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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中国对非投资合作的新动力与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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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ꎬ 世界经济陷入持续性的低迷ꎮ 外国直接

投资增长乏力ꎬ 非洲外资流入呈现持续低迷的状态ꎬ 而中国对非投资则出现

显著增长的态势ꎮ 非洲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仍然偏低ꎬ 但随

着非洲大陆的商业发展潜力与日俱增ꎬ 中国对非投资合作的增长空间广阔ꎮ
受益于快速城市化、 中产阶级崛起、 加速工业化战略、 改善营商环境ꎬ 以及

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等新驱动因素的影响ꎬ 非洲有望成为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的增长热点ꎮ 为推动中国对非投资合作的转型升级ꎬ 未来中国对非投资

合作应注重与非洲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相契合ꎬ 并与非洲城市化进程协调并行

和相互促进ꎬ 提升中国投资对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ꎮ 中国对非投资

合作应重点投向消费者导向产业、 基础设施和高技术产业等非洲外资流入最

具增长潜力的领域ꎬ 以推动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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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０７)ꎮ

外国直接投资 (ＦＤＩꎬ 简称 “外资”) 不仅能够给东道国带来资金、 技术

和专业技能ꎬ 还会增加就业、 提升生产率和竞争力水平ꎬ 因而被国内信贷资

金匮乏和成本高昂的非洲国家视为加速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外部资金来

源ꎮ 当前ꎬ 外资占非洲外部资金流入总额的 １ / ３ 左右ꎬ 是非洲外部资金流入

的重要来源ꎮ 中国是非洲仅次于美国、 英国和法国的第四大投资来源国ꎮ 在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ꎬ 中国政府推出了中非合作 “八
大行动”ꎬ 并提出未来三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额不少于 １００ 亿美元的发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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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多卷本 «非洲经济史»” (１４ＺＤＢ０６３) 的阶段性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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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ꎬ 旨在推动中非合作的转型升级ꎮ 为实现中非投资合作转型升级的战略部

署ꎬ 需要面向未来ꎬ 将非洲的长远发展利益与中非投资合作相结合ꎮ 鉴于此ꎬ
本文拟从非洲大陆商业发展潜力的视角ꎬ 详细阐述未来深化中国对非投资合

作的新驱动因素ꎬ 并提出推动中非投资合作转型升级的新思路ꎮ

非洲投资市场的特点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ꎬ ２００９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出现大规

模下降ꎬ 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下降幅度都在 ２０％ 左右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ꎬ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导致跨国公司投资意愿下降ꎬ 加之地缘政治风险和恐

怖主义等因素的影响ꎬ 全球外资流入量处于低水平波动状态ꎮ ２０１５ 年全球外

资流入量骤然上升ꎬ 这主要归因于在发达国家的大规模跨国并购案ꎬ 其中一

部分并购交易属于 “公司重置” 行为ꎬ 如出于避税和安全原因而搬迁公司总

部ꎬ 其生产活动并没有发生大规模转移ꎬ 这导致跨国并购的大幅增长并未有

效转化为生产能力的扩张ꎮ① 由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ꎬ 大宗商品价格暴跌ꎬ 地

缘政治风险和地区安全形势恶化等因素的影响ꎬ ２０１６ 年全球外资流入额比

２０１５ 年下降了 ５３８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７ 年全球外资流入量比 ２０１６ 年又下降了

２３ ４％ ꎬ 仅为 １ ４ 万亿美元 (参见表 １)ꎮ ２０１７ 年ꎬ 全球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

都出现大幅减少ꎬ 其中跨国并购额从 ２０１６ 年的 ８ ８７０ 亿美元ꎬ 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

的 ６ ９４０ 亿美元ꎻ 绿地投资额比上年下滑了 １４％ ꎬ 仅为 ７ ２００ 亿美元ꎬ 发达经

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下降幅度较大ꎮ②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ꎬ 非洲大陆的外资流

入呈现出如下特点ꎮ
第一ꎬ 非洲外资流入额持续低迷ꎬ 投资回报率显著下降ꎮ 全球金融危机

之后ꎬ 非洲外资流入至今仍未恢复到 ２００８ 年的水平 (５８１ ３ 亿美元)ꎮ 非洲在

世界外资流入总额中的比重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３ ４％ ꎬ 下降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２ ９％ ꎮ 非

洲在发展中经济体外资流入总额的比重亦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７ ４％ ꎬ 进一步下降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６ ２％ (参见表 １)ꎮ 这表明非洲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仍然处于

边缘化地位ꎬ 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和广度依然有限ꎬ 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得

０４１

①
②

ＵＮＣＴＡＤꎬ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ｖａ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２
ＵＮＣＴＡＤꎬ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８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ｖａ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２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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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益份额微弱ꎮ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 全球外资流入回报率逐步下降ꎬ 其中非洲大陆的外资流入

回报率降幅最大ꎬ 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２ ３％ ꎬ 下降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６ ３％ ꎮ① 这一方面

反映了全球经济持续性低迷导致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和机会都在减少ꎬ 另一

方面也反映了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非洲外资流入的不利影响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ꎬ
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暴跌ꎬ ２０１６ 年金属类和能源类大宗商品价格降至金融危机

后的最低点ꎮ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导致非洲外资流入的规模进一步缩减ꎮ ２０１７
年非洲外资流入量比上年下降了 ２１％ ꎬ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大宗商品价格暴

跌的影响ꎬ 埃及、 莫桑比克、 刚果 (布)、 尼日利亚、 安哥拉和南非等大宗商

品出口国的外资流入量都出现下滑ꎮ

表 １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７ 年非洲外资流入额及在世界外资流入格局中的地位 (单位: 亿美元)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世界 １３７１９ １５６７７ １５７４７ １４２５４ １３３８５ １９２１３ １８６７５ １４２９８

发达经济体 ６７９８ ８２４４ ８５８３ ６９３２ ５９６７ １１４１３ １１３３２ ７１２４

转型经济体 ６３７ ７９４ ６４９ ８３７ ５６５ ３６０ ６４１ ４６８

发展中经济体 ６２８５ ６６３９ ６５１５ ６４８５ ６８５３ ７４４０ ６７０２ ６７０７

非洲 ４６７ ４６７ ５２０ ５０８ ５２４ ５６６ ５３２ ４１８

非洲占世界
的比重 (％ ) ３ ４ ３ ０ ３ ３ ３ ６ ３ ９ ２ ９ ２ ８ ２ ９

非洲占发展中经济体
的比重 (％ ) ７ ４ ７ ０ ８ ０ ７ ８ ７ ６ ７ ６ ７ ９ ６ ２

　 　 资料来源: ＵＮＣＴＡＤꎬ “ＦＤＩ Ｉｎｆｌｏｗｓ ｂｙ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７ ”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 / /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ａｇｅｓ / ＤＩＡＥ / Ｗｏｒｌｄ％２０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２０Ｒｅｐｏｒｔ / Ａｎｎｅｘ － Ｔａｂｌｅｓ ａｓｐｘꎬ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０１

第二ꎬ 非洲外资流入的国别分布日趋广泛ꎬ 非资源型国家在外资流入中

的比重上升ꎮ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ꎬ 非洲外资流入的国别集中度有所下降ꎮ
２００５ 年ꎬ 非洲外资流入存量和流量前十位的国家占非洲外资流入存量和流量

总额的比重分别高达 ８１ ９％ 和 ８４ ８％ ꎻ 到 ２０１７ 年这两个比重分别降至

６９ ５％和 ６７ １％ ꎮ 尽管非洲矿产资源国仍然是外资流入的重要目的国ꎬ 非矿

产资源国在外资流入总额中的比重日趋上升ꎮ 据统计ꎬ 非矿产资源国在非洲

外资流入总额中的比重ꎬ 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２４％提高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３％ ꎬ ２０１７ 年约

１４１

① ＵＮＣＴＡＤꎬ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８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ｖａ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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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４０％ ꎮ① 这主要源于近年来非资源型国家宏观经济形势趋好的发展态势ꎮ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２０１７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展望» 报告ꎬ ２０１１
年以来非资源型国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速较快ꎬ 整体增速超过了

资源型国家ꎮ 埃塞俄比亚、 科特迪瓦、 塞内加尔、 肯尼亚、 乌干达和卢旺达

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长率较高的非资源型国家ꎮ② 相对于资源型国家

来说ꎬ 这些非资源型国家的经济多样化程度较高ꎬ 国内需求旺盛ꎬ 宏观经济

治理水平更高ꎬ 这无疑增加了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ꎬ 使得非资源型国家在

外资流入中的比重上升ꎮ
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报告ꎬ ２０１７ 年东部非洲、 西部非洲、 南部非洲

和北部非洲这 ４ 个次区域首次出现了外资流入项目数量接近的局面ꎬ 分别占

外资流入项目总数的 ２７％ 、 ２４％ 、 ２３％ 和 ２６％ ꎮ 与之相比ꎬ ２００５ 年东部非

洲、 西部非洲、 南部非洲和北部非洲的外资流入项目数量ꎬ 分别占外资流入

项目总数的 １１％ 、 １６％ 、 ２７％和 ４４％ ꎮ ２０１７ 年ꎬ 非洲外资流入项目数量排名

前十位的国家包括: 南非、 摩洛哥、 肯尼亚、 尼日利亚、 埃塞俄比亚、 埃及、
加纳、 坦桑尼亚、 阿尔及利亚和科特迪瓦ꎮ③ 这表明非洲外资流入的国别分布

更趋广泛ꎬ 非资源型国家对外资的吸引力增强ꎬ 非洲大陆形成了更具竞争性

的外资流入格局ꎮ
第三ꎬ 非洲外资流入的产业分布日益多元化ꎬ 非资源型产业的外资流入

增长势头强劲ꎮ 为降低全球金融危机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国民经济的冲击ꎬ
非洲国家纷纷致力于加快经济多元化进程ꎬ 非资源型产业的投资潜力增强ꎬ
制造业、 服务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外资流入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ꎬ 资源型产

业外资流入则增长缓慢乃至下滑ꎮ 非洲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出现了从资

源型产业向非资源型产业倾斜的趋势ꎬ 外资流入的产业分布日益多元化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受到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的冲击ꎬ 非洲大陆的石油、 天然气

和煤炭行业的外资流入绿地项目公告数量占总公告的绿地项目数量比重急剧

下降ꎬ 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６％下降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４％ ꎬ 以及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至 １１ 月的

２４１

①

②

③

ＡｆＤＢꎬ ＯＥＣＤ ＆ ＵＮＤＰ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７: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４８

ＩＭＦ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ｎｇｉｎｅ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７ꎬ ｐ ７４

ＥＹꎬ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ｉｄｅｓ: ＥＹ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１６ －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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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ꎻ 与此同时ꎬ 制造业、 服务业和基础设施相关的绿地项目公告数量迅速

上升ꎮ ２０１６ 年ꎬ 非洲外资流入绿地项目公告金额最高的国家分别为埃及、 摩

洛哥、 安哥拉、 加纳、 莫桑比克、 南非和埃塞俄比亚ꎬ 主要投资产业除了石

油、 天然气、 煤炭、 能源之外ꎬ 还有制造业、 建筑业和服务业ꎮ ２０１６ 年ꎬ 摩

洛哥外资流入绿地项目公告额高达 ４９ 亿美元ꎬ 其中汽车产业的绿地投资公告

额为 １３ 亿美元ꎬ 吸引了包括美国福特汽车和法国的标致雪铁龙和雷诺汽车等

跨国公司的投资ꎮ 摩洛哥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主要源于良好的商业环境、
产业政策、 日益增长的城市消费市场、 运行较好的基础设施和有利的对外贸

易协定等ꎮ 近年来ꎬ 加纳的经济多元化取得进展ꎬ 推动了外资流入的持续增

长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加纳外资流入绿地项目公告额比上年增长了 １３％ ꎬ 达到 ３６ 亿

美元ꎬ 其中金融和商业服务的投资额增加显著ꎮ①

据统计ꎬ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６ 年ꎬ 非洲外资流入的资源型绿地投资额年均增长率

为 － １７％ ꎬ 而制造业绿地投资额年均增长率为 ５％ ꎬ 制造业超过资源型产业成

为非洲绿地投资存量最高的产业门类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在非洲制造业外资流入

中ꎬ 纺织、 服装和皮革业的绿地投资额增长显著ꎬ ２０１７ 年达到 ４０ 亿美元ꎬ 比

２０１４ 年增长了一倍ꎬ 是 ２００８ 年的 ２０ 倍ꎬ 其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额较大ꎬ
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ꎮ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６ 年ꎬ 非洲外资流入的绿地投资额增长最

快的产业门类有工业设备、 仓储、 可再生能源、 消费电子、 医疗卫生、 通讯

和房地产ꎬ 而煤炭、 石油、 天然气和金属矿产品的绿地投资额在下降ꎮ② 尽管

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ꎬ 资源型产业外资流入量有可能再次出现周期性上

升ꎮ 即便如此ꎬ 非洲大陆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资源型外资流入目的地ꎬ 外资流

入将更加趋于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聚集ꎬ 这将会提升外资流入对非洲经济

发展的推动作用ꎮ
第四ꎬ 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非洲外资流入格局中的地位日益提升ꎮ

从非洲外资流入来源地来看ꎬ 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一直是非洲大陆最重要的

投资来源国ꎮ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ꎬ 尽管英国、 法国和美国仍然是非洲外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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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存量最多的 ３ 个国家ꎬ 然而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６ 年ꎬ 上述三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

量几乎没有变化①ꎬ 而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则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６２ 亿美元大

幅上升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３９９ 亿美元ꎬ 成为非洲外资流入存量第四大来源国ꎮ 印度

在非洲外资流入格局中的地位也在日益提升ꎮ 近年来ꎬ 印度对非洲投资地域

和产业分布日益多元化ꎬ 从最早集中在东部和南部非洲ꎬ 到现在扩展至整个

非洲大陆ꎬ 投资领域也日趋广泛ꎬ 现已涵盖资源行业、 信息通信技术、 银行

业、 农业、 制药业、 纺织业、 汽车业和公用事业等众多领域ꎮ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４
年ꎬ 印度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从 １１９ 亿美元上升至 １５２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毛

里求斯占到印度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的 ９０％ 以上ꎬ 其次是南非、 莫桑比克、
尼日利亚和利比亚ꎮ② ２０１６ 年ꎬ 印度是非洲外资流入存量第八大来源国ꎮ 与

此同时ꎬ 南非、 马来西亚、 巴西、 韩国、 土耳其、 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也已

经或正在成长为非洲大陆重要的投资来源国ꎮ 新兴经济体在非洲外资流入格

局中的地位显著增强ꎮ 不同的新兴经济体凭借自身的竞争优势ꎬ 能够为非洲

发展提供各异的专业技能ꎬ 例如ꎬ 巴西在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 中国在制造

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印度在制药、 信息通讯技术和服务等领域为非洲发展提

供有益的专业支持ꎮ 新兴经济体对非洲直接投资呈现出日益增长的态势ꎬ 这

将为非洲国家实现经济多样化、 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扩展外部融资

来源ꎬ 提供难得的发展机遇ꎮ
与此同时ꎬ 非洲大陆作为外资流入地的区位优势日益凸现ꎬ 无论是欧美

等传统投资国ꎬ 还是中国等新兴投资国ꎬ 都有必要客观审视非洲投资市场的

新变化ꎬ 关注非洲投资市场可深入挖掘的潜力ꎬ 以及应对将有更多投资国参

与的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ꎮ

中国对非投资合作的发展态势

２０００ 年中非合作论坛成功举办以来ꎬ 中非经贸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ꎬ 开

创了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ꎬ 成为南南合作的成功典范ꎮ 伴随着中国实施 “走
出去” 开放战略和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日趋成熟ꎬ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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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ꎬ 现已成为非洲重要的投资来源国ꎮ
第一ꎬ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规模快速提升ꎮ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ꎬ 非洲外

资流入额持续低迷ꎬ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却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ꎬ 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４ ４ 亿美元ꎬ 增长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３３ ７ 美元ꎬ 之后有所下降ꎬ ２０１７ 年再度

提升至 ４１ 亿美元ꎮ ２００９ 年末ꎬ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为 ９３ ３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７ 年猛增至 ４３３ 亿美元ꎬ 是 ２００９ 年的 ４ ６ 倍 (参见表 ２)ꎮ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６
年ꎬ 非洲外资流入绿地项目总公告金额中ꎬ 中国占比最高ꎬ 达到 ２３ ９％ ꎬ 其

次是阿联酋 (９ ２％ )ꎬ 意大利 (７ ２％ )、 美国 (６ ５％ )、 摩洛哥 (５％ )、 法

国 (４ ８％ )、 英国 (４ ７％ )ꎮ① 中国在非洲外资流入格局中的地位日益显著ꎮ

表 ２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 (单位: 万美元)

年份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

２００９ １４３ ８８７ ９３３ ２２７

２０１０ ２１１ １９９ １ ３０４ ２１２

２０１１ ３１７ ３１４ １ ６２４ ４３２

２０１２ ２５１ ６６６ ２ １７２ ９７１

２０１３ ３３７ ０６４ ２ ６１８ ５７７

２０１４ ３２０ １９３ ３ ２３５ ００７

２０１５ ２９７ ７９２ ３ ４６９ ４４０

２０１６ ２３９ ８７３ ３ ９８７ ７４７

２０１７ ４１０ ５００ ４ ３２９ ６５０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 ｈｔｍ? ｃｎ ＝ Ｃ０１ꎬ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２２

第二ꎬ 中国对非洲投资覆盖率广ꎬ 民营企业对非投资力度不断加大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ꎬ 中国到非洲投资的多为国有大中型企业ꎬ ２０００ 年以来民营

企业加大了投资非洲的力度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末ꎬ 中国在非洲投资的企业有３ ４１３
家ꎬ 其中民营企业超过 ２ ０００ 家ꎬ 共覆盖了 ５２ 个非洲国家ꎬ 主要分布在南非、
赞比亚、 尼日利亚、 安哥拉、 埃塞俄比亚、 加纳、 坦桑尼亚、 乌干达和肯尼

亚等国家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末ꎬ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最高的 １０ 个国家分别

是: 南非、 刚果 (金)、 赞比亚、 尼日利亚、 安哥拉、 埃塞俄比亚、 阿尔及利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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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津巴布韦、 加纳和肯尼亚ꎮ①

第三ꎬ 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的产业分布日益多元化ꎮ 尽管采矿业和建筑

业仍然是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最高的行业ꎬ 但金融业、 制造业、 商务服

务业等领域的中国投资呈现显著增长态势ꎮ 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现已涵盖建

筑业、 交通运输、 制造业、 采矿业、 金融业、 商务服务业、 农业等各个领域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末ꎬ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前五位的行业分别为建筑业、 采矿

业、 金融业、 制造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参见图 １)ꎮ

图 １　 ２０１７ 年末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前五位的行业

资料来源: 中国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２０１７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统计公报»ꎬ 第 ２５ 页ꎬ 载中国商务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ｔｏｎｇｊｉｚｉｌｉａｏ / ｄｇｚｚ / ２０１８０９ / ２０１８０９０２７９１４９２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２８ꎮ

第四ꎬ 中国政府注重推动对非投资合作模式的创新ꎮ ２００６ 年以来ꎬ 中国

政府支持企业在非洲建立经贸合作区及产业园区ꎬ 为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搭

建平台ꎬ 促进集群式投资合作ꎬ 以推动中非投资合作的深入发展ꎮ 迄今为止ꎬ
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建立了 ６ 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ꎬ 包括赞比亚中国

６４１

① 中国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２０１７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ꎬ 第 ４０ ~
４７ 页ꎬ 载中国商务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ｔｏｎｇｊｉｚｉｌｉａｏ / ｄｇｚｚ / ２０１８０９ / ２０１８０９０２７９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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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合作区、 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 尼日利亚

广东经贸合作区、 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和毛里求斯晋非经贸合作区ꎮ 中国

地方政府和企业在非洲国家还陆续建立了几十个各种形式的产业园区ꎬ 如非

洲 (乌干达) 山东工业园、 辽沈工业园、 中乌科虹农业产业园ꎻ 埃塞俄比

亚 －中国东莞华坚国际轻工业园、 埃塞俄比亚 － 湖南装备制造合作园区等ꎮ
综上可知ꎬ 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在产业分布日益多元化的基础上ꎬ 还注重投

资合作模式的创新ꎬ 中非经贸合作区和产业园区的建立就是将中国投资与非

洲经济转型紧密关联的投资模式创新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尽管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呈现增长态势ꎬ 但是在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仍然处于较低水平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

流量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比重仅为 ２ ６％ ꎬ 低于其他各大洲的水平ꎮ
２０１７ 年末ꎬ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仅为

２ ４％ ꎬ 仅略高于大洋洲的水平 (表 ３)ꎮ 随着非洲大陆商业发展潜力与日俱

增ꎬ 对外资流入的吸引力将逐步增强ꎬ 未来中国对非投资合作增长空间广阔ꎮ

表 ３　 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各洲构成情况

地区
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２０１７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金额 (亿美元) 比重 (％ ) 金额 (亿美元) 比重 (％ )

亚洲 １ １００ ４ ６９ ５ １ １３９３ ２ ６３ ０

拉丁美洲 １４０ ８ ８ ９ ３ ８６８ ９ ２１ ４

北美洲 ６５ ０ ４ １ ８６９ １ ４ ８

欧洲 １８４ ６ １１ ７ １ １０８ ６ ６ １

大洋洲 ５１ １ ３ ２ ４１７ ６ ２ ３

非洲 ４１ ０ ２ ６ ４３３ ０ ２ ４

合计 １ ５８２ ９ １００ ０ １８ ０９０ ４ １００ ０

　 　 资料来源: 中国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２０１７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
报»ꎬ 第 １４ 页、 第 ２０ 页ꎬ 载商务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ｔｏｎｇｊｉｚｉｌｉａｏ / ｄｇｚｚ / ２０１８０９ /
２０１８０９０２７９１４９２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２８ꎮ

非洲吸引中国投资增长的新驱动因素

近年来ꎬ 中国对非投资合作的稳步发展ꎬ 既得益于中国政府为推动中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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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走进非洲、 扎根非洲而实行的各项政策支持ꎬ 更受益于非洲的商业发展

潜力与日俱增ꎮ 从非洲市场角度来说ꎬ 未来深化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有如下

的新驱动因素ꎮ
第一ꎬ 人口规模攀升、 快速城市化和中产阶级壮大使得非洲大陆消费市场

潜力巨大ꎬ 对中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增强ꎮ 非洲大陆人口规模庞大ꎬ ２０１７ 年超过

１２ 亿ꎬ 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将达到 ２５ 亿ꎮ 近年来ꎬ 非洲城市化推进速度为世界各地

区之首ꎮ ２０１７ 年非洲人口城市化率达到 ４１％ꎬ 预计 ２０５０ 年将达到 ５６％ꎮ① 快速

推进的城市化使得非洲成为世界上中产阶级增长最快的地区ꎮ 日消费额在 ５ 美

元至 ２０ 美元之间的中产阶级人数ꎬ 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１ ０８ 亿上升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２ ４７
亿ꎬ ２０１６ 年达到 ３ ５ 亿ꎮ 伴随着人口规模攀升、 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中产阶级的

日益壮大ꎬ 非洲私人消费增长迅速ꎬ 居民消费模式出现新变化ꎬ 对日用品和加

工食品等制成品ꎬ 金融、 商业和电信等现代服务的需求显著上升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非洲大陆私人消费支出年均增速为 ３ ７％ꎮ② 非洲私人消费中ꎬ 加工食品消费

需求增长迅猛ꎮ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ꎬ 非洲大陆加工食品消费增长很快ꎬ 是世界平

均水平的 １ ５ 倍ꎮ 近年来ꎬ 私人消费已经成为非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ꎬ 对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日益显著ꎬ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６ 年ꎬ 年均增长达到 ３ ７ 个

百分点ꎬ 相当于中国和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水平ꎮ③ 快速增长的消费市场代

表了非洲大陆经济繁荣的巨大潜力ꎬ 对中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将日益增强ꎮ
第二ꎬ 非洲大力推行加速工业化发展战略ꎬ 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的增长

空间广阔ꎮ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ꎬ 为构建强大的内生增长动力ꎬ 推动国民经济

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ꎬ 在非洲联盟、 区域组织和国家层面上均大力推行加

速工业化发展战略ꎬ 新一轮工业化进程正处在加速酝酿及稳步实施的阶段ꎮ
在全非层面ꎬ ２００８ 年非洲联盟在第 １１ 届首脑会议上通过 «非洲加速工业发展

行动计划»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ꎬ 强

调工业化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ꎬ 非洲需要在国家、 区域、 大陆和国际

层面加强合作ꎬ 促进非洲工业发展ꎮ 该计划是非洲大陆工业化的重要议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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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在非洲联盟峰会上正式通过了 «２０６３ 年议程»ꎬ 作为非洲未来

５０ 年发展的远景规划ꎮ 在 «２０６３ 年议程» 中ꎬ 非洲联盟再次强调对非洲工业

化的重视ꎬ 并提出未来几十年工业化发展战略ꎬ 总目标是通过工业化尤其是

制造业的发展促进非洲经济转型ꎬ 扩大非洲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份额ꎮ 非

洲联盟提出到 ２０６３ 年ꎬ 非洲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５０％ 以

上ꎬ 非洲将有效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ꎬ 并打造一批区域制造中心ꎮ①

在区域组织层面ꎬ 非洲各区域经济共同体均将工业化视为推动区域经济

一体化的关键环节ꎬ 其中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东非共同体制定了专门的区

域工业发展战略来指导区域工业化进程ꎬ 其他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工业发展战

略涵盖在总体发展战略之中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通过了

«２０１５ ~ ２０６３ 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工业化战略及路线图»ꎬ 提出工业化应作

为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核心任务ꎬ 路线图的实施将重点关注生产率的提升、 基

础设施改善、 技术升级和创新、 私营部门参与、 扩大融资力度等方面ꎬ 并提

出优先发展农矿产品等区域价值链ꎬ 并提升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水平等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东非共同体制定了 «２０１２ ~ ２０３２ 年东非共同体工业化战略»ꎬ 提出到

２０３２ 年将东非共同体的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当前的 １０％提升至

２５％ ꎮ 东共体提出的工业化战略突出 ６ 个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战略门类ꎬ 包

括铁矿石和其他矿产品加工业、 农用化学品、 制药、 石化制品、 农产品加工

业、 能源和生物燃料ꎮ 未来ꎬ 东共体将协同成员国和私营部门的合力ꎬ 推动

这 ６ 个战略领域的发展ꎮ②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通过了 «西非

国家经济共同体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战略框架» 和配套战略行动方案ꎬ 提出要打造

和完善地区生产、 贸易和货币一体化ꎬ 夯实工业发展基础ꎬ 提高地区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ꎮ
在国家层面ꎬ 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制定了旨在推动工业发展的战略规划ꎬ

以加速本国的工业化进程ꎮ 例如ꎬ 埃塞俄比亚政府制定了 «增长和转型计

划»ꎬ 旨在促进农业和工业增长ꎬ 政府提出将全力支持制造业发展ꎮ 科特迪瓦

制定了 «２０２０ 新兴国家战略»ꎬ 其目标是到 ２０２０ 年将科特迪瓦建设成为新兴

经济体ꎬ 实现国民经济向工业化转型ꎮ 肯尼亚制定了 «２０３０ 年远景规划»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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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到 ２０３０ 年将肯尼亚建成新兴工业化、 中等发达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

家ꎮ 伴随着非洲国家大力推行加速工业化战略ꎬ 非洲国家的制造业生产、 出

口和外资流入额都在上升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ꎬ 非洲制造业产值从 １ ６１４
亿美元提升至 ２ ０７４ 亿美元ꎬ 增加了 ２８ ５％ ꎬ 年均增长率达到 ５ １％ ꎻ 这期间

乍得、 刚果 (金)、 埃塞俄比亚、 尼日利亚和尼日尔制造业产值提高幅度超过

６０％ ꎮ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４ 年ꎬ 非洲制成品出口额从 ５０９ 亿美元上升至 １ ０６０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制造业占非洲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存量的比重达到 ２０％ ꎮ①

总体来说ꎬ 在非洲联盟、 区域组织和国家层面均大力推行加速工业化发

展战略ꎬ 未来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的增长空间广阔ꎮ
第三ꎬ 非洲国家营商环境日益改善ꎬ 本土市场的商业发展潜力成为吸引

外资流入的首要动因ꎬ 中国对非投资合作的风险系数下降ꎮ 全球金融危机以

来ꎬ 为推动国民经济步入可持续增长的轨道ꎬ 非洲国家推行结构性改革的动

力显著增强ꎬ 营商环境日趋改善ꎬ 为外资流入提供了较为有效的制度支持ꎮ
近年来ꎬ 修订外国投资相关法律、 简化行政管理程序、 降低新建和运营企业

成本等改革举措ꎬ 使得非洲国家的营商环境更具有吸引力ꎮ 根据世界银行

«２０１９ 年营商环境报告»ꎬ 在全球 １９０ 个经济体中ꎬ 毛里求斯和卢旺达的营商

环境排名分别为第 ２０ 位和第 ２９ 位 (高于俄罗斯、 土耳其、 中国等新兴经济

体)ꎬ 是非洲大陆营商环境最好的国家ꎬ 其后是摩洛哥、 肯尼亚、 突尼斯、 南

非和博茨瓦纳ꎮ②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１７ 年非洲竞争力报告»ꎬ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６
年非洲国家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平均提升了 ５％ ꎬ 大多数非洲国家均实现了全球

竞争力指数不同程度的提升ꎮ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１８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ꎬ
在全球 １４０ 个经济体中ꎬ ２０１８ 年毛里求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为第 ４９ 位 (高于

菲律宾、 印度、 土耳其、 巴西等新兴经济体)ꎬ 是非洲大陆全球竞争力最高的

国家ꎬ 其次是南非 (第 ６７ 位)、 塞舌尔 (第 ７４ 位)、 摩洛哥 (第 ７５ 位)、 突

尼斯 (第 ８７ 位) 和博茨瓦纳 (第 ９０ 位)ꎮ③

随着营商环境的日益改善ꎬ 非洲的商业发展潜力已经超过自然资源禀赋ꎬ
成为吸引国际投资者的首要动因ꎬ 并推动外资流入的产业布局多元化ꎮ 当前ꎬ
２９ ５％的外国投资者将商业环境的改善作为投资非洲的主要动因之一ꎬ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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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在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７ 年只有 １２％ 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ꎬ 非洲国内和区域市

场的巨大商业潜力是吸引新的外资项目的首要驱动因素ꎬ 占总投资项目数量

的 ５３ ４％ ꎬ 这一比例与亚洲国家 (５５ ７％ ) 相似ꎮ① 这表明ꎬ 跨国公司对非

洲投资越来越看重非洲国内和区域市场的商业发展潜力ꎬ 更多地将产品销售

到当地市场作为投资动机ꎮ 非洲国家日趋改善的商业环境ꎬ 已经成为吸引外

资流入的首要动因ꎬ 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的风险系数下降ꎮ
第四ꎬ 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ꎬ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ꎬ

为深化中国对非投资合作增添新的动力来源ꎮ 非洲国家重视推动区域经济一

体化进程ꎬ 将区域经济合作视为建设更强大和更可持续的非洲经济的重要动

力来源ꎮ 当前非洲国家正通过大规模跨境基础设施建设、 取消区域内的关税

和非关税壁垒、 合理有效的产业发展政策等措施ꎬ 支持区域内企业和区域价

值链的发展ꎬ 增强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动力ꎬ 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ꎮ
非洲联盟认可的非洲区域经济共同体有 ８ 个ꎮ② 根据 ２０１７ 年非洲联盟、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和非洲开发银行联合发布的 «非洲区域一体化评估»
报告ꎬ 东非共同体是非洲大陆一体化程度最高、 进展最快的区域经济共同体ꎮ
目前ꎬ 东非共同体已经实现了共同市场ꎬ 并致力于建立统一税制和一站式边

境站ꎬ 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更佳的营商环境ꎮ
值得关注的是ꎬ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０ 日生效ꎬ ７ 月

７ 日启动实施ꎬ 这意味着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全球范围内成员数量最多的自

由贸易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ꎮ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超越

了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协定ꎬ 涵盖一些共同市场的要素ꎮ 传统的自由贸易

协定通常仅包含消除商品贸易的关税和配额ꎬ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则涵

盖了商品和服务贸易、 投资、 知识产权和竞争政策等方面ꎬ 而关于投资和服

务的统一规则和监管措施ꎬ 通常都是在共同市场建立后才涉及的内容ꎮ③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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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自由贸易区是非洲联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的旗舰项目ꎬ 也是推动非洲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性倡议ꎮ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标志着非洲区域

一体化迈入里程碑式的新阶段ꎬ 未来区域内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将大大降低ꎬ
区域内贸易和投资水平将显著提升ꎬ 各国经济多样化和工业化进程有望加速ꎬ
这必将推动区域价值链的深入发展ꎬ 以及更有效地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ꎬ
为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更坚实的基础和更广阔的市场空间ꎮ 可以预见ꎬ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将会通过扩展市场容量ꎻ 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ꎻ 提升

各国生产力、 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等渠道ꎬ 为深化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增添新

的动力来源ꎮ
展望未来ꎬ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ꎬ 随着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ꎬ

加之外汇储备充足ꎬ 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潜力巨大ꎮ 中国自 ２０１４ 年首次成为资

本净输出国ꎬ 到 ２０１７ 年已然跃升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次于美国位居第

二位的国家ꎮ 从发展趋势看ꎬ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会继续增长ꎬ 在全球

对外直接投资格局中的地位将更加显著ꎮ 未来ꎬ 继续深化中国对非洲投资合

作ꎬ 不仅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ꎬ 也符合中国作为全球对外投资

大国的利益诉求ꎮ 对于非洲国家来说ꎬ 由于面临着诸如经济结构转型滞后、
贫困状况严重、 青年失业率高、 基础设施薄弱、 科技创新能力匮乏等严峻的

发展挑战ꎬ 加之国内信贷资金不足和成本高昂的压力ꎬ 将吸引外资作为推动

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工具就显得既明确又紧迫ꎮ 当前ꎬ 中国经济的再平衡进

程为非洲经济增长、 创造就业和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提供了难得的

机遇ꎮ 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推动非洲经济发展ꎬ 符合非洲国家的发展

诉求ꎮ 由此可知ꎬ 未来中国对非投资合作的持续深化符合双方的利益诉求ꎮ
如前所述ꎬ 非洲大陆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尚不足 ３％ ꎮ 未来ꎬ 随着

中国对外投资总体规模的攀升ꎬ 以及非洲市场对中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增强ꎬ
加之中国政府推动中非投资合作转型升级的政策支持ꎬ 中国对非投资合作有

望出现跨越式的增长ꎮ

中国对非投资合作转型升级的新思路

根据世界银行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发布的报告ꎬ 未来三年在世界经济平均增速继

续下滑的背景下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将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并超过世界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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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ꎮ① 基于对非洲经济增长和商业潜力的乐观预期ꎬ 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中国

投资者将非洲视为充满活力的潜在投资市场ꎮ 展望未来ꎬ 为推动中国对非投

资合作的转型升级ꎬ 中方应注重通过中非投资合作促进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ꎬ
并重点关注如下方面:

第一ꎬ 产业政策是非洲政府强化外资流入与国家发展战略协调并行的有

效工具ꎬ 未来中国对非投资合作应注重与东道国产业政策相契合ꎬ 推动非洲

经济可持续发展进程ꎮ 近年来ꎬ 非洲国家越来越重视制定明晰和优惠的产业

政策ꎬ 激励和引导外国投资进入国家发展战略的优先和重点领域ꎬ 强化外资

流入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协调并行ꎬ 以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推动经济可持

续发展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０ 年埃塞俄比亚开始执行雄心勃勃的国家发展战略 «增长

与转型计划»ꎬ 这是具有政策连续性的五年发展规划ꎬ ２０１６ 年开始执行第二阶

段计划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ꎮ 在 «增长与转型计划» 中ꎬ 埃塞俄比亚政府提出

到 ２０２５ 年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ꎬ 并从农业国转型成为非洲最大的制造业

中心ꎮ 为实现这些发展目标ꎬ 埃塞政府重点关注基础设施建设、 教育和医疗

卫生投资、 城市和乡村发展ꎬ 以及建立工业园区ꎬ 并大力鼓励私营部门参与

国家建设ꎮ 为了将埃塞俄比亚建成非洲最大的制造业中心ꎬ 国家规划建立一

系列工业园区ꎬ 重点发展纺织、 皮革、 农产品加工和制药等产业ꎬ 并制定产

业政策鼓励外国投资者优先进入这些产业ꎬ 以带动轻工制造业的快速发展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 埃塞俄比亚首个国家工业园哈瓦萨工业园 (也是撒哈拉以南非

洲最大的工业园) 开始投入运营ꎬ 并吸引了美国服装业巨头 (ＰＶＨ) 等十几

家国际企业入驻ꎮ 受益于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ꎬ 埃塞俄比亚外资流入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６ 亿美元猛增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６ 亿美元ꎬ 其中工业园区和基础设施是最主

要的投资领域ꎮ②

又如ꎬ ２０１４ 年摩洛哥政府制定了 «２０２０ 年加速工业发展战略»ꎬ 计划利

用外资加快汽车工业、 航空工业、 电子、 农产品加工和新能源等产业的发展ꎮ
汽车工业是摩洛哥工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ꎬ 在产业政策的扶持下ꎬ 摩洛哥

汽车行业发展迅猛ꎬ 吸引了大量的跨国公司投资ꎬ 如雷诺集团、 雪铁龙公司

和标志集团相继进入摩洛哥ꎮ 当前雷诺品牌汽车在摩洛哥汽车市场销量第一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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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诺丹尼尔工厂已经成为雷诺全球前五大生产基地之一ꎮ
通过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ꎬ 一些非洲国家已经实现了外资流入与国家长

远发展战略的协调并行ꎮ 未来非洲国家将会更加重视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ꎬ
积极鼓励和引导外资流入推动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关键行业和优先领域ꎬ 强

化外资流入与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联效应ꎬ 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坚

实的基础ꎮ 为此ꎬ 未来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应更加注重与东道国的产业政策

相契合ꎬ 推动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进程ꎮ
第二ꎬ 优化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的产业布局ꎬ 更多地投向消费者导向产

业、 基础设施和高技术产业等非洲外资流入增长潜力巨大的领域ꎬ 助力非洲

经济可持续发展ꎮ 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报告ꎬ ２０１６ 年消费产品和零售业ꎬ
科技、 媒体和电信业ꎬ 商业和金融服务业占非洲外资流入项目总数的比重高

达 ５４ ６％ ꎮ① 这表明ꎬ 非洲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在增

强ꎮ 未来ꎬ 消费者导向产业是非洲外资流入增长潜力巨大的领域ꎬ 主要包括

消费产品、 信息技术、 旅游、 金融和零售等行业ꎮ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提高生产率和经济增速的关键环节ꎮ 非洲大陆的基础

设施落后ꎬ 特别是电力供应和交通运输的成本高昂ꎬ 导致企业运营成本偏高ꎬ
阻碍了效率驱动型外资流入的快速增长ꎮ 当前高昂的运输成本相当于非洲商

品价格的 ７５％ ꎬ 大约 ３０ 个国家存在长期电力短缺状况ꎮ 基础设施滞后至少降

低非洲年均经济增长率 ２ 个百分点ꎮ② 近年来ꎬ 非洲国家极其重视基础设施建

设ꎬ 通过多种渠道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ꎬ 然而由于非洲国家内部融资能力有

限ꎬ 仍然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ꎮ 为改善非洲国家基础设施薄弱的状况ꎬ 非洲

国家政府都鼓励私人资本参与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设ꎬ 未来基础设施领域的

外资流入增长潜力巨大ꎮ
高技术产业是个宽泛的概念ꎬ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是最大的次门类ꎬ 主要

包括化学、 航空和制药等ꎮ 非洲的高技术产业外资流入存量最低ꎬ 分布范围

最小ꎮ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ꎬ 非洲高技术产业外资流入的目的国包括埃及、 南非、
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 尼日利亚和肯尼亚等国ꎮ 北部非洲国家 (阿尔及利亚、
埃及和摩洛哥) 和南非吸收了高技术产业外资流入的绝大多数份额ꎬ 这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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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备较强的外资吸收能力ꎬ 人力资本、 技术和创新的水平较高ꎬ 制度体系

较完备ꎮ 尽管高技术产业外资流入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ꎬ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６ 年非洲

高技术产业外资流入额增长速度却最高ꎮ 预计未来ꎬ 北部非洲国家的高技术

产业外资流入额仍将保持较快增速ꎬ 南非和尼日利亚也将保持增长态势ꎮ① 综

上ꎬ 消费者导向产业、 基础设施和高技术产业有望成为非洲外资流入增长潜

力最大的领域ꎮ 当前ꎬ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位居前两位的行业为建筑业

和采矿业 (参见图 １)ꎬ 未来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的产业布局有必要进一步优

化ꎬ 更多地投向非洲外资流入增长潜力大的领域ꎬ 助力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

进程ꎮ
第三ꎬ 中国对非投资合作应注重与非洲城市化进程相互推动ꎬ 为经济可

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动力支持ꎮ 非洲城市化趋势之一就是大城市和超大城市

的数量在增加ꎬ 而中小城市的数量逐步减少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６ 年ꎬ 人口少于 ５０ 万

的小城市数量从 ３１ 个下降到 １８ 个ꎬ 人口在 ５０ 万到 １００ 万的中等城市数量从

３２ 个减少到 ２８ 个ꎬ 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中小城市数量将继续减少ꎬ 而人口在 １００
万至 ５００ 万的大城市数量则从 ３５ 个增加到 ４８ 个ꎬ 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将继续增加

７ 个ꎬ 人口超过 １ ０００ 万的超大城市数量从 １ 个增加至 ３ 个ꎬ 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还

将继续增加 ２ 个ꎮ② 非洲国家的城市经济活动日益向首都、 大城市和超大城市

等核心城市聚集ꎮ
在非洲ꎬ 核心城市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核心地区ꎬ 是产业发展和

科技创新的中心ꎬ 也是外资流入最集中的地区ꎮ 在非洲ꎬ 外资流入集中在埃

及的开罗、 尼日利亚的拉各斯、 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 摩洛哥的丹尼

尔和卡萨布兰卡、 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 肯尼亚的内罗毕、 科特迪瓦的阿

比让和塞内加尔的达喀尔等核心城市 (参见表 ４)ꎮ 上述这些城市具有多样化

的商业环境ꎬ 成为全球投资者进入非洲大陆的门户ꎮ 高技术产业外资流入集

中在非洲制造业和科技创新的中心ꎬ 包括开罗、 约翰内斯堡、 拉各斯和内罗

毕等大城市ꎬ 尼罗河走廊 (以开罗为核心) 和豪登省走廊 (以约翰内斯堡为

核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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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６ 年非洲外资流入额前 ２０ 位城市

排名 城市 国家 所在地区 外资流入额 (百万美元)

１ 开罗 埃及 北部非洲 １３ ７１６

２ 约翰内斯堡 南非 南部非洲 １３ ２１１

３ 丹尼尔 摩洛哥 北部非洲 １０ ５４２

４ 拉各斯 尼日利亚 西部非洲 ９ ２１３

５ 卡萨布兰卡 摩洛哥 北部非洲 ８ ３７０

６ 阿尔及尔 阿尔及利亚 北部非洲 ８ ０１６

７ 开普敦 南非 南部非洲 ６ ４３４

８ 内罗毕 肯尼亚 东部非洲 ５ ９７８

９ 阿比让 科特迪瓦 西部非洲 ５ ５３４

１０ 达喀尔 塞内加尔 西部非洲 ４ ７７５

１１ 拉巴特 摩洛哥 北部非洲 ４ ７３７

１２ 马拉喀什 摩洛哥 北部非洲 ４ ２５８

１３ 阿克拉 加纳 西部非洲 ４ ０６６

１４ 达累斯萨拉姆 坦桑尼亚 东部非洲 ３ ４８２

１５ 突尼斯市 突尼斯 北部非洲 ３ ４５３

１６ 太特 莫桑比克 南部非洲 ３ ４４１

１７ 罗安达 安哥拉 南部非洲 ３ ０２２

１８ 马普托 莫桑比克 南部非洲 ２ ９１５

１９ 吉布提市 吉布提 东部非洲 ２ ８９９

２０ 奥兰 阿尔及利亚 北部非洲 ２ ８４５

　 　 资料来源: ＵＮ －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ｎｄ ＩＨＳ － Ｅｒａｓｍｕ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ｏｔｔｅｒｄａｍꎬ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ｉｔｉｅｓ ２０１８: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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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快速城市化、 日益增长的消费者阶层、 基础设施领域的大规模投

资和改善商业环境的结构性改革等利好因素ꎬ 非洲国家核心城市的技术水平、
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在逐步提升ꎬ 为发挥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应提供更加

有利的基础ꎬ 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在逐步提升ꎮ 未来ꎬ 核心城市将成为非

洲国家经济繁荣的关键性驱动因素ꎬ 也将成为外资流入最集中的地区ꎬ 外资

流入与城市化进程将日益显现出协调并行和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ꎬ 为国民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动力来源ꎮ 为此ꎬ 未来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应注

重推动非洲城市化进程ꎬ 为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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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ꎬ 充分发挥中非经贸合作区的投资引擎作用ꎬ 提升中国对非洲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ꎮ 中国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是将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

经验与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的一种全新的对外投资模式ꎬ 采取 “政府为主导ꎬ
企业为主体ꎬ 市场化经营” 的运作模式ꎬ 是涵盖贸易、 投资、 生产、 服务和

基础设施建设为一体的综合性项目ꎮ 迄今为止ꎬ 中国在非洲的经贸合作区建

设还处于起步阶段ꎬ 虽然在创造就业、 技术转移、 产业多元化等方面取得了

初步成效ꎬ 仍然面临融资困难、 区内外经济联动性差、 东道国政府支持力度

有限、 区外基础设施薄弱、 电力供应短缺等诸多挑战ꎮ 未来ꎬ 若要确保中非

经贸合作区取得实质性成效ꎬ 中国政府和园区开发企业需要在政治承诺和支

持、 政策和制度框架、 基础设施发展和地方经济联动等影响经贸合作区成败

的关键性因素上着力改善ꎬ 促使经贸合作区成为创造就业、 吸引外资、 完善

产业链、 实现技术和知识转移的有效工具ꎬ 从而真正发挥出中非经贸合作区

的投资引擎作用ꎬ 并通过形成产业集群ꎬ 带动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ꎮ 例如ꎬ
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规划将建成一座综合新城ꎬ 不仅有工业制造加工区ꎬ
还有商贸物流园、 房地产区、 创意产业园、 油气仓储区和城市配套区ꎬ 涵盖

社会发展的各个门类ꎮ 毛里求斯晋非经贸合作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ꎬ
并将按照毛里求斯政府倡导的智慧城市的标准进行规划和建设ꎮ ２０１７ 年ꎬ 毛

里求斯政府将晋非经贸合作区列为智慧城市的标杆项目ꎮ 未来ꎬ 中国政府应

加快推进并规范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建设、 招商和运营ꎬ 真正将其打造成为非

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ꎮ

结　 语

从发展趋势看ꎬ 非洲未来有望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ꎮ 从

非洲发展层面来说ꎬ 快速城市化、 中产阶层崛起、 经济多元化发展和商业环

境改善是非洲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ꎬ 也是中国对非投资合作继续深化的

动力源泉ꎮ 鉴于非洲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严峻挑战ꎬ 有必要在产业多元化、
基础设施、 产业园区、 科技创新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ꎬ 以增强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内生动力ꎬ 这为中国对非投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增长空间ꎮ 此外ꎬ 非洲

大陆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后ꎬ 将为非洲工业化和结构转型创造更坚实的基础ꎬ
并推动非洲区域内贸易和区域价值链的发展ꎬ 这将为中国对非投资合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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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动力来源ꎮ 从国际合作层面来说ꎬ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ꎬ 欧盟和美国的经

济增长持续低迷ꎬ 为应对经济低迷的挑战以及广大民众对经济全球化的不满

情绪ꎬ 欧美发达国家相继推行新兴保护主义政策ꎬ 这无疑会影响到跨国公司

的投资扩张和国际贸易的深入发展ꎬ 并对经济全球化造成负面冲击ꎮ 与之相

对应ꎬ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引领世界经济增长ꎬ 并积极参与并引领

国际对非合作ꎮ 在中非合作论坛和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动下ꎬ 未来中国对

非投资合作有望继续深化ꎬ 中国在非洲外资流入格局中的地位也有望进一步

提升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尽管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将非洲视为充满活力的潜在

投资市场ꎬ 未来实现中国对非投资合作转型升级仍然面临严峻挑战ꎮ 一方面ꎬ
非洲国家吸纳效率驱动型投资的潜力有限ꎮ 迄今为止ꎬ 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处

在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ꎬ 参与区域和全球价值链的水平低ꎬ 吸引效率驱

动型外资流入的区位优势不足ꎮ 当前ꎬ 除了少数非洲国家 (埃及、 摩洛哥、
突尼斯、 佛得角、 纳米比亚和南非) 达到效率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ꎬ 仅有毛

里求斯一个国家处于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发展阶段ꎮ 另有少数国家

(阿尔及利亚、 博茨瓦纳、 加蓬和尼日利亚) 处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型的

发展阶段ꎮ 其余大多数非洲国家仍处于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ꎬ 这意味着这些

国家的竞争力是基于要素禀赋ꎬ 包括非技术工人和自然资源ꎬ 而非较高的生

产效率和创新能力ꎮ① ２０１８ 年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平均

仅为 ４６ ２ꎬ 为世界各地区最低水平ꎮ 在全球竞争力指数的 １２ 个指标中ꎬ 除了

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这两项指标略高于南亚国家之外ꎬ 其余十个指标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均处于世界最低水平ꎬ 包括制度建设、 基础设施、 信息技术

水平、 宏观经济稳定性、 医疗卫生、 工人技能、 金融体系、 市场容量、 商业

活力、 创新能力ꎮ② 与此同时ꎬ 尽管非洲占全球总人口的 １４％ ꎬ 在全球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不足 ３％ ꎮ 非洲外资流入量仅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量

的 ３％ ꎮ 非洲仅占全球商品贸易进口额和出口额的 １ ８％ 和 ３ ６％ ꎬ 占全球服

务贸易进口额和出口额的比重分别为 １ ７％和 １ ８％ ꎮ 非洲区域内贸易额占对

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约为 １２％ ꎬ 这一比例在欧洲、 北美和东盟地区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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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 ４０％和 ３０％ ꎮ 即便是将非正式的跨境贸易囊括其中ꎬ 非洲区域内贸易

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也难以超过 ２０％ ꎮ① 总体来说ꎬ 非洲国家全球竞争力

水平差、 参与区域和全球价值链的水平低ꎬ 吸引大规模效率驱动型外资流入

的整体区位优势欠佳ꎮ 基于此ꎬ 长期以来非洲占全球外资流入总额的比重很

低ꎬ 而且更多的是资源驱动型和市场驱动型投资ꎬ 而非效率驱动型投资ꎮ 这

种状况将阻碍中国对非洲效率驱动型投资的大规模增长ꎮ
另一方面ꎬ 非洲国家的宏观经济波动性强ꎬ 政治和安全风险较高ꎬ 政策

变动相对频繁ꎬ 中国投资者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仍然较大ꎮ 长期以来ꎬ 非

洲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需求旺盛和大宗商品价格高涨ꎬ 这种过度

依赖于外部经济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容易受到外部环境恶化的负面冲击ꎬ 导

致宏观经济波动性和脆弱性较强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ꎬ 导

致非洲资源型国家经济普遍低迷乃至陷入衰退ꎬ 反映了这些国家宏观经济的脆

弱性和波动性仍然较强ꎮ 与此同时ꎬ 尽管非洲整体的政治和安全形势趋向稳定ꎬ
但局部地区的政治和安全风险仍然较高ꎬ 政策的连续性面临挑战ꎮ 世界范围内

共有 ３５ 个 “脆弱国家”ꎬ 非洲大陆占比超过一半 (有 １９ 个)ꎬ 包括布隆迪、 中

非共和国、 乍得、 刚果 (金)、 南苏丹等国家ꎬ 这些国家普遍存在市场失灵和政

府失效状况ꎬ 导致投资成本和风险升高ꎬ 加之政策不确定性增强ꎬ 对外国投资

者的吸引力大大下降ꎮ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ꎬ 许多非洲国家的投资风险和不确

定性较高ꎬ 对于吸引大规模中国投资来说ꎬ 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障碍ꎮ
综上所述ꎬ 非洲国家普遍存在的基础设施薄弱、 制度建设滞后、 安全形

势不佳、 教育和技术水平落后、 金融市场成熟度低、 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水平

低、 缺乏创新能力等因素ꎬ 仍然会在较大程度上阻碍中国投资的大幅涌入ꎮ
除此之外ꎬ 非洲国家还要应对诸如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收入不平等加剧、
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等发展压力ꎬ 这些内部发展挑战如果处理不当ꎬ 可能会

造成社会紧张ꎬ 甚至引发暴力冲突ꎬ 最终也会成为中国投资者进入非洲市场

的阻碍因素ꎮ 未来ꎬ 若要吸引大规模中国投资推动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ꎬ 一

方面非洲国家需要通过国内建设、 区域协作和国际合作等多种途径ꎬ 缓解面

临的诸多发展挑战ꎬ 为中国投资者创造出更具吸引力的商业环境ꎻ 另一方面ꎬ
鉴于非洲国家正处于诸领域的社会发展转型期ꎬ 包括人口结构、 经济、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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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技术、 环境等转型ꎬ 未来可充分发挥转型时期蕴含的巨大发展潜力ꎬ
为中国投资者创造出风险相对较低的广阔投资机会ꎬ 并通过合理有效的产业

政策ꎬ 强化中国投资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助推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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