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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韩国对非洲外交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冷战时期韩国对非洲

政策以政治关系为主ꎬ 经济合作为辅ꎮ 冷战结束后ꎬ 韩国对非洲政策的范式

转换加快ꎬ 从政治功利主义转向经济实用主义ꎬ 以多样化的外交方式推动韩

非关系走向全面化和立体化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从卢武铉时期开始ꎬ 韩非新型合

作伙伴关系在政治、 经济、 地区治理等领域迅速展开ꎮ 国内利益考量、 非洲

国际地位变化、 大国战略博弈是影响韩国对非洲政策的重要因素ꎮ 目前ꎬ 韩

国已是非洲国家的重要合作伙伴ꎬ 致力于不断完善对非洲政策体系ꎬ 拓宽对

非洲合作领域ꎬ 韩国资本和技术正加快挺进非洲市场ꎮ 不过ꎬ 韩非构建全面

合作伙伴关系任重而道远ꎬ 相应条件尚不成熟ꎮ
关 键 词　 韩非关系　 政治功利主义　 经济实用主义　 韩国开发模式　

多元对话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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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地区因其资源和市场开发潜力不仅为西方大国和新兴国家所关注ꎬ
也为韩国这样的中等国家所重视ꎮ 伴随韩国 “中等强国” 战略的出台及实施ꎬ
韩国在对非洲强化经济外交、 扩大对外贸易、 获取能源资源等方面的成效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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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瞩目ꎬ 东亚国家在非洲的竞争态势有所加剧ꎮ 目前ꎬ 中、 日、 韩均为非洲

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国ꎬ 韩国作为全球贸易强国和能源进口大国高度重视

新兴市场开发ꎮ 在此背景下ꎬ 韩国致力于把韩非伙伴关系发展持续稳定地引

入 “快车道”ꎬ 并不断推动对非洲政策范式转换ꎬ 以寻求实现这一战略目标ꎮ
国内学术界对韩非关系的研究虽有涉及ꎬ 但总体薄弱ꎮ 既有的研究成果

表明ꎬ 国内学术界对韩国外交的探讨除长期关注于朝鲜半岛热点问题、 韩国

与大国关系发展外ꎬ 对韩国的地区外交、 能源外交、 援助外交、 经济外交等

方面的关注度相对不足ꎮ① 与国内学术界的韩非关系研究相比ꎬ 韩国学术界对

韩非关系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 研究跨度也比较大ꎮ② 从整体看ꎬ 韩国学术界

对韩非关系研究依然不够深入ꎬ 这反映出韩国社会对非洲外交的重视程度总

体不足ꎬ 这也与韩非实质性经济合作关系的历史不长、 韩国对非洲缺少明确

的外交战略有关ꎮ 但近年来ꎬ 以能源开发和合作为主导的对非经济合作ꎬ 促

使韩国政府和企业不断加快进军非洲地区的步伐ꎬ 对非洲战略意识持续增强ꎮ
简而言之ꎬ 韩国学术界对韩非关系研究呈现四方面特点: 其一ꎬ 对冷战结束

后的韩非关系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ꎻ 其二ꎬ 对韩非关系的关注集中于经

济领域ꎬ 对其他领域的关注度不足ꎬ 凸显韩国对非洲外交的实用主义倾向ꎻ
其三ꎬ 韩非关系研究缺乏方法论基础和范式分析的深度ꎻ 其四ꎬ 韩国依然缺

乏系统性的对非洲战略ꎬ 表明韩国外交力量同中、 美、 日等国家相比仍然具

有其局限性ꎮ
２０２１ 年恰逢冷战结束 ３０ 年ꎮ 基于此ꎬ 本文以 “范式转换” 归纳韩国对

非洲外交政策的核心特征ꎬ 揭示韩非关系发展的特质ꎮ 所谓 “范式”ꎬ 是美国

学者托马斯库恩提出的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模型或模式ꎮ 作为一种公认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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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１９８８ 年第 １２ 期ꎻ [韩国] 李浩英: «韩国对非洲外交的动向及应对方案» (韩文)ꎬ 载 [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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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ꎬ 韩国对非洲政策理念和韩非关系的发展实践体现出明显的范式转化

特点ꎬ 即韩国的对非洲外交政策摆脱冷战时期具有支配性的鲜明意识形态特

点ꎬ 从拓展地缘政治空间转变为谋求务实的经济利益ꎬ 且采取了多元策略ꎬ
以扩大经济合作为基轴来深化韩非伙伴关系ꎮ 而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伴随着韩

国巩固发达国家身份的利益驱动以及非洲大陆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变化ꎬ 韩

国对非洲政策中的经济取向愈加明显ꎮ

一　 变动世界中韩国对非洲政策的调整

在国际关系中ꎬ 一个国家不仅追求政治利益、 经济利益、 安全利益和文

化利益ꎬ 也追求外交利益ꎬ 即在国际社会的威望和尊严ꎮ 冷战期间ꎬ 韩国外

交的显著特点是 “搭便车”①ꎬ 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依赖让韩国成为几近默默

无闻的国家ꎮ 冷战结束后ꎬ 伴随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和经济全球化的勃兴ꎬ
韩国外交开始摆脱意识形态分野的束缚ꎬ 呈现更多的实用主义色彩ꎮ 为追求

和实现在能源、 原材料等资源领域的稳定供给及出口市场的多元化目标ꎬ 韩

国努力扩大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联系与合作ꎮ② 从地理位置看ꎬ 非洲大陆与

韩国相距遥远ꎬ 但是ꎬ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世界各国的利益联结更趋紧

密ꎮ 以下因素促使韩国对非洲政策范式出现调整与变化ꎮ
(一) 突出 “实利外交” 政策理念

冷战结束后ꎬ 韩国对外政策理念出现 “去政治化” 和追求经济利益的所

谓 “实利外交” 转向ꎮ③ 作为全球第十大贸易国家ꎬ 韩国对非洲经济外交的

不竭动力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石油、 矿产等原材料供给的现实需要ꎬ 二是对

未来巨大出口市场的良好预期ꎮ④ 在此背景下ꎬ 韩非关系发展重点随之转向经

济合作领域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实现能源资源等原材料供给多元化ꎬ 摆脱对中东地区油

气资源的过度依赖ꎬ 确保能源供给安全和实现国家稳定发展ꎬ 成为韩国历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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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当务之急ꎮ 早在 ２００５ 年ꎬ 韩国就已是世界第四大原油进口国和第七大

石油消费国ꎬ 其原油进口额高达 ８７５ 亿美元ꎬ 占当年韩国进口总额的 ３３ ５％ ꎮ
其中ꎬ 原油进口额占韩国全部能源进口额的 ６３ ７％ ꎬ 该国 ８０％以上的原油进

口来自中东国家ꎮ① 可见ꎬ 韩国的能源结构和能源供给安全性极为脆弱ꎮ 由

此ꎬ 韩国把目光投向能源资源储量十分丰富的非洲地区ꎬ 并期待通过强化韩

非能源合作ꎬ 以改善其能源供给窘况ꎮ 从这个意义说ꎬ 韩国有着针对性加强

对非特定领域合作的强烈意愿ꎮ
韩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 美、 日等国家的庞大市场

支撑ꎮ 近年来ꎬ 中国深入推进 “供给侧” 改革ꎬ 加之 “萨德” 事件对中韩关

系的冲击效应ꎬ 美国经济发展放缓和特朗普政府的 “反全球化” “贸易霸凌”
“美国优先” 等偏执举动ꎬ 以及韩日因历史问题纷争加剧而引发日方对韩方的

报复升级举措ꎬ 使韩国深刻意识到对上述传统市场的过度依赖存在极大的不

确定性和高风险性ꎮ 韩国的资本、 技术、 商品和服务等亟需寻找新的市场资

源ꎬ 而被视为潜在的巨大消费市场的非洲地区则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对象ꎮ
(二) 重视韩非经济合作机遇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非洲地区在第一个十年保持了年均约 ５％ 的经济增长

率ꎬ 其经济增速超过世界约 ３％的平均值ꎮ 该地区拥有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ꎬ
其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居世界第三位和第四位ꎮ 此外ꎬ 非洲地区是一个飞

速发展和成长的巨大消费市场ꎮ 据统计ꎬ 非洲地区每年人口增长率达 ３％ ꎬ 其

中 １５ 岁以下人口比率近一半ꎮ② 加之ꎬ 近年来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迅猛发展ꎬ
这些都给韩国带来巨大的合作机遇ꎬ 促使韩国加快步伐挺进非洲市场尤其是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ꎮ
从宏观政策环境看ꎬ 尽管非洲国家已实现民族独立ꎬ 但是ꎬ 域内部分国

家仍处于局部动荡的尴尬局面ꎬ 加之国际社会对非洲部分国家采取经济制裁

等严厉措施ꎬ 这成为制约该地区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的障碍ꎮ 不过ꎬ 为实现

政局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ꎬ 南非、 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以及非洲

联盟、 非洲开发银行等地区性国际机构ꎬ 纷纷制定和提出各种改革计划与构

想愿景ꎮ 例如ꎬ 非洲联盟提出七大愿景ꎬ 内容包括: 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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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基础上打造繁荣的非洲ꎻ 在泛非洲和非洲复兴愿景基础上打造政治团结

的一体化非洲大陆ꎻ 建设公平、 民主、 尊重人权、 正义和法治的非洲ꎻ 实现

非洲的和平安全ꎻ 让非洲拥有强大文化认同、 共同传承、 共享价值观和道德

观ꎻ 以人为本追求发展ꎬ 充分发挥非洲人特别是女性和青年的潜力ꎬ 关爱儿

童成长ꎻ 让非洲成为国际社会中强大、 团结而富有影响力的行为体和合作伙

伴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非洲联盟通过有关非洲未来长远发展的新规划——— «２０６３
年议程»ꎮ 在该议程的第一个十年实施计划中ꎬ 明确提出了非洲发展的重点领

域和所期待的成果目标ꎮ 非洲开发银行行长阿金吾米阿迪希纳 (Ａｋｉｎｗｕｍｉ
Ａｄｅｓｉｎａ) 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上任后ꎬ 提出了重点关注的 ５ 个优先领域: 照亮

非洲、 养活非洲、 整合非洲、 工业化非洲以及提高非洲人民生活质量ꎮ①

有鉴于此ꎬ 近年来韩国通过加强双边政策对话和高层互访等机制化方

式ꎬ 不断推动其对非洲政策的实施ꎬ 旨在构建韩非新型合作伙伴关系ꎬ 使

韩国企业能抓住非洲经济发展所带来潜在的机遇ꎮ 韩国针对性提出与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相对接的合作项目构想ꎬ 主要涉及建设连接非洲所有国家

首都和主要商业中心城市的一体化高铁网络、 建设非洲电子大学、 建设非

洲大陆自贸区、 建设刚果 (金) 大因加 (Ｇｒａｎｄ Ｉｎｇａ) 水力发电项目、 建设

泛非电子网络五大领域ꎮ 此外ꎬ 产业多元化政策、 外国人投资扩大和 «非
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 的签署ꎬ 也为韩国加速挺进非洲地区提供了不少

机会ꎮ 从产业环境看ꎬ 韩国关注的核心议题包括: 其一ꎬ 非洲地区十分丰

富的能源资源和未开发市场所带来的巨大价值ꎻ 其二ꎬ 以第一产业为主的

非洲国家产业结构、 农业和制造业的不发达状况ꎬ 给韩国企业实现新发展

带来的巨大机遇ꎻ 其三ꎬ 非洲国家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上存在巨大的缺口ꎬ
韩国希望在公共医疗卫生、 教育等领域寻找双方合作的新机会ꎻ 其四ꎬ 青

年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ꎬ 使非洲地区消费市场持续扩

大ꎬ 并带来新的合作机会ꎮ
(三) 与世界其他大国竞逐非洲市场

与一般国家相比ꎬ 在经济规模、 科技实力、 军事能力等方面ꎬ 韩国在当

今世界均是名副其实的 “中等强国”ꎮ 仅从经济因素看ꎬ ２０１９ 年韩国出口额

占世界总额的 ２ ９％ ꎬ 居世界第七位ꎻ 进口额占世界总额的 ２ ６％ ꎬ 居世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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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位ꎻ 贸易额占世界总额的 ２ ８％ ꎬ 居世界第九位ꎮ① 这些有利因素ꎬ 有助于

推动新时期韩非关系发展ꎮ 不过ꎬ 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冷战结束后ꎬ 韩国外

交始终无法摆脱大国政治和大国外交的深刻影响ꎮ 在对非洲外交上ꎬ 韩国面

临不同层次、 不同领域大国的有力竞争ꎬ 尤其是受中、 美、 欧、 日等大国因

素及区域集团的明显影响ꎮ 韩国学者认为ꎬ 中国的非洲外交对西方世界和新

兴国家来说ꎬ 进一步凸显了 “中国效应”ꎬ 并使非洲崛起变得更加可视化ꎮ②

影响韩国调整对非洲政策的国际因素包括:
第一是中国因素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中国对非洲外交不断发力ꎮ 以中非合作

论坛为机制化平台ꎬ 中国对非洲全方位合作关系进一步增强ꎬ 中非关系发展

迈入新阶段ꎮ 伴随 “一带一路” 倡议的务实推进ꎬ 非洲成为新时期经济合作

尤其是投资的重要目的地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ꎬ 中国对非洲各类投资存量超过

１ ０００亿美元ꎬ 几乎遍及非洲每一个国家ꎮ③ 据统计ꎬ 中国仅在尼日利亚、 南

非、 马拉维、 莫桑比克、 刚果 (金)、 苏丹、 埃及、 肯尼亚、 坦桑尼亚等九国

的项目投资额就接近 １１０ 亿美元④ꎬ 中非贸易额更是突破了 ２ ０００ 亿美元大关ꎮ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ꎬ 在推进中非 “十大合作

计划” 的基础上ꎬ 未来三年和今后一段时间重点实施 “八大行动”ꎮ 不断深化

的中非关系和中国在非洲国家更趋增强的影响力ꎬ 引起包括韩国在内的一些

发达国家的高度关注ꎬ 这成为韩国制定和调整对非洲政策、 谋划对非关系未

来发展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ꎮ
第二是美国因素ꎮ 据统计ꎬ 近 ２０ 年来ꎬ 美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额累计达

７ ４５８ ７亿美元ꎮ 其中ꎬ ２０１４ 年美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额达 ６９０ ３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８
年下降为 ４７８ 亿美元ꎮ⑤ 相较于中国对非洲投资的持续增加势头ꎬ 近年来美国

对非洲投资下降明显ꎮ 但是ꎬ 美国在政治、 军事、 安全等各个领域对非洲政

策影响依然强大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ꎬ 美国国会通过总额达 ６００ 亿美元、 旨在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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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日资本竞逐非洲: ２０ 年来美直接投资 ７ ４５８ ７ 亿美元»ꎬ 载第一财经网: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

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４３７３４８８６６６０８１６３３３＆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１５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融资法案ꎮ 同年 １１ 月ꎬ 美国国际开发署 (ＵＳＡＩＤ)
发布升级版 “电力非洲倡议” ——— «电力非洲: ２０３０ 年输电网发展路线图»ꎬ
划定非洲十大跨国电力贸易机遇区ꎬ 从中确定 ４７ 个项目ꎬ 其中 １８ 个为优先

项目ꎮ① 同年 １２ 月ꎬ 特朗普总统公布新版非洲战略ꎬ 表明 “美国在对非关系

中的单边主义考量和大国竞争思维倾向”②ꎮ 美国出于维护霸权和全球战略的

需要不断调整对非洲政策ꎬ 并在非洲地区对特定国家采取针对性策略的做法ꎬ
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大国战略博弈态势ꎬ 对韩国稳定发展对非关系带来不可

预估的多种影响ꎮ
第三是欧洲和日本因素ꎮ 近年来ꎬ 欧洲国家和日本纷纷加强在非洲地区

的战略投入ꎮ 据统计ꎬ 早在 ２０１７ 年ꎬ 欧盟与非洲国家的双向贸易额就已超过

３ ０００ 亿美元ꎮ 在 ２０１７ 年举行的第五届欧盟—非洲峰会上ꎬ 欧盟承诺到 ２０２０
年投入 ５４０ 亿美元用于非洲国家的可持续发展ꎮ ２０１８ 年ꎬ 欧盟和英国分别承

诺对非洲国家投资 ４００ 亿欧元和 ５０ 亿欧元ꎮ③ 在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举行的第七届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上ꎬ 日本提出未来三年对非洲民间投资将超过以往

三年的总和ꎬ 即突破 ２００ 亿美元ꎮ④ 欧洲国家和日本加强布局非洲地区的做法

给韩国推进对非洲政策带来复杂微妙的多种影响ꎬ 尤其是当前日韩关系进一

步恶化的背景下ꎬ 两国在非洲地区展开角力在所难免ꎮ
目前来看ꎬ 虽然近年来韩非关系发展迅速ꎬ 但韩国推进对非洲政策无法

摆脱大国因素的深刻影响ꎮ 与中、 美、 日等全球性经济大国相比ꎬ 目前韩国

与非洲国家的贸易规模明显偏小ꎬ 韩非贸易额占本国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处于

偏低水平ꎮ 究其原因ꎬ 其一ꎬ 韩国与非洲国家的历史渊源十分薄弱ꎬ 韩非经

济对话与合作机制起步时间较晚ꎻ 其二ꎬ 韩国对非洲的投资、 援助和贸易规

模ꎬ 无法与中、 美、 日和欧盟相提并论ꎻ 其三ꎬ 韩国企业对非洲投资主要集

中于原材料、 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ꎬ 其广度和深度明显不足ꎮ 当然ꎬ 韩国对

非洲政策调整也或多或少受到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ꎮ 例如ꎬ 由于近年来朝

核问题一度趋于恶化ꎬ 在李明博时期和朴槿惠时期ꎬ 韩国保守政府开始把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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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锐: «中国对非洲电力投资: “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机遇与挑战»ꎬ 载 «国际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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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薇: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非洲战略及其影响»ꎬ 载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５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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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国家作为实施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的重要对话合作伙伴ꎮ 尤其是

２０１６ 年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后ꎬ 朴槿惠总统借访非之机极力寻求加强韩非

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ꎮ 显然ꎬ 这次访问 “不仅是为了经济与开发合作ꎬ 还是

为了对朝施压ꎬ 是朝鲜做出核导挑衅后针对朝鲜友邦集中展开攻略的对朝施

压与孤立外交”①ꎮ 据日本媒体报道ꎬ 在韩乌首脑会谈后ꎬ 乌干达领导人应韩

方要求 “已经指示与朝鲜断绝安保、 军事、 警备领域的合作ꎬ 忠实履行联合

国安理会制裁决议”②ꎮ 此前ꎬ 韩国国防部在 ２０１５ 年将乌干达、 埃塞俄比亚指

定为防卫产业合作重点国家ꎬ 还向驻乌干达大使馆派遣了武官ꎬ 旨在通过对

非军事外交加大对朝施压力度ꎮ 可以说ꎬ 韩国在非洲地区不断增强的外交活

动ꎬ 具有明显的弹压和孤立朝鲜的实用主义考虑ꎮ
综上ꎬ 在一定意义上ꎬ 韩国经济实用主义对外政策理念变化是其对非洲

政策范式转换的主要致因ꎬ 弱化意识形态差异且代之以加强经济合作成为韩

国对非洲政策转变的核心特征ꎮ 具体来说ꎬ 近年来韩国对非洲政策的发展变化ꎬ
首先是源于自身国家利益的现实考虑ꎬ 是基于努力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和改善

国际形象的外交诉求ꎮ 正如 ２００８ 年李明博总统上台后ꎬ 韩国明确提出 “全球韩

国” 的外交目标ꎬ 旨在使韩国成为世界一流国家ꎮ 密切与非洲国家关系、 加强

与非洲经济合作ꎬ 不仅可以持续提升韩国的经济实力ꎬ 还可以通过经济援助等

方式提高其国际地位ꎮ 除此之外ꎬ 在加强对非洲政策实施的过程中ꎬ 非洲地区

政治经济社会发展、 域外大国竞争和韩国自身能力与诉求等因素ꎬ 成为当前和

未来一个时期左右韩国对非洲政策实施及韩非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ꎮ

二　 韩国对非洲政策范式转换的政策工具

为长效推动对非洲政策、 构建紧密的韩非关系ꎬ 韩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举措ꎬ 致力于探索新思路和新做法ꎮ 这既体现了韩国对非洲政策的鲜明特点

及其 “中等强国” 的独特诉求ꎬ 也表明韩国对非外交日趋成熟且更具灵活性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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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刘智慧: «朴总统出访非洲　 针对朝鲜友邦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展开攻略» (韩文)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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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读卖新闻»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电ꎬ 转引自 «外媒: 朴槿惠访非洲三国 谋求阻断朝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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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成为韩国对非洲政策范式转换的政策工具ꎮ
(一) 宣介重视韩非经济合作的政策取向

作为资源贫乏型国家ꎬ “贸易立国” 是韩国走向世界的基础ꎮ 冷战结束初

期ꎬ 国际秩序和地区局势发生变化ꎬ 韩国不再同朝鲜在非洲进行外交对抗ꎬ
其对非关系发展转向重视实际利益的实用主义外交ꎮ① 伴随着韩国对非洲实用

主义外交理念的产生和强化ꎬ 在密切经济合作关系的基础上ꎬ 韩非政治外交

关系不断跃升ꎮ 但是ꎬ 这不意味着韩国更加重视对非关系发展问题了ꎮ 这一

时期ꎬ 由于韩国对非洲政策加速转型ꎬ 使其对非洲外交体系变得相对混乱ꎬ
韩国对非洲外交重视程度反而有所下降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韩非政治对话和

外交互动开始愈加频繁ꎬ 卢武铉总统访非也被视为韩国对非洲外交的一次重

大转折ꎮ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ꎬ 卢武铉总统对埃及、 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利亚三国展开

访问ꎬ 这是韩国领导人时隔 ２４ 年再次访问非洲大陆ꎮ 卢武铉在尼日利亚发表

«非洲开发韩国倡议»②ꎬ 以提供政府开发援助的方式ꎬ 旨在加强韩国与非洲

经济合作关系ꎮ 韩国对非洲外交的上述转变ꎬ 主要是出于政治、 经济尤其是

能源等方面的现实考虑ꎮ③

“重视非洲” 理念在李明博时期、 朴槿惠时期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续和增

强ꎮ 为确保能源资源的稳定供给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ꎬ 李明博总统在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７ 日表示ꎬ 韩国支持非洲和中东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ꎬ 以加

强韩国的资源外交ꎮ④ 同年ꎬ 为强化对非洲能源外交ꎬ 李明博总统把韩国外交

部门改编精简下来的部分人员派往非洲重点能源国家ꎬ 并在喀麦隆、 刚果

(金) 新设大使馆ꎮ⑤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ꎬ 李明博总统对南非、 刚果 (金) 和埃塞俄

比亚三国进行访问ꎬ 表明韩国把非洲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积极姿态ꎮ 李明

博总统作为访问上述非洲国家的首位韩国总统ꎬ 积极拓展韩国对非洲能源资

源外交ꎬ 构建起与非洲国家共享韩国发展经验的新经济合作框架ꎮ 期间ꎬ 韩

非双方领导人主要在经贸合作、 能源开发、 技术合作和开发援助等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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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外交通商部: «韩国外交 ６０ 年» (２００９)ꎬ 韩文版ꎬ 第 １０４ 页ꎮ
该倡议的核心内容是到 ２００８ 年实现韩国对非洲政府开发援助援助规模同 ２００５ 年相比扩大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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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瞄准非洲中东开展资源外交 讨论石油换基建»ꎬ 载 «东方早报»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ꎮ
«韩国加强非洲外交 外交部时隔 １１ 年再次负责拓宽领域» (韩文)ꎬ 载 [韩国] 今日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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磋商ꎬ 并签订了若干协定ꎮ① 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 日召开的首次贸易投资振兴会

议上ꎬ 朴槿惠总统表达了对非洲市场的高度关切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 朴槿惠总统

到访埃塞俄比亚、 乌干达和肯尼亚三国ꎮ 期间ꎬ 朴槿惠在非盟总部提出 “韩
非加强全面合作蓝图” 倡议ꎬ 表示韩方愿同非洲国家分享经济发展经验ꎬ 将

韩国的技术优势同非洲的市场和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ꎬ 与非洲国家共同建设

和平繁荣发展的新非洲ꎬ 并称韩国是非洲国家实现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目标的可

信赖的合作伙伴ꎮ②

２１ 世纪前 ２０ 年ꎬ 先后有 ４ 位韩国总统到访非洲ꎮ 为确保能源供给安全、
扩大海外市场和提高国际影响力ꎬ 文在寅总统致力于构建韩非新型合作伙伴

关系ꎮ 在 ２０１９ 年韩国外交部业务规划中ꎬ 文在寅总统提出ꎬ 要以非洲大陆自

由贸易区成立为契机ꎬ 加大对韩国企业进军非洲大陆的支持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ꎬ
韩国外交部部长康京和到访埃塞俄比亚、 加纳和南非三国ꎬ 这是文在寅总统

促进外交多边化、 宣示对非洲政策、 加强韩非政治经济合作的重要一环ꎮ 他

此次访问的一个核心目的是ꎬ 为韩国企业进入非洲市场提供支持和保障ꎮ 同

年 １０ 月ꎬ 韩国外交部官员在第二次非洲合作扩大有关部门会议上强调ꎬ 非洲

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进一步提升了非洲地区的战略价值ꎬ 韩国必须强化对非

外交ꎮ③ 此外ꎬ 文在寅总统在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针对性地再次重组对非洲外交部

门④ꎬ 重点是把外交部非洲中东局下属的非洲科扩大为两个科室ꎬ 增加人员编

制ꎬ 充实业务职能ꎬ 旨在从经济、 文化、 地域开发等领域加强韩非实质性合

作关系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韩国多位总统通过政策宣示和采取的配套举措ꎬ
表明该国愈加重视发展同非洲国家关系ꎬ 尤其是重视开拓非洲新兴市场ꎮ

(二) 强化支点国家建设

在对非洲经济实用主义方针的引领下ꎬ 韩国逐步加强非洲支点国家建设

和整体布局ꎮ 根据 “集中选择” 的原则ꎬ 肯尼亚、 尼日利亚、 刚果 (金)、
加纳、 南非成为韩国布局非洲地区的重要支点国家ꎬ 而南非、 安哥拉、 尼日

利亚、 利比亚、 阿尔及利亚则成为韩国开展和加强对非洲能源外交的优先对

７４１

①

②
③

④

李明博总统访非期间ꎬ 双方签订 «经济发展合作基金基本协定»ꎬ 就进一步加强经济领域合

作达成共识ꎮ 参见韩国外交部: «外交白皮书 (２０１２)» (韩文)ꎬ 第 ９２ ~ ９４ 页ꎮ
«非洲将是韩国未来共同发展的伙伴» (韩文)ꎬ 载 [韩国] «中央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９ 日ꎮ
参见韩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ｋｒ / ｗｗｗ / ｂｒｄ / ｍ ＿ ４０８０ / ｖｉｅｗ ｄｏ? ｓｅｑ ＝ ３６９６１３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１７ꎮ
«韩国政府为强化能源外交调整驻外官员» (韩文)ꎬ 载 [韩国] «中央日报» ２００８ 年６ 月２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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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目标ꎮ① 根据合作领域的扩展和外交政策的变化ꎬ 韩国选定对非洲政策支点

国家的标准并非固定不变ꎮ 朴正熙当政时期ꎬ 韩国已与非洲的 １１ 个国家建立

了外交关系ꎬ 并设有大使馆ꎮ 这一时期ꎬ 韩国主要是着眼于政治外交领域和

同朝鲜在联合国展开对抗ꎮ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ꎬ 伴随韩朝关系有所缓和

以及北方外交的实施ꎬ 韩国对非洲外交转向经济实用主义路线ꎮ 这具体表现

为重新布局在非洲国家的使领馆ꎬ 以符合韩国经济外交的实施需要ꎮ 从卢武

铉执政时期开始ꎬ 韩国先后在安哥拉 (２００７ 年)、 喀麦隆 (２００８ 年)、 刚果

(金) (２００８ 年)、 乌干达 (２０１１ 年)、 卢旺达 (２０１２ 年)、 莫桑比克 (２０１３
年) 和马达加斯加 (２０１６ 年) 重设或新设大使馆ꎮ② 根据 ２０１９ 年韩国 «外交

白皮书» 数据ꎬ 目前韩国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 ４７ 个国家建立了外交

关系ꎬ 并在其中 １８ 个国家设有大使馆ꎮ
在这些国家中ꎬ 仅从驻非使馆的人员规模看ꎬ １８ 个国家中只有 ８ 个国家

的外交职员超过 ７ 人ꎬ 其中韩国在南非 (１８ 人)、 肯尼亚 (１１ 人)、 乌干达

(１１ 人)、 尼日利亚 (１２ 人) 四国的使馆职员人数超过 １１ 人ꎬ 这些国家无疑

是韩国在非洲地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ꎮ 如果考虑到与韩国的历史渊源和非洲

地区组织外交的特殊性ꎬ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ꎬ 埃塞俄比亚也得到韩国政府的高

度重视ꎮ 李明博总统、 朴槿惠总统、 现任外交部长康京和等政治要人相继访

问亚的斯亚贝巴ꎬ 并把埃塞俄比亚作为宣示韩国对非洲政策的重要窗口ꎮ
(三) 构建多元对话机制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ꎬ 卢武铉总统访非时发表 «非洲开发韩国倡议»ꎮ 作为该倡

议的重要成果和后续措施ꎬ 韩国与非洲国家每隔三年举行一次 “韩非论坛”ꎮ
继 ２００６ 年第二次召开 “韩非论坛” 后ꎬ 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升级为韩国与非洲联盟

间正式的部长级合作平台ꎬ 此后的第三次和第四次 “韩非论坛” 分别在韩国

首尔和埃塞俄比亚非盟总部举行ꎮ 此外ꎬ 为推动落实韩非经济合作共识ꎬ 韩

国企划财政部和韩国进出口银行、 非洲开发银行决定ꎬ 共同举办韩非部长级

经济合作会议 (ＫＯＡＦＥＣ)ꎬ 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举办第一次会议开始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共计举行了 ６ 次会议ꎮ 在 ２０１８ 年由 ５４ 个非洲国家财政部部长参加的第六次

８４１

①

②

[韩国] 李浩英: «韩国对非洲外交的动向及应对方案» (韩文)ꎬ 载 [韩国] «国际关系研

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５６ 页ꎮ
[韩国] 金容斌、 安光奭、 金元宁: «韩国对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 问题与强化方案»

(韩文)ꎬ 开发市场研究所最终报告书ꎬ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ꎬ 第 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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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部长级会议上ꎬ 双方围绕经济开发经验、 企业交流促进、 经济合作政策

方向等具体议题展开深入讨论ꎬ 通过了共同宣言ꎬ 确立了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度行

动计划ꎮ 本次会议与非洲开发银行共同举办ꎬ 参加会议者包括非洲地区 １８ 家

企业负责人ꎬ 旨在进一步强化韩非间官民合作渠道ꎮ 可以说ꎬ 自 ２００６ 年以

来ꎬ 韩非部长级经济合作会议机制已成为韩国开展对非能源资源外交和促进

对非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ꎬ 韩国和非洲国家经济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ꎮ
通过与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就地区多边事务与国际局势展开更多讨论ꎬ

韩国努力增强对非洲事务的影响力ꎮ ２００８ 年以来ꎬ 韩非政策对话保持常态化

运转ꎮ 通过这些政策性对话机制ꎬ 韩非双方除加强高层往来及经济合作外ꎬ
还对国际合作、 经济开发、 地区形势、 生态环境等领域相关问题展开频繁的

对话与沟通ꎮ 在机制化对非洲外交方面ꎬ 文在寅总统在延续前三届政府既有

做法的同时ꎬ 还提出一些新措施ꎬ 以加强对非洲经济外交ꎮ 比如ꎬ 设立 “韩
国—非洲财团”ꎬ 举办中东非洲环境论坛、 韩非能源合作研讨会、 韩非商务论

坛、 首尔非洲对话、 韩非青年论坛等ꎮ 第五次 “韩非论坛” 也将在 ２０２１ 年召

开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４ 日ꎬ 韩国外交部部长康京和在南非主持召开韩国驻非洲外

交机构负责人会议ꎬ 并出席 “韩国—非洲经济论坛”ꎮ 总之ꎬ 重视非洲并加强

对非洲机制化外交能力ꎬ 成为新时期韩国开展对非洲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ꎮ
(四) 突出共享韩国开发模式

提供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是韩国推动韩非关系发展的一贯方式ꎮ 冷战结

束后ꎬ 韩国不仅通过经济发展合作基金 (ＥＤＣＦ) 对非洲提供资金援助ꎬ 还试

图在非洲国家推广韩国开发模式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卢武铉总统首次启动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共享项

目 (ＫＳＰ)ꎮ 该项目是以韩国成长为全球贸易大国的经验为基础ꎬ 由韩国向发展

中国家提出政策建议的政府项目ꎬ 这等于是引导和推动其他国家来复制韩国开

发模式ꎮ① 从李明博时期开始ꎬ 韩国更加重视把 “新村运动” 经验传播到非洲

地区ꎮ ２００９ 年ꎬ 韩国与联合国共同启动 “韩国千禧村” 项目②ꎬ 探索以 “新村

９４１

①

②

[韩国] 徐敬濩: «您知道经济发展经验共享项目吗?» (韩文)ꎬ 载 [韩国] «中央日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ꎮ

“韩国千禧村” 项目的对象是位于坦桑尼亚中部的姆博拉地区和乌干达南部的鲁西伊拉地区

的 ４ 个村庄ꎬ 主要内容包括建立和修缮卫生所、 普及蚊帐、 改善饮用水供应、 完善学校设施、 发放疟

疾药品、 提供驱虫药等ꎮ 参见 « “新村运动” 将传播到非洲贫困地区» (韩文)ꎬ 韩联社首尔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电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ｎ ｙｎａ ｃｏ ｋｒ / ｖｉｅｗ / ＡＣＫ２００９０７２２００１２００８８１?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０９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运动” 为基础的落后国家发展模式ꎬ 旨在帮助非洲国家实现脱贫和自立ꎮ① 朴

槿惠总统访非期间ꎬ 更是积极推广韩国开发经验和模式ꎮ 她表示ꎬ 韩国愿同非

洲国家分享以往积累的发展经验、 共享 “新村运动” 精神ꎬ 并向非洲国家青年

一代及女性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ꎮ 朴槿惠总统还向部分非洲国家领导人推介 “韩
国援助项目” 这一新的综合开发合作构想ꎬ 旨在建立韩非全新的开发合作模式ꎮ②

现阶段ꎬ 韩国对非洲开发援助计划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针对非洲

国家广大落后的农村地区ꎻ 二是针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开发规划项目ꎮ 为此ꎬ
韩国制定了通过 “韩非论坛” 和韩非部长级对话机制ꎬ 讨论对非洲项目援助

的具体方案ꎮ 以此为契机ꎬ 韩非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ꎮ 在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韩非

部长级会议上ꎬ 李明博总统提出 “同韩国一起腾飞的非洲倡议”ꎮ 时任韩国企

划财政部部长尹增铉表示: “未来五年通过经济发展合作基金向非洲提供的援

助将扩大 ２ 倍ꎬ 增至 １０ ９ 亿美元”ꎮ 同时ꎬ 他承诺 “到 ２０１２ 年将把适合非洲

的经济发展共享事业扩大到 １２ 个国家以上”ꎮ③ 在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韩非部长级

会议上ꎬ 双方提出未来两年优先发展的六大关键领域ꎬ 包括实现包容性增长、
推动伙伴关系合作、 开发通讯信息技术促进非洲大陆社会经济增长、 促进人

力资源的技能发展、 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建立绿色增长伙伴关系ꎬ 并强调

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发展和青年就业等三大拉动非洲增长的核心动力

予以特别关注ꎮ④ 在 ２０１６ 年第五次韩非部长级会议上ꎬ 韩国决定提供 ５０ 亿美

元支持非洲发展ꎮ 其中ꎬ 韩国进出口银行 (ＫＥＸＩＭ) 私人基础设施融资 ４０ 亿

美元ꎬ 经济发展合作基金提供优惠贷款 １０ 亿美元ꎬ 通过韩非部长级经济合作

会议信托基金和经济发展经验共享项目为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提供 ２ ０００ 万美

元补助金ꎮ 从长期看ꎬ 韩国的目标是通过资金支持ꎬ 在韩非之间建立稳固的

和可持续的伙伴关系ꎮ⑤

０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政府计划向发展中国家传授 “新村运动”» (韩文)ꎬ 韩联社首尔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２ 日电:
ｈｔｔｐｓ: / / ｃｎ ｙｎａ ｃｏ ｋｒ / ｖｉｅｗ / ＡＣＫ２０１１０５２２００１１００８８１?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０９ꎮ

«朴槿惠在非盟首次发言强调韩非是互惠合作的伙伴» (韩文)ꎬ 韩联社亚的斯亚贝巴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７ 日电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ｎ ｙｎａ ｃｏ ｋｒ / ｖｉｅｗ / ＡＣＫ２０１６０５２７００５０００８８１?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１０ꎮ
«韩国成为非洲充满魅力的开发伙伴» (韩文)ꎬ 载 [韩国] «中央日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ꎮ
«韩—非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出台新的发展计划»ꎬ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

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ｅ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２１０ / ２０１２１００８３９７７１７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１８ꎮ

“Ｓｅｏｕｌ Ｋｏｒｅａ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６ ＫＯＡＦＥＣ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４ － ２７ꎬ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ｏａｆｅｃ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ｒｇ / ｄｏｃ / ｊｏｉｎｔ＿２０１６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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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增进民间社会交流

韩国通过民间团体志愿活动和韩流文化ꎬ 积极开展对非洲公共外交ꎮ 在

非洲ꎬ 韩国民间团体活跃在消除贫困和公共卫生治理等多个领域ꎮ 比如ꎬ
１９９１ 年韩国成立的 “友好邻居” 民间组织ꎬ 从 ２００５ 年起在非洲地区从事消除

寄生虫公益事业ꎮ 在非洲维多利亚湖畔姆万扎地区ꎬ 该组织不仅对当地居民

进行寄生虫检查和药物普及工作ꎬ 还通过挖井、 安装净水装置等措施以确保

当地居民喝上洁净的饮用水ꎮ 非洲国家不仅希望在消除贫困、 实现发展上获

得韩方的帮助ꎬ 还迫切希望在科技、 教育等方面分享韩国的成功模式ꎮ 比如ꎬ
埃塞俄比亚阿达玛国立大学不仅任命韩国人担任该校校长ꎬ 还积极引入 “硅
谷” 模式转变大学运营方式ꎮ①

韩国还以民间机构自发的对非洲志愿活动为主促进韩非人员往来ꎮ 在政

府层面ꎬ 韩国主要以邀请研修、 派遣志愿团等方式ꎬ 促进和加强韩非民间互

动ꎮ 实际上ꎬ 韩非之间除贸易人员往来外ꎬ 以社会文化交流为主的人员交流

并不活跃ꎮ 据 ２０１９ 年韩国海外同胞居住数据统计ꎬ 尽管韩国人遍及全球 １８０
多个国家ꎬ 其海外人口达 ７００ 多万ꎬ 但是ꎬ 在非洲地区居住的海外韩国侨胞

人数极少ꎬ 总计 １ 万余人ꎬ 仅占海外韩国侨胞总人数的 ０ １４％ ꎮ② 近年来ꎬ
韩国有意在此方面加大力度ꎬ 以促进韩非双方人员更深程度的交流ꎮ

公共外交是提升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 增进国家利益的重要方式ꎮ③

为进一步加强公共外交力量ꎬ 韩国不仅免费向非洲国家提供韩国影视剧ꎬ
还在很多非洲国家设立 “韩国文化院”ꎮ 不断密切的文化交流与合作ꎬ 不仅

增进了韩非间相互理解和信任ꎬ 还为韩国企业进驻非洲国家提供了机遇ꎮ
此外ꎬ 在国内外非洲政府组织的推动下ꎬ 韩国明星的非洲志愿活动成为韩

国民间机构加强对非交流的重要方式ꎮ 正如韩国国际交流财团 (ＫＦ) 理事

长李根所称ꎬ “韩流是韩国软实力的 ‘领头羊’ꎬ 是韩国开展公共外交的重

要资产”ꎮ④

１５１

①

②
③

④

[韩国] 圆珍: «首位绘制埃塞俄比亚国家蓝图的外国人» (韩文)ꎬ 载 [韩国] «中央日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ꎮ

韩国外交部: «外交白皮书 (２０１９)» (韩文)ꎬ 第 ２８４ 页ꎮ
韩联社首尔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电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ｎ ｙｎａ ｃｏ ｋｒ / ｖｉｅｗ / ＡＣＫ２０１３０９２３００１８００８８１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１８ꎮ
«统计: 全球韩流粉丝人数增至近 １ 亿» (韩文)ꎬ 韩联社首尔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４ 日电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ｎ ｙｎａ ｃｏ ｋｒ / ｖｉｅｗ / ＡＣＫ２０２００１１４００４７００８８１?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１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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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韩国对非洲政策调整的成效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在韩国历届政府的推动下ꎬ 韩非双方以能源领域为主

的经贸关系加速走向全方位合作的新局面ꎮ 经过 ２０ 年的不断探索ꎬ 韩非双方

以经贸合作为重点ꎬ 在政治外交关系不断强化升级的引领下ꎬ 以提供开发援

助和参与地区治理为辅助手段的韩国对非洲政策调整取得明显成效ꎮ
(一) 韩非贸易起伏性增长

自 １９８８ 年有统计数据以来ꎬ 韩非贸易额呈逐年递增趋势ꎮ 与冷战时期相

比ꎬ 韩非贸易额在冷战结束后快速增长ꎮ ２００６ 年卢武铉总统访非后ꎬ 韩非贸

易额再次大幅增加ꎮ 在李明博和朴槿惠两届政府的努力下ꎬ 韩国对非进出口

额保持明显增长态势ꎮ ２０１１ 年韩非贸易额突破历史纪录ꎬ 总额达 ２００ 亿美元ꎮ
当年ꎬ 韩国创下对非洲最大贸易顺差ꎬ 达 ８８ 亿美元ꎮ① ２０１６ 年以后ꎬ 韩非贸

易额呈递减趋势ꎬ 韩国对非洲出口明显放缓ꎬ 其对非洲进口也出现负增长ꎮ
这与韩国经济发展疲软和世界经济形势不佳有着密切关系ꎮ

表 １　 １９８８ ~ ２０１９ 年韩国与非洲商品贸易统计

年份

出口 进口

金额
(亿美元)

增速
(％ )

金额
(亿美元)

增速
(％ )

贸易差额
(亿美元)

１９８８ ７ ３ ０ １ ５ ０ ５ ８
１９９１ ２４ ２ １７２ ２ １ １ － ６８ ８ ２３ １
１９９４ ２５ ０ ７１ ２ １１ ９ ５２ ０ １３ １
１９９７ ３０ ５ ３５ ５ ４４ ４ ７６ ２ １３ ９
２００３ ３１ ２ ８ ８ ２０ １ １９ ０ １１ １
２００６ ７７ ３ ２４ ６ ４３ ７ ４８ ４ ３３ ６
２００８ ９３ ８ １３ ７ ４０ ５ － ６ １ ５３ ３
２０１１ １４３ ９ ４９ ７ ５６ １ １９ ７ ８７ ８
２０１３ １１１ ７ ２１ ６ ５７ ９ ７ ６ ５３ ７
２０１６ ８８ １ １６ ６ ４５ ６ － １７ ８ ４２ ５
２０１９ ５７ ５ － ０ ３ ４５ ０ － １９ ４ １２ ５

　 　 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 ｋｉｔａ ｎｅｔ / ｓｔａｔ / ｋｔｓ / ｒｅｌ / ＲｅｌＣｏｌ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Ｌｉｓｔ ｓｃｒｅｅｎꎬ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３１ꎮ

２５１

① «韩国贸易统计数据» (韩文)ꎬ 载韩国贸易协会网站: 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 ｋｉｔａ ｎｅｔ / ｓｔａｔ / ｋｔｓ / ｒｅｌ / ＲｅｌＣｏｌｌｉｇａｔｉ
ｏｎＬｉｓｔ ｓｃｒｅｅｎꎬ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３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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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韩国对非出口结构看ꎬ 在十大出口商品中ꎬ 除船舶 ( － ５２ １％ )、 石油

制品 ( － １ ３％ ) 外ꎬ 机械类、 化学制品类、 消费品类等八个类别的商品出口

额均有所增长ꎮ 从减少部分看ꎬ ２０１６ 年韩国对非洲出口额中占比达 ５３％的船

舶出口额 (４７ 亿美元)ꎬ 从 ２０１７ 年的占比 ４０％ (３０ 亿美元) 大幅下降到

２０１８ 年的占比 ２２％ (１４ 亿美元) 的较低水平ꎮ 韩国对非洲石油制品出口在

２０１７ 年大幅增长 ３３％ ꎬ 但 ２０１８ 年出现 － １ ３％ 的小幅下降ꎮ 从增长部分看ꎬ
韩国 对 非 洲 的 汽 车 ( ４ ６％ )、 合 成 树 脂 ( ２ ６％ )、 其 他 石 油 化 学 品

(２７ １％ )、 计算机 (４８１ ３％ )、 精密化学原料 (２１ ７％ )、 干电池蓄电池

(１０ ３％ ) 等品目的出口继续保持增长势头ꎬ 增幅平均达 ７７％ ꎮ①

从商品出口国家分布看ꎬ ２０１８ 年韩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出口额与

上年度相比下降 １５％ ꎬ 总额减少到 ６４ 亿美元ꎮ 其中ꎬ 韩国对尼日利亚、 安哥

拉、 加纳三国的出口下滑幅度最大ꎬ 分别下降 ５６ ７％ 、 ４６ ７％和 ９ ８％ ꎮ 韩国

对坦桑尼亚 ( ５５ ５％ )、 塞内加尔 ( ５１ ９％ )、 肯尼 亚 ( １６ ７％ )、 南 非

(５ ５％ ) 等七个国家的出口呈强劲增长势头ꎬ 其中ꎬ 韩国对坦桑尼亚的计算

机和电子配件、 对塞内加尔的船舶、 对南非的车辆配件和消费品的出口大幅

增加ꎬ 由此带动了上述趋势ꎮ② 在韩国自非洲的商品进口中ꎬ 石油和天然气占

有较大比重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１７ 年韩国石油进口的 ８２ ４％ 、 天然气进口的 ４５％来

自中东产油国家ꎮ③ 为确保能源稳定供给和国家能源安全ꎬ 韩国一直努力促

进能源进口多元化ꎮ ２０１６ 年ꎬ 韩国实现从赤道几内亚、 加蓬、 安哥拉、 刚

果 (金)、 刚果 (布)、 尼日利亚、 乍得七个非洲国家进口原油ꎬ 其进口额

占当年韩国原油进口总额的 ２ ５％ ꎬ 总计达 １１ ２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７ 年ꎬ 韩国实

现从赤道几内亚、 阿尔及利亚、 加蓬、 喀麦隆 ４ 个非洲国家进口原油ꎬ 其

进口额占当年韩国原油进口总额的 １ ６％ ꎬ 总计达 ９ ７ 亿美元ꎬ 同比下

降 １３ ４％ ꎮ④

(二) 韩国对非洲投资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投资方面看ꎬ 韩国在能源资源、 物流、 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ꎬ 对非

３５１

①

②
③
④

«韩国出口数据» (韩文)ꎬ 载韩国贸易协会网站: 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 ｋｉｔａ ｎｅｔ / ｓｔａｔ / ｋｔｓ / ｒｅｌ / ＲｅｌＣｏｌｌｉｇａｔｉ
ｏｎＬｉｓｔ ｓｃｒｅｅｎꎬ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３１ꎮ

同上文ꎮ
韩国进出口银行: «非洲便览 (２０１８)» (韩文)ꎬ 第 ３２ 页ꎮ
同上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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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国家的项目投资持续增加ꎮ ２００６ 年ꎬ 韩国企业正式开启对非洲直接投资

历程ꎮ ２００７ 年以来ꎬ 韩国企业在能源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上ꎬ 对非洲

投资流量维持在每年 ２ 亿美元以上ꎮ 从投资地区看ꎬ 韩国对亚洲地区的投

资额最多ꎬ 占 ３２ ３％ ꎬ 而该国对非洲的投资额则最少ꎮ① 截至 ２０１８ 年上半

年ꎬ 韩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为 ３３ 亿美元ꎬ 仅占同期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总

额的不足 １％ ꎮ 从投资领域看ꎬ 韩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集中在制造业、 建筑

业、 批发零售业和矿产业ꎬ 占其对非洲全部直接投资的 ６８ ８％ ꎬ 尤其是对

非洲制造业直接投资保持逐年增加态势ꎮ 从投资分布看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上半

年ꎬ 韩国对马达加斯加的投资存量达 １８ 亿美元ꎮ 此外ꎬ 韩国对南非、 尼日

利亚、 苏丹、 加纳等非洲国家的投资额持续增加ꎬ 对赤道几内亚的投资处

于较高水平ꎮ②

总体看ꎬ 韩国对非洲投资稳中有升ꎬ 但波动明显ꎮ 在卢武铉时期和李明

博时期ꎬ 韩国对非洲投资规模明显增加ꎮ 朴槿惠总统上台后ꎬ 韩国对非洲投

资额呈现下滑趋势ꎮ 显然ꎬ 这种变化趋势与韩国对非洲市场的高度重视并不

吻合ꎮ 不过ꎬ 从 ２０１９ 年开始ꎬ 韩国对非洲投资额出现大幅反弹ꎬ 高达 ５ ４ 亿

美元 (见图 １)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１９ 年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２１％ ꎬ 总额达

６１８ ５ 亿美元ꎬ 同时也创造了韩国对非洲投资流量的最高值ꎮ

图 １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韩国对非投资额变化 (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 «韩国进出口银行海外投资统计资料 (非洲地区)» (韩文)ꎬ 载韩国进

出口银行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ｓ ｋｏｒｅａｅｘｉｍ ｇｏ ｋｒ / ｓｕｂ /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ｏꎬ ２０２０ －０２ －１９ꎮ

４５１

①

②

«韩国 ２０１９ 年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 ２１％创新高» (韩文)ꎬ 韩联社世宗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电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ｎ ｙｎａ ｃｏ ｋｒ / ｖｉｅｗ / ＡＣＫ２０２００３２０００１６００８８１?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７ꎮ

«对非洲投资统计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８ 年» (韩文)ꎬ 载韩国进出口银行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ｓ ｋｏｒｅａｅｘｉｍ
ｇｏ ｋｒ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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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韩国对非援助规模持续扩大

２００６ 年以来ꎬ 韩国持续加大对非洲援助力度ꎬ 对非援助领域和渠道得到

不断拓展ꎮ 据韩国进出口银行 (ＫＥＸＩＭ) 统计ꎬ ２００５ 年韩国对非洲援助总额

仅为 ０ ４２４ 亿美元ꎬ ２００８ 年突破 １ 亿美元大关ꎬ 达到 １ ０７１ 亿美元ꎻ ２０１２ 年

突破 ２ 亿美元大关ꎬ 达到 ２ ６ 亿美元ꎻ ２０１４ 年突破 ３ 亿美元大关ꎬ 达到 ３ ４
亿美元ꎻ ２０１７ 年突破 ４ 亿美元大关ꎬ 达到 ４ ２ 亿美元ꎮ① 近年来ꎬ 韩国对非洲

援助逐年快速增加ꎬ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２ 年间ꎬ 该国对非洲援助年度总额

增长近十倍ꎮ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７ 年ꎬ 韩国对非无偿援助总额达 １４ ８ 亿美元ꎬ 良性贷款额

达 ８ ４ 亿美元ꎬ 贷款减免额为 ０ １３ 亿美元ꎮ 从地区分布看ꎬ 韩国对撒哈拉以

南非洲国家的全口径援助额达 ２４ ６ 亿美元ꎬ 占其对非洲全口径援助总额的

９０ ３％ ꎮ 从韩国对非洲援助领域的门类看ꎬ 超过 １ 亿美元的门类包括: 物流、
卫生保健、 教育、 公共行政、 农业、 饮用水和卫生、 跨部门和通信ꎮ② 可以看

出ꎬ 上述投资大多集中于社会基础设施方面ꎬ 从而有利于韩非间经济合作关

系的持续增强ꎮ
在消除人道主义灾难和解决非洲饥饿问题上ꎬ 文在寅总统相比于韩国历届

政府采取了规模更大的援助力度ꎮ ２０１７ 年２ 月ꎬ 韩国正式加入 «粮食援助公约»
(ＦＡＣ)ꎬ 为该国启动对非洲粮食援助计划扫除了政策上的障碍ꎮ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ꎬ
韩国同世界粮食计划署达成协议ꎬ 该国每年最少投入 ４６０ 亿韩元ꎬ 对非洲提供

约 ５ 万吨的大米援助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 韩国政府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首次向中东

和非洲地区提供 ５ 万吨的大米援助ꎮ 其中ꎬ 埃塞俄比亚为 １ ６ 万吨ꎬ 肯尼亚为 １
万吨ꎬ 乌干达为 ０ ５ 万吨ꎮ③ 这是 １９９６ 年韩国从 “受援国” 地位转变为 “捐
赠国” 身份后ꎬ 该国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的最大规模的粮食援助ꎮ

(四) 参与非洲地区治理的空间大幅扩展

出于维护非洲地区稳定和承担国际责任的目的ꎬ 韩国还积极参与联合

国非洲维和行动ꎮ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ꎬ 韩国首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ꎬ 派遣 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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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对非援助统计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７ 年» (韩文)ꎬ 载韩国进出口银行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ｓ ｋｏｒｅａｅｘｉｍ
ｇｏ ｋｒ / ｏｄａｓｔａｔｓ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０１ꎮ

同上文ꎮ
«韩国第二次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向也门等 ４ 个国家援助 ５ 万吨大米»ꎬ 载中国—韩国经贸合

作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ｋｏｒｅａ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ｎｓｕｌｔ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 / ２０１９０５ / ４１０６２９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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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工程兵、 ３０ 名停火观察员参与联合国索马里维和行动ꎬ 由此揭开冷战结

束后韩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序幕ꎮ① 截至 ２０１３ 年ꎬ 韩国在非洲地区 ８
个国家参与了 １３ 次联合国维和行动ꎮ②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 韩国跟随西方大国ꎬ
积极参与利比亚重建进程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８ 年ꎬ 韩国向利比亚重

建项目提供了总额达 ６ ３４５ 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ꎮ③ 其实ꎬ 韩国选择参

与联合国维和行动ꎬ 紧密结合了本国利益在非洲地区的战略布局ꎮ 其中ꎬ
利比亚作为北非地区的重要产油国ꎬ 一直是韩国能源资源合作的重要对象

之一ꎮ
此外ꎬ 为与非洲联盟建立长期稳定的对话合作关系ꎬ 近年来韩国持续加

大对非盟的外交力度ꎬ 积极参与非洲地区治理ꎬ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ꎬ 韩国正式获得

非盟观察员国资格ꎮ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９ 年ꎬ 韩国根据具体事项对非盟提供持续的

财政支持ꎬ 总额达 １２０ 万美元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ꎬ 韩国与非盟缔结合作伙伴关系ꎬ
成为继中国、 日本、 土耳其、 印度之后第五个与非洲大陆整体建立长期合作

关系的国家ꎮ④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 韩国正式设立 “韩国—非盟合作基金”ꎮ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ꎬ 韩国每年援助非盟 ５０ 万美元ꎬ ２０１６ 年开始达到 １００ 万美元ꎮ⑤

据朴槿惠总统访非时公布的 «韩非加强全面合作蓝图» (２０１６) 的相关规划ꎬ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８ 年韩国对非盟提供了每年 ２００ 万美元到 ４００ 万美元不等的和平

发展基金ꎮ
综上ꎬ 冷战结束后ꎬ 在经济实用主义外交理念的指引下ꎬ 韩国对非洲经

济外交取得了预期成效ꎮ 其一ꎬ 非洲成为韩国重要的能源等资源供给地ꎮ 虽

然受国际局势和非洲地区形势的一些不利影响ꎬ 但韩国对非洲商品进出口规

模则呈现明显的总体上升趋势ꎮ 作为韩国先进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ꎬ 非洲仍

拥有很大的消费潜力ꎮ 其二ꎬ 针对非洲市场高度分散、 域内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不均衡、 资源分布差异性大的特点ꎬ 韩国对非洲部分国家的投资呈现有选

择和集中性的特点ꎮ 与一些大国不同ꎬ 韩国对非洲投资大多是轻资产ꎬ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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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赵建明: «试析冷战后韩国的联合国维和行动»ꎬ 载 «国际论坛»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２１ 页ꎮ
«韩国军队的国际和平维持活动»ꎬ 载 “ ＮＡＶＥＲ” 网: ｈｔｔｐｓ: / / ｔｅｒｍｓ ｎａｖｅｒ ｃｏｍ / ｅｎｔｒｙ ｎｈ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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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外交部: «外交白皮书 (２０１９)» (韩文)ꎬ 第 １３６ 页ꎮ
[韩国] 芮荣俊、 徐承煜: «在最后的发展引擎非洲寻找机会» (韩文)ꎬ 载 [韩国] «中央日

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ꎮ
韩国外交部: «非盟概论 (２０１８)» (韩文)ꎬ 第 ５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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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项目投资ꎬ 虽然比较零碎ꎬ 但比较高效ꎮ 其三ꎬ 在对非洲外交上ꎬ
韩国重视软实力作用ꎮ 通过提供小规模的开发援助、 输出韩流文化、 参与地

区安全事务和社会公共服务等方式ꎬ 韩国赢得大部分非洲国家的信赖ꎮ 这为

韩国进一步深化韩非经济合作关系ꎬ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ꎮ

四　 韩国对非洲政策的发展趋势

对非洲外交是韩国整体外交和地区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促进和维

护韩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ꎬ 以及实现能源资源供给多元化和开发新兴市

场的重要依托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韩国对非洲外交逐渐由弱变强、 由单一转为

立体ꎬ 在从政府主导转进民间多主体参与的过程中ꎬ 韩非关系发展步入快

轨ꎮ 在当今世界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ꎬ 韩国在非洲地区开展 “巧外交”
对非洲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ꎮ 在韩国看来ꎬ 非洲国家不希望大国在

本地区陷入激烈竞争和对其内政外交过度干预的局面ꎮ 韩国作为中等发达

国家ꎬ 参与非洲事务及加强对非关系ꎬ 不仅不会引起非洲国家的反感和一

些大国的戒心ꎬ 还有助于韩国发挥自身优势推动构建与其国力相称的韩非

新型伙伴关系ꎮ
尽管韩国对非洲政策仍然缺乏系统性和全局性的战略规划ꎬ 但通过加强

和深化韩非间政策对话与合作机制ꎬ 尤其是韩国有意识的传播 “韩国经验”、
宣扬 “韩国模式”、 深入非洲国家内部社会治理体系等做法ꎬ 表明韩国试图以

专注经济合作、 深入民生领域、 融会彼此利益的方式ꎬ 集中自身优势资源和

有限的外交力量ꎬ “以点带面” 地推动韩非关系实现新发展ꎮ 当然ꎬ 促进和制

约韩国对非洲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利弊因素同时并存ꎮ 这其中ꎬ 既有结构性因

素和常态性问题ꎬ 又有联系性矛盾和潜在性风险ꎬ 韩非双方尚不具备构建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成熟条件ꎮ
从主体政策和合作领域看ꎬ 未来韩非伙伴关系将朝着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的方向发展ꎮ 第一ꎬ 韩国对非洲政策体系将不断完善ꎮ ２００６ 年卢武铉总统访

非后ꎬ 韩国以对非能源资源外交为轴心ꎬ 再次带动韩非关系发展ꎮ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ꎬ 韩国外交部非洲中东局调整为 ４ 个科室ꎬ 强化了对非洲国家的外交布局ꎬ
由此开启韩国对非洲外交的新历程ꎮ 但是ꎬ 在李明博时期所谓的创造性实用

主义外交的旗号下ꎬ 韩国外交部对非洲业务部门被缩编为一个科ꎬ 这一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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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在朴槿惠时期得到保留ꎮ 虽然这不意味着韩国漠视对非关系发展ꎬ 但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韩国对非洲政策体系的不完善性和不稳定性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作为强化对非洲外交和实现外交多边化的一个重要手段ꎬ 韩国在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成立了 “韩国—非洲财团”ꎬ 并积极推动构建面向新时期的韩非合作框架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 文在寅总统再次重组对非外交部门ꎬ 旨在强化对非洲外交职能ꎮ
不过ꎬ 总体上看ꎬ 韩国对非洲政策深受经济因素影响的状况并未改变ꎬ 这意

味着未来韩国对非洲外交仍将奉行实用主义路线ꎮ 从既有的韩国与非盟间达

成的重要共识和协议看ꎬ 伴随韩国对非洲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ꎬ 韩非合作领

域会进一步扩大、 合作关系呈持续深化趋势ꎮ
第二ꎬ 韩国对非合作领域将不断拓宽ꎬ 政策工具更加多元ꎮ 自卢武铉时

期以来ꎬ 在韩国历届政府的积极推动下ꎬ 韩非间合作领域不断扩大ꎬ 双方合

作关系持续深入ꎮ 由于非洲能源资源市场的特殊重要性和非洲经济一体化进

程的持续发展ꎬ 未来韩国会把非洲地区日益视为实现其经济再次腾飞的梦想

之地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和 １０ 月ꎬ 韩国外交部主持召开了两次有关非洲业务跨部门

协调会议ꎬ 主要是讨论韩国企业进入非洲市场和强化对非外交实施路径问题ꎮ
韩非合作聚焦经济领域ꎬ 并以人力资源开发、 青年和女性群体的能力建设以

及塑造和平与安全发展环境等为支撑ꎬ 体现了韩国政府推动韩非合作向纵深

发展的要义ꎮ
第三ꎬ 韩国资本和技术将加快向非洲市场倾斜ꎮ 与韩国在亚洲、 欧美等

地区市场的优异表现形成鲜明反差的是ꎬ 韩国资本和技术的优势及潜能未能

在非洲地区充分地释放出来ꎮ 据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９ 年的地区投资统计数据显示ꎬ
韩国对非洲投资远远低于对亚洲和北美地区的投资ꎬ 除个别年份外ꎬ 该国对

非洲投资在整体上低于对中东地区的投资ꎮ 同期ꎬ 韩国对非洲投资额最低时

仅为 １ ５ 亿美元 (２０１５ 年)ꎬ 最高时不过 ５ ４ 亿美元 (２０１９ 年)ꎬ 而上述这两

个年份韩国对亚洲地区的投资额分别达 １０７ 亿美元和 １４４ 亿美元ꎮ① 据统计ꎬ
２０１９ 年韩国对非洲投资额仅占当年度其对外投资总额的 １ ２％ ꎬ 十余年来这

一占比率基本上未有变化ꎮ
从地区贸易统计数据看ꎬ 除个别年份稍高于与大洋洲的贸易额外ꎬ 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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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韩国进出口银行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ｓ ｋｏｒｅａｅｘｉｍ ｇｏ ｋｒ / ｓｕｂ /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ｏ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１９ꎮ



冷战后韩国对非洲政策的范式转换: 从政治功利主义到经济实用主义　

贸易额远低于其与其他地区的贸易额ꎮ 以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的贸易数据为例ꎬ 韩

国对非洲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为 ６３ 亿美元和 ４９ 亿美元ꎬ 而同期韩国对中

南美洲地区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则分别高达 ２０６ 亿美元和 ９７ 亿美元ꎮ 受全球经

济增速放缓的影响ꎬ 近年来韩非贸易一度出现负增长ꎬ 但低于该国与其他地

区贸易呈负增长的水平ꎮ① 目前来看ꎬ 韩非经济关系远不如韩国与其他地区关

系紧密ꎬ 这与非洲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偏低、 整体消费能力不强有很大的

原因ꎬ 致使韩国优势产业及产品无法大规模的进入非洲市场ꎮ 不过ꎬ 非洲地

区日趋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和消费市场的逐渐释放及扩大ꎬ 给未来韩国资本和

技术深度参与非洲地区开发提供了巨大机遇ꎮ
从韩国企业的迫切期待看ꎬ 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积极拓展非洲消费市

场ꎮ 通过对非洲的消费市场规模、 城市化进程、 收入水平等因素的综合分析ꎬ
韩国企业机构认为南非、 尼日利亚、 肯尼亚、 加纳、 莫桑比克等非洲国家具

有很大的市场潜力ꎮ 利用韩流文化和产品 ( “Ｋ － ｐｏｐ” 和 “Ｋ － ｂｅａｕｔｙ”)ꎬ 以

及把非洲的文化产业同韩国的消费产品相结合ꎬ 可以打造针对非洲青年一代

消费群体的韩流营销新模式ꎮ 同时ꎬ 通过电子商务在线销售 (Ｋ － ｓｈｏｐ) 方

式ꎬ 韩国可弱化与非洲国家距离遥远的地理局限ꎬ 进一步提高韩国中小企业

进入非洲市场的能力和潜力ꎮ 二是加强与非洲国家产业合作ꎮ 当前ꎬ 非洲国

家正从培育制造业、 农畜矿产业现代化、 基础设施投资三大方面ꎬ 努力推进

自身的产业化进程ꎮ 非洲国家对以制造业为基础的韩国发展模式颇感兴趣ꎬ
且希望与韩方加强合作ꎬ 这有利于韩国企业出口机械设备、 原材料、 零部件

等产品ꎮ 当下ꎬ 韩国的电子、 汽车等优势产业正加速进入非洲市场ꎮ 可以说ꎬ
非洲市场的大门已经向韩国企业敞开ꎮ 不过ꎬ 与欧盟和中、 日等国家相比ꎬ
由于投资规模的限制和对成本回收的担忧ꎬ 韩国对在非洲大量投资建设基础

设施缺乏竞争力ꎮ
总而言之ꎬ 在提振以投资和贸易为基础的韩非经济合作关系的背景下ꎬ

双方经济伙伴关系将会得到逐渐提升ꎬ 并为双方在未来构建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打下坚实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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