎮ 数字经济时代ꎬ 企业和政府越来越多地利用数字平台来提供新产品或

服务ꎮ 数字平台相当于数字市场ꎬ 它利用数字产品或服务网络来创造规模经

济效应ꎬ 通过集聚整合创新资源来重构价值链ꎬ 是数字经济时代国家经济竞

争力的重要体现ꎮ 未来ꎬ 非洲国家应致力于推动数字平台的创新发展ꎬ 深化

数字平台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ꎬ 加快物联网、 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实体经

０４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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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中渗透和应用ꎬ 塑造数字经济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ꎬ 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

转型ꎮ
(三) 促进绿色化与数字化协调发展的产业转型

为实现绿色发展ꎬ 未来世界发展需要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和系统性变革ꎬ
这将对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定位产生深远影响ꎮ① 绿色化和数字化协

调发展成为未来产业转型的新方向ꎮ 非洲国家需要顺应绿色化和数字化协调

发展的产业转型新趋势ꎬ 以此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ꎮ
为确保粮食安全、 减少贫困、 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ꎬ 非洲农业发展面临

紧迫的转型压力ꎮ 气候智慧型农业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ｍａｒ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强调对农产品

生产过程和营利模式进行彻底改造ꎬ 以支持可持续发展并确保气候变化下的

粮食安全ꎮ② 气候智慧型农业的发展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地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收

入水平ꎬ 同时提升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和减少农业温室气体的排放ꎮ 未来ꎬ
非洲国家可重点推动气候智慧型农业发展ꎬ 促进绿色化和数字化协调发展的

农业转型ꎮ
当前ꎬ 世界工业发展呈现出绿色化和数字化协调发展的新趋势ꎮ 工业绿

色化和数字化的融合趋势将会改变现有产业和企业的竞争优势平衡ꎬ 也会产

生全新的产业ꎬ 从而彻底改变国家的比较竞争优势ꎮ 为应对这一复杂和迅速

变化的形势ꎬ 非洲国家需要加大在生产能力建设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投入ꎬ
塑造工业绿色化和数字化融合发展的产业竞争优势ꎮ

在绿色金融理念引领下ꎬ 利用金融科技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成为新趋势ꎮ
金融科技是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渗透和应用ꎮ 金融机构利用金融科技能够

实现成本、 效率、 安全和数据真实性等方面的改善ꎬ 为促进绿色金融发展提

供新契机ꎮ③ 绿色金融科技以数字技术为依托ꎬ 服务于绿色金融发展ꎬ 通过促

进生产生活方式和投资决策的绿色化ꎬ 推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ꎮ 未

来ꎬ 非洲国家可顺应这一新趋势ꎬ 扩大绿色金融科技的研发和应用ꎬ 充分发

挥金融科技对绿色金融发展的推动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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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治理环境

当前ꎬ 全球范围内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已产生了资本无序扩张、 平台企

业垄断、 网络犯罪、 个人隐私受到侵害等方面的问题ꎮ 主要数字经济大国着

手采取加强数字经济治理、 推动数字经济立法、 加强科技伦理建设等举措ꎬ
以促进数字经济的有序发展ꎮ 由于数字技术创新和产业融合应用主要由域外

国家主导ꎬ 非洲国家在数字经济治理方面相对滞后ꎮ 而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创

新发展的治理环境ꎬ 可以降低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交易和运营成本ꎬ 加快数

字经济领域的科技创新ꎬ 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ꎮ 未来ꎬ 非洲国家应致力于构

建完善的数字经济规制体系ꎬ 如网络安全法、 电子商务法、 数据安全法、 个

人信息保护法、 数字经济竞争政策、 数字税收政策、 保护数据隐私和网络安

全的政策等ꎬ 并通过健全数字经济监管机构、 变革政府治理思维方式、 加强

数字平台治理、 优化数字经济行政管理模式等ꎬ 提升数字经济治理水平ꎬ 为

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制度保障ꎮ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ꎬ 科技型初创企业多

为中小企业ꎬ 这些新兴企业往往更具创新活力ꎬ 极可能成长为领导型企业ꎬ
并引领所属行业的未来发展ꎮ① 鉴此ꎬ 非洲国家应加强对科技型初创企业以及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支持ꎬ 促进其创新发展并成长为引领型企业ꎬ 以

加快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ꎮ
综上所述ꎬ 非洲国家应致力于构建安全可靠、 运行良好、 竞争有序、 鼓

励创新的数字经济治理环境ꎬ 为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撑ꎮ
(五) 加强非洲区域和大陆层面的数字化转型合作

鉴于数字技术驱动的新一轮全球化带来了一系列具有跨境性、 外部性和

外溢性的问题ꎬ 非洲国家的数字经济治理还需要加强区域协作和国际合作来

共同应对ꎮ 实际上ꎬ 许多国家都致力于成为 “非洲数字中心”ꎬ 并未将区域和

大陆层面的数字化转型合作视为战略优先事项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９ 年尼日利亚通过

了 «国家数字经济政策和战略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ꎬ 旨在将尼日利亚发展成为非

洲大陆乃至全球领先的数字经济体ꎮ 肯尼亚、 卢旺达、 加纳等国家均力争成

为非洲数字经济中心ꎮ 鉴于数字技术创新给国家监管机构带来了新挑战ꎬ 非

洲国家的监管机构难以孤立地应对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复杂挑战ꎬ 加强在区域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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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陆层面的数字化转型合作ꎬ 可以在数字税收、 数字安全、 个人数据保护

和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ꎮ
当前ꎬ 非洲区域和大陆层面均将推进数字化转型作为战略优先事项ꎮ 非

洲联盟正大力推动泛非数字战略、 倡议和项目ꎬ 包括非洲数字化转型战略、
数字非洲政策和监管倡议、 非洲外太空计划、 非洲数字经济倡议、 泛非数字网

络等ꎬ 意在利用数字技术和创新促进工业、 贸易、 金融、 教育、 农业、 卫生和

其他部门的发展ꎮ 例如ꎬ 非洲联盟制定的 «非洲数字化转型战略 (２０２０—
２０３０)» 旨在利用数字技术和创新推动非洲经济和社会转型ꎬ 加速经济一体化进

程ꎬ 实现包容性增长ꎬ 打破数字鸿沟ꎬ 消除贫困ꎮ 该战略的具体目标包括到

２０３０ 年建立安全的泛非数字单一市场ꎻ 协调各国数字化转型的法律、 法规和政

策ꎬ 建立和完善非洲大陆的数字网络和服务ꎬ 以推动非洲区域内贸易、 投资和

资本流动ꎻ 弥合数字基础设施差距ꎬ 实现安全、 无障碍和可负担的泛非宽带连

接等ꎮ① 非洲各次区域亦将推动数字化转型作为政策重点ꎬ 如北部非洲地区致力

于通过促进创新和改善区域治理ꎬ 鼓励数字创业ꎻ 西部非洲地区致力于推动金

融科技的发展ꎬ 促进金融包容ꎻ 中部非洲地区致力于利用数字技术促进创业ꎬ
推动区域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ꎻ 东部非洲地区致力于建立单一区域数字市场ꎻ
南部非洲地区致力于推动覆盖更广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ꎬ 以缩小数字鸿沟ꎮ②

加强在区域和大陆层面的数字化转型合作ꎬ 有助于非洲国家克服产业数

字化转型面临的诸多困境ꎬ 充分释放数字经济时代产业转型升级的巨大潜力ꎮ
具体来说ꎬ 非洲国家可优先关注在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技能、 数字服务的可

负担性、 数字基础设施的区域一体化、 网络安全、 数据保护、 电子商务等领

域ꎬ 加强区域和大陆层面的协调与合作ꎬ 为加速推进非洲产业数字化转型和

实现泛非数字单一市场铺平道路ꎮ

四　 结语

全球数字经济显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ꎬ 利用数字技术驱动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ꎮ 数字技术的兴起正在非洲大陆孕育快速成

３４

①
②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 (２０２０ －２０３０)ꎬ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ꎬ ２０２０ꎬ ｐ ２
ＡＵＣ ａｎｄ ＯＥＣＤ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２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Ｊｏｂｓꎬ

ＡＵＣꎬ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 /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Ｐａｒｉｓꎬ ２０２１ꎬ ｐ ２０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长的数字生态系统ꎬ 产业数字化发展步入初创期ꎬ 数字技术创新赋能实体经济

发展初显成效ꎬ 尤其是在金融服务、 电子商务、 医疗卫生等领域ꎬ 然而农业、
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进程相对迟缓ꎮ 在数字经济时代ꎬ 利用数字技术赋

能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ꎬ 为加速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了新契机ꎮ 长期以来ꎬ 非

洲大陆在生产和出口多元化方面进展缓慢ꎬ 主要源于创新和研发水平低导致的

技术赤字、 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日益扩大的技术差距、 长期依赖初级产品生产

和出口的发展模式、 基础设施落后、 劳动力技能较低等因素ꎮ 其结果是ꎬ 大多

数非洲国家尚未建立起充满活力的区域价值链以及融入全球价值链ꎮ 当前ꎬ 第

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改变传统的工业化道路ꎬ 它利用数字革命根本性地改变了传

统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ꎮ 数字技术创新正在改变全球价值链、 技术研发、 生

产和贸易模式ꎬ 推动全球数字化转型ꎮ 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世界各国加速数字化

转型的新驱动因素ꎬ 各行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加速演进正在重新定义经济活动的

发生方式ꎬ 并为国家、 区域和全球层面深化数字化转型铺平道路ꎮ 对于非洲国

家而言ꎬ 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其提高生产效率ꎬ 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多元

化水平ꎬ 降低生产成本ꎬ 增强出口竞争力ꎬ 拓展区域和全球贸易ꎬ 从而改变对

大宗商品生产和出口的依赖ꎮ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助于在非洲国家的生产者、
消费者和贸易商之间建立有效联系ꎬ 并通过提供数字支付和物流解决方案ꎬ 增

强非洲本土企业的竞争力ꎬ 推动区域价值链的深化并融入全球价值链ꎮ
在后新冠疫情时期ꎬ 全球经济必将迎来新一轮的数字技术创新的快速发

展ꎬ 数字化转型将构建新的产业生态和竞争优势ꎬ 形成更强大的创新驱动产

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来源ꎮ 伴随数字技术创新的大规模应用ꎬ 将引发世界各地

区和国家的竞争优势的系统性重构ꎬ 并形成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创新的新格局ꎮ
在此过程中ꎬ 产业数字化转型将日益强化其在全球生产要素重组、 经济结构

变革、 竞争格局重塑中的推动作用ꎮ 数字技术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不仅会引发

全球价值链重组ꎬ 还会形成新的产业链和价值链ꎬ 加速推动产业创新发展及

塑造数字经济竞争新格局ꎮ 非洲国家亟须适应日新月异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发

展的新趋势ꎬ 通过制定数字战略、 推动区域协作与深化国际合作来加速产业

数字化转型进程ꎬ 强化数字技术引领创新发展和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拉动效

应ꎬ 使之成为促进经济结构变革和塑造数字经济竞争力的强大动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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