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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永远失去工业化的机会吗?∗
∗

舒运国

　 　 内容提要　 实现非洲大陆的工业化ꎬ 始终是非洲国家独立后追求的

目标ꎬ 这个目标贯穿于非洲国家发展的全过程ꎬ 这是非洲大陆实现工业

化的根本动力和基础ꎮ 非洲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具有近百年的历史ꎬ 尤其

是非洲国家在独立后ꎬ 对于工业化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ꎬ 这不但为非

洲工业化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ꎬ 也为非洲工业化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

础ꎬ 这是非洲大陆工业化的历史积淀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非洲国家在总结

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ꎬ 利用有利的国际、 国内形势ꎬ 制定了较为合理

的工业化发展政策ꎬ 扎实启动了非洲大陆的 “再工业化” 进程ꎮ ２１ 世

纪成为非洲大陆工业化的最佳时期ꎬ 这是非洲大陆工业化的现实希望ꎮ
鉴于上述因素ꎬ 非洲大陆未来不但不会失去工业化的机会ꎬ 而是大有

希望ꎮ
关 键 词　 工业化　 非洲　 经济发展　 «２０６３ 愿景»
作者简介　 舒运国ꎬ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教授 (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ꎮ

所谓工业化ꎬ 通常是指工业在一国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以至取代农业、
成为经济主体的过程ꎮ 换言之ꎬ 就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

的过程ꎮ 从世界历史发展看ꎬ 工业化也是人类社会通往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

缺的重要阶段ꎮ 在非洲大陆ꎬ 对于工业化问题ꎬ 见智见仁ꎮ 非洲民族主义者

一直为工业化摇旗呐喊ꎬ 视工业化为发展非洲经济的最有效途径ꎮ 非洲国家

独立后ꎬ 各国也一直坚持重视发展工业ꎬ 并且尝试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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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ꎬ 由于非洲工业化进程进展缓慢ꎬ 屡遭挫折ꎬ 于是一些持悲观态度的人

对于非洲能否实现工业化产生了怀疑ꎮ
那么ꎬ 非洲大陆究竟能不能实现工业化?

非洲工业化: 目标与发展战略

实现非洲大陆的工业化ꎬ 始终是非洲国家独立后追求的目标ꎬ 这个目标

贯穿于非洲国家发展的全过程ꎮ 这是非洲大陆实现工业化的根本动力和基础ꎮ
非洲国家早在独立之初ꎬ 就认为工业化能给经济发展带来诸多益处ꎬ 体

现在以下四方面: 其一ꎬ 通过发展制造业ꎬ 可以改变非洲国家对于农矿业产

品的过度依赖状况ꎬ 从而有利于推进国内经济结构的多元化ꎻ 其二ꎬ 通过溢

出效应ꎬ 推动与工业相关的商品农业的发展ꎻ 其三ꎬ 通过工业发展ꎬ 带动国

民经济的整体进步ꎬ 满足日益增加的适龄人口的就业需求ꎻ 其四ꎬ 通过乡村

工业的发展ꎬ 缓解日益严重的贫困问题ꎮ① 因此ꎬ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第二届全非人

民大会通过的决议就已经明确指出: 独立的非洲国家应该 “促进工业化ꎬ 努

力搞好土地改革和农业现代化ꎬ 以便使非洲经济获得独立”ꎮ②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 ２２ ~ ２５ 日ꎬ 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洲独立国家首脑会议通

过决议ꎬ 再次强调非洲工业化的重要性: “相信非洲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速度

的加快在于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它们产品的多样化”ꎮ 与会代表还客观分析了

非洲国家工业化将面临的困难: “受过训练的有技术的人员不足、 合格工作人

员缺乏、 资金短缺、 基础设施极其落后、 工业产品的种类有限ꎬ 以及投身于

本国经济建设的非洲人屈指可数”ꎮ③

非洲国家独立后ꎬ 大多实施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ꎮ 但是由于内、 外部

一些不利因素的制约ꎬ 这个战略没有获得成功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 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无法继续推进ꎬ 经济发展面临危

机ꎮ 在这样的形势下ꎬ 非洲国家领导人制定了 «拉各斯计划»ꎮ 该计划在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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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重要性的同时ꎬ 首次强调独立自主思想ꎬ 并且制订了工业化的短、 中、
长期发展计划: “为确保经济和社会现代化ꎬ 必须考虑工业在其中的作用ꎻ 也

为使非洲在世界工业产量中占有更多的份额ꎬ 以及在集体自力更生中达到充

分的程度ꎬ 成员国宣布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０ 年为 ‘非洲工业发展的十年’ (第 ５２
款)”ꎮ “在制定工业发展战略时ꎬ 非洲国家应该牢记选择既适合本地的工业技

术ꎬ 又能减少对发达国家依赖的原则 (第 ６５ 款)ꎻ” 非洲的工业发展按时段可

分为 ３ 个时期ꎬ 即短期、 中期和长期ꎮ 具体说来ꎬ 短期为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５ 年ꎬ 这

一阶段工业化目标是达到世界工业产量的 １％ ꎬ 这一时期主要建立和发展食品

加工、 农产品加工、 建筑、 金属加工、 机械加工、 电气与电子、 化工、 能源

和林业ꎻ 中期为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０ 年ꎬ 其工业产量应为世界总产量的 １ ４％ ꎬ 在这

一时期ꎬ 食品、 建筑材料、 服装和能源业的产品应达到自足ꎻ 长期为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０ 年ꎬ 非洲工业产量达到世界总量的 ２％ (第 ６２、 ６６ 和 ６７ 款)ꎮ①

遗憾的是ꎬ «拉各斯计划» 并没有付诸实践ꎬ 因为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大

部分非洲国家正处于经济危机的重压之下ꎬ 为获得急需的外部资金支持ꎬ 不

得不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 “经济结构调整” 方案ꎬ 进行

经济结构改革ꎮ 结构调整的实质是经济全盘西化ꎬ 因此效果不佳ꎬ 甚至被称

为非洲 “失去的十年”ꎮ 即便在结构调整时期ꎬ 非洲国家仍然没有放弃工业化

的目标ꎮ 非统组织先后制订了 «非洲工业发展十年»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ｅｃａｄｅ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ꎬ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０)ꎬ 以及 «第二个非洲工业发展十年» (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ｅｃａｄｅ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ꎬ 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２)ꎮ 后者 “强调工

业对于非洲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ꎬ 对于解决经济危机以及外部债务

中的重要作用”ꎮ １９８９ 年的非统组织首脑会议还宣布每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为 “非洲

工业化日”ꎮ②

１９９１ 年ꎬ 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日益高涨的形势ꎬ 非洲国家制订和实施了

«关于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ꎬ 条约力图通过非洲经济一体化来推动非洲

工业化的发展ꎮ 条约明确指出: “为促进成员国的工业发展ꎬ 成员国应在共同

体内协调其工业化政策ꎮ” 条约对于 “为实现工业化奠定坚实基础” 的基础工

业作了明确界定: 食品和农产品加工业、 建筑工业、 冶金工业、 机械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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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和电子工业、 化学和石化工业、 森林工业、 能源工业、 纺织和皮革工业、
交通运输工业和生物技术工业ꎮ①

１９９６ 年ꎬ 非统组织又提出了 «非洲工业化联盟计划» (Ｔｈ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旨在为非洲国家提供一个法律框架ꎬ 支撑以私营部

门为主导的国家产业ꎬ 从而推进非洲国家的工业化进程ꎮ
如果说 ２０ 世纪非洲国家的工业化计划实际效果不能令人满意ꎬ 那么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随着非洲大陆政治、 经济形势的好转ꎬ 非洲国家在总结历史经验

的基础上ꎬ 加快了工业化步伐ꎮ ２００１ 年ꎬ 非洲联盟颁布了非洲国家独立自主制

定的发展计划———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ＮＥＰＡＤ)ꎮ 该计划旨在摆脱贫困落后状态ꎬ 加快经济发展ꎮ 其最

大特点就是明确提出: “非洲全体人民宣布: 我们不能再受外部环境和条件的

束缚ꎬ 我们要决定自己的命运”ꎮ 该计划的内容十分全面ꎬ 不仅提出了奋斗目

标ꎬ 而且制定了具体的落实措施ꎮ 它也涉及非洲国家工业化领域ꎬ 包括强调

非洲国家必须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重视人才培养ꎬ 并且指出: “必须发展新型

工业ꎬ 或者对于非洲优势工业进行升级ꎬ 这包括农产品加工业、 能源和采

矿业”ꎮ②

随着非洲工业化进程的加快ꎬ 非洲国家对于工业化提出了更加完善的发展

计划ꎮ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ꎬ 非洲工业部长会议在南非召开ꎮ 这次会议的突出成效是讨

论并 通 过 了 «非洲加速工业发展行动计划»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ꎬ ２００８ 年的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予以正式公布ꎮ 这

是一份全面规划非洲工业化进程的文件ꎬ 它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ꎬ 对于工业

发展有了十分明确的认识: “工业化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动力ꎬ 是社会发

展的基础”ꎻ 其二ꎬ 强调了与发展工业有关的措施ꎬ 包括制订生产和出口多元

化的政策、 制订自然资源的管理与开发政策、 发展基础设施、 开发人力资本ꎬ
以及坚持可持续发展、 创新、 科学技术等ꎻ 其三ꎬ 提出自然资源与工业化的

关系: “非洲面临的挑战是把依赖于资源的经济转型为有活力的、 多样化的工

业经济ꎮ 自然资源出口的收入应该实现最大化ꎬ 这样可以增加工业化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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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ꎬ 载葛佶: «简明非洲百科全书 (撒哈拉以南)»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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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ꎻ 其四ꎬ 第一次提出了多层面的合作ꎮ «非洲加速工业发展行动计划»
强调ꎬ 非洲国家需要在 ４ 个不同的层面 (即国家、 次区域、 大陆和国际社会)
加强合作ꎬ 以此加快非洲工业化进程ꎮ 该计划确定了加速非洲工业化的 ７ 个

优先发展领域: 工业政策与制度方向、 提高生产和贸易能力、 促进基础设施

和能源发展、 提高技能促进工业发展、 工业创新体系ꎬ 研究和技术开发、 融

资和资源分配工业的可持续发展ꎮ 在此基础上ꎬ 该计划设计了非洲国家今后

的工业产业发展集群、 方案和项目ꎬ 总共包含 ２１ 个近期项目、 １７ 个中期项目

和 １１ 个长期项目ꎮ «非洲加速工业发展行动计划» 坚持强调非洲工业化以联

合自强为基础ꎬ 尊重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参与工业发展项目ꎻ 强调吸取历史教

训ꎻ 强调不仅注重工业项目的设计ꎬ 更要注重机制和能力建设ꎮ 由此可见ꎬ
非洲国家在 ２１ 世纪对于工业化的理解和实践ꎬ 已经更加符合非洲国家的实际

情况ꎬ 因此ꎬ 可行性也更加强了ꎮ①

２０１５ 年ꎬ 非洲联盟首脑会议制定并且颁布了 «２０６３ 愿景» (Ａｇｅｎｄａ ２０６３)ꎬ
«２０６３ 愿景» 实质上是以后 ５０ 年非洲社会经济转型的战略框架ꎮ «２０６３ 愿景»
宣布: “我们决心在履行 «２０６３ 愿景» 时ꎬ 吸取过去各类计划的经验教训”ꎮ 为

此ꎬ «２０６３ 愿景» 对于过去 ５０ 年重要的发展计划和规划及其实践做出认真总结ꎮ
这些规划包括 «拉各斯计划»、 «关于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 «非洲基础设

施发展规划»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ｆｏｒ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ＰＩＤＡ)、
«非洲农业发展综合规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ＣＡＡＤＰ)、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等ꎮ «２０６３ 愿景» 指出: “非洲

国家可以通过自然资源的选择、 增加附加值ꎬ 推动经济转型、 经济增长和实现

工业化”ꎬ 政府制定的宏观政策 “必须有利于经济增长、 创造就业机会、 扩大

投资和实现工业化”ꎮ «２０６３ 愿景» 强调了自身的特点: 其一ꎬ 制订过程通过

自下而上的方法ꎬ 反映了非洲人民的心声ꎻ 其二ꎬ 除了制定具体的计划ꎬ 还

建立了监测和评估机制ꎬ 这样可以保证计划的执行ꎻ 其三ꎬ 把大陆层面和次

区域层面的发展计划结合起来ꎬ 更加具有针对性和长远性ꎮ②

非洲国家独立后ꎬ 在其各类发展战略中ꎬ 工业化一直是优先发展的核心

７

①

②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ꎬ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ꎬ Ｐ Ｏ Ｂｏｘꎬ
３ ２４３ꎬ ｐｐ ２ － ４

“Ａｇｅｎｄａ ２０６３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ｕ ｉｎｔ / ｅｎ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Ａｇｅｎｄａ ２０６３ ＿ ｐｏｐｕｌａｒ ＿ ｖｉｓｉｏ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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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ꎮ 非洲国家对于工业化的共识ꎬ 对于工业化持之以恒的坚持和追求ꎬ 保

证了非洲大陆工业化进程的延续性ꎮ 因此ꎬ 尽管非洲大陆工业化面临的困难

很多ꎬ 工业化进程也十分缓慢ꎬ 但是它从来没有中断ꎮ 可以预见ꎬ 非洲大陆

在今后依然将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ꎮ

非洲工业化: 发展历程与成效

非洲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具有近百年的历史ꎮ 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ꎬ 非

洲大陆对于工业化进行了探索ꎬ 这不但为非洲工业化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ꎬ
也为非洲工业化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ꎮ 这是非洲大陆工业化的历史积淀ꎮ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ꎬ 非洲开始了工业化进程ꎮ 当时促发工业化的因素有两

个: 其一ꎬ 非洲沦为西方国家殖民地以后ꎬ 西方国家就采取各种措施ꎬ 把非

洲殖民地改造成西方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ꎮ 为此ꎬ 西方殖民当局引

入了一些现代工业生产因素ꎬ 如西方为了掠夺非洲的原料ꎬ 投资采矿业ꎬ 使

非洲采矿业得到迅速发展ꎮ 至 １９３０ 年ꎬ 尼日利亚的锡产量达到 １ ２ 万吨ꎬ 成

为世界第四大产锡国ꎬ① 而北罗得西亚 (今赞比亚) 的产铜业已经可能满足

英国 １ / ４ 的需求和德国 １ / ５ 的需求ꎮ② 又如ꎬ 为了沟通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商品

交流ꎬ 西方国家在非洲殖民地建设现代化的交通运输系统 (铁路、 公路、 港

口等)ꎬ 引入大量交通运输工具 (汽车、 火车、 轮船等)ꎮ 其二ꎬ 西方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客观上刺激了非洲本土经济ꎬ 推动了加工业的诞生和发展ꎮ 尤其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ꎬ 宗主国放松了对于殖民地经济的控制ꎬ 使非洲本土工

业得到发展的机遇ꎮ 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ꎬ 非洲加工业普遍得到一定程度的发

展ꎬ 塞内加尔的花生加工业、 尼日利亚的棕榈加工业、 乌干达的轧棉业等都

纷纷建立ꎮ 此外ꎬ 非洲各地还出现了食品加工 (如磨面)、 日用品生产 (制皂

等)ꎮ 经济基础较好的埃及和南非ꎬ 制造业的发展更加明显ꎮ 至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

代初ꎬ 埃及食品加工、 服装和纺织业的就业人数已经达 ３２ 万人ꎮ③ 这里需要

８

①

②

③

Ｐ Ｗｉｃｋｉｎｓꎬ Ａｆｒｉｃａ １８８０ － １９８０: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ꎬ Ｃａｐｅ Ｔｏｗｎ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６ꎬ ｐ １３４

Ａ Ｄ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ｅｄꎬ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Ｖｏｌ ７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６ꎬ ｐ ９４

Ｐ Ｗｉｃｋｉｎｓ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１１



非洲永远失去工业化的机会吗? 　

指出的是ꎬ 非洲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ꎬ 尚处于殖民地时期ꎬ 虽然在西方资本

主义因素的刺激下ꎬ 非洲本土也出现了一些工业化的生产萌芽ꎬ 但是它毕竟

是殖民统治的副产品ꎬ 因此难以茁壮成长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独立为非洲大陆的工业化提供了真正

的历史机遇ꎮ 在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经验的启示下ꎬ 非洲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

工业化战略ꎮ 进口替代战略是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依据两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和辛格提出的ꎬ 它针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单一、
制造品依赖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ꎬ 提出由本国生产原先需要进口的制造品ꎬ
以此逐步培育、 发展本国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ꎮ 二战结束后ꎬ 拉美国家ꎬ 如巴

西、 墨西哥和阿根廷等ꎬ 首先采用这种工业化战略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大部分非

洲国家独立后ꎬ 坦桑尼亚、 赞比亚和尼日利亚等国首先大规模推行进口替代工

业化战略ꎬ 之后其他国家ꎬ 如加纳、 马达加斯加等也走上了这条发展道路ꎮ
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对于非洲国家的工业化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

一ꎬ 在进口替代战略的推动下ꎬ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到 ７０ 年代中期的十多年ꎬ 非

洲国家的经济普遍增长较快ꎬ 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中的比重也大

幅提高ꎮ 据统计ꎬ １９６１ ~ １９７９ 年间ꎬ 非洲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４ ９％ ꎬ 而其中工业增长率更是高达 ６ １％ (相比之下ꎬ 农业年均增长率为

３ ３％ ꎬ 服务业为 ４ ５％ )ꎻ① 非洲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 １９６０
年的 ７ ６％增加到 ９ ８％ ꎮ② 发展最快的工业部门是消费品制造业ꎬ 如纺织、
服装、 制鞋、 火柴、 肥皂等ꎮ 钢铁和水泥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也较为显著ꎬ
有些油气国ꎬ 如阿尔及利亚、 埃及和利比亚ꎬ 建立起了初具规模的石化工业ꎮ

第二ꎬ 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实施ꎬ 非洲国家建立了一批国有工业

企业ꎬ 这些企业成为非洲国家工业发展的基础ꎮ 坦桑尼亚在 １９６７ ~ １９８１ 年

间ꎬ 国有工业企业从 ８０ 家增加到 ４００ 家ꎻ 肯尼亚在 １９６３ ~ １９６９ 年间ꎬ 从 ２０
家增加为 ６０ 家ꎬ 增加了 ３ 倍ꎻ 加纳 １９５９ 年独立时尚没有国有工业企业ꎬ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ꎬ 达到 １００ 家ꎮ 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ꎮ 上述国有企业

成为非洲国家工业化的基础ꎮ 以肯尼亚为例ꎬ 纺织业被制定为进口替代工业ꎬ

９

①

②

ＵＮＥＣＡ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 ２０１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ａｄｅ”ꎬ ｓｅ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ｅｃａ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ｒｅｐｏｒｔ － ｏｎ － ａｆｒｉｃａ － ２０１５ꎬ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０２

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 时事出版社编辑部: «非洲经济发展战略»ꎬ 时事出版社ꎬ １９８６ 年版ꎬ
第 ６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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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十年的发展ꎬ 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肯尼亚全国已经有 ４７ 家大中型纺织

厂和 １５ 家具有完整生产能力的纺织企业 (含纺织和制衣)ꎬ 年设计生产能力

达８ ３００万米ꎻ 纺织业产值占全国制造业产值的 １２％ ꎬ 从业人数占制造业的

１７ ~１８％ ꎮ① 肯尼亚的纺织业已经成为该国国民经济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

门ꎮ 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８０ 年代初ꎬ 在尼日利亚不仅建立了食品加工、 服装、
制糖等轻工业ꎬ 而且建立了炼油、 汽车制造和化工等重化工业ꎮ

第三ꎬ 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实施ꎬ 非洲国家培养了第一批自己的

技术专家和管理专家ꎮ 以肯尼亚为例ꎬ 该国原先以棉花为生产原料ꎬ 产品的

精加工程度低ꎮ 在引进外资和建立外企过程中ꎬ 肯尼亚吸收和学习外国先进

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ꎬ 从而提高了自身的水平ꎮ 肯尼亚纺织厂逐步使用人

造纤维作为生产原料ꎬ 并且开始采用印花工艺ꎮ
当然ꎬ 非洲国家推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

问题: 第一ꎬ 对国内制造业实施了过多的行政保护ꎬ 诸如税收和价格等ꎬ 导

致其产品价高质低ꎬ 因而普遍缺乏国际竞争力ꎻ 第二ꎬ 进口替代工业部门多

为消费品企业ꎬ 产品主要面对国内市场ꎬ 并不创造外汇ꎬ 而生产所需的机械

设备等中间产品却依赖进口ꎬ 进而导致外汇短缺日益严重ꎻ 第三ꎬ 在建设进

口替代工业时ꎬ 非洲国家建立的企业往往是 “小而全” 型ꎬ 即企业的生产规

模小ꎬ 但是生产的产品品种十分齐全ꎮ 这种 “小而全” 的企业缺少规模效益ꎬ
往往造成产品质量低下而成本又十分昂贵ꎻ 第四ꎬ 非洲国家在实施进口替代

工业化战略时ꎬ 普遍因为重视工业而忽视并制约了农业的发展ꎮ 农业生产的

萎缩ꎬ 不但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ꎬ 也使工业发展缺乏支撑ꎮ 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 这个工业化战略已经难以为继了ꎮ
由上可见ꎬ 非洲大陆在殖民地时期已经开启了工业化进程ꎬ 在独立之后ꎬ

又采取 “进口替代” 作为推动工业化的发展战略ꎮ 然而ꎬ 由于过度的行政保护

和干预、 不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缺乏资金与技术等原因ꎬ 非洲国家的进口替代

工业化战略虽然也取得一定成绩ꎬ 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ꎮ 不容忽视的是ꎬ
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实施ꎬ 是非洲国家工业化进程中重要的经历ꎬ 它不但为

非洲国家工业化创造了一定的物质基础ꎬ 而且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ꎮ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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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再工业化”: 机遇与条件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非洲国家利用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发展环境ꎬ 在总结历史

经验教训的基础上ꎬ 制定了较为合理的工业化发展政策ꎬ 扎实推动了非洲大

陆的 “再工业化” 进程ꎮ ２１ 世纪成为非洲大陆工业化的最佳时期ꎬ 这是非洲

大陆工业化的现实希望ꎮ
进入新世纪ꎬ 国内外环境对于非洲的经济发展十分有利ꎮ 在非洲国家内

部ꎬ 民主化的逐步展开和政局的稳定提供了和平建设的良好基础ꎬ 经济发展

进入快车道ꎮ 在国际上ꎬ 非洲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 巨大的市场

和发展潜力吸引了各国投资者ꎬ 非洲成为世界投资的热土ꎮ 毫无疑问ꎬ 现在

是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ꎮ 利用国内外十分有利的条件ꎬ 非洲国家制

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新的举措ꎮ
第一ꎬ 非洲国家根据本国国情ꎬ 制定工业化计划ꎮ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

会和非洲联盟联合发布了 «２０１４ 年非洲经济报告»ꎮ 该报告明确指出: 工业

化是促进非洲经济结构转型与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关键所在ꎻ
为此ꎬ 非洲各国需要通过构建和实施有效的工业化政策ꎬ 并把重构工业化置

于非洲经济发展战略核心位置ꎮ 报告强调: 今天的非洲政府不会再犯过去的

错误ꎮ 政府可以运用政策工具ꎬ 诸如税收信贷、 出口补贴和出口加工区等ꎮ①

实际上ꎬ 实现工业化是非洲国家的共识ꎬ 为此不少国家制定了工业化发展

战略ꎮ 科特迪瓦制定了 «经济崛起战略»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希望在 ２０２０ 年迈入工业经济ꎻ 乌干达颁布了 «２０４０ 愿景»ꎬ 工业化是其中重

要内容ꎻ 莱索托在 «２０２０ 愿景» 中ꎬ 把工业发展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ꎮ 其他

国家ꎬ 如埃及、 肯尼亚、 卢旺达、 塞拉利昂、 南非和津巴布韦也都制定了发

展计划和战略ꎬ 加快发展制造业和农产品加工业ꎬ 推动工业化进程ꎮ②

为了有效推进工业化ꎬ 不少非洲国家还提出并制定了专门的工业化目标和

计划ꎮ 乌干达颁布了 «国家工业政策计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ｌａｎ)ꎬ 提出建立一个现代化、 具有竞争力的工业部门ꎬ 制造业将占国内生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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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 ２５％ꎬ 制造业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 ３０％ꎻ 尼日利亚近期也将力争成为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投资和制造业中心作为工业化的最新目标ꎮ 为了吸引更多的投

资资金和提振国内制造业ꎬ 该国政府制定并颁布了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制造业发展

规划»ꎮ 为此ꎬ 政府拿出 １２ ９ 亿美元作为该规划的干预基金ꎬ 并将国家确定的

“先锋产业” 列入享受优惠政策的名单之中ꎮ 另外ꎬ 喀麦隆政府提出预计到

２０３５ 年努力建立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埃塞俄比亚近年经济发

展态势较好ꎬ 基于此ꎬ 政府则提出成为 “新的世界工厂” 的动议ꎮ①

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ꎬ 非洲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本国工业发展的法

规和政策ꎮ 其内容包括给予各种优惠条件ꎬ 以吸引外资ꎻ 鼓励私人资本进入

工业领域等ꎮ 例如ꎬ 加纳政府制定了 «新一轮工业改革和经济增长方案»ꎬ 坦

桑尼亚政府出台了新的 «投资法» 和 «出口加工区法案»ꎬ 等等ꎮ
此外ꎬ 非洲国家还积极探索本国经济实现工业化的方法与符合本国国情

的具体路径ꎮ 其中ꎬ 工业园区模式被认为是推行工业化的有效手段之一ꎮ 工

业园区是一国或区域的政府基于自身经济发展态势的研判和内在要求ꎬ 通过

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划出一块区域ꎬ 各种生产要素在此聚集ꎬ 并通过先行规

划与科学整合ꎬ 如产业布局、 功能划分等等ꎬ 提高工业化的集约强度ꎬ 使之

成为适应市场竞争和产业升级的现代化产业分工协作生产区ꎮ 当下ꎬ 南非已

建有 ４ 个工业园区ꎬ 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 马里等国也都在积极建设工业园

区或特别经济区ꎮ
事实上ꎬ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在推进工业化方面的经验值得其他非洲国家

借鉴ꎮ 独立以来很长时间ꎬ 毛里求斯一直困扰于单一经济结构对经济发展的

负面效应ꎬ 这是因为该国主要经济支柱———蔗糖出口价格易受国际市场波动

的影响ꎮ 为改变这种状况ꎬ 毛里求斯政府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着力打造

多元化经济产业ꎬ 现已形成以服装、 手表和珠宝加工为主的出口加工业产业

优势ꎬ 由此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的转变ꎬ 有效推进了

国家工业化进程ꎮ
据统计ꎬ 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稳

定在 １０％ ~１４％ ꎬ 工业产值正在迅速增长ꎮ 另据英国 «经济学家» 杂志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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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制造业发展前景乐观ꎬ 甚至有望赶上或超越亚洲ꎮ①

第二ꎬ 农业是工业化的基础ꎮ 落后的农业原来一直是工业化的拖累ꎬ 当

前非洲国家正加大对于农业的投资ꎬ 采用先进农业技术ꎬ 推动农业发展ꎮ 非

洲是个农业大陆ꎬ 农业生产在非洲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

用ꎮ 由于殖民地经济遗留下来的单一经济结构的遗毒ꎬ 加之不合理国际经济

秩序的作用ꎬ 非洲农业生产水平低下ꎬ 严重影响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工

业化进程ꎮ ２００３ 年ꎬ 非洲启动了 «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ꎬ 要求非洲国家

每年对于农业的投资占政府支出的 １０％ ꎮ 迄今ꎬ 已经有 ３２ 个国家制定了 «国
家农业投资计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ꎬ 以满足 «非洲农

业综合发展计划» 的要求ꎮ 布基纳法索、 埃塞俄比亚、 加纳、 几内亚、 马拉

维、 尼日尔和塞内加尔等国已经达到或者超过 １０％ 的要求ꎬ 加纳达到 １６％ ꎬ
就非洲大陆平均水平而言ꎬ 也达到了 ７％ 的水平ꎮ② 此外ꎬ 对于农业生产的重

视和政策的倾斜———包括政府采取措施推广良种和化肥的使用、 向广大农户

提供贷款等ꎬ 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ꎮ 以粮食生产为例ꎬ 非洲每公顷产量

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１ ２７０ 公斤ꎬ 增加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１ ５４６ 公斤ꎮ 另据世界银行对 ４８ 个

非洲国家粮食生产指数的统计显示ꎬ ２０１１ 年以来ꎬ 粮食生产增产的国家有 ３７
个ꎬ 持平的 １ 个 (博茨瓦纳)ꎮ 这组数字说明ꎬ 近年来ꎬ 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农

业生产有了程度不同的发展ꎮ③世界银行公布的非洲大陆农业国内生产总值也

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 ２０００ 年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０ １％ ꎬ ２００２ 年

为 １ ５％ ꎬ ２００４ 年为 ３ ３％ ꎬ ２００６ 年为 ５ ０％ ꎬ ２００８ 年为 ３ ９％ ꎬ ２０１０ 年为

３ ２％ ꎬ ２０１１ 年达 ３ ３％ ꎮ④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ꎬ 近年来非洲农业生产的进步ꎬ 为非洲经济发展和

增长ꎬ 及非洲工业化奠定了必要的基础ꎮ
第三ꎬ 非洲大陆工业化的瓶颈之一是落后的基础设施ꎮ 当前非洲国家高

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ꎬ 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ꎮ 众所周知ꎬ 基础设施是工业化

的重要基础之一ꎮ 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十分落后ꎬ 严重制约了非洲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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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２０１３ / １０ / １３ꎬ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ꎬ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ＡＧ ＰＲＤ ｆｏｏｄ ＸＤꎬ

２０１４ － ０４ － １４
Ｉｂｉｄ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

进程ꎮ 近年来ꎬ 非洲国家采取各种措施ꎬ 加大投资ꎬ 加快建设ꎮ 根据非洲基

础设施发展指数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ꎬ 近年来非洲国家

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了不少进步ꎬ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低收入国家尤其如此ꎮ
基础设施得到改善的标志为: 其一ꎬ 信息技术在非洲大陆经历了革命性变革ꎮ
在过去十年里ꎬ 移动电话每年增长 ４０％ ꎬ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ꎬ ２０００ 年平均每

百户拥有电话 １ 部ꎬ 而十年后已经达到 ５０ 部ꎮ① 其二ꎬ 电力供应能力大大提

高ꎮ 在过去十年里ꎬ 由于电力生产的改善ꎬ 一些国家逐步走出困境ꎮ 安哥拉、
佛得角和刚果民主共和国ꎬ 人均使用电力从 ６ 千瓦时提高到 １８ 千瓦时ꎬ 埃塞

俄比亚从 ２５ 千瓦时提高到 ５７ 千瓦时ꎬ 莫桑比克和卢旺达从 １３ 千瓦时上升到

７７ 千瓦时ꎮ②其三ꎬ 交通运输条件不断改善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ꎬ 非盟首脑会议通过

了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ꎬ 这是非洲国家对于非洲基础设施中长期建设的

蓝图ꎮ 目前ꎬ 非洲国家研究安排了 １６ 个项目作为地区基础设施的领头羊ꎮ③

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于非洲工业化进程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ꎮ
第四ꎬ 缺乏资金和技术是非洲工业化另一瓶颈ꎮ 非洲加大与国际社会ꎬ

尤其是金砖国家的联系ꎬ 大力引进国外资金与技术ꎮ 历史证明ꎬ 想改变非洲

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弱势地位ꎬ 无法依靠西方国家ꎮ 对于非洲国家来说ꎬ 进

一步加强与南方国家的合作ꎬ 尤其是强化与新兴经济体国家 (包括金砖国家)
的经济联系ꎬ 现成为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ꎮ

金砖国家是由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发展中国家集团ꎬ 尽管近

几年有些国家经济增速不甚如意ꎬ 但它们具有巨大的市场容量和经济增长潜

力ꎮ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ꎬ 非洲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数量最多、 最集中的大陆ꎬ
属南方国家ꎬ 与金砖国家都具有发展中国家属性ꎮ 这种共同属性使金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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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１６ 项基础设施分别是: 鲁济济河水力发电、 达累斯萨拉姆港口扩建、 赞比亚的塞伦杰至纳

空德公路、 尼日利亚至阿尔及利亚的天然气管线、 塞内加尔的达喀尔至马里的巴马科铁路现代化、 桑

班加卢 (Ｓａｍｂａｎｇａｌｏ) 水力发电、 科特迪瓦的阿比让至尼日利亚的拉各斯的沿海走廊、 赞比亚的卢萨

卡至马拉维的利隆圭的信息地面光纤、 赞比亚 － 坦桑尼亚 － 肯尼亚的传输线、 北非输电走廊、 科特迪

瓦的阿比让至布基纳法索的瓦加杜古铁路、 喀麦隆的杜阿拉 － 赤道几内亚的班吉 － 乍得的恩贾梅纳铁

路、 乌干达的坎帕拉至金贾铁路升级工程、 南苏丹的朱巴 － 苏丹的托里特 － 苏丹的卡波埃塔 － 肯尼亚

的埃尔多雷特铁路、 巴托卡峡水电站、 布拉柴维尔至金沙萨铁路、 桥梁、 金沙萨至伊勒博铁路ꎮ Ｓｅｅ:
ＩＭＦ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ｐｐ ４２ －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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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洲国家在利益诉求方面具有诸多共通之处ꎬ 诸如维护和发展独立的民族

国家的经济利益ꎬ 要求改善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与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

序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南非既属于金砖国家ꎬ 又是非洲国家ꎬ 可为金砖国家加

强与非洲的合作发挥最有效的联系纽带作用ꎮ
根据最近的贸易统计数据ꎬ 金砖五国同非洲的商业关系愈加充满活力且

稳健ꎮ 根据南非标准银行估计ꎬ 在过去 １０ 年间ꎬ 金砖五国同非洲的贸易额增

长了 １０ 倍以上ꎬ ２０１２ 年贸易额达到 ３ ４００ 亿美元ꎮ①

必须指出的是ꎬ 中非经贸关系对于非洲大陆工业化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

用ꎮ 从贸易规模看ꎬ 中国对非洲的贸易占金砖五国同非洲之间贸易总额的近

６０％ 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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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旨在支持非洲加快工业化和农业现代

化进程ꎬ 提升非洲国家的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ꎮ 该计划中最为令人瞩目的就

是中非产能合作计划ꎮ 实际上ꎬ 中国经过 ３０ 多年的改革开放ꎬ 已步入工业化

中后期发展阶段ꎬ 产生了大量的优质富余产能ꎻ 而大多数非洲国家从工业化

发展阶段看ꎬ 仍处在工业化起步期ꎬ 希望能引进与分享这些产能ꎬ 以期加快

工业化步伐ꎮ 另外ꎬ 从生产要素的互补性来看ꎬ 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力

资源ꎬ 中国则在资金、 设备、 技术、 管理经验等方面具有优势ꎮ 因此ꎬ 中非

产能合作历史性对接的条件已经成熟ꎮ 例如ꎬ 东非国家坦桑尼亚自 ２００９ 年

起ꎬ 就开始建设出口加工区ꎬ 希望通过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ꎬ 加大吸引外资

的力度ꎬ 扩大出口能力ꎬ 增加就业机会ꎬ 并进一步提高生产技术和经济管理

水平ꎮ 目前ꎬ 已有 １２ 家中资企业入驻其出口加工区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中国政

府已提出中非产能合作的重要国别ꎬ 其中坦桑尼亚就成为第一批加入中国国

际产能合作进程的国家之一ꎬ 两国政府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草签了关于产能

合作的框架协议ꎮ 坦桑尼亚为此将实现工业化列为正在制定的五年发展规划

的核心ꎬ 以便与双方议定的产能合作计划相对接ꎮ
积极引进外部的技术、 资金和管理ꎬ 使非洲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实现跳

跃式发展ꎬ 从而加快工业化进程ꎮ
第五ꎬ 大工业需要大市场ꎮ 非洲大陆不断加快的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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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创造良好环境ꎮ 近年来ꎬ 在非洲国家的共同努力下ꎬ 非洲大陆经济一体

化进程明显加快ꎬ 主要体现在: 在全非大陆层面ꎬ ２０１２ 年召开的两届非盟首

脑会议都采用了同一个主题ꎬ 即 “促进非洲区内贸易”ꎬ 由此可见ꎬ 经济一体

化已经成为非盟首脑会议的关注重心ꎮ 第 １８ 届非盟首脑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

决议: 一是 «关于非洲发展基础设施的计划的决议»ꎬ 旨在打破区内贸易的瓶

颈ꎮ 二是 «关于鼓励非洲区内贸易和建立非洲自由贸易区的决议»ꎬ 旨在促进

区内贸易、 深化市场一体化ꎬ 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ꎮ 第 １９ 届非盟首脑会议又

重申了上届会议通过的第二个决议ꎮ 在这次会议上ꎬ 非洲国家确立了在 ２０１７
年前建成非洲自由贸易区的目标ꎬ 并提出了可根据实际进展加以调整的 “四
步走” 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第一步: ２０１４ 年ꎬ 完成由东南非共同市场 (简称

“东共体”)、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简称 “南共体”) 和东南非共同市场组成

的三位一体的自由贸易区协议ꎻ 第二步: 通过与上述三位一体自由贸易区类

似的途径ꎬ 其余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在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完成自由贸易区协

议ꎻ 第三步: 在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间ꎬ 把三位一体自由贸易区与其他自由贸易区

合二为一ꎻ 第四步: ２０１７ 年ꎬ 非洲自由贸易区正式运作ꎮ① 建立非洲自由贸

易区的计划ꎬ 使非洲大陆层面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更加明确和具体ꎬ 这将大大

推动非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ꎮ 目前ꎬ 由东共体、 南共体和东南非共同市场组

成的三方自贸区 (覆盖 ６ ２５ 亿人口ꎬ 相关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总额达到 １ ２ 万

亿美元ꎬ 占整个非洲生产总值的 ５８％ ) 已经开始运作ꎮ 经济一体化对于营造

非洲大市场ꎬ 促进非洲工业化进程ꎬ 无疑是个积极因素ꎮ
当下ꎬ 非洲大陆进入了工业化进程的黄金发展期ꎮ 一方面ꎬ 非洲大陆整

体和各个非洲国家都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ꎬ 制定了推进经济转型和工业

化的规划和政策ꎮ 另一方面ꎬ 发展农业、 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引进国外

资金与技术、 加快经济一体化ꎬ 都成为非洲大陆和国家积极推动并且取得卓

有成效的领域ꎮ 毫无疑问ꎬ 今天非洲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ꎬ 超过了以往历史

上任何一个时期ꎬ 它已经站在历史的高峰ꎮ

结　 论

综上所述ꎬ 本文的结论是: 第一ꎬ 工业化既是人类社会通往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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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永远失去工业化的机会吗? 　

中的必经之路ꎬ 也是非洲国家和人民始终追求的目标ꎬ 这是非洲大陆工业化

进程的根本动力ꎻ 第二ꎬ 为了实现非洲大陆的工业化ꎬ 非洲国家在独立后进

行了不懈的尝试与探索ꎬ 这为日后工业化进程积累了宝贵的物质基础与思想

遗产ꎻ 第三ꎬ 经过多年的探索ꎬ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非洲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ꎬ 工

业化进程随之加速ꎮ 毫无疑问ꎬ 今天的非洲工业化正处于历史上的黄金发展

期ꎮ 当然ꎬ 由于非洲大陆经济落后ꎬ 工业化基础十分薄弱ꎬ 加之非洲大陆特

殊的国情ꎬ 决定了非洲实现工业化将是漫长而又曲折的历史过程ꎮ 尽管今后

还可能出现反复ꎬ 但是工业化进程必定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ꎬ 同时也

是一个必然能够到达目的地的进程ꎮ

Ｄｏｅ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Ｌｏｓｅ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ｖｅｒ?

Ｓｈｕ Ｙｕｎｇｕ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ａｌｌ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ｒｕ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ｔ’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ｗｈｉｃｈ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ｌａｉｄ ａ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ｂａｓｅ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１ 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ｏｗꎬ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ｅｖｅｒ ｌ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ꎻ Ａｆｒｉｃａꎻ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ꎻ “Ａｇｅｎｄａ ２０６３”

(责任编辑: 樊小红ꎻ 责任校对: 詹世明)

７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