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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合作论坛 １５ 年: 成就、 挑战与展望

周玉渊

　 　 内容提要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 １５ 年来ꎬ 在促进非洲发展和中非关

系的快速发展、 推动和重塑南南合作、 构建中国主导的跨区域合作机

制、 提升国际对非合作的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中非合作论坛的

成功来源于其凝聚了中非合作的核心原则和共识、 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可

以借鉴的国家建设经验、 重视务实合作、 尊重和支持非洲国家的自主发

展战略ꎮ 中非合作论坛和中非关系在发展过程中也累积了诸多问题: 粗

放式发展合作造成的中非关系的环境压力ꎻ 不平衡发展造成的中非关系

的社会压力ꎻ 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 面临国际规范和标准的压力ꎬ 以及

非洲国家本土意识和发展战略的形成进一步缩小了中国对非政策空间等

因素形成的国际压力ꎬ 这些问题也构成了中非合作论坛未来发展的压力

和动力ꎮ 展望 ２０１５ 后的中非关系ꎬ 在为中国外交提供实践案例、 中非

合作机制建设、 带动地方政府的对外合作以及和平安全、 卫生医疗等具

体领域合作上ꎬ 中非合作论坛仍能发挥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ꎬ 这也是

中非合作论坛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ꎮ
关 键 词　 非洲发展　 中非关系　 中非合作论坛　 “非盟 ２０６３ 议

程”
作者简介　 周玉渊ꎬ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研究

员 (上海　 ２００２３３)ꎮ

从 ２０００ 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至 ２０１５ 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峰会的召开ꎬ 中

非合作论坛已然走过 １５ 年的发展历程ꎮ 中非合作论坛推动了中非合作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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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ꎬ 为南南合作树立了合作典范ꎬ 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ꎮ① 当

前ꎬ 中非合作关系进入全新阶段ꎬ 中非合作论坛正开始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ꎮ
在国际层面ꎬ 联合国 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议程的制定为未来的非洲发展提

供了方向ꎮ 然而ꎬ 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不明朗ꎬ 发达国家的增长动能在不断减

弱ꎬ 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和转型压力开始增大ꎬ 这对于严重依赖外部的非洲国

家而言不是利好ꎮ 在地区层面ꎬ “非盟 ２０６３ 议程” 的制定和第一个十年计划

的出台为未来的国际对非合作提供了政策框架ꎬ 非洲国家希望通过自主议程、
自主融资和自主治理来真正实现非洲的复兴ꎮ 在国内层面ꎬ 中国经济增长和

转型升级面临着空前压力ꎬ 但压力中也孕育着新动力ꎮ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

出反映了当前中国全球经济战略的一个发展方向: 加快向发展中国家的优质

产能转移、 推动产业对接、 巩固中国在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上的优势、
提高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中的位置ꎮ 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ꎬ 中非

合作论坛如何调整并适应新形势ꎬ 如何为中非关系发展提供新动力ꎬ 如何维

护和提升其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特殊引领作用ꎬ 是当前中非合作论坛面临的

重大现实问题ꎮ

中非合作论坛的特殊价值

中非合作论坛为新时期的中非关系提供了方向和平台ꎮ 论坛为非洲的发

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选择ꎬ 是 ２０００ 年以来非洲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外部力

量ꎮ 论坛推动南南合作从象征性合作转向实质性合作ꎬ 带动了发展中国家地

位的上升ꎮ 论坛引领着发展中国家国际机制的构建ꎬ 为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参

与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提供了制度经验ꎮ 论坛的另外一个特殊贡献在于其促

使西方国家开始反思和改进传统的对非合作ꎬ 从而推动一个更加公平、 合理、
完整的国际对非合作框架的形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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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非合作论坛为非洲发展带来新动力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西方主导的结构调整计划的失败使非洲经历了 “失去的十

年”ꎬ ２０００ 年非洲仍被西方媒体描述为 “没有希望的大陆”ꎮ 然而ꎬ 正是从

２０００ 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开始ꎬ 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开始成为非洲发展的重

要动力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中非贸易额达到 ２ ２００ 亿美元ꎬ 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了 ２２ 倍ꎬ 中

国对非投资存量超过 ３００ 亿美元ꎬ 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了 ６０ 倍ꎮ①自 ２００９ 年起ꎬ 中

国已连续 ５ 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ꎬ 同时也是非洲重要的发展合作伙

伴和新兴投资来源地ꎮ 非洲则成为中国重要的进口来源地、 第二大海外承包

工程市场和新兴的投资目的地ꎮ② ２０１３ 年ꎬ 对华出口占非洲总出口的 ２７％ ꎬ 这

使中国超过了欧洲 (２３％ ) 和美国 (２１％ ) 成为非洲最大的出口市场ꎮ③中国

对非投资的多元化、 包容性和社会功能也开始增强ꎬ 中国投资几乎遍及所有

非洲国家ꎬ 中国私营企业进入非洲的步伐也开始加快ꎬ 已经成为很多非洲国

家扩大就业和提高收入的重要来源ꎮ④与中非经贸关系增长对应的是ꎬ 非洲经

济在过去 １５ 年获得了巨大增长ꎮ 非洲是世界经济增长第二快的地区ꎬ 世界上

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主要是非洲国家ꎬ 非洲正成为 “充满希望的大陆”ꎮ 对

此ꎬ 即使西方国家也坦言中国是非洲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ꎮ 美国兰德公司

援引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ꎬ 非洲经济的改善一半归因于基础设施的发展ꎬ 而

中国在非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达到 １ / ８ꎬ 这一潜力在未来会更大ꎬ 毫无疑问ꎬ
中国是非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ꎮ⑤

(二) 中非合作论坛为南南合作提供标杆

经过 １５ 年的实践ꎬ 中非合作论坛已经建立了以中非命运共同体为目标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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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真诚友好、 平等相待、 相互支持、 共同发展” 为原则ꎬ① 以 “真、 实、
亲、 诚” 和正确义利观为道义规范的认同基础ꎮ②这为南南合作提供了重要标

杆ꎮ 第一ꎬ 中非合作论坛向外界表达了中国与非洲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强

烈意愿ꎮ 同属于发展中国家ꎬ 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共同的发展任务使中国与非

洲国家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共同体意识ꎮ 第二ꎬ 中非合作论坛明确传递了中国

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原则和道义规范ꎮ 共同发展是中国与非洲国家进行合作

的核心目标ꎬ 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是基本前提ꎮ 虽然这看起来只是国际合作

的基本规范ꎬ 但是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往往由于自身力量弱小而并不能真正

实现平等ꎮ 因此ꎬ 中国的承诺和切实履行确实能得到发展中国家的认同ꎮ 同

时ꎬ 正确义利观为解决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指

导原则ꎮ③第三ꎬ 中非合作论坛坚持求同存异、 和而不同ꎮ 非洲国家众多ꎬ 国

家政治经济结构多元、 宗教民族等社会因素复杂、 发展进程各不相同ꎬ 因此ꎬ
很难强加某一套国家治理体系或发展道路到非洲国家ꎮ 中国提供不附加政治

条件援助、 尊重各国发展道路正是考虑到非洲这一现实ꎮ 由此而言ꎬ 中非合

作论坛中凝聚的原则共识以及在此指导下的中非合作实践为南南合作和发展

中国家间的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参照ꎮ
(三) 中非合作论坛构建了跨区域合作的机制范例

作为一个南南合作、 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以及跨地区的国家间合

作平台ꎬ 中非合作论坛所构建的跨区域合作机制对于中国构建与其他地区发

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平台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ꎮ 第一是机制建设的非强制性ꎮ
作为发展中国家间的国际合作制度ꎬ 中非合作论坛具有自愿性和灵活性的特

征ꎮ 这种安排极大地提升了论坛的多元性、 开放性和包容性ꎮ 任何一种机制

只有在有行为体积极参与的情况下才能使机制对行为体施加影响ꎮ 中非合作

论坛正是通过这一形式培育合作意识、 推广发展理念、 构建共有规范和共识ꎬ

７

①

②

③

«胡锦涛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ꎬ 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ｌｔｄａ / ｂｊｆｈｂｚｊｈｙ / ｚｙｊｈ３２００９ / ｔ５８４７６８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０８ꎮ

«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３ － ０３ / ２５ / ｃ＿１２４５０１７０３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０８ꎮ

王毅部长将正确的义利观解释为ꎬ 中国在同非洲国家交往时应道义为先ꎬ 坚持与非洲兄弟平

等相待ꎬ 真诚友好ꎬ 重诺守信ꎬ 更要为维护非洲的正当权利和合理诉求仗义执言ꎮ 利是指互利ꎬ 中国

不会象有的国家只是实现自己的一己私利ꎬ 而是愿与非洲兄弟共同发展ꎬ 共同繁荣ꎮ 在需要的时候ꎬ
我们更要重义让利ꎬ 甚至舍利取义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通过务实合作加强中非彼此的相互依赖ꎮ 第二是合作互动的多层次性ꎮ 中非

合作论坛推动了中非各个层面对话合作平台的建立ꎬ 包括政府层面的中国与

非洲国家双边委员会、 战略对话、 外交部政治磋商、 经贸联 (混) 合委员会、
中国与非盟战略对话机制、 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 中非合作论坛———法律

论坛、 中非民间论坛、 中非智库论坛等不同领域的对话合作平台ꎮ 这些平台

为中非关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沟通机制ꎮ 第三是建设性而非破坏性ꎮ
中非合作论坛以发展为导向ꎬ 强调国家间的合作ꎬ 尊重和支持彼此的自主权

和发展战略ꎬ 如中国对非洲国家发展战略和地区一体化战略的支持ꎮ① 因此ꎬ
在很大程度上ꎬ 中非合作能够取得建设性的成果ꎮ 反观欧美国家的对非合作ꎬ
往往由于各种政治政策 “标准”ꎬ 以及国家间或者国内的利益博弈ꎬ 对非洲的

经济和发展造成破坏ꎮ 最典型的是欧盟与非洲国家开展的 «经济伙伴协定»
(ＥＰＡ) 谈判ꎬ 虽然欧盟一直坚称是非洲一体化的支持者ꎬ 然而ꎬ 在经贸协定

谈判中ꎬ 欧盟一方面与各地区组织谈判ꎬ 另一方面还单独与非洲国家谈判ꎬ
这在很多非洲国家看来ꎬ 不仅没有推动非洲的一体化ꎬ 反而是一体化的破

坏者ꎮ②

(四) 中非合作论坛促使国际社会反思和加强对非合作

中非合作对国际社会同非洲国家的合作带来了积极影响ꎮ 第一ꎬ 为新兴

国家开展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提供了一套可供参考的合作模式ꎮ 印度、 韩国、
土耳其等国已经与非洲国家建立了合作平台ꎬ 巴西、 马来西亚、 沙特等国加

大了进入非洲的步伐ꎬ 马来西亚甚至成为仅次于法、 美的非洲第三大投资

国ꎮ③ 这些国家的对非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实践了中国对非合作中所坚持的原

则ꎬ 即不干涉内政、 不附加政治条件、 坚持发展合作优先ꎮ④ 第二ꎬ 为主流国

际社会对非合作提供了一套可以优势互补的替代方案ꎮ 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

施建设、 灵活性的援助与合作对西方国家的对非合作形成了良性的互动ꎬ 中

８

①

②

③

④

郑先武将中非合作论坛的机制特征归纳为政府主导、 发展导向、 协商解决、 注重开放性和主

权原则ꎬ 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独特的区域间合作的 “中国模式”ꎬ 参见郑先武: «构建区域间合作 “中
国模式———中非合作论坛进程评析”»ꎬ 载 «社会科学» 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２０ ~ ２７ 页ꎮ

周玉渊: «地区间主义的两种形式: 基于欧盟与中国对非地区间合作经验的分析»ꎬ 载 «世界

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１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３５ 页ꎮ
«ＢＢＣ: 马来西亚对非直接投资赶超中国»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ｃａｎｋａｏ /

２０１３ － ０３ / ２７ / ｃ＿１３２２６６２０５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２３ꎮ
Ｓｅ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ｄｖｉｓｅｒ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Ｎｅｗ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３７ － ３８



中非合作论坛 １５ 年: 成就、 挑战与展望　

国与西方国家在非正在形成 “自然分工的合作格局ꎮ”① 第三ꎬ 促进传统大国

开始反思其对非合作ꎮ 一些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ꎬ “中国在非洲的成就促使非

洲人民和西方大国开始醒悟”ꎮ② 布罗蒂加姆更是将中国的经验总结为: 中国

的对非援助正在促使传统援助者转变其观念和行动ꎮ 西方大国和跨国公司正

在改变 “非洲是黑暗大陆” 的认识ꎬ 中非之间的平等互利合作使西方援助者

不得不开始真正重视自主权和伙伴关系ꎬ 西方国家也为此正在反思和改进过

分强调在援助中附加政治和经济条件的做法ꎮ③

中非合作论坛成功的经验

中非合作论坛成功的经验集中表现在以下 ３ 个层面:
(一) 中非合作论坛凝聚了中非关系的核心原则和共识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机制建构的核心原则是双向互动性、 自愿性和动

态性ꎮ 双向互动意味着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 合作共赢ꎬ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

国家都能在这一合作平台上获得认同ꎬ 对机制的发展提供动力来源ꎬ 且能借

助这一平台实现各自的利益而获发展ꎮ 因此ꎬ 这不同于西方对非合作平台中

隐藏的单向性、 强制性和干涉主义ꎮ 自愿性意味着这一合作机制是开放的ꎬ
它为成员国自主选择和自愿决定参与这一合作平台提供了前提ꎬ 确保能够实

现最大程度的共识和公平ꎮ 动态性是指中非合作机制的构建是一个动态的变

化过程ꎬ 机制参与者根据现实的需要不断地学习、 调整和推动机制向更加合

理有效的方向发展ꎮ 中非合作论坛并不是一个机制化的决策程序ꎬ 而是一个

渐进的过程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中国的供给能力、 合作中

出现的新问题和挑战构成了推动合作机制持续变化的动力ꎮ 也就是说ꎬ 中非

合作机制建设更应该被理解为是一个培养合作习惯、 塑造合作模式的过程ꎮ
(二) 理解非洲国家的发展阶段并紧跟非洲要发展的核心目标

发展优先是中国基于自身实践总结出的国家建设的核心理念ꎬ 也是中

９

①

②

③

Ｄａｎｉｅｌ Ｆｉｏｔｔꎬ “Ｔｈｅ ＥＵ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Ｋｅｎｙａ ”ꎬ Ｍａｄａｒｉａｇａ Ｐａｐｅｒꎬ Ｖｏｌ ３ꎬ
Ｎｏ ５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１２

Ｐａｕｌｏ Ｆａｇｕｎｄｅｓ Ｖｉｓｅｎｔｉｎｉ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ｈｏｌ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 ３ꎬ Ｎｏ ５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４５ －４９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Ｂｒａｕｔｉｇａｍꎬ “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Ｄｏｎｏｒｓ Ｌｅａｒｎ?”ꎬ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ｏｆ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１３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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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关于发展中国家国家建设的基本主张ꎮ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

会上所讲到的ꎬ “唯有发展ꎬ 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ꎮ 唯有发展ꎬ 才能保障人

民的基本权利ꎮ 唯有发展ꎬ 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ꎮ”①然而ꎬ
西方国家的政治设计使非洲的国家建设过于强调政治制度建设优先ꎮ 在非

洲国家争取独立的过程中ꎬ 西方殖民者就试图通过政治制度安排来换取非

洲国家的独立ꎮ 冷战时期ꎬ 美、 苏基于争霸和反共的需要又使西方国家支

持有助于自身战略利益的非洲强权乃至独裁国家ꎬ 战略和军事优先导致了

非洲国家发展进程的扭曲ꎮ 冷战结束后ꎬ 亟待发展的非洲国家虽然提出了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ꎬ 但这个计划本质上就是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优先

(即民主和良治) 来换取西方国家的援助和支持ꎮ②政治制度建设固然重要ꎬ
但是更重要的是ꎬ 政治制度建设必须与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保持一致性ꎮ
西方国家用西方经过几百年建立起来的民主来指导非洲的国家建设ꎬ 这显

然忽略了非洲国家所处发展阶段的现实ꎬ 不尊重经济水平以及民族、 宗教

和社会结构现实的民主将会削弱国家建设进程中政府的能力ꎬ 在一些非洲

国家ꎬ 多党民主建设伴随着的是更为严重的民族冲突、 国家和社会的分

裂ꎮ③相比之下ꎬ 中非之间的发展导向型合作更大程度上为非洲国家提供了

一套符合非洲实际的发展顺序ꎮ 中非合作从经济建设和发展合作着手ꎬ 通

过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提高非洲国家的自主权和国家治理能力ꎮ 这种

合作并不意味着中国只关注经济发展合作ꎬ 而是将合作视为一个循序渐进

或渐进主义的过程ꎮ 近些年来ꎬ 中国也开始加大与非洲在治国理政成功经

验交流④、 和平安全建设上的合作ꎮ 这种理念不同于西方先入为主式的行为

０１

①

②

③

④

«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ꎬ 载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０９２８ / ｃ１００２ － ２７６４１３０５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２３ꎮ

Ｉａｎ Ｔａｙｌｏｒꎬ “ＮＥＰＡ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ｒ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Ｆａｌｓｅ Ｓｔａｒｔ?”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ꎬ
Ｖｏｌ １０７ꎬ Ｎｏ ４２６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１２６ － １２８

参见张宏明: «黑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理论思考———论民主政治与商品经济的关系»ꎬ
载 «西亚非洲» １９９５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８ ~ １４ 页ꎻ 杨光斌: «发展中国家搞 “党争民主” 祸害无穷»ꎬ 载

«人民论坛»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４ / １１２４ / ｃ４０５３１ － ２６０８０９８９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２４ꎻ 贺文萍: «西式民主维和在非洲 “玩不转”»ꎬ 载 «时事报告» (大学生版)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ꎻ Ｄａｖｉｄ Ｋｗａｓｉ Ｂａｎａｓｈꎬ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Ｇｈａｎａ’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ꎬ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２”ꎬ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１ － １１

罗建波: «非洲国家的治理难题与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７４ ~ ９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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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ꎬ 而是在确保国家稳定的前提下ꎬ 通过经济的发展来带动社会的和谐

以及政治制度的改善ꎮ
(三) 中非合作论坛尊重和支持非洲国家的核心战略

与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国家长期在非洲推行 “经济结构调整” 的经济模

式和多党选举的民主政治模式不一样ꎬ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并不是给非洲

提供一套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的方案ꎬ 而是尊重非洲国家的需要和自身选择ꎮ
因此ꎬ 无论是资源出口型国家还是资源匮乏型国家ꎬ 无论是沿海国家还是内

陆国家ꎬ 无论是战略地位重要的国家还是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ꎬ 中国总能找

到与之合作的领域ꎮ
中非合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国对非洲核心战略的支持ꎮ 在地区和洲际

层面ꎬ 地区一体化是非洲国家谋求联合自强的核心战略ꎬ 为此ꎬ 中国积极支

持非洲的地区合作ꎮ ２０１２ 年ꎬ 非盟成为中非合作论坛成员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 李

克强总理访问非洲时提出了新时期的对非合作框架ꎬ 尤其是加强与非洲国家

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合作ꎬ 即 “三网一化”ꎮ 为落实这一合作ꎬ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明与非盟委员会主席祖马签订了几乎覆盖非洲

全境的交通运输开发备忘录ꎬ 涉及高铁、 高速公路、 航空和工业化基建等所

有相关设施ꎮ①这一协议标志着中国对非合作战略将与非盟自身的发展战略

“非盟 ２０６３ 议程” 建立机制化的对接与合作框架ꎮ 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的核

心目的正是推动形成在国际上支持非洲国家主张、 在地区层面支持非盟及次

地区组织的核心战略、 在国家层面支持非洲国家发展战略和议程的系统性合

作框架ꎮ 正如中国外交部王毅部长在 ２０１５ 年外交部蓝厅论坛上的讲话ꎬ “非
洲正根据 ‘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描绘的 ‘非洲梦’ꎬ 联合自强、 发展振兴ꎮ
‘中国梦’ 和 ‘非洲梦’ 完全可以实现对接ꎮ 中国在发展经验和生产要素方

面的相对优势ꎬ 与非洲在自然人力资源和巨大市场方面的比较优势结合起来ꎬ
将形成巨大合力ꎬ 产生 ‘１ ＋ １ 大于 ２’ 的强大效应ꎮ 中非双方完全有条件、
有能力、 有信心在共同发展的伟大进程中携手同行ꎬ 共创繁荣、 富强、 文明、
进步的美好未来ꎮ”②

１１

①

②

«中国将助非洲 “世纪大开发” 　 签署 ４８ 年备忘录»ꎬ 载中国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１１１５５０４２ / ２０１５０１２８ / １９２５６９６９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１０ꎮ

«外交部长王毅在第十五届 “蓝厅论坛” 上的演讲»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２６ / ｃ＿１２８４７３０３４＿２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２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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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下中非合作可持续发展的压力和动力

中非关系所处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与 １５ 年前大不相同ꎬ 新的

问题、 压力和挑战开始出现ꎮ 当前ꎬ 中非关系正处在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提

升、 从拓展合作到巩固合作、 从建立机制到改革机制的历史性阶段ꎮ 外部

的环境变化和内部的机制发展共同构成了中非合作论坛改革和升级的重要

动力ꎮ
(一) 粗放式发展合作的后果: 中非关系的环境压力

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标准之一ꎬ
也是中国在发展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关系时必须正视的重要问题之一ꎮ 中非关

系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在非中国企业和公民数量的不断增加ꎮ 然而ꎬ 在一段时

间内ꎬ 部分中国企业在非洲的经营处于一种粗放、 无序、 不注意环境问题的

增长方式ꎮ 随着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ꎬ 环保非政府组织的积

极干预ꎬ 非洲国家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ꎬ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非关系无法

回避的重大问题ꎮ 第一ꎬ 非洲国家在环保问题上的法律和强制力不断提升ꎬ
各行业的国际环保倡议和标准正在形成ꎮ 这一变化对目前在环保意识仍不强

烈、 环保举措仍不健全和规范的中国企业而言将会是巨大的压力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２ 年ꎬ 中国石油公司因为严重触犯了当地环保法ꎬ 乍得政府暂停了该公司

在乍得的所有经营活动ꎬ 随后又撤销了中国公司在乍得的开采权ꎮ① 在西方国

家的主导下ꎬ 在采掘业、 林业、 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分别形成了各种国际倡

议和标准ꎬ 如 “采掘业国际透明倡议” (ＥＩＴＩ)、 “森林执法、 治理和贸易倡

议” (ＦＬＥＧＴ)ꎮ 由于自身能力有限ꎬ 所以非洲国家对这些国际倡议和规范

(比如 “采掘业国际透明倡议”) 的态度非常积极ꎮ 在满足 “采掘业国际透明

倡议” 所有条件的 ３１ 个国家中ꎬ １６ 个是非洲国家ꎮ②相比之下ꎬ 大多中国企

业对这些倡议和规范持排斥态度ꎬ 这种认识差别是非洲国家对中国企业在环

保问题上的负面认识的重要来源ꎮ 第二ꎬ 非洲环保非政府组织更加积极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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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乍得暂停中石油开采活动 　 称其违反环境法规»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３ － ０８ / １５ / ｃ＿１２５１７３５１８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３ － ０８ － １５ꎻ «乍得再度因环保违规叫停中石油当地作业»ꎬ
载凤凰网: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４０５２３ / １２３９７３５９＿０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１２ꎮ

Ｓｅｅ ＥＩＴＩ ｗｅｂｓｉｔ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ｉｔｉ 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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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干预中国公司在非洲的活动ꎮ 在环境比较敏感的项目上ꎬ 如矿产、 水坝、
伐木、 道路等ꎬ 中国公司占有相当大比重ꎮ 中国在非项目已经成为非政府组

织关注的重点ꎮ 其中 “国际河流”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 非政府组织是一个典

型的代表ꎬ 这一组织紧盯中国在非承建的水电项目ꎬ 其关于中国水电项目的

负面评价给项目建设和中国形象带来了严重影响ꎮ 如在一篇报告中ꎬ 这一组

织就直言中国在非建设的大坝并没有给非洲带来电力ꎬ 相反带来的是贫穷ꎮ①

这些非政府组织通过舆论引导、 抗议、 施压乃至组织反对等形式形成了对中

国在非的群体性压力ꎮ
(二) 不平衡发展的后果: 中非关系的社会压力

政府和社会的割裂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ꎬ 在非洲表现得尤

其明显ꎮ 这一结构导致非洲国家内部形成不同的发展观ꎮ 非洲国家还处于发

展中阶段ꎬ 但是非洲社会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等可能已经进入了 “后发展” 阶

段ꎬ 即用发达国家的社会行动来对抗当前的发展政策ꎮ 中非合作面临的现实

问题是ꎬ 双方主要集中于政府间的合作ꎬ 忽视了对非洲社会的投入ꎻ 更希望

依仗政府的权力推动合作ꎬ 却忽视借助非洲市场的潜力ꎻ 重视标志性工程ꎬ
却没能给予地方和微观层面的民生项目支持ꎮ 上述情况产生的结果是ꎬ 中国

与非洲国家政府间的关系发展良好ꎬ 但是社会层面的认识分化比较明显ꎮ 一

方面ꎬ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深度合作使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

指数上升ꎻ 另一方面ꎬ 中国影响力的上升并没有导致对中国认可度的上升ꎬ
反而持负面认识的比例在上升ꎻ②一方面ꎬ 民众对中国在非合作项目的直接认

识和体验没那么明显ꎻ 另一方面ꎬ 一些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则因为社会和群众

基础的薄弱而被无限放大ꎮ 笔者曾经对非洲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和评论进行过

简单分析ꎬ 其结果让人堪忧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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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研工具包括皮尤、 非洲晴雨表关于非洲国家对中国认识的问卷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
非洲国家对中国在非的影响主要持积极态度ꎬ 但是在发展援助、 商品质量、 促进就业等关系普通民众

的具体问题上ꎬ 认同度并不高ꎮ 如非洲晴雨表在坦桑尼亚的调查显示ꎬ 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影响持正面

态度的比例达到 ７０％ ꎬ 相比之下ꎬ 只有大约 ５１％的受采访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援助发挥了正面作用ꎬ 类

似的ꎬ 津巴布韦和马拉维的比例则只有 ４５％ 、 ４３％ ꎬ 但值得注意的是ꎬ 后两者的负面认识也达到了

３０％和 ３８％ ꎬ ｓｅｅ: ｈｔｔｐ: / /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ｏｒｇ / ｓｅａｒｃｈ / ｎｏｄｅ / ｃｈｉｎａꎬ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１３ꎮ
参见周玉渊: «非洲媒体对中非关系的报道: 影响与反思»ꎬ 载 «国际新闻界»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期ꎬ 第 ８６ ~ ９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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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非关系的国际压力

相比于 ２１ 世纪初中非合作论坛刚成立时中国在非面临的宽松的国际环

境ꎬ 当前中非关系发展所面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ꎮ 第一ꎬ 国际竞争越来越

激烈ꎮ 美国、 日本和欧盟等传统强国更加重视非洲ꎬ 加剧了与中国的竞争ꎮ
同时ꎬ 印度、 巴西等新兴国家也将非洲作为商业拓展和地位提升的重要市场ꎬ
这对中国也构成很大的外部压力ꎮ 第二ꎬ 面临国际规范和标准的压力ꎮ 国际

对非合作尤其是西方国家在长期的对非合作中形成了一系列国际合作规范ꎬ
这些规范很大程度上已经内化为非洲国际组织和非洲国家治理、 发展和对外

战略制定的重要依据ꎮ 如非洲国家对 “采掘业透明倡议” 的强烈支持ꎮ 第三ꎬ
非洲国家本土意识和发展战略的形成进一步缩小了中国对非的政策空间ꎮ① 一

方面ꎬ 非洲国家的战略空间越来越明确ꎮ 从联合国 ２０１５ 后发展议程、 “非盟

２０６３ 议程”ꎬ 以及非洲国家自身的发展战略等的交集中基本可以明确非洲国家

的中长期战略ꎬ 这客观上已经给中国设定了未来合作的重点领域ꎬ 这也意味

着中国较之前相对自主和灵活的政策空间在缩小ꎮ 另一方面ꎬ 非洲国家对国

际伙伴利用能力的提升增加了非洲国家的灵活性ꎬ 却给中非关系的发展带来

了不确定性ꎮ

２０１５ 后中非合作论坛展望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４ ~ ５ 日ꎬ 中非合作论坛峰会首次在非洲大陆举办ꎬ 这与

“非盟 ２０６３ 议程” 及第一个十年计划、 联合国非洲融资大会、 联合国 ２０３０ 议

程等一道构成了影响非洲未来发展的重要议程ꎮ 在此次峰会上ꎬ 习近平主席

提议将中非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ꎬ 并提出了支撑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五大支柱: 政治上平等互信、 经济上合作共赢、 文明上

交流互鉴、 安全上守望相助、 国际事务中团结合作ꎮ 为此ꎬ 中国提出了未来

三年与非洲国家重点实施的 “十大合作计划”ꎮ②这十大计划体现了中国对非战

略全局性、 战略性和针对性的特征ꎬ 无疑将为未来三年的中非关系发展提供战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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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张春: «中非合作的政策空间变化与应对战略»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３３ ~５０ 页ꎮ
习近平: «开启中非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的新时代———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

上的致辞»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ｆｏｒｔｕｎｅ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４ / ｃ＿ １１１７３６３１９７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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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框架和行动指南ꎮ 如何落实这次峰会的承诺、 如何持续提升中非合作论坛在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上的引领作用、 如何提炼中非合作论坛的经验从而更好

地为中国对外战略服务ꎬ 是中非合作论坛接下来需要思考和总结的现实问题ꎮ
中非合作论坛应以当前的战略框架为指导ꎬ 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ꎮ

(一) 推动中非产业和战略对接ꎬ 为 “一带一路” 建设提供最佳实践

从 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到 ２０１５ 年中国政府相关部

门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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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一带一路” 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对外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的重要战略

设想ꎮ 虽然 «愿景与行动» 已经发布ꎬ 但 “一带一路” 的实质性推进却非常

缓慢ꎮ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来自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猜疑ꎮ 除了对中

国的军事和安全目的猜疑之外ꎬ 对于 “一带一路” 设想的成效和收益也存在

着很大的顾虑ꎮ “一带一路” 被视为是中国商品出口、 输出落后产能、 谋求自

身经济利益的工具ꎮ① 导致这一疑虑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和发展行为的社

会化程度太低ꎬ 即中国缺乏可以推广的成功实践ꎬ 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经济目

的、 行为方式及具体效果缺乏足够认识ꎮ 从这一角度看ꎬ 中非合作其实可以

为这些国家提供实践ꎮ 当前ꎬ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产业战略对接正面临着重要

机遇ꎮ “非盟 ２０６３ 议程” 第一个十年计划在洲际层面确立了 ２０ 个目标和 ３５
个优先领域ꎬ 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确立了 １２ 个近期目标和 １０ 个旗舰项目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李克强总理访非时提出了 “４６１” 对非合作框架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中

国与非盟签订了未来 ４８ 年的交运合作备忘录ꎬ 非盟欢迎中国在 “非盟 ２０６３
议程” 中发挥积极作用ꎬ 明确表示支持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产业和战略对接ꎮ
在非盟看来ꎬ 这种战略性对接对于非洲国家的团结和一体化进程具有历史性

的意义ꎮ② 在约翰内斯堡峰会上ꎬ 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非工业化合作计划、 中

非农业现代化合作计划和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计划ꎬ 加强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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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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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接和产能合作ꎬ 推动中国对非战略与非洲发展战略全面对接ꎮ 产业转移、
产能对接、 互联互通是 “一带一路” 的核心工程ꎬ 这说明 “一带一路” 的设

想事实上首先在非洲开始了大规模的试验ꎮ 与其他地区相比ꎬ 无论是从政治

互信、 安全认同、 经济结构还是社会基础等各种因素看ꎬ 非洲确实具备更有

利的先行实施条件ꎮ 由此ꎬ 中非合作对于中国的 “一带一路” 建设将具有重要

的示范价值ꎮ 一方面ꎬ 中非产业、 产能和基础设施合作的早期实践有助于其他

地区国家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中国的作用和目的ꎮ 另一方面ꎬ 中非合作中的问题

将能够使中国不断认识、 总结和改进 “一带一路” 建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ꎮ
(二) 推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发展ꎬ 为中非关系发展提供新动力

国际压力、 非洲脆弱市场培育、 社会问题、 环境问题组成了中非关系全

面深入发展的重要阻力ꎬ 这事实上也成为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发展和改革的核

心动力ꎮ 第一ꎬ 正视和及时应对环境问题是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ꎮ
环境政治一方面折射了中国发展模式在非洲所面临的问题ꎬ 中方理应反思ꎮ
“十三五” 规划建议提出了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的发展理念ꎬ
这既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塑ꎬ 其实也对中国的对非合作提供了方向ꎮ
另一方面ꎬ 环境问题极易成为各行为体包括西方国家、 非政府组织、 非洲国

家党派和社区民众攻击中国的工具和导火索ꎮ 目前ꎬ 中国政府层面已经出台

了 «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ꎬ 更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加入 «联合国全球指

南»ꎬ 但是ꎬ 由于其自愿性和非约束力特征ꎬ 加上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环保能力

较弱ꎬ 很多中国企业在现实中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动仍处于较低层次ꎮ 为了

改善中国所背负的环保不良形象、 推动中国企业真正实现绿色走出去ꎬ 避免

非洲国家重走中国的老路ꎬ 中国应该将环保问题作为未来中国与非洲国家合

作的重点领域ꎮ 中非合作论坛应该成为中非双方环保对话的主要平台ꎬ 中国

应主动与非洲国家和非盟共商共建非洲地区与自身发展现状相适应的环保标

准ꎮ 第二ꎬ 构建中国企业和公民融入非洲社会机制ꎮ 社会融入是中国企业和

公民在海外活动普遍面临的问题ꎮ 其主要表现为: 在市场层面ꎬ 相对孤立于

非洲国家市场之外ꎬ 没能有效融入或者参与培育非洲市场ꎬ 最突出的一个表

现是企业项目的包容性发展和产业链建设还比较落后ꎻ 在社会责任层面ꎬ 中

国企业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观还亟待提高ꎻ 在社会融入方面ꎬ 由于语言、
文化、 风俗习惯、 心理等方面的原因ꎬ 与当地隔离仍是中国人在非采取的基

本生存方式ꎮ 这非常不利于与当地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ꎮ 中非合作论坛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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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府间合作框架ꎬ 应该充分其导向作用ꎮ 比如ꎬ 大力增强中国在非项目

的包容性ꎬ 充分挖掘和重视项目的社会价值ꎬ 以项目为依托推动小市场和产

业链建设ꎬ 从点到面ꎬ 而不是只种树却不见森林ꎮ 在企业社会责任培育方面ꎬ
中非合作论坛应该为这种需求搭建平台ꎬ 比如建立在非企业社会责任基金ꎬ 奖

励和鼓励有社会责任的企业ꎬ 利用驻外使领馆、 中国商会和华人社团等加强与

非洲当地的社会文化交流ꎮ 第三ꎬ 随着国际社会对非洲新兴市场更加重视ꎬ 中

国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ꎬ 也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规范和舆论压力环境ꎮ 其中ꎬ
中国在非的经济影响力与政治安全影响力之间的不对称性将是争论的焦点ꎬ 如

何将经济发展收益与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和安全建设结合起来ꎬ 中国的角色将

备受关注ꎮ 事实上ꎬ 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体现的中非全面合作框架正是对这一

现实的回应ꎬ 但中国相关部门还必须尽早实现从政策设计到落地实践的转化ꎮ
(三) 加大中非地方合作ꎬ 引领建立多元化的中国对非合作框架

当前ꎬ 中非关系快速全面发展的现实凸显了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安排的不

平衡性ꎮ 其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非合作上的不平衡性是一个突出问题ꎮ
中非合作论坛开创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参与对非合作的机制框架ꎬ 在

这一框架下ꎬ 地方政府被纳入了中国对非合作的总体框架ꎮ 然而ꎬ 与中央积

极的对非政策相比ꎬ 在现实中ꎬ 地方政府更多是执行中央的政治安排ꎬ 如派

遣医疗队、 建立文化中心、 建立友好省份和城市等ꎬ 真正利用非洲的机遇、
加强与非洲联系的主动性并不高ꎮ① 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
地方产业和企业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的背景下ꎬ 地方政府的对非经济合作其实蕴

含着巨大的潜力ꎮ 例如ꎬ 中国相对比较落后的贵州省的经济总量就相当于埃塞俄

比亚以及几个刚果 (金) 的经济总量ꎬ 因此ꎬ 在非洲经济形势改善和大力推行工

业化的大背景下ꎬ 中国地方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地利用这一机遇ꎬ 充分挖掘地方政

府对外合作的巨大潜能ꎮ 这不仅对于中非合作具有重要意义ꎬ 同时对于中国地方

参与 “一带一路” 及其他地区的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ꎮ
(四) 探索中非和平安全合作新常态ꎬ 为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和全球安全

治理提供经验

从 ２０１２ 年中国提出 “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议” 到约翰内斯堡峰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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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访问埃塞期间ꎬ 据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介绍ꎬ 埃塞地方省份与中国地方加强合作的愿望

非常强烈ꎮ 然而ꎬ 中国地方政府的意愿并不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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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和平安全合作计划”ꎬ 中非和平安全已经成为中非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ꎮ
中非安全合作在中国成长为全球大国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ꎮ
第一ꎬ 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将能够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提供重要经验ꎮ 随着中

国全球经济影响力的提升ꎬ 海外利益保护问题日益突出ꎬ 然而ꎬ 当前的海外

利益保护主要是被动性、 应急性的保护ꎮ 从索马里护航到向马里、 苏丹和南

苏丹派遣维和作战部队、 再到支持非盟的和平安全能力建设ꎬ 中国正开始更

加主动地通过安全合作来维护国家利益ꎮ 中非安全合作的经验对于中国整体

海外利益保护具有重要试验意义ꎮ 第二ꎬ 中非和平安全合作能够为发展中国

的不干涉内政政策提供经验启示ꎮ 不干涉内政政策固化的一个结果是: 虽然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经济大国ꎬ 但在政治和安全上的影响力则很弱ꎮ 如何

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安全影响力ꎬ 反过来如何通过政治和安全合作来保

障和提升经济合作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ꎮ 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一定程度

上是对不干涉内政的发展ꎮ 这主要表现在几个赋权上: 一是国际社会赋权ꎬ
例如中国参与的联合国维和行动、 护航行动ꎻ 二是地区组织赋权ꎬ 如对非盟

和伊加特的支持ꎻ 三是国家赋权ꎬ 即以非洲国家同意为前提ꎬ 如中国与吉布

提在海军基地上的合作ꎮ 这种灵活性对于理解和发展不干涉内政是重要启示ꎮ
第三ꎬ 中非和平安全合作能够为非洲安全治理提供案例经验ꎮ 长期以来ꎬ 非

洲的安全治理是由西方国家的 “自由和平” (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ｐｅａｃｅ) 范式主导的ꎮ①然

而ꎬ 这种带有强烈政治目的和结果导向的治理范式并没有反映非洲国家的现

实ꎬ 在操作中也往往忽视了非洲安全问题的根源ꎮ②因此ꎬ 在利比亚、 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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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自由和平范式是指将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 法治、 民主、 自由市场经济以及人权理念融入和

平建设的路径选择ꎮ 和平安全的实现伴随的是民主、 良治和自由主义的实现ꎮ Ｓｅｅ Ｏｌｉｖｅｒ Ｒｉｃｈｍｏｎｄ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Ｐｅａｃｅ’”ꎬ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Ｖｏｌ ６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２９１ － ３１４ꎻ Ｉａｎ Ｔａｙｌｏｒꎬ “Ｗｈａｔ Ｆｉ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 ２１ꎬ Ｉｓｓｕｅ ４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５５３ － ５６６ꎻ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Ｔｏｍꎬ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ｔ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ｉｅｒｒａ Ｌｅｏｎｅ”ꎬ Ａ Ｔｈｅｓｉｓ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ＰｈＤ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ｔ Ａｎｄｒｅｗｓꎬ ２０１１

从非洲和平哲学的角度ꎬ 非洲战争和冲突根源于对权力和财富 (稀缺资源) 的争夺ꎬ 以及被

外部利益破坏了的社会和民族结构ꎮ 国际社会的干预和维和行动虽然能暂时阻止冲突扩大ꎬ 但不能从

根源上解决非洲冲突问题ꎮ 因此ꎬ 非洲国家本质上希望能从根源上解决冲突ꎮ 如非洲大湖地区国际会

议机制尝试从资源管理的角度来解决地区内的冲突ꎮ 但由于非洲国家自身的实力很弱ꎬ 很难主导甚至

影响由国际社会主要是西方国家主导的非洲安全治理ꎮ Ｓｅ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Ｕｎｉｏｎꎬ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ꎬ ＡＵ ｄｏｃ ＰＳＣ / ＰＲ / ２ ( ＣＣＣＶＩＩ)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９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１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ｅａｃｅａｕ ｏｒｇ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ｒｅｐｏｒｔ － ａｕ － ｕｎ － ｊａｎ２０１２ － ｅｎｇ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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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苏丹、 刚果 (金) 等国家ꎬ 西方国家的和平范式很难称得上成功ꎮ 中国的

和平与安全建设理念其实与非洲国家的和平哲学存在着很大的共通性ꎮ 比如

尊重和支持非洲国家以及地区组织的自主权和主导权、 主张从根源 (发展、
资源争夺、 收益分配等) 而非过于重视军事行动、 重视和平建设过程而不是

以强烈的政治目的和结果导向为指导ꎮ① 长期以来ꎬ 在西方主导的安全结构

下ꎬ 非洲国家很难将自身的设想上升为非洲安全的主流话语ꎮ 为此ꎬ 未来中

国基于共有理念与非洲国家开展的安全合作将是对当前非洲安全治理的重要

补充ꎮ
(五) 以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为契机ꎬ 加强与非洲国家的系统性合作

过去ꎬ 中国主要通过援助医疗队、 援建医院和疟疾防治中心、 提供药品

援助等形式开展对非医疗援助ꎬ 这种援助并没有将非洲国家的卫生体系作为

一个主要援助对象ꎻ 相反ꎬ 虽然在硬件基础设施上投入很多ꎬ 但往往项目比

较分散ꎬ 因此在提升非洲国家整体医疗卫生水平上的作用相对有限ꎮ “非洲发

展新伙伴计划” 的卫生顾问埃里克布奇 (Ｅｒｉｃ Ｂｕｃｈ) 就指出ꎬ “我们强烈

建议ꎬ 国际发展伙伴不仅仅只增加卫生援助ꎬ 不应该只集中于短期分散的项

目ꎬ 而是应该从系统性、 长远性的角度进行规划ꎮ”② 埃博拉疫情暴发后ꎬ 非

洲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脆弱性暴露无遗ꎬ 这也导致国际社会对非洲卫生体系

的重视ꎮ 埃博拉危机后中非卫生合作一个重要变化正是系统性的合作开始加

强ꎬ 中国在不同场合表示将帮助非洲国家建设公共卫生体系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６
日ꎬ 第二届中非部长级卫生合作发展会议通过了 «开普敦宣言» 和实施框架ꎬ
根据这两个文件ꎬ 中国将改善后埃博拉时期非洲国家的卫生系统、 加强国家

和区域传染病监测和流行病体系建设、 协助非洲国家开始人力资源培训工作、
通过新建、 维修以及配置设备等方式增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 强化实验室能

力和诊断系统、 改善卫生信息系统、 在提高卫生服务可及性方面开展合作、
提高有质量的药物、 疫苗、 诊断试剂盒卫生相关产品的可及性ꎮ③ 在约翰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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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例如ꎬ 在对刚果 (金) 东部反政府武装组织的打击问题上ꎬ 美国虽然与刚果 (金) 政府取得

了共识ꎬ 但是动辄以人权为由向刚果 (金) 政府施压ꎬ 要求更换政府军领导者ꎮ
Ｂｅｎｉｔａ Ｎｓａｂｕ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Ｈｅａｌｔｈ － ａ Ｂｕｒｄｅｎ ”ꎬ ＮＥＰＡＤ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９ꎬ ２０１０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ｐａｄ ｏｒｇ / 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１５８５ / ａｆｒｉｃａ％Ｅ２％８０％９９ｓ － ｈｅａｌｔｈ －％Ｅ２％８０％９３ － ｂｕｒｄｅｎꎬ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１４

«第二届中非部长级卫生合作发展会议通过开普敦宣言和实施框架»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ｈｆｐｃ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ｕｚｈａｎ / ｇｊｊｌ / ２０１５１０ / ｃ２６ｄ９ｂ２７６ｆ７１４ｅ３ｃ９３８６ｃ８０２５０ｆｅ３ｂ０ｃ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１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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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峰会上ꎬ 中国提出的 “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计划” 则标志着中非系统性卫生

合作开始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ꎮ 这一转变不仅对于非洲卫生医疗领域本身ꎬ
而且对于中非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也具有重要意义ꎮ 中非卫生领域的合作在中

国对非合作中具有特殊的地位ꎬ 这一特殊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ꎬ 从项目援助

升级到政策援助ꎮ 项目援助固然重要ꎬ 但非洲国家的政策制定和能力建设才

是保证这些项目和领域取得积极效果的根本ꎮ 帮助改善非洲国家的卫生体系

本质上就是要提高其政府的能力建设ꎮ 事实上ꎬ 这对于中国在其他领域的合

作同样重要ꎮ 第二ꎬ 从分散管理转变为战略管理ꎮ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能够将

中国在非援建的医院、 疟疾中心、 医疗队等分散的工作在一个系统的体系下

进行整合ꎬ 从而形成整体的效果ꎮ 同样ꎬ 在其他领域ꎬ 如何将不同分散的项

目进行整合ꎬ 从而使这些分散的合作真正转化为对某一行业的影响力是中国

需要考虑的重要现实问题ꎮ 因此ꎬ 可以说ꎬ 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计划是中国对

非合作模式转型的重要先例ꎬ 卫生领域的体系性合作对于研判新时期中非合

作的模式和成效具有重要启示意义ꎮ①

综上ꎬ 中非合作论坛紧跟国际、 国内和中非关系发展的现实ꎬ 正在通过

巩固生长点、 拓展增长点、 开辟新亮点来保持论坛在中非关系和中国外交中

的相关性和引领作用ꎮ 从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来看ꎬ ２０１５ 后的中非

关系正迎来全面合作的时代ꎮ 作为中非关系的核心机制ꎬ 中非合作论坛必须

根据形势变化和现实需要积极推动自我机制的改革和发展ꎮ 当前ꎬ 一个突出

的现实是ꎬ 每届中非合作论坛是一个三年期的合作安排ꎬ 这种安排在早期有

助于提出、 跟进和评估中国对非的承诺和举措ꎬ 然而这也使中国对非合作过

于专注短期收益ꎬ 缺乏中长期的合作设计ꎮ 这显然不能适应当今中国、 非洲

和国际发展的现实ꎬ 尤其是中非合作论坛的三年行动计划与非盟的 ５ 个十年

行动计划的对接问题ꎮ 因此ꎬ 中非合作论坛接下来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从长远

和战略的高度规划中非合作的中长期战略ꎮ 这不仅是当前中非关系全面发展

的现实需要ꎬ 也是保持中非合作论坛引领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ꎮ

０２

① 笔者近日参加了中国全球卫生网络的成立仪式和研讨会ꎬ 在这次会上的一个重要认识是ꎬ 中

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正积极参与各领域的全球治理ꎬ 在全球卫生领域上中国角色的快速变化已经大大

超出了与会专家之前的认识ꎮ 中非合作论坛所包含的中国经验的传播ꎬ 尤其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公

共卫生体系 “构建者” 的倡议ꎬ 对中国传统合作战略来说是一个重要创新ꎮ 虽然具体操作上还面临着

很大问题ꎬ 但这确实反映了中国理念的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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