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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视角下的俄罗斯对非洲政策

强晓云

　 　 内容提要　 近年来ꎬ 俄罗斯逐渐重视发展对非洲关系ꎬ 集中体现为对冲

型对非洲政策”ꎮ 对非政策是俄罗斯针对西方遏制外交的一种对冲ꎬ 也是俄罗

斯对其东方外交的一大补充ꎮ 对冲西方针对俄罗斯的外交围堵和经济制裁ꎬ
补充中俄合作以及俄罗斯与亚太外交的不足ꎬ 成为当前俄罗斯对非洲政策的

一个基本战略目标ꎮ 俄罗斯对非洲的 “对冲型外交政策” 具有全方位、 多层

次、 多机制、 重点突出的特点ꎮ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强大的军

事实力、 与非洲长期的历史渊源是俄罗斯开展对非洲外交的优势ꎬ 但同时ꎬ
无法与苏联相比拟的经济实力、 国内经济发展缓慢的现实也阻碍着俄罗斯与

非洲在各领域的合作ꎮ ２０１９ 年秋首届 “俄罗斯 － 非洲峰会” 的召开ꎬ 将促进

俄非在各领域的协调与合作ꎬ 为双方合作注入新活力ꎬ 助推俄罗斯制定对非

洲政治、 经济、 人文、 军事等各个领域合作的中长期规划ꎮ
关 键 词　 俄罗斯对非政策 　 对冲型外交 　 “俄罗斯 － 非洲峰会” 　

«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
作者简介　 强晓云ꎬ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副主任、

副研究员 (上海　 ２００２３３)ꎮ

对于俄罗斯与非洲关系而言ꎬ ２０１９ 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 ２４ 日ꎬ 首届 “俄罗斯 －非洲峰会” 在俄罗斯南部城市索契举办ꎮ 本次峰

会由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埃及总统塞西共同担任主席 (塞西总统是非洲联盟

２０１９ 年的轮值主席)ꎬ 有 ４０ 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出席ꎮ “俄罗斯 － 非洲峰会”
的举行ꎬ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ꎮ 其一ꎬ 本次峰会是苏联解体后首次由

俄罗斯主导召开的、 吸引了大多数非洲国家参加的俄罗斯与非洲地区的高级

别峰会ꎮ 其二ꎬ 本次峰会以 “俄罗斯与非洲: 释放合作潜力” 为主题ꎬ 涵盖

了俄罗斯与非洲国家共同关切的主要问题ꎬ 包括: 俄罗斯与非洲国家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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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与前景ꎬ 俄非在政治、 经济 (包括埃及俄罗斯工业区项目等)、 文化 (包
括媒体领域等) 等领域的合作ꎬ 共同应对国际热点问题、 促进非洲的安全与

稳定等等ꎮ 这些议题不仅对俄罗斯与非洲国家的未来发展息息相关ꎬ 而且由

于很多问题具有外溢性ꎬ 国际社会也极为关注俄罗斯与非洲国家对这些议题

的立场和态度ꎮ 其三ꎬ 在本次峰会期间ꎬ 在俄罗斯与埃及两国总统的共同主

持下ꎬ 还召开了 “俄罗斯 －非洲经济论坛”ꎮ 峰会取得的成果将会为今后俄非

经贸关系发展创造有利条件ꎮ 由此可见ꎬ 首届 “俄罗斯 － 非洲峰会” 对于双

边关系发展前景意义重大ꎬ 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外交向非洲 “转向”
的又一标志性事件ꎮ

“俄罗斯 － 非洲峰会” 属于 “一对多” 国际外交模式ꎬ 法非首脑峰会、 中

非合作论坛、 韩非峰会、 印非峰会、 美非峰会均属此列ꎮ 作为世界大国之一ꎬ
俄罗斯为什么在此时举办此次峰会ꎬ 原因何在? 此次峰会背后折射出俄罗斯对非

政策的要义是什么? 俄非关系未来发展前景如何? 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ꎮ

俄罗斯对非洲政策的 “对冲” 考量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非洲在俄罗斯的外交优先方向上并不具有突出优势ꎮ 俄罗

斯外交政策两大指导性文件——— «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 和 «俄罗斯联

邦国家安全战略»ꎬ 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地区优先方向进行了排序ꎬ 非洲较为

靠后ꎮ 俄罗斯曾在 １９９３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出台过 «俄罗斯联邦

外交政策构想»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 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批准了最新版的

«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ꎮ 在这一版本的外交政策文件中ꎬ 俄罗斯外交的

地区优先排序仍然是: 独联体、 欧洲、 美国、 亚太、 中东、 拉美以及非洲ꎮ
该文件这样定义非洲在俄罗斯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 “俄罗斯将通过完善政治

对话和推进互利经济合作、 加强在共同利益上的全面合作ꎬ 在双边和多边基

础上扩大同非洲国家的全面合作ꎬ 促进非洲地区冲突和危机形势的解决与预

防ꎬ 以及冲突后的调解ꎮ 发展同非洲联盟和次地区组织的伙伴关系是俄罗斯

对非洲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①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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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从外交优先方向的排序来看ꎬ 非洲并非俄罗斯外交的重点地区ꎮ
然而ꎬ 仔细分析俄罗斯发布的外交政策文件、 近年来俄罗斯面临的外部环境ꎬ
我们不难看出ꎬ 对非洲外交是俄罗斯实行的全方位反制外交的一个重要环节ꎬ
务实有效的对非洲政策符合俄罗斯不同于西方的、 建设多极化国际秩序的理

念ꎬ 有利于缓解西方对俄罗斯的遏制和制裁ꎬ 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ꎮ
第一ꎬ 非洲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是各类全球面临的共同难题在地区层面

的反映ꎬ 妥善应对非洲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ꎬ 也符合俄罗斯建设多

极化国际秩序、 维持国际安全与战略稳定的外交理念ꎮ 在俄罗斯看来ꎬ 国际

秩序多极化、 国家发展模式多元化是世界总体发展趋势ꎬ 而变革与发展的不

均衡性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特点ꎬ “争夺构建未来国际体系重要组织原则的主导

权正在成为当今世界发展阶段的主要趋势”ꎮ “全球发展存在不均衡性ꎬ 国家

间贫富差距不断深化ꎬ 围绕资源、 市场、 交通动脉控制权的争夺不断加剧ꎬ
上述情形引发的矛盾日趋激烈ꎮ 这种竞争不仅涉及人口、 科学和技术实力方

面ꎬ 还越来越多地带有文明的特性ꎬ 体现出不同价值导向间的博弈ꎮ 在这种

情况下ꎬ 将自身价值标准强加于其他国家的企图ꎬ 会令一些国家处理国际事

务时排外情绪、 冲突不断滋长ꎬ 最终会导致国际关系的混乱与失控ꎮ 这也使

得防止不同文明间出现裂痕、 在不同文化、 宗教和文明之间形成旨在确保人

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合作关系成为当务之急ꎮ 西方国家千方百计要维系自身国

家战略意图ꎬ 采用的手段包括将自身对全球化进程的观点强加于他国、 推行

遏制有实力的竞争国发展的政策ꎬ 由此导致国际关系动荡加剧、 全球与地区

层面乱流涌动”①ꎮ
为了防止西方国家对国际秩序造成的不良后果ꎬ 获得非洲国家的政治支

持无疑有助于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己的外交政策和外交理念ꎮ 而非洲

国家作为一个整体ꎬ 在国际政治舞台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ꎬ 非洲国家占联

合国成员数量的 １ / ４ 以上ꎬ 在全球性国际组织中也占有重要地位ꎬ 完全可以

成为俄罗斯在国际政治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政治储备资源ꎮ
第二ꎬ 近年来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严重危机促使俄罗斯寻找非西方

国家为突破口ꎬ 以打破西方对俄罗斯的外交围堵ꎬ 非洲也是其中的一个抓手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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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看来ꎬ 西方势力的不断东扩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紧张的导火索ꎮ
２０１５ 年版 «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 直言美国与北约为俄罗斯首要安全威胁ꎬ
将俄罗斯与美国、 北约的矛盾显性化ꎬ 并指出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ꎬ
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美国及其盟国在政治、 经济、 军事和信息传播等方

面对俄罗斯施压ꎬ 干涉俄罗斯政治独立ꎬ “西方国家阻碍欧亚一体化进程ꎬ 并

在欧亚地区制造冲突策源地”ꎬ 威胁了俄罗斯国家安全ꎻ 二是北约全面对俄罗

斯进行渗透ꎬ 其军事设施向俄罗斯边境推进ꎬ 并赋予自己 “全球职能”ꎬ 恶化

了俄罗斯安全局势ꎻ 三是美国首先违反全球安全体系和武器核查条约ꎬ 在全

球部署反导系统、 发展非核战略打击力量并将其向太空部署ꎬ “实质性地降低

了维护全球和地区稳定的可能性”ꎻ 四是美国和欧盟制造的乌克兰危机已威胁

到俄罗斯的稳定ꎻ 五是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 “伊斯兰国” 恐怖

主义势力是西方推行双重反恐标准的产物ꎮ①

２０１６ 年版 «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 也指出ꎬ 近十年ꎬ 北约与欧盟的

扩张引发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严重危机ꎮ “欧洲 －大西洋地区在过去 ２０
多年积累的体制问题ꎬ 体现在北约与欧盟不愿意着手落实关于构建全欧安全

与合作机制的政治声明ꎬ 而进行地缘政治扩张ꎮ 这些问题引发了俄罗斯与西

方国家关系的严重危机ꎮ 美国及其盟友推行遏制俄罗斯、 向俄施加政治、 经

济、 信息和其他压力的政策ꎬ 破坏地区和全球稳定ꎬ 损害各方的长期利益ꎬ
也违背在当前局势下不断增长的合作对抗跨国挑战与威胁的要求ꎮ” 该政策文

件还披露了西方的政策目标: “西方国家力图保住自身地位ꎬ 包括借助将自己

对全球进程的观点强加于他国、 推行遏制新兴力量政策等手段”②ꎮ
第三ꎬ 开展对非合作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的负面影响ꎮ

２０１４ 年因乌克兰危机爆发和克里米亚问题发酵ꎬ 西方对俄罗斯开始实行部分

制裁措施ꎬ 经济制裁给俄罗斯的经济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ꎮ 从内容上看ꎬ
美欧对俄罗斯的制裁由最初冻结个别人物的资产和签证逐渐扩大到外交领域

的中止俄罗斯八国集团 (Ｇ８) 成员资格ꎬ 经济领域的制裁涉及俄罗斯金融、

６

①

②

Стратег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ａｃｔｓ /
ｂａｎｋ / ４０３９１ꎬ ２０１９ － ０９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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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及能源企业ꎬ 军事领域的制裁包括美国中止与俄罗斯军事合作等内容ꎮ
到 ２０１５ 年底ꎬ 美国与欧洲国家共计对俄罗斯实施了 １８ 轮制裁ꎬ 其中乌克兰

危机爆发的 ２０１４ 年是俄罗斯受制裁最集中的一年ꎬ 共有 １４ 轮制裁ꎮ① 以上所

有来自西方的制裁涉及俄罗斯政界人士 ７８ 人ꎬ 企业家 １３ 人ꎬ 克里米亚人 ２０
人ꎬ ４ 名其他俄罗斯公民ꎬ ２ 个非政府组织———欧亚青年联合会、 “夜狼” 摩

托车俱乐部ꎬ 以及 ８６ 家俄罗斯企业ꎬ ２２ 家银行与投资公司ꎮ②

从效果上看ꎬ 制裁对俄罗斯的经济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打击ꎬ ２０１５ 年俄罗

斯经济陷入衰退ꎮ 俄罗斯联邦统计局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公布的经济统计报告显

示ꎬ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较上年萎缩 ３ ７％ ꎬ 俄罗斯居民实

际收入下降 ４％ ꎬ ２０１５ 年财政赤字为 １ ９５ 万亿卢布 (约合 ２５０ 亿美元)ꎮ 俄

罗斯消费需求和投资双双下滑ꎬ 零售额下降 １０％ ꎬ 资本投资萎缩 ８ ４％ ꎬ 工

业生产减少 ３ ４％ ꎬ 天然气产量下降 ２ ６％ ꎬ 轿车生产量下降 ２７ ７％ ꎮ 该报告

还指出ꎬ 俄罗斯 ２０１５ 年失业人数达 ４２６ 万ꎬ 较 ２０１４ 年增加 ７ ４％ ꎮ③

另据俄罗斯相关部门发布的报告显示ꎬ 由于西方制裁所致ꎬ 俄罗斯的经

济损失 (以 ２０１１ 年的价格标准来看) 估计可能超过 ８ ０００ 亿卢布ꎮ 同时ꎬ 经

济制裁限制了俄罗斯公司从外部获得贷款的机会ꎬ 因此 ２０１４ 至 ２０１５ 年它们

的外债数额普遍减少了 ２５％ ꎮ④ 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由于制裁和其他一些因素

(如经济结构变化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ꎬ 俄罗斯经济增幅未再达到之前

的 ６％ ꎮ
第四ꎬ 将非洲作为俄罗斯反制型外交一环符合俄罗斯固有的外交特点ꎮ

俄罗斯善于采用 “围魏救赵” 和 “声东击西” 式外交ꎮ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ꎬ
俄罗斯并没有紧紧纠缠于乌克兰问题ꎬ 而是在乌克兰以外进行外线作战ꎬ 借

出兵叙利亚在中东开辟了 “第二战场”ꎬ “不仅巩固了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

响ꎬ 还在一定程度上 ‘逼和’ 了美国”⑤ꎮ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俄罗斯媒体塔斯社认为ꎬ 制裁是从２０１４ 年３ 月１７ 日开始ꎬ 但也有外媒认为美国制裁始于３ 月

４ 日ꎬ 单方面冻结与俄的投资与军事合作ꎬ 取消会议开始ꎬ 总计 ３０ 轮制裁ꎮ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Санкции＿ в＿ связи＿ с＿ украинскими＿ событиями＿２０１４＿ годаꎬ ２０１９ － ０９ － １０

Ｈｔｔｐ: / / ｔａｓｓ ｒｕ / ｍｅｚｈｄｕｎａｒｏｄｎａｙａ －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 １０５５５８７? ｐａｇｅ ＝ ８ꎬ ２０１９ － ０９ － １０
Ｈｔｔｐ: / / ｍｉｌ ｎｅｗｓ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ｄｇｂｙ / ２０１６ －０１ －２６ / ｄｏｃ － ｉｆｘｎｕｗｆｃ９５６０３５６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０９ －２３
А Гальчева Экономисты оценили потери России от санкций в ８００ млрд Руб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ｂｃ ｒｕ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１４ / ０８ / ２０１９ / ５ｄ５１７８０ｃ９ａ７９４７ｃｄ５ｅｂ６ｅｂ５６ꎬ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０３
冯玉军: «欧亚新秩序 (第二卷): 俄罗斯转型: 对外政策与中俄关系»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ꎬ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４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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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ꎬ 近两年ꎬ 美国对非洲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 “倒逼” 了俄罗斯 “重
返” 非洲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 俄罗斯外长与美国国务卿都访问了非洲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５ ~ ９ 日ꎬ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对安哥拉、 纳米比亚、 莫桑比克、 津巴

布韦、 埃塞俄比亚 ５ 个非洲国家进行了正式访问ꎮ 几乎与此同时ꎬ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６ 日至 １３ 日ꎬ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蒂勒森则对乍得、 吉布提、 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和尼日利亚 ５ 个非洲国家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ꎮ 美国选择的这 ５ 个

非洲国家并非偶然: 尼日利亚是美国在非洲的传统贸易伙伴ꎬ 是美国石油和

军事装备的重要出口国ꎮ 乍得和肯尼亚还存在恐怖主义组织ꎮ 吉布提是美国

在非洲唯一的永久军事基地的大本营ꎮ 埃塞俄比亚是东非的重要国家ꎮ 而拉

夫罗夫访问的 ５ 个非洲国家则都是俄罗斯传统的友好国家ꎬ ２０ 世纪中叶苏联

曾全面援助了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ꎬ 一些国家的重要标志上迄今还有俄

罗斯的印记ꎮ 例如ꎬ 莫桑比克的国旗和津巴布韦的国徽上还有俄罗斯 “ＡＫ”
自动步枪的形象ꎮ① 不论蒂勒森对非洲五国的访问是否能够彻底改变特朗普政

府的对非政策ꎬ 但是ꎬ 美国外交机构的最高官员对非洲进行正式访问本身ꎬ
对俄罗斯开展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或多或少是一种 “倒逼” 行为ꎬ 使得俄罗斯

的社会精英更加重视非洲和俄非合作ꎮ
综上ꎬ 近年俄罗斯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ꎮ 乌克兰危机爆发及克里米

亚被纳入俄罗斯版图后ꎬ 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开展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

并延续至今ꎬ 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各领域的制裁措施ꎬ 压缩俄罗斯的外交空间ꎬ
迫使俄罗斯改变自身的外交政策ꎬ 打压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ꎮ 为了突破西方

对自己的外交围堵、 提振本国国民的政治经济信心ꎬ 近年来俄罗斯实行了一

系列全方位反制型外交ꎬ 不断加强与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相互关系ꎮ 在积极

介入叙利亚事务、 重视对亚太国家ꎬ 尤其是对中国合作的同时ꎬ 俄罗斯又将

非洲重新纳入其外交重点范畴之内ꎮ 从这个角度而言ꎬ 当前俄罗斯对非洲政

策带有着浓烈的 “对冲” 色彩ꎮ “对冲” 一词本意是金融学词汇ꎬ 指应对商

业活动中未知的不利价格及利率变动所进行的、 旨在避免或最小化金融风险

８

① 一些俄罗斯学者在研究俄非关系时ꎬ 大多会强调这一点ꎬ И О Абрамова Африканское турне
С В Лаврова: новые вызов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оссийско － африкан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２０１８ꎬ №５ꎬ ｃ ２ － １０ꎻ Олег Барабанов: Идеология возвращения Стоит ли России
навёрстывать упущенное в Африке? ｈｔｔｐ: / / ｒｕ ｖａｌｄａｉｃｌｕｂ ｃｏｍ / ａ /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ｙａ － ｖｏｚｖｒａｓｈｃｈｅｎｉｙａꎬ
２０１９ － ０９ － ２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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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险政策ꎬ 是一种在降低商业风险的同时仍然能在投资中获利的手法ꎮ 就俄

罗斯而言ꎬ 俄罗斯的对非政策是在该国受到西方国家制裁、 国家利益已经受

损的情势下ꎬ 为降低政治经济风险ꎬ 实施的多方位、 多领域的政策行为ꎬ 并

试图从中获利ꎮ 其对冲的对象是西方国家ꎬ 对冲的手段是一系列对内和对外

政策ꎬ 它是俄罗斯针对西方遏制外交的全方位对冲政策的一部分ꎮ 对非洲外

交是俄罗斯针对西方遏制外交的一种对冲ꎬ 也是俄罗斯对东方外交政策的一

大补充ꎮ 对冲西方对俄罗斯的各种围堵和遏制ꎬ 补充中俄合作以及俄与亚太

外交的不足ꎬ 成为当前俄罗斯对非洲政策的一个基本战略目标ꎮ

俄罗斯调整对非洲政策的基础条件

对冲是俄罗斯对非洲政策的战略目标和首要特色ꎬ 同时ꎬ 这种政策的制

定和实施也有着一定的客观基础ꎮ
(一) 非洲国家发展的新变化为俄非合作提供了新机遇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ꎬ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非洲正在从 “无望大陆” 向 “希
望大陆” 转变ꎬ 非洲对俄罗斯的吸引力也在不断上升ꎮ 政治上ꎬ 近年来ꎬ 非洲

大陆总体局势由乱趋稳ꎮ 除了利比亚、 南苏丹、 中非共和国、 刚果 (金) 等少

数国家仍有局部冲突外ꎬ 多数非洲国家停止了内战、 结束了国内局部冲突与社

会动乱ꎬ 非洲大陆进入了较为稳定的发展时期ꎮ 经济上ꎬ 相对安全稳定的地区

局势也促进了非洲经济的发展ꎮ 根据世界银行的评估ꎬ 在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７ 年间ꎬ 非

洲经济的年均增长率约为 ３％ ~５％ꎬ 非洲大陆正处在经济起飞的 “边缘期”①ꎮ
因此ꎬ 这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利好因素ꎬ 为非洲国家发展对外合作提供了新

机遇ꎮ
不论是美欧等西方国家ꎬ 还是新兴经济体ꎬ 都在非洲积极运作ꎬ 欲抓住

非洲发展的机遇期ꎮ 对欧洲而言ꎬ 保持非洲市场和对非经济合作可能是老欧

洲国家维护其地缘政治地位、 保障社会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途径ꎮ 对美国、
俄罗斯、 中国、 印度及其他经济体而言ꎬ 积极参与非洲经济活动ꎬ 既能够给

非洲国家带来发展的机遇ꎬ 也有利于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ꎮ

９

①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ꎬ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ꎬ Ｉｍｐｏｒｔｓꎬ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Ｔａｒｉｆｆｓꎬ
ＧＤＰ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ｉｔ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ｒｏｆｉｌｅ / ｅｎ / ＳＳＦꎬ ２０１９ － ０９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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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自由大陆” 的现实为俄罗斯加强与非洲的关系提供了客观基础ꎮ
２１ 世纪的非洲ꎬ 暂时还没有一个域外大国可以完全主导ꎬ 这为美国、 中国、
俄罗斯等域外国家的进入奠定了先期基础ꎮ 近年来ꎬ 世界主要大国和新兴经

济体都调整了各自的对非政策ꎬ 不断寻求有利于本国商品和资金进入非洲的

方式ꎮ 俄罗斯当然也不会例外ꎮ
第三ꎬ 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全方位外交提振了俄罗斯与非洲合作的信心ꎮ

对于域外大国对非洲的积极态度ꎬ 非洲国家大多秉承中立的态度ꎬ 似乎也乐

享其成ꎬ 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 “后进” 国家提振了与非合作的信心ꎮ 俄罗斯

学者认为ꎬ 大多数非洲国家并不愿意看到某一大国在非洲的绝对主导ꎬ 也不

愿在美、 欧、 中、 俄等世界大国或大国集团之间选边站队ꎬ 绝对支持某一大

国①ꎮ 非洲国家这种多元外交的立场也提升了包括俄罗斯在内域外国家与之密

切合作的信心和意愿ꎮ
(二) 俄罗斯与非洲国家经济合作存在互补性

第一ꎬ 俄非在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具有一定的共通性ꎮ 在资源禀赋方

面ꎬ 非洲大陆拥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ꎮ 同样ꎬ 俄罗斯也拥有着丰富的自然

资源ꎬ 还有大量的资源尚未开发利用ꎬ 如何充分合理利用这些自然资源决

定着俄罗斯与非洲国家的未来ꎮ 俄罗斯的经济学家认为ꎬ 油价大幅下跌极

大地影响了俄罗斯经济发展ꎮ 因此ꎬ 促进商品出口从单纯依赖原材料向增

值产品多样化转变ꎬ 深化社会经济的结构性转型ꎬ 都是俄罗斯与非洲国家

共同面临的问题ꎮ
第二ꎬ 俄罗斯发展非能源型经济也需要非洲的大市场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ꎬ 在

获得连任后ꎬ 俄罗斯总统普京颁布有关促进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命令ꎬ 被称

为 “新五月命令”ꎮ 其主要目标是ꎬ 在 ２０２４ 年前成为全球前五大经济体ꎬ 摆

脱油气依赖、 发展数字经济是俄罗斯未来经济政策的一个重点方向ꎮ 根据这

项总统令ꎬ 俄罗斯将在 ２０２４ 年前ꎬ 在制造业、 农业、 服务业竭力培育具有全

球竞争力的非原材料行业ꎬ 其商品和服务出口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不低于

２０％ ꎻ 实现非原材料非能源商品年出口额达到 ２ ５００ 亿美元ꎬ 其中ꎬ 机械制造

产品出口额达到 ５００ 亿美元ꎬ 农工综合体出口额达到 ４５０ 亿美元ꎬ 服务出口

０１

① Лукоморья больше нет Цели и задачи России в Африкеꎬ ｈｔｔｐ: / / ｒｕ ｖａｌｄａｉｃｌｕｂ ｃｏｍ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ｏｓｔ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ｌｕｋｏｍｏｒｙａ － ｂｏｌｓｈｅ － ｎｅｔꎬ ２０１９ － ０９ －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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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１ ０００ 亿美元①ꎮ 要达到上述目标ꎬ 俄罗斯必须寻找新的经贸合作的增长

点和增长领域ꎮ 而非洲可以成为俄罗斯产品、 技术、 服务的潜在市场之一ꎮ
第三ꎬ 俄罗斯有能力提供非洲发展所需要的部分技术和资金ꎮ 伴随着非洲

经济的快速发展ꎬ 非洲各国经济领域的诉求也越来越多元ꎬ 对地区经济一体化

的呼声也越来越高ꎮ 不论是面向非洲未来 ５０ 年发展的 “非洲愿景和行动计

划” ——— «２０６３ 年议程»ꎬ 还是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才正式启动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ＡｆＣＦＴＡ)ꎬ 都体现出非洲国家对促进工农业发展、 经济结构转型、 深化地区经

济一体化的愿望ꎮ 非洲各国政府大多确定了未来优先发展的经济领域ꎬ 包括发

展数字经济ꎬ 保障网络安全、 能源安全、 粮食安全ꎬ 增加基础设施建设ꎬ 发展

加工工业和创新性产业ꎬ 保护环境等等ꎮ 俄罗斯在上述领域有一定的比较优势ꎮ
(三) 俄罗斯具有作为非洲大陆外部合作伙伴的独特优势

俄罗斯在开展俄非合作中的一些独特优势对非洲国家极具吸引力ꎮ 第一ꎬ
对苏联的记忆和好感是俄非现阶段合作的历史资本ꎮ 迄今为止ꎬ 许多非洲国

家提起俄罗斯时ꎬ 就会想起苏联ꎬ 想起苏联在非洲国家寻求民族独立、 国民

经济建设初期时提供的支持和援助ꎮ 这个美好的记忆对当前俄非合作无疑有

着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ꎮ 第二ꎬ 俄罗斯在中东地区与美国及其盟友完全相反

的做法ꎬ 也使得部分非洲国家愿意考虑与俄罗斯及其企业合作ꎮ 第三ꎬ 现阶

段俄罗斯与非洲主要国家的良好政治关系有利于持续推进俄罗斯与非洲国家

的经贸合作ꎮ 许多非洲国家认为ꎬ 在对抗美国在世界和非洲地区的霸权主义

方面ꎬ 俄罗斯与非洲具有更多的共同语言ꎮ 同时ꎬ 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将俄

罗斯视为可以替代西方、 中国在非洲势力的一个 “选项”②ꎮ
诚然ꎬ 积极推进与非合作对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ꎬ 但是ꎬ

一些客观存在的不足也阻碍着俄罗斯与非洲合作的深化ꎮ 例如ꎬ 俄罗斯能够

为非洲提供的技术、 资金和产品有限ꎬ 并不具有绝对的市场竞争优势ꎬ 当今

的俄罗斯经济实力也不能与苏联时期相提并论ꎮ 非洲大陆面对的也不仅是俄

罗斯ꎬ 还有美欧等发达国家ꎬ 以及中国、 印度等新兴经济体ꎬ 因此ꎬ 在对非

１１

①

②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０７ ０５ ２０１８г № ２０４: 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целях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задача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２０２４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ａｃｔｓ / ｂａｎｋ / ４３０２７ꎬ ２０１９ － ０９ － ２７

И О Абрамова Африканское турне С В Лаврова: новые вызов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оссийско －
африкан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２０１８ꎬ №５ꎬ ｃ ２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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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时ꎬ 俄罗斯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与这些国家的比较和竞争ꎮ 再如ꎬ 俄罗斯

(或苏联) 对非合作的历史优势和政治优势ꎬ 暂时还没有转换为实实在在的经

济成果ꎮ 尽管俄罗斯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往来有所增加ꎬ 但俄非经贸额的增长

依然缓慢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俄罗斯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对外贸易总额为 ２２ 亿

美元ꎬ ２０１６ 年为 ３３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７ 年为 ３６ 亿美元ꎮ 俄罗斯联邦贸易署的数据

表明ꎬ ２０１７ 年ꎬ 俄罗斯对整个非洲大陆 (包括北非) ５４ 个国家的贸易额为

１７０ 亿美元ꎬ 与其他国家对非贸易额相比ꎬ 还有一定差距ꎮ 相比而言ꎬ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与非洲贸易额达到 １ ６９７ 亿美元ꎬ 印度与非洲的贸易额为 ７００ 亿美

元ꎬ 美国与与非洲的贸易额为 ５３０ 亿美元ꎬ 土耳其与非洲的贸易额为 ２００ 亿

美元ꎬ 巴西与非洲的贸易额为 ２００ 亿美元ꎮ① 与上述国家相比ꎬ 俄罗斯在对非

经贸合作的优势并不明显ꎮ
此外ꎬ 俄罗斯恢复对非洲的较为密切关系时间并不长ꎬ 也就是最近几年

的事情ꎮ 起步晚、 技术、 资金不占有绝对优势ꎬ 给未来俄罗斯的对非合作蒙

上了一层阴影ꎮ

当前俄罗斯对非政策的主要内容与成效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ꎬ 俄罗斯加大了对非洲的投入和重视ꎬ 突出表

现在领导人和外长对非洲的出访次数和会晤数量增多、 与非洲地区组织的沟

通数量和机制增多、 在俄非洲留学生人数增多等方面ꎮ 俄罗斯与非洲的传统

合作领域ꎬ 如维和、 军事科技、 对非援助等方面ꎬ 也得到巩固和加强ꎮ
(一) 高层互访

通过国家元首和高官互访ꎬ 加强俄罗斯与非洲诸国的政治协调ꎬ 是现阶

段俄罗斯与非洲国家政治合作的重要内容ꎮ ２０１４ 年是俄非元首和高官互访的

一个分水岭ꎬ ２０１４ 年之前ꎬ 俄罗斯和非洲国家之间政治精英的交流虽也存在ꎬ
但显然不如 ２０１４ 年之后频繁ꎮ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ꎬ 当前俄罗斯对非政

策的 “对冲” 意图相当明显ꎮ 自 ２０１４ 年开始ꎬ 俄罗斯国家元首和政府官员开

始频繁出访非洲国家ꎬ 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也加大了对俄罗斯访问的频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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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И О Абрамова Африканское турне С В Лаврова: новые вызов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оссийск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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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ꎬ 南非、 阿尔及利亚、 乌干达等 １６ 个非洲国家的元首和高官访问

俄罗斯ꎬ 与俄罗斯相关官员举行双边或多边磋商ꎬ 了解各自对全球和地区热

点问题的立场和看法ꎮ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总统两次访问埃及ꎬ 并在国际

多边会议上与部分非洲国家的总统会晤ꎬ 如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 金砖国家首

脑峰会等等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俄罗斯与非洲国家元首和高官的互访达到近年来的最

高峰ꎬ 双方元首和高官的会晤次数超过了 ２０ 多次ꎮ 频繁的会晤、 及时的沟通ꎬ
使俄罗斯准确把握该国与非洲之间的利益关切ꎬ 适时处理合作中出现的问题ꎮ
这也是俄罗斯政府决定在 ２０１９ 年召开 “俄罗斯 －非洲峰会” 的原因之一ꎮ

从俄罗斯总统和高官出访的国别不难看出ꎬ 俄罗斯在非洲地区有着外交

重点ꎮ 在国家层面ꎬ 埃及、 埃塞俄比亚、 南非成为俄罗斯在非洲的主要支点

国家ꎮ 这三国分别位于非洲大陆的北部、 东部和南部ꎬ 地理位置及地区影响

力均极为重要ꎮ 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ꎬ 俄罗斯总统每年都与埃及和南非总统会晤ꎬ
一直保持与埃塞俄比亚的高层次沟通ꎮ 在国际组织层面ꎬ 俄罗斯则积极拓展

与非洲联盟、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两大区域国际组织的联系ꎮ 早在 ２００６ 年ꎬ
俄罗斯就已经成为非洲联盟的观察员国ꎬ 但直到 ２０１４ 年ꎬ 双方才签署了 «俄
罗斯与非洲联盟有关政治磋商机制的协议»ꎮ 此后ꎬ 俄罗斯与非洲联盟的合作

才进一步加强ꎮ 在全球层面ꎬ 俄罗斯还利用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

等机制ꎬ 加强与非洲各国的协商合作ꎮ
(二) 机制建设

为加强与非洲国家的联系、 及时把握非洲局势ꎬ 俄罗斯政府还设置了新

的代表职务ꎬ 以加强俄罗斯对非洲外交的机制建设ꎬ 开展全方位、 多层次外

交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ꎬ 俄罗斯政府根据第 ７０１ 号总统令ꎬ 设立俄罗斯中东

与非洲国家事务特使一职ꎬ 由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副部长波格丹诺夫担任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 俄罗斯政府又增设俄罗斯外交部与非洲地区组织联络事务特别

代表ꎬ 由俄外交部非洲司司长乌特金担任ꎮ
在双边层面ꎬ 除原有的俄罗斯与非洲各国政府联合委员会 (如政府间经

贸合作委员会等) 外ꎬ 俄罗斯还注重建立新的机制来深化与非方的协调ꎮ 例

如ꎬ 在俄罗斯与埃及之间成立新的定期会晤机制ꎬ 即两国外长和防长参加的

“２ ＋ ２” 会晤模式ꎮ ２０１３ 年底ꎬ 俄罗斯与南非达成在约翰内斯堡设立俄罗斯联

邦商务代表处的协议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ꎬ 在莫斯科成功举办了 “俄罗斯 －非洲社

会论坛”ꎬ 加强了俄罗斯与非方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之间的交流沟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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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 俄罗斯与非洲各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沟通愈加频繁ꎮ 俄罗斯不仅与

非洲联盟 (ＡＵ)、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ＳＡＤＣ) 保持着密切交流ꎬ 还积极参

与政府间发展组织 (ＩＧＡＤ)、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ＥＣＯＷＡＳ)、 东南非共同

市场 (ＣＯＭＥＳＡ)、 东非共同体 (ＥＡＣ) 等地区组织的会议ꎬ 商讨维护非洲安

全稳定、 调解地区热点问题ꎮ 例如ꎬ 在调解利比亚问题、 南苏丹问题、 联合

打击索马里海盗、 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和非法贩运毒品等领域ꎬ 俄罗斯与上述

非洲的国际组织都有着定期的磋商和协调ꎮ 在 ２０１９ 年 “俄罗斯 － 非洲峰会”
之后ꎬ 俄罗斯与这些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合作可能会扩大到经济领域ꎮ

(三) 经贸合作

尽管总量不大ꎬ 但俄罗斯还是积极拓展与非洲国家的经贸联系ꎮ 在关税

方面ꎬ 俄罗斯给予非洲国家大量的贸易优惠措施ꎮ 大部分非洲国家在向俄罗

斯出口商品时ꎬ 享有优惠的关税标准ꎮ 俄罗斯与非洲经济合作的主要领域依

然是俄罗斯传统优势领域ꎬ 包括地质勘探、 石油天然气资源和原材料的开采

和加工ꎬ 水电站的建设和相关技术服务与设备出口ꎬ 核电站的建设及相关技

术服务、 军事技术合作及武器出口等等ꎮ 参与的企业也以大型能源型企业为

主ꎬ 俄罗斯中小企业在非洲市场的份额很小ꎮ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是在非

洲运作较为成功的俄罗斯企业之一ꎬ 在赞比亚设立了原子能科学与技术中心ꎬ
在尼日利亚建成并投入运行了原子能科技中心ꎮ 目前ꎬ 俄罗斯正在与坦桑尼

亚、 埃塞俄比亚、 加纳等国商讨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开展合作ꎮ
在非洲建立俄罗斯工业区是俄罗斯与非洲经贸合作的一个新的领域ꎮ 在

非洲的首个俄罗斯工业区将在埃及苏伊士运河的经济区运营ꎮ 迄今为止ꎬ 已

经有 ８ 家俄罗斯企业与埃方签署了参与生产项目的协议ꎬ 俄罗斯工业区预计

将于 ２０２０ 年底启动ꎬ 一些俄罗斯农业机械生产企业还会加入ꎮ
俄罗斯在与非洲的经济合作中ꎬ 还注重科技进步与顺应全球科技革命的

步伐ꎮ 俄方认为ꎬ 俄罗斯在科技领域的一些领先技术和产品对于非洲同样适

用ꎬ 军工技术、 数字经济和信息科技等方面的成果在非洲也有一定的市场ꎮ
俄罗斯总统顾问、 俄非峰会组委会秘书长科布亚科夫直言ꎬ 俄罗斯创新领域

的产品和经验都可以与非洲伙伴分享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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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Подведены итоги Ежегод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Афрэксимбанка － ２０１９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ꎬ ２５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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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方的努力下ꎬ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１５ 年间ꎬ 俄罗斯对非洲的投资额增长了

１８５％ ꎬ 投资总额为 １７０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俄罗斯与非洲的贸易额达到 ２００ 亿

美元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俄罗斯向整个非洲大陆的出口总量为 １７５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８％ ꎮ 其中ꎬ 非能源原材料产品的出口额达到 １４３ 亿美元ꎮ 专家预测ꎬ 未来

三年内ꎬ 俄非贸易额还将会翻番ꎮ①

(四) 对非援助

加强对非援助也是俄罗斯对非洲政策的重点内容ꎮ 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

国ꎬ 俄罗斯一直积极参与维护和保障非洲地区的安全稳定ꎬ 对非洲国家开展

多种形式的援助ꎮ 俄罗斯积极推动减免非洲国家的债务负担ꎮ 在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重债穷国倡议” 的框架下ꎬ 俄罗斯对非洲国家共免除了

约 ２００ 亿美元的债务ꎮ 另外ꎬ 根据 “债务换发展计划”ꎬ 俄罗斯正在落实与马

达加斯加、 莫桑比克、 坦桑尼亚的政府间协议ꎮ 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协助下ꎬ
俄罗斯正在实施一项援助莫桑比克学生餐食的项目ꎬ 计划在五年内ꎬ 将 ４ ０００
万美元的俄罗斯债务进行转换ꎬ 用于改善莫桑比克中小学生饥饿状况ꎬ 从而

得以吸引更多的儿童在学校接受教育ꎮ
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ꎬ 俄罗斯通过向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粮食计划署、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注资来援助非洲国家的发展ꎮ 一是提供粮食援助ꎮ 俄

罗斯外交部的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７ 年间ꎬ 依托世界粮食计划署ꎬ 俄罗斯向

非洲国家提供了价值 ２ １５０ 万美元的粮食援助ꎮ 其中ꎬ 肯尼亚获得了 ５００ 万美

元ꎬ 索马里 ４００ 万美元ꎬ 几内亚、 津巴布韦、 塞拉利昂、 埃塞俄比亚、 纳米

比亚五国分别获得 １５０ 万美元ꎬ 利比里亚、 马达加斯加、 苏丹、 刚果民主共

和国分别获得 １００ 万美元的粮食援助ꎮ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度ꎬ 俄罗斯 (在世界粮

食计划署的框架下) 又向非洲国家提供了 ９００ 万美元的粮食援助ꎬ 其中ꎬ 刚

果共和国、 索马里分别获得 ２００ 万美元援助ꎬ 几内亚和乌干达各获 １５０ 万美

元ꎬ 布基纳法索和乍得各获得 １００ 万美元的粮食援助②ꎮ 二是提供物资援助ꎮ
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ꎬ 俄罗斯为世界粮食计划署驻非洲 (加纳、 乌干达) 和中东的

代表处提供了 ２５８ 辆卡玛斯卡车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 俄罗斯再次向上述代表处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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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И О Абрамова Ежегод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Афрэксимбанка в Москве: новые горизонты российско －
африканского сотудничества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ꎬ ２０１９ꎬ №９ꎬ с ７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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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了 ９７ 辆卡玛斯卡车和零配件ꎮ① 三是实施技术援助项目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俄罗斯

自愿向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基金注资 ２２６ 万美元ꎬ 用以落实联合国工业发展

组织在非洲的项目——— “为扩大生产、 发展埃塞俄比亚水产与捕鱼业的生产

销售链建立技术与机制保障” 项目ꎮ 四是为非洲国家提供医疗救助ꎮ 世界卫

生组织在非洲的两大援助项目ꎬ 即 “对个别国家制定抗击非传染性疾病国内

政策提供协助项目” 和 “在结核病高发国家实行多部门应对措施项目” 都获

得了来自俄罗斯的资助ꎮ 在世界卫生组织专门项目的框架下ꎬ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ꎬ
俄罗斯向津巴布韦提供了抗击霍乱病毒的药品ꎮ 俄罗斯是较早开始研究应对

“埃博拉” 病毒的国家之一ꎬ 为此俄罗斯政府投入了 ６ ０００ 多万美元ꎮ 俄罗斯

铝业联合公司建设并资助了几内亚 “微生物研究及流行病治疗中心”ꎬ 目前ꎬ
该中心已经投入运营ꎮ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ꎬ 在该中心基础上ꎬ 俄罗斯 － 几内亚流行

病与传染病防疫科研中心亦投入使用ꎮ 五是为非洲国家改善生态环境助力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ꎬ 俄罗斯决定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俄罗斯信托发展基金的 “气
候窗口” 注资 １００ 万美元ꎬ 用于在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年落实 “支持津巴布韦履行

«巴黎气候协定» 国家职责” 项目ꎮ 六是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 在非洲国家遭受热带飓风袭击后ꎬ 俄罗斯向津巴布韦、 马拉维、 莫

桑比克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物资ꎮ
(五) 金融合作

俄罗斯积极参与对非洲的金融合作ꎮ 俄罗斯资金入股非洲进出口银行

(Ａｆｒｅｘｉｍｂａｎｋ) 就是一个典型案例ꎮ ２０１９ 年非洲进出口银行的股东大会在俄

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ꎮ 通常非洲进出口银行的股东大会在非洲国家举行ꎬ 迄

今为止ꎬ 在非洲以外仅召开了两次股东大会ꎬ 一次是 ２０１２ 年在中国ꎬ 另一次

就是在俄罗斯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８ ~ ２２ 日ꎬ 非洲进出口银行第 ２６ 届股东大会在

莫斯科召开ꎮ 来自 ８１ 个国家 (包括 ４５ 个非洲国家) 的 １ ５００ 多名代表ꎬ 政府

官员、 各公司和银行代表等参加了这次会议ꎮ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出席了

本次大会的开幕式ꎮ 在股东大会与 “俄罗斯 － 非洲” 经济会议框架下ꎬ 还举

行了 ２０ 多场商贸活动ꎬ 讨论的议题涉及俄非中小企业合作、 非洲经济如何融

入全球经济体系、 在贸易保护和制裁条件下如何资助经贸活动、 发展非洲的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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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 网络安全、 能源安全、 粮食安全等等ꎮ 在 ２０１９ 年非洲进出口银行

的股东会议上ꎬ 非洲进出口银行与俄罗斯的企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ꎬ 如俄罗

斯出口中心、 西纳尔公司、 车里雅宾斯克轧管集团等交通机械设备企业ꎮ 俄

罗斯会展基金会还与非洲进出口银行签署了关于有效协调俄非学术界与企业

界的合作协议ꎮ 这次股东大会也是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俄非峰会的一次预演ꎮ
加入非洲进出口银行有助于俄罗斯与非洲之间的经贸合作ꎮ ２０１７ 年底ꎬ

俄罗斯出口中心成为非洲进出口银行股东之一ꎬ 成为该银行在非洲以外国家

中的第三大股东ꎮ 俄罗斯机构加入非洲进出口银行ꎬ 将会促进俄罗斯出口商

进入非洲市场ꎬ 减少在该地区的金融风险ꎬ 简化俄非之间的清算体系ꎮ 在谈

到在俄罗斯召开非洲进出口银行股东大会时ꎬ 该银行的执行副总裁埃龙比也

表示ꎬ “在俄罗斯有机会恢复自己在非洲的地位、 非洲国家希望投资来源多样

化的今天ꎬ 这次会议格外重要”①ꎮ
(六) 法律保障

不断夯实对非合作的法律基础也是俄罗斯对非洲政策的一项内容ꎮ ２０１４
年开始ꎬ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陆续与部分非洲国家的议会签署了议会间合作谅

解备忘录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 «俄罗斯外交部与非盟委员会关于政治磋商机制的谅

解备忘录» 得以签署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ꎬ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了第 １３７ 届各国议

会联盟大会ꎬ 来自非洲 ８ 国的议长参加了此次会议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ꎬ 签署 «俄罗

斯联邦政府与内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关于相互关系与合作基础的谅解备忘录»ꎮ
(七) 教育培训

在教育培训领域ꎬ 近年来俄罗斯扩大了政府奖学金的数量和范围ꎬ 不断增

加在俄罗斯受训的非洲国家警官、 维和军官的数量 (见表 １)ꎮ 在俄罗斯留学的

非洲学生的人数也从 ２０１３ 年的数千人上升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５ ０００ 多人ꎮ 享受俄罗

斯政府奖学金的非洲留学生的人数也逐年增加ꎬ 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９６８ 人增至 ２０１８ 年

的 ４ ０００ 多人ꎮ 与之相应ꎬ 在俄罗斯参加培训和短期访问的非洲国家的维和军官

与警察人数也在不断上升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俄罗斯还首次对 ２８ 名来自非洲国家的女警

官开展了业务培训ꎬ 来自非洲 １８ 个国家的 １４４ 名警官在俄罗斯内务部下属的各

高校参加了培训ꎬ ２３ 个非洲国家的 １３５ 名警官在俄罗斯的大学修读本科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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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进出口银行: ２０１９ 年股东大会将在俄罗斯举行»ꎬ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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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年在俄罗斯的非洲留学生及干部情况

年份

留学生数量 接受培训警官 /维和军官数量

总数 (人)
其中享受俄罗斯
政府奖学金的

人数 (人 /学年)

培训人数
(人)

访问学者数量
(人 /次)

２０１３ 年 － ９６８ － －

２０１４ 年 ６ ５００ １ ６００ ８０ ３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０００ － － －

２０１６ 年 １５ ０００ １ ３１３ － －

２０１７ 年 １５ ０００ １ ８０４ ３０７ －

２０１８ 年 １５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 －

　 　 资料来源: 根据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文件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РФ : обзор МИД РФ» (в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гг ) 整理ꎮ

目前ꎬ 有 １ ５ 万名非洲留学生在俄罗斯的高校学习ꎬ 其中 ４ ０００ 人获得了

政府奖学金ꎮ 当然ꎬ 现阶段在俄罗斯的非洲留学生的数量远远比不上苏联时

期的数量ꎮ 苏联时期ꎬ 各加盟共和国的高校吸引了大量来自亚非拉国家的留

学生和访问学者ꎬ 高峰时亚非拉留学生达到 １５ 万人ꎮ １９６０ 年成立的人民友谊

大学还以刚果国父、 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先驱卢蒙巴命名ꎮ 非洲一些国家的老

一代政治精英都有留苏的经历ꎮ
综上所述ꎬ 俄罗斯对非洲的 “对冲型外交政策” 的落实几乎涵盖了所有

领域ꎮ 政治上ꎬ 俄罗斯加强与非洲各国在双边和多边层面的沟通ꎬ 注重各种

多边机制的建设ꎻ 经济上ꎬ 除继续与非洲各国开展在能源资源开采加工、 军

工贸易等传统领域的合作外ꎬ 俄罗斯还注重创新技术领域的相互合作ꎻ 对外

援助上ꎬ 俄罗斯从双边和国际组织框架对非洲进行多方位援助ꎻ 此外ꎬ 近年

来ꎬ 俄罗斯还持续加大对非洲学生和官员的培训力度ꎮ 尽管从绝对数字上来

看ꎬ 俄罗斯与非洲合作的总量并不大ꎬ 但影响力几乎遍布非洲各地ꎬ 并形成

了地区重点: 国家层面ꎬ 埃及、 埃塞俄比亚、 南非成为俄罗斯在非洲的主要

支点国家ꎻ 国际组织层面ꎬ 俄罗斯则积极拓展与非洲联盟、 南部非洲发展共

同体两大区域国际组织的联系ꎻ 全球层面ꎬ 俄罗斯还利用联合国、 二十国集

团和金砖国家机制ꎬ 加强与非洲各国的协商合作ꎮ 但同时ꎬ 我们也不得不承

认ꎬ 当前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国内经济发展趋缓的现实也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其与非洲国家的深入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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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近年来ꎬ 俄罗斯加强了对非洲的外交力度ꎮ 俄罗斯的非洲政策带有极强

的 “对冲” 色彩ꎬ 称其为 “对冲型外交政策” 也不为过ꎮ
第一ꎬ 俄罗斯对非洲的 “对冲型外交政策” 有着自己的外交战略考量ꎮ

它是俄罗斯全方位反制西方型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

爆发后俄罗斯针对西方遏制外交的一种对冲ꎬ 也是俄罗斯对东方外交政策

的一大补充ꎮ 对冲西方对俄罗斯的各种围堵和遏制ꎬ 补充中俄合作以及俄

与亚太外交的不足ꎬ 成为当前俄罗斯对非洲政策的一个基本战略目标ꎮ 俄

罗斯认为ꎬ 务实有效的对非洲政策符合俄罗斯不同于西方的、 建设多极化

国际秩序的理念ꎬ 有利于缓解西方对俄罗斯的遏制和制裁ꎮ 俄罗斯对非洲

的 “对冲型外交政策” 是俄罗斯运筹全球、 主动出击ꎬ 扩大自身外交运营

空间的一个地区性尝试ꎬ 对非政策实施的效果对俄罗斯的全球整体外交同

样具有重要意义ꎮ
第二ꎬ 俄罗斯对非洲的 “对冲型外交政策” 既有优势基础ꎬ 也有客观不

足之处ꎮ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强大的军事实力、 与非洲长期合

作的历史渊源是俄罗斯开展对非洲外交的优势ꎬ 但同时ꎬ 无法与苏联时期相

比拟的经济实力、 国内经济发展缓慢的现实ꎬ 也在阻碍着俄罗斯与非洲在各

领域务实合作的有效推进ꎮ 另外ꎬ 世界主要大国较早开始了重视与非洲的合

作ꎬ “俄罗斯不久前才参与这轮竞争ꎬ 且并不占有良好的出发点”①ꎬ 俄罗斯

对非洲的 “对冲型外交政策” 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与其他域外大国在非洲的

竞争ꎮ 后发之国能否转化为俄罗斯与非洲合作的优势ꎬ 现在还很难做出定论ꎮ
第三ꎬ 俄罗斯对非洲的 “对冲型外交政策” 是全方位的ꎬ 多层次、 多机

制、 有重点是其特色ꎮ 俄罗斯对非洲政策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ꎬ 从政治、 经

济领域到人文合作、 对外援助ꎬ 虽然总量不大ꎬ 但影响力遍布非洲各地ꎮ 俄

罗斯在非洲地区的工作重点也富有层次ꎮ 在国家层面ꎬ 埃及、 埃塞俄比亚、
南非成为俄罗斯在非洲的主要支点国家ꎮ 在国际组织层面ꎬ 俄罗斯则积极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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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И О Абрамова Ежегод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Афрэксимбанка в Москве: новые горизонты российск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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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非洲联盟、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两大区域国际组织的联系ꎮ 在全球层面ꎬ
俄罗斯还利用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机制ꎬ 加强与非洲各国的协商

合作ꎮ 此外ꎬ 俄罗斯还不断成立新的机制、 开拓新的领域以有效推行其对非

政策ꎬ 例如成立 “俄罗斯 － 非洲社会论坛” 来加强民间交往ꎬ 俄罗斯资金入

股非洲进出口银行来加强俄非金融合作等等ꎮ
从俄非关系发展前景看ꎬ 非洲正在成为俄罗斯地区外交中的一个新的增

长点ꎮ 凭借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和资源禀赋ꎬ 以及不断增长的经济总量ꎬ 非

洲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国予以关注的地区ꎮ 为打破西方的外交围堵和经济制裁ꎬ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俄罗斯更加注重对非洲的外交ꎮ 经过数年的积累ꎬ 在不断加强

高层沟通的基础上ꎬ 俄罗斯与非洲的合作逐渐加深ꎬ ２０１９ 年秋在索契召开的

“俄罗斯 －非洲峰会” 成为近年来俄非关系的又一个里程碑事件ꎮ 本届峰会聚

焦经济与安全两大领域ꎬ 重点讨论了俄罗斯与非洲国家在经济和安全等领域

的合作ꎬ 俄罗斯与部分非洲国家ꎬ 在军事、 能源以及其他领域ꎬ 达成了一系

列贸易协议ꎬ 初期成果也顺应了俄方的初衷ꎮ 在峰会期间ꎬ 俄罗斯与非洲国

家签署了 ８ ０００ 多亿卢布 (约合 １２５ 亿美元) 的 ５０ 余份协议ꎮ ①例如ꎬ 在经贸

领域ꎬ 俄罗斯储蓄银行、 俄罗斯国家开发银行、 俄罗斯出口中心以及总部位

于伦敦的投资公司 (Ｇｅｍｃｏｒｐ Ｃａｐｉｔａｌ) 达成协议ꎬ 同意以 ５０ 亿美元支持俄罗

斯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融资ꎻ 俄罗斯加大向安哥拉、 埃塞俄比亚、 莫桑比

克和津巴布韦等国出口商品等等ꎮ 在能源领域ꎬ 俄罗斯与刚果 (布) 达成了

在该国投资修建一条区域石油产品管道的协议ꎬ 资助摩洛哥能源公司 (ＭＹＡ)
提升炼油能力等ꎮ 在军事政治领域ꎬ 俄罗斯与尼日利亚签署协议ꎬ 向尼方提

供 １２ 架 “米 － ３５” 武装直升机ꎮ 此外ꎬ 俄罗斯还表示将加强欧亚经济联盟与

非洲联盟、 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和非洲开发银行等非洲地区国际组织之间的

联系和合作ꎮ
“俄罗斯 －非洲峰会” 的举办ꎬ 无疑会大大促进俄非在各领域的协调与合

作ꎬ 加快俄罗斯 “重返非洲” 的步伐ꎮ 但同时ꎬ 也对俄非合作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ꎮ 如果双方未来不能有效地落实 “俄罗斯 － 非洲峰会” 上签署的各项双

边和多边协议ꎬ 则会降低非洲国家对与俄罗斯合作的信心和意愿ꎬ 俄非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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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务实性也会大打折扣ꎮ 因此ꎬ 从俄罗斯的角度ꎬ 有必要借助本次索契峰会ꎬ
与非洲各国领导人和地区国际组织深入交流ꎬ 加强俄罗斯对非洲的政策应当

与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相互对接和协调ꎬ 寻找出俄非合作的有效机制ꎬ 制定

出俄罗斯对非政治、 经济、 人文、 军事等各个领域合作的中长期规划ꎮ 只有

这样ꎬ 俄罗斯对非洲的 “对冲型外交政策” 才会具有可持续性ꎬ 才能更好地

服务于俄罗斯的总体外交ꎬ 助力俄非双边关系的发展ꎮ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Ｑｉａｎｇ Ｘｉａｏｙ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ｐａｉｄ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ｉｔ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ｓ 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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