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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为中非合作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ꎮ 过去

２０ 年来ꎬ 农业作为中非合作的传统领域和重要利益交汇点ꎬ 也在论坛框架下

不断丰富和完善并取得诸多新进展: 合作方式从无偿援助转向援助、 贸易与

投资相结合ꎻ 合作主体从政府为主发展为多主体、 多渠道共同参与ꎻ 合作内

容从粮食作物生产环节向全产业链扩展ꎻ 合作形式从碎片化项目合作走向机

制化合作ꎮ 与此同时ꎬ 中非农业合作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对突发性的农业风

险和自然灾害缺乏合作应对机制ꎻ 对不同国家的特殊性农业发展问题关注不

够ꎻ 对提升非洲国家农业治理能力关注不足ꎻ 对农业嵌入的整体社会系统尤

其是非洲乡村治理及运行机制的研究仍不充分ꎮ 未来ꎬ 中非之间应加强农业

治理能力建设、 乡村综合发展、 紧急突发事件应对等方面的合作ꎬ 进一步拓

宽合作主体ꎬ 加强中国与非洲国家本土的农业高校、 科研机构、 企业等合作ꎮ
此外ꎬ 中方应加强对非洲重要国家农业发展情况的系统性研究ꎬ 提升中非农

业合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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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尤其是 ２０００ 年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ꎬ 使中国与广大

非洲国家在政治、 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ꎮ 在此之前ꎬ 中非关系稳步发

展ꎬ 但缺乏统一的机制化合作平台ꎬ 在国际社会普遍加强对非合作而中非双

方又均有强烈合作意愿的大背景下ꎬ 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为中国与非洲之间

搭建起规范化的政策对话和沟通平台ꎮ① 这一合作机制经历过去 ２０ 年的发展ꎬ
在不断探索中逐渐趋于成熟和稳定ꎮ 虽然国际社会对中非合作论坛存在褒贬

不一的看法ꎬ 甚至将这一机制误读为中国借以在非洲扩大势力范围ꎬ 获取资

源、 土地和市场的途径②ꎬ 但中非合作论坛的积极效果仍然十分突出ꎮ 随着

«中非合作论坛后续机制程序» 的确立以及中非民间论坛、 中非减贫与发展

会议等分论坛或会议的陆续召开ꎬ 这一多边合作平台也日趋规范化、 制度

化ꎬ 合作内容不断增多ꎬ 合作层次不断加深ꎬ 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已经成为

中国参与国际制度建构和全球治理的一部分ꎮ 论坛的成立促使中非关系摆

脱了原本相对分散、 缺乏制度体系的状态ꎬ 逐渐与国际环境相适应并呈现

出自身特有的机制化发展路径ꎮ 作为中非合作的传统领域和重要利益交汇

点ꎬ 农业合作一直伴随并促进着中非关系的发展ꎬ 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ꎬ
中非农业合作出现了诸多新发展ꎬ 也面临着不少新挑战ꎮ 鉴此ꎬ 本文以中

非合作论坛确立的一系列行动计划和中非农业合作的实践为基础ꎬ 对这些

问题进行讨论ꎮ

中非农业合作的历史脉络

中国对非农业合作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ꎮ １９５５ 年万隆会议后ꎬ 中国与非

洲国家开始建立外交关系并向非洲提供了大量无偿援助ꎮ③ １９５９ 年ꎬ 中国向

几内亚政府提供粮食援助标志着中非农业合作的开始ꎮ ６０ 余年来ꎬ 农业合作

在中非合作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ꎬ 伴随着中非关系的变革ꎬ 中非农业合作的

发展可以分为 ３ 个历史阶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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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从 １９５９ 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 中国政府主要向非洲国家提供

无偿农业援助ꎬ 援助方式包括建设示范农场、 农业技术试验站和推广站、 农

田水利工程项目以及派遣农业技术专家等ꎮ 中国先后帮助非洲国家实施了近

１８０ 个农业项目①ꎬ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坦桑尼亚的姆巴拉利农场和鲁伏农场、
乌干达的奇奔巴农场和多禾农场、 刚果 (布) 的贡贝农场、 扎伊尔的恩吉利

实验农场、 加纳的水稻和棉花农场、 马里的甘蔗种植园以及毛里塔尼亚的姆

颇利农场等ꎮ② 虽然这些早期的援助项目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挑战ꎬ 后来被改

制、 拍卖或者分配给当地农民ꎬ 但不少中国早期援助的农田水利工程和农场

规划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ꎬ 如坦桑尼亚的姆巴拉利农场 １９７７ 年建成并移交坦

方ꎬ 其配套的灌溉设施、 小型水电站、 农机修配厂、 碾米厂等至今仍在运转ꎮ
这一时期ꎬ 中非农业合作的方式主要是农业援助ꎬ 合作主体以政府为主ꎮ 从

资源流向来看ꎬ 援助资源主要从中国流向非洲ꎬ 对于中国而言是一种单向的利

他型合作ꎬ 当然这也是为了配合当时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以及发展中国家间建立

和维持外交关系的需要ꎮ 这一时期援助项目总量虽然不多ꎬ 但对非洲国家农业

发展的促进作用仍非常明显ꎮ 坦桑尼亚的鲁伏农场便是成功案例ꎬ 目前该农场

仍然是坦桑尼亚农业部管理下的重要示范性农场ꎬ 坦桑尼亚政府将农场土地出

租给 ９００ 余农户经营ꎬ 借助于 ７０ 年代中国援建该农场时的科学规划和较为完备

的水利、 电力等设施以及较为先进的耕作技术ꎬ 该垦区的水稻单产可以达到每

公顷 ５ ~７ 吨ꎬ 远高于当地每公顷 １ 吨的平均产量ꎮ③

第二阶段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到 ９０ 年代末ꎬ 受国家发展战略调整以及援外

工作改革的影响ꎬ 中非农业合作主要以提高可持续性为目标对早期援助项目

进行改造ꎬ 这一时期又可细分为前、 后两个阶段ꎮ 前一阶段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到 ９０ 年代中期ꎬ 援外工作改革主要是将国内行之有效的承包责任制运用到

早期的援非农业项目上ꎬ 在很多援非农场也实行承包责任制的生产组织方式ꎮ
１９８５ 年ꎬ 中国选派农业专家帮助改造早先在布基纳法索援建的 ３ 个水稻垦区ꎬ
参照中国国内承包责任制的做法ꎬ 农田的所有权归国家ꎬ 经营权则分给农民ꎬ
采取 “分田到户、 个体经营、 收获归己” 的经营方式ꎬ 将农民的收益和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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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营管理结合起来ꎬ 并由中国专家提供技术指导ꎮ 水稻的最高单产达到每

公顷 １０ ５ 吨 (双季稻)ꎬ 垦区农户年纯收入达到 １ ３００ ~ ２ ６００ 美元ꎮ① 这种模

式还先后被运用到卢旺达的鲁奔迪垦区、 加纳的阿菲费垦区、 尼日尔的哥罗

和塞白里垦区等ꎬ 这些垦区在中国农技专家离开后ꎬ 历经多年依然稳步发展ꎮ
后一阶段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ꎬ 中国政府进一步明确了互利合作的援外

方针: 积极推行政府贴息贷款的援助新方式ꎬ 鼓励援助资金与贸易、 投资等

资金结合使用ꎬ 鼓励国内有实力的企业ꎬ 尤其是大型骨干企业参与实施援助

项目②ꎬ 引导援助资金投向当地有资源、 有市场的开发性和生产性项目ꎬ 还明

确了企业是实施援助项目的主体ꎮ③ 在此背景下ꎬ 一些中国企业开始参与到早

期援建项目的经营管理中ꎮ 例如ꎬ 原中国轻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于

１９９４ 年与马里政府签订了合股经营合同ꎬ 在中国援建的马里糖厂基础上组建

了 “上卡拉糖联”ꎬ 中国占股 ６０％ ꎬ 转制后的合资公司雇员达到了 ４ ５００ 人ꎬ
高峰期达到了 ７ ０００ 人ꎮ④ 早期农业援助项目经营方式的商业化改革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项目的可持续性ꎬ 使得这些农业项目能够继续经营并为当地农业

发展做出贡献ꎮ 例如ꎬ 中国农垦集团在赞比亚改制经营的中赞友谊农场主要

种植当地普通农场主无力投资的小麦ꎬ 单产达到每公顷 ７ 吨ꎬ 并且农场还雇

用了相当数量的当地农业工人ꎬ 助力当地解决就业难问题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中国在此期间开始参与联合国多边行动计划ꎬ 先后为 ４２ 个非洲国家提供了水

稻种植、 淡水养殖、 蔬菜栽培、 农业机械等方面的技术援助ꎮ
第三阶段从 ２０００ 年至今ꎬ 伴随着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建立ꎬ 中非农业合

作进入了新阶段ꎬ 其形式、 内容、 途径等都更加多样化ꎬ 并且逐渐确立了援

助、 投资和贸易三大关键领域ꎬ 更加体现出互利合作的原则 (见表 １)ꎮ 中非

合作论坛成立初期ꎬ 双方将农业作为主要合作领域之一ꎬ 首届中非合作论坛

通过的 «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 促使双方 “采取各种必要措施ꎬ 确

保该领域合作的顺利开展”ꎻ 而第二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 «中非合作论坛—亚

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ꎬ 双方在 “农业技术合作和人员培训

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ꎬ 并积累了一些合作经验支持和鼓励有实力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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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业在非洲开展农业合作项目”ꎬ 由此ꎬ 双方农业合作开始纳入论坛行动计

划ꎮ 伴随着中非双方多领域沟通与交流的不断加强ꎬ 农业合作的方式日益多

样化ꎬ 合作领域不断拓展ꎬ 合作的总体原则愈加明确ꎮ

表 １　 中非合作论坛相关文件中有关农业合作的主要内容

论坛届次 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

第一届
(２０００ 年)

«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
作纲领»

分享发展经验ꎻ 意识到农业对摆脱贫困和
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ꎻ 中国、 非洲与
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ＡＯ) 开展三方合作

第二届
(２００３ 年)

«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
亚贝巴行动计划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年)»

强调农业是解决非洲粮食安全问题、 消
除贫困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ꎻ
加强技术交流与合作ꎻ 鼓励中国企业在
非开展农业合作

第三届
(２００６ 年)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
计划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

强调农业对消除贫困、 促进发展和保障
粮食安全的作用ꎻ 探讨农业合作新形式
和新途径ꎻ 援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ꎻ 扩
大对非农业投资

第四届
(２００９ 年)

«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
伊赫 行 动 计 划 (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年)»

强调农业与粮食安全是优先合作领域ꎻ
继续保持和加强农业合作力度ꎬ 拓展合
作领域ꎻ 中国政府继续扩大对非农业援
助规模ꎬ 加强南南合作

第五届
(２０１２ 年)

«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
长级会议—北京行动计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

继续将农业和粮食安全作为合作的优先领
域ꎻ 将开展多层次、 多渠道、 多形式的农
业合作与交流ꎻ 中国政府将向非洲提供更
多农业援助、 强化对中非企业开展农业合
作的金融支持、 促进非洲农产品进入中国
市场等ꎻ 强调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作用

第六届
(２０１５ 年)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
斯堡 行 动 计 划 (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年)»

再次强调农业是中非合作的优先领域ꎻ
提出农业政策磋商、 规划设计合作等多
项举措ꎬ 扩大对非农业援助ꎬ 丰富援助
方式ꎻ 鼓励并支持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
农业投资ꎻ 鼓励农产品贸易ꎬ 完善贸易
政策ꎻ 加强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合作

第七届
(２０１８ 年)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
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强调帮助非洲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ꎻ
共同制定并实施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规
划和行动计划ꎬ 扩大对非农业援助规模、
丰富对非农业合作形式ꎻ 就农业技术培
训、 科学研究、 棉花生产、 蔗糖业、 农
产品加工等具体领域明确合作方向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中非合作论坛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资料整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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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ꎬ ２０００ 年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建立前ꎬ 中非农业合作形式比较单

一ꎬ 以双边渠道的无偿援助为主ꎬ 并且大多集中在生产领域ꎬ 其主要目标是

提高非洲国家的农业生产力和农产品产量ꎻ 援助的方式以援建大型农场为主ꎮ
例如ꎬ 坦桑尼亚姆巴拉利农场占地 ３ ５３０ 多公顷ꎬ 乌干达的齐奔巴农场占地

５７３ 公顷ꎬ 塞拉利昂糖厂农场占地 １ ０００ 多公顷ꎮ① 援建大型农场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非洲农业发展的同时ꎬ 也面临着持续经营的困难ꎬ 因为多数援建农场

规模较大ꎬ 对于运营管理的经验、 技术、 资金等方面的要求非常高ꎬ 一旦中

国政府停止派出农业专家或停止资金支持ꎬ 这些农场和其他生产性的农业援

助项目便会陷入困境ꎮ 援助可持续性的困境也使得中国政府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到 ９０ 年代不断采取多种途径改造先前援建的农场ꎬ 通过市场化改革等措施

来解决农场的可持续运转问题ꎻ 同时也开始尝试改革援助方式ꎬ 通过组织一

系列的农业技术培训班、 邀请非洲国家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到中国参观学习、
派遣农业技术专家到非洲提供多种形式的农业技术指导和培训ꎬ 强化其自主

发展能力ꎮ 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建立后ꎬ 中非农业合作吸取了之前的经验和教

训ꎬ 从农业援助项目、 农产品贸易、 农业投资等多方面多渠道不断深化合作ꎮ

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建立以来中非农业合作的新发展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之初就将农业作为重要合作内容ꎮ 首届中非合作论坛

期间ꎬ 中非双方就 “意识到发展农业对摆脱贫困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意

义”ꎬ 在通过的 «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 中ꎬ 明确提出农业是中非合

作的主要领域之一ꎮ 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相关机制的不断健全ꎬ 中非农业合作

已经由最初的达成共识阶段跨越到多层次全面合作阶段ꎬ 并呈现出新特点ꎮ
(一) 合作方式从无偿援助转向援助、 贸易与投资相结合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初期ꎬ 农业合作方式仍然以中国对非援助为主ꎮ ２００６
年ꎬ 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明确提出要 “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扩大对非农业投

资”ꎬ 标志着农业投资开始受到双方的重视ꎻ ２０１２ 年ꎬ 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提

出 “鼓励中国金融机构支持中非企业开展农业种植、 农产品加工等领域的合

８

① «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回顾和展望»ꎬ 载商务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 ｅｘｐ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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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ꎬ 这标志着中非农业合作由单纯的援助转变为援助与投资相结合ꎻ ２０１５
年ꎬ 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提出 “中方将鼓励并支持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农业

投资”ꎬ 非方承诺 “为中国企业在非开展农业投资及贸易营造良好环境”ꎮ 此

外ꎬ 双方明确 “不断扩大中非农产品贸易规模”ꎮ 由此ꎬ 中非农业合作以援助

为基本形式、 重视对非农业投资和中非农业贸易的格局开始形成ꎮ ２０１８ 年ꎬ
第七届中非合作论坛在农业贸易和投资方面提出了更加具体的举措ꎬ 双方同

意将棉花和蔗糖的加工贸易作为重点合作内容ꎬ 中方将以对非投资和贸易来

扩大非洲在国际棉花市场的份额ꎬ 协助改善非洲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ꎮ 自此ꎬ
中非农业合作逐渐形成了援助、 贸易与投资三管齐下的格局ꎮ

从实践来看ꎬ 中非合作论坛提出的通过援助、 贸易和投资三种方式开展

合作的主要内容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落实ꎮ 在对非农业援助方面ꎬ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ꎬ 中国已在 １９ 个非洲国家援建了 ２０ 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ꎬ 集中展示中

国先进农业技术ꎬ 搭建多边和双边技术合作平台ꎬ 探索市场化商业化可持续

运营模式ꎻ ２００６ 年以来ꎬ 中国累计向 ３７ 个非洲国家派遣农业技术、 职业教

育、 高级顾问等 ７１ 个援外专家组ꎬ 共计 ７２４ 人次ꎬ 传授农事管理经验ꎬ 指导

当地农民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ꎮ① 中国每年为非洲国家培训农业官员、 技术

员、 农民、 学生近万人次ꎬ 近年来ꎬ 中国开始远赴非洲举办农业技术培训班ꎬ
如在科特迪瓦、 乌干达、 坦桑尼亚、 苏丹、 赞比亚、 尼日利亚等国均举办过

境外农业培训ꎬ 促使更多非洲国家的农业从业者能够获得技术培训和指导ꎬ
以此提升农业援外培训的效果ꎮ

为促进中非贸易的发展ꎬ 中国对非洲输华产品给予关税优惠ꎮ 目前ꎬ 非

洲 ３３ 个最不发达国家 ９７％的输华产品享受零关税ꎮ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８ 年ꎬ 中非

农产品贸易额由 ６ ５ 亿美元增长到 ６９ ２ 亿美元ꎬ 年均增长 １４％ ꎻ 中国自非洲

进口农产品年均增长 １７ ３％ ꎬ 是增速最快的区域之一ꎮ② 中国扩大对非农产

品贸易ꎬ 不仅有助于发挥非洲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ꎬ 也有助

于促进非洲发展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ꎬ 带动非洲整体经济发展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企业在非开展农业投资的积极性也不断提升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ꎬ 中国企业

在非洲涉农投资存量 １５０ 多亿元人民币ꎬ 投资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农业项

９

①
②

韩长赋: «推动中非农业合作再上新台阶»ꎬ 载 «世界农业» 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ꎬ 第 ４ ~ １０ 页ꎮ
«首届中非农业合作论坛召开»ꎬ 载中国网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ｚｈｉｂｏ / ｃｏｎｔ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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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有 １１５ 个ꎬ 遍布非洲 ２ / ３ 以上国家ꎮ① 中非农业合作摆脱了单纯援助的束

缚ꎬ 一方面注重提升非洲国家自身的发展能力ꎬ 另一方面也突出中国在农业

技术方面的优势ꎬ 促使双方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合作ꎻ 而投资和贸易的快速

增长也促进了非洲农业现代化发展ꎬ 对解决非洲的粮食安全问题大有裨益ꎮ
(二) 合作主体从政府为主发展为多主体多渠道共同参与

长期以来ꎬ 中非农业合作以政府间的双边合作为主ꎬ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中非

农业合作的主体渐趋多元化ꎮ 首先ꎬ 中国加强了与传统援助体之间的合作ꎬ
包括多边机构、 双边机构和私营部门等ꎬ 共同为非洲农业发展提供支持ꎮ 同

国际多边机构的代表性合作包括: 中国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捐款 ８ ０００ 万美元ꎬ
建立南南农业合作信托基金ꎬ 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农业发展ꎻ
与世界银行一同在埃塞俄比亚、 塞内加尔和莫桑比克开展农业发展合作ꎻ 与

世界粮食计划署于 ２０１７ 年成立卓越中心ꎬ 开展农业南南合作知识分享等工

作ꎻ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ꎬ 向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提供了 １ ０００ 万美元的资金ꎬ 共同发

起南南合作支持计划ꎬ 等等ꎮ 目前ꎬ 南南合作已经成为中国对非合作的一种

新范式ꎬ 得到越来越多国际机构的认可和支持ꎮ 中方同双边机构合作的代表

性项目主要有: 中国—英国—马拉维农业三方合作、 中国—英国—乌干达农

业三方合作、 中国—德国—非洲国家的农业三方合作ꎬ 等等ꎮ 通过与传统发

达援助体专业化援助机构的合作ꎬ 中方能够发挥在实用农业技术方面的优势ꎬ
同时借助于发达援助体的资金优势ꎬ 促进非洲农业生产发展ꎮ 中方同私营部

门的合作项目主要包括: 中国—比尔盖茨基金会—莫桑比克农业三方合作、
中国—比尔盖茨基金会—赞比亚农业三方合作项目等等ꎮ

其次ꎬ 中国加强了与非洲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ꎬ 尤其是加强与非洲联盟

(简称 “非盟”) 之间的合作ꎮ ２００３ 年ꎬ 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将非盟 ２００１ 年

通过的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ＮＥＰＡＤ) 纳入中非合作行动计划中ꎮ ２００３
年ꎬ 非盟制定了 «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 (ＣＡＡＤＰ)ꎬ 提出为达到减贫和消

除饥饿的目标ꎬ 非洲国家确立了农业基础设施、 农产品贸易、 食品安全、 农

业科研与技术推广等四大重点发展领域ꎬ 并决定每年将 １０％的财政预算用于

农业领域ꎬ 努力促使本国农业部门增速达到 ６％ ꎮ 为了促进非洲国家实现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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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未来 ３ 年在华为非洲培养 １ 万名农业人才»ꎬ 载中国新闻网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ｇｎ /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０９ / ９０２９１３９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２４ꎮ



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农业合作的新发展与新挑战　

目标ꎬ 第三届和第四届中非合作论坛都明确提出要以多种形式支持 «非洲农

业综合发展计划»ꎮ ２０１５ 年ꎬ 非盟通过了 «２０６３ 年议程»ꎬ 这一议程计划在未

来 ５０ 年内解决非洲发展问题ꎬ 实现非洲的统一、 繁荣和稳定ꎬ 并确立了 ５ 个

“十年发展计划”ꎬ 在首个 “十年发展计划” 中ꎬ 将保障粮食安全、 提升农业

及其附加值、 农业企业发展列为优先领域ꎮ «２０６３ 年议程» 通过的当年ꎬ 中

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通过的行动计划便将其纳入合作框架中ꎬ 双方确

立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ꎬ 推动合作质效提升的愿景ꎮ
整体而言ꎬ 中非合作论坛以多边合作的形式对农业合作的宏观内容进行

决策与规划ꎬ 又通过与单一国家制定具体合作内容的方式实施ꎬ 并借助非洲

区域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力量开展有针对性的合作ꎬ 这种双边与多边相互

协调的模式是中非农业合作不断深化的体现ꎬ 使农业合作从政策确立到后续

落实的制度化路径渐渐清晰ꎮ
(三) 合作内容从粮食作物生产环节向全产业链扩展

２０００ 年之前ꎬ 中非农业合作主要集中在小麦、 玉米等粮食作物的生产环

节ꎬ 通过诸如中国农垦集团、 江苏农垦集团等国有农业企业直接进行大型农

场的开发和运营ꎬ 辅之以必要的专家支持和技术合作ꎬ 提高非洲国家主要粮

食作物产量ꎮ 这种方式能够从总体上缓解非洲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ꎬ 但最大

的不足是项目可持续性较差ꎮ 一方面ꎬ 大型农场对生产技术、 资金和管理经

验的要求很高ꎬ 而非洲国家恰恰缺少相应的运营管理资源ꎻ 另一方面ꎬ 单纯

从生产环节提供支持无法解决非洲农业生产所面临的品种老化、 农业生产资

料缺乏、 农产品加工及储运能力薄弱等问题ꎮ
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建立后ꎬ 中非农产品贸易持续发展ꎬ 尤其是中国增加

了对非农产品的进口配额并对众多农产品减免关税ꎬ 使得中国成为非洲农产

品的重要市场ꎬ 特别是经济作物的贸易额持续增长ꎬ 如津巴布韦、 莫桑比克

和马拉维等国的烟叶ꎬ 赞比亚、 莫桑比克等国的棉花ꎬ 埃塞俄比亚的芝麻等ꎬ
都在中国农产品市场占有重要地位ꎮ 虽然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国企业便开始在

非洲进行农业投资ꎬ 但主要由国有企业投资于农场的生产经营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中国在非农业投资的主体发生了变化ꎬ 很多非农企业和私营企业开始参与到

农业投资中ꎬ 投资范围不再局限于粮食作物和种植环节ꎬ 经济作物以及农产

品加工领域成为投资的重点ꎮ 例如ꎬ 中非棉业公司在莫桑比克、 赞比亚、 马

拉维、 津巴布韦等国家投资棉花种植的同时ꎬ 还联合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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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马拉维投资 ８ ０００ 万美元ꎬ 建成了纺纱厂、 织布厂和毛巾厂ꎮ 此外ꎬ 私

人投资者逐步成为对非农业投资合作中的重要主体ꎬ 在加纳、 马拉维、 赞比亚、
埃塞俄比亚等国有很多中国私人投资的小型农场ꎮ 这些小型农场大多种植蔬菜、
水果等园艺产品ꎬ 并主要供应当地市场ꎮ 例如ꎬ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

巴的卢旺达市场、 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星期二市场等都有专门的店铺ꎬ 销售中

国私人农场种植的蔬菜ꎬ 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当地的菜品供应ꎻ 来自福建省的

私人投资者在马拉维试种火龙果、 柚子和西瓜等水果ꎬ 并专门供应当地市场ꎮ
诸多类似的成功案例表明ꎬ 中非农业合作已经不再局限于粮食作物的生产ꎬ 而

是扩展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多种农作物以及农业全产业链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内容和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ꎬ 不再局

限于开发和经营大型农场ꎬ 开始更多关注如何促进非洲小农户生产能力的提

高ꎮ 虽然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国便开始派遣农业技术人员在非洲提供技术

服务ꎬ 但服务范围主要是中国援建的农场ꎬ 小农户的受益范围很小ꎮ ２００６ 年ꎬ
中国决定向非洲派遣农业专家组ꎬ 其成员包括种植、 加工、 农田水利、 园艺、
畜牧、 食品、 农业机械等领域的专家和技术人员ꎬ 中方专家在农业技术推广、
职业教育培训、 技术合作等方面与非洲本土的农业工作者密切配合ꎬ 并借助

于当地现有平台为小农户推广简单实用的生产技术ꎬ 不仅能够通过搭建多专

业、 职业化的援外专家队伍为非洲当地农业发展提供支持ꎬ 也能够将有限的

援外资金有效利用ꎮ 中国还逐步探索援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ꎬ 在农业生产过

程中注重与所在国农业发展现状紧密结合ꎬ 有针对性地开展粮食作物和部分

经济作物的示范种植ꎬ 通过邀请小农户参观学习等途径促使中国农业生产技

术与小农生产需求相结合ꎬ 带动非洲农业发展ꎮ ２０１８ 年通过的 «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提出继续向非洲派遣 ５００ 名高级农业

专家ꎬ 并培养农民致富带头人ꎬ 既体现了对原有援外专家派遣工作的延续ꎬ
也表明这一行动得到非洲各国认可ꎮ 另外ꎬ 中国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紧密协作ꎬ
在非洲开展农业领域的南南合作ꎬ 派遣农业专家到部分非洲国家的省和县等

地方农业部门开展工作ꎬ 直接为当地农民提供技术服务ꎮ 例如ꎬ 在埃塞俄比

亚的维利索地区ꎬ 中国农业技术专家向当地农民传授简易农机具制作、 水稻

抛秧、 蔬菜种植等技术ꎬ 深受当地小农户的欢迎ꎮ
此外ꎬ 农业科技合作成为中非农业合作的重要内容ꎬ ２０１５ 年第六届中非

合作论坛提出建立中非农业科研机构 “１０ ＋ １０” 合作机制ꎬ 这一机制以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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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农业发展现状为出发点ꎬ 促使中国农业科研机构与非洲农业研究机构对

接ꎬ 帮助非洲在粮食安全、 农民增收、 产业链建设等突出问题上增强应对能

力ꎮ 一系列农业科技合作的开展取得了明显成效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 中方在

非洲各国开展的作物品种试验数量已达 ３００ 个ꎬ 传授实用技术 ５００ 多项ꎬ 有

大约 １００ 万小农户受益ꎮ①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ꎬ 中非双方在原

有技术合作基础上ꎬ 进一步决定在植物疾病检测与识别、 病虫害分析、 种子

检测认证等方面开展专家交流ꎬ 更好地促进双方开展先进农业科技合作ꎬ 中

非农业科技合作呈现出高低搭配、 科研与技术推广并重的局面ꎮ
(四) 合作形式从碎片化项目合作迈向机制化合作

２０００ 年之前ꎬ 中非农业合作以项目合作为主要形式ꎬ 其优势在于目标明

确、 有针对性ꎬ 并且便于实施和监测ꎬ 但项目合作存在碎片化问题ꎬ 不同项

目间往往缺乏联系ꎬ 单一的合作项目无法解决综合性的农业发展问题ꎬ 项目

周期也使其可持续性受到制约ꎮ 此外ꎬ 项目合作需要与各国进行协商或谈判

并达成共识ꎬ 其执行成本非常高ꎮ
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建立后ꎬ 其通过的后续行动文件成为中非合作的纲领

性文件ꎬ 相关行动计划将未来三年内中非农业合作的主要内容、 方式、 规模、
途径和参与主体等作出较为明确的规定ꎬ 便于非洲国家结合各自发展需要和

客观条件向中国提出更为细致的合作需求ꎬ 从而使农业合作计划和措施的落

实更有针对性和计划性ꎮ 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将碎片化的农业合作项目进行了

有效整合ꎬ 并且逐渐形成了不少品牌项目ꎮ 例如ꎬ 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提出

在非洲援建 １０ 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ꎬ 有意愿的非洲国家则向中国提出合作意

向和更为具体的技术需求ꎬ 这便极大地降低了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合作

项目与实际需求之间的不匹配ꎬ 从而提升了合作的有效性ꎮ 例如ꎬ 埃塞俄比

亚非常重视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ꎬ 在论坛行动计划确立后便向中国提出派遣

农业教育专家的需求ꎬ ２００１ 年以来ꎬ 中国累计向埃塞俄比亚选派了近 ５００ 名

农业职业教育专家ꎬ 共有超过 ５００ 名农业技师、 １ ８００ 名农业学校教师、
３５ ０００名学生在中国专家指导下接受了作物种植、 动物保健等领域的教育和培

训ꎬ 受到当地各界的一致好评ꎬ 在埃塞俄比亚农业部办公大楼的入口处便陈

列着关于中国—埃塞俄比亚农业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的宣传海报ꎮ 这些中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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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示范中心项目有效提升了中非农业合作的影响力ꎮ
此外ꎬ 中非合作论坛除关注具体的农业合作项目外ꎬ 还非常重视农业合

作机制建设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双方开始探索农业合作的高层政策对话和研讨机制ꎬ
举办了中非农业合作论坛ꎬ 此后几年又举行了 ４ 次中非农业合作研讨会ꎻ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要 “定期举办中非农业合作论坛”ꎻ ２０１９
年ꎬ 首届中非农业合作论坛在海南三亚举行并取得了诸多成果ꎮ 中非农业合

作的机制化还表现在中国与非洲国家更加注重联合机构的建设ꎬ 中国将支持

建立中—非 (肯尼亚) 重大跨境农业有害生物预警、 监测和绿色防控技术联

合实验室、 中国—埃及农业产业科技协同创新及能力提升平台、 中国—埃塞

俄比亚杂交谷子联合研发中心、 中国—非盟农业合作委员会以及中非绿色农

业发展研究中心等合作机构ꎬ 从而促使中非农业合作行动更具可持续性ꎮ
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建立以来ꎬ 中非农业合作取得了诸多新进展ꎬ 成效显

著ꎬ 成果颇丰ꎮ 援助、 贸易与投资三者并重的合作方式不仅有效展示了中国

农业技术对增加农产品产量和提高质量的效果①ꎬ 并且中国对非农业技术培训

等援助行为并不与经济利益直接相关ꎬ 而是中国软实力的体现ꎬ 也是促进共

同发展的方式ꎬ 对非洲的政治、 经济、 外交等都会产生潜在的积极影响ꎮ② 同

时ꎬ 中方通过投资和贸易等商业化的方式将技术和资本引入非洲ꎬ 并将非洲

小农户带入市场当中ꎬ 有助于当地消除贫困ꎮ③ 中国政府在重视双边合作的同

时ꎬ 积极探索与多边机构、 双边机构以及私营部门等不同主体的合作ꎮ 中国与

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多边机构的合作取得了突出成效ꎮ 乌干达总统约韦里卡古

塔穆塞韦尼在 ２０１７ 年写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中ꎬ 专门提到双方在联

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框架下开展的农业合作ꎬ 希望 “认可我们两个兄弟国

家间的合作具有重大意义”④ꎮ 中国开展的三方农业合作也受到国际社会和非

洲国家的好评ꎮ 例如ꎬ “荷兰—中国—东非竹子发展方案” 利用中国在竹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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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和市场化方面的经验以及荷兰的资金优势ꎬ 在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和乌干

达等国开展竹子种植技术推广和市场化改革ꎬ 将竹子产业的发展融入其林业、
气候变化、 流域和发展相关政策和方案中ꎬ 该项目入选联合国 «南南合作与

三角合作优秀实践汇编 (第二册)»ꎮ 中国在非洲开展的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

对贫穷的非洲资本积累和参与国际竞争有所帮助ꎬ 在为非洲当地农业市场提

供种子、 生产资料、 技术服务等的同时ꎬ 逐渐发展的中资农场也开始种植农

作物来满足中国市场需求ꎬ 这能够帮助非洲国家建立更为有竞争力的农业部

门ꎮ① 伴随着中非关系的不断深化ꎬ 农业合作的内容在强化粮食安全的同时也

拓展至全产业链ꎬ 中非合作论坛将解决非洲国家普遍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作

为中非农业合作的重点任务ꎬ 正如刚果 (布) 农业、 畜牧业和渔业部部长亨

利琼博所说ꎬ “论坛为中非在农业领域的合作开辟了新路径ꎬ 帮助我们更好

地解决国家粮食安全问题ꎮ”② 而中国对非投资、 贸易和农业科技等领域的合

作ꎬ 则进一步促使非洲农业整体发展ꎬ 帮助非洲获取更好的农业生产投入并

融入国际市场ꎬ 提升农业生产力ꎮ③ 整体而言ꎬ 中非合作论坛促使中非农业合

作走向机制化ꎬ 中国与广大非洲国家通过论坛这一多边平台对农业合作的方

式、 内容、 参与主体等进行平等协商ꎬ 促使弱势国家的话语权得到表达ꎬ 同

时以双边合作的方式落实具体合作项目ꎬ 从而有针对性地与不同国家开展农

业合作ꎬ 更加符合双方共同利益诉求ꎮ④ 总之ꎬ 中非农业合作已经成为一种成

效显著且得到非洲国家和人民高度评价和热烈欢迎的新的发展范式ꎮ

中非农业合作面临的新挑战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 ２０ 年ꎬ 从政策文件到后续行动计划的

落实情况来看ꎬ 论坛为中非农业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ꎬ 促使中非农业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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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更加明确ꎬ 主体更加多元ꎬ 内容更加丰富ꎬ 渠道更加广泛ꎬ 方式更加多

样ꎬ 形式更加机制化ꎬ 为非洲农业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ꎬ 但中非农业合作仍

然面临着诸多挑战ꎮ
首先ꎬ 中非农业合作仍然以常规性合作为主ꎬ 对于突发性的农业风险和

自然灾害缺乏合作应对机制ꎮ 中非合作论坛每三年举办一次ꎬ 后续行动计划

也主要是对两次论坛期间的具体行动和内容进行规划和讨论ꎮ 从历次论坛文

件和后续行动计划来看ꎬ 虽然农业合作的内容愈加充实和具体ꎬ 涉及的范围

和领域也更加广泛ꎬ 但仍然聚焦于常规性的农业合作ꎮ 同其他行业相比ꎬ 农

业更容易受到自然灾害、 病虫害等突发且难以预测的风险影响ꎬ 而非洲国家

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又非常薄弱ꎬ 特别是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非洲地区遭受蝗虫灾

害 (主要是东非国家) 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ꎬ 更加凸显出非洲国家对突发

事件应对能力不足的问题ꎮ 虽然中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已经向 ５０ 多个非洲国家

提供了大量医疗物资援助ꎬ 并向布基纳法索、 科特迪瓦等国派出抗疫医疗专

家组ꎬ 同时在多边和双边合作机制下向十多个受到蝗灾和疫情影响的非洲国

家提供力所能及的粮食援助ꎬ 但总体而言ꎬ 目前中国对非洲面临的突发性农

业问题主要是提供事后救助性的物资援助ꎮ 这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非

洲国家面临的粮食短缺等问题ꎬ 但对它们提升风险应对能力的作用不甚明显ꎬ
中非双方在此方面的合作宜进一步加强ꎮ

其次ꎬ 中非农业合作重点关注非洲大陆农业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ꎬ 对于

不同国家的特殊性问题关注不够ꎮ 非洲国家在农业发展方面存在诸如良种使

用率低、 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投入不足、 农业用地灌溉率低、 农产品加工、
物流和仓储服务不发达等共性问题ꎮ 中非合作论坛后续行动计划中所涉及的

农业合作也主要针对此类问题ꎬ 但是非洲大陆不同区域、 不同国家乃至同一

国家内部的差异很大ꎬ 单从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看ꎬ 非洲东部、 西部和南部

国家各不相同ꎮ 例如ꎬ 坦桑尼亚多为农户单独经营ꎬ 而科特迪瓦的合作社生

产方式则比较普遍ꎮ 不少非洲国家耕地资源较为丰富ꎬ 小农户的户均耕地面

积较大ꎬ 但也有像马拉维等国家面临人多地少的问题ꎮ 非洲各国的气候条件、
饮食习惯、 经济发展条件等都存在很大差异ꎬ 各国农业发展所需要的支持也

不尽相同ꎮ 虽然很多非洲国家面临粮食安全问题ꎬ 但不同国家粮食安全问题

产生的原因千差万别ꎬ 需要有不同的解决方案ꎮ 目前ꎬ 中非农业合作的指导

性文件是针对整个非洲大陆的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和中非合作论坛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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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行动计划ꎬ 这些文件都是整体性方案ꎬ 缺乏结合不同区域、 不同国家特点

的针对性合作方案ꎬ 对不同国家农业发展的特殊诉求也考虑不足ꎮ 此外ꎬ 很

多非洲国家都制定了不同类型的农业发展规划ꎬ 以马拉维为例ꎬ 该国不仅制

定了整体性的农业发展规划和战略ꎬ 还分别制定了营养改善、 水产养殖、 木

炭加工、 畜牧业发展、 农业科技进步、 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具体的发展规划ꎬ
但中非农业合作对于此类农业发展规划和战略还缺乏有针对性的回应ꎮ

再次ꎬ 中非农业合作虽然已经涉及不同领域和农业全产业链条ꎬ 但仍然

主要聚焦于技术层面的合作ꎬ 对提升非洲国家农业治理能力关注不足ꎮ 众所

周知ꎬ 中国农业转型和发展取得成功的两大核心要素是政策和科技ꎬ 从全球

农业发展情况来看ꎬ 农业发展相比于其他产业更加需要政府扶持ꎬ 但很多非

洲国家缺乏切实可行的农业扶持政策和足够的财政能力ꎮ 非洲国家在 «马普

托宣言» 中承诺将年度预算的 １０％ 用于农业领域ꎬ 但目前为止ꎬ 大部分国家

只达到 ２％ ~３％的水平ꎬ 如坦桑尼亚的农业财政投入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

常年维持在 ３％ 左右ꎬ 马拉维的农业财政投入仅占国家财政支出的 ２％ 左右ꎮ
在资金严重缺乏的情况下ꎬ 非洲农业发展事实上处于恶性循环之中ꎮ 笔者在

多个非洲国家调研时发现ꎬ 非洲农村的道路、 电力等基础设施匮乏ꎬ 国家对

农村发展的投资很少ꎬ 农村发展主要依靠小农自身筹集资金ꎮ 例如ꎬ 坦桑尼

亚的村级集体收入主要来源于作物税和土地使用税ꎬ 但很多村庄几乎没有这

两项收入ꎻ 乌干达每个村每年从政府获得的资金不足 １００ 美元ꎬ 完全无法用

于改善基础设施条件ꎮ 很多非洲国家制定了农业补贴政策ꎬ 但政府治理能力

非常薄弱ꎬ 大部分农业补贴政策都以失败告终ꎮ 以马拉维为例ꎬ 该国曾推行

棉花补贴计划ꎬ 由国家向棉农提供种子和化肥等必要的生产物资ꎬ 但由于棉

花价格波动较大而导致该国棉花收入下降ꎬ 政府无力购买生产资料提供给棉

农ꎬ 对政府寄予希望的棉农也没有留种ꎬ 从而导致棉农错过了播种季节ꎬ 给

该国棉花产业造成很大冲击ꎮ 非洲国家在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存在

不足ꎬ 对小农的支持处于碎片化的市场体系中ꎬ 其功能存在欠缺ꎬ 而中非农

业合作对提升非洲国家农业治理能力的关注度仍然不足ꎮ
最后ꎬ 目前的中非农业合作更多关注农业发展问题本身ꎬ 目标群体聚焦

于小农户等农业生产的直接参与者ꎬ 对农业嵌入的整体社会系统尤其是非洲

乡村治理及运行机制的研究和关注不够ꎮ 国内现有非洲研究更多关注非洲国

家的宏观政治、 经济和国际关系等ꎬ 对于直接影响农业发展的地方治理、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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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治理和社区治理的研究较少ꎬ 也缺乏对乡村运行管理机制和传统文化的了

解ꎬ 使得很多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带到非洲的实用技术难以在乡村推广ꎮ 例

如ꎬ 中国农业技术专家在埃塞俄比亚哈瓦沙地区推广红薯种植技术ꎬ 虽然红

薯产量非常高ꎬ 但是当地人认为男性吃红薯会影响性功能ꎬ 所以很少有农户

愿意种植红薯ꎮ 由于缺乏对非洲社会运行机制的了解ꎬ 中方人员在非洲国家

开展农业合作时有时会以中国经验来类推非洲国家ꎬ 由此产生一定的偏差ꎮ
例如ꎬ 中国国内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开展工作时有交通、 伙食补助以及必要

的推广服务费用ꎬ 但是大部分非洲国家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只有工资收入ꎬ
缺乏必要的工作经费ꎬ 在同中国技术人员一起下乡时则需要农业合作项目为

其提供交通、 伙食等经费ꎬ 而这对于很多中方人员来说是难以理解的ꎮ

结　 语

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为中非合作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ꎬ 这一合作机制符

合中非关系发展的大趋势ꎬ 将原本碎片化的中非合作纳入统一框架ꎬ 同时又

结合全球发展形势和中非双方的需求、 能力等不断进行优化调整ꎮ 随着 “一
带一路” 建设的持续快速推进ꎬ 中非正共同建设面向未来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ꎬ 共筑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ꎬ 论坛自身机制的完善符合中非双方的共同

战略利益ꎮ 农业是中非合作的优先领域ꎬ 伴随着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不断健全ꎬ
双方农业合作的制度化、 规范化水平日渐提升ꎬ 在原则设立、 宏观规划、 后续

合作内容确定等方面都在形成制度化模式ꎮ 历届峰会确立的行动计划既是对以

往合作内容的总结和延续ꎬ 也是对未来一段时间内合作方向的明确ꎮ 自 ２０００ 年

首届论坛以来ꎬ 双方农业合作始终以摆脱贫困和保障粮食安全作为基本出发点ꎬ
历届论坛确立的行动计划均将农业作为重要内容ꎬ 足见双方对农业合作的重视

程度ꎬ 也明确了农业合作具有优先地位这一原则ꎮ 目前ꎬ 双方以中非合作论坛

为平台确立合作方向并进行后续系列农业合作的模式已经形成ꎮ
中非合作论坛为中非之间开展农业合作提供了高层次平台ꎬ 在此基础上ꎬ

联合国粮农组织 “粮食安全特别计划” 框架下的南南合作、 中非农业科研机

构 “１０ ＋ １０” 合作机制等都为中非农业合作搭建起沟通平台ꎬ 促使中国简单

实用的农业生产技术向非洲平行转移ꎬ 带动以小农户为主体的非洲贫困人口

提升农业生产水平ꎬ 同时也为中非之间开展先进农业技术交流与合作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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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ꎮ 此外ꎬ 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形成的一系列对话机制也为农业合作提

供了支撑ꎬ 中非农业合作论坛等平台的构建使得农业合作沟通机制不断健全ꎬ
双方通过多种途径建立对话机制ꎬ 确保宏观层面确立的农业合作计划能够更

好地付诸实践ꎬ 并总结和分享农业合作经验ꎬ 提升合作的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ꎮ 中非农业合作领域也趋向于摆脱单纯以援助为主的最初形态ꎬ 呈现出

援助与投资、 贸易相互协调的局面ꎮ 在援助方面ꎬ 建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持续派遣高级别专家组、 开展农业科研合作等方式保证了援助的有效性和可

持续性ꎬ 尤其是中国向受到蝗灾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非洲国家提供紧急粮食

及其他物资援助ꎬ 更加说明中方重视非洲国家的切实需求并积极给予力所能及

的帮助ꎻ 在投资方面ꎬ 双方多次在行动计划中表示支持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农

业投资ꎬ 并逐步引导中国企业投资当地粮食种植、 棉花、 烟草等领域或行业ꎬ
发挥论坛合作机制的指向作用ꎻ 在贸易方面ꎬ 中方给予非洲农产品零关税等优

惠措施ꎬ 确立了鼓励农产品贸易ꎬ 完善贸易政策的行动计划ꎮ 此外ꎬ 中非农业

合作的内容与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 等非洲自身发展

规划相契合ꎬ 确保合作内容贴近非洲实际需求ꎬ 符合双方共同利益ꎮ
中非农业合作也面临诸多新挑战ꎬ 非洲大陆仍然是全球粮食不安全人口

最多的地区ꎬ 解决非洲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是中非农业合作的重要目标ꎮ 未

来ꎬ 中非农业合作除继续促进非洲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外ꎬ 还应更多关注如何

增强非洲国家的农业治理能力ꎬ 在技术合作基础上增加提升非洲国家农业政

策制定和执行能力等内容ꎻ 结合非洲现有农业发展规划和现实条件ꎬ 增加乡

村综合发展合作ꎬ 将中国乡村综合发展的经验与非洲国家进行分享ꎬ 促进非

洲农村的综合发展ꎻ 在继续强化与政府部门合作的基础上ꎬ 促使多元化的主

体通过多渠道加强与非洲其他农业发展主体之间的合作ꎬ 尤其是与非洲本土

的农业高校、 科研机构和农业企业等深化合作ꎻ 在继续开展常规性合作的基

础上ꎬ 可考虑增设中非农业突发性事件合作基金ꎬ 以便快速应对影响非洲农

业发展的突发性自然灾害、 疫病灾害等ꎬ 同时通过更加多样化的能力建设、
技术合作等方式降低非洲国家农业发展的脆弱性并提升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

力ꎻ 在保持中非农业合作整体性的基础上ꎬ 应加强对非洲次区域和重点国家

的农业发展研究ꎬ 如对埃塞俄比亚、 坦桑尼亚、 尼日利亚和南非等农业占有

重要地位的国家进行深入研究ꎬ 开展更具国别针对性的合作ꎮ 随着中非合作

论坛机制的不断深化和成熟ꎬ 中非农业合作的未来充满希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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