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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体化视角看非洲工业化的新动力

姚桂梅

　 　 内容提要　 实现非洲经济一体化是非洲国家的夙愿ꎮ 通过多年不懈

的努力ꎬ 非洲经济一体化不断推进ꎮ 东南非共同市场、 南共体和东共体

三大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整合、 最大自贸区的扬帆起航、 内部贸易和投资

的加强ꎬ 以及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ꎬ 无疑都助力非洲一体化踏上新

征程ꎮ 虽然非洲一体化组织也将工业合作列为重要合作领域ꎬ 但成效甚

微ꎬ 为诸领域合作之 “短板”ꎮ 当前ꎬ 非洲一体化组织已出台区域工业

化战略和政策ꎬ 借此引领成员国间工业合作ꎬ 推动经济结构转型ꎬ 促进

包容性增长ꎬ 前景可期ꎮ 非洲实现一体化和工业化为大势所趋ꎬ 但在全

球经济不景气背景下ꎬ 非洲国家面临着政治、 经济、 社会文化等方面的

严峻挑战ꎬ 其发展道路坎坷而曲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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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和工业化历来是事关非洲长远发展的两个重要议题ꎮ 一体化是指

诸多非洲国家通过某种联合自强的方式逐步整合为一个自主发展的单一实体

的全面互动过程ꎬ 涉及国家间经济、 政治、 文化、 法律、 社会等诸多领域ꎮ
而工业化则仅仅涉及非洲国家经济领域中的第二产业ꎬ 特别是促进工业制造

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的进程ꎮ 可见ꎬ 一体化涵盖的领域要比工业

化更广泛ꎬ 一体化组织可在次区域和大陆层面通过制定统一的工业化战略和

政策引导成员国工业化进程ꎻ 一体化组织更可以通过某些具体的工业项目来

协同成员国间的生产分工与合作进而优化配置生产要素ꎬ 激发规模经济潜能ꎬ
丰富区域市场供应ꎬ 减少对外部世界的依赖ꎮ 反之ꎬ 单个成员国工业的发展

８１



从一体化视角看非洲工业化的新动力　

也会为一体化的区域市场提供更多可供贸易的产品ꎬ 从而加快贸易一体化进

程ꎮ 所以ꎬ 非洲一体化与工业化是相互交织、 互有推动的发展进程ꎮ 虽然从

理论上看ꎬ 非洲一体化与工业化密不可分ꎬ 但现实世界中非洲一体化鲜有推

动工业合作的成功案例ꎬ 非洲的工业化也尚未发挥出助力一体化的应有作用ꎬ
亟需协同跟进ꎮ 尤其在当今全球经济加速融合、 非洲国家实现一体化和推动

工业发展的诉求更加强烈的背景下ꎬ 跟踪研究一体化发展的最新进程及发展

导向ꎬ 探讨推动工业化更快发展的新动力ꎬ 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非洲一体化的新进展及特点

非洲联盟 (简称 “非盟”) 是非洲最重要且具有世界影响的一体化组织ꎬ
它将团结统一作为非洲发展的优先政策方向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ꎬ 非洲国家

从未停止过推动一体化的实践ꎮ １９９１ 年非洲统一组织 (非盟的前身ꎬ 简称

“非统”) 第 ２７ 届会议上通过的 «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 为非洲一体化奠定

了制度框架ꎬ 该条约提出到 ２０３４ 年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ꎬ 而且要分步实现非

洲一体化ꎬ 包括建立一系列的自由贸易区、 关税同盟、 共同市场、 中央银行

和货币联盟ꎮ 此后ꎬ 由于战争、 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ꎬ 非洲一体化进展缓

慢ꎮ 为此ꎬ 非统和后来的非盟在多次多边会议上强调一体化进程的紧迫性ꎬ
呼吁各地区组织和各成员国加速推进一体化进程ꎮ １９９９ 年的 «苏尔特声明»、
２００７ 年的 «阿克拉声明» 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举行的非洲经济会议都呼吁加快

地区一体化进程ꎮ
非洲现存的 ２００ 多个地区合作组织中ꎬ 绝大多数是次区域层面的一体化

组织ꎬ 其中 ８ 个次区域经济共同体最为重要ꎮ 它们是: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ＥＣＯＷＡＳꎬ 简称 “西共体”)、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 ＳＡＤＣꎬ 简称 “南共

体”)、 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ＣＯＭＥＳＡꎬ 简称 “东南非共同市场”)、 东

非共同体 (ＣＥＡꎬ 简称 “东共体”)、 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 (ＭＲＵꎬ 简称 “马
盟”)、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 (ＥＣＣＡＳꎬ 简称 “中非共同体”)、 萨赫勒国

家共同体 (ＣＥＮＳＡＤ)、 政府间发展管理局 ( ＩＧＡＤꎬ 简称 “伊加特”)ꎮ 它们

正通过区域内部一体化的扩大和区域间一体化的融合推进全非一体化进程ꎮ
(一) 东共体优势明显ꎬ 进展快ꎬ 程度高

次区域一体化组织是非洲一体化建设的基石ꎮ 联合国非经委、 非盟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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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开发银行 ３ 家机构发布的 «非洲区域一体化评估 (六)» (２０１３ 年) 指出ꎬ
东共体是目前非洲大陆一体化程度最高、 进展最大的次区域经济组织ꎮ 东共

体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成立关税联盟ꎻ 二是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成立共同市场ꎻ 三是 ２０１３ 年通过货币联盟协议ꎬ 拟于 １０ 年内成立货币联

盟ꎮ 在前述 ８ 个组织中ꎬ 唯有东共体形成了共同市场ꎬ 其他组织还处于自由

贸易区或者关税联盟阶段 (参见表 １)ꎮ

表 １　 非洲主要次区域一体化组织进程比较　 　

成立时间 自贸区 关税联盟 共同市场 货币联盟 政治联盟

马盟 １９８９ 规划中 规划中 — — —

萨赫勒国家
共同体

１９９８ 规划中 规划中 — — —

东南非
共同市场

１９９４ 完成 进行中 规划中 规划中 —

东共体 ２０００ 完成 完成 规划中 规划中 规划中

中非共同体 １９８３ 规划中 规划中 — — —

西共体 １９７５ 完成 进行中 规划中 规划中 —

伊加特 １９９８ — — — — —

南共体 １９９２ 完成 规划中 规划中 规划中 —

　 　 　 　 说明: 东共体最早成立于 １９６７ 年ꎬ １９７７ 年解散ꎬ ２０００ 年重建ꎮ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非洲开发银行、 非经委和非盟关于非洲一体化的评估报告整理ꎮ

在非洲各区域一体化组织内部贸易往来中ꎬ 东共体大多处于领先水平ꎬ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仅次于南共体 (详见表 ２)ꎮ 目前ꎬ 东共体正在着力推动建

立单一关税区并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全面启动ꎬ 这是实施关税联盟的必要前提ꎮ
东非的区域性大项目也位居全非洲榜首ꎮ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ꎬ 东非地区大项目占

整个非洲吸引外资总额的约 ２０％ ꎬ 投资主要来自于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以及中国等国际机构和相关国家ꎬ 其中来自中国的投资占 ２１％ ꎮ 肯尼亚

的区域大项目有 ２０ 多个ꎬ 位居东共体成员国首位ꎬ 主要集中在公路、 港口、
能源和水利等领域ꎮ①

０２

① 中国驻肯尼亚使馆经商处: «肯区域大项目数量位居东非第一»ꎬ ｈｔｔｐ: / / ｋｅ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６０４ / 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３０５５９４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０４ － ２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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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非洲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内部贸易额占全部出口额的比重 (％ )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马盟 １ ９２ １ ９９ ２ １０ ２ ５０ ２ ８９ ２ ４３ ２ ７１ ２ ６９ ３ ６５ ４ ４９

萨赫勒国家
共同体

６ ４８ ６ ０４ ５ ９２ ６ ６７ ７ ５５ ６ ７３ ６ ０６ ６ ６５ ７ ９６ ８ ０３

东南非
共同市场

５ １１ ５ １０ ４ ７８ ５ ４３ ７ ０６ ７ ３６ ９ ０６ ７ ８５ ９ １９ １１ ００

东共体 １８ ６２ １５ ９３ １７ ８７ １９ ０９ １９ ７８ １８ ６５ １９ ６１ ２０ ６１ １７ ８０ １８ ３７

中非共同体 ０ ８３ ０ ８４ １ ６２ ０ ９４ １ ４７ １ ６５ １ ６３ １ ５７ １ ３４ １ ０４

西共体 ９ ６５ ８ ４１ ８ ４４ ９ ６１ ９ ８１ ８ ２７ ６ ４１ ７ ８８ ９ ７８ ８ ９２

伊加特 ９ ７２ ８ ８６ ７ ６８ ７ ６１ ８ ４０ ８ ９１ １０ ５９ １３ ４０ １５ １１ １３ ６２

南共体 １０ ４６ １０ ０３ １０ ８８ １１ ３７ １２ ９６ １８ １８ １６ １６ １８ ０７ １８ ５２ １９ ３４

撒哈拉
以南非洲

１２ ０６ １１ ７１ １２ ５０ １２ ６３ １６ ０８ １７ ２１ １４ ７３ １６ ６４ １７ ８７ １８ ２５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数据库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ꎬ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ꎮ

(二) 加速区域整合ꎬ 最大自贸区扬帆起航ꎬ 助力区内贸易和工业化

率先实现经济一体化是实施非洲大陆一体化战略的重点ꎬ 而建立自贸区

无疑是重要抓手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以来ꎬ 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取得新突破ꎮ 非洲

三大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东南非共同市场、 南共体、 东共体) 签署自由

贸易协定ꎬ 宣告覆盖 ２６ 个国家的非洲三方自由贸易区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ｒｅａꎬ ＴＦＴＡ) 启动ꎻ 随后ꎬ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非洲联盟第 ２５ 届首脑会

议宣布启动非洲大陆自贸协议谈判ꎬ 计划通过商品和服务贸易谈判到 ２０１７ 年

建成涵盖非洲 ５４ 个国家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ｒｅａꎬ
ＣＦＴＡ)ꎮ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有效推进非洲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和工

业化进程ꎮ 据联合国非经委、 非洲开发银行和非盟联合测算ꎬ 非洲大陆自由

贸易区协议达成后ꎬ 即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拆除后ꎬ 非洲国家间的内部贸易占

比将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０ ２％提升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２１ ９％ ꎬ① 同时从非洲以外地区的进

口占比将减少ꎮ 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会使非洲各国制造

业和出口商受益良多ꎬ 如谷物、 糖等农产品的出口额将有每年 ７ ２％的额外增

１２

① ＵＮＥＣＡꎬ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ＶＩ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ꎬ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３２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

幅ꎬ 而纺织品、 皮革制品、 化工品、 矿产金属制品等工业品也可每年额外增

加 ４ ７％的出口额ꎮ
(三) 基础设施建设先行ꎬ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历来是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的优先选项ꎬ 但囿于资金短缺

和地区形势安全ꎬ 许多方案被搁置ꎮ 然而ꎬ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非洲经济增长

形势喜人ꎬ 各国发展基础设施的愿望更加迫切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ꎬ 非洲联盟通过

了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ＰＩＤＡ)ꎬ 整合了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４０ 年间非洲现有

的各类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发展规划ꎬ 涵盖能源、 交通、 信息通讯和跨境水

资源四大领域ꎬ 成为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基建指南ꎮ①

非洲国家推出的非洲跨国铁路建设计划是非洲近期掀起基建热潮的一个

缩影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在非洲铁路联盟第 ２１ 届大会上ꎬ 非洲国家通过了依靠自身力

量修建铁路、 实现整个非洲大陆的铁路一体化决议ꎬ 并在 １０ 月份的的黎波里

会议上列出十大铁路通道清单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来自南非、 塞内加尔、 尼日利亚等

１２ 个国家的铁路主管人员在尼日利亚铁路公司召开主题为 “交通运输大通

道” 的铁路大会ꎬ 根据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ＮＥＰＡＤ) 的相关内容ꎬ 参

会国决定调整其综合铁路运输计划ꎬ 作为开放非洲大陆计划的一部分ꎮ 非洲

铁路联盟秘书长阿达马迪亚涅表示ꎬ 向 ３２ 届成员国大会提交十大铁路交通

通道建议ꎬ 并优先安排三四项工程ꎬ 将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框架内的非洲

国家连接起来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ꎬ 非洲联盟第 １６ 届峰会召开ꎬ 会议通过了东西非铁

路项目为非洲重点建设项目的计划ꎬ 并确定塞内加尔为落实该计划的主导国ꎮ
在东部非洲ꎬ 连接肯尼亚的拉穆港、 南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运输走廊项

目 (ＬＡＰＳＳＥＴ) 就属于十大铁路通道项目清单之一ꎮ 该项目预计耗资 ２５０ 亿

美元ꎬ 号称 “非洲大陆最大工程”ꎮ 该项目计划在肯尼亚拉姆建造一个拥有

３２ 个泊位的深水港ꎬ 并建设连接港口与南苏丹首都朱巴以及埃塞俄比亚首都

亚的斯亚贝巴的高速公路、 铁路与输油管道ꎮ 新港口还将配套建设炼油厂、
仓库等基础设施ꎬ 此外ꎬ 它还包括在拉穆、 伊西奥洛、 洛基察吉奥建设 ３ 个

国际机场ꎮ 项目建成后ꎬ 将使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 乌干达、 卢旺达、 坦桑

尼亚和南苏丹连为一体ꎮ 这不仅有助于扩大区域市场规模ꎬ 而且将进一步强

２２

① 杨立华: «非洲联盟十年: 引领和推动非洲一体化进程»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７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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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东共体成员国间的纽带关系ꎬ 同时密切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ꎮ
目前ꎬ 运输走廊项目之一的肯尼亚标准轨距铁路 (ＳＧＲ)ꎬ 一期工程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破土动工ꎬ 预计 ２０１７ 年投入运营ꎮ 标准轨距铁路项目预估总成

本 １４０ 亿美元ꎬ 计划在东非最大港口城市蒙巴萨和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之间建

设一条 ４８５ 公里长的单轨铁路ꎬ 这是肯尼亚自 １９６３ 年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此

类项目ꎮ 此外ꎬ 肯尼亚政府还计划在内罗毕和马拉博或基苏木之间建设标准

轨距铁路延长线ꎬ 可行性研究正在进行中ꎮ 在东非地区ꎬ 坦桑尼亚参与的正

处于前期开发阶段且投资金额得到确认的项目中ꎬ 达累斯萨拉姆 － 卢旺达 －
布隆迪铁路ꎬ 将是东非地区跨境基建规模最大的项目ꎬ 投资额高达 ７６ 亿

美元ꎮ①

在南部非洲ꎬ 以南非为首的南共体 １５ 国已经规划了一个地区交通蓝图ꎬ
加速地区交通一体化建设ꎮ 其中ꎬ 最受瞩目且进展最快的项目当属贯通安哥

拉全境的本格拉铁路 (全长 １ ３４４ 公里)ꎬ 西起洛比托ꎬ 终点位于安哥拉与刚

果 (金) 接壤的边境重镇卢奥ꎮ 未来ꎬ 这条铁路将与安赞铁路、 坦赞铁路及

周边国家铁路网接轨ꎬ 以此实现南部非洲铁路的互联互通ꎮ
在西部非洲ꎬ 连接巴马科 (马里首都) 至达喀尔 (塞内加尔首都) 的铁

路项目就是东西非铁路项目中最西端部分ꎮ 整个东西非铁路项目涉及塞内加

尔、 马里、 布基纳法索、 尼日尔、 尼日利亚、 喀麦隆、 乍得、 苏丹、 埃塞俄

比亚和吉布提ꎮ
(四) 区内贸易水平有所提升ꎬ 南非、 科特迪瓦、 尼日利亚等为贸易支柱

国家

贸易一体化虽然是非洲实现经济一体化的首推领域ꎬ 但是区内贸易处于

较低水平ꎮ 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２０１５ 年国际贸易统计» 显示ꎬ 随着非洲

大陆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ꎬ 贸易一体化水平有所提升ꎬ 非洲域内贸易占非

洲国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１０％ 提高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８％ ꎮ 但与世

界其他地区的域内贸易水平相比ꎬ 非洲地区仅高于中东地区ꎬ 仍属低水平地

区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欧洲域内贸易占比高达 ７０％ ꎬ 亚洲 ５２％ ꎬ 中东为 ９％ ꎮ②

非洲大陆有 ５４ 个国家ꎬ 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征也体现在国家间的贸易往

３２

①
②

经济学人企业网络组织: « “一带一路” 经济版图»ꎬ 内部报告ꎬ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ꎬ 第 ７ 页ꎮ
ＷＴＯ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５ ꎬ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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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７ 年间ꎬ 南非、 尼日利亚、 科特迪瓦、 肯尼亚、 津巴布韦、
埃及、 赞比亚、 利比亚、 阿尔及利亚、 突尼斯是非洲区内贸易出口最多的国

家ꎬ 共占非洲国家间贸易出口总额的 ７８ ２％ ꎻ 南非、 津巴布韦、 赞比亚、 加

纳、 科特迪瓦、 尼日利亚、 莫桑比克、 马里、 摩洛哥、 埃及是非洲区内贸易

进口额最多的国家ꎬ 占非洲国家间贸易进口总额的 ５４ １％ ꎮ① 相关数据表明ꎬ
南非、 尼日利亚、 科特迪瓦三国是非洲贸易一体化建设的支柱国家ꎬ 上述三

国贸易额占同期非洲区内贸易总额的 ４０％ ꎬ 成为各自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

核心国ꎮ 从内部贸易商品结构看ꎬ 非洲内部贸易的构成比非洲外部贸易的构

成更为多样化ꎮ 非洲的对外出口中采掘业占了主导地位ꎬ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６ 年间ꎬ
非洲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的产品 ５３％是石油ꎬ 但非洲内部的贸易构成没有形

成任何能源产品占主导地位的格局ꎬ 除食品外ꎬ 燃料、 饮料、 烟草、 金属、
矿石和宝石等在非洲国家间相互贸易的潜力巨大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在非洲 １０
个重要的核心进口国中ꎬ 有 ４ 个是南部非洲国家ꎮ 这表明南共体内部成员国

强国、 小国都可以从强劲的一体化经济中受益ꎬ 凸显了南非的贸易引擎作用ꎮ
(五) 工业合作是一体化合作领域的 “短板”ꎬ 但非洲国家间的相互投资

额趋增

非洲国家工业规模有限ꎬ 行业分布不均衡ꎬ 且多为小微企业②ꎬ 导致企业

间联系薄弱ꎬ 出口竞争力低ꎬ 缺乏创新能力ꎮ 囿于各国工业发展的薄弱条件ꎬ
独立后的非洲一体化鲜见工业合作的成功案例ꎮ 然而ꎬ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伴随非

洲经济发展条件的改善ꎬ 非洲国家高度重视推进工业化ꎬ 非洲国家之间的相

互投资趋势增强ꎮ 近年来ꎬ 非洲国家相互投资趋势渐强还主要体现在服务业

领域ꎮ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 «世界投资报告» (２０１５)ꎬ 联合国贸发会对 ５００ 多

家非洲服务业跨国公司的约 ２ ７００ 家海外附属公司进行了统计ꎬ 从附属公司的

地域分布看ꎬ 其中 ５０％都设立在非洲国家ꎬ 涉及金融、 基础设施和贸易等领

域ꎮ 其中ꎬ 在贸易领域的 ２６５ 家附属公司中ꎬ 有 ３ / ４ 设立在非洲大陆内部ꎻ
在基础设施产业中ꎬ 约有 ２ / ５ 的公司位于非洲地区ꎮ 金融服务业的跨国公司

也同样关注自身在本国和非洲区域内的投资布局ꎮ 日益增长的非洲消费者市

４２

①

②

ＵＮＥＣＡꎬ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Ｖ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ꎬ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８５

非洲制造业企业平均每家雇员仅为 ４７ 人ꎬ 而马来西亚为 １７１ 人ꎬ 越南 １９５ 人ꎬ 泰国 ３９３ 人ꎬ
中国 ９７７ 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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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金融管制的放松以及金融企业的区域化发展定位ꎬ 都是导致非洲内部间

投资流量增加的重要因素ꎮ①

来自非洲大陆内部的投资是推动当地金融产业ꎬ 特别是银行零售服务业

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ꎮ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４ 年初ꎬ 金融服务业在非洲区域内的绿地

投资项目中约占 ５０％ ꎬ 其中 ３８％属于银行零售业ꎬ ５％属于保险业ꎮ 肯尼亚的

肯尼亚商业银行、 担保信托银行 (ＧＴＢ) 和菲纳银行 (ＦＩＮＡ Ｂａｎｋ)ꎬ 尼日利亚

的非洲联合银行以及南非的第一兰特银行和南非标准银行都是非洲内部金融业

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者ꎮ 目前ꎬ 这些银行已明显扩大了服务范围ꎮ 总部设在南

非的标准银行业务现已辐射到非洲 ２０ 多个国家ꎬ 总部设在多哥的泛非经济银

行 (Ｅｃｏｂａｎｋ)的服务范围更是高达 ３９ 个非洲国家ꎬ 而总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

联合银行也已经覆盖 １９ 个国家ꎮ 以摩洛哥对外贸易银行和利比亚外国阿拉伯银

行为代表的北部非洲国家银行也同样进行着强劲的区域扩张ꎮ 非洲银行业的扩

张行为大多开始于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以后ꎮ 例如ꎬ 南非标准银行已经将自身的全

球业务售出以便集中开展非洲业务ꎬ 其目标是成为一家非洲区域性银行ꎮ

借力一体化推动工业化的发展战略

工业合作落后于贸易、 基础设施、 人员流动领域合作的事实并不表明非

洲一体化组织不重视工业合作ꎮ 相反ꎬ 非洲国家一直寄希望通过经济一体化

的努力来推动工业化发展ꎮ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 ３ 日ꎬ ３２ 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尼日利

亚阿布贾签署的 «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 就见证了非洲国家试图通过经济一

体化推动工业化的发展思路ꎮ② 然而ꎬ 由于各种因素的阻遏ꎬ 无论是经济一体

化ꎬ 还是工业化ꎬ 并未达到预期目标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在全球产业格局大调整的背景之下ꎬ 非洲国家日益认识到

实现一体化和工业化的重要性ꎬ 重温和制定工业发展战略与目标ꎬ 为非洲国

家、 地区组织开展相关合作提供发展方向ꎮ
(一) 非盟大力倡导工业化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ꎬ 非盟大会通过了旨在推动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加工业发

５２

①
②

ＵＮＣＴＡＤꎬ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５ 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ｖａ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３８
舒运国: «非洲经济一体化五十年»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９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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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 «非洲加速工业发展行动计划»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ＡＩＤＡ)ꎮ 该计划强调工业化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核心

引擎ꎬ 非洲需要在国家、 地区、 大陆、 国际层面加强合作ꎮ 此次大会提出非盟

委员会召开非洲工业部长和工业事业部门紧急会议ꎬ 并深入讨论了 «非洲加速

工业发展行动计划» 的合理化、 优先领域和如何落实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ꎬ 非洲国

家工业部长会议制定了 «非洲加速工业发展行动计划实施方案»ꎮ 该方案包括

促进工业发展的 ７ 个优先领域ꎬ 即产业政策和制度方向、 提高生产和贸易能

力、 促进基础设施和能源发展、 开发人力资源、 工业创新体系和研发及技术

发展、 筹资和资源调动ꎬ 以及可持续发展ꎮ 该方案还特别强调加快非洲区域

工业一体化的重要性ꎬ 认为这是推动非洲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ꎻ 非洲区域组

织应以工业政策为主导ꎬ 聚焦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市场、 能源开发ꎻ 推动加强

非洲工业企业家之间的合作ꎮ 这将使非洲国家从工业化规模经济、 专业化、
次区域工业发展中获益ꎮ①

(二) 非洲次区域一体化组织积极跟进

在非盟引领下ꎬ 东共体、 南共体等一体化组织陆续出台区域性的工业化

战略ꎬ 在各自的区域市场内进行工业发展的布局与分工ꎬ 力争形成区域性的

产业链和供应链ꎬ 避免重复建设ꎮ
第一ꎬ 东共体就实施工业化战略和政策达成共识ꎬ 重点推动制造业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ꎬ 东共体第 １３ 届首脑峰会在布隆迪举行ꎬ 会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东共体发展战略 ——— «深化和加速地区一体化»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东

共体就实施工业化战略和政策的行动计划达成共识ꎮ 东共体工业化战略和政

策总的指导思想是通过提出本地区重点发展的领域ꎬ 创建与全球经济接轨的

工业部门ꎬ 促进东共体在 ２０３２ 年前完成工业化ꎮ 而发展制造业是实现东共体

工业化的重点ꎮ 目前ꎬ 正值工业化战略和政策的第一任务时段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ꎬ 东共体的目标是力促工业自我发展和平衡发展ꎮ 而铁矿石及其他矿物加

工、 化肥和农药、 制药、 石油和天然气加工、 农产品加工、 能源和生物燃料 ６
个战略性产业被列为最具发展潜力的行业ꎮ

第二ꎬ 南共体制定工业化战略ꎬ 重点推动矿业ꎮ 南共体是较早认识工业

６２

① 舒运国、 张忠祥: «非洲经济发展报告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ꎬ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２７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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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重要性的区域组织ꎮ 在第一个地区发展规划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８ 年) 中ꎬ 南共体

就倡导到 ２０１５ 年要实现工业结构多样化ꎬ 更加强调在所有出口行业提高附加

值ꎮ 南共体在贸易议定书中承认建立南共体自由贸易区过程中工业化的重要

性ꎮ 在南共体贸易议定书第四条第二款中指出ꎬ 在南共体自贸区内部削减进

口关税将与提高成员国竞争力的工业化战略相随ꎮ 基于对工业化重要性的认

识ꎬ 南共体在 ２００３ 年以后提出了许多地区层面的倡议ꎬ 其中最全面的倡议系

２００９ 年的南共体工业化升级和现代化项目ꎮ ２０１２ 年ꎬ 南共体采纳区域工业发

展框架ꎬ 目的就是寻求加强合作和促进南共体内部工业部门的前向和后向联

系发展以及倍增效应ꎬ 逐步在南部非洲地区建立多样的、 创新的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工业基地ꎮ 在南共体制定的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发展规划中ꎬ 工业化发展、
建立共同市场、 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发展被列为四大优先重点领域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 津巴布韦任南共体轮值主席国ꎬ 津巴布韦政

府决定发挥积极作用ꎬ 加快推进地区工业化战略和路线图的出台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 第 ３４ 届南共体首脑峰会在津巴布韦的瀑布城召开ꎬ 通过实现工业化推动

区域一体化成为会议中心议题ꎬ 与会国家一致认为急需制定一个工业化战略和

路线图———南共体经济转型战略: 通过加工和增值为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释放地区多样化资源ꎮ 另外ꎬ 此次峰会还考虑起草修改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地区战略发

展规划 (ＲＩＳＤＰ)ꎬ 委托贸易部长委员会在秘书处的支持下加以落实ꎬ 强调在目

前南共体一体化发展阶段需将工业化列为优先合作领域ꎬ 并确保工业发展和贸

易自由化的一系列目标产出ꎮ ２０１５ 年年初ꎬ 南共体成员国相关部门起草了南共

体区域工业化战略和路线图ꎮ ４ 月 ２９ 日ꎬ 南共体特别首脑会议在津巴布韦首都

哈拉雷举行ꎬ “实现工业化、 提高竞争力、 加深区域一体化” 成为会议的三大主

题ꎮ 此次会议还通过了 «南共体工业化战略» (Ｔｈｅ ＳＡＤＣ’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和路线图ꎬ 时间跨度为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６３ 年ꎮ

«南共体工业化战略» 的主要内容是: 一是推动南共体从依赖资源和低成

本的劳动力向增加投资和促进生产力方向发展ꎮ 二是明确战略构架由 ４ 个层

面组成: 成员国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 愿景和规划ꎻ 南共体条约ꎻ 地区战略

发展规划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ꎬ ＲＩＳＤＰ)ꎻ 南共体

协议和特别工业发展政策框架ꎮ 三是夯实农矿产品加工业发展基础ꎬ 并进一

步参与国家、 地区乃至全球层次的产业价值链ꎮ 四是配合非盟的 «非洲加速

工业化发展行动计划» 和 «２０６３ 愿景»ꎮ 南共体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分为 ３

７２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

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 加强工业发展、 市场一体化和相关

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前期投资ꎻ 第二阶段 (２０２１ ~ ２０５０ 年): 努力实现经济多

样化和提高生产率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ꎻ 第三个阶段 (２０５１ ~ ２０６３ 年): 以

高端技术和增加商业成熟度为特征驱动产业创新ꎮ①

值得指出的是ꎬ 由于南共体内 １５ 个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ꎬ 工业化发

展水平与诉求也有所差别ꎬ 所以南共体内部工业化并没有同步推进ꎮ 南部非

洲关税同盟 (ＳＡＣＵ) 的 ４ 个成员国长期致力于推动贸易和金融领域一体化的

发展ꎬ 已具备设计和推动区域工业发展的良好条件ꎬ 因而成为南共体一体化

的 “先锋”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ꎬ 南部非洲关税同盟通过了区域发展的 «五点计

划»ꎬ 其内容包括: 区域工业化、 共同税收协议、 贸易便利化、 同盟的机构建

设ꎬ 以及贸易谈判的立场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ꎬ 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成员国首脑峰会

对该计划的落实进行年度总结ꎬ 涉及区域规划项目的融资、 促进区域工业发

展的互补性ꎬ 以及建立工业发展的区域价值链等内容ꎮ
第三ꎬ 西共体出台共同工业政策ꎬ 能源产业成为重点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ꎬ 西

共体成员国专家就西非共同工业政策 (ＷＡＣＩＰ) 草案进行讨论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ꎬ 西共体部长理事会批准通过该政策文件ꎬ 并呼吁西共体委员会采取必要

措施尽快付诸实施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ꎬ 西共体成员国负责工业的部长举行会议ꎬ
对区域内所实施的西非工业政策进行审议ꎮ 西非共同工业政策内容包括区域

经济概览、 政策重点、 工业发展目标、 战略、 措施和指导方针等ꎬ 旨在拓宽

西非国家的工业生产领域ꎬ 并使之多样化ꎮ 其主要目标包括: 到 ２０３０ 年ꎬ 将

该地区国家原材料在本地加工的比例由现在的 １５％ ~ ２０％ 提高到 ３０％ 以上ꎻ
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贡献率由现在的 ６％ ~ ７％提升到 ２０％以上ꎻ 区域

内各国之间贸易量由现在不到 １３％提高到 ４０％ ꎬ 其中制造业产品ꎬ 特别是与

能源产业相关的制成品要达到 ５０％ ꎬ 本区域内向全球市场出口的制造业产品

份额需由现在的 ０ １％增加到 １％以上ꎮ②

第四ꎬ 马盟加紧研究工业化发展计划ꎮ 直到 ２０１３ 年马盟才结束一体化的

８２

①

②

ＳＡＲＤＣꎬ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ＡＤＣ: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Ｒｏａｄｍａｐ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ｒｄｃ ｎｅｔꎬ ２０１６ － ０４ － １９

“ＥＣＯＷＡ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ＡＤＯＰＴ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 Ｓｐｅｅｄ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ｅｃｏｗａｓ ｉｎｔ / ｐｒｅｓｓｅｓｈｏｗ ｐｈｐ? ａｎｎｅｅ ＝ ２０１０＆ｌａｎｇ ＝ ｅｎ＆ｎｂ ＝ ０９４ꎬ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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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期ꎮ ２０１３ 年ꎬ 马盟举行了一系列研讨会ꎬ 涉及地区小额信贷、 工业化、
可再生资源利用、 气候变化与农业调整ꎬ 以及创建马格里布经济共同体等议

题ꎮ 此外ꎬ 马盟还投资 １ 亿美元设立了一家外贸投资银行ꎬ 支持地区基础设

施建设ꎬ 此举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的赞赏ꎮ 拉加德认为ꎬ 马盟

的举措将会刺激投资ꎬ 加速地区一体化ꎮ
(三) 非洲国家配合地区一体化战略ꎬ 出台相关政策

非洲区域工业一体化战略与政策需要得到成员国的支持ꎬ 区域工业化战

略需要与单个成员国的工业化发展规划相协调ꎮ 由于有非盟的引领ꎬ 单个非

洲国家的工业化政策基本上是与区域的、 大陆的工业化政策相一致ꎬ 但强调

的重点领域和进程节奏有所差异ꎮ 作为非洲经济强国的南非ꎬ 无疑走在了非

洲工业化进程的前列ꎮ 南非非常重视能够吸引劳动力和促进本国国际竞争力

的矿业和制造业的发展ꎬ 并在工业化战略和国家发展规划中给予重点关注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南非政府提出跨越未来十年的 «新增长路径发展战略»ꎬ 将矿业、
制造业等列为 ６ 个给予特别重视的领域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南非贸工部出台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工业政策行动计划»ꎬ 期待经济从依赖消费向工业化转变ꎮ 南非政府加

强了对本国工业制成品的采购ꎬ 以此促进本土制造业的发展ꎮ 目前ꎬ 该国正

在实施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五年计划ꎬ 同样将实现工业多样化发展作为一个主要目

标ꎻ 在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３ 年的五年规划中ꎬ 南非政府强调进一步发展能源密集型产

业ꎬ 如采矿业ꎬ 同时有序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 商业和服务业等ꎮ
拥有非洲最多人口且为非洲最大经济体的尼日利亚ꎬ ２０１４ 年出台了 «尼

日利亚工业革命计划»ꎬ 旨在提高尼日利亚工业的竞争力ꎬ 加快制造业特别是

中小型企业的发展ꎬ 最终实现工业化ꎮ 该计划提出优先发展农业、 固体矿业、
油气相关产业以及建筑业、 轻工业和服务业ꎬ 并构建了相关支持与保障体系ꎮ

坦桑尼亚是非洲工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ꎬ 制造业发展严重依赖初级产

品的开发利用ꎮ 该国虽没有制定专门的工业发展战略ꎬ 但推动工业化已成为

国家发展规划的核心要义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ꎬ 坦桑尼亚政府向国会提交了第

二个 «国民经济社会五年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ꎬ 旨在促进坦桑尼亚工

业化发展ꎬ 消除贫困ꎬ 力争 ２０２５ 年使坦桑尼亚成为中等收入国家ꎮ 另外ꎬ 濒

临几内亚湾的赤道几内亚、 刚果 (布) 等国正凭借石油资源优势推进化工产

业发展ꎬ 值得关注ꎮ
综上ꎬ 在非盟统领下ꎬ 非洲工业化正在大陆、 次区域和国家层面推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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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非洲各区域工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和要素供给不同ꎬ 区域工业化的发展诉

求重点也有所差异ꎬ 并逐步形成各自的区域特点ꎮ 但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ꎬ
特别是重点扶持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小型加工制造业则成为共识ꎮ

非洲一体化与工业化协同发展面临的挑战

非洲经济一体化的新进展ꎬ 尤其是南共体、 东共体、 东南非共同市场这

三大区域组织开始融合并发起建立非洲最大的贸易区的实践ꎬ 标志着非洲大

市场正从碎片化向一体化整合ꎮ 非洲区域工业一体化虽然是合作 “短板”ꎬ 但

区域组织也在相继实施区域工业化战略和工业政策ꎬ 使得非洲大陆的工业化

在不同层面都将有所推动ꎬ 进一步接近了非洲工业现代化的目标ꎮ 然而ꎬ 由

于非洲国家的综合国力普遍较弱ꎬ 宏观经济形势较前恶化ꎬ 又逢国际经济复

苏艰难ꎬ 注定了一体化和工业化前景虽好ꎬ 但进程坎坷在所难免ꎮ
(一) 非洲大陆内部挑战颇多ꎬ 制约着一体化和工业化的步伐

在政治领域ꎬ 虽然大部分非洲国家独立超过半个多世纪ꎬ 但是有些国家

政治生态仍如一盘散沙ꎬ 无法以一个完整的政治个体推动一体化和工业化进

程ꎻ 有的非洲国家加入一体化组织只想获利不愿付出ꎬ 缺乏执行共同签署的

条约的政治意愿和政策信誉ꎬ 对一体化的态度经常多变或摇摆不定ꎬ 导致许

多区域一体化的决议束之高阁ꎬ 未来难免情景再现ꎮ 在安全领域ꎬ ２０１１ 年以

来ꎬ 非洲战乱和冲突不断ꎬ 伊斯兰极端势力有所扩散ꎬ 社会治安状况恶化ꎬ
公共卫生事件突发ꎬ 这些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干扰着非洲一体化和工业化的

进程ꎮ
在经济领域ꎬ 虽然非洲国家努力推进经济多样化ꎬ 但全球经济扩张时期

的非洲经济增长仍多由资源产业或少量服务业驱动ꎬ 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贡

献率很低ꎮ 这种 “无制造业发展的经济多样化” 或 “无工业化的增长” 状况

表明ꎬ 大部分非洲国家并未从根本上摆脱单一经济发展的窠臼ꎬ 甚至某些非

洲国家单一经济越发固化ꎬ 对外部世界的脆弱性依赖更加严重ꎮ ２００８ 年以来

非洲经济增长波动性加大ꎬ 尤其是全球经济进入艰难复苏时期后ꎬ 非洲经济

增长出现明显放缓态势ꎬ 进入相对困难的发展阶段ꎮ 资金短缺严重ꎬ 一体化

和工业化的项目不得不被推迟或搁置ꎮ 而且ꎬ 非洲经济依赖农矿资源产品换

取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格局不仅使非洲国家间推进互通有无的经济互惠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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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不足ꎬ 而且极易产生产业同质竞争问题ꎮ 同时ꎬ 非洲 ５４ 个国家经济发展

不平衡ꎬ 因国别诉求不同导致利益纷争频发ꎬ 从而严重影响非洲一体化的推

进ꎮ ２０１２ 年ꎬ 在非盟委员会主席选举中ꎬ 南非和尼日利亚两个大国分庭抗礼ꎬ
英语非洲国家与法语非洲国家俨然分裂为选边站队的对立两派ꎮ 除此之外ꎬ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人力资源不足等制约因素也不容忽视ꎮ

在社会文化领域ꎬ 虽说非洲一体化起源于泛非主义思潮ꎬ 但现实生活中

的非洲民众普遍缺乏开展区域一体化的思想基础ꎮ 目前ꎬ 一些非洲的民众对

民族国家认同水平都较低ꎬ 对区域认同意识就更加缺乏ꎬ 这对未来区域整合

的加速形成巨大挑战ꎮ 例如ꎬ 在坦桑尼亚ꎬ 虽然政府宣布支持东共体建设ꎬ
但公众对于土地和移民问题的担心将会对东共体一体化的深入推进构成挑战ꎮ
因此ꎬ 非洲一体化的当务之急就是工作重心下移ꎬ 不仅要精英决策ꎬ 而且要

大力培育非洲公民的区域认同观ꎬ 超越局部利益、 文化排他主义、 国家民族

主义、 固有的民族忠诚、 种族差别和其他一切实践活动ꎬ 由此夯实非洲开展

一体化的思想基础ꎮ①

(二) 外部经济环境不利于非洲推进一体化和工业化

２０１４ 年世界经济进入下行周期ꎬ 非洲经济放缓不可避免ꎮ 作为非洲主要

出口市场的欧元区和中国经济放缓ꎬ 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和美元加息ꎬ
使得非洲经济实现一体化和工业化的国际经济环境较前恶化ꎮ

非洲作为大宗商品主要输出地ꎬ 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关乎非洲国家的贸易

条件ꎬ 对非洲经济波动的影响非常显著ꎮ 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导致安哥拉、 尼

日利亚、 刚果 (金)、 刚果 (布)、 塞拉利昂、 南非、 赞比亚、 博茨瓦纳等非

洲油矿富国外汇收入和税收收入大幅减少ꎬ 财政入不敷出ꎮ 建设资金的捉襟

见肘已经打乱了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规划ꎬ 许多国内基建项目被迫搁置或延

迟ꎬ 地区一体化和工业化项目的进程更有可能被推迟ꎮ 美元进入加息通道有

可能导致流入非洲国家的资金减少ꎬ 外债沉重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ꎬ 美联储宣布上调联邦基准利率 ２５ 个基点ꎬ 对已经遭

受大宗商品价格低迷的非洲国家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ꎮ 美联储加息主要

通过汇率、 利率这两个主要途径影响非洲国家经济运行ꎮ 美元进入紧缩周期ꎬ

１３

① 李智彪: «非洲区域合作的特点与问题»ꎬ 载张蕴岭: «世界区域化的发展与模式»ꎬ 世界知识

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版ꎬ 第 ２６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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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许多非洲国家本币贬值ꎬ 进而造成进口成本和通胀压力加大ꎬ 加大经济

增长的脆弱性ꎮ 美国加息从全球回收流动性ꎬ 使得外债沉重的非洲国家面临

资金外流和外债上升的风险ꎬ 经常项目赤字越高的国家越容易导致资本外流ꎮ
非洲国家前些年所面对的流动性充裕和低借贷成本的宽松环境已经发生逆转ꎮ
据联合国贸发会 «全球投资趋势报告» 显示ꎬ ２０１５ 年流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

资仅 ３８０ 亿美元ꎬ 较 ２０１４ 年下降 ３１％ ꎬ① 这或许标志着国际资本开始远离非

洲ꎮ 为此ꎬ 非洲争取自主发展的一体化战略和工业现代化战略更加陷入融资

困境ꎮ 从单个非洲国家来看ꎬ 受美元加息影响最严重的往往是那些外债高、
储蓄少、 前期资本流入大、 经常项目赤字高、 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非洲国家ꎮ
加纳、 安哥拉、 南非、 肯尼亚、 尼日利亚、 坦桑尼亚、 乌干达、 赞比亚、 埃

塞俄比亚等国的货币已经出现大幅贬值ꎬ 同时面临较大的资本外流、 财政赤

字上升、 融资困难和通胀压力ꎮ 而南非、 尼日利亚、 肯尼亚又是地区经济强

国和区域一体化的推动者ꎬ 这些国家经济面临内外交困ꎬ 自然无暇、 无力推

进区域经济一体化ꎮ

结　 语

实现一体化和工业现代化是非洲国家长期奋斗的目标ꎬ 正在不同层面出

台规划加以重点推进ꎮ 尤其是非洲三大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整合划一ꎬ 最大自

贸区的启动ꎬ 标志着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ꎬ 自此踏上了历史性新征程ꎮ
尽管目前工业合作仍是非洲一体化组织诸多合作领域中的短板ꎬ 但非洲重要

的一体化组织都在努力推进区域工业一体化战略和协调政策ꎬ 相信未来发展

会有很大改观ꎮ 当然ꎬ 在当今全球经济复苏艰难和非洲经济不景气环境下ꎬ
非洲自身发展的经济结构性问题更加凸显ꎬ 使得该地区一体化和工业化面临

更为严峻的挑战ꎬ 可能会延迟其发展进程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 非洲国家推动一

体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原材料、 劳动力以及潜在的大市场优势依然存在ꎬ 非洲

国家领导人积极吸引外部资金和技术推进一体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意愿更加迫

切ꎬ 反而为国际资本跻身非洲发展提供低谷切入的难得机遇ꎮ 毋庸讳言ꎬ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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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非洲一体化和工业化必是一个渐进的、 漫长的过程ꎬ 对此非洲国家和国

际合作伙伴都要有清醒的认识ꎬ 要有迎接挑战、 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ꎬ 尤

其是非洲国家要努力提高实施规划的执行力ꎬ 这点尤为重要ꎮ 另外ꎬ 国际社

会对非洲的发展也要有耐心ꎬ 积极配合其诉求ꎬ 同舟共济ꎬ 共融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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