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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内罗毕宣言» 看日本在非洲利益的
深化及其战略意图

吕耀东

　 　 内容提要　 ２０１６ 年在肯尼亚召开的第六届日本东京非洲发展国际

会议ꎬ 通过了强调充实教育、 创造就业岗位、 推进产业多元化的 «内
罗毕宣言»ꎮ 该宣言也写入了参与反恐、 基于国际法维持海洋秩序重要

性的内容ꎬ 日非合作从经济拓展到政治及安全领域ꎮ 以东京非洲发展国

际会议为平台ꎬ 日本希望凭借投资和援助在非洲深度介入非洲经济ꎬ 提

升日本对非洲能源开发和投资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ꎬ 为争取成为联合

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寻求更多非洲国家的支持ꎬ 同时加强与在非洲影响

力渐增的中国的抗衡ꎮ 从经济拓展到政治、 安全领域的日本 “非洲外

交新战略”ꎬ 充分反映出安倍政权 “俯瞰地球仪外交” 的政治诉求ꎮ
关 键 词　 日非关系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内罗毕宣言»

　 “俯瞰地球仪外交” 　 海上安全合作

作者简介　 吕耀东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ꎮ

日本主办的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ＴＩＣＡＤ) 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７ ~
２８ 日在肯尼亚举行ꎬ 会议发表了 «内罗毕宣言»ꎮ 共有 ５３ 个非洲国家的元

首、 政府首脑或代表与会ꎬ 日本 ７７ 个团体、 企业及大学等机构的代表ꎬ 其他

国家、 国际及地区机构代表和民间部门代表近万人参加了相关会议及活动ꎮ
事实上ꎬ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以非洲发展和对非援助为主题ꎬ 由日本政府

主导同非洲联盟 (ＡＵ) 及相关国际组织合作主办ꎬ 是日本和非洲各国探讨非

洲发展问题的国际会议ꎮ 该会议作为日本对非外交支柱于 １９９３ 年启动ꎬ 每隔

５ 年在日本召开ꎮ 与以往不同的是ꎬ 本次会议首次在日本国土以外的国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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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ꎬ 且与上次横滨会议相隔仅 ３ 年ꎮ 不仅如此ꎬ 本次会议在议题等方面出现

了较为显著的变化ꎬ 由此彰显出近年来日本在非洲利益的深化ꎬ 以及日本对

非洲政策的调适ꎮ

日本对非经济合作从援助非洲向投资非洲转变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创立之初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上半期ꎬ 由于冷战的

结束ꎬ 非洲在西方国家对外关系中的战略地位下降ꎬ 西方大国减少了对非援

助ꎬ 而非洲国家急需外部资金推动国内经济发展ꎮ 在此背景之下ꎬ 应时而需

设立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成为聚焦非洲发展的多边交流与合作平台ꎬ 其

宗旨是支持非洲发展ꎬ 尤其聚焦经济领域ꎬ 因此发展与援助非洲成为经济议

题核心ꎮ 此后相继召开的历届会议延续了援助、 减贫与发展的议题ꎬ 只是援

助非洲的侧重点有所变化ꎮ 在肯尼亚召开的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ꎬ
尽管日本安倍首相在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８ 日主旨演讲时承诺加大对非洲的援助力

度ꎬ 如帮助非洲培养大约 ２ 万名传染病学专家ꎻ 对于埃博拉出血热疫情在非

洲肆虐的教训ꎬ 积极推进建立 “全民医保” (ＵＨＣ) 制度ꎬ 使得非洲民众能

以负担得起的费用接受妥善治疗ꎬ 并表示 “将在三年内把能享受这一服务之

人增加 ２００ 万人” 等等ꎬ① 但投资非洲仍然成为这次会议的热词ꎮ
第一ꎬ 设立 “日非官民经济论坛”ꎬ 促进日本对非投资市场的开发ꎮ 基于

非洲资源市场的开发潜力ꎬ 安倍在此次会议上宣称: “日本政府与企业在非洲

发挥力量的时刻到来了ꎮ” 日本政府阁僚及经济团体高层将每三年访问一次非

洲ꎬ 使 “日非官民经济论坛” 成为双方合作的平台ꎬ 谋求加强双边经济关系ꎮ
第二ꎬ 日本与非洲开发银行确认将携手共同为非洲基建资助 ３０ 亿美元ꎬ

此举是配合本次会议召开的重要一环ꎮ 日本与非洲开发银行开展的资金合作

始于 ２００５ 年ꎬ 原有的框架提出了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间日方提供 ２０ 亿美元规模

日元贷款的目标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６ 日ꎬ 日本政府与非洲开发银行再次宣布ꎬ 为

完善非洲的发电站及道路等基础设施ꎬ 将在 ２０１７ 年起 ３ 年期间继续开展共计

３０ 亿美元的资金合作ꎮ 与原先出资额相比ꎬ 平均每年的出资额有所增多ꎬ 支

援范围将进一步扩大至传染病医治等医疗卫生及教育领域ꎮ 目标是日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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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元贷款为主提供 １５ 亿美元、 非洲开发银行也提供 １５ 亿美元以上资金共

同合作ꎬ 为各国政府及负责有关项目的企业联合提供低息贷款ꎬ 主要帮助非

洲解决电力供应不足问题ꎮ 此外ꎬ 双方还商定ꎬ 集中针对日本企业有着技术

优势的高效火力发电站建设设置特别联合贷款项目ꎬ 日方出资 ３ 亿美元ꎮ
第三ꎬ 为支持日本企业进军非洲ꎬ 在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开幕

前ꎬ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ＪＥＴＲＯ)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办了展览会ꎬ 约有

百家企业及团体参展ꎮ 该展览作为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相关活动ꎬ
是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迄今在非洲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展会ꎮ 此外ꎬ 由日本国土

交通省与肯尼亚政府在内罗毕还共同举办了有日本与非洲各国政府及基础设

施建设相关企业出席的会议ꎬ 有 ７０ 家以上的日企参加ꎮ 会议以日本的 “高品

质的技术” 作为卖点向非洲宣传ꎬ 旨在支持日本企业进军非洲大陆ꎬ 通过能

力开发及技术转移为非洲的技术人员独立维持基础建设提供帮助ꎮ
第四ꎬ «内罗毕宣言» 写入了强调充实教育、 创造就业岗位、 推进产业多

元化的内容ꎮ 其中提出日本要为非洲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与繁荣开展以下工

作: (１) 为年轻人和女性创造就业机会ꎻ (２) 通过产业多元化和工业化ꎬ 推

进经济结构改革ꎻ (３) 构筑医疗卫生体系ꎬ 使非洲人能过上高质量的生活ꎮ
此外ꎬ 宣言还汇总出示了地热、 水力发电的运用之类重点举措的实施计划ꎮ①

«内罗毕宣言» 呼吁非洲要从依赖石油等自然资源的经济结构转型ꎻ 发挥 “日
本特色的细致支援” 特色ꎬ 强调日本对非洲发展的贡献ꎮ

在第六届日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ꎬ 日本三井住友银行、 瑞穗银行、 三

菱东京日联银行均宣布扩大在非洲的业务ꎬ 通过贷款和业务合作为安倍首相

在本次会议上提出的 “官民一体对非经济支援” 提供金融支持ꎮ 三井住友银

行与日本国际协力银行 (ＪＢＩＣ) 一起ꎬ 同 “东南非贸易与开发银行” (ＰＴＡ
Ｂａｎｋ) 签署了共计上限 ８ ０００ 万美元的融资合同ꎬ 用于从日企进口机械设备

等ꎮ 瑞穗银行同赞比亚发展署 (ＺＤＡ)、 南部非洲开发银行等 ６ 个金融机构签

署了业务合作备忘录ꎬ 拟通过提供金融服务经验ꎬ 促进当地搞活金融业务并

接收在监管等方面的当地信息ꎬ 同时促进日本企业开拓非洲市场ꎮ②

日本之所以对非经济合作从支持非洲削减贫困等重点领域逐渐转向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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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企向非投资ꎬ 主要基于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ꎬ 从日方经济战略因素看ꎬ 日

本把拓展基础设施建设海外合作市场作为经济增长战略之一ꎬ 将拥有众多人

口的非洲定位为 “最后的世界大市场”ꎬ 倡导发挥日本在安全性等方面的 “高
质量基础设施” 特长ꎬ 力求结合非洲各国发展意向汇总出援助计划的整体图

景ꎮ 为此ꎬ 日本有意对非洲港湾、 道路和铁路等基建领域提供支持ꎬ 并因地

制宜采取帮助非洲国家开发农业和天然气资源以及提升卫生保健水平等举措

使日本经济整体振兴ꎮ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ꎬ 日本已启动埃塞俄比亚太阳能发电实

证项目ꎬ 以此调查采用日本技术的太阳能发电和地热发电设备是否需要更新ꎬ
从而确保以可再生能源为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农工业生产设施提供电力ꎮ①

日本政府划定肯尼亚蒙巴萨港周边、 莫桑比克纳卡拉港周边、 科特迪瓦等西

非地区为投资重点地区ꎬ 在当地推进港口及公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ꎮ 此外ꎬ
日本还计划在莫桑比克进一步开发天然气资源ꎬ 在内罗毕采用新型城市交通

系统等ꎮ 鉴于埃博拉等传染病目前在非洲时有发生的情势ꎬ 日本拟在赞比亚

开展旨在普及医疗检查仪器的示范项目ꎮ 在农业领域ꎬ 日本则将创建向非洲

国家的农户提供小额贷款的机制ꎮ 日本政府今后将就上述援非项目与对象国

正式协调资金规模等事宜ꎬ 以便尽早敲定双方合作的具体内容ꎮ
其次ꎬ 从非方当下经济发展需求看ꎬ 近年来ꎬ 非洲国家掀起 “再工业化”

浪潮ꎻ 在非洲国家推进产业发展过程中ꎬ 需要来自域外国家的投资、 技术等

国际支持ꎮ 无论是从非盟制定的 «２０６３ 年议程»ꎬ 还是非洲次区域一体化组

织提出的产业发展布局ꎬ 以及非洲各国的经济发展重要领域来看ꎬ 都能体现

这一点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７ 日ꎬ 非盟轮值主席国乍得总统代比称: “由于资源价

格的下跌和治安方面的威胁ꎬ 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都面临危机ꎮ”② 非洲国家

也希望通过投资和援助实现经济稳定ꎬ 改变对单个国家的过度依赖ꎬ 谋求投

资来源多元化ꎮ 由此看来ꎬ 日本加大对非投资契合了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迫

切之需ꎮ 安倍将本次会议定位为日非关系的 “新篇章”ꎬ 并明确 “日本共同参

与解决” 非洲所面临问题的决心ꎮ 安倍还提出推进与非洲各国签署投资协议

的方针ꎬ 提议培养支撑产业基础的专家ꎬ 宣称将推动在完善地热发电及铁路

等 “高品质基础设施” 方面的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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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ꎬ 从日非经济关系的外部因素看ꎬ 日本此举有应对乃至抗衡日益繁

荣发展的中非经济关系之意ꎮ 对中国而言ꎬ 由于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贸易量

日益增大ꎬ 为构建中非可持续性关系ꎬ 中国已启动促进非洲工业化及农业现

代化的合作计划ꎮ①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访日时ꎬ 高度评价了

近年来中国在经济领域积极进入非洲市场的趋势ꎬ 并 “建议日本学习中国这

样的做法”ꎬ 加大日本企业开展对非投资和贸易的力度ꎮ 穆塞韦尼指出ꎬ 中国

正在通过援建基础设施和投资等方式 “帮助非洲”ꎬ 认为今后要想持续推进日

非关系ꎬ 加强贸易与投资是至关重要的ꎮ② 同年 １２ 月ꎬ 中国在南非召开的中

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ꎬ 今后三年内将出资 ６００ 亿美元用于非洲

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现代化ꎮ 为此ꎬ 日本特意把此次会议举办地点安排在

非洲大陆本土ꎬ 以示日本对于非洲各国的高度重视和关注ꎮ 安倍在会议上提

出新的外交战略ꎬ 表明了日本重视拥有丰富资源及市场潜力的非洲的方针ꎮ
新战略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试图将经济增长显著的亚洲地区的 “成功经验” 通

过援建基础设施和培养人才方式推广到非洲ꎬ 从而促进非洲地区整体的稳定

与繁荣ꎮ 安倍极力主张的 “高品质基建” 也是为了制衡中国ꎮ 安倍强调: “非
洲的潜力能强有力地推动日本企业实现产值增长ꎻ 发挥日本独特经济力量的

契机已经来临”ꎮ 他还提出了 “力争打造质量高、 坚韧不拔而稳定的非洲” 的

目标ꎮ③ 在资源价格低迷导致非洲有关各国经济疲软的形势下ꎬ 日本在本次会

议上打出帮助非洲实现产业多元化和工业化的结构性改革的口号ꎬ 明确日本

与中国援助非洲形式的差别ꎬ 力求显示出在带动非洲经济发展、 改善生活环

境方面的 “日本实力”ꎮ 同时ꎬ 日本援助非洲计划凸显在 “技术实力” 方面

与中国的差别ꎮ 日本希望通过突出日本的独特优势 (包括科技能力等)ꎬ 加大

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外交力度ꎮ 日方力图将基建、 农业等广泛领域产业列入

“综合广域开发” 范畴并加强援助ꎬ 与积极参与非洲发展进程的中国相抗衡ꎬ
从而挽回日本因中国积极推进对非合作而陷于落后的局面ꎮ

很显然ꎬ 本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已经成为发展日非经贸关系的最重

５２

①

②
③

李智彪: «非洲工业化战略与中非工业化合作的战略思考»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２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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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０８２９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１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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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平台”ꎬ 促成了双方一系列经济合作的相关成果ꎮ 对此ꎬ 日本希望以本次

会议为契机ꎬ 使日非关系 “超越援助国和被援助国关系”ꎬ 进一步促进非洲经

济多元化发展ꎬ 深化日非经济关系ꎬ 加大对非经济影响力ꎮ

日本谋求非洲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方面的支持与合作

日本政府主办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旨在帮助非洲发展ꎬ 但对于力争成

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日本而言ꎬ 更在意借此与 “大票仓” 非洲各国

加深合作ꎬ 力求实现联合国安理会改革ꎮ 日本十分重视非洲作为巨大市场的

潜力及其在联合国的发言分量ꎮ 为此ꎬ 安倍在此次会议演讲中直言: “安理会

的改革才是日本与非洲的共同目标ꎮ 为实现这个目标ꎬ 我希望能与各位携手

同行”ꎮ① 在日本政府看来ꎬ 有非洲数十国政要参加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就是争取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改革及其 “入常” 的很好抓手ꎮ
第一ꎬ 非洲是日本获取其联合国改革及 “入常” 支持的关键力量ꎮ 冷战

结束后ꎬ 日本打着 “联合国中心主义” 的旗号ꎬ 积极参与联合国集体安全保

障的合作与行动ꎮ 日本国会于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通过了 «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

合作法»ꎬ 突破 “和平宪法” 的羁绊ꎬ 实现了以联合国名义向海外派兵的战略

目的ꎮ 该法案通过后ꎬ 日本从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起先后向柬埔寨、 莫桑比克、 卢旺

达和东帝汶等多国实施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派出了自卫队员ꎬ 参与全球范围

内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和国际救援活动ꎬ 成就了日本争取 “入常” 与海外

派兵的双重战略意图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ꎬ 日本等国要

求联合国将安理会改革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ꎮ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ꎬ 日本外务省设立

“联合国改革对策本部”ꎬ 负责向联合国表达日本关于联合国改革的建议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ꎬ 日本、 德国、 巴西、 印度组成 “四国集团” 发表 “入常” 联

合声明ꎮ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ꎬ 在联合国成立 ６０ 周年之际ꎬ 随着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 “扩容” 计划报告的提交ꎬ 日本表示出强烈的 “争常” 意向ꎮ 其理由

是ꎬ 日本承担了很大一部分联合国会费ꎬ 因此希望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多决

策权ꎮ 尽管当年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严重受挫ꎬ 但日本并没有放弃 “争常” 的

强烈渴望ꎬ 转而寻求非洲国家的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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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日本共同社网站: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ａ ｋｙｏｄｏｎｅｗｓ ｊｐ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 / ０８ / １２６２０２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０８ －２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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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联合国安理会实现了改革ꎬ 就需要相应修改 «联合国宪章» 的部分

条款ꎬ 其前提条件是必须获得包括 ５ 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 ２ / ３ 成员国赞成ꎮ
非洲地区共有联合国成员国 ５４ 个ꎬ 成为日本拉票的关键所在ꎮ 在联合国成立

７０ 周年的 ２０１５ 年秋ꎬ 日本政府确定了其针对新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方案的主

要内容ꎬ 包括将常任理事国由现在的 ５ 个扩大至 １１ 个ꎬ 将非常任理事国由现

在的 １０ 个扩大至 １４ 个或 １５ 个ꎮ 与 ２００５ 年 “日德印巴四国计划” 方案相比

有所修改ꎬ 此次新方案增加了非常任理事国名额ꎬ 并以非洲国家为对象ꎮ 此

次方案可以说是 ２００５ 年 “日德印巴四国计划” 方案的修改版ꎬ 主要将对非洲

地区的非常任理事国的名额分配提案由 “１ 个” 修改为 “１ ~ ２ 个”ꎮ 其原因

是: 非洲国家众多ꎬ 在国际政治舞台影响不容忽视ꎬ 日本政府旨在做好非洲

这块联合国 “大票仓” 的外交工作ꎮ
第二ꎬ 日本调整 “入常” 策略ꎬ 以经援和投资为资本寻求非洲国家的支

持ꎮ 日本 “争常” 受阻ꎬ 显然是没有得到亚洲邻国的信任和支持ꎬ 说明日本

想要在国际社会中担任领导角色是有局限性的ꎮ 也就是说ꎬ 日本失信于亚洲

邻国和过分强调美国因素ꎬ 使其 “争常” 屡战屡败ꎮ 日本 “争常” 受挫后ꎬ
不断拓展外交空间ꎬ 转而希望得到非洲各国的全力支持ꎮ ２００６ 年初ꎬ 日本单

独提出一项联合国改革方案ꎬ 建议把安理会理事国增至 ２１ 个ꎬ 但因未得到广

泛支持而遭挫折ꎮ 美国对扩大安理会持消极态度ꎬ 反对大幅增加常任理事国

席位ꎬ 部分非洲国家也反对为 “入常” 设置严格条件ꎮ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ꎬ 日本联

合德国向联大提交安理会改革方案ꎬ 要求考虑地理因素公平地选择新理事国ꎬ
重视发展中国家ꎬ 大有拉拢非洲国家的意味ꎮ 这是因为ꎬ 拥有众多成员国的

非洲在联合国有着数量较多的表决票ꎮ 日本 ２００５ 年 “入常” 失败原因之一就

是未能赢得非洲国家的大力支持ꎮ 日本吸取以往与非洲国家交往不足的教训ꎬ
表示将 “不应急功近利ꎬ 而要获得长期的信赖”ꎬ 切实推进与非洲建立密切关

系的外交工作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ꎬ 日本借召开第四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之际ꎬ
福田首相和非洲首脑们举行了 “马拉松式会谈”ꎬ “约占一半” 的与会国家表

示支持日本 “入常”ꎮ 日本政府还借主办北海道洞爷湖八国峰会之机ꎬ 重新构

建非洲外交ꎬ 希望在 “入常” 问题上获得与会非洲各国支持ꎮ 日本在洞爷湖八

国峰会首日安排与南非、 尼日利亚等 ７ 个与日本关系密切的非洲国家举行了扩

大会议ꎬ 突出重视非洲的姿态ꎬ 希望非洲国家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 日本特别邀请非盟轮值主席国乍得总统出席七国集团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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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７) 伊势志摩峰会的扩大会议ꎬ 再一次表现出日本对于非洲的高度重视ꎮ
对于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ꎬ 日本当然不会错过 “夹带私货” 参

会的机会ꎮ 在此次会议期间ꎬ 安倍首相与莫桑比克、 加纳、 南非等国的总统

举行了 “马拉松式会谈”ꎬ 就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事ꎬ 寻求这

些非洲国家的支持ꎮ 一些媒体评论指出: “安倍首相毫不掩饰地表示ꎬ 日本援

助非洲的一个很大目的ꎬ 是为了在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ꎬ 赢

得非洲各国的支持”ꎮ①

日本把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外交战略的重要目标ꎬ 希望取

得包括非洲各国的压倒性支持来实现安理会改革ꎮ 日本迫切要求成为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ꎬ 有着明确的战略目的ꎬ 即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

日ꎬ 就是取得政治大国地位之时ꎮ 日本对联合国外交的战略目标有二: 一是

从 «联合国宪章» 中删除 “敌国” 条款ꎬ 彻底摘掉战败国的帽子ꎬ 二是成为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ꎮ② 基于这样的战略目的ꎬ 日本向非洲国家发起了经

济外交攻势ꎬ 希望获得非洲国家对于日本 “入常” 的更多支持ꎮ 然而ꎬ 针对

新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改革是否赋予新常任理事国否决权问题ꎬ 非盟要求立

即获得赋予ꎬ 与要求暂不赋予的 “日德印巴四国计划” 存在分歧ꎮ 日本此前

也曾因与非盟步调不一而没能如愿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ꎮ 可见ꎬ 非洲各国

能否给出日本所期待的联合国改革动作还是个未知数ꎮ
对于以推进非洲发展为本意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ꎬ 日本政府将游说

非洲国家支持其对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想法及其 “入常” 诉求贯穿其中ꎬ 既

背离了这一聚焦非洲发展的多边交流与合作平台设立的初衷ꎬ 也体现出日本

对非关系及双边合作的利己性所在ꎮ 安倍提出的 “俯瞰地球仪外交” 将非洲

大陆纳入其战略视野ꎬ 是因为日本要改变 “战后体制” 及其秩序ꎬ 只有赢得

联合国非洲成员国的支持票ꎬ 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ꎬ 才能实现删除 «联合

国宪章» 中 “敌国” 条款而成为政治大国的战略意图ꎮ

日本力推与非洲进行反恐与海洋安全合作

日本首相安倍在出席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

８２

①
②

参见日本新闻网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ｉｂｅｎｘｉｎｗｅｎ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４６６８ꎬ ２０１６ － ０８ － ２９ꎮ
刘世龙: «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ꎬ 载 «日本学刊» ２００３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２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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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亚洲与非洲相连的是海洋之路ꎮ 日本将把太平洋与印度洋、 亚洲与非洲的交

流活动构建成与武力和威慑无缘的重视自由、 法治和市场经济之地ꎮ”① 这表明

日本 “推进重视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海洋安全以及非洲发展” 这一新外交战略

的意向ꎮ 值得关注的是ꎬ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ꎬ 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通

过的 «内罗毕宣言» 写入了日本参与反恐、 基于国际法维持海洋秩序重要性等

内容ꎮ «内罗毕宣言» 在强烈谴责恐怖主义的基础上ꎬ 呼吁要在反恐方面开展国

际协作ꎻ 在海洋安全方面则提出要推进打击海盗等工作ꎮ② 但事实上ꎬ “非洲国

家坚决反对会议政治化ꎬ 坚决反对把亚洲的问题带到非洲ꎬ 坚决反对日本把自

己的意志强加给非洲ꎮ 从此次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最后通过的成果文件看ꎬ
日本最终不得不全盘接受非洲国家的意见ꎬ 把有关涉海内容限制在非洲海上安

全合作”ꎮ③ 然而ꎬ 日方并未就此罢休ꎬ 就在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结束后ꎬ 日

本政府公布了安倍访问肯尼亚时同肯方发表的联合声明ꎮ 但肯尼亚方面表示并

没有发表这一联合声明ꎬ 而且该声明中有关涉海内容也与 «内罗毕宣言» 不符ꎮ
日本之所以单方面大力推进反恐与海上安全这一议题ꎬ 与以下两方面背景

有关: 第一ꎬ 日本近年加大对非军事介入是国内安保体制变化的海外表现ꎬ 落

实 «国际和平支援法»、 实现海外派兵动武才是其真正目的ꎮ 近年来ꎬ 日本逐步

扩大海外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和权限ꎬ 积极参与在非洲的打击海盗及联合国维和

举措ꎬ 加大了派遣自卫队参与非洲安全事务的力度ꎬ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

注ꎮ 首先ꎬ 日本政府借打击海盗之名ꎬ 在非洲东部的吉布提建立首个海外军事

基地ꎬ 通过日美同盟全球化共同控制非洲东部战略性要冲ꎮ 非洲东部的吉布提ꎬ
距离世界主要产油国集中的中东地区较近ꎬ 地处连接地中海和印度洋海运重要

航道苏伊士运河的红海入口ꎬ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ꎮ 借 ２００８ 年前后引起国际社会

关注的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的海盗问题ꎬ 日本政府于 ２００９ 年初派遣了海上自卫

队的护卫舰为本国相关船只护航ꎮ 同年 ６ 月制定 «应对海盗法» 后ꎬ 日本便可

依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对任何国籍的海盗行为实施处罚ꎬ 并为所有国家的

船舶提供护航服务ꎮ 为了开展针对海盗行为的逮捕、 审讯等司法活动ꎬ 日本海

９２

①

②
③

ＴＩＣＡＤ ＶＩ (第 ６ 回アフリカ開発会議) 開会セッション 安倍総理基調演説 (安倍总理在第六

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讲)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ａｎｔｅｉ ｇｏ ｊｐ / ｊｐ / ９７ ＿ ａｂｅ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２０１６ /
０８２７ｏｐｅｎｉｎｇ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１１ꎮ

参见日本共同社网站: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ａ ｋｙｏｄｏｎｅｗｓ ｊｐ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 / ０８ / １２６２３６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０８ －３０ꎮ
参见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ｆｙｒｂｔ＿ ６７３０２１ / ｊｚｈｓｌ＿ ６７３０２５ / ｔ１３９２６６９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１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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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保安厅官员也随本国护卫舰出航索马里海域及亚丁湾ꎮ① 日本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在吉布提开设首个海外自卫队专属基地ꎬ 建立起常态化机制ꎬ 启动实施打击海

盗的各种措施ꎮ 位于吉布提的日本首个真正意义上的海外基地ꎬ 设施包括司令

部大楼、 宿舍、 可容纳 ３ 架 “Ｐ３Ｃ” 反潜巡逻机的停机坪ꎬ 以及可容纳 １ 架飞机

的机库等ꎮ 根据日本的应对海盗有关法律ꎬ 日本政府每年向该基地派遣海上自

卫队员 １１０ 人和陆上自卫队员 ７０ 人ꎬ 在此常驻的 ２ 艘护卫舰和 ２ 架反潜巡逻机

及支援部队共计数百人执行打击海盗等任务ꎮ
２０１６ 年初ꎬ 时任日本防卫相的中谷元视察了以非洲吉布提为基地在索马

里亚丁湾执行反海盗任务的自卫队特遣部队ꎬ 表示 “应该以无缝应对一切事

态为目的制定法律”ꎬ 这也是日本政府为自卫队海外派遣而制定永久性法律的

初衷ꎮ 中谷元与吉布提国防部长弗法内举行会谈时ꎬ 对吉方为自卫队提供的

打击海盗支援表示感谢ꎬ 并称 “希望与吉布提深化合作”ꎮ 虽然近年来索马里

亚丁湾的海盗活动呈现减少趋势ꎬ 但是日本仍然派遣自卫官担任反海盗行动

多国部队司令一职ꎬ 以加强日本在非洲参与国际安全事务的力度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５ 日ꎬ 日本防卫相稻田朋美访问吉布提时称: “海上交通安全形势依然不

容乐观ꎬ 今后也必须切实打击海盗活动”ꎬ② 对以吉布提为据点在索马里海域

亚丁湾打击海盗行动的自卫队特遣部队予以激励ꎮ
如果说日本在非洲东部吉布提所设立自卫队基地的初衷本为应对海盗ꎬ

但是ꎬ 日本政府不断提升该基地的机能ꎬ 包括参与非洲乃至中东地区出现突

发事件时派遣飞机解救援助日本侨民等ꎬ 已明确该基地将作为日本自卫队在

非洲、 中东的活动基地而长期使用ꎮ 日本政府不断投入该基地有关设施建设

的费用ꎬ 强化自卫队吉布提海外基地机能ꎬ 将此项目与落实 “安保法制” 并

行推进ꎬ 这也被外界视为自卫队 “解禁集体自卫权” 的重要一步ꎮ 很显然ꎬ
非洲的吉布提事实上已经成为日本的 “海外军事基地”ꎬ 伴随安倍政权推进安

保体制转换ꎬ 或将成为自卫队扩大海外行动的基地ꎮ③ 日本正力求将非洲吉布

提基地活动内容扩大至参加救灾援助、 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发生恐怖事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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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遠藤貢 「第 ５ 回アフリカ開発会議 (ＴＩＣＡＤ Ｖ): 日本の対アフリカ外交の今後を占う試金

石」 (远藤贡: «第 ５ 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ＴＩＣＡＤ Ｖ): 检验日本对非外交未来前景的试金石»)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ｉｐｐｏｎ ｃｏｍ / ｊａ /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 ｄ０００８３ꎬ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１６ꎮ

参见日本共同社网站: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ａ ｋｙｏｄｏｎｅｗｓ ｊｐ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 / ０８ / １２５５５２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０９ －１７ꎮ
张知: «日将强化自卫队吉布提基地机能扩大海外活动能力»ꎬ 载日本新华侨报网２０１５ 年１ 月１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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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支援活动ꎬ 实现自卫队吉布提基地的多功能化、 多目的化ꎮ
其次ꎬ 日本以参与在非洲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为先导ꎬ 派遣自卫队介入非

洲国际事务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ꎬ 联合国安理会针对 “南苏丹独立”ꎬ 通过了实施

维和行动的 “第 １ ９９６ 号决议”ꎮ 同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 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向南苏

丹派遣自卫队维和ꎬ 向联合国南苏丹共和国特派团 (ＵＮＭＩＳＳ) 派遣了 ３００ 名

左右的自卫队员ꎮ 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开始ꎬ 日本向南苏丹派出陆上自卫队的工程

部队ꎬ 负责整修部队驻扎地与难民营内联合国设施之间的主干道ꎬ 并援助当

地基础设施建设ꎮ 日本的工程技术和质量得到南苏丹及外界很高评价ꎮ 由于

非洲在使用重型机械的人员存在数量不足情况ꎬ 日本还与联合国合作ꎬ 由自

卫队自卫官在非洲对各国的维和人员在器材操作方面提供培训与指导ꎮ 安倍

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曾表示ꎬ 愿为非洲的联合国维和提供重型机

械ꎬ 并为培养人才做贡献ꎮ “日本自卫队现在就与肯尼亚政府开展合作ꎬ 在内

罗毕郊外向工兵传授重机操作技术”ꎮ 安倍在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

宣称: “ ‘稳定的非洲’ꎬ 意味着努力维护和平ꎬ 建立安全基础的非洲”ꎮ① 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ꎬ 日本两次派遣数十名陆上自卫官在肯尼亚训练肯尼亚军人使用

重型机械ꎬ 支持在非洲的联合国维和行动ꎮ
近年来ꎬ 联合国在非洲和中东等地开展了 １６ 项维和行动ꎬ 向危险地区派

遣的人员也随之增多ꎮ 因遭武装组织袭击而遇难的联合国维和人员数量逐年

上升ꎬ 如何确保维和人员的安全成为重大课题ꎮ 为此ꎬ 日本政府决定让自卫

队员向联合国维和人员提供 “驰援警卫” 准备工作ꎮ “驰援警卫” 就是使用

武器营救遭武装团伙袭击的联合国维和人员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日本确立的 «安
全保障相关法» 规定ꎬ 执行维和任务的自卫队可进行 “驰援警卫”ꎮ 鉴于日本

向南苏丹维和行动派遣了自卫队ꎬ 安倍政府计划尽快对在南苏丹参加联合国

维和行动的自卫队适用 “驰援警卫” 这一规定ꎮ 日本此举既是为了回应联合

国向日本政府提出派遣自卫队的维和请求ꎬ 也希望借此展现日本致力于成为

“国际社会中负责任国家” 的姿态ꎬ② 这也体现出日本对非外交的新特点ꎮ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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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ＴＩＣＡＤ ＶＩ (第 ６ 回アフリカ開発会議) 開会セッション 安倍総理基調演説 (安倍总理在第六

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讲)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ａｎｔｅｉ ｇｏ ｊｐ / ｊｐ / ９７ ＿ ａｂｅ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２０１６ /
０８２７ｏｐｅｎｉｎｇ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１１ꎮ

遠藤貢 「第 ５ 回アフリカ開発会議 (ＴＩＣＡＤ Ｖ): 日本の対アフリカ外交の今後を占う試金

石」ꎬ 前引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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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ꎬ 日本在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提出同非洲国家在反恐等安全领

域的合作并不突兀ꎬ 是日本政府基于国内政治尤其是推动 «安全保障相关法»
与加入海外军事介入在非洲的体现ꎮ

第二ꎬ 日本表面上是加强与非洲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ꎬ 实质上是欲把亚

洲问题带到非洲ꎬ 牵制中国正当实施海洋维权ꎮ 在安倍看来ꎬ 印度洋太平洋

“两洋交汇” 相连接ꎬ 与日本 “自由与繁荣之弧” 相吻合ꎬ 将印度洋和太平

洋整合于 “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 框架下ꎬ 正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

叠加ꎬ 也是日本海洋国际战略的侧重点ꎮ 这样的战略框架将印度洋西海岸的

非洲大陆纳入日本的战略构想之中ꎬ 既表明其对于 “日非海洋安全合作” 的

重视ꎬ 也突出了日本在印度洋、 太平洋一线遏制中国的海洋战略定位ꎮ 安倍

在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主旨演讲中强调称: 日本 “将使太平洋到

印度洋这一地域成为发展与繁荣的大动脉ꎮ 为了实现和平有序的海洋ꎬ 希望

与非洲共同努力ꎮ”① 安倍演讲中使用了 “重视自由与法治以及市场经济”、
“使 (印度洋) 成为和平有序的海洋” 等或旨在牵制中国的表述ꎮ 对此ꎬ 就

连日本媒体也评论道ꎬ “虽然日本对中国海洋战略进行了牵制ꎬ 不过非洲将多

大程度与日本保持一致步调还不好说”ꎮ②

很显然ꎬ 日本与非洲的合作已从经济合作拓展到了安全领域ꎬ 这是日非

关系的重大变化ꎮ 对此ꎬ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

提问时表示ꎬ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本应是一个聚焦非洲发展的多边交流与

合作平台ꎬ 其宗旨是支持非洲发展ꎮ 但令人遗憾的是ꎬ 在上周肯尼亚举行的

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期间ꎬ 日本却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非洲国

家ꎬ 谋求私利ꎬ 还企图挑拨中非关系”ꎮ 对于日本单方面声称与肯尼亚联合声

明中含有涉海内容言辞ꎬ 华春莹表示ꎬ 这表明日本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

非洲国家ꎬ “也是对非洲国家的不尊重”ꎮ③ 由此可见ꎬ 日本已经突破保卫传

统海上通道的安全观念ꎬ 以印太海洋航行自由和 “法律支配” 的秩序主导者

和捍卫者自居ꎮ 从长远来看ꎬ 日本仍会以 “印太” 海洋安全合作为基础ꎬ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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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中国与非洲国家间关系ꎬ 制造印太海域不安定乱局ꎮ

结　 语

日本通过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ꎬ 调整并加强对非洲外交ꎬ 原因

是多方面的ꎮ 既有国际环境的制约因素ꎬ 也有内政方面的考量ꎻ 既有西方盟

友促其加强对非外交要求的成分ꎬ 也有与中、 印等国争夺对非外交制高点的

需要ꎮ
一方面ꎬ 日本加强对非外交反映了日本走向政治大国进程中的迫切感与

务实性ꎮ 日本希望与凭借援助在非洲加强影响力的中国抗衡ꎬ 同时也是为了

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寻求更多非洲国家的支持ꎮ 非盟成立以

来ꎬ 在国际舞台上 “用一个声音说话”、 参与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增强ꎮ 可以

说ꎬ 非洲对日本 “入常”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ꎬ 已成为日本实现 “大国化”
目标的新的战略支点ꎮ 另一方面ꎬ 日本希望通过成功举办东京非洲发展国际

会议ꎬ 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关系ꎬ 开展资源外交ꎬ 提升日本对非洲能源开发和

投资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ꎮ 资源与能源丰富的非洲大陆是群雄逐鹿的热点

地区ꎬ 中非关系日益紧密与成熟、 印非关系不断加强与务实、 美非经济及安

全关系不断深化ꎬ 以及世界各主要国家对非洲能源、 资源市场的竞争ꎬ 均已

成为客观事实ꎮ 而非洲国家兼顾各方利益ꎬ 表现出日臻成熟的平衡外交能力ꎮ
基于上述原因ꎬ 从经济拓展到安全领域的日本 “非洲外交新战略”ꎬ 反映出安

倍政权 “俯瞰地球仪外交” 的运行轨迹与战略延伸ꎬ 也表现出日本以战略性

外交、 价值观外交离间中非关系、 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ꎮ 日本力求东京非洲

发展国际会议的规模和内容超越 “中非合作论坛”ꎬ 努力扳回局势并且赶超中

国ꎬ 以期弱化中非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ꎬ 化解 “中非合作论坛” 的影响力ꎻ
积极展开与中国的全方位外交较量ꎬ 从经济、 政治等方面加大抗衡和遏制中

国的力度ꎮ
值得关注的是ꎬ 对于日方力图利用日本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平台ꎬ 推

动把会议议题和成果文件引向安理会改革、 海上安全问题意图ꎬ 把原本推动

非洲发展的会议推向政治化ꎮ 这将把聚焦非洲发展的多边交流与合作平台引

入歧途ꎬ 也不利于其长远发展ꎮ 在日本政府推动日本企业投资非洲需要相关

基础设施措施方面ꎬ 如何调动本国企业海外投资仍然需要一个政策完善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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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ꎮ 非洲国家对于日本的经济援助和投资附加政治目的和对华针对性行为颇

有微词ꎬ 坚决反对日本离间中非关系ꎬ 同时希望日本在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

议上的承诺变成发展日非关系的切实政策和措施ꎬ 确实加以政策落实ꎮ 如此

看来ꎬ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能否成为日非互利双赢的平台ꎬ 关键在于日本

致力于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诚意和实际行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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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 ｆｒｏ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ｔｏ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ｆｕｌ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ｖｅｒｌｏｏｋｉｎｇ ｇｌｏｂ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Ｊａｐａｎ －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ꎻ ＴＩＣＡＤꎻ “Ｔｈｅ Ｎａｉｒｏｂｉ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ꎻ
“Ｏｖｅｒｌｏｏ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ꎻ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冯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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