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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经济赋能中非 “海上丝路” 高质量发展:
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张春宇

　 　 内容提要　 推动中非蓝色经济合作ꎬ 正在成为中非共建高质量 “一带一

路”、 实现双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ꎮ 中非双方都是蓝色经济理念

的重要推动者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非蓝色经济均实现了快速增长ꎮ 非洲国

家发展蓝色经济意愿强烈ꎬ 但基础薄弱ꎬ 亟需外部合作ꎻ 中国蓝色经济的发

展阶段、 技术和管理水平处于全球价值链中端ꎬ 与非洲国家形成了渐次梯队ꎻ
中非双方的发展意愿及较强的供需匹配度为加强蓝色经济合作提供了可能ꎮ
中非蓝色经济合作已具备一定基础ꎮ 未来ꎬ 中非双方应在充分考量合作目标、
合作约束和合作内容的前提下ꎬ 强化中非蓝色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ꎬ 加强海

运港口、 海洋渔业、 海洋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合作ꎬ 共建高质量 “海上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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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ꎬ «建议» 做出

重要判断: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ꎬ 中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ꎮ 但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的 “逆全球化” 倾向愈演愈

烈ꎬ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离散倾向ꎻ 疫情与逆全球化认知给全

球化、 国际经济合作和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ꎮ 危中有机ꎬ 中国的战略

抉择是加快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ꎬ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ꎻ 将继续坚定地扩大开放领域、 范围、 深度ꎬ 推动高质量 “一带一路”
建设ꎬ 既要做好 “世界工厂”ꎬ 也要做好 “世界市场”ꎮ 这一战略抉择为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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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提供了可预期的稳定性ꎮ
当前ꎬ 海洋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争取资源与发展空间的重要舞台ꎬ 蓝色经

济开始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增长点ꎬ 继续推动 “海洋强国” 建设是中国 “十四

五” 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ꎬ 中国要继续强化国际蓝色经济合作ꎬ 形成蓝色经

济的双循环发展格局ꎬ 建设好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ꎮ 非洲是 “一带一路”
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亚洲国家举足轻重的投资和贸易合作伙伴ꎬ 是亚洲与欧

洲之间海上交往的重要枢纽和转运站ꎬ 位于西印度洋的非洲岛屿 (国) 构成

了海上丝路的支点ꎮ① ２０１７ 年中国发布的 « “一带一路” 建设海上合作设想»
指出ꎬ 中国要加强与非洲等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与共同行动ꎬ
共建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蓝色经济通道ꎮ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

论坛峰会成果也都明确提出加强中非蓝色经济合作ꎮ 推动中非蓝色经济合作ꎬ
正在成为中非共建高质量 “一带一路”、 对接 “一带一路” 倡议和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实现中非双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ꎮ

一　 理念与战略: 中非是蓝色经济的重要推动者

(一) 蓝色经济的概念与内涵

“十三五” 时期以来ꎬ 中国政府主要涉海文件中关于海洋领域经济活动的

描述所使用的主体词基本都是 “蓝色经济”ꎬ 取代了原来的 “海洋经济” 一

词ꎮ 在阐述中非蓝色经济合作之前ꎬ 我们需要明确 “海洋经济” 和 “蓝色经

济” 的内涵和外延的异同ꎮ
“海洋经济” 概念由来已久ꎬ 随着人类开发和利用海洋技术的不断进步ꎬ

“海洋经济” 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ꎮ 由最初仅局限在生态和资源领域ꎬ 逐渐

延伸出狭义、 广义和泛义海洋经济的概念ꎮ 狭义海洋经济是指开发利用海洋

自然资源和空间资源的经济活动ꎻ 广义海洋经济包括狭义海洋经济及与之发

生关系的上下游产业ꎻ 泛义海洋经济则又包括了海岛、 海岸带及与海洋直接

相关联的河海体系中的经济活动ꎮ 世界各国对海洋经济和产业的定义不尽相

同ꎬ 统计数据也差别较大ꎮ 总体来看ꎬ 中国海洋经济和产业范围的界定比较

４７

① 李安山: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非产能合作: 潜力、 优势与风险»ꎬ 载 «统一战线学研

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９７ ~ １０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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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ꎬ 形成了较成熟的统计分类体系ꎬ 建立了 «海洋生产总值核算制度»ꎮ①

目前ꎬ 中国蓝色经济包含的产业门类以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 “十三五” 规

划» 中涉及的产业为准ꎮ
蓝色经济首次出现于 １９９９ 年加拿大 “蓝色经济与圣劳伦斯发展” 论坛

上ꎬ 在 ２０１２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ꎬ 蓝色经济正式被官方文件接受ꎮ 同

海洋经济一样ꎬ 蓝色经济也尚未有统一概念和统计标准ꎮ 各界尝试从理念、
战略框架、 政策、 产业、 区域经济、 技术等多角度阐述其概念和内涵ꎮ 综合

来看ꎬ 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蓝色经济实质: 其一ꎬ 从资源配置理念看ꎬ
海洋经济强调经济活动资源来自海洋ꎮ 蓝色经济则强调资源来自海洋和陆地ꎬ
强调高度的海陆经济一体化ꎬ 这就带来了资源配置的重构ꎬ 进而带来经济结

构的调整ꎮ 蓝色经济的产业结构是海陆双线性结构ꎬ 发展模式也与传统海洋

经济有所区别ꎮ 其二ꎬ 从产业范围看ꎬ 蓝色经济是在泛义海洋经济的基础上

加入与海洋相通的内河经济以及海外经济ꎬ 也是对传统上只将海洋经济系统

视为陆域经济系统附庸的挑战ꎬ 尝试将海域经济与陆域经济等价齐观ꎮ 其三ꎬ
从经济活动与环境关系看ꎬ 蓝色经济更倡导发展环境友好型海陆一体化经济ꎬ
可持续发展是其核心理念ꎮ 因此ꎬ 从本质上看ꎬ 蓝色经济是一种新型经济

形态ꎮ
(二) 蓝色经济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选择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蓝色经济ꎬ 早在 ２００９ 年就提出了 “打造山东半岛蓝色

经济区”ꎮ 党的十八大报告从战略高度对海洋事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ꎬ 提出

“海洋强国” 战略ꎬ 象征着中国政府对蓝色国土的重视到达新高度ꎮ 党的十九

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 “海洋强国” 建设ꎬ 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 建设海洋生

态文明和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等重点领域实现新突破ꎮ «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用一章篇幅专题阐述 “拓展蓝色经济空间”ꎬ 从中

央层面对蓝色经济内涵、 外延、 发展方向和目标进行了定调ꎬ 要求发展蓝色

经济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国际经济合作有机衔接ꎮ 为落实 “海洋强国” 战略ꎬ
中国政府相继发布以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 “十三五” 规划» «推动共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一带一路” 海上合作设

想» 等文件为核心的政策体系ꎮ 蓝色经济正在中国加快落地实践ꎬ 粤港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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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广顺: «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发展历程»ꎬ 载 «海洋经济»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６ ~ １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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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建设以蓝色经济为核心内容之一ꎻ 上海、 深圳、 天津、 青岛、 大连、 厦

门等 ６ 个城市正在谋求建设以蓝色经济为核心理念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ꎮ 值

得注意的是ꎬ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ꎬ 也论及发展

“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坚持陆海统筹ꎬ 发展海洋经济ꎬ 建设海洋强

国ꎮ”① 这表明在 “十四五” 时期ꎬ 推进蓝色经济发展、 建设 “海洋强国” 仍

是中国的重要发展任务之一ꎮ
中国十分注重在国际场合推介蓝色经济理念ꎮ ２０１２ 年ꎬ 在提交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大会的政府文件中ꎬ 中国使用了 “蓝色经济” 概念ꎮ② ２０１７ 年ꎬ 中

国在联合国海洋可持续发展大会上提出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的倡议ꎬ 并在全球

推广ꎮ 中国与欧盟建立的蓝色伙伴关系已成为国际海洋合作的成功典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中欧签署了 «中欧关于在海洋综合管理方面建立高层对话机制的谅

解备忘录»ꎬ 拉开了蓝色经济国际合作的序幕ꎮ ２０１７ 年是 “中国—欧盟蓝色

年”ꎬ １２ 月 ８ 日召开了首届中欧蓝色产业合作论坛ꎬ 会议宣布将建立中欧蓝色

产业联盟ꎬ 发布中欧蓝色产业发展报告ꎬ 推动在深圳设立 “中欧蓝色产业

园”ꎬ 并出台配套政策ꎬ 深化海洋经济、 产业、 贸易、 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

合作ꎮ③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ꎬ 中欧签署了 «关于为促进海洋治理、 渔业可持续发展

和海洋经济繁荣在海洋领域建立蓝色伙伴关系的宣言»ꎬ 中欧蓝色伙伴关系正

式建立ꎬ 这是欧盟与域外国家建立的首个蓝色伙伴关系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 首届

中欧蓝色伙伴关系论坛在比利时召开ꎬ 双方就海洋治理、 蓝色经济、 可持续

渔业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ꎮ 此外ꎬ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与葡萄牙签署了 «关于建

立 “蓝色伙伴关系” 概念文件及海洋合作联合行动计划框架»ꎬ 葡萄牙成为第

一个与中国正式建立蓝色伙伴关系的欧盟国家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与塞舌尔签署

了 «关于面向蓝色伙伴关系的海洋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ꎮ 中国与东盟蓝色伙

伴关系的建立议程也在推动中ꎮ ２０１８ 年召开的第 ２１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

鼓励建设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ꎮ ２０１９ 年ꎬ 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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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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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诗平: «首届中欧蓝色产业合作论坛将形成 ４ 大成果»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３０ / ｃ＿１１２２０３８５８５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０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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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对话会在中国湛江召开ꎬ 双方以 “蓝色经济伙伴关系” 为主题ꎬ 探讨蓝

色经济领域合作事宜ꎮ 在推动共建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过程中ꎬ 蓝色

经济合作正以其低敏感度成为诸多国家的共识ꎮ
(三) 蓝色经济被视为非洲复兴的前沿

非洲是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参与者ꎬ 海洋安全与蓝色经济是非洲海洋治

理的核心内容ꎮ① ２１ 世纪之前ꎬ 非洲海洋治理主要聚焦海洋安全ꎮ 进入 ２１ 世

纪以来ꎬ 海洋蕴含的经济价值得到非洲国家越来越高的重视ꎬ 蓝色经济在非

洲海洋治理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ꎮ 由于蓝色经济内涵与非洲大陆发展理念相

契合ꎬ 非洲国家也加入到蓝色经济推动者的行列ꎮ 非洲区域组织和沿海国家

纷纷推出与蓝色经济相关的战略和政策ꎬ 旨在通过海洋资源的管理和利用ꎬ
实现国家经济结构的变革与发展ꎮ

１ 非盟的蓝色经济战略

在全非层面ꎬ 非盟扮演着非洲蓝色经济战略制定者和推动者的角色ꎮ 非

盟的蓝色经济核心定义是海洋的可持续经济发展ꎬ② 该组织先后出台一系列战

略文件ꎬ 为非洲蓝色经济发展指明方向、 规划前景、 设计蓝图ꎬ 推动非洲国

家达成共识ꎮ 非盟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出台了 «２０５０ 年非洲海洋综合战

略» 和 «２０６３ 年议程»ꎬ 将发展蓝色经济、 建设海洋基础设施纳入非盟总体

战略规划和发展议程中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 非盟召开首届非洲海洋治理战略会

议ꎬ 与会国一致同意以 «２０５０ 年非洲海洋整体战略» 和 «２０６３ 年议程» 为基

础ꎬ 制定统一的非洲海洋治理战略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 非盟召开 “海事安全、 防

卫与发展特别峰会”ꎬ 时任非盟委员会主席德拉米尼祖马指出ꎬ 蓝色经济能

为非洲带来与货物和服务相关的产业价值高达数万亿美元ꎬ 能创造数百万就

业机会ꎬ 涉及航运、 物流、 保险、 港口管理、 旅游、 渔业和水产养殖等多个

领域ꎮ③ 此次特别峰会还通过了 «非盟关于海事安全、 防卫与发展的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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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洛美宪章»)ꎬ 首次将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作为非盟成员国一致的宪章

付诸行动ꎬ 标志着非洲在蓝色经济领域合作的大跨越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ꎬ 首届可

持续蓝色经济会议在肯尼亚举行ꎬ 包括中国在内的 １０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代表

参会ꎬ 讨论海洋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创造就业、 消除贫困等议题ꎮ 会议强调

蓝色经济可以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ꎬ 有助于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 目标的实现ꎮ 作为会议后续行动ꎬ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ꎬ 非盟农业、 农村

发展、 水和环境技术委员会第三届会议批准了 «非洲蓝色经济战略»ꎬ 用于指

导非洲蓝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水生资源的利用ꎬ 该战略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在埃

塞俄比亚召开的第 ３３ 届非盟峰会上得以正式启动ꎮ① 非盟还注重加强蓝色经

济国际合作ꎬ 如 ２０１９ 年与挪威合办主题为 “释放非洲蓝色经济潜力” 的非

洲—挪威航运大会ꎬ 讨论非洲蓝色经济发展制度框架ꎮ
«２０５０ 年非洲海洋综合战略» «２０６３ 年议程» «洛美宪章» 和 «非洲蓝色

经济战略» 是非盟蓝色经济政策框架核心ꎮ «２０５０ 年非洲海洋综合战略» 是

非盟最早提出的蓝色经济战略ꎬ 其愿景是通过安全和环境可持续的方式来发

展蓝色经济ꎮ 为确保该战略的执行力ꎬ 非盟还出台了配套行动计划ꎬ 对非洲

蓝色经济目标、 行动路线、 领导者、 参与机构、 实施时间表等方面进行了详

细规划ꎮ②

«２０６３ 年议程» 是非洲未来 ５０ 年的发展规划ꎬ 蓝色经济是其中一项重要

内容ꎮ «２０６３ 年议程» 指出ꎬ 非洲海域是大陆面积的 ３ 倍ꎬ 发展蓝色经济将

提高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和促进海洋水产技术、 航运业的发展ꎬ 包括海洋河流

及湖泊的运输业和渔业ꎬ 它会成为推动非洲经济转型增长和工业化的重要动

力ꎮ 非洲各方应加快蓝色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ꎬ 以此来推动海洋基础设施建

设和蓝色经济快速发展ꎮ③

«洛美宪章» 着力于推进非洲海洋治理ꎮ 在促进蓝色经济发展方面ꎬ 它提

出各缔约国应加强海洋领域开发ꎻ 促进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发展ꎻ 推动海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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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业来创造就业和增加收入ꎻ 制定海洋发展综合人力资源战略ꎻ 鼓励建立和

发展非洲海运公司ꎬ 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ꎬ 将跨非洲海运列为投资优先事项ꎬ
以此提高非洲海洋产业竞争力ꎻ 加强海洋基础设施建设ꎻ 保护海洋环境ꎻ 各

缔约国还应加强相互合作ꎬ 共同开发领海内的海洋资源ꎮ 与 «２０５０ 年非洲海

洋综合战略» 相比ꎬ «洛美宪章» 更强调国家责任ꎬ 要求非洲各国政府具有高

度的政治意愿ꎬ 提高海洋治理能力ꎮ①

«非洲蓝色经济战略» 主要目标是通过增进人们对关于海洋和水生生物技

术、 环境可持续性、 航运业发展、 海洋河流和湖泊运输业发展、 水域捕捞活

动管理及深海矿产和其他资源的认识ꎬ 来指导非洲各国发展包容性和可持续

的蓝色经济ꎬ 使其成为非洲经济增长和转型的重要贡献者ꎮ 该战略综合了 ３
份专题技术报告ꎬ 涉及渔业、 水产养殖、 养护和可持续水生生态系统ꎻ 航运 /
运输、 贸易、 港口、 海事安全、 安全和执法ꎻ 沿海和海洋旅游、 气候变化、
恢复力、 环境、 基础设施ꎻ 可持续能源、 矿产资源与创新产业ꎻ 政策、 体制

和治理、 就业、 创造就业和消除贫困、 创新融资ꎮ 相比其他文件ꎬ 该战略更

聚焦于蓝色经济发展路径、 技术方案等细节ꎬ 有助于确保非盟有关蓝色经济

的战略和政策的落地实施ꎮ②

２ 部分非洲沿海国家的蓝色经济战略

非洲沿海国家扮演着非盟蓝色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执行者角色ꎬ 南非、
塞舌尔、 佛得角、 肯尼亚等国都发布了蓝色经济相关政策ꎬ 注重与非盟整体

战略的衔接ꎮ
为挖掘蓝色经济潜力ꎬ 南非于 ２０１４ 年出台了名为 “帕基萨行动”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ｈａｋｉｓａ) 的蓝色经济发展战略ꎬ 将海洋运输和制造业、 沿海油气

资源开发、 水产养殖及海洋保护和治理作为重点领域ꎬ 制定了 ４７ 项详细计

划ꎮ 其中ꎬ 海洋运输和制造业行动计划有 １８ 项ꎬ 包括建立国家航运公司、 提

高港口的船舶维修能力、 在船舶建造中更多的使用本地部件等ꎻ 沿海油气资

源开发行动计划有 １１ 项ꎬ 其中 １０ 项在 ２０１９ 年前实施ꎬ 主要包括十年内钻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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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口勘探井ꎬ 在未来 ２０ 年内日产 ３７ 万桶油气等ꎻ 水产养殖行动计划有 ８ 项ꎬ
其目标是通过发展水产养殖来促进农村ꎬ 特别是边缘化沿海地区的发展ꎻ 海

洋保护和治理行动计划有 １０ 项ꎬ 主要是通过立法、 制定和实施综合海洋治理

框架等来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非法活动伤害ꎮ①

塞舌尔是推动将蓝色经济纳入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的主要国家之一ꎮ
２０１６ 年ꎬ 该国成立了专门的蓝色经济部门来促进蓝色经济的发展ꎻ ２０１８ 年ꎬ 出

台了 «塞舌尔蓝色经济战略政策框架和路线图: 规划未来 (２０１８ ~ ２０３０ 年)»ꎬ
明确了发展愿景、 目标和原则ꎬ 把创造可持续的财富、 共享繁荣、 保护健康

而富有活力的海洋及改善发展环境作为行动与投资优先事项ꎮ 具体实施计划

包括: 加强蓝色经济决策透明度和问责制建设ꎻ 为蓝色经济政策实施制定相

应制度安排ꎻ 加强蓝色经济概念的传播ꎬ 提高普通民众对蓝色经济的认识ꎻ
对国内蓝色经济实施情况进行跟踪ꎬ 并定期审查等ꎮ② 塞舌尔制定了相应的产

业促进政策ꎬ 确保蓝色经济战略的实施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０ 年可持续发展战

略» 确定了旅游业发展原则ꎬ 确保经济发展与文化、 环境保护间的平衡ꎮ «旅
游总体规划» 将海洋旅游纳入总体和连贯框架ꎬ 定期进行旅游承载力研究ꎬ
审查旅游人数增长ꎬ 衡量和评估旅游带来的影响ꎮ③

毛里求斯于 ２０１３ 年发布了 «海洋经济路线图»ꎬ 旨在通过对海洋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来推动蓝色经济发展ꎬ 目标是到 ２０２５ 年蓝色经济产值对国民经济

的贡献率翻一番ꎮ④ ２０１５ 年ꎬ 毛里求斯启动了 “实现第二次经济奇迹和 ２０３０
愿景”ꎬ 计划将海洋产业和港口服务作为产业振兴的关键ꎮ 在海洋产业方面ꎬ
该国提出发挥海洋专属经济区优势ꎬ 兴建捕鱼和海鲜加工设施ꎬ 将自身打造

成为本区域渔业中心ꎻ 为此ꎬ 该国专门成立了国家海洋委员会ꎬ 推动有关项

０８

①

②

③

④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ｈａｋｉｓ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ｃｉｓ ｇｏｖ ｚａ / ｉｎｓｉｇｈｔ －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 － ｉｓｓｕｅ － ２４ꎬ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０６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Ｓｅｙｃｈｅｌｌｅｓꎬ “Ｓｅｙｃｈｅｌｌｅ ｓ Ｂｌｕ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Ｃｈａ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２０１８ － ２０３０)”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ｅｙｃｈｅｌｌｅｓｃｏｎｓｕｌａｔｅ ｏｒｇ ｈｋ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Ｂｌｕ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０６

Ｓｅｙｃｈｅｌｌｅ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ꎬ Ｃｉｖｉｌ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ꎬ 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ｎｅꎬ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ｇｏｖ ｓｃ / ｌｉｂ /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 ＰＡＲＴ＿ ２ ＿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ＥＣＴ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３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０７

Ｒａｆｆａｅｌｌｏ Ｃｅｒｖｉｇｎｉ ａｎｄ Ｐａｓｑｕａｌｅ Ｌｕｃｉｏ Ｓｃａｎｄｉｚｚｏꎬ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Ｈａｐｐｅｎꎬ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Ｌａｓｔ”ꎬ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９８６ / ２８５６２ / １２０６３３ａｐｐ ｐｄ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８＆ｉｓＡｌｌｏｗｅｄ ＝ ｙꎬ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０７



蓝色经济赋能中非 “海上丝路” 高质量发展: 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目的落实ꎮ 在港口服务方面ꎬ 毛里求斯提出应利用地缘优势ꎬ 发展对非洲大

陆的转运和港口服务ꎻ 打造区域石油仓储基地ꎬ 为来往船只提供燃料补给ꎻ
实施港口发展总体规划ꎬ 使路易港港口货物吞吐量翻一番ꎻ 发展游轮停靠及

相关配套服务ꎮ 该计划还规划了相关项目来吸引投资、 促进就业ꎬ 规划蓝色

经济在 ５ 年内为该国创造 ２ ５ 万个就业岗位ꎮ① 毛里求斯关注海洋自然资源可

持续发展ꎬ 为保护鱼类资源ꎬ 政府承诺定期进行鱼类资源评估ꎬ 更好地管理

和保护龙虾、 鱿鱼和其他小型商业远洋鱼类ꎻ② 承诺对鱼类加工业实施更多管

制措施ꎬ 避免过大投入对鱼类资源造成压力ꎮ③

佛得角于 ２０１５ 年出台了 «蓝色增长促进宪章»ꎬ 旨在实施与蓝色经济相

关的公共政策ꎬ 促进其与各部门协调一致ꎬ 以此推动海洋和沿海地区可持续

发展ꎬ 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退化、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海洋资源衰竭ꎬ 提高经

济和社会效益ꎮ 对渔业和水产养殖、 贸易和粮食安全、 环境、 海洋生态旅游、
海运港口发展、 城市发展及海滨责任化管理、 科学服务及研究、 海洋安全等 ８
个领域提出了预期发展目标ꎮ

肯尼亚将蓝色经济发展作为优先事项ꎬ 于 ２０１７ 年成立了总统蓝色经济特

别工作组ꎬ 将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促进经济增长、 就业及海洋生态系统的健

康发展作为目标ꎮ 肯尼亚发布的 «愿景 ２０３０» 中设定了四大议程ꎬ 即粮食和

营养安全、 可负担的住房、 制造业和全民医疗ꎬ 蓝色经济成为推动四大议程

的重要手段ꎬ 发展渔业有利于实现粮食和营养安全目标ꎬ 旅游业、 航运业、
石油和天然气、 海产养殖等行业有助于推动制造业和整体国民经济增长ꎮ④

综上ꎬ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中国和非洲国家对海洋经济活动的重

视程度不断提高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非双方都成为蓝色经济理念的重要推

１８

①

②

③

④

参见 «毛里求斯宣布启动 “实现第二次经济奇迹和 ２０３０ 愿景” 计划»ꎬ 载中国驻毛里求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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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ꎬ 将发展蓝色经济视为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ꎬ 并

各自出台相关战略和政策ꎬ 促进蓝色经济增长ꎬ 这为中非双方推动蓝色经济

合作、 共建 “海上丝路” 奠定了基础条件ꎮ

二　 互补与需求: 中非蓝色经济发展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一) 中国蓝色经济发展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中国蓝色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期ꎮ 海洋及海洋相关产业增

加值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０ ９５ 万亿元人民币增长到了 ２０１９ 年的 ８ ９４ 万亿元ꎬ 约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 ９ ０％ ꎬ① 海洋产业结构逐步升级ꎬ 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ꎮ
从总量来看ꎬ 中国蓝色经济总规模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ꎬ 但从总体上看仍

然 “大而不强”ꎬ 处于全球蓝色经济价值链中端ꎮ
中国的各主要海洋产业发展情况不尽相同ꎮ 中国海洋渔业在全球价值链

中处于中端ꎮ ２０１９ 年ꎬ 海洋渔业增加值为 ４ ７１５ 亿元ꎬ 在总量上处于全球领

先地位ꎮ 中国远洋渔业增长较快ꎬ 已形成显著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ꎬ 但海

洋渔业企业实力不强ꎬ 产业结构不完善ꎬ 技术能力有限ꎬ 市场开拓和品牌建

设能力较弱ꎬ 在远洋产品增值和利润实现环节缺乏话语权ꎮ 中国海洋油气业

处于全球价值链中端ꎮ ２０１９ 年ꎬ 中国海洋原油产量为 ４ ９１６ 万吨ꎬ 海洋天然

气产量为 １６２ 亿立方米ꎬ 海洋油气业增加值为 １ ５４１ 亿元ꎮ 中国是世界海洋石

油生产大国ꎬ 已建成完整的海洋石油工业体系ꎬ 在海洋石油勘探开发、 工程

技术、 大型装备建造等领域居世界前列ꎬ 但同时存在海洋油气资源探明程度

低、 新增探明储量经济性差、 生产成本高、 技术创新力不足、 开发过度集中

于近海区域等问题ꎮ 中国船舶工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ꎮ ２０１９ 年ꎬ 中国

规模以上海洋船舶企业增加值为 １ １８２ 亿元ꎬ 中国造船手持订单量 ８ １６６ 万

吨ꎬ 完工量 ３ ６７２ 万吨ꎬ 新接订单量 ２ ９０７ 万吨ꎬ 居国际领先地位ꎬ 但仍以中

低端船舶建造为主ꎬ 高技术船舶建造水平和订单量都与国际最高水平有较大

差距ꎬ 在技术标准、 产业规则制定等方面缺乏发言权ꎮ 中国海洋工程装备制

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端ꎮ 欧美公司垄断着海洋工程装备设计、 工程总包及

２８

① 参见中国自然资源部: «２０１９ 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ꎬ 内部印刷ꎬ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１ ~ ４ 页ꎮ
本部分关于中国海洋产业的数据均来自此公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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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配套设备生产ꎬ 日本、 韩国和新加坡在总装建造领域居领先地位ꎮ 中国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订单量居世界前列ꎬ 但以中低端产品为主ꎬ 技术和管理水

平与国际最高水平差距明显ꎬ 且中低端装备已经产能过剩ꎮ 中国海运业处于

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ꎬ ２０１９ 年增加值为 ６ ４２７ 亿元ꎬ 海运总量规模ꎬ 液化散

货、 干散货和集装箱三大专业化船队规模均居世界前列ꎬ 有一批竞争力较强

的海运企业ꎮ 但 “五星红旗” 船队规模偏小ꎬ 运力结构、 专业化船队、 技术

水平有待提高ꎬ 海运产业链不完整ꎬ 对国际海运通道影响力小ꎮ 中国港口建

营处于全球价值链中端ꎬ 港口吞吐量居全球前列ꎬ 但海运服务贸易长期逆差ꎬ
船代、 货代、 供应等中低端服务业发展较快ꎬ 海洋金融、 保险、 海事仲裁、
海洋信息服务、 海事经纪等附加值较高的高端服务业处于起步阶段ꎮ 中国滨

海旅游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ꎮ 滨海旅游业规模大ꎬ 游客多ꎬ 但缺乏高端

海洋旅游产品ꎬ 国际游客偏少ꎬ 滨海地区环境污染和景观破坏严重ꎬ 海洋特

色文化尚未形成ꎮ
(二) 非洲蓝色经济发展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非洲 ５４ 个国家中有 ３８ 个是沿海或岛屿国家ꎬ 海岸线长超过 ４７ ０００ 公里ꎬ
管辖海洋区域总面积约 １ ３００ 万平方公里ꎬ 包括领海和约 ６５０ 万平方公里的大

陆架ꎮ 广阔的海洋为非洲发展蓝色经济提供了充裕的空间资源ꎮ 当前ꎬ 非洲

主要蓝色经济产业包括海洋渔业、 海运港口、 滨海旅游业和海洋油气业ꎬ 各

国普遍将港口建设作为发展重点和对外合作的关键领域ꎮ
非洲海洋渔业资源丰富ꎬ 海洋渔业是基础性蓝色产业ꎬ 但非洲海洋渔业

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末端ꎮ 渔业贸易是非洲沿海国家重要的收入来源ꎬ 鱼类

产品是非洲人重要的食物来源ꎮ 一些学者认为ꎬ 加蓬和加纳等鱼类供应量较

高的国家发生饥荒的概率较低ꎬ 而布隆迪、 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等鱼类

供应量极低的国家发生饥荒的概率则较高ꎮ① 非洲各次区域间的海洋渔业资源

地理分布差异明显ꎬ 西部、 中部和南部非洲渔业资源更丰富ꎮ ２０１８ 年ꎬ 非洲

渔业总产量约 １ ０００ 万吨ꎬ 增加值约 ２１０ 亿美元ꎬ 占非洲大陆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 ２６％ ꎬ 其中海洋个体渔业增加值为 ８１ 亿美元ꎬ 海洋工业渔业和内陆渔业增

加值分别为 ６８ 亿美元和 ６３ 亿美元ꎬ 海洋工业渔业占比较低ꎬ 显示出发展水

３８

① Ｅｓｓａｍ Ｙａｓｓｉｎ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ꎬ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Ｂｌｕｅ”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ｉｅｄ ｏｒｇ /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 ａｆｒｉｃａ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ｂｌｕｅꎬ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０８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平滞后的特点ꎮ ２０１８ 年ꎬ 非洲渔业部门雇佣人数约 １ ３００ 万ꎬ 包括 ７００ 万名

渔民和 ６００ 万名加工者ꎮ 非洲水产养殖业增长较快ꎬ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８ 年均增长

１０％以上ꎬ 但总规模仍然很小ꎬ 目前年增加值约 ２７ ７ 亿美元ꎮ①

海运港口业是非洲支柱性蓝色经济产业ꎬ 但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下端ꎮ
非洲有全球重要的海上商业通道经过ꎬ 包括好望角、 苏伊士运河等ꎮ 天然优

越的地理位置为它们发展海运业提供了可能ꎬ 非洲 ９０％以上的贸易通过海上

运输进行ꎬ 主要运输产品包括原油、 矿产品、 农产品和机械产品等ꎮ 非洲海

运业增长较快ꎬ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年ꎬ 集装箱港口运输量年均增长 ８％ ꎬ 高于全球

平均水平的 ５％ ꎻ 预计到 ２０６３ 年ꎬ 非洲地区的港口运输量将超过 ２０ 亿吨ꎮ②

非洲是世界最大的航运注册地之一ꎬ 其中利比里亚是仅次于巴拿马的世界第

二大船舶登记国ꎬ 在册船舶数量占全球商船总数的 １３％ ꎬ 并以优质可靠的海

事监管和船旗服务赢得全球美誉ꎮ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ꎬ 非盟委员会召开了主题为

“扩大非洲航运业全球份额ꎬ 积极加入国际海事组织” 的首届非洲船东峰会ꎬ
启动了非洲航运业十年发展路线图ꎮ 总体来看ꎬ 非洲海运港口规模仍较小ꎬ
基础设施、 技术和管理水平较低ꎮ ２０１８ 年ꎬ 非洲海运货物装载量和卸货量分

别仅占全球总量的 ７％和 ４ ７％ ꎮ③ ２０１９ 年ꎬ 非洲只有 ３ 个港口排在世界港口

前 １００ 位以内ꎮ 大部分港口只提供装卸、 仓储及初级工商服务ꎬ 高端服务业

基本处于空白ꎬ 港口设施老旧ꎬ 效率低下ꎬ 海运成本居高不下ꎬ 港口集疏运

体系不健全ꎬ 港城发展矛盾突出ꎮ 此外ꎬ 非洲港口运营还面临着较高的安全

风险ꎮ
海洋油气业也是非洲支柱性蓝色产业ꎬ 但主要扮演资源供给方角色ꎬ 在

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末端ꎮ 非洲油气资源丰富ꎬ ２０１８ 年ꎬ 该地区石油探明储量

１６６ 亿吨ꎬ 占全球的 ７ ２％ ꎻ 天然气探明储量 １４ ４ 万亿立方米ꎬ 占全球的

７ ３％ ④ꎮ 目前ꎬ 尼日利亚油气勘探活动主要集中在深海和超深海域ꎬ 尼日尔

河三角洲、 贝宁湾海域、 几内亚湾和博尼海湾等都有较大的原油储量ꎮ ２０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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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９０ 年代ꎬ 在安哥拉发现大型深海油气田ꎬ 目前安哥拉大部分石油产量来自

卡宾达沿岸的近海油田和下刚果盆地的深海油田ꎮ 加纳、 塞拉利昂、 加蓬、
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等中西非国家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正如火如荼ꎮ①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后期以来ꎬ 东非沿海的莫桑比克、 乌干达、 肯尼亚等国不断有新油

气发现ꎬ 成为世界海洋油气开发新热点ꎮ② 由于海洋油气开发成本高、 技术难

度大ꎬ 在非洲从事海洋油气勘探开发ꎬ 尤其是深海油气开发的主要是国际油

气巨头ꎬ 非洲作为资源供给方ꎬ 仅享有小比例利益分配ꎬ 因此在深海领域更

是主要扮演着旁观者角色ꎮ
滨海旅游业是非洲重要的蓝色产业ꎬ 是部分沿海国家和岛屿国家的支柱

产业ꎬ 如塞舌尔、 佛得角等ꎮ 总体看ꎬ 非洲滨海旅游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下

端ꎮ ２０１８ 年ꎬ 滨海旅游业增加值 ８００ 亿美元ꎬ 占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的 ３ ４％ ꎬ
提供就业岗位 ２ ４００ 万个ꎮ 目前ꎬ 非洲大部分沿海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程度较

低ꎬ 有明显的增长潜力ꎮ 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ꎬ 滨海旅游业增加值将突破 １ ０００ 亿

美元ꎬ 提供就业岗位 ２ ８００ 万个ꎮ③ 但非洲滨海旅游业的发展前景受政局稳

定、 恐怖主义袭击、 营商环境、 气候变化、 海洋酸化、 塑料污染等诸多因素

制约ꎬ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ꎮ
(三) 非洲国家蓝色经济的发展

南非、 塞舌尔和毛里求斯采取创新路径推动蓝色经济发展ꎬ 落实非盟提

出的蓝色经济发展规划ꎬ 是非洲国家中蓝色经济发展的先行者和引领者ꎬ 初

步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蓝色经济体系ꎮ 与上述三个国家相比ꎬ 其他非洲沿海

国家尚未形成蓝色经济体系ꎬ 多基于自身禀赋和需求发展优势产业ꎮ
南非具有发展蓝色经济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ꎬ 三面临海ꎬ 地处关键航运

要道ꎬ 海岸线长约 ３ ９００ 公里 (包括爱德华王子岛和马里恩岛)ꎬ 海洋专属经

济区约 １５０ 万平方公里ꎮ 该国海洋空间资源和自然资源丰富ꎬ 沿海石油和天

然气估计储量 ９０ 亿桶和 １１０ 亿桶当量ꎮ④ 早在 １９６８ 年ꎬ 南非即开始进行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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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勘探ꎬ 但至今海洋油气资源未得到充分开发ꎮ 西开普省 ８０ 座钻井平台中

每年仅有 ４ 座维持运营ꎮ① ２０１９ 年ꎬ 道达尔公司在南非海岸线 １７５ 公里外发现

深水油田ꎬ 估计储量 １０ 亿桶ꎮ 南非海洋渔业资源丰富ꎬ 有数十个鱼种和南极

洲海域磷虾具有商业捕捞价值ꎬ 但商业渔业对经济贡献很低ꎮ② 南非良港众

多ꎬ 理查德湾港是世界最大的煤炭港口之一ꎬ 德班港是非洲最大的集装箱港

口ꎬ 良好的基础设施使南非成为南部非洲航运物流中心ꎬ 该国 ９６％ 以上的进

出口通过海运完成ꎮ 尽管港口吞吐量较大ꎬ 但南非港口主要提供装卸等传统

服务ꎬ 现代海洋服务功能缺失ꎬ③ 收益并不高ꎮ 南非没有本国货运船队ꎬ 据南

非海事安全局 (ＳＡＭＳＡ) 数据ꎬ 目前仅有 ５ 艘船在南非登记注册ꎮ④ 尽管每

年有 １３ ０００ 多艘船只停靠南非ꎬ 但只有不足 ５％ 的船舶在南非维修ꎬ 南非修

船仅占全球市场份额的不足 １％ ꎮ⑤ 根据南非 “帕基萨行动”ꎬ 到 ２０３３ 年ꎬ 该

国蓝色经济产值将提高到 １ ７７０ 亿兰特 (约合 １０２ 亿美元)ꎬ 创造 ８０ 万至 １００
万个直接就业机会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ꎬ “帕基萨行动” 已从政府和私营部门

获得 ２８７ 亿兰特 (约合 ２０ 亿美元) 投资ꎬ 主要投向港口等海洋基础设施建

设、 以造船业为代表的海洋制造业、 水产养殖、 海洋石油和天然气勘探等领

域ꎬ 已创造直接和间接就业岗位约 ４３ ８ 万个ꎮ⑥

塞舌尔海岸线长 ４９１ 公里ꎬ 海洋专属经济区 １４０ 多万平方公里ꎮ 塞舌尔

是非洲唯一高收入经济体ꎬ 蓝色经济是国民经济主体ꎬ 滨海旅游业和海洋渔

业是支柱产业ꎮ 塞舌尔的专属经济区位于印度洋西南部金枪鱼产区中心ꎬ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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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鱼是该国重要的经济资源ꎬ ２０１７ 年捕鱼量达 １３ ６ 万吨ꎬ 渔产品出口占总出

口的 ９０％以上ꎮ① 但因基础设施缺乏ꎬ 技术能力低ꎬ 海洋渔业生产成本高ꎬ
产能有限ꎮ 塞舌尔滨海旅游资源极丰富ꎬ 已发展成为全球最著名的滨海旅游

胜地ꎬ ２０１８ 年游客人数达 ３６ ２ 万次ꎮ② 塞舌尔是蓝色经济创新发展先行者ꎮ
为保护海洋环境、 促进蓝色经济发展ꎬ 该国创造性地实施了 “债券换资源”
的融资模式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塞舌尔政府相关部门与大自然保护协会达成协议ꎬ 后

者购买塞舌尔 ２ １００ 万美元债务ꎬ 为塞舌尔重新融资ꎬ 塞舌尔将新募资金用于

实施覆盖近 １４０ 万平方公里的海洋空间计划ꎬ 以保护和管理海洋资源ꎬ 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完成了海洋空间计划第一阶段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塞舌尔相关部门又发行

了世界首只 １０ 年期主权蓝色债券ꎬ 总额为 １ ５００ 万美元ꎬ 票面利率 ６ ５％ ꎬ 债

券发行收益分配给塞舌尔开发银行和塞舌尔保护和气候适应信托基金ꎬ 由相

关部门向海洋保护项目提供贷款ꎬ 以支持海洋和渔业可持续发展ꎬ 渔业管理

是其中的重点ꎮ③

毛里求斯海岸线长 ２５０ 公里ꎬ 海洋专属经济区 ２３０ 万平方公里ꎬ 另有同

塞舌尔共管的世界首个大陆架扩展管理区ꎬ 海域面积达 ３９ ６ 万平方公里ꎮ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ꎬ 毛里求斯蓝色经济增速达 ２ ５％ ꎬ 蓝色经济增加值占国民生

产总值的 １１％ ꎬ 该国希望在 ２０２５ 年将该比例提高到 ２０％ ꎮ④ 据世界银行数

据ꎬ 毛里求斯蓝色经济增加值最高的部门是滨海旅游、 港口及海洋渔业ꎮ⑤ 滨

海旅游业是支柱产业ꎬ ２０１７ 年在国民生产总值、 投资和就业中分别占 ８％ 、
８％和 １０％ ꎬ 接待游客 １３４ 万人ꎬ 超过本国人口ꎮ 毛里求斯政府计划 ２０３０ 年

将旅游人数、 旅游收入分别提高到 ２００ 万人次和 １ ２００ 亿卢比 (约合 ３２ ９ 亿

美元)ꎬ 直接创造 ３ ６ 万个就业岗位ꎮ 该国 «旅游战略规划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１»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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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将毛里求斯打造成为 “领先和可持续的岛国目的地” 的愿景ꎮ① 毛里求

斯渔业资源丰富ꎬ 金枪鱼为主要经济鱼种ꎬ 渔产品加工和出口是吸引外资的

重点产业ꎬ 现已发展成为西印度洋渔业和海产品中心ꎬ 该国还允许外国渔船

在本国海域捕捞作业ꎮ ２０１７ 年ꎬ 毛里求斯渔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１ ６％ ꎬ 渔产品出口额为 ４ ３４ 亿美元ꎬ 约占总出口额的 １９ ３％ ꎮ② ２０１９ 年ꎬ
该国渔产品出口额 ３ ８７ 亿美元③ꎬ 渔业就业人数近 ３ 万人ꎬ 但仅有 １００ 多人

从事水产养殖ꎬ 水产养殖技术落后ꎬ 产量很低ꎮ④ 路易港是该国唯一国际商

港ꎬ 拥有印度洋区域最大的集装箱转运设备ꎬ 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除开普

敦外唯一能停泊第四代和第五代集装箱货轮的港口ꎮ
佛得角、 尼日利亚、 肯尼亚等国是根据自身条件发展特定海洋产业的代

表ꎮ 滨海旅游业是佛得角支柱产业ꎬ ２０１７ 年实现增加值 ７ ８ 亿美元ꎬ 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 ４４ ９％ ꎬ 提供 ９ ３５ 万个就业岗位ꎬ 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

３９ ３％ ꎮ⑤ 佛得角渔业资源丰富ꎬ 它是佛得角人的食物和收入重要来源ꎮ ２０１８
年ꎬ 该国海洋渔业总捕捞量 ２ ６６ 万吨ꎬ 其中金枪鱼占比 ７６％ ꎬ 渔业出口占总

出口额的 ８０％以上ꎮ⑥ 但海洋捕捞以人工捕捞为主ꎬ 工业捕捞作业者主要是

欧盟国家渔船ꎮ 当前ꎬ 佛得角正在积极推动圣文森特海洋经济特区建设ꎬ 具

有相当的发展潜力ꎮ 尼日利亚蓝色经济以海洋资源勘探开发、 海运港口、 修

造船为主ꎮ 该国有 ８ 个主要海港ꎬ 航运量占西非地区总运量的 ６５％ ꎬ 但目前

的港口基础设施已不能满足货运增长的需求ꎬ 该国由此正积极吸引外资进入

海运港口业ꎮ 尼日利亚修造船业是非洲修造船业的缩影ꎬ 处于起步阶段ꎬ 发

展滞后ꎬ 正在运营的修造船厂仅有 ４ 家ꎬ 规模小ꎬ 业务面窄ꎬ 只能从事简单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ꎬ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ꎬ “Ｔｈｒｅｅ Ｙｅａ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ａｂｒｉ － ｓｂｏ ｏｒｇ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ｂｉａ /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 ２０１８ ＿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 ＿ ＭｉｎＦｉｎ ＿ ＣＯＭＥＳＡＳＡＤＣ＿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０８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ꎬ “ＳＤＧ １４ － Ｌｉｆｅ Ｂｅｌｏｗ Ｗａｔｅｒ”ꎬ ｈｔｔｐ: /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ｇｏｖｍｕ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２０１９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 ｖｎｒ / ＳＤＧ％２０１４％２０ － ％２０Ｌｉｆｅ％２０Ｂｅｌｏｗ％２０Ｗａｔｅｒ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０８

参见 «毛里求斯 ２０１９ 年经济发展环境及经济发展数据»ꎬ 载中国驻毛里求斯共和国大使馆经

商参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ｍｕ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ｄｙ / ２０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０６０２９７４６５７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０８ꎮ
ＦＡＯꎬ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ａｎｄ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ｉｓｈｅｒｙ / ｆａｃｐ / ＭＵＳ / ｅｎ＃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ｅｃｔｏｒ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ꎬ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０８
ＷＴＴＣꎬ “Ｔｒａｖｅｌ ＆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 ２０１８ Ｃａｐｅ Ｖｅｒｄ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ａｌｔｙ

ｃｏｍ ｂｒ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 ｆｉｌｅｓ / ２２ｂ８１５３８８３７５ｂｂｃ１８１３６ａ６ｆ０ａ９０６１ｃ６７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０ － １０ － ０３
ＦＡＯꎬ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ａｎｄ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Ｃａｂｏ Ｖｅｒｄｅ”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ｉｓｈｅｒｙ / ｆａｃｐ /

ＣＰＶ / ｅｎꎬ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０８



蓝色经济赋能中非 “海上丝路” 高质量发展: 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的维护保养业务ꎬ 不具备大中型船舶设计制造能力ꎬ 修造船相关产业链更无

从谈起ꎮ 肯尼亚蓝色经济以滨海旅游业和海洋渔业为主ꎬ 全国 ７０％ 以上的家

庭生计直接或间接依靠渔业和旅游业ꎮ 肯尼亚政府利用丰富的红树林资源发

展的蓝碳项目颇具特色ꎬ 加兹湾南部的红树林蓝碳项目的碳信用当量每年可

为当地社区创收 １ ２ 万美元ꎮ①

非盟和非洲国家发展蓝色经济意愿强烈ꎬ 但由于基础薄弱ꎬ 缺乏足够的

自我发展能力ꎬ 亟需外部合作ꎮ 美国、 日本、 欧盟等非洲传统的海洋领域合

作伙伴更偏向地缘政治安全合作ꎬ 强调排他性合作ꎬ 对非洲国家亟需从外部

获取资金和技术发展蓝色经济、 保护海洋资源的需求和意愿的匹配度不足ꎮ
同时ꎬ 美、 日、 欧都处于全球海洋价值链高端ꎬ 非洲处于末端ꎬ 双方的产业

方向、 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差距过大ꎬ 匹配度不高ꎮ 而中国海洋产业的总量、
技术和管理水平均处于全球价值链中端ꎬ 非洲需要来自中国的资金、 技术和

管理经验的溢出ꎬ 中国则亟需非洲的市场和投资空间ꎮ 中非双方的强烈意愿

和较强的供需匹配度为加强蓝色经济合作提供了可能ꎮ

三　 意愿与行动: 中非蓝色经济合作现状

中非在海洋领域的合作由来已久ꎮ 近年来ꎬ 受益于双方对海洋领域的高

度重视ꎬ 蓝色经济逐渐成为合作新亮点ꎮ 随着 ２０１３ 年底 “一带一路” 倡议的

提出ꎬ 中非开始了共建 “海上丝路” 的征程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政府发布的 «中
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明确指出ꎬ 中国将拓展与非洲在蓝色经济领域的合作ꎬ
支持非洲主要海洋产业能力建设ꎬ 帮助非洲国家因地制宜开展海洋经济开发ꎬ
促使其成为中非合作新的增长点ꎮ 同年ꎬ 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发布的 «中非

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提出ꎬ 除支持蓝色经济合作

外ꎬ 还鼓励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建立海洋经济领域的部长级论坛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发布的 « “一带一路” 建设海上合作设想» 首次提出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海上合作的中国方案ꎬ 与他国共建三条蓝色经济通道ꎬ 包括

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蓝色经济通道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在第七届中非合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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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发布的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中ꎬ 提出了中

非蓝色经济合作的若干重点领域和实施措施ꎮ 上述文件成为中非共建 “海上

丝路” 的总体框架和要求ꎮ
中国通过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形式进一步加强与非洲国家的蓝色经济合作ꎮ

２０１３ 年ꎬ 中国与南非签署了中非首个政府间海洋领域合作文件 «海洋与海岸

带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习近平主席访问南非期间ꎬ 双方就

推动蓝色经济等重点领域合作达成一致ꎬ 两国企业签署了 ２６ 项包括蓝色经济

在内的合作协议ꎬ 总金额达 ９４０ 亿兰特 (１ 美元合 １２ ７６ 兰特)ꎮ①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与塞舌尔签署了 «关于面向蓝色伙伴关系的海洋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ꎬ
成为中非建立蓝色经济伙伴关系的范本ꎮ

近年来ꎬ 中非双方已在港口、 海洋渔业、 海洋科技等方面开展了诸多卓

有成效的务实合作ꎬ 为未来继续深化合作奠定了基础ꎮ 海运港口合作是中非

蓝色经济合作中规模最大的领域ꎮ 随着中非贸易的飞跃发展ꎬ 中非海运规模

越来越大ꎬ 非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海运贸易地区之一ꎮ 中非航线主要为班轮

集装箱与干散货运输、 能源运输、 矿石运输ꎬ 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开辟了包括西非 /南非 /东非航线的中非航线ꎮ②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依托于中

国 “走出去” 战略和 “一带一路” 倡议ꎬ 中非间开展了包括投资、 合资、 收

购和工程承包等多种形式的港口合作ꎮ 据统计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 １７２
个港口中ꎬ 含有中国投资的占 １７％ ꎮ③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９ 年ꎬ 中国参与的合同额大

于 １ 亿美元的非洲港口合作经营项目 ２２ 个ꎬ 主要集中于西北非和北非地区ꎮ④

中非港口合作方式由最初的工程承包向合资、 收购、 投建营一体化方向拓展ꎮ
仿照国内港城联动模式ꎬ 中资企业在非洲港口附近建设境外工业园区或自贸

区ꎬ 实现非洲港口和大陆腹地联动式发展ꎬ 正在成为重要的创新合作模式ꎬ
如坦桑尼亚巴加莫约港和经济特区、 吉布提多哈雷多功能港和自由贸易区等

０９

①
②

③

④

刘水明、 蒋安全、 李志伟等: «中非合作迎来历史性飞跃»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ꎮ
郭秀娟、 申勇锋: «非洲港口发展格局及趋势分析»ꎬ 载 «水运工程»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 第 １２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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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代表性案例ꎮ
非洲是中国最早开展远洋渔业合作的地区ꎮ 早在 １９８４ 年ꎬ 中国就与几内

亚比绍签署了 “政府渔业合作协定”ꎬ 拉开了中非渔业合作的序幕ꎮ 之后ꎬ 中

国又与毛里塔尼亚、 几内亚等国签署了政府间渔业合作协定ꎮ 至今ꎬ 中国已

与近 ２０ 个非洲国家开展了渔业合作ꎬ 参与合作的中方渔船 ５００ 多艘ꎬ 年产量

约 ３０ 万吨ꎮ① 西部非洲是中国最重要的远洋渔业合作区之一ꎬ 中资企业与西

非国家企业开展了多项渔业合作ꎮ② 欧盟是最主要的非洲渔业作业者ꎬ 但欧盟

企业较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ꎮ 中资渔业企业除进行海洋捕捞外ꎬ 还在当地投

资冷库、 码头、 加工厂等ꎬ 逐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渔业产业链ꎬ 对当地就

业、 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ꎮ 为继续推进渔业合作ꎬ ２０１２ 年中非渔业

联盟成立ꎬ 旨在帮助中企获取更多的非洲渔业资源信息ꎬ 以及中非合作利用

和开发渔业资源ꎮ 近年来ꎬ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国渔船在非洲的经营合规性

监督ꎬ 对在非洲从事非法、 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活动的渔船ꎬ 采取取消补贴、
吊销所属公司远洋捕捞许可证、 公司负责人被列入黑名单等严厉措施ꎮ

海洋科技合作是中非海洋领域合作的重要内容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中国—尼日利

亚西部大陆边缘地球科学联合调查成行ꎮ ２０１３ 年ꎬ 首届中非海洋科技论坛在

中国举办ꎬ 双方拟在海洋观测、 预报、 防灾减灾、 海洋科学调查与研究、 蓝

色经济和能力建设等领域加强合作ꎻ 此后ꎬ 又分别于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两次

召开中非海洋科技论坛ꎬ 形成了机制化海洋科技交流与合作平台ꎮ ２０１３ 年ꎬ
中国与南非签署了 «海洋与海岸带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ꎬ 提出加强海洋与海

岸带综合管理、 海洋观测与预测等工作ꎬ 并于 ２０１４ 年召开了首届中国—南非

海洋科技研讨会ꎮ ２０１３ 年ꎬ 中国与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签署海洋领域合作谅

解备忘录ꎬ ２０１５ 年双方成立了中非间首个联合海洋研究中心ꎮ ２０１６ 年ꎬ 首届

中国—莫桑比克海洋科学论坛召开ꎮ 同年ꎬ 中国—莫桑比克和中国—塞舌尔

大陆边缘海洋地球科学联合调查成功实施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与塞舌尔正式建立

蓝色伙伴关系ꎬ 以强化海洋科学研究、 海洋经济、 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合作ꎮ

１９

①

②

刘立明: «中非渔业合作三十载 　 互利互赢成果显著»ꎬ 载 «中国水产»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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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联合制定海洋领域规划是中非蓝色经济合作的新形式ꎬ 最具代表性

的合作项目是 ２０１７ 年中国与佛得角合作编制 «佛得角圣文森特岛海洋经济特

区规划»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 在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

期间ꎬ 中、 佛两国总理就海洋经济发展问题达成多项共识ꎬ 双方联合编制

«佛得角圣文森特岛海洋经济特区规划» 即是其中一项ꎮ 圣文森特岛历史上是

佛得角贸易平台、 物流基地ꎬ 以发展蓝色经济为特色ꎬ 建设圣文森特岛海洋

经济特区将形成以圣文森特岛为中心的港口、 渔业后勤服务、 物流、 修船、
运输、 燃料补给等产业集聚ꎬ 有利于该国改善就业、 增加税收与促进出口ꎮ
中、 佛组成联合工作组ꎬ 用时一年完成了规划的编制ꎬ 确定发展海洋渔业、
修船、 海水淡化等重点产业ꎬ 经济特区的管理模式ꎬ 以及重大项目构成和投

融资设想等内容ꎮ 目前ꎬ 该规划已逐步进入实施阶段ꎮ
中非海洋矿产开发领域合作相对较少ꎬ 主要合作方式是联合勘探与开发ꎮ

２００７ 年ꎬ 中石油收购了赤道几内亚 “Ｍ 区块” ７０％ 的权益ꎬ 是中石油首个海

外深海勘探项目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间ꎬ 中石化收购或增持了安哥拉 ５ 个海上区

块的权益ꎮ ２０１１ 年ꎬ 中国获得马达加斯加海域海底金属矿区勘探权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中石化收购了尼日利亚某深海油田区块 ２０％股份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中石化在尼

日利亚开展首个自升式浅海钻井平台服务项目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中石化尼日利亚项

目井试油作业顺利开展ꎬ 在非洲海上高端石油工程市场取得突破ꎮ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ꎬ 中海油尼日利亚项目正式投产ꎮ

推进中非蓝色经济合作高质量发展ꎬ 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ꎬ 以下三个

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 一是中非蓝色经济合作起步晚ꎬ 合作规模小ꎬ 合作层

次低ꎻ 产业领域合作仍然主要集中于传统的海运、 港口和海洋渔业ꎬ 而在海

洋工程、 船舶制造、 其他海洋装备制造等高技术、 高附加值产业方面鲜有合

作ꎻ 由于非洲海洋产业规模小、 层次低ꎬ 双方在为海洋产业提供配套服务的

海洋金融、 海洋信息、 海事法律、 海事教育等现代海洋服务业方面ꎬ 尚未展

现明显的合作空间ꎮ 二是中非之间尚缺乏有效的蓝色经济合作机制ꎮ 在双边

层面ꎬ 中国仅与塞舌尔、 南非、 肯尼亚和佛得角等少数几个国家签署了层次

不一的蓝色经济相关合作协议ꎬ 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尚未形成机制化合作ꎮ
在多边层面ꎬ 虽然蓝色经济合作是历届中非合作论坛重要内容ꎬ 但至今尚未

形成中非合作论坛下的中非蓝色经济合作机制ꎮ 三是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非洲

国家展现了强烈的开展海洋产业、 海洋生态保护与治理、 海洋科技、 海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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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等领域的国际合作需求与意愿ꎬ 但各类中资机构对非洲国家的相关合作需

求关注不够、 挖掘不足ꎬ 导致双方合作范围狭窄ꎬ 规模有限ꎬ 未能充分发挥

中方在海洋产业、 海洋生态保护、 海洋科技、 海洋教育、 海洋综合管理等方

面的比较优势ꎮ

四　 内容与愿景: 中非开展蓝色经济合作及共建

高质量 “海上丝路” 的考量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８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指出ꎬ
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ꎮ «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指

出ꎬ “要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ꎮ 这表明ꎬ 在某

种程度上ꎬ 外部宏观环境的长期性变化已成为中国未来发展和国际合作的给

定约束条件ꎮ 非洲国家同样如此ꎮ
中非双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开展国际合作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的快速全球化正在发生显著变化: 各主要地缘经济板块内部区域一

体化及板块之间的保守互动将成为全球化新形式ꎮ 全球经济增长在中长期放

缓ꎻ 以大规模中间品贸易为代表的全球贸易格局将部分回归区域内贸易ꎻ 供

应链的安全与效率将成为跨国公司在成本收益框架外的重要考量因素ꎬ 全球

价值链将发生结构性变化ꎻ 为确保经济安全ꎬ 各经济体均将进出口均衡作为

发展目标ꎬ 形成全球供需新模式ꎻ 各国间多边合作意愿下降ꎬ 国际事务协调

难度加大ꎬ 全球治理格局愈加复杂ꎮ 中国与非洲的国际合作战略必须适应上

述变化ꎮ 从宏观方向看ꎬ 中非双方都将谋求以内部需求侧因素影响国际互动ꎬ
谋求进出口平衡ꎬ 谋求引进和配置国际要素促成本国竞争力升级ꎬ “走出去”
和 “引进来” 的评判核心都将为是否有助于形成自主可控的价值链体系ꎮ 鉴

此ꎬ 中非开展蓝色经济合作、 共建高质量 “海上丝路” 需要明确以下几点ꎮ
(一) 明确合作总体目标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７０ 周年活动上首次

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ꎬ 为全球海洋治理指明了路径和方向ꎮ
非洲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中国已

在非洲建立了开放、 自信、 和平的海洋大国形象ꎬ 非洲国家愿与中国一道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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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海洋和平安宁ꎬ 促进海洋发展繁荣ꎮ 因此ꎬ 中非蓝色经济合作应将构建海

洋命运共同体作为最终目标ꎬ 以共建 “海上丝路” 为手段ꎬ 推动蓝色产业合

作ꎬ 带动蓝色经济发展ꎮ
(二) 明确合作新特点带来的新要求

基于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ꎬ 以及中非合作面临的合作规模和效益瓶颈、
非洲债务风险、 中国在非洲项目的可持续性、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现实问题ꎬ
中非合作将展现出若干新特点ꎬ 包括: 中非双方将致力于逐步改善当前不均

衡的贸易格局ꎬ 实施更广泛的贸易便利化措施ꎬ 提高贸易层次ꎻ 中国对非洲

直接投资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ꎬ 将从更注重规模化、 广范围、 宽领域、 大影

响ꎬ 转向更聚焦于双方互补性较强的领域和民生领域ꎻ 安全效率框架将成为

中国对非洲投资的重要评价框架ꎬ 中国对非洲投资的预算硬约束将越来越强ꎬ
项目的可行性和安全审查越来越严格ꎻ 东道国的债务可持续性和项目的长期

经济可持续性将成为中方对在非洲项目金融支持力度的核心考量ꎻ 中非科技、
人文、 教育、 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合作将愈加受到重视ꎮ 这些新特点将清晰地

体现在包括蓝色经济在内的中非合作当中ꎬ 对中非蓝色经济合作提出了重视

贸易均衡、 投资安全、 经济和债务可持续、 金融稳定等一系列新要求ꎮ
(三) 明确合作的重点内容

中非蓝色经济合作内容应以近年来中方发布的相关官方文件中的既定内

容为指针ꎬ 但合作重点和合作次序需顺应时局ꎬ 灵活调整ꎮ 具体而言ꎬ 优先

开展与国内外宏观环境和双方迫切需求相匹配的领域和内容ꎬ 其他领域和内

容则在重要性和顺序上顺延ꎬ 以期与中非双方整体国际合作节奏相配合ꎮ 鉴

于当前应对疫情冲击和全球化退潮导致的保护主义为中非国际合作当务之急ꎬ
中非蓝色经济合作中投入大、 周期长、 舆论影响大的项目在短期内不宜大干

快上ꎬ 宜列为长期项目ꎬ 如海洋资源开发、 新港口项目、 修造船、 海洋能源

等ꎻ 相对软性、 小投入和巧投入的项目更适合在短期内启动ꎬ 如建立中非海

洋领域合作机制、 海洋科技教育合作以及优化原有产业合作项目等ꎮ
基于此ꎬ 以下内容可作为中短期内中非开展蓝色经济合作、 共建 “海上

丝路” 的重点工作ꎮ 第一ꎬ 完善中非蓝色经济合作机制ꎮ 其一ꎬ 中国与更多

非洲国家构建蓝色伙伴关系ꎮ 建立蓝色伙伴关系不仅有助于巩固中非关系ꎬ
也有助于提升中非在全球海洋事务和蓝色经济合作中的话语权ꎮ 在非洲国家

中ꎬ 目前仅有塞舌尔与中国建立了蓝色伙伴关系ꎬ 尚存很大合作空间ꎮ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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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蓝色经济发展的国家ꎬ 南非、 毛里求斯、 吉布提、 肯尼亚都可成为合作

对象ꎮ 其二ꎬ 尽快推动中非合作论坛下的中非海洋部长级论坛召开ꎬ 论坛宗

旨可定为推动中非蓝色经济增长、 促进各国蓝色经济相互依存、 加强开放的

多边蓝色经济合作体制机制ꎬ 以及推动共建 “海上丝路”ꎬ 愿景是近期将其打

造成中非蓝色经济交流与合作平台ꎬ 远期发展成具有一定约束力的海洋治理

机制ꎮ 其三ꎬ 加强与非洲国家的 “政策相通”ꎬ 与非洲国家联合开展海洋领域

相关规划的编制工作是实现 “政策相通” 的最佳方式ꎬ 可以发挥中国海洋综

合管理工作的比较优势ꎬ 推广中国的海洋理念、 蓝色经济概念和技术标准ꎮ
中国企业也可以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开拓新的合作空间ꎮ

第二ꎬ 优化海洋产业领域合作ꎮ 其一ꎬ 优化中国在非洲合作的港口布局ꎬ
与非洲国家联合开展港口信息化建设ꎬ 在有条件的港口合作建设新一代 “智
慧港口”ꎮ 中方强化对具有发展潜力的现有重点港口的投资运营ꎬ 尤其注重发

挥有中国参与投资或运营的集疏运体系的港口ꎬ 可视情况参与港口集疏运体

系建设ꎮ 由于港口合作投入较大ꎬ 中方须对东道国的财政与主权债务状况、
项目的盈利能力做科学评估ꎬ 确保项目具有可持续性ꎮ 此外ꎬ 中方还应对接

非洲区域组织和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规划ꎬ 寻找港口领域新的合作空间ꎮ
其二ꎬ 继续深化中非渔业合作ꎬ 需援助与投资并重ꎮ 鉴于非洲国家大多实施

保守性渔业政策ꎬ 采取强硬渔业执法措施ꎬ 中企投资非洲海洋渔业需谨慎ꎬ
投资方向应主要选取非方亟需外部投入的海洋水产养殖业ꎬ 利用中国适用性

海洋养殖技术、 渔产品加工能力ꎬ 获利的同时帮助非洲建立海洋渔业产业链ꎮ
其三ꎬ 支持中资大型涉海企业与有条件的非洲国家共建境外海洋产业园ꎬ 以

优势蓝色产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ꎮ 从战略性和现实性考虑ꎬ 首批非洲海洋产

业园合作对象可在中非产能合作重点国家中选择ꎬ 这些国家与中国政治关系

稳固ꎬ 具有经贸合作基础ꎬ 经济体量相对较大ꎬ 经济发展前景较好ꎬ 包括南

非、 肯尼亚、 坦桑尼亚、 刚果 (布)、 埃及、 安哥拉、 莫桑比克等国ꎮ
第三ꎬ 强化海洋科技教育领域合作ꎮ 海洋科技合作应成为中非蓝色经济

合作重点领域ꎮ 在有条件的国家联合建立中非海洋科学与蓝色经济合作中心ꎬ
作为中非海洋科技合作实践主体ꎬ 鼓励国内海洋类高校和科研机构成为联合中

心实施主体ꎮ 中方应继续依托现有机制和渠道帮助非洲培养海洋领域人才ꎬ 包

括继续在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框架下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ꎬ 帮助非洲培养海

运人才ꎻ 适度加大中国政府海洋奖学金对非洲学生支持力度ꎬ 扩大来华学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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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专业留学生数量ꎻ 在中国政府实施的援外培训项目中ꎬ 扩大海洋专业领域培

训班次和人数ꎻ 在有需求和有条件的鲁班工坊培训海洋产业适用性人才ꎬ 等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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