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透视

中国在非洲债务问题的争论与真相∗

周玉渊

∗

　 　 内容提要　 近年来ꎬ 中国在非洲债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争论ꎮ
争论大致可归纳为: 中国债务贡献论、 中国债务威胁论和中国债务陷阱论ꎮ
对中国在非洲债务的关注和争论ꎬ 一方面可归因于西方少数国家持续的政治

宣传和炒作ꎬ 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对中国在非洲债务共有知识和科学认识的

缺乏ꎮ 具体而言ꎬ 对中国在非洲债务中的比重、 中国与非洲国家债务关系、
中国融资的效果等核心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比较缺乏ꎮ 通过研究这些问题可发

现ꎬ 中国债务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ꎬ 且这些国家并不是债务高风险国ꎬ
中国在非洲债务中的平均比重远远低于多边金融机构和私人融资等国际融资

方ꎻ 各种证据显示ꎬ 中国与当前非洲整体的债务问题的相关性很低ꎮ 另外ꎬ
在债务关系上ꎬ 中国不仅不是债务关系的主动方和主导方ꎻ 相反ꎬ 中国在债

务谈判中的手段和空间其实非常有限ꎮ 在融资效果上ꎬ 中国融资在促进非洲

国家包容性发展以及改善融资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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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ꎬ 非洲债务规模明显上升ꎬ 债务可持续性指

标出现加剧恶化趋势ꎮ 鉴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非洲债务危机的惨痛教训ꎬ 债务

问题很快再度受到国际社会和非洲国家的广泛关注ꎮ 作为非洲新的重要的发

展融资提供方ꎬ 中国对非发展融资开始成为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ꎮ 国际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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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中国对非发展融资的论调和论述也层出不穷ꎮ 其中ꎬ 既有对中国对非发

展融资的客观和理性认识ꎬ 更有对中国对非发展融资的负面和非理性的认识ꎮ
大体而言ꎬ 一个主要趋势是西方政界和学界将非洲国家债务形势严峻的矛头

指向中国ꎬ 是非洲国家债务负担论、 债务陷阱论、 债务不可持续论的主要来

源ꎮ 这带来的一个核心问题是ꎬ 如何客观和正确地认识当前中国的对非发展

融资的本质? 如何正确回应一些西方政界和学界对中国在非发展融资的负面、
片面甚至妖魔化的论调? 针对这一问题ꎬ 本文首先将对目前关于中国对非发

展融资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ꎬ 然后从决定非洲债务问题本质的 ３ 个要素

来理解中国在非发展融资ꎬ 即非洲国家债务来源和构成、 非洲国家债务管理

中的自主性、 中国对非融资的效果ꎬ 以期对国际社会正确理解中国在非洲以

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融资带来一些启示ꎮ

争论中的中国在非债务问题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中非合作获得了巨大发展ꎬ 其中ꎬ 中国对非发展融资发

挥了重要作用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ꎬ 中国宣布向非

洲国家提供包括援助、 优惠贷款和出口信贷额度的 ６００ 亿美元一揽子融资支

持ꎻ ２０１８ 年ꎬ 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ꎬ 中国宣布在未来三年内再次提供

６００ 亿美元的融资支持ꎮ 这些举措使得中国融资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ꎮ
事实上ꎬ 从 １９９４ 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两大政策性银行成立

至今ꎬ 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基础设施融资方ꎬ 中国融资在支持非洲基础

设施建设、 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但同时ꎬ 因其总体规

模、 增长速度和中国特色融资模式ꎬ 中国对非发展融资也成为各方关注、 研

究和争论的一个焦点ꎮ① 目前ꎬ 国际学界对中国对非发展融资的解读可归纳为

以下三类:
(一) 中国债务贡献论

西方、 非方和中方的研究者从不同视角来理解中国对非发展融资的正面

作用ꎮ 大体上ꎬ 这类研究认为ꎬ 发展融资合作是中非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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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非洲发展、 中国在非利益拓展以及密切中非合作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ꎮ① 中国的发展融资不仅在非洲受到普遍欢迎ꎬ 对传统对非融资也是重要

的补充ꎮ② 经济合作组织 (ＯＥＣＤ) 发展研究中心高级顾问赫尔穆特瑞森

(Ｈｅｌｍｕｔ Ｒｅｉｓｅｎ) 指出ꎬ 中国不仅是非洲重要的融资提供方ꎬ 而且通过基础设

施投资、 带动非洲国家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ꎬ 为缓解非洲国家的债务问

题发挥了重要作用ꎮ③ 黛博拉布罗迪加姆指出ꎬ 中国发展融资并不是一些指

责所描绘的那样包藏地缘和政治野心ꎬ 相反在缓解非洲国家基础设施资金短

缺、 促进非洲国家经济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ꎮ④ 德雷尔 (Ｄｒｅｈｅｒ) 等通过量

化和案例研究发现ꎬ 中国发展融资在推动非洲经济增长、 带动当地就业、 促

进社会平等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ꎮ⑤ 基拉马 (Ｋｉｌａｍａ) 则强调ꎬ 中国发展融

资为非洲国家提供了更多外部选择ꎬ 提高了非洲国家在寻求国际融资上的自

主权和灵活性ꎮ⑥ 与此类似ꎬ 维尔 (Ａｎｚｅｔｓｅ Ｗｅｒｅ) 也指出ꎬ 中国发展融资具

有发展导向而非政治导向属性ꎬ 与传统金融机构附加苛刻政治条件形成鲜明

对比ꎬ 传统金融机构和西方国家力推的 “经济结构调整计划” 在发展中国家

的惨痛失败教训使非洲国家更愿意加强与中国的发展融资合作ꎮ⑦ 关于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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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贷款” 等中国融资模式ꎬ 一些学者认为ꎬ 这是平衡非洲国家融资、 发展需

求与中国融资风险的灵活选择ꎬ 对双方都有利ꎮ① 同时ꎬ 一些学者也指出ꎬ 中

国发展融资在支持中国企业在非洲商业拓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即中国的发

展融资尤其是基础设施融资也使中国企业受益ꎬ 助力于中国 “走出去” 战略ꎬ
拓展中企在非洲的商机ꎬ 创造海外就业机会ꎮ②

(二) 中国债务威胁论

尽管学界存在着大量对中国发展融资的正面、 客观的评价ꎬ 但负面的评

价和炒作则往往产生较大的影响ꎮ③ 其中ꎬ 中国债务威胁论是一个主要论调ꎮ
这类研究和论调往往基于自身价值观和利益观ꎬ 臆断中国发展融资对非洲国

家政治、 经济、 社会的负面影响ꎮ 例如ꎬ 有的研究认为ꎬ 中国对非发展融资

支持了非洲国家的独裁和专制政权ꎻ④ 中国债务往往滋生非洲国家腐败ꎮ⑤ 有

的研究则提出中国发展融资对非洲社会和环保标准具有负面影响ꎮ 还有一些

研究者直接将中国对非发展融资界定为 “流氓援助”ꎬ 其主要依据是ꎬ 中国对

非的援助和发展融资支持破坏了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在非洲确

立的规则、 规范和实践活动ꎮ⑥ 最近几年ꎬ 在债务可持续性问题持续升温的背

景下ꎬ 将中国发展融资与非洲债务可持续性问题联系起来的趋势更为明显ꎮ
一个舆情导向是ꎬ 中国是非洲国家债务负担加剧、 债务可持续性风险上升的

主要威胁ꎮ 例如ꎬ 约瑟夫安加拉 (Ｊｏｓｅｐｈ Ｏｎｊａｌａ) 认为ꎬ 中国贷款对于肯尼

亚基础设施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ꎬ 但由于缺乏透明度和附带条件ꎬ 长远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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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非洲债务问题的争论与真相　

将对肯尼亚的债务可持续性带来重大威胁ꎮ① 基尔 (Ｋｉｅｌ) 世界经济研究所的

报告则认为ꎬ 中国债务占 ５０ 个主要借款国外债的比重高达 ４０％以上ꎬ 而且中

国至少一半的贷款是 “隐蔽性” 的 (Ｈｉｄｄｅｎ Ｄｅｂｔ)ꎮ “中低收入和新兴市场国

家所欠中国债务存量高达 ３ ８００ 亿美元ꎬ 远远超过 ２２ 个巴黎俱乐部国家的

２ ４６０亿美元ꎮ 这不仅增加了相关国家的债务负担和偿还压力ꎬ 而且也极大增

加了债务管理和风险预警的难度ꎮ”②

(三) 中国债务陷阱论

“债务陷阱” 并不是一个新鲜提法ꎬ 但在最近几年ꎬ “债务陷阱外交” 则

被描述为中国对外贷款和外交政策的独有特征ꎮ③ 这一论调大致可归纳为: 中

国利用自身的经济和金融实力ꎬ 主动向亟需资金的国家提供高利率贷款ꎬ 并

通过设置资产、 商品、 股权等担保和还款条件ꎬ 在借款国无法还款的情况下ꎬ
达到攫取借款国资产、 迫使借款国追随中国、 扩大中国军事存在等政治、 经

济、 军事和战略的目的ꎮ④ ２０１３ 年ꎬ 自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以来ꎬ “债
务陷阱论” 迅速得以扩大和泛化ꎬ 最开始主要集中于南亚、 东南亚和拉美国

家ꎬ 如斯里兰卡、 委内瑞拉等ꎬ 但当前非洲也已经成为 “债务陷阱论” 关注

的重要区域ꎮ⑤ 在吉布提、 肯尼亚、 赞比亚、 安哥拉等非洲国家ꎬ 存在着大量

关于 “中国债务陷阱论” 的报道、 报告和宣传ꎮ
与 “债务陷阱论” 相对应ꎬ 质疑 “债务陷阱论” 的研究和声音也开始增

加ꎮ 严格意义上讲ꎬ “债务陷阱论” 更多只是一个话语工具ꎬ 并没有上升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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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陷阱” 是一个经济现象ꎬ 其本义指: 在借贷便利化快速提升的大背景下ꎬ 超前消费、
透支消费、 小额多频消费等行为很容易使普通民众背负大量债务ꎬ 而银行高利率等政策变化则很有可

能导致借款者面临着巨大的还款压力乃至无法还款ꎮ 但 “债务陷阱外交” 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外

交话语ꎬ 其更突出贷款方的主观动机ꎬ 是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的重要表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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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高度ꎮ 随着 “债务陷阱论” 的持续宣传ꎬ 学界加大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ꎬ
而基于事实的研究往往证明ꎬ “中国债务陷阱论” 缺乏事实依据ꎬ 背后隐藏着

各种政治动机ꎮ 如关于中国通过债务攫取他国战略资产的指责ꎬ 黛博拉、 侯

赛因阿斯卡里等很多学者通过对斯里兰卡研究发现ꎬ 汉班托塔港只能勉强

算是唯一的一例 “攫取资产” 案例ꎬ 而且所谓 “债务陷阱” 的描述也 “很不

诚实”ꎮ① 关于中国设置 “债务陷阱” 的战略野心ꎬ 荣鼎集团 ( Ｒｈｏｄｉｕｍ
Ｇｒｏｕｐ) 通过对 ４０ 个中国贷款案例的研究发现ꎬ 中国的贷款往往是基于借款

国的要求ꎬ 也就是说ꎬ 借款国是中国贷款的主要决定因素ꎬ 而不是中国的战

略野心使然ꎮ② 同样ꎬ 基于非洲案例的研究往往也得出类似结果ꎮ 维尔指出ꎬ
非洲国家的债务中ꎬ 来自私有机构借贷的比重高达的 １ / ３ꎬ 而利息偿还占比更

是高达 ５５％ ꎬ 这远远高于所欠中国债务的比重ꎮ 因此ꎬ “一味指责中国ꎬ 却无

视非洲国家的债务管理政策ꎬ 是非常错误的做法ꎮ”③ 古伊德摩尔 (Ｇｕｙｉｄｅ
Ｍｏｏｒｅ) 则直接指出ꎬ 非洲债务问题的根源并不来自中国ꎬ “债务陷阱论” 本

质上是西方国家担心中国影响力上升的政治反应ꎮ④ 帕特里克马卢基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Ｍａｌｕｋｉ) 等通过对 “债务陷阱论” 话语的分析发现ꎬ 这一论调仅仅是

西方竞争者遏制中国在非洲乃至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工具ꎮ “非洲国家应该保持

足够清醒ꎬ 非洲国家不应该被西方所左右ꎻ 相反ꎬ 非洲国家的发展重心应聚

焦于提高自身能力建设ꎬ 更好地利用中国融资所带来的机遇ꎮ”⑤

综上ꎬ 中国对非发展融资是目前中非关系中的一个热点问题ꎬ 学界对这

一问题存在着明显的争论和分歧ꎮ 尽管已经有一些正面和理性的研究ꎬ 但负

面舆情仍较盛ꎮ 而且在西方政治操作、 媒体和舆论引导下ꎬ 负面认识仍有不

断扩大的趋势ꎮ 因此ꎬ 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在非发展融资的本质ꎬ 不仅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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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命题ꎬ 也是一个政策议题ꎮ 当前的研究更多是对 “债务陷阱论” 等负面论

调的回应ꎬ 并没有对非洲债务问题与中国发展融资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和深入

的界定ꎮ 基于此ꎬ 本文提出从 ３ 个核心维度来理解这一关系ꎬ 即非洲债务来源

和构成、 非洲国家债务管理自主性、 中国对非洲融资的效果ꎮ 其对应的核心问

题是: 中国到底在非洲债务问题上有多大的比重和相关性? 决定非洲国家与中

国债务关系的主体是谁? 中国融资在非洲发展上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非洲债务发展: 谁是债主?

２００９ 年以来ꎬ 随着非洲国家债务融资需求扩大ꎬ 非洲国家的债务规模再

次出现较大增长ꎮ 同时ꎬ 由于财政赤字加剧、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国际需求

下降等多重因素叠加ꎬ 非洲国家的债务压力进一步上升ꎮ 非洲国家公共债务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３７％增长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５６％ 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 １８ 个非洲国家面临着债务高风险压力ꎬ 比 ２０１３ 年增长了一倍多ꎮ① １９
个非洲国家的负债率 (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超过了 “非洲货币合作计

划” (ＡＭＣＰ) 设定的 ６０％ 的门槛值ꎬ 而如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定的

５５％的门槛值ꎬ 这一数字则达到了 ２４ 个ꎮ 如果基于债务偿还比 (年偿还额 /
收入比) 的门槛值ꎬ 非洲处于高风险债务的 １６ 个国家中只有两国在门槛值之

内ꎮ② 非洲债务形势的变化再次引起各方的关注ꎮ 这一时期ꎬ 随着中非合作的

快速发展ꎬ 中国对非发展融资获得了较快增长ꎮ 这两个趋势的同步发展使中国

成为西方政界与学界关注甚至指责的主要对象ꎮ 然而ꎬ 这显然忽视了非洲债务

问题的根源ꎬ 也没有清晰界定非洲外债的构成和中国债务在其中的比重ꎮ
(一) 非洲债务问题根源与当前发展

非洲债务问题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根源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一方面ꎬ 非

洲新独立国家大多经历了短暂的经济快速发展ꎬ 其发展融资需求也在不断扩

大ꎮ 另一方面ꎬ 石油财富极大增强了西方金融机构的资金出借需求ꎮ 非洲及

其他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成为重要对象ꎮ ８０ 年代ꎬ 非洲债务危机爆发ꎮ

９

①
②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ｕｌｓｅ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３８ － ４０
Ａｄｅｄｅｊｉ Ａｄｅｎｉｒａｎꎬ Ｍｍａ Ａｍａｒａ Ｅｋｅｒｕｃｈｅꎬ Ｏｌａｌｅｋａｎ Ｓａｍｕｅｌ Ｂｏｄｕｎｒｉｎꎬ Ａｂｄｅｌａａｚｉｚ Ａｉｔ Ａｌｉꎬ Ｂａｄｒ

Ｍａｎｄｒｉ ＆ Ｇｈａｚｉ Ｔａｙｅｂꎬ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Ｒｉｓｉｎｇ Ｄｅｂｔ: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ｂ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 ＧＥＧ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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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０ ~ １９８７ 年ꎬ 非洲国家外债总额 (不包含逾期债务) 从 ８０ 亿美元升至

１ ７４０亿美元ꎬ 债务偿付额从不到 １０ 亿美元增加到 １８０ 亿美元ꎬ 外债负债率从

１６％剧增至 ７０％ ꎬ 债务出口比从 ７３％增加到 ３２２％ ꎮ① 债务危机给非洲国家经

济带来重创ꎬ １９７０ ~ １９８７ 年间ꎬ 非洲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８％ ꎮ② 非

洲国家债务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包括: 非洲国家的宽松财政、 过度举债政策ꎻ
美元利率上涨ꎻ 西方国家经济衰退和需求下降、 大宗商品价格暴跌ꎬ 使外向

型非洲经济增速低迷ꎻ 西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过度、 不负责任的放债等ꎮ③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开始ꎬ 西方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提出各种倡议和

举措来应对非洲等发展中地区的债务危机ꎮ 例如贝克计划 (１９８５ 年)、 多伦

多计划 (１９８８ 年)、 布拉迪计划 (１９８９ 年)、 荷兰计划 (１９９０ 年)、 曼谷计划

(１９９１ 年) 等ꎮ 这些倡议和计划的核心是债务纾困和债务减免ꎮ 早期的举措

是ꎬ 一方面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深陷债务危机

的非洲国家提供新的贷款ꎬ 另一方面则组织协调政府和私有债权方减免非洲

国家的债务ꎮ 然而ꎬ 这些举措不仅没有缓解非洲国家的危机ꎬ 反而进一步加

剧了非洲国家的债务负担ꎮ④ 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ꎬ 国际金融机

构的新贷款反而使多边金融机构在非洲债务中的比重快速上升ꎬ 开始成为非

洲国家的主要债务来源ꎮ⑤ 更重要的是ꎬ 多边金融机构这一时期贷款的相当比

重是短期和非优惠性质贷款ꎬ 这反而进一步导致非洲国家的过度借贷ꎬ 进一

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ｏｓｈｕａ Ｅ Ｇｒｅｅｎｅ ＆ Ｍｏｈｓｉｎ Ｓ Ｋｈａｎꎬ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ｂｔ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ꎬ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ａｐｅｒ ３ꎬ １９９０ꎬ ｐｐ １ －３

这里的非洲指整个非洲大陆ꎬ 如果只算撒哈拉以南非洲债务指标ꎬ 则更加严重ꎮ Ｓｅｅ Ｕｋａ Ｅｚｅｎｗｅꎬ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ｂｔ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Ｉｎｔ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２８ꎬ Ｉｓｓｕｅ １ꎬ １９９３ꎬ ｐｐ ３５ －４３

关于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非洲以及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原因的解释很多ꎮ Ｓｅｅ Ｊｏｓｈｕａ Ｅ Ｇｒｅｅｎｅꎬ Ｍｏｈ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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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ꎬ 非洲国家早期的债务主要来自双边和私有金融机构贷款ꎬ 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债务

纾困和减免倡议在协调执行中面临着很大问题ꎮ 另一方面ꎬ 多边金融机构向非洲国家提供的新贷款主

要是短期的、 非优惠性质贷款ꎬ 这使非洲国家的债务结构进一步恶化ꎮ Ｂｒｏｏｋｓꎬ Ｒａｙꎬ Ｍａｒｉａｎｏ Ｃｏｒｔｅｓꎬ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ａ Ｆｏｒｎａｓａｒｉꎬ Ｂｅｎｏｉｔ Ｋｅｔｃｈｅｋｍｅｎ ａｎｄ Ｙｄａｈｌｉａ Ｍｅｔｚｇｅｎꎬ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Ｄｅｂ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ｅｎ Ｌｏｗ －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 ＩＭ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９８ / ７２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ＭＦꎬ １９９８

１９７９ 年ꎬ 私有金融机构在非洲的债务比重是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的３ ６ 倍ꎬ 到１９９７ 年ꎬ 国际开发

协会在非洲的债务比重已经增长到私有机构债务的 ８ ６ 倍ꎮ Ｗ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ꎬ “Ｈｏｗ Ｄｉｄ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Ｉｎｄｅｂｔｅｄ Ｐｏ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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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１６７７ －１６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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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增加了非洲国家的还款负担和违约风险ꎮ① 另一方面ꎬ 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

政府开始成为非洲国家的经济和发展政策议程的主要塑造者ꎮ 以债务为工具

对非洲国家的政策干预不仅没有为非洲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提供动力ꎬ 相

反以 “经济结构调整计划” 为核心的经济改革议程对非洲经济造成了巨大创

伤ꎮ 随着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持续恶化ꎬ 国际金融机构又在 １９９６ 年提出了

“重债穷国倡议” (ＨＩＰＣｓ)ꎬ 在 ２００５ 年提出了 “多边债务减免倡议” (ＭＤＲＩ)ꎮ
随着非洲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增长ꎬ 这些倡议的效果开始显现ꎮ ３９ 个重债穷国

倡议国家中有 ３５ 个国家达到 “完成点”ꎬ 其中 ３３ 个非洲 “重债穷国倡议” 国

家中有 ３０ 个达到 “完成点”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底ꎬ 债务减免承诺达到 １ ２６０
亿美元ꎬ 其中 ８５％针对非洲国家ꎮ② 根据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ꎬ 至 ２００６ 年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外债规模下降为约 ２ ０００ 亿美元ꎬ 总体债务指标也得到明

显改善ꎻ 负债率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４５％降至 ３５％ ꎻ 债务偿还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也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３ ９％下降至 １ ４％ ꎮ③

图 １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总体债务压力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ｕｌｓｅ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４０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非洲国家经济获得了较快的恢复和增长ꎬ 这带动了非洲

１１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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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融资需求的快速增长ꎮ 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ꎬ 非洲国家债务又步入快速增长通

道ꎬ 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１５ ５％ ꎮ ２０１７ 年ꎬ 非洲的外债规模达到 ５ ３５０ 亿美元ꎬ
比 ２００８ 年增加了 ２ 倍多ꎬ 平均负债率则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３０％ 增长至 ５３％ ꎮ 基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可持续性指标ꎬ 有 １６ 个国家被界定为债务高风险国

家ꎬ 但国家间的差异很大ꎬ 因而并不是一个整体性的现象ꎮ 非洲开发银行出

版的 «２０１９ 年非洲经济展望» 指出ꎬ “尽管在一些非洲国家的债务脆弱性有

所增加ꎬ 但非洲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存在系统性债务危机的风险ꎮ”①

(二) 非洲债务构成

非洲债务结构正在发生重要变化ꎮ 一方面ꎬ 内部债务和外债的比例结构

出现了很大变化ꎮ 另一方面ꎬ 外部债务构成也正在经历重大变化ꎮ 第一ꎬ 外

部债务依然占更大比重ꎬ 但内部债务的增长更快ꎮ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间ꎬ 非洲公

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 ３７％ 增长到 ５６％ ꎮ 其中ꎬ 外债的增速为 ８％ ꎬ
而国内债务增速则达到 １１％ 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 以外币计价债务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重约为 ２９％ ꎬ 而以本地货币计价的债务占比已经达到 ２３％ ꎮ②

第二ꎬ 多边金融机构债务呈下降趋势ꎬ 但多边融资机构依然是非洲最主要

的公共外债来源ꎮ 根据世界银行国际债务数据ꎬ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８ 年间ꎬ 撒哈拉以南

非洲公共外债中ꎬ 多边债务存量从 ５８７ 亿美元增加到 １ １０４ ５ 亿美元ꎬ 增长了

８８％ꎮ 多边债务占长期外债的比重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４４％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４％ꎮ
第三ꎬ 来自私有和商业机构债务的规模和比重获得快速增长ꎮ 随着非洲

国家经济发展和投资潜力的提升ꎬ 非洲国家获得优惠性质贷款的机会和比重

在下降ꎮ 这促使非洲国家开始通过在欧债市场、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ｓ)、 私人贷款、 混合融资等商业贷款方式来获取融资ꎮ 私有金融机构的

公共债务从 ５２４ ７ 亿美元增至 １ ５４６ ４ 亿美元ꎬ 增长了 ２３７％ 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底ꎬ 来自私人机构和商业银行的借贷占撒哈拉以南非洲长期外债的比重已经

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７％剧增至 ４１％ ꎮ③ 其中ꎬ 政府债券发行再创新高ꎬ ２０１７ 年达到

２７０ 亿美元ꎬ 比 ２０１６ 年增长了 ４ 倍ꎮ 在公共外债之外ꎬ 私人非公共外债的规

模也在快速增长ꎬ ２００８ 年ꎬ 私人非公共外债只有 ４６０ 亿美元ꎻ ２０１０ 年ꎬ 已经

达到 ７２８ ４ 亿美元ꎻ ２０１８ 年ꎬ 则达到 １ ２８０ ４ 亿美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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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ＡｆＤＢ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９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１８ － １９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ｕｌｓｅ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３９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ｂ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２０ꎬ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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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ꎬ 巴黎俱乐部等传统双边债务比重下降明显ꎬ 但新兴国家的贷款比

重增长迅速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巴黎俱乐部占非洲的债务比重达到 ２５％ ꎬ 是仅次于多

边金融机构的主要贷款方ꎬ 但 ２０１６ 年ꎬ 这一比重只有 ７％ ꎬ 至 ２０１８ 年底ꎬ 则

进一步下降至 ５％ ꎮ① 新兴国家对非贷款的比重逐年上升ꎬ 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５％
已经增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３０％ (见图 ２)ꎮ 而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 新兴国家贷款占双边

债务的比重达到 ８０％ ꎮ②

图 ２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公共外债构成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ｕｌｓｅ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４２

(三) 中国债务在非洲债务中的比重

中国在非的债务规模和比重是各方关注的重点ꎮ 然而ꎬ 由于数据采集来

源差异ꎬ 学界关于中国债务比重和规模的结果也各不相同ꎬ 甚至差别较大ꎮ
根据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 “中非研究倡议” (ＣＡＲＩ)ꎬ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７ 年间ꎬ 中国

向 ５４ 个非洲国家提供了约 １ ４３０ 亿美元的贷款ꎬ 其中 ８０％来自官方金融机构ꎬ
２０％来自民营银行ꎮ③ 根据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研究实验室 (ＡｉｄＤａｔａ) 的数据ꎬ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ꎬ 中国对非官方资金流入为 １ ２１０ 亿美元ꎻ ２０１０ 年后ꎬ 平均每

年的资金流入为 １２０ 亿美元ꎮ 在 “中非研究倡议” 的数据基础上ꎬ “朱比利债

务行动” (Ｊｕｂｉｌｅｅ Ｄｅｂｔ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大致确定中国在非债务的规模区间约为 ７２０
亿 ~ １ ０００ 亿美元ꎬ 在非洲国家所有外债中的比重为 １８％ ~２４％ ꎮ 通过非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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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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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Ｐｒｉｃｅ Ｓｌｕｍｐ”ꎬ ＣＡＲＩ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１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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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案例ꎬ “朱比利债务行动” 得出结论: 中国债务在非洲外债中的比重最多占

２０％ ꎬ① 相比而言ꎬ 在非私人部门融资的比重为 ３２％ ꎬ 多边金融机构债务占

比 ３５％ ꎮ 这意味着私人部门和多边金融机构是当前非洲国家主要的债务来源ꎮ
这总体上与世界银行债务统计的结果一致 (见图 ３)ꎮ

图 ３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７ 年中国债务在非洲总体外债中的比重 (％ )

资料来源: Ｊｕｂｉｌｅｅ Ｄｅｂｔ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ꎬ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Ｄｅｂｔ Ｃｒｉｓｉｓ: Ｗｈｏ ｉｓ ｔｈｅ Ｄｅｂｔ

Ｏｗｎｅｄ ｔｏ?”ꎬ Ｏｃｔ ２０１８

虽然中国对非贷款的规模增长较快ꎬ 但中国债务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非

洲国家ꎬ 而这些国家并不是债务高风险国家ꎮ 根据 “中非研究倡议” 的数据ꎬ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７ 年间ꎬ 中国贷款存量超过 ８０ 亿美元的非洲国家有 ３ 个ꎬ 即安哥拉

(４２８ 亿美元)、 埃塞俄比亚 (１３７ 亿美元) 和肯尼亚 (９８ 亿美元)ꎬ 仅这 ３ 个

国家就占中国对非贷款存量的 ４６％ ꎮ 如果加上存量在 ５０ 亿 ~ ８０ 亿美元的 ４ 个

国家ꎬ 即刚果 (布) (７４ ２ 亿美元)、 苏丹 (６４ ９ 亿美元)、 赞比亚 (６３ ８ 亿

美元)、 喀麦隆 (５５ ７ 亿美元)ꎬ 这一比重超过了 ５６％ ꎮ １０ 亿 ~ ５０ 亿美元的

国家数量为 １５ 个ꎬ １０ 亿美元以下的国家数量为 ２７ 个ꎬ 其中近 ２０ 个国家的债

务数额为 ０ 或者可以忽略不计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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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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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研究倡议” 的数据主要是基于贷款 (意向或承诺) 协议ꎬ 并不是项目框架协议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ꎮ 它并没有核实是否已经发放ꎬ 也没有计算债务本金和利息偿还额ꎮ 因此ꎬ 中

国债务的实际数额比 “中非研究倡议” 的数字要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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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债务高风险国家ꎬ 中国贷款在其中的比重很小ꎮ 朱比利债务行动

对 １５ 个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界定为债务高风险的非洲国家分析后发现ꎬ １２ 个

国家所欠中国债务与其总体外债比低于 １８％ ꎬ① 只有 ３ 个国家的比重高于

２４％ ꎬ 包括吉布提 (６８％ )、 赞比亚 (３０％ )、 喀麦隆 (２９％ )ꎮ 也就是说ꎬ
只有 ３ 个非洲国家的债务增长与中国有关联ꎮ 姑且不论这 ３ 个国家债务问题

的具体情况ꎬ 就此而言ꎬ 如果将非洲总体的债务可持续性问题主要归因于中

国ꎬ 显然是失实的ꎮ②

综上ꎬ 虽然非洲债务问题持续升温ꎬ 但非洲目前并不存在系统性的债务

危机风险ꎮ 近年来非洲债务规模增长和债务可持续性压力增大有其深刻的历

史根源ꎬ 也与当前非洲债务来源的变化有很大关系ꎮ 总体上ꎬ 多边金融机构

是非洲国家债务存量的主要来源ꎬ 快速增长的私人部门和商业贷款是非洲国

家债务增量的主要来源ꎮ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中国对非贷款获得了较快增长ꎬ 但

中国贷款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债务状况稳定、 经济发展前景良好的国家ꎮ 在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非洲债务高风险国家ꎬ 中国贷款的规模

总体较小ꎬ 而且只在 ３ 个国家的外债中占有较高比重ꎬ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其他外部借贷的规模很小ꎮ 就此而言ꎬ 中国并不是当前非洲债务增长的主要

因素ꎬ 同时ꎬ 中国与非洲债务高风险上升之间的相关性其实很小ꎮ

非洲债务管理: 谁是主导方?

当前关于中非债务关系的一个重要话语是ꎬ 中国是债务关系的主导者ꎬ
中国通过提供贷款来获取政治、 经济和战略利益ꎮ③ 这一话语缺乏最基本的事

实支撑ꎬ 无助于真正理解中非债务关系的本质ꎬ 无法回答两个最核心的问题:
为什么非洲债务往往来自非洲国家自主的决策? 为什么非洲国家在债务谈判

中往往是更强势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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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１２ 个国家为布隆迪、 佛得角、 中非共和国、 乍得、 冈比亚、 加纳、 毛里塔尼亚、 莫桑比克、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南苏丹、 苏丹、 津巴布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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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非洲国家是债务关系中的主动方

非洲国家在寻求国际债务上存在着结构性的需求ꎮ 一方面ꎬ 资金和基础

设施短缺是非洲发展面临的主要瓶颈ꎮ 在地区和国家内部无法提供资金支持

的背景下ꎬ 国际融资成为非洲国家的现实选择ꎮ 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统计ꎬ 非

洲每年基础设施需求约 １ ３００ 亿 ~ １ ７００ 亿美元ꎬ 其中资金缺口为 ６８０ 亿 ~
１ ０８０亿美元ꎮ 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投资是非洲国家谋求发展、 实现中等收入

国家目标的重要前提ꎮ 另一方面ꎬ 非洲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脆弱性是导

致非洲债务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ꎮ 非洲经济以单一和初级产品出口为主ꎬ
极易受国际商品价格、 汇率价格波动影响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的国际大宗商品价

格下跌不仅导致非洲国家外汇收益锐减ꎬ 而且加剧了货币贬值、 通胀、 失业

和经济衰退ꎬ 这最终使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和国家发展支出更加紧张ꎮ 这一结

构性问题导致国际融资成为非洲国家应对发展挑战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ꎮ①

向谁寻求 (或拒绝) 国际贷款是发展中国家自主决策的结果ꎮ② 自 ２１ 世

纪以来ꎬ 随着非洲经济的恢复和市场潜力的释放ꎬ 非洲国家获取债务的渠道

也日益多元化ꎮ 目前ꎬ 非洲国家主要有 ４ 个融资获取渠道: 国际多边金融机

构、 欧洲债券市场、 私有金融机构 (商业银行)、 双边融资ꎮ 债务来源的多元

化ꎬ 尤其是中国等新兴融资来源使非洲国家有足够的空间来选择向谁借债ꎮ
２００６ 年以来ꎬ 欧债发行、 私人部门和商业银行债务的快速增长正是这一现实

的突出反映ꎮ “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和巴黎俱乐部国家的贷款ꎬ 尤其是优惠性质

贷款比重的下降ꎬ 使非洲国家更愿意向其他融资更便利、 条件更宽松的金融

机构寻求贷款”ꎮ③ 其中ꎬ 欧债市场因为其较便利的融资条件成为非洲国家的

重要选择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塞舌尔成为第一个在欧债市场发行债券的非洲国家ꎬ
２００７ 年ꎬ 加纳成为第一个发行主权债务的重债穷国倡议国家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ꎬ ２１ 个非洲国家发行了主权债券ꎮ 非洲主权欧洲债券的存量达到 １ ０２０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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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ꎬ 其中仅 ２０１８ 年就发行了 ２７１ 亿美元ꎮ① 同时ꎬ 由于中国等新兴国家贷

款的务实性、 灵活性和发展属性ꎬ 非洲国家也更愿意向中国等寻求贷款ꎮ 在

绝大多数情况下ꎬ 向中国提出贷款需求的是非洲国家政府ꎮ
现以赞比亚卡富埃峡谷水电站项目加以说明ꎮ 卡富埃峡谷水电站装机容

量 ７５０ 兆瓦ꎬ 是赞比亚规划建造的大型水电项目ꎮ 赞比亚与中国在该项目上

的融资谈判很有代表性ꎮ 谈判大致可分为 ３ 个阶段ꎬ 第一阶段ꎬ 从世界银行

融资转向中国融资ꎮ 为了解决国家电力短缺问题ꎬ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ꎬ 赞

比亚政府开始启动该项目ꎬ 最开始是希望利用世界银行和私人资本融资ꎮ 然

而ꎬ 在与世界银行前后谈判了几年后ꎬ ２００３ 年ꎬ 赞比亚政府与中国进出口银

行和中水电达成了合作备忘录ꎮ 但在之后的几年内ꎬ 由于赞比亚电力公司内

部的原因ꎬ 这一项目被赞比亚政府再次搁置ꎬ 期间赞比亚电力公司还与日本、
印度及西方国家进行了接触ꎮ② 至 ２０１１ 年ꎬ 赞比亚班达政府再次与中国达成

谅解备忘录ꎬ 由中非发展基金提供全部融资ꎬ 中水电负责建设ꎮ 第二阶段ꎬ
融资平衡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ꎬ 赞比亚大选后ꎬ 新政府立刻表示将对融资条款、 项

目收益、 项目管理和执行程序进行重新评估ꎮ 为此ꎬ 新政府马上宣布与中水

电签署的备忘录无效ꎬ 并希望邀请挪威政府和机构对该项目进行重新评估ꎮ
第三个阶段ꎬ 重新招标ꎮ 经过反复讨论和谈判ꎬ 赞比亚政府决定执行新的建

设 －拥有 －经营 － 转让融资模式ꎮ 作为项目业主ꎬ 赞比亚电力公司拟通过欧

债贷款提供一部分融资ꎬ 而 ８５％的融资由中非发展基金提供ꎮ 同时ꎬ 赞比亚

电力公司将邀请挪威私企 (挪威咨询) 担任技术顾问ꎬ 对项目建设和管理进

行监督和质量管控ꎮ③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 中水电与赞比亚电力公司签订施工、 采

购和建设合同 (ＥＰＣ)ꎮ ２０１６ 年ꎬ 项目正式开工建设ꎬ 计划于 ２０１９ 年底竣工ꎮ
(二) 非洲国家在债务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

“中国债务陷阱论” 存在一个常识性错误ꎬ 即想当然认为ꎬ 非洲国家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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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债务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ꎬ 而中国可以通过债务条款来实现相应的政

治、 经济和战略目的ꎮ 在理论上讲ꎬ 这一论调就存在问题ꎮ 相对于国内债务

关系ꎬ 国际债务关系具有其特殊性ꎮ 其最大的不同在于ꎬ 国内债务问题可以

通过国内完善的法律体系进行保护和解决ꎬ 而国际债务问题则缺少相应的法

律制度ꎬ 甚至仲裁体系也不存在ꎮ① 国际法律和规范体系的缺失意味着国际贷

款方面临着比国内借贷方更大的风险ꎮ 一方面ꎬ 在债务谈判中ꎬ 非洲国家具

有更多的选择和筹码ꎬ 而中国的空间则非常有限ꎮ 因为非洲国家可以在不同

融资提供者之间进行议价ꎬ 也可以搁置项目ꎬ 甚至还会以政治外交关系作为

筹码进行施压ꎬ 所以ꎬ 中国的选择其实非常有限ꎬ 即要么答应ꎬ 要么拒绝ꎬ
而最终的决策往往是在提供融资的经济社会风险和拒绝融资的政治外交风险

之间维持谨慎的平衡ꎮ 贷款方的贷款决策更多是基于借款方的要求甚至现实

压力ꎬ 因此ꎬ 认为中国通过主导债务关系来实现特定目标的假设是不成立的ꎮ
另一方面ꎬ 当债务出现问题时ꎬ 借款方也往往是债务谈判中强势的一方ꎮ 当

借款方出现债务逾期或偿还能力严重不足时ꎬ 贷款方则承担着更大的风险ꎮ
一个风险来自贷款收益风险ꎬ 另一个则来自政治外交和舆论风险ꎮ 由于缺乏

强有力的国际法律和仲裁机制ꎬ 借款方的违约成本其实很低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贷款方在债务谈判中因为需要综合考虑贷款收益以及潜在的政治外交关系风

险而往往处于被动地位ꎮ
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债务问题上的谈判很好地验证了这一观点ꎮ 荣鼎集团

对中国的债务谈判进行系统研究后发现ꎬ 尽管中国体量很大ꎬ 但中国在债务

谈判中其实是非常弱势的一方ꎮ 该机构通过对 ２４ 个国家 (其中 １３ 个是非洲

国家) 的 ４０ 个案例的研究发现ꎬ 借款国往往能通过债务谈判实现有利于本国

的结果ꎮ 其中ꎬ 债务减免的比重最高 (１６ 例)ꎬ 其次是债务延期 (１１ 例)、
重新融资 (４ 例)、 债务重组 (４ 例)、 暂停贷款发放 (４ 例)ꎮ② 前 ４ 种结果

(３６ 例ꎬ 占 ９０％的比重) 显然更有利于借款国ꎮ 相比之下ꎬ 只有 ４ 例是暂停

发放新贷款ꎬ 而且这 ４ 个案例集中于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两国ꎬ 主要是因为

所在国的政局动荡和项目执行出现了问题ꎬ 并不是因为中国希望通过暂停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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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来向对方施压ꎮ 这反映了一个现实ꎬ 即暂停发放新贷款是中国所能采取的

最有约束力的选择ꎬ 而这只是在极端条件下的被动选择ꎮ 截至目前ꎬ 中国并

没有强制要求借款国还款的案例ꎮ 当前一个重要的变化是ꎬ 为了确保贷款的

最大收益和降低贷款的收益风险ꎬ 一方面ꎬ 中国政府积极与非洲重债国进行

关于债务重组的磋商ꎬ 另一方面中国融资机构开始寻求融资模式的多元化ꎬ
包括支持联合融资、 建设 － 经营 － 转让 (ＢＯＴ)、 建设 － 拥有 － 经营 － 转让

(ＢＯＯＴ)、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投建营一体化模式ꎮ 其主要的目的是ꎬ 通过

风险分担、 合作经营和有效管理的方式确保中国融资的最终收益ꎮ 基于此ꎬ
我们可以从 ３ 个层面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债务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ꎮ 其一ꎬ
也是最主要的原因ꎬ 非洲国家拥有其他潜在的融资来源选择ꎬ 这增加了非洲

国家的谈判筹码ꎮ 其二ꎬ 借款国的政权变动伴随的是新政权对债务规则的重

新修改ꎬ 为最大程度保护贷款收益以及政治外交关系ꎬ 中国往往会选择接受

新的谈判条件ꎮ 其三ꎬ 即使是资源或商品的抵押贷款ꎬ 中国其实也无法强制

执行ꎬ 而只能寻求有限的国际仲裁ꎮ①

由此ꎬ 中国在与非洲国家的债务谈判中总体上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ꎮ 大

量的研究表明ꎬ 通过强制手段来解决债务违约的案例非常少见ꎬ 而且目前可

查的案例也多集中在殖民主义时期的美、 英、 法等西方国家ꎮ 例如 １９ 世纪时

的英国、 法国对埃及、 土耳其港口和资产的占有ꎬ 美国对多米尼加、 海地、
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港口的攫取ꎮ②

综上ꎬ 从中国与非洲国家在融资方面的互动关系可以看出: 其一ꎬ 中非

双方的发展项目是非方政府决策的产物ꎬ 从中国获得贷款也是综合评估、 合

理选择的结果ꎮ 这也是非洲国家在寻求中国贷款时的普遍和正常行为ꎮ 其二ꎬ
非洲国家基本主导着债务关系的整个过程ꎮ 在贷款来源、 融资方式、 项目管

理、 债务偿还、 到债务重组谈判等方面ꎬ 非洲国家起着决定性作用ꎮ 相反ꎬ
受制于政治外交压力ꎬ 中国银行和企业的政策空间其实非常有限ꎮ 其三ꎬ 当

前中国融资机构在非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拒绝新贷款ꎬ 而不是像外界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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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的那样主动提供贷款ꎮ 中国必须在融资项目收益与债务风险、 政治外交风

险上维持谨慎的平衡ꎮ

非洲融资效果: 中国的作用

融资效果是评价对非融资的核心指标ꎮ 中国对非融资的基本理念是ꎬ 推

动非洲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ꎬ 对非贷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和方式ꎻ 只

要非洲国家实现了经济增长和发展ꎬ 债务可持续性问题自然而然可以得到解

决ꎮ① 然而ꎬ 当前针对中国的负面声音往往利用债务可持续性议题转移和抵消

中国在非洲发展可持续性上的重要贡献ꎮ② 因此ꎬ 真正理解中国对非融资就必

须聚焦于融资的效果ꎬ 即中国融资与非洲发展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ꎮ 总体上ꎬ
中国对非债务融资在促进非洲国家基础设施等重点行业发展、 产业带动和包

容性发展、 改善和提升非洲国家融资环境上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一) 中国对非融资重点聚焦于发展和生产性领域ꎬ 极大提升了非洲国家

的 “造血” 能力

交通、 电力、 通讯等基础设施是非洲国家发展的重要前提ꎬ 对经济增长

的作用不言而喻ꎮ 在中国融资的支持下ꎬ 非洲的基础设施和重点行业获得了

快速发展ꎮ 根据德勤 «２０１７ 年非洲基础设施融资报告»ꎬ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对非

基础设施融资 １９４ 亿美元ꎬ 相当于其他所有非洲基础设施联合体 (ＩＣＡ) 成员

的融资总额ꎬ 在全部非洲基础设施融资比重达到 ２３ ８％ ꎮ③ 根据 «２０１８ 年非

洲基础设施报告»ꎬ ２０１８ 年ꎬ 非洲国家合同金额 ５ ０００ 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数量

达到 ４８２ 个ꎬ 总金额达到 ４ ７１０ 亿美元ꎬ 项目主要集中于交通、 房产、 能源电

力和船运港口 ４ 个行业ꎬ 其中房产 (工业和商业为主)、 船运港口增长迅速ꎮ
中国向 ４８２ 个项目中的 ９１ 个项目提供了融资支持ꎬ 项目占比 １８ ９％ ꎮ④

中国已经成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最大的融资方和最大的建设方ꎮ 根据

０２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ꎬ 笔者在中国进出口银行座谈所得ꎮ
Ｃｚｉｒｊｕｋ Ｒａｈｅｌꎬ “Ｃｈｉｎａ’ｓ ‘ Ｄｅｂｔ Ｔｒａｐ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ａｌｓｅ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Ｒｅａｌｉｔｙ?”ꎬ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ｋａꎬ Ａｐｒｉｌ ８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ｋａ ｈｕ / ｅｎ /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０８ / ｃｈｉｎａｓ － ｄｅｂｔ － ｔｒａｐ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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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 ２０１７ꎬ 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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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研究倡议” 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国对非洲贷款最多的领域是交通、
电力、 矿产ꎬ 总额分别为 ３８１ 亿美元、 ３０１ 亿美元、 １９１ 亿美元ꎬ 其次是通

讯、 水、 其他社会服务、 政府部门、 工业等ꎮ 中国在交通、 电力、 船运港口、
信息通讯等基础性生产领域的融资总体上与非洲国家的战略和发展需求相一

致ꎬ 在缓解非洲国家基础设施瓶颈、 助力国家发展和经济增长上发挥了重要

作用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间ꎬ 中国向非洲电力行业提供了 １３０ 亿美元的资

金支持ꎬ 为非洲国家新创造了 ３０％的产能ꎬ 非洲国家清洁电力的 ２５％是由中

国贡献的ꎮ① 中国企业完成和在建高速公路 ３ 万公里、 铁路 ２ ０００ 公里、 港口

吞吐量年增长 ８ ５００ 万吨、 每天超 ９００ 万吨的清洁水处理设施、 ３ 万公里的输

电网ꎮ② 中国融资支持的铁路、 公路、 机场、 港口等重大互联互通项目ꎬ 不仅

在改善交通基础设施、 降低物流成本上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更成为所在国贸易、
投资和产业发展ꎬ 以及区域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ꎮ

(二) 中国融资带动了非洲国家的包容性发展

对非融资是中国对非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也是推动中非合作的抓手ꎮ
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具有准政府性质ꎬ 主要特征是服务国家战略、 依托国家

信用支持、 市场运作、 保本微利ꎮ③ “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在发展

中国家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其庞大的规模水平、 明确的战略规划和对发展效果

的注重”ꎮ④ 在此框架下ꎬ 中国对非融资模式的核心特征具体表现为融资与贸

易、 投资、 产业技术转移等要素的密切结合ꎬ 融资与当地发展的密切结合ꎬ
融资与融智的密切结合ꎮ

第一ꎬ 中国融资支持不仅仅是提供资金支持ꎬ 更重要的是带动中国企业

共同参与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 电力、 能源、 农业、 制造业、 信息通讯、 经

济特区和产业园区的开发与建设ꎬ 推动中国优质商品、 资金、 技术、 产业和

服务向非洲的转移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７ 年成立的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是为了促进中国

向非洲转移中国优质且适合当地需求的产能ꎮ 中国开发性金融助力中国企业

１２

①

②

③
④

Ｌｕｋａ Ｐｏｗａｎｇａꎬ Ｉｒｅｎｅ Ｇｉｎｅｒ － Ｒｅｉｃｈｌ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Ｓｅｃｔ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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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怀水: «中非 “十大合作计划” 全面落实ꎬ 中方在非累积投资超 ６０ 亿美元»ꎬ 载 «每日经

济新闻»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 日ꎮ
«开发性金融»ꎬ 载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ｐｄｆ ｏｒｇ ｃｎꎬ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０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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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参与刚果 (布) 黑角经济特区等非洲重大发展规划项目ꎮ 中国进出口银

行与中国水电集团在津巴布韦万吉电厂开创的 “融资 ＋ 投资” 投建营模式ꎮ
２０１８ 年设立的 “非洲贸易专项基金” 则通过进口导向的方式促进非洲国家商

品的生产和对华出口ꎮ 在中国融资支持下ꎬ 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的城市化、
产业化和出口导向型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ꎮ

第二ꎬ 中国融资的资本和投资催化功能逐渐增强ꎬ 在促进非洲国家中小

企业发展、 解决就业、 减贫、 社区发展等包容性发展方面正发挥越来越积极

的作用ꎮ 中国融资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催化私有资本加大对非洲的投资ꎮ 根据

布鲁金斯学会 “非洲经济增长倡议” 的数据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ꎬ 中国对非全部

投资存量是美国和法国总和的两倍ꎮ 中国投资创造的就业数量超过了美国和

法国创造就业的总和ꎮ① 最近的一项量化研究也表明ꎬ “相比于其他国家ꎬ 中

国对非投资在提高非洲地区人均收入水平方面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ꎮ 这一

结论表明ꎬ 中国所提倡的互利共赢理念名副其实ꎻ 中国投资切实推动了非洲

经济的增长”ꎮ②

第三ꎬ 中国融资与融智的结合在促进非洲国家发展理念转型、 塑造内生

发展动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非洲发展必须首先有赖于理念的转型和发展ꎬ
这是当前非洲国家对于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共识ꎮ 近年来ꎬ 中国开发性融资

机构在对非融资合作中把 “融资 ＋ 融智” 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方向ꎮ 其核心

目标是ꎬ 通过资金和智力支持相结合的方式ꎬ 促进非洲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实

际的发展道路ꎬ 支持非洲国家的重点发展规划和项目ꎬ 最大程度地发挥中国

融资的实际效果ꎬ 最终帮助非洲国家塑造内生发展的基础和能力ꎮ 例如ꎬ 中

国进出口银行针对每个非洲国家制定国别融资支持方案ꎮ 国家开发银行与中

国智库、 高校、 企业和国际组织合作ꎬ 在刚果 (布) 等非洲国家共同探讨实

践非洲的经济特区开发模式ꎮ 目前ꎬ 工业化、 经济特区、 产业园区、 出口导

向经济基本已经成为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选择ꎬ 这与中国长期对非合作

实践和发展经验分享有着重要关系ꎮ

２２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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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融资优化了非洲的融资环境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 非洲国家的外部融资基本由国际金融机构和西

方国家主导ꎮ 传统融资模式在应对非洲国家债务危机、 减免债务等方面发挥

了一定积极作用ꎬ 但同时ꎬ 由于对非洲国家的强势政策介入、 苛刻条件限制ꎬ
以及对国家发展的有限甚至负面作用ꎬ 传统融资模式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也面

临着巨大的质疑ꎮ 传统融资模式改革需求越来越强烈ꎮ① 中国对非融资很大程

度上正在为当前对非债务体系的改革和发展提供重要动力ꎮ
第一ꎬ 弥补了传统融资机制的资金缺陷ꎬ 同时也带动新兴国家加大对非

的融资支持ꎮ 非洲国家每年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口ꎬ 仅靠传统融资机制根本

无法满足这一需求ꎮ ２０１３ 年之前ꎬ 世界银行包括大部分西方国家基本上对中

国增加对非洲基础设施投融资持支持和欢迎态度ꎮ 然而ꎬ 最近几年ꎬ 出于政

治目的ꎬ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媒体恶意中伤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上的贡

献ꎬ 指责中国的基础设施融资模式是对传统融资模式的破坏和挑战ꎬ 人为制

造中国融资与传统融资之间的对立ꎬ 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外界对中国在非融资

的负面认识ꎮ 然而ꎬ 大量的研究表明ꎬ 中国对非融资并没有对传统融资模式

带来所谓的严峻挑战ꎬ 相反是对现有机制的有益补充ꎮ② 同时ꎬ 中国的基础设

施融资也带动了其他新兴国家以及日本等国不断加大对非融资ꎮ
第二ꎬ 促进传统融资机制更加重视融资的使用效果ꎮ “长期以来ꎬ 西方国

家金融机构重点聚焦于非生产性的财政金融领域ꎮ 这种模式只让部分利益攸

关方受益ꎬ 但并没有真正投资国家的未来”ꎮ③ 而且ꎬ 它们主要是对非提供

“输血”ꎬ 而非 “造血” 功能ꎮ 相比之下ꎬ 中国对非融资重点聚焦非洲基础设

施、 经济特区和工业化等关乎非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领域ꎮ 这不仅得到了国

际金融机构的认可ꎬ 也推动世界银行、 非洲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制更加重

视非洲电力、 交通基础设施、 农业、 产业园区、 旅游业等生产性领域的投资ꎮ
例如ꎬ 近年来ꎬ 非洲开发银行专家高度赞扬中国的基础设施开发模式ꎬ 为此ꎬ
他们也明确提出了基础设施发展的转型方向: 从应对基础设施短缺到更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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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规划ꎮ 根据这一战略ꎬ 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是为了促进国家产业

发展ꎬ 并最终促进国家减贫和经济增长ꎮ 由此ꎬ 非洲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应

该与改善营商环境、 国内产业发展、 经济特区和产业园规划、 吸引私人部门

投资等同步协调发展ꎮ①

第三ꎬ 推动国际融资之间的合作和协调ꎮ 传统融资机制与中国融资机制

各有优势ꎬ 存在着巨大的互补合作的空间ꎮ 随着中国融资机制的不断创新和

发展ꎬ 加强与传统融资机制在国际借贷、 知识分享上的合作越来越受到重

视ꎮ② 在非洲ꎬ 中国与世界银行、 非洲开发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展开了

不同程度的合作ꎮ 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ꎬ 中国财政部、 国家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开

始合作举办非洲投资论坛ꎬ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已经举办五届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与世界银行合作ꎬ 开始为项目提供联合融资支持ꎮ 近年来ꎬ 国家

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明显加快了与世界银行、 欧洲复兴发展银行等国

际和西方金融机构基于 “国际标准” 的合作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国家开发银行与欧洲

复兴发展银行签署了谅解备忘录ꎬ 双方表示将基于 “国际标准” 加强在联合

融资上的合作ꎮ 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ꎬ 备忘录中并没有关于中国企业必须参

与融资项目的条款ꎮ 在此之后ꎬ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法国发展署 (ＡＦＤ) 等

西方金融机构以及伊斯兰发展银行等非西方金融机构的国际合作也开始稳步

推进ꎮ③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峰会发布了 « “一带一路” 债务可

持续性分析框架»ꎮ 这一框架不仅表达了中国对传统融资机制债务可持续性框

架的尊重和重视ꎬ 同时也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中国对债务可持续性的理解ꎬ 即

只有发展才能根本有效解决债务可持续性问题ꎮ

结　 语

债务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认识和评价中非关系的一个重要角度ꎮ 随

着国际上对中国对非融资的持续关注ꎬ 关于中国对非融资的争论也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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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非洲债务问题的争论与真相　

上升ꎮ 这一争论体现在 ３ 个维度: 中国融资贡献论、 中国融资威胁论和中

国债务陷阱论ꎬ 聚焦 ３ 个问题: 中国债务是否加剧非洲国家债务负担、 中

国发放贷款是否包藏着政治和战略动机、 中国债务是否给非洲国家发展带

来了负面影响ꎮ
针对这些基本问题ꎬ 本文集中从中国在非洲债务上的比重、 中国与非洲

国家的债务关系、 中国融资的效果三方面进行了回答ꎮ 其结论显而易见ꎮ 其

一ꎬ 非洲国家普遍的债务问题与中国的相关性非常低ꎻ 其二ꎬ 虽然非洲国家

的债务问题受到高度关注ꎬ 但基于非洲总体的发展形势ꎬ 非洲当前并不存在

系统性的债务危机风险ꎻ 其三ꎬ 非洲国家是中非债务关系中的主动方和主导

方ꎬ 中国在债务问题谈判中的政策和选择空间非常有限ꎻ 其四ꎬ 中国对非融

资的积极效果非常显著ꎮ
总体上ꎬ 当前国际上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在非融资的批评和指责存在

着明显的政治化、 夸大化和妖魔化ꎬ 这些论调无视和故意回避中国对非融资

的基本事实ꎬ 其并不能改变中国对非融资的总体格局和趋势ꎮ 但与此同时ꎬ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ꎬ 中国对非融资在非洲债务可持续性管理、 债务违约防范

和化解、 国际融资规范和标准、 国际融资合作等方面仍存在着不足和改进的

空间ꎮ
第一ꎬ 中国应该基于传统国际融资的良好实践和自身的成功经验ꎬ 推动

和提高中国融资的规范化、 标准化和国际化等建设ꎮ 第二ꎬ 中国应综合而均

衡地认识当前非洲债务问题对中国的影响ꎮ 一方面ꎬ 非洲债务问题热度的上

升ꎬ 尤其是还款压力和债务违约的增加将对中国和中非关系构成新的挑战ꎬ
中国政府和融资机构应持续推进针对不同非洲国家的债务问题磋商ꎻ 另一方

面ꎬ 应坚持债务可持续与发展可持续性协调统一的中国融资理念ꎬ 充分挖掘

和利用中国融资对促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作用ꎬ 通过一批有示范意义的项目ꎬ
树立中国融资的正面形象ꎮ 第三ꎬ 中国应发挥开发性金融的催化作用ꎬ 撬动

商业和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对非融资ꎬ 通过中国融资模式的创新ꎬ 构建新型的

中国融资体系ꎮ 第四ꎬ 中国应加强国际融资合作ꎬ 共同构建新的非洲债务治

理体系ꎮ 基于共同的国际标准和规范ꎬ 中方可择机开展与多边、 双边金融机

构以及国际私人资本的合作ꎬ 加强彼此的理念、 经验、 实践和资源优势的互

补ꎬ 共同推动新的非洲债务治理体系的建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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