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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
发展的影响

黄梅波　 邱 楠

　 　 内容提要　 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也波及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ꎮ 在采取封城、 宵禁、 关闭边境、 禁航等隔离措施ꎬ 以及全球供应链中

断、 进出口贸易受阻、 外部需求急剧下降、 投资和侨汇等外部资金锐减等多

种因素影响下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遭受沉重打击ꎮ 其表现是: 劳动者

身体健康受到极大威胁ꎬ 宏观经济陷入衰退ꎬ 政府财政压力陡升ꎬ 金融稳定

性受到动摇ꎬ 粮食供需矛盾趋紧ꎬ 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将更为艰难ꎮ 对此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政府对内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ꎬ 对外努力寻求国际资金

支持ꎬ 以对冲新冠疫情对该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ꎮ 在后新冠疫情时期ꎬ
各国需加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ꎬ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ꎻ 加快经

济结构转型ꎬ 增强经济增长内生驱动力ꎻ 化危为机ꎬ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等新

经济业态ꎻ 促进非洲自由贸易区发展ꎬ 推进区域价值链建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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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２０ 年初以来ꎬ 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 (ＣＯＶＩＤ － １９ꎬ 以下简称

“新冠疫情”) 席卷全球 ２０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ꎬ 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ꎬ 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ꎮ 其实ꎬ
在新冠疫情暴发前ꎬ 全球经济活动已经疲弱ꎬ ２０１９ 年经济增长率仅为 ２ ４％ ꎬ
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增速ꎮ 世界银行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发布的 «全球经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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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曾预测ꎬ ２０２０ 年全球经济活动将出现反弹ꎮ 然而ꎬ 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

意味着这种反弹不会发生ꎮ① 由于国情不同ꎬ 应对举措各异ꎬ 这场给人类生活

和全球经济带来剧烈冲击的危机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差异较大ꎮ 撒哈拉以南非

洲是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ꎬ 面临经济冲击和社会动荡的形势

更为严峻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新冠疫情态势

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暴发后迅速蔓延到亚洲、 欧洲、 美洲和世界其他

地区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ꎬ 世界卫生组织 (以下简称 “世卫组织”) 将新冠

肺炎定性为全球性大流行病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ꎮ 新冠疫情的暴发ꎬ 不仅给世界各

国带来了重大的公共卫生风险ꎬ 而且给人类生命造成了巨大损失ꎮ 从人口

数据来看ꎬ 非洲人口约 １３ ４ 亿ꎬ 占世界总人口的 １７％ 左右ꎬ 在各大洲排名

第二ꎮ 基于现有的新冠病毒检测能力并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来看ꎬ 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并不是全球新冠疫情暴发的 “重镇”ꎮ 截至欧洲中部夏令时间

(ＣＥＳＴ)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上午 １０ 时②ꎬ 全球已经累计新冠肺炎患者确诊超

过 １ ４００ 万人ꎬ 累计死亡超过 ６０ 万人ꎻ 其中ꎬ 美洲和欧洲确诊人数居前两位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报告新冠肺炎病例数为 ５９ 万多人ꎬ 死亡人数超过 ９ ０００
人ꎮ③ 尽管如此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新冠疫情仍在持续演化中ꎬ 绝对数量亦

堪忧ꎮ
总体看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新冠疫情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ꎬ 疫情

冲击波相对较为迟缓ꎬ 起初为输入型ꎬ 随后在本地传播ꎮ 与全球其他地

区ꎬ 尤其是欧美发达地区相比ꎬ 新冠疫情进入非洲地区时间较晚ꎬ 且起初

确诊病例较少ꎮ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７ 日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第一个病例在尼

日利亚出现ꎬ 是一位来尼日利亚旅行的感染后无症状的意大利男子ꎮ 根据

世卫组织的报告ꎬ 在新冠疫情流行的初期 (截至 ３ 月 １８ 日) 撒哈拉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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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于新冠疫情统计数据均来源于世界卫生组织官网ꎬ 统计时间点为欧洲中部夏令时间每

天 １０ 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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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１７７ 起确诊病例中ꎬ 本地感染为 １０４ 例ꎬ 其余病例都是来自法国、 英

国、 意大利、 瑞士、 阿联酋等国的输入型病例ꎮ 但此后ꎬ 大部分非洲国家

疫情已经从起初的输入性转为本地传播和社区传播ꎬ 开始呈现从首都城市

向外蔓延的趋势ꎬ 在南非、 尼日利亚、 科特迪瓦、 喀麦隆和加纳等国ꎬ 病

毒已从大城市传播至内地ꎮ
第二ꎬ 确诊病例逐日上升ꎬ 但大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未出现大规模

疫情暴发态势ꎬ 病患死亡率低ꎮ 从 ２ 月 ２７ 日到 ３ 月 ２４ 日近一个月时间ꎬ 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新冠疫情感染人数才首次破千ꎬ 之后病患感染速度明显加快ꎬ 不

到一个月时间确诊人数即破万ꎬ ４ 月 １６ 日当日有 １０ ２３０ 例确诊病例 (见图 １)ꎮ
４ 月 １６ 日后感染人数加速增长ꎬ ４ 月 ３０ 日、 ５ 月 ３０ 日、 ６ 月 ３０ 日和 ７ 月 １０
日感染人数依次增至 ２２ ８９９ 人、 ９７ ０３１ 人、 ３００ ５３７ 人和 ４２８ ４４０ 人ꎮ 与世界

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ꎬ 除南非、 尼日利亚等极少数国家以外ꎬ 撒哈拉以南非

洲国家并未出现像美国、 巴西、 印度等国感染人数激增现象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世卫组织在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初曾宣布ꎬ 预计非洲将有高达４ ４００万人感染和 １９ 万

人死亡ꎬ 超过美国和全球疫情水平ꎮ 但截至 ７ 月 ２０ 日ꎬ 非洲的新冠疫情病患

约 ３ / ４ 为轻症ꎬ 新冠病例死亡率为 ２ １％ ꎬ 其中南非为 １ ４％ ꎬ 在世界范围内

处于较低水平ꎮ①

图 １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变化趋势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ＣＯＶＩＤ －１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８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ｏ ｉｎｔ / ｄｏｃ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ｓｏｕｒｃｅ /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ｅ /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２０２００７２０ －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 ｓｉｔｒｅｐ －

１８２ ｐｄｆ? ｓｆｖｒｓｎ ＝ ６０ａａｂｃ５ｃ＿ ２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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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 各国受新冠疫情的冲击程度有所不同ꎬ 病患集中度较高ꎮ 在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ꎬ 南非是受新冠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国家ꎮ 根据世卫组织网站

公布的数据ꎬ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ꎬ 南非已确诊 ３６４ ３２８ 例ꎬ 累计死亡病例

５ ０３３例ꎬ 日增加病例达 １３ ４４９ 例ꎬ 涨势凶猛ꎮ 南非确诊病例约占整个撒哈拉

以南非洲国家确诊病例的 ２ / ３ꎬ 西开普省和东开普省的新增病例占南非全部新

增病例的 ８５％ ꎮ 其他确认新冠肺炎病例数在 １０ ０００ 人以上的国家为尼日利

亚、 加纳、 喀麦隆、 科特迪瓦、 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和苏丹ꎬ 而乍得、 多哥、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安哥拉、 留尼汪、 博茨瓦纳、 坦桑尼亚、 莱索托、 毛里

求斯、 科摩罗、 布隆迪、 厄立特里亚、 塞舌尔和冈比亚新冠肺炎病例在 １ ０００
人以下ꎬ 其他国家确诊病例为 １ ０００ 人至 １０ ０００ 人之间ꎮ①

综上ꎬ 新冠疫情已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蔓延ꎬ 疫情趋势也从输入型

转为本地传播和社区传播ꎬ 各国感染人数情况各异ꎬ 病亡率较低ꎮ 这既与各

国采取的防控措施有关ꎬ 也与非洲国家的特殊国情不无关联ꎬ 如人口结构的

年轻化、 长期被调动的民众肌体免疫力 (防控艾滋病、 结核病、 埃博拉等传

染病)、 人员流动相对较少、 政府采取的强制举措等等ꎮ 当然ꎬ 囿于新冠疫情

检测能力ꎬ 上述相关解读有其局限性ꎮ 尽管如此ꎬ 作为一场典型的 “黑天鹅”
事件ꎬ 新冠疫情遮蔽世界经济ꎬ 冲击全球市场ꎬ 不可避免地对撒哈拉以南非

洲国家经济、 社会及政治等各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ꎬ 其中在经济领域的冲击

最为直接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受到新冠疫情的多重冲击

受疫情打击最大的往往是最脆弱的经济体ꎮ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ꎬ 撒哈

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ꎬ 且自身脆弱ꎬ 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受到新

冠疫情的持续性负面影响ꎮ
(一) 劳动者身体健康受到极大威胁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ꎬ 新冠疫情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冲击首先发生于

公共卫生领域ꎮ 公共卫生关系到一国或一个地区人民大众的身心健康ꎬ 其重

要性不言而喻ꎮ 劳动力是维系国民经济运行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而良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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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劳动力身体素质则为生产活动提供前提与基础条件ꎻ 劳动者的健康状况

会直接影响生产情况ꎬ 进而影响经济发展ꎮ①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ꎬ 除了前

文提到的南非等 ８ 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过万以外ꎬ 塞

内加尔、 刚果 (金)、 马达加斯加、 几内亚、 加蓬、 毛里塔尼亚和吉布提确认

病例数则超过 ５ ０００ 人ꎮ② 由此可以看出此次新冠疫情给南非等撒哈拉以南非

洲国家人身造成的安全威胁ꎮ
(二) 宏观经济陷入衰退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所带来的快速巨大冲击ꎬ 以及因采取防控措施所造

成的经济停摆ꎬ ２０２０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民经济将由恢复性增长转为衰退ꎮ
世界银行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８ 日发布的 «全球经济展望» 指出ꎬ 新兴市场及发展

中经济体收缩 ２ ５％ 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率将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２ ４％ 降至

２０２０ 年的 － ２ ８％ ꎬ 人均收入下降 ５ ３％ ꎬ 这将是该地区 ２５ 年来的首次经济衰

退ꎮ③ 各国疫情形势和防控举措存在差异ꎬ 疫情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的冲击

程度也不尽相同ꎬ ２０２０ 年该地区五大经济体尼日利亚、 南非、 安哥拉、 肯尼

亚和埃塞俄比亚经济增速均将大幅下滑ꎬ 其中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经济勉强

实现小幅的环比正增长ꎬ 尼日利亚和安哥拉则分别陷入 － ３ ２％ 和 － ４ ０％ 的

经济萎缩ꎬ 南非则将遭遇 － ７ １％的经济大幅下滑ꎮ④

(三) 政府财政压力陡升ꎬ 金融稳定性受到动摇

在新冠疫情期间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受内外不利因素影响ꎬ 预计财政

收入将比无疫情的情况低 １２％ ꎮ 与此同时ꎬ 为缓解新冠疫情ꎬ 政府不得不加

大财政支出ꎬ 加之非洲的国家高负债率 (２０１９ 年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为 ６１ ３％ ⑤)ꎬ 预计 ２０２０ 年该地区国家财政收支赤字较上年显著增加ꎮ 撒哈

拉以南非洲两大经济体尼日利亚和南非政府财政收支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率将分别达 － ５ ９％和 － ２ ６％ ꎬ 负债率双双接近 ６０％ ꎮ 财政赤字高企意味

着政府会减少经常项目支出ꎬ 国内经济活力降低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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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 ｐｐ １０４ － １０５
Ｉｂｉｄ
ＵＮＥＣＡꎬ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ＶＩＤ －１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ｅｃａ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ｉｌｅｓ / ｓ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ｏｎ＿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ｍａｙ＿２０２０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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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２０ 年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财政状况预测 (单位:％ )

国家 财政赤字率 政府债务的负债率

尼日利亚 － ２ ６ ５５ ８

南非 － ５ ９ ５５ ９

安哥拉 ０ ７ ９５ ０

埃塞俄比亚 － ２ ７ ５９ １

肯尼亚 － ７ ２ ６１ ６

科特迪瓦 － ３ ２ ５２ ７

加纳 － ５ ０ ６３ ８

赞比亚 － ４ ６ ９１ ６

莫桑比克 － ６ １ １０８ ８

　 　 说明: 财政赤字率即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ꎮ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ꎬ “ＣＯＶＩＤ －１９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ꎬ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Ｐｕｌｓｅ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２１ꎬ ２０２０ꎬ ｐ ３１

另外ꎬ 由于本国货币趋向贬值ꎬ 金融稳定性受到影响ꎮ 新冠疫情影响导

致出口下降ꎬ 也将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贸易平衡恶化ꎬ 经常账户赤字扩大ꎬ
从而削弱本国货币ꎬ 放大财政风险ꎬ 一些国家 (如安哥拉、 赞比亚) 主权利

差会急剧上升ꎮ 面对经济萧条ꎬ 一些国家央行不得不以降息来支持本国经济ꎬ
某些国家可能会通过削减准备金来为其经常账户赤字融资ꎬ 从而使其货币面

临进一步的贬值倾向ꎬ 进而产生通胀压力ꎬ 影响其金融的稳定性ꎮ
(四) 粮食供需矛盾趋紧

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粮食供需情况看ꎬ 绝大多数国家粮食自给率低ꎬ
粮食不足发生率常年保持在 ２０％~ ３０％之间ꎮ 据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粮食安全信息网

络等机构发布的 «全球粮食危机报告» 显示ꎬ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ꎬ 全球 ５５ 个

国家和地区的 １ ３５ 亿人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ꎬ 其中超过一半 (７ ３００ 万)
生活在非洲地区ꎮ① 此次新冠疫情加剧了人们的焦虑心理ꎬ 主要粮食出口大国

的限制出口应对措施ꎬ 推高了全球主要粮食的市场价格ꎬ 总体增幅为 ８％ ~
１０％ ꎮ 这种态势对非洲国家的粮价有相当大的传导作用ꎬ 非洲大陆正面临比

以往年份更加严峻的生存威胁ꎮ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首席经济学家阿里

夫侯赛因 (Ａｒｉｆ Ｈｕｓａｉｎ) 对于新冠疫情下的非洲国家粮食安全状况的判断

８

①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Ｆｏｏｄ Ｃ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ＦＳＩＮ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Ｆｏｏｄ Ｃｒｉｓｅｓ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ｉｎ － ａｃｔｉｏｎ / ｋｏｒｅ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ｄｅｔａｉｌｓ / ｅｎ / ｃ / １２７２０２６ꎬ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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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在新冠疫情影响下ꎬ ２０２０ 年全球挨饿的人口可能会在 ２０１９ 年基础上再

增加 １ ３ 亿ꎮ”① 也就是说ꎬ 到 ２０２０ 年年底ꎬ 将有 ２ ６５ 亿人面临饥饿ꎬ 比上

年粮食不足人口会增加一倍ꎮ
(五) 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更为艰难

过去十几年来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虽实现了中速经济增长ꎬ 但未很好

地解决经济增长的包容性问题ꎬ 其重要表现即失业率偏高ꎬ 尤其青年人失业

问题突出ꎮ 为此ꎬ 近年该地区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ꎬ 特别注重增加就业率ꎬ
以期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繁荣稳定ꎮ 然而ꎬ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加剧了撒哈拉

以南非洲国家的失业问题ꎮ 对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来说ꎬ 劳动力就业

主要源自服务业 (包含旅游业和交通行业) 和非正式部门ꎮ 除了服务业ꎬ 撒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普遍拥有大量的非正式经济群体ꎬ 他们既未在政府机关注

册ꎬ 也是不纳税的经济个体ꎬ 多数以小摊贩为主ꎮ 非正规就业是撒哈拉以南

非洲国家的主要就业来源ꎬ 占全部就业劳动力总数的 ８５ ８％ ꎮ 由于这一部分

经济活动大多是临时的ꎬ 报酬低ꎬ 且随着防疫措施的实行而基本停止ꎬ 而这

类就业群体本身又几乎没有存款ꎬ 长时间不工作将危及他们的家庭生计ꎮ② 这

部分人没有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和带薪休假等社会保障ꎬ 只能依赖政府和国

际救济ꎬ 生活十分艰难ꎮ 据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 (以下简称 “非经委”)
估计ꎬ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使包括撒哈拉地区在内的非洲国家正式部门就业率下

降 ０ ５７％ ~２ ３８％ ꎬ 涉及 １ ９００ 万人ꎻ③ 而非正规部门失业者群体则更为庞

大ꎮ 在南非ꎬ 据该国独立传媒网站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报道ꎬ 旅游、 娱乐、 休闲

和航空部门ꎬ 以及初创企业、 小型和非正式部门ꎬ 因考虑到无法维持企业正

常运营ꎬ 而会破产清算、 遣散员工ꎬ 这将导致南非的失业率飙升至 ５０％以上ꎬ
仅旅游业 ２０２０ 年就可能流失 ５５ 万到 ６０ 万个就业岗位ꎮ④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社会基础薄弱ꎬ 大多都是贫穷国家ꎬ 财政货币

政策空间小ꎬ 非正规经济规模庞大ꎬ 失业危机叠加粮食危机ꎬ 使得缺乏有效

社会保障的人群无法承受因疫情完全中断其生产活动带来的代价ꎬ 由此引发

９

①

②
③
④

崔璞玉: «新冠疫情会引发全球粮食危机吗?»ꎬ 载凤凰网: 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ｃ /
７ｗｅＨ９ｇＶｆａＤＹꎬ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１２ꎮ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ꎬ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Ｐｕｌｓｅ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２１ꎬ ２０２０ꎬ ｐ ６４
ＵＮＥＣＡꎬ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
«因受新冠疫情影响　 南非失业率恐将飙升至 ５０％以上»ꎬ 载大宁财经: ｈｔｔｐ: / / ｅｐａｐｅｒ ｆｊｎｄｗｂ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９０８６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１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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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恐慌又会造成巨大的间接经济损失ꎮ 同时ꎬ 民生问题愈加突出ꎬ 也会

增大社会不稳定的风险ꎮ

新冠疫情对非洲经济冲击的渠道和作用路径

在全球化时代ꎬ 世界各国经济具有很强的关联性ꎮ 这场全球性大流行病

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的重创ꎬ 既有国家、 地区经济治理自身的原因ꎬ
更是由它们所具有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和在世界经济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所决定的ꎮ
(一) 薄弱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使劳动者健康易受侵害

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普遍卫生系统薄弱ꎬ 医疗服务覆盖率低ꎮ 就全民医

疗服务覆盖率 (ＵＨＣ) 而言ꎬ 它指所有个人和社区在不遭受财政困难的情况

下获得所需的卫生服务ꎬ 包括从健康维护到预防、 治疗、 康复和姑息治疗等

一系列基本的、 高质量的卫生服务ꎮ ２０１７ 年ꎬ 全球各地区全民医疗服务覆盖

指数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 北美洲 (８４ ５)、 欧洲和中亚 (７７ ２)、 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地区 (７５ ４)、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７４ ９)、 中欧 (７４ １) 西亚和北

非地区 (６８ ５)、 南亚 (５２ ９) 和撒哈拉以南非洲 (４３ ９)ꎮ① 其中ꎬ 医疗支

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２０１６ 年) 低于 ４％ 的国家包括: 塞舌尔、 加蓬、
赤道几内亚、 安哥拉、 贝宁等ꎮ②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饮水及基本卫生设施较为落后ꎮ 在人口稠密的大

型城市非正规居住区往往难以获得安全饮水和卫生设施ꎬ 对遏制和减缓新冠

疫情蔓延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ꎮ 对手部进行适时清洁是预防新冠肺炎的最基

本的途径ꎬ 但该地区配备基本家庭洗手设备的情况并不乐观ꎬ 有 ３６％ 的人群

甚至不具备任何洗手设备ꎮ③ 此外ꎬ 非洲地区医药产品严重依赖进口ꎮ 非洲大

陆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医药产品的净进口国ꎬ 非洲药品总库存中 ９４％需从国外

０１

①

②
③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ＵＨ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ｄｅ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Ｈ
ＵＨＣ ＳＲＶＳ ＣＶ ＸＤ? 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ꎬ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１３

ＵＮＥＣＡꎬ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
ＵＮＥＣＡꎬ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Ｌ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ｅｃａ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ｅｓ / ｅｃａ＿ ｃｏｖｉｄ ＿ ｒｅｐｏｒｔ ＿ ｅｎ ＿２４ａｐｒ ＿ｗｅｂ１ ｐｄｆ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ｃ / ７ｗｅＨ９ｇ
ＶｆａＤＹꎬ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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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ꎮ①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ꎬ 全球至少有 ７１ 个国家对某些与新冠疫情有关

的基本供应品实施限制或禁止出口ꎬ 这使得非洲病患在获得疫情相关医药用

品上处于危险境地ꎮ②

(二) 相关应对措施导致国内产业发展迟滞且收入锐减

据非经委不完全统计ꎬ 非洲有 １７ 个国家在新冠疫情期间宣布进入紧急状

态ꎬ １４ 个国家采取了封城措施ꎬ ２７ 个国家实施了宵禁ꎬ ４１ 个国家关闭边境ꎬ
４２ 个国家发布了禁航等旅行禁令ꎮ③ 例如ꎬ 作为非洲确诊新冠病例最多的国

家ꎬ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ꎬ 出台了包

括建立国家指挥委员会、 实施旅游禁令、 学校停课等多项措施ꎬ 并宣布从 ３
月 ２６ 日午夜开始 “封国” ２１ 天ꎮ 除了求医ꎬ 购买食物、 药品和其他必需品

或收取社会补助金外ꎬ 所有居民不得离开住所ꎮ 毛里求斯是非洲首个实行全

国封城的国家ꎬ 在确诊病例增加后ꎬ 政府即制定了严格的防控措施ꎮ ３ 月 ２０
日上午 ６ 点开始实施为期 ２ 周的全国封城计划ꎬ 全面停工停产停学ꎻ 关闭除

银行、 药房和超市以外的所有商铺ꎬ 并要求人人居家隔离ꎬ 在家办公ꎬ 并于

当地时间 ３ 月 ２３ 日 ２０ 时至 ４ 月 ２ 日 ２０ 时ꎬ 全国范围内实施宵禁ꎮ 安哥拉于 ３
月 ２０ 日零时起ꎬ 停飞所有国际航班ꎬ 关闭与邻国的陆路口岸ꎬ 并禁止客轮在

安港口停靠或上下人员ꎬ 有关措施有效期暂定 １５ 天ꎬ 可视情延长ꎮ
这些措施暂时遏制了疫情扩散ꎬ 但长时间的管控也对各国经济带来压力ꎮ

新冠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与以往案例如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不同ꎬ ２００８ 年金

融危机主要是由经济泡沫破灭导致的市场流动性大失血而引发ꎬ 而新冠疫情

主要针对人ꎬ 直接冲击实体经济ꎬ 其中旅游、 航空运输、 零售等服务业以及

复杂制造业 (汽车、 电子产品等) 均受到严重影响ꎮ
在国内供给方面ꎬ 由于各国政府采取了旨在遏制病毒传播的卫生干预措

施ꎬ 例如关闭学校和日托所ꎬ 使人们为了照顾孩子或生病的亲属而远离工作ꎬ
也可能因他们曾经接触过病例或是感染者的家人而被隔离ꎮ 一方面ꎬ 制造业

就业人数因此直接减少ꎮ 虽然产出的收缩部分可由数字技术和云办公得到部

分缓解ꎬ 但是ꎬ 制造业相当大部分的工作和任务需要工作人员在场执行ꎬ 就

业人数下降导致产出和供应直接减少ꎮ 另一方面ꎬ 服务业和娱乐业是撒哈拉

１１

①
②
③

ＵＮＥＣＡꎬ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Ｌ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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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非洲多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ꎬ 但许多国家已经关闭了大部分服务业

和娱乐业场所①ꎬ 导致服务业产出急剧下降 (参见图 ２)ꎮ 以旅游业为例ꎬ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ꎬ 非洲国家旅游业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８ ５％ ꎻ 在塞舌尔、
佛得角、 毛里求斯的非洲岛国占比更大ꎬ 分别为 ３８％ 、 ２５％ 和 １５％ ꎬ 三国旅

游业吸纳就业人数 (２０１８ 年) 分别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 ６６ ７％ 、 ４０ ４％ 和

２３ ２％ ꎬ② 旅游禁令造成相关国家旅游收入 (包括来自机票、 住宿、 购物、 税

收等收入) 急剧减少ꎬ 由旅游业创造的直接和间接就业人员赋闲居家ꎬ 无法

获得相关收入ꎬ 同时也是拉低国家宏观经济的因素之一ꎮ

图 ２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主要行业增加值变化的影响

(与无疫情状况相比)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ꎬ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Ｐｕｌｓｅ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２１ꎬ ２０２０ꎬ ｐ ６１

在国内需求方面ꎬ 消费者和企业在面临奈特氏不确定性 (Ｋｎｉｇｈｔｉａｎꎬ 即

无法被衡量、 不能被计算或然率的风险) 时ꎬ 往往会推迟与延缓支出ꎮ 在疫

情背景下ꎬ 这种不确定性与新冠疫情的性质、 强度和持续时间有关ꎮ 参考以

前的经济危机ꎬ 家庭和企业家往往对风险持保守观望态度ꎬ 选择推迟购买与

投资ꎮ 此外ꎬ 由于商店关闭 (或服务时间缩短) 和一些家庭送货服务暂停ꎬ
获得货物和服务的机会将减少ꎮ 这些都会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国内需求

下降ꎬ 消费放缓ꎬ 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足ꎮ
因此ꎬ 飞机停航、 边境封闭、 限制居民的外出消费等措施ꎬ 在一定程度

２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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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会引发本国的失业和通缩等问题ꎮ 对政府而言ꎬ 如果财政实力相对雄厚ꎬ
经济基础较好ꎬ 能够采取一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对冲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

响ꎻ 对居民个人而言ꎬ 如果有一定数量的家庭储蓄ꎬ 则会靠存款渡过难关ꎮ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ꎬ 无论是政府层面ꎬ 还是个人层面ꎬ 资金能力都相当

缺乏ꎬ 因此新冠疫情对该地区国家的经济破坏性则显而易见ꎮ
(三) 进出口贸易受阻直接影响政府宏观经济运行与财政收支平衡

大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产业结构具有很强的外向型经济特征ꎬ 其突

出表现是对国际商品市场的严重依赖ꎮ 由此ꎬ 国际市场上商品价格波动及商

品进出口的畅达性则会直接影响国内经济运行状况ꎮ 在世卫组织将新冠疫情

列为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 后ꎬ 疫情的蔓延与全球经济的整体下行使

很多国家采取部分商品限制应对措施ꎬ 出现商品进出口规模收缩等不利局面ꎬ
造成全球产业链和渠道断裂ꎬ 其影响迅速传导至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ꎮ

从出口方面看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各国经济通过商品出口和全球价值

链与全球经济紧密联系ꎬ 其更容易受到新冠疫情通过贸易渠道传播对其经济

产生影响力ꎮ 从商品出口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 (见图 ３)ꎬ 出口收入是

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重要资金来源和经济增长动力ꎮ 该地区商品出

口对象主要是欧美传统贸易伙伴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ꎮ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

所带来的快速巨大冲击ꎬ 以及世界各国防控措施所造成的经济停摆ꎬ 预计

２０２０ 年美国经济萎缩 ６ １％ ꎬ 欧元区萎缩 ９ １％ ꎬ 日本萎缩 ６ １％ ꎬ 印度萎缩

３ ２％ ꎬ 中国经济预计增长降为 １％ ꎮ① 由此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商品出口

主要贸易伙伴经济下行ꎬ 需求放缓ꎬ 进而导致商品进口紧缩ꎬ 使得参与全球

价值链的主要商业部门也被迫突然停止和放缓ꎬ 直接损害撒哈拉以南非洲国

家的经济发展ꎮ② 例如ꎬ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鲜切花主要出口国肯尼亚和埃塞俄

比亚ꎬ 两国 ２ / ３ 的鲜切花出口到欧盟国家ꎬ 出口值分别为 ７ 亿美元和 ２ 亿美

元ꎮ 肯尼亚的鲜花产业直接创造 １０ 万个就业岗位ꎬ 并带动 ２００ 万人间接就

业ꎻ 在埃塞俄比亚园艺出口部门雇佣 ２０ 万个产业工人ꎮ 但在新冠疫情冲击

下ꎬ 出口市场需求严重萎缩ꎬ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已造成 １ １００ 万美元的出口收

入损失ꎬ 且使 １５ 万员工处于失业状态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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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商品出口占国内生产的比重 (２０１８ 年)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ｗｔｏ ｏｒｇꎻ ＵＮＣＴＡ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ａｇｅ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ｓｐｘꎬ ２０２０ －

０６ －１３

不仅如此ꎬ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还显著拉低了大宗商品 (非主粮类) 价格ꎬ
加重了以初级原料出口为主的非洲国家的外汇损失ꎮ 从非洲商品出口结构看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ꎬ 石油占 ４０％ ꎬ 金属和矿产品占 １２％ ꎬ 农产品 (以经济作物

为主) 占 １１％ ꎬ 黄金占 ７％ ꎬ 纺织品占 ４％ ꎬ 其他产品占 ２６％ ꎮ 在新冠疫情

影响下ꎬ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至 ３ 月间ꎬ 国际原油价格陡降 ６７％ ꎬ 系 ２００３ 年以来的价

格最低点ꎻ 金属、 农产品、 黄金、 棉花价格降幅分别为 ２０％ 、 ５％ 、 ５％ 和

２６％ ꎬ① 这对相关资源出口国打击尤甚ꎮ ２０１９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大经济

体尼日利亚ꎬ 石油收入占该国外汇收入的 ８０％以上、 政府收入的 ６６％ ꎬ 而国

际油价的暴跌预计使该国 ２０２０ 年的石油出口收入减少 １４２ 亿 ~ １９４ 亿美元ꎬ
给该国的财政收入和货币稳定均造成巨大压力ꎮ

从进口方面看ꎬ 全球价值链的特点是产品与服务的多阶段、 多工序或任务

的细分、 多国生产、 多国销售ꎬ 因此会形成大量中间品 (包括原材料、 半成品、
零部件、 资本品和服务外包等) 在全球范围内的多次跨境流动ꎮ 新冠疫情对全

球价值链的冲击主要是通过对各国间中间品贸易的影响展开的ꎮ 随着新冠疫情

的暴发与蔓延ꎬ 许多国家关闭国境、 停航停运ꎬ 严格的边境管制和生产延误隔

离中断了人员和货物的自由流动ꎬ 使全球价值链不但要面临断裂的威胁ꎬ 而且

还推动全球与疫情相关的重要原材料和工业中间品的价格上涨ꎬ 对全球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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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数量与价格的双重压力与风险ꎬ 进一步严重损害全球价值链体系ꎮ① 受到

新冠疫情的影响严重的中国、 日本、 韩国、 美国、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西班

牙、 英国等国占全球生产和消费的 １ / ２、 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近 ２ / ３ꎬ 占全球制

成品出口的一半以上ꎮ 这些全球经济中的主要系统性国家ꎬ 作为全球价值链的

重要部分ꎬ 此次均遭受新冠疫情强烈冲击ꎬ 其经济活动的减速无疑将在全球几

乎所有国家产生 “供应链传染”ꎮ 由于中间投入短缺ꎬ 世界各地的工厂已经放慢

或停止生产ꎮ 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商品进口结构看ꎬ 由于该地区国家普遍工

业化水平低ꎬ ２０１８ 年制造品进口占全部进口额的 ５６％ꎬ② 全球制造品供应产业

链和渠道不畅ꎬ 均不利于该地区国家的产业发展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新冠疫情中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ꎮ 由于担心全球的资

源和物资紧缺ꎬ 许多国家启动对医疗物资、 粮食等商品的出口管制ꎬ 例如在

国际粮食交易市场ꎬ 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如俄罗斯、 欧盟国家、 乌克兰、 哈

萨克斯坦等ꎬ 均在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新冠疫情期间发布了粮食出口禁令ꎬ 俄罗斯

宣布直到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底ꎬ 将小麦等农产品的出口量限制在 ７００ 万吨以下ꎻ 欧

亚经济委员会也发布消息称ꎬ 在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禁止从欧亚经济联盟地区

出口黑麦、 大米、 葵花籽等粮食作物ꎮ 这些主粮出口大国的 “粮食民族主义”
举措ꎬ 直接拉升了国际粮价ꎬ 这对于急需进口大批粮食且财政捉襟见肘的撒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政府来说ꎬ 购买粮食需相应多支出 ８％ ~１０％的费用ꎬ 大大

降低了政府的粮食保障能力ꎮ
(四) 冲击投资和侨汇等外部资金的进入

首先ꎬ 外国直接投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中占较大比重ꎬ ２０１８ 年

流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４ ５％ ꎬ 加纳、
乌干达、 塞拉利昂和乍得等 １１ 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超过地区平均水平ꎮ③ 新冠疫情冲击了投资者心理预期ꎬ 加上原油、 金属和矿

产价格的暴跌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活动的减速、 宏观经济失衡ꎬ 都会

使投资者趋向谨慎ꎬ 整体市场投资趋紧ꎮ 联合国贸发会议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６ 发布

的 «２０２０ 年世界投资报告» 指出ꎬ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ꎬ 预计 ２０２０ 年非洲吸

５１

①
②
③

盛斌: «全方位应对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ꎬ 载 «社会科学报»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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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外国直接投资降幅达 ２５％ ~ ４０％ ꎮ① 外国直接投资的减少一则会对采掘

业 (能源和采矿业) 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ꎬ 另则是制造业ꎮ 疫情之下ꎬ 随着

跨国公司在资本市场获得融资的渠道变得更加受限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

基础设施投资也将受到严重影响ꎮ 项目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以及

减少的投资都可能会推迟能源项目、 道路、 机场和港口等基础设施项目的交

付ꎮ 在塞舌尔ꎬ 因外国投资者投资意愿下降以致推迟其投资计划ꎬ 使该国

２０２０ 年第一季度投资项目同比减少 ３３％ ꎮ②

图 ４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８ 年侨汇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居前列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资料来源: ＵＮＥＣＡꎬ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Ｌ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其次ꎬ 疫情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第一外部资金来源侨汇收入锐减ꎮ
据世界银行统计ꎬ ２０１９ 年全球范围内的侨汇收入达到 ６ ６７０ 亿美元ꎬ 首次超

过外国直接投资总额ꎬ 有约 ７ 亿以上的侨民向其母国汇款ꎬ 侨汇收入已逐渐

成为中低收入国家的外部资金来源的主流ꎮ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ꎬ
２０１９ 年海外移民向其家庭的总汇款额达到约 ４９０ 亿美元ꎬ 首次超过了外国直

接投资额和援助额ꎬ 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９ １％ ꎮ③ 并且ꎬ 由于定义和统计难

度较大ꎬ 非正式汇款尚未纳入侨汇收入的正式统计ꎬ 实际上非正式汇款有可

能已占据正式统计的侨汇收入的 ３５％ ~ ７５％ 的份额ꎮ④ 可以说ꎬ 侨汇收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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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联合国贸发会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ａｇｅｓ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ｓ ａｓｐｘ?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ＶｅｒｓｉｏｎＩＤ ＝ ２３９６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７ꎮ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塞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减少»ꎬ 载中国驻塞舌尔大使馆经商参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ｓ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００４ / ２０２００４０２９６０２３７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１３ꎮ

ＵＮＥＣＡꎬ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Ｌ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
«全球侨汇收入暴跌ꎬ 贫穷国家损失重要资金来源»ꎬ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非盟使团经济商务

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ｋ / ２０２００４ / ２０２００４０２９５８７２６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１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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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为该地区多国外部融资的重要渠道ꎬ 被广泛用于增加本国的教育、 公共

卫生和减贫等公共领域的支出ꎬ 以及补贴家用ꎬ 因此它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助推作用ꎮ
然而ꎬ 在新冠疫情到来的危急时刻ꎬ 国际移民往往是受到冲击而失业的

第一批人群ꎮ 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ꎬ 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背景下ꎬ ２０２０
年全球总侨汇收入将暴跌 １ ０００ 亿美元以上ꎬ 其中中低收入国家的侨汇收入预

计会从 ５ ５４０ 亿美元跌至 ４ ４５０ 亿美元ꎬ 跌幅近 ２０％ ꎮ 受侨汇收入锐减影响的

国家大部分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ꎮ 为了遏制疫情扩散ꎬ 世界各国纷纷实

行对外活动的限制ꎬ 封锁国境ꎬ 经济停摆造成全球范围内的严重失业ꎬ 且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大多数在外打工人员就业领域是服务行业ꎬ 受新冠疫情的

冲击最为严重ꎮ 由此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预计 ２０２０ 年侨汇收入会下降

２３ １％ (约为 ３７０ 亿美元)ꎬ 进而给非洲各国的国际收支造成剧烈冲击ꎬ 像索

马里这样每年侨汇收入达 １４ 亿美元 (系该国最主要外部资金来源) 的脆弱国

家将遭受严重打击ꎮ①

由此ꎬ 全球价值链串联起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体系ꎬ 使彼此的经

济发展联系更加紧密ꎬ 但同时也增强了全球系统性风险ꎮ 新冠疫情的强烈冲

击波使两类国家受损最为严重: 一是疫情严重的国家ꎬ 二是主要依赖贸易、
旅游、 大宗商品出口和外部融资的国家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属于后者ꎬ 这就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它们虽遭受新冠疫情侵害不十分严重ꎬ 但为何新冠疫情

可通过与外部经济关系渠道重挫该地区的经济ꎮ 出口的下降是由于需求下降

和较高的贸易成本ꎬ 投资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减少和国内投资

的推迟ꎬ 而消费下降则是由于政府储蓄的减少及政府赤字的增加导致的家庭

储蓄的减少ꎮ 疫情后国家财政平衡的恶化又会提高利率ꎬ 从而抑制投资ꎬ 进

口也会大大低于没有疫情的情况ꎮ

对冲新冠疫情影响与稳定经济的对策

持续多月的新冠疫情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ꎬ 其诸多负面影响仍在继续ꎮ 为了尽快摆脱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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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困扰ꎬ 扭转经济发展短期衰退趋势ꎬ 撒哈拉以南非

洲国家遂动员国内外资源ꎬ 综合施策ꎮ
(一) 对内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面对新冠疫情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积极采取措施以减轻新冠疫情对其

经济的影响ꎬ 包括加强公共卫生系统、 采取支持民众和企业的财政措施、 税

收减免措施和针对性的融资支持等ꎮ
第一ꎬ 调整政府预算支出ꎬ 加大对防控疫情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ꎬ 将资

源转用于公共卫生支出和为卫生部门制定应急计划ꎬ 以期提高公共卫生能力ꎮ
例如ꎬ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５ 日ꎬ 塞内加尔政府即落实了一项名为 “新冠肺炎下经济

与社会复原方案 (ＰＲＥＳ)” 的抗疫方案ꎬ 并设立了 １ 万亿西非法郎 (约合

１ ０３ 亿美元)① 的专项基金ꎬ 旨在加强塞内加尔的公共卫生系统、 居民的病

毒抵御能力ꎬ 保证居民的医药产品和基本食品的供应ꎬ 稳定宏观经济ꎮ
第二ꎬ 通过税收及优惠融资政策帮助相关企业ꎮ 据联合国非经委统计ꎬ

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初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有 ２２ 个国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ꎬ 帮助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生产部门和企业ꎬ 缓解企业的现金流ꎬ 特别是流动资金短

缺问题ꎮ 这些措施包括: 加速特定或所有类型资产的折旧ꎬ 提供税收抵免、
延期和退款ꎬ 对向政府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中小企业减少支付延迟ꎬ 对加入全

球价值链的中小企业实施出口融资和信用保险机制ꎮ② 例如ꎬ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ꎬ 几内亚政府通过了一项 ３ 万亿西非法郎的经济应对计划ꎬ 旨在扶持私营

行业ꎬ 尤其是受疫情冲击程度最大的旅游、 酒店及手工业行业等ꎬ 以帮助这

些企业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放缓的影响ꎬ 进而支持国内经济的发展ꎮ③ 贝宁政

府在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召开内阁会议ꎬ 决定对受新冠疫情冲击的贝宁企业、 手

工业者和个体劳动者等进行财政扶持ꎬ 以减轻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ꎮ 即向

企业拨款 ６３３ ８ 亿西非法郎ꎬ 用于补贴员工工资、 减免部分税费、 降低用能

成本、 发放贴息贷款等ꎬ 包括: 视情替相关企业承担雇工 ３ 个月工资的 ７０％ ꎻ
退还企业增值税ꎻ 免除企业 ２０２０ 年机动车辆税ꎬ 已缴纳企业可从 ２０２１ 年税

额中抵扣ꎻ 进行申报的旅行社可免交 ３ 个月商业租金ꎻ 免除酒店和旅行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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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汇率: １ 美元约合 ９ ６７１ 西非法郎ꎮ
Ｅｌｉｓｏ Ｍａｃａｍｏꎬ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ｉｓｋ: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Ｃｏｖｉｄ － 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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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非洲国家的应对措施»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ｓａｖｏｃａｔｓ ｃｎ / ｄｙｎａｍｉｃꎬ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２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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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电费ꎬ 总计不超过 ４１ 亿西非法郎ꎻ 设立 ３００ 亿西非法郎贴息基金ꎬ 用于

通过银行和地方金融机构向企业发放 １ ０００ 亿西非法郎无息贷款ꎬ 还款期限最

长可达 ３ 年ꎬ 地方金融机构贷款还款期限最长为 １ 年ꎮ①

第三ꎬ 颁布或调整社会保护和就业方案ꎮ 政府优先向人口中受影响最大、
最脆弱的那部分人群ꎬ 特别是在实行新冠疫情遏制措施后停止劳动的企业和

工人提供收入支持ꎬ 以保证其生计ꎮ 南非和纳米比亚已率先实施社会保护方

案ꎮ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上旬ꎬ 南非社会保障局同意向老年人和残疾人提前支付社会

补助金ꎬ 同时政府将向受 ２１ 天隔离禁闭影响的工人或在疫情期间生病的工人

支付病假期间的薪资ꎬ 失业保险金则通过新发布的国家灾害津贴和失业津贴

支付给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工人ꎮ 纳米比亚政府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给因失去工

作而没有获得任何其他补助金的雇员一次性发放 ７５０ 纳元的津贴ꎬ 纳税人可

以在政府担保的基础上借款一纳税年度税款的 １ / １２ꎬ 并以优惠的低利率偿还

一年ꎮ 另外ꎬ 纳米比亚水务有限公司 (ＮａｍＷａｔｅｒ) 和纳米比亚地方当局政府

还提供资金补贴ꎬ 保证供水点在疫情封锁期间保持开放ꎮ
(二) 对外寻求国际资金支持

新冠疫情暴发后ꎬ 全非层面基于疫情的发展态势迅速进行了区域卫生协

调ꎮ 除了分享预防与诊治病患信息外ꎬ 尤其需要地区国家间整合资金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下旬ꎬ 在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ꎬ 主席团同意设立非洲

抗击新冠肺炎基金ꎬ 捐款 １ ２５０ 万美元作为初始资金ꎬ 并呼吁非盟成员国、 国

际社会和慈善组织向基金捐款ꎻ 西非经济货币联盟的西非国家央行

(ＢＣＥＡＯ) 于 ３ 月 ２５ 日制定了整套措施ꎬ 以减轻新冠疫情对联盟银行体系和

经济活动融资的影响ꎮ 具体措施包括: 为因这场公共卫生危机而难以偿还贷

款的企业提供援助、 延期到期债权、 放宽对未付款项的审慎规则、 建立金融

机构之间的协商框架等ꎮ ４ 月 １８ 日ꎬ 中非国家银行 (ＢＥＡＣ) 决定分两期向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ＣＥＭＡＣ) 内的银行拨款 ５ ０００ 亿西非法郎ꎬ 以帮助它

们更好地应对新冠疫情和提振经济ꎮ②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抵抗新冠疫情负面影响能力有限的情况下ꎬ 向国

际组织寻求经济援助 (包括减免债务) 遂成为应急之策ꎮ 面对新冠疫情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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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宁政府出台应对新冠疫情财政扶持政策»ꎬ 载中国新闻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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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非洲国家的应对措施»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ｓａｖｏｃａｔｓ ｃｎ / ｄｙｎａｍｉｃꎬ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２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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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蔓延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多位元首呼吁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非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非洲各经济体提供援助ꎬ 帮助非洲各国度过

艰难时期ꎮ 当前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面临的冲击具有全球性ꎬ 不仅需

要在遏制疫情、 稳定宏观经济方面采取措施ꎬ 还需要暂停或减缓外债ꎬ 渡过

难关ꎮ 鉴此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４ 日宣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５００ 亿美元灵活、 快速的应急资金ꎬ 并在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决定通过改进的控

灾减灾信托基金 (ＣＣＲＴ) 为 ２５ 个成员提供 ５ 亿美元额度的债务减免ꎬ 这些

国家绝大多数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ꎮ 世界银行在 ４ 月 ２ 日宣布在未来

１５ 个月内部署 １ ６００ 亿美元的资金ꎬ 以支持各国新冠疫情的遏制措施和经济

增长ꎬ 并在 ４ 月 ３ 日批准通过新冠疫情快速反应设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紧急

支援行动ꎮ 在受援的 ２５ 个国家中ꎬ 其中 １０ 个国家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ꎮ
与此同时ꎬ 世界银行也在调整其现有项目的方向ꎬ 通过重组、 重新分配、 启

动现有项目的紧急组成部分和启动灾难延迟提款选项ꎬ 帮助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抗击新冠疫情ꎮ① 国际金融机构在疫情后期应持续跟踪对撒哈拉以南非洲

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状况进行关注ꎬ 并适时采取行动向非洲国家提供资源ꎬ 以

提高它们应对新冠疫情的能力ꎬ 并缩短经济和社会复苏的时间ꎮ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７ 日ꎬ 中国积极参与并落实二十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的倡议ꎬ 宣布

向 ７７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暂停债务偿还ꎮ
随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抗击新冠疫情形势的变化ꎬ 预计各国政府将根

据国情采取更有效举措ꎬ 努力恢复国民经济ꎬ 重现活力ꎮ

后疫情时期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除了短期应对疫情的措施外ꎬ 非洲国家政策制定者还需要未雨绸缪ꎬ
提前考虑后疫情时期非洲各国经济的复苏和可持续发展战略ꎮ 撒哈拉以南

非洲国家需要从长远视角设计后疫情时期国家长期经济发展政策路径ꎬ 使

非洲经济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危机后能够更快复苏和繁荣ꎬ 并有助于促进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转型ꎬ 以实现各国经济的多元化、 包容性及可持

续的增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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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 加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ꎬ 提高公共服务能力

从长期视角看ꎬ 以往的大型流行传染病诸如非典、 甲型流感 (Ｈ１Ｎ１)、 中

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ＭＥＲＳ) 和埃博拉的后果ꎬ 均表明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的相关国家应将加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和基础设施作为后疫情时代对抗重

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第一道防线ꎬ 健全卫生健康及社会保障体系ꎮ 撒哈拉以南非

洲国家政府在持续的基础设施缺口和不断增长的人口的推动下ꎬ 应作出长期规

划ꎬ 组织建立由科学家领导的国家级公共卫生指挥中心ꎬ 加强医疗服务平台建

设ꎬ 进行医疗服务人员培训ꎬ 并加强政府内部以及政府内部与私营部门的协调ꎻ
同时加强各国卫生基础设施建设ꎬ 逐步增加居民对于干净水源和卫生设施的获得

机会ꎬ 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ꎬ 最大限度地弱化流行病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冲击ꎮ
(二) 加快经济结构转型ꎬ 增强经济增长内生驱动力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应注重更可持续的经济复苏ꎮ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对资源依赖的定义ꎬ 超过一半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２６ 个) 为资源型国

家ꎮ 这些国家通常依靠不可再生的采掘资源获得超过 ２０％的出口或政府收入ꎮ
鉴于这些资源的有限性ꎬ 该地区经济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它们能否将不断消耗

的自然资源转化为其他形式的国家财富ꎬ 如人力和物质资本ꎬ 或改善的自然

资本ꎮ 资源型国家政府应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ꎬ 实施经济多样化政策ꎬ 通过

精心设计的经济政策措施ꎬ 积极培养本国的人力资本、 公共和智力资本ꎬ 并

提升企业的竞争力ꎬ 增加出口产品的复杂度ꎬ 并积极融入区域价值链ꎬ 以逐

步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ꎬ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ꎮ
与此同时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应持续推进经济转型ꎬ 夯实粮食安全基

础ꎬ 大力发展制造业ꎬ 积极落实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非洲农业综合发展

计划» 和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等发展规划ꎮ 也就是说ꎬ 经历新冠疫情的洗礼ꎬ 撒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ꎬ 继续推动非洲制造业的发展ꎬ 改善

基础设施ꎬ 促进农业、 工业、 采矿业、 制造业以及旅游等领域的生产与出口

的多样化ꎬ 帮助更多非洲国家产品进入国际市场ꎮ
(三) 化危为机ꎬ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等新经济业态

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对非洲数字经济既是机遇也是挑战ꎬ 非洲数字科技和

技术创新的推进和发展在当前背景下显得尤为迫切ꎮ
新冠疫情之前ꎬ 非洲的数字经济就已经初具雏形ꎮ 而在新冠疫情期间ꎬ 因为

遏制疫情需要而实施的物理隔离措施ꎬ 线上医疗、 消费、 教育、 娱乐、 办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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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增ꎬ 促使非洲数字经济的产业机会和红利正在浮现ꎮ 例如ꎬ 咖啡是 “千丘之国”
卢旺达主要出口创汇农产品之一ꎮ 受新冠疫情影响ꎬ 卢旺达大量航班停飞ꎬ 国际

货运价格翻倍ꎬ 欧美市场订单数量锐减ꎬ 众多卢旺达咖啡农面临收获季节无处可

卖的窘境ꎮ 鉴此ꎬ ２０２０ 年５ 月１４ 日ꎬ 联合国副秘书长、 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维

拉松圭、 卢旺达驻华大使詹姆斯基蒙约和阿里巴巴集团董事、 蚂蚁金服董事长

井贤栋以及 “带货主播” 薇娅一起ꎬ 在网络直播间为卢旺达咖啡 “带货”ꎮ 活动开始

后ꎬ 产自卢旺达的１ ５ 吨咖啡豆被１ 秒售空ꎬ 这相当于过去一年的整体销量ꎮ①

疫情下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体现出比传统经济更强的韧性和发

展潜力ꎬ 新冠疫情带来的发展新机遇无疑也可引发了非洲数字经济发展的浪

潮ꎮ 非洲各国政府应借此机会ꎬ 根据疫情期间凸显的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ꎬ
实施相应措施推进当地数字经济的发展ꎮ② 非洲地区应建立速度更快、 覆盖面

更广、 费用更低廉的网络连接ꎬ 促进运营商降低资费ꎬ 并让数字支付成为可供

企业和居民选择的更为安全和便捷的交易手段ꎬ 以维持疫情下正常的工作生活ꎬ
刺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ꎬ 并为日后非洲地区的经济复苏和发展打好基础ꎮ③

(四) 促进非洲自由贸易区发展ꎬ 推进区域价值链建设

非洲大多数国家在独立初期采取了工业化发展战略ꎬ 科特迪瓦、 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等国发展了食品、 纺织、 木材、 制糖等轻工业ꎬ 而阿尔及利亚、 尼日利亚

等国则建立起石油化工、 钢铁、 建材料等重工业ꎮ 而到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ꎬ 因各

国经济发展停滞ꎬ 危机不断ꎬ 工业化难以为继ꎬ 其重要原因在于: 非洲每个国家

的制造业都追求小而全ꎬ 过多的小规模生产造成了市场分割ꎬ 进一步降低了产品

效率ꎬ 使这些产业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ꎮ 当下ꎬ 非洲已迈入自贸区时代ꎬ 非洲各

国可基于全非和区域大市场视野ꎬ 来进行产业发展布局ꎬ 找准并甄别有潜力发展

的内生产业ꎬ 在政策支持、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特别扶植ꎬ 并提供合适的激励ꎬ
以便建立产业集群ꎬ 其各国生产的产品不仅仅供应本国市场ꎬ 而且面向周边邻国ꎬ
乃至非洲大陆ꎬ 以降低非洲国家间交易成本ꎬ 推动区域间贸易的发展ꎮ 后疫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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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　

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应利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这一重要机制ꎬ 通过扩大区域

市场增加经济增长机会ꎬ 并且采用更加弹性和动态的管理方法ꎬ 使自贸区建设成

为推动整个非洲大陆经济发展的长期有效机制ꎬ 在经济复苏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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