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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2015 年 12 月 3 日，英国国际发展部-英国经济和

经济模式，实现从资源依赖型经济向制造业等

社会研究理事会 (DFID-ESRC) 发展研究项目组

高附加值经济的转型。

(DEGRP)、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 (SAIIA) 连同海外
发展研究院 (ODI，英国)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联合举
行了为期一天的会议，讨论 DEGRP 中非关系研究
领域的热点问题。

● 中非双方可相互学习借鉴，在私营和公共事业
领域积极开展南南合作。
● 中非之间的强有力合作将拓展至野生动植物保
护、和平和安全等领域。在这些领域的合作需

此次会议与中非合作论坛 (FOCAC) 第二次峰会暨

与现有非洲举措相协调，确保实现国家和区域

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同步举行，集中讨论了以下三

相关目标。

方面内容：
● 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角色转变以及这一

如欲了解更多会议信息，包括网络广播和媒体采访
链接，请登录 DEGRP 网站：http://bit.ly/24NSYii

转变对非洲经济和非洲总体发展的影响；
● 自然资源和野生动植物在中非贸易中的作用，

DEGRP 关于中非关系的研究

包括告别自然资源依赖型单一经济发展模式的

2015 年，DEGRP 启动中非关系研究项目，旨在研

多元化发展机遇；以及

究和评估中非合作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转型为其他

● 国家治理、和平和安全方面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机遇和启示。该项目涉足五个研
究领域：

此次会议旨在增进对中非关系复杂性和中非往来
互利共赢的认识。会上重点探讨了非洲国家可如
何积极与中国合作，以期促进自身经济增长和
发展。
本汇编即此次会议讨论成果。本汇编收录了北京
大学教授兼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
的主旨演讲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 亲
善大使海宇的演讲。另外，本汇编还收录了来自
DEGRP 中非关系研究员和 SAIIA 与 ODI 研究员
的投稿、以及来自 ODI 的其他投稿和参会代表的
评论。

http://bit.ly/1OTDuRg
● 中国国家石油公司和非洲石油生产商的经济发
展 - http://bit.ly/1FK0Gfy
● 中国企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就业动态 http://bit.ly/1J9LuZf
● 自然资源、农村地区贫困问题和中非贸易 http://bit.ly/1KkaRIS
●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和非洲结构转型 http://bit.ly/1KnDXvg

会议主要内容：

请观看采访 DEGRP 中非研究员的系列短片：

● 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变革为非洲国家创造了巨大

http://bit.ly/1MvmbIR

机遇，非洲国家可抓住这些机遇，致力转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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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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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Linda Calabrese, 海外发展研究院
不断变革的中国经济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几次重大变革。自 21
世纪初以来，中国 GDP 增长率在屡经高达两位
数的长期高速增长后，已开始放缓。从 2011 年
开始，中国 GDP 增长率低于 10% （世界银

在不断减少。但中国的经济变革同样也带来了机
遇。林毅夫 (2011) 提出，如果中国向更高价值链
攀升，将使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 8500 万个。而低
收入国家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只要这些国家的
政府采取适当政策，即可弥补由此导致的缺口。

行，2016），而预测在未来几年将仅介于 6%-7%

“一带一路”倡议也将助力非洲经济发展。东

之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同时，中国

非港口位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连接肯尼亚、

政府正致力于实现中国经济从出口投资主导型向

吉布提、埃及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Olander

家庭消费主导型之转变（Huang，2013）。

等，2016），对港口道路和铁路基建的投资也将

这些变革可能对全球贸易和投资模式产生重大影

促进非洲大陆贸易发展。

响。全球金融危机后，商品价格因中国投资而得

换言之，虽然中国的经济变革对非洲而言是机遇

以维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但经济发

与挑战并存，但非洲国家可积极与中国开展合作

展放缓势必导致投资减少，从而可能引发价格回

洽谈，意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非洲国家不仅可

落（Bremmer，2015）。同时，中国经济正逐渐

从双边贸易和投资中获益，还可参与制定合作条

摆脱对于制造业的依赖，伴随着中国中产阶级人

款和条件。

数的迅速膨胀（Barton 等，2013），必将拉动消
费品的进口。

埃塞俄比亚已故总理梅莱斯·泽纳维 (Meles
Zenawi) 就曾积极鼓励中国投资商在该国建立轻

中国在调整国内经济的同时，也期望在国际舞
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一带一路”倡
议 (OBOR) 提出建立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
绸之路贸易通道，以期促进中国与亚洲、欧洲和
非洲 60 多个国家的贸易往来（Hofman，2015；
Johnson，2015）。这一倡议将使这些国家能够

工制造业公司（中非博客，2012）。无独有偶，
卢旺达政府也始终欢迎中国投资商，以期促进该
国出口，实现出口多样化，并为此在基加利建立
了一家中国服饰工厂（Namata，2014）。同时,非
洲也在中国投资，按美元计算，南非在华投资甚
至超过中国在南非的投资（Gelb，2014）。

以更低门槛进入区域和全球市场，有望增强中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合作

此外，对于如何在其领土范围内与中国开展合

关系。

作，非洲国家拥有关键发言权。最新研究表明，

对中非合作的影响

中国在非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受东道国政策和
法规以及地方政府操作规范和社会规范影响，

中国的经济变革已对其主要贸易合作伙伴非洲产

而中国政府法规和方针的影响力反而在其次

生了一定影响。非洲向中国出口的大宗商品量

（Weng&Buckley，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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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合作论坛
中非合作论坛 (FOCAC) 第二次峰会暨第六届部
长级会议正是在这样复杂背景下举行的。峰会于
2015 年 12 月在约翰内斯堡举行，也是中非国家首

亲善大使海宇分享了她在埃塞俄比亚建立制鞋厂
的经验，以及该鞋厂在打造非洲生机勃勃的全新
制造业中发挥的作用。Hannah Ryder 评述了精确
数据对中非合作的重要性。

脑和政府官员的最近一次会晤，旨在建立并维系

第 2 部分重点介绍了中国投资为促进非洲经济

中非之间的强有力合作。

发展带来的机遇。Giles Mohan 探讨了非洲经

峰会议程十分紧凑，涉及从农业到和平安全等多个
领域的议题。在峰会尾声，审议通过了《中非合作
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2016－2018）》，
该行动计划详细列明了各方为加强合作将采取的
行动。
除了树立宏伟目标之外，该行动计划还声明了各
方对提供额外财政支持和建立更有力执行机制的
承诺（Carey & Li，2016）。中方承诺：扩大对非
投资规模，力争到 2020 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
由 2014 年的 324 亿美元达到 1000 亿美元；提供
更多普惠贷款；增资中非发展基金（中国为促进
对非投资而设立的股权基金）；以及设立中非产
能合作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于 2016 年 1 月正
式启动，旨在为制造业、农业、能源和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提供金融支持。

济体借助大宗商品出口推动工业化发展的可能
性。Deborah Brautigam 分析了哪些类制造业公
司已进占非洲市场及其分布趋势；此外，还分析
了这些投资与当地经济互利合作的机会。Carlos
Oya 和 Terry McKinley 则将目光集中在中国对非
投资在就业方面的影响。Stephen Gelb 重点介绍
了中非当前在金融服务领域开展的合作。
第 3 部分论述了中非投资以外领域的合作考察了双
方在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深化合作带来的机
遇和挑战。吴御瑄重点介绍了近期举行的中非合
作论坛峰会如何为海上贸易合作和野生动植物保
护合作开辟全新合作空间。翁晓雪强调了理解中
非自然资源贸易中的非正规性这一在高层对话中
往往被忽视的问题的重要性。Ross Harvey 深入分
析了非洲国家如何应对中国给商品市场带来的变
化，以及这些变化的潜在环境影响。Roger Calow

本套政策解析汇编汇集了出席 2015 年 12 月

则关注了中国制造业迁至非洲的环境风险，尤其

DEGRP/SAIIA 会议的数位中非专家的演讲以及

强调了生产过程中‘隐性’消耗的水资源的问题。

ODI 和 SAIIA 研究员的投稿。这些文章提供了对
中非合作论坛峰会议题的深入洞察和对当前重要
问题的精辟分析。

第 4 部分重点介绍了政府治理、政策制度和外交活
动在塑造中非关系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宋丽娜分
析了中国政府简政放权经验为寻求经济增长和人

在第 1 部分中，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北京大

类发展的非洲地方政府提供的启示。Dan Large 概

学教授林毅夫分析了工业化对非洲国家发展的重

述了中非在和平安全领域的合作历程。

要性，以及政府可如何支持工业化进程。UN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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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发言与评论

1 如何加速推动非洲工业化与经济转型
林毅夫，北京大学

2 为何放眼非洲：广阔市场、专门技术和比较优势
海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 亲善大使兼非洲制造计划首席执行官

3 中非合作论坛的两项新承诺何以推动中非关系长期稳定
发展
Hannah Ryder,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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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加速推动非洲工业化与经济转型
林毅夫，北京大学
主旨演讲，DEGRP/SAIIA 会议，
约翰内斯堡，2015 年 12 月 3 日

摘要
林毅夫在其主旨演讲中提到，工业化对非洲结构转型至关重要。演讲中，林毅夫列举了东
亚和中国过去的成功经验，以及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当前的成功事例，强调了健全的工业
政策、务实的目标设定以及可信的政治承诺对实现持续变革的重要性。

目前，许多非洲国家仍在贫困中挣扎。但贫困并

非洲国家之所以仍处于贫困当中，原因就在于他

不是注定的。1952 年，包括台湾在内的整个中国

们尚未完成这一转型过渡。目前，非洲国家 75%

与现在的非洲国家一样贫穷。但现如今，中国已

以上的出口商品仍集中在农产品或原材料。政府

发展成高收入经济体。1979 年，中国人均 GDP 还

财政主要依赖自然资源。但资源市场往往受到经

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三分之一。如今，中

济起落的影响，因而市场波动很大，生产力水平

国已步入中高收入国家之列，并有望到 2020 年左

也低下。

右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
因此，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实现农业主导型经
无独有偶，东亚许多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故事也如

济向工业经济转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出

出一辙，韩国就是其中之一。20 世纪 50 年代，韩

台相关产业政策。

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也是全球后殖民
经济体中最贫穷的一个。而现在，韩国已发展成
为高收入经济体，这说明，几十年的时间可以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完全可能让一个国家摆脱贫
困而一跃成为中高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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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转型的产业政策
结构转型方面，必须有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这
些人势必要承担巨大的风险。第一批项目可能成
功，也可能失败。如果失败，他们将承担所有损

追溯历史，全球各国都曾经历贫穷，即使当今的

失，但同时也将为其他人传递一个讯息：“我们

高收入国家亦不例外。这些国家在贫穷时期有一

的准备还不够充分”，或是“这个方向不对”。

个共同特征：即都依赖农业维持生计。全国约

这样一来，其他人就可避免类似错误。如果成

90% 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依靠农业为生。如

功，他们就会吸引他人的争相效仿。在竞争中，

今，这些已摆脱贫困的国家也有一个共同特征：

第一批成功的企业将不再占据垄断地位，因而失

即都经历从农业向制造业转型、而后步入后制造

败的教训与成功的收获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对等

业的发展阶段，实现收入的不断提高。

关系。

中非关系已趋成熟？发展、变迁与恢复

但无论最初的尝试是成功还是失败，第一批吃螃

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需求各不相同。例如，农

蟹的人都会为其他人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如果没

业需求灌溉资源，而工业领域则需求电力设施。

有这批人，结构转型就是纸上谈兵。因此，政府
需为他们提供信息贡献补偿。

如果政府拥有无限资源，则其大可以对软硬件基
础设施进行全面优化，但资源是有限的，执行能

他们的成功不仅有赖于其自身的创业能力，还依

力亦然。因此，政府需要布局谋划，确定预大力

靠硬件设施和软件配套的协调发展。例如，从农

发展的领域和亟待建设的思软硬件基础设施，据

业向制造业的转型需要物流、电力、道路、港口

此采取相应行动。

设施等方面的相应优化升级。这些优化升级不可
能由单一制造投资商完成。此外，制造设备投资
远高于农业设备投资。因此，需要有金融机构来
调配投资所需的财政资源。同样，还需设立有关
机构来共同承担新兴产业带来的风险。创业者仅
凭自身无法实现这些财政资源方面的优化升级。
政府需让私营企业参与其中，或进行宏观调控，
以协调这些变化。

制定行之有效的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如要行之有效，需满足下述要求。

具有潜在比较优势
政策应促进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发展。换言
之，这些行业的可能生产要素成本最低，符合由
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生产要素成本应
当为全球最低。

政府如要发挥好这一作用，必须制定产业政策，

SAIIA/WILLEM DE LANGE

细化到各个领域，进行协调和调整。不同领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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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大小由总成本决定，而总
成本由两部分组成：生产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由软硬件设施决定，软件设施包括制度
和商业环境。如果硬件设施不足，商业环境不成
熟，交易成本将激增，即使生产要素成本低廉，
总成本仍会居高不下。
产业政策应当帮助优化商业环境、完善制度体
系，同时改善硬件基础设施，以降低交易成本。

目前，所有经济发达国家都有配套的产业政策。
这些国家的产业政策有何共同之处？我们不妨以
韩国和英国为例。首先，以经济充满活力的快速
发展国家为参照对象；第二，瞄准这些参照国家
的可靠行业；第三，参照国家具有类似资源禀赋
结构，人均 GDP 最多高于本国一至两倍，满足这
三点的产业政策必将取得成功。
过去大多数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目标设

设定务实发展目标

定过高。他们妄想赶超人均收入为本国十倍甚至

过去曾有过产业政策方面的多次尝试，但大部分

是二十倍的国家，并以这些国家为参照标准来建

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这些产业政策目标过

设本国行业。

于高远。他们瞄准的行业领域往往看似很前沿，
但实际上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这样的产业政策
与国家的比较优势背道而驰。因此，即使在政府
的协助下开辟了相关行业，但生产要素成本却高
于在这些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收入国家的生产
要素成本。
而在低收入国家，交易成本肯定高于高收入国
家，导致总成本居高不下，因此其产品在开放性
市场中的竞争力自然远不及高收入国家。如此一
来，这些行业只有倚赖政府的不断补贴才得以
生存。这正是过去许多产业政策终告失败的主要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想用十年赶超英国，十五年
赶超美国，但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仅为英国和美
国的 5%。结果，即便中国建立起了相关产业，但
都不具竞争力，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生产因素成本
和交易成本过高，不得不依赖国家的大力扶持才
能生存。
基于这些经验教训，我们即可了解在制定产业政
策时如何选定适当的参照国家。首先，审视资源
禀赋结构类似的国家，因为拥有类似的比较优
势。如果某个国家连续几十年保持经济活力，那
么该国的大部分行业必然与其比较优势相符。

原因。
国家如果能保持几十年连续发展可快速积累资

历史经验
确定哪些行业拥有潜在比较优势是摆在理论和政

优势，成为国内的夕阳产业。但是，如果一个国

策制定前的一道难题。历史经验有很多可供我们

家与参照国的资源禀赋结构类似，在参照国已步

学习借鉴。

入夕阳的产业可成为该国的朝阳产业——即潜在

16 世纪，英国希望赶超荷兰的羊毛纺织品行业，
因此制定了相关产业政策。自此以后，所有效仿
该做法的国家都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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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产业。

亚洲和毛里求斯经验借鉴

工业化的新机遇

按照这一思路，非洲工业化将迎来千载难逢的机

中国的崛起将为非洲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20

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功腾飞的少数几个

世纪 60 年代，日本整个制造业雇佣工人 970 万

国家都是因为抓住了轻工制造业国际转移的窗口

人。80 年代韩国整个制造业雇佣工人 230 万人，

机遇期。这一机遇是随高收入国家工资上涨而应

台湾 150 万人，香港 100 万人，新加坡 50 万人。

运而生的。

而中国目前单在轻工制造业雇佣工人就达 8500 万

二战后，美国工资水平上涨，所以失去了诸如服
装、纺织品和电子产品等轻工制造业的比较优
势。而此时，日本抓住这一机会，在 20 世纪 50 年
代和 60 年代一跃成为经济强国。
在经过二十年的迅猛发展之后，最终，日本的工
资水平也开始上涨。之后，韩国、台湾、香港和
新加坡接棒进入轻工制造业，赢得了“亚洲四小
龙”的称号。但是，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他们的
工资水平也开始上涨，失去了比较优势。中国充

人。不久以后，这些工作岗位将迁至其他低收入
国家。这一发展思路是否同样适用于非洲？我们
能否借鉴过去的经验，复制出相同的快速发展之
路，促进非洲的结构转型？
很高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亲善大使兼非洲制造
计划首席执行官海宇也在现场。她帮助非洲国家
抓住机遇，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在极短时间内
就缔造了两次成功。第一个成功案例是位于埃塞
俄比亚的华坚鞋厂。

分把握机会，在过去的三十年一直保持着迅猛发

埃塞俄比亚制鞋业

展的态势。

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我就已开始

而现在，中国达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日本和 80
年代的亚洲四小龙所经历的同样阶段。中国即将
把轻工制造业迁至非洲。

推行上述做法，并提出非洲国家可利用的种种机
会。令人振奋的是，埃塞俄比亚时任总理 Meles
Zenawi 听取了我的建议，于 2011 年出访中国，
进行投资推介，并邀请华坚鞋厂将生产工厂迁至

非洲国家已经牢牢地把握住了这次机会。其中一

埃塞俄比亚。

个成功的例子就是毛里求斯。20 世纪 60 年代，毛
里求斯贫穷落后，但现在已成为非洲经济发展最
成功的国家，人均 GDP 已超过 1 万美元。

在海宇女士创业精神的带动下，该鞋厂仅在 2012
年一年就快速为当地创造了 2000 个工作岗位，
并使埃塞俄比亚出口至全球市场的鞋类产品数

毛里求斯是如何获得成功的？20 世纪 70 年代，
台湾和香港工资水平上涨，毛里求斯抓住了这一
机会，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并积极邀请台湾和
香港的纺织与服装制造企业将工厂迁往该国。现

量翻番。到 2013 年年底，新创 4000 个工作岗
位。2012 年之前，没人相信埃塞俄比亚能为全球
市场生产轻工制造业产品，但华坚鞋厂的成功案
例让人们相信这一切皆有可能。

在，毛里求斯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已经从一个
单一依靠制糖业的经济体一跃成为非洲工业化的
成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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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埃塞俄比亚政府也懂得抓住机遇：2013
年，当地政府在亚的斯亚贝巴周边建立工业园，
园内可容纳 22 个工厂。所有厂房在三个月之内就
全部租给了轻工制造业公司，这些公司生产的产
品均出口到全球各地。国际买家也纷至非洲，因
为他们发现非洲的生产成本远低于中国，而且从
非洲的低收入国家进口商品能享受免关税优惠。

结论
综上所述，贫穷并非注定的。多元化发展和持续
产业升级是创造就业岗位、实现繁荣发展的必经
之路。中国的蓬勃发展和工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将
为非洲国家带来机遇。不仅仅是中国，其他新兴
经济体在工资水平上涨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要将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迁出本国。

卢旺达的服装制造业
非洲国家如果把握机会，一定会像东亚部分国家
成功的故事不仅仅只发生在埃塞俄比亚。在了解
了埃塞俄比亚的成功秘诀之后，卢旺达也想效
仿。Kagame 总统积极进行投资推介，并邀请海
宇女士前往卢旺达协助建立服装厂。双方达成意
向，决定在今年（2015 年）2 月份开始投资，
计划招聘 300 名工人。2015 年 5 月，规划和培
训工作全部完成，8 月开始出口产品，工人总数
达 500 人。现在，该公司已成为卢旺达最大的雇
主，但在过去，没人相信卢旺达能成为全球市场
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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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快速蓬勃地发展起来。归根到底，所有经济
发展取得成功的国家都是从轻工制造业起步，逐
步进行结构转型。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断努
力，见证非洲国家抓住机遇，像东亚经济体和世
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取得成功。谢谢。

2.

为何投资非洲：广阔市场、专门技术和比较优势
海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 亲善大使兼非洲制造计划首席执行官
主旨演讲，DEGRP/SAIIA 会议，
约翰内斯堡，2015 年 12 月 3 日

摘要
海宇在演讲中分享了她在非洲投资的经验，介绍了她在埃塞俄比亚建立制鞋厂、在卢旺达
建立服装厂以及与加纳、尼日利亚和科特迪瓦政府商讨相关事宜的经历。本精彩选段收录
了她对埃塞俄比亚制鞋厂成功原因以及投资商在非洲投资经商原因的反思。

引言
2011 年，我第一次来到埃塞俄比亚，当时我任华
坚鞋业集团副总裁兼总经理。从决定投资制鞋业

Lemi 工业园二期开发。这是世界银行自其成立以
来首次支持工业化项目。

投资非洲，原因何在

到投产出口，我们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到第一年年
底，我们就招募了 2000 名当地工人。到第二年年

许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埃塞俄比亚？首先，我

底，我们的工人人数已达 4,000 名。

想和诸位分享的就是，不是我们选择了埃塞俄比
亚，而是埃塞俄比亚选择了我们。故事可追溯到

埃塞俄比亚有一个名为东方工业园的的工业园
区。2011 年之前，该工业园就已花了五年时间在
全球招商，才吸引了一个制造商来此投资建厂。

2011 年 3 月，当时林毅夫先生和已故总理 Meles
Zenawi 进行会谈，期间 Meles Zenawi 总理谈到
了三点。第一，消除贫困——林毅夫先生建议，

在我们为当地创造了 4000 个工作岗位之后，埃塞

消除贫困的唯一办法就是创造就业。第二，无论

俄比亚政府邀请我们与其携手推广亚的斯亚贝巴

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经济转型，还是 20 世纪

的首个国有工业园 Bole Lemi。不到三个月时间，

60 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根本原因都在于这些

整个工业园入驻完毕。工业园迎来了来自印度、

国家抓住了工业化转型的窗口机遇期，顺势创造

土耳其、孟加拉国、香港、泰国等全球各地的国

了上百万的工作机会。因此，这些国家才有能力

际制造商的入驻。成功的秘诀在哪里？答案很简

快速启动经济转型。

单，利用成功的连锁效应复制成功。

第三，Meles Zenawi 总理询问，埃塞俄比亚应如

我们将投资商引入园区，向他们展示我们的优

何仿效这些国家，成功实现经济转型。林毅夫先

势，阐明业务操作模式以及运营理念。他们立刻

生回答道：“首要任务是树立快速致富的典范，

就签了合同。同年，即 2013 年，鉴于一期项目

这将给贵国甚至整个非洲大陆带来灵感和信心，

的巨大成功，世界银行出资 2.5 亿美元支持 Bole

同时培养卓越领导力，为今后积累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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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仅仅是故事的开端。6 个月后，Meles Zenawi

美元。而在埃塞俄比亚，仅 50 美元。一直以来，

总理采纳了林毅夫先生的建议，并前往中国为埃

人们存在一个误解，认为非洲的劳动力虽然低

塞俄比亚招商引资。继这一成功典范之后，在过

廉，但效率不高。事实确实如此吗？当然不是。

去的四年里，我们见证了非洲逐渐走向工业化的
进程。

我第一次来埃塞俄比亚的时候，参观了当地的一
些制造企业，询问他们的工人效率如何？他们告

远见卓识和有力领导促成了这一切。但这种发展

诉我，发工资的第二天，就有四分之一的工人擅

是可持续的吗？私有企业来非洲的目的不是无偿

自离职，径直消失了。十五天后，这些工人把钱

援助，而是期望拓展业务，通过业务往来实现发

都花光了，才又回来工作。

展目标。要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投资行为的背
后一定要有明确的商业因素作支撑。

效率十分低下，所以，虽然这里的工资成本低，
但不适合投资。二三十年前，我们在中国也碰到

对此，我们要说说这些私有企业的供应链。他们
的供应链由三部分组成——制造商、经销商和零
售商。他们选择来非洲拓展业务的原因何在？

了同样的问题，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找到了解
决之道，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培训。因此，当我再
次来到埃塞俄比亚投资时，我带来了有效的培训
方法，成功将效率提高至 70%，这也就意味着，

首先，我们看看制造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约占

直接劳动力成本从 22% 下降至 3%，节省了高达

总成本的 22%。在中国，单个劳动力成本约为 500

19% 的成本。

UNIDO

劳动力和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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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很多人认为，非洲基础设施不完善，还没

欧洲大型零售商一直奉行他们称之为 20-80 的采购

做好工业化的准备。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工厂每

策略，即，从国内采购 20% 的物资，从中国和孟

个月要从埃塞俄比亚出口 12 箱成品货物至美国。

加拉国等远东地区采购剩下的 80%。在金融危机

为此，我要进口 8 箱原材料。让我们来算一笔账。

时期，欧洲的购买力缩减。零售商无法按照预期

在中国，物流成本约占总成本的 2%。出口 12 箱货
物需要进口 8 箱原材料，因而物流成本翻了四番，
达 8%。也就是说，物流成本比中国的多出 6%。
而劳动力成本节省了 19%，减去多出的物流成本
6% 后，还是节约了 13% 的成本。
这也是我今天要说明的第一点，按非洲的基础设
施现状，投资这里的制造业是有利可图的。这就
是投资行为背后的商业因素。优势已经存在，
如果基础设施也配套跟上，非洲将吸引更多的投
资商。

进度销售商品。商品经常滞售长达六周之久，而
从中国进口的大量货物尚停靠在欧洲港口等待接
收。所以，他们不得不将滞售商品打折甩卖，为
停积在港口的大量商品腾出空位，从而避免为集
装箱停泊港口支付高额费用。
在金融危机之后，许多零售商发现，曾经的 20-80
采购策略业已失效。他们开始寻找更近的市场。
很大一部分零售商开始转而采用 40-60 采购策
略，并积极寻求新产区。在埃塞俄比亚，不乏世
界知名的零售商竭力与当地工厂签订合作订单。
过去的困扰通常是，当地工人不知道如何生产国

低进口关税带来贸易优势
生产成本降低只是优势之一。进口关税也是非常

际制造订单产品。但世事并非一成不变，一切皆
有可能。

重要的一个因素。如今，非洲仅占全球 GDP 的
2%。非洲必须向 GDP 占有量更大的市场，即美国
和欧洲，出口商品。美国和欧洲的 GDP 均超出全

成功的关键：广阔市场、专门技术和
比较优势

球 GDP 的 20% 以上。如果非洲希望和中国一样创

我在埃塞俄比亚创建第一个制鞋厂期间，曾前往

造大量就业机会，就必须将目光投向这两大市场。

意大利与一家意大利知名鞋类品牌洽谈合作事

美国和欧洲经销商已逐渐将订单合作从亚洲转向
了非洲。随着中国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的不断上
涨，经销商要求工厂让利 5%。但中国制造商纷
纷拒绝这一要求。如果经销商把订单交给非洲制
造商去做，根据《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和 EBA
（除武器外一切都行）协定，许多商品仅进口关

宜。我请求将他们的订单交给我在埃塞俄比亚的
工厂去做。老板婉言拒绝。他说，十年前，他也
曾试着将订单交给埃塞俄比亚地区的工厂做，尽
管成本低廉，但产品质量却无法达到国际标准，
而且无法按时交付。于是，我把手提电脑中的工
厂视频展示给他看。

税一项就能节约 37.5%。实际上，相较于生产利

我注意到他眼中光彩流动：他为所看到的巨大

润，这一优惠带来的利润更大，这也是投资非洲

变化而惊叹不已。制鞋厂成功的诀窍在于合作

的第二个优势。

“三角”。

全新零售采购策略

合作三角指什么？这三角分别是：全球市场、亚

供应链的最后一环是零售商。在金融危机之前，

洲制造业专门技术和非洲当地的比较优势。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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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国家的比较优势各不相同。埃塞俄比亚的比

地区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我们亲眼目睹一些儿

较优势是低廉的劳动力和电力成本。塞内加尔的

童正在忍饥挨饿。我代表公司捐了一张 10 万美元

比较优势则是海运便捷，乘船到欧洲和美国只需

的支票。我把支票交给工业部部长，请他为孩子

七天；尽管劳动力成本略高，但节省了时间。一

们购买食物。部长看着支票，静默了约两分钟时

旦确定自身优势，将其与其他要点相结合，就形

间，然后将支票还给了我。他说：“Helen，我们

成了合作三角。我目前进行的非洲制造计划也同

需要的并不是一时的温饱。我希望你能用这些钱

样本着合作三角的原则。

购买机器设备，教会我们的人民制造技能，使他
们掌握谋生的技巧。”

投资非洲面临的挑战

第二件事是非洲人民并肩携手解决问题的强大意

在非洲经营制造业务并非易事：一路走来，我发

愿。人们总说非洲腐败，但在埃塞俄比亚，我发

现了不少问题。例如，我第一次来到埃塞俄比亚

现只要我有困难，我可以随时致电部长，即使是

时，总理向我承诺，开厂使用的所有原材料一律

在半夜。尽管部长日理万机，他仍不辞辛苦地在

免税。但是，在港口负责货物清关的工作人员并

第二天早上 7 点接见我，为我解决问题。作为一

非总理，而可能是个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的当地

名投资商，我亲眼看到埃塞俄比亚有位部长比其

年轻人，收不收税对他来说完全无惯例可循。所

他任何人都早到办公室工作，这无疑增强投资商

以，当我进口鞋刷入关时，港口工作人员坚称，

的信心。

我进口的是牙刷，必须收税。还例如，港口工作

非洲企业家精神，何去何从

人员认为女鞋打孔机看似武器，因而只能滞留在
港口。

如果你问我，欧洲企业家精神与中国企业家精神有
何不同，我会说：如果你面前有一只老虎，欧洲企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不得不私下拜访了埃塞俄
比亚税务总局局长以及其他六位副局长。然后，
我邀请了 20 位政府管理人员在会议室听取关于我
在埃塞俄比亚开办工厂的汇报，最重要的是，我
向他们表达了我所遇到的难题。之后，我邀请他
们参观我们的生产线。

你要全面研究老虎，了解它的个性，并与同事讨论
对付老虎的良好策略。”你当然可以做到上面种
种，但有可能当你做好了万全准备之后，老虎早就
不见了。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则截然不同。他们会建
议，如果你看到一只老虎，赶紧跳上虎背，骑上老

此后，情况逐渐得到了改善。但为什么在一开始

虎，掌握驾驭它的技能。我认为，非洲正面临这样

困难重重？和许多投资商一样，早先我只是从外

一个十字路口——他们必须抉择，到底哪一种企业

界的角度去了解非洲，一般是通过媒体报道。但

家精神才是最适合的。是错过？还是征服？

当你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你会发现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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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家会说，“看到老虎，先拿手提电脑。意思是，

如预了解海宇的完整演讲，请观看 DEGRP/SAIIA

其中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第一件事发生在我初

会议视频，网址：https://www.youtube.com/

到埃塞俄比亚时。当时，我与工业部长前往农村

watch?v=jyAYEV4Lt1I

中非关系已趋成熟？发展、变迁与恢复

3.

中非合作论坛的两项新承诺何以推动中非关系长期稳定
发展
Hannah Ryder,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代表评论, DEGRP/SAIIA 会议
约翰内斯堡，2015 年 12 月 3 日

摘要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驻华代表处政策与伙伴关系主任 Hannah Ryder 就近期发展趋
势发表了评论，提供了有关中非合作的关键数据。

近期，非洲国家首脑和政府领导人齐聚两大会

两次峰会之余，各非政府组织和商业组织就 HIV

议。第一次会议是于 2015 年 12 月举行的中非合

和 AIDS、妇女权益以及环境保护等议题举行了多

作论坛 (FOCAC) 第六次峰会。第二次会议是于

场“分会”。DEGRP/SAIIA 研讨会就是其中之

2016 年 1 月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非盟

一，会上探讨议题广泛，视角多元，引人深省。

总部举行的第 26 届非洲联盟 (AU) 峰会。非盟总

与会者就工业化、维和等议题发表演讲，褒贬

部由中国于 2012 年援建而成，象征着中国与非洲

不一。

gcis/flickr

大陆的关系日益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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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非关系研究领域始终缺乏来自多国的

方邀请非盟在北京设立代表处的计划。该项承诺

有力数据来推动和加强研究力度，这一议题

也曾出现在此前的中非合作论坛协议中，但最新

在会上被多次提及。各方都在努力解决这一问

版本中的承诺力度比以往更强。

题。Deborah Brautigam 在发言中提到了中国在多
个非洲国家的最新投资情况，其中的数据信息均
来源于在当地的实地考察。作为与会代表，我也
带来了相关数据。会上，我援引了 UNDP 近期发
表的报告 (2015)，该报告通过几项案例研究对中国
和非洲经济特区进行了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
尽管中国在非合作项目的数据收集和获取比之
以往更容易，但仍不足。没有相关数据，无论
是分析过去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还是规划
未来的发展前景，都十分困难。正因为如此，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
（MOFA，2015）中针对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的两项新增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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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承诺对中非关系数据的收集和传播具有重大
意义。通过在北京设立非盟代表处，非盟就能参
与收集有关中非合作论坛协议落实情况的数据。
直至最近，非中国籍办事人员一般是很难获得中
方数据的。此外，如果这些信息数据能公开，就
能有力地佐证或反驳学术界和媒体圈对中非关系
的种种臆测。
在这一理想情形实现之前，无论是学术界，还
是商业届和非政府组织必须持续分享彼此的
研究成果，互通观点看法。DEGRP 等项目和
SAIIA、UNDP 等组织可继续提供支持，汇总
各类数据、比较分析和观点，例如，从中国企
业或其他实际参与人获取相关信息数据。非盟

计划第 8.2 条中的第一项新增内容，提到了双方

驻北京代表处如期设立之后，UNDP 可发挥协

承诺系统地进行信息收集和回顾，掌握中非合作

调作用，协助中国政府和非洲国家在京办事处

论坛达成的协议是否落实以及落实情况如何。通

代表收集数据。最重要的是，我们都应当持续

过借鉴中非合作论坛 15 年来的经验，实现上述目

跟进，放眼未来，瞄准在中非合作论坛和非盟

标。计划第 2.4.6 条的第二项新增内容，提到了中

峰会等系列会议上可能出现的机会。

中非关系已趋成熟？发展、变迁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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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洲如何打破资源依赖陷阱？构建工业发展联系
Giles Mohan，开放大学 (Open University)

摘要
许多非洲经济体依赖自然资源的出口。传统经验告诉我们，这种经济基础不稳定，不利于
广泛发展：过度依赖商品贸易容易受到全球经济冲击的影响；而且，一些资源依赖型非洲
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受到工业贸易伙伴的剥削。本文探讨了通过搭建高效联系借助大宗商品
出口推动工业化发展的可能性。

引言
去年，中国经济增速达到 7.4%，但根据当前
预测，已下滑至 7% 以下。这也意味着，经
济增速明显放缓，具体体现在出口数据下滑
（Elliott & Inman，2015）和股票市场大幅下跌
（Alfred，2015）。中国政府推出相应举措，人民
币贬值 4%（Brautigam, 2015），同时降低基准利
率（Wei，2015）。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对非洲部分商品的需求下滑，
这将非洲长期以来对资源过度依赖的问题重新带
回人们的视线。一些非洲国家对中非贸易和中国
对非直接投资过度依赖，因此必须承担相应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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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uby，2015）。显然，非洲政府需要加快落实
经济转型计划。

充分利用大宗商品出口
非洲在资源依赖型经济下，如何利用大宗商品行
业推动工业化进程？在多数传统观念看来，大宗
商品行业与广泛发展之间的联系并不被看好。有
些人认为，中国与非洲在资源领域的合作，反而
加深了非洲在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充当原材
料供应国的一贯角色（Okeowo，2013）。这种分
析不无道理，但如果要在非洲推行 Hruby、Khan
等人提倡的经济转型模式，我们需要更细致地了
解这些动态因素。

锁效应，人们对此十分担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开放大学和开普敦大学于 2008-2012 年开展的一

调整了 2015 年非洲经济增长预测，从 4.5% 下调

项研究正是加强此类了解的范例。“充分利用大

至 3.75%（英国，2015）。渣打银行首席经济学

宗商品”项目通过对非洲多个资源依赖型国家进

家 Razia Khan 最近表示，非洲国家应当更多地关

行比较分析，探索了在资源领域之外建立合作的

注“在全球经济遭遇逆风的情况下，如何应对外

可能性，并尝试解决以下核心问题：非洲国家能

部压力”（Nkabinde，2015）。美国大西洋理事

否形成以资源开采促进工业发展的良性联系以及

会成员 Aubrey Hruby 表示，鉴于中国经济放缓，

如何搭建这种良性联系。分析参考了一系列针对

非洲政府要认识到，“依赖于利好的经济环境，

非洲国家多个大宗商品领域的案例研究。普遍发

满足于低下的市场效率，如今已不是明智之选”

现，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搭建有意义的联系。

中非关系已趋成熟？发展、变迁与恢复

钻石和木料——博茨瓦纳和加蓬

研究显示，积极的当地成分政策和强大的安哥拉

博茨瓦纳政府通过对钻石切割和抛光领域的投

国家石油公司为安哥拉的油田服务领域创造了一

入，努力为钻石行业打通未来联系。这一举措相

些良性联系。但是，这些联系主要存在于低技术

当成功，部分原因在于与矿业巨头 De Beers 公

和低附加值的制造厂，合资企业仍由国外跨国公

司的谈判，双方商讨续签 De Beers 在该国的特

司主导。

许权。

相比之下，尼日利亚的当地成分法律则在石油行

相比之下，研究发现加蓬木材行业的监管相对宽

业的上游——勘探和钻井领域发挥了有效作用，

松，进入门槛较低，只要有链锯就行。如此一

同时，当地还希望提高下游行业，如炼油领域

来，国内和国外企业大量开采森林，有些甚至钻

的附加值。当地原料供应商约占一半，越往供应

法律的空子，打擦边球。终端市场会影响联系的

链下游，当地供应商所占比重越大，所以纵深都

建立：欧洲买家会要求达到某种标准，而且偏爱

形成了联系。此外，大型跨国石油公司采取了积

半加工木材；而中国买家则喜欢未加工的原木。

极的供应商发展计划，但各计划的落实效率大相

因此，出口市场转向中国后，联系的建立受到了

径庭。

一定的阻碍。

photosmith2011/flickr

油田服务——安哥拉和尼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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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矿和铜矿开采——加纳、南非和赞比亚

机已到。他们从中国进口更多劳动和资本设备，

加纳当地公司主要为二、三线供应商，而第一线

而不是将供应本地化，也没有和其他在当地建立

供应商通常为跨国矿业服务公司和设备公司的子

服务业务的跨国公司进行合作。例如，西方矿业

公司，尽管如此，加纳金矿行业的供应商一直在

公司通常倾向于将大型机械设备（如挖掘机和卡

逐步发展。南非的采矿设备行业十分发达，在全

车）外包给跨国公司，然后鼓励跨国公司在采矿

球范围都颇具竞争力。鉴于该国深矿井内部环境

作业场地附近设置办事处，从而为当地创造更多

复杂，因此选择就地培养专业技术人才。而这一

的利益。相反，中国企业通常倾向横向一体化，

优势也促成了新产品的开发，这些新产品被销往

更多投入或确保内部服务质量，而外包较少。

国外。
与西方企业相比，中国企业来自股东或民间社会
我们看到，赞比亚的铜业也搭建起了合理的前向

的压力较小，因而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作为也

和后向联系。大型矿场收购了当地 60%-80% 的铜

较少。“安哥拉模式”的融资是安哥拉和某些其

产量，尽管当地的能源和基础设施仍不完善，但

他国家所独有的资源型贷款，在此模式下，中国

是这些矿场已经与冶炼厂建立了前向联系。中国

国有企业 (SOEs) 与当地签订建筑施工合同，为

企业在赞比亚的铜矿行业也非常活跃，他们投资

当地带来劳动力和投入。这种方式具有高度的封

了三个矿场，包括位于 Chambishi 和 Chingola 的

闭性，与当地企业形成的前向和后向联系均十分

矿场以及一家冶炼厂，这表明，中非在资源领域

有限。通常，中国企业向潜在供应商提供的支持

有建立联系的条件。

较少。

理解研究发现

在加工方面，中国企业通常在中国进行提炼和加

通过案例研究，我们发现，影响联系建立的因

工，这也限制了与当地企业建立互动联系。中国

素——如外包和全球供应商政策——是跨国公

消费者似乎较少关注可持续发展和相关标准，导

司经营活动的固有属性，但也会受到大宗商品特

致加蓬的木材行业开始走下坡路。

性的影响。但是，其他因素更大程度上视环境和
情况而定，因此政策创新对这些因素会有更深的
影响。

然而，与中国国企 (SOEs) 大不相同的是，中国私
营跨国公司 (TNCs) 更倾向市场化的供应关系。还
有一种理解是，中国企业的这种运营模式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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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和公司来源国

他们缺乏相关经验，因此可以期望，随着中国获

一家公司来自于哪个国家，这一点至关重要，因

得越来越多的知识，信心越来越强，他们会逐渐

为公司的海外投资一般都会沿用他们所了解的最

学习中国以外跨国公司的做法。来自加纳的证据

佳商业操作模式。中国企业与西方或非洲公司有

表明，中国国企开始学习西方企业的方式，逐步

所区别，有迹象表明，与中国企业建立联系的时

将劳动力本地化。

中非关系已趋成熟？发展、变迁与恢复

基础设施和技能

如他们对质量、成本和交付效率以及外包数量的

众所周知，影响联系建立的重要因素还与基础设

要求。情境因素与企业来源国有关，中国的跨国

施和技能有关。在非洲大陆，资源方面的基础设

企业和中国以外的跨国企业存在显著差异。现阶

施为公共物品的生产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非洲

段，中国的跨国企业不太愿意外包，所以潜在地

总体上非常贫穷，阻碍了资源的开发，有碍联系

减少了与当地建立联系的机会。

的建立。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大量
投资（Kuo，2015），但需要做的还有很多。虽然
各国技能水平各异，但技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
题。有些国家设立了较好的培训项目，有些国家
出现了技能流动的现象，安哥拉就是一个例子，
曾经的中国国企员工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企业。

政策规划

但这一点正在发生改变。随着最近大宗商品价格
暴跌，所有跨国企业都希望削减成本，而生产
本地化就是削减成本的一种方式。有迹象表明，
“东道主”国家的企业经营在技能禀赋和培训提
供方面作出了积极改变，但非洲大部分地区仍缺
乏这种改变。无独有偶，本地化和产业政策也出
台，但效果有限——目前的挑战是如何加强政策
的落实。

所有例子都表明，在如何利用联系以及如何创造
建立联系的机制方面，政策至关重要。我们调查

我们开展的 DFID-ESRC 项目“中国国家石油公司

的大多数国家都设立了目标，但掌握实现方法的

和非洲石油生产商的经济发展”就旨在进一步完

国家则少之又少。政府需要制定路线图，先瞄准

善上述观点和想法。该项目研究了中国石油公司

较低层次的目标，明确自身有哪些有待开发的潜

近期在非洲加大投资的这一举措是否会以及如何

力，并提供资源，而不是直接寻求建立遥不可及

给非洲带来包容性增长。石油行业呈高度国际化

的联系。多方共同管理的模式、当地成分要求、

态势，且为资本密集型行业，这意味着，石油行

技能发展以及基础设施投资等等，都至关重要。

业给产油国带来的就业益处有限。在这方面，中

然而，私营跨国公司还需制定更好的“政策”，

国与其他国际石油企业无异。中国企业尝试投资

尤其是供应商发展和技能方面。

基础设施领域，为非洲提供长期贷款，未来可能

结论

会带来可观的净效应。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
领先石油公司的企业战略，了解投资是否会给当

非洲有潜力建立资源行业的产业联系，从而促进

地带来益处以及如何带来益处，所处的环境会对

发展，但能进展到什么地步，取决于多个因素。

投资带来何种影响，以及实现这些益处可能需要

有些因素是固有的，取决于跨国企业本身，例

哪些政策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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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制造业走进非洲：趋势、挑战和机遇
Deborah Brautigam，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摘要
中国对非洲制造业投资的不断增加会削弱当地企业的竞争力，但同时也会为它们带来机
遇。就该问题展开的初步研究表明，新型投资商带来了更多协同工作方法，有助于促进经
济增长，加强结构转型。但目前缺乏中国在非活动的准确信息，从而难以评估外来投资是
否真正有利于促进结构转型。

引言
中国的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生产已从低端制造业
向高附加值领域转移，这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
了机遇。初步证据显示，中国制造类企业有意向
在非洲投资。本文回顾了在非建厂企业的类型、
具有投资吸引力的国家、中国企业投资的制造业
类型以及投资可能为非洲的技术转移和技能发展
带来的机遇。

加大制造业投资
从现有数据来看，制造业可能是中国在非洲投资
的重要领域之一。根据中国商务部 (MOFCOM)
数据显示，截至 2011 年，中国投资主要集中在矿
业 (31%)、金融和银行业 (20%)、建筑 (16%) 以及
制造业 (15%)（SCIO，2013）。

石油开采等大型资本密集型采掘活动中，非洲国
家的学习机会较少。中国银行业唯一的重大投资
项目，即中国工商银行在 2008 年收购了南非渣打
银行 20% 的股份，部分原因是为中国投资者提供
一个学习机会。这样，在建筑业和制造业这两个
领域的就业和培训方面就有望为非洲企业和工人
创造学习和技术转移的机会。

重新审视“雁行理论”——新型投资商
1962 年，日本学者 Kaname Akamatsu 提出“雁
行理论”，用以描述日本企业迁至海外的现象。
成本上涨促使部分产业链更早地转向海外，而产
业链的其他部分也在成本上涨后随之向海外转移
（Akamatsu，1962）。例如，劳动密集型服装
行业会先于资本密集型纺织行业迁至海外。最后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计划 (CARI) 对中国

外迁的则是机械设计和制造行业。东南亚和之后

商务部批准的中国投资申请进行分析后发现，截

的中国成为日本企业的投资目的地。与日本合作

至 2014 年底，中国政府批准的制造业项目中，128

后，技术发生了实质性转移，亚洲的许多其他国

个位于尼日利亚，80 个位于埃塞俄比亚，77 个

家走上了工业化道路。

位于南非，48 个位于坦桑尼亚，44 个位于加纳
（CARI,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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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比虽然有借鉴之处，但根据我们对落户非

企业一样，他们生产水泥等建筑材料，或回收钢

洲的各类制造业企业的初步了解，这两者并不完

材生产钢筋。我们发现，汽车装配制造行业的技

全相同。因此，我们提出了“雁行理论”变式。

术转移机会较少，但建筑材料领域却提供了大量

“寻求原材料的企业”
这类投资商在非洲建厂加工原材料，但之前，他
们在非洲采购原料，运往中国进行加工。埃塞俄
比亚的制革厂和皮鞋厂就是例子之一。中国有色
金属公司在赞比亚的投资也是范例之一：该公司
拥有矿石冶炼厂和选矿厂，不仅加工自己的矿
石，还加工来自加拿大 First Quantum Minerals
公司和 Barrick Gold 公司的矿石。天利纺纱公司
(Tianli Spinning) 签订收购合同，从马达加斯加
农民手中收购棉花，然后在毛里求斯的纺织厂加
工。这些企业出口其大部分产品，而技术转移的

可学习的技术。

投资吸引力从何而来
中国制造企业选择落户非洲哪个区位？即将落户
的制造企业似乎并没有投资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
级中排名较高的国家。例如，尼日利亚获批的中
国制造业项目最多，但该国在 2015 年营商环境报
告中却仅排在第 170 名。同样，埃塞俄比亚仅排在
第 132 名。南非排名 43，较为靠前；坦桑尼亚仅
排在第 131 名，而加纳排在第 70 名。这表明，中
国投资商在制定商业决策时，考量的是其他更为
重要的因素，而不是该国在报告中的排名。

机会则不尽相同。在一些国家，中国企业努力帮
助供应商提升其技术。

“小型企业抱团共同发展”
这类投资商大部分是在去过非洲的朋友、商业伙
伴或亲戚的推荐下来到非洲创业。他们试图在当
地市场中占据小额利基市场，却发现自己涉足了
之前在中国从未涉足的行业。这些企业通常是刚
成立不久的小型家族企业，而且是由独立企业家
们组建而成。他们往往会开展多元化的经营活

在这方面，他们与其他外国投资商大同小异。在
该报告中，中国仅排在第 90 名。影响他们商业
决策的因素可能是人口和市场规模。如果我们仅
就人口规模排名，并将其作为反映当地市场规模
大小的指标，则获批中国投资排名前五的非洲国
家在人口上的排名分别是第一名、第二名、第四
名、第五名和第七名。这表明，对于许多即将落
户非洲的中国制造商而言，当地市场规模可能更
为重要。

动，而不是发展成制造业的顶尖合资企业。例
如，在加纳的塑料产业聚集地，一批中国企业在
那里回收塑料，然后将其制成廉价的塑料制品。
我们还看到，加纳等地的非洲企业正在向中国学

缺乏可靠数据
然而，上述各方面所带来的机遇因缺乏中国在非
投资规模的准确数据而有所流失。根据中国商务

习一些相对简单的技术。

部 (2014) 官方数据，2014 年，中国在全球的对外

“大型企业寻求市场”

直接投资额达到 1231 亿美元。其中仅 32 亿美元流

这类企业主要指建筑材料领域、汽车和交通工具

向非洲，且自 2011 年来该数字一直维持在相对稳

制造以及大家电制造行业的企业入市模式。海尔

定的水平。

和中国一汽在南非的工厂就是范例之一。同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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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媒体报道的数字却千差万别。例如，《金融时

引发一定的从众效应。有人认为中国投资在大幅

报》收集的数据显示，2015 年上半年，中国对

缩减，这种观点会让投资商放弃来非进行新的投

非投资额同比下降 84%（Klasa，2015）。2015

资；而也有人认为中国投资在急剧增加，这种观

年 6 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2015 年第一季

点则令希望分一杯羹的潜在投资商跃跃欲试。

度，对非投资比上年同期下降 45.9%，这一数据与
《金融时报》的数据一致（MOFCOM，2015）。
另一方面，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收集的数据显示，
对非投资同比增涨 360%（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2015）。

结论
我们的研究尚处于早期，但我们希望通过提供更
准确的中国制造业投资方面的信息，帮助非洲低
收入国家和政府更好地为有意落户非洲的中国企
业提供更大的激励和优惠。这也将有利于援助伙

府难以妥善调配有限的资源来进行投资宣传活

伴更好地与政府合作，共同建立“归巢”，让这

动，也令中国政府难以协助非洲将其打造成有

些飞雁可以落脚，并在当地生根发展。此外，共

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此外，以下观点可能会

同为技术转移和技能发展建立激励机制。

FRANCISCO ANZOLA/FLICKR

因为缺乏中国投资趋势方面的准确信息，非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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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企业和非洲就业动态
Carlos Oya & Terry McKinley，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摘要
随着中国在非投资日益增加，人们开始对非洲员工在中国企业的工作环境表示担忧，但我
们有理由相信，受雇于中国企业会获益良多。然而，由于缺乏对中国在非投资的全面了
解，充分研究中国企业为非提供的就业机遇和挑战显得更加必要。

引言

全球化和就业动态

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发展进程。中

与其他地区的一样，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中国

非合作论坛 (FOCAC) 等类似对话机制在引入和加

投资商和承包商也深受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影响。

强南南合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中非合作论

尤其是价值链的全球化，它将对就业环境造成深

坛在推动中非关系实现“双赢”方面做出了巨大

远影响：使得企业不得不对下游劳动力成本施加

贡献，但中国剥削论仍然不绝于耳。

持续压力，以获取剩余价值。非洲政府应发挥重

而矛盾的焦点落在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中
国企业，那里的工作环境备受人们关注。有人

要作用，尽可能确保中国投资及其他外国投资带
来的就业机会以当地发展为导向。

称，中国企业雇佣的大部分是中国农民工，而非

当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中国投资商和承包

非洲当地居民（Flynn，2013），有时甚至雇佣

商有能力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投资是扩大当地

中国监狱劳工（Chellaney，2010；Hairong &

工人就业面、提升就业水平的有力杠杆，从而逐

Sautman，2012）。据说，中国企业的工作环境不

步推动建立新兴工业劳动力的进程。中国企业一

如当地国有企业或其他外资企业，尤其是在工资

般从事大多数非洲国家欠发达的行业和经营活动

水平、卫生和安全以及加班福利方面，剥削情况

领域，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水坝、桥

严重（参见人权观察（例如），2011； 或 Baah &

梁和铁路系统）和制造业投资。这些方面的合作

Jauch，2009）。

能提升工人的相关技能，而这些技能通常只有通

但此类推测几乎没有任何有力的数据支撑。此

过在职培训才能获得。

外，他们通常忽略了在中国企业就业以及与中国
开展更广泛合作的好处。尽管目前关于中国企业
在非投资规模和影响程度的信息有限，但我们有
理由相信，中国的参与会带来更多就业方面的机
遇，当然也会带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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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衰退——挑战与机遇并存
全球经济波动给非洲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全球
经济增速放缓可能性越来越大，投资“金融化”愈
演愈烈，这些将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外国投资
造成重大影响。

的非洲国家，已经引发了对增速放缓的担忧
（Rowden，2015）。然而，上述发展趋势反而有
助于加快和拓展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投资，从而减
少大宗商品市场的压力。作为石油出口大国的安
哥拉已经出现了类似情况，而埃塞俄比亚的制造
业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一方面，原有的民间投资和公共投资有可能大幅
当前，安哥拉政府陷入财政危机，并已开始公

能会对安哥拉等国的公共工程和外国承包商造成

开表达，需要实现多样化，促进制造业发展

重大影响，因而这些国家有可能在经济危机中受

（ O va d i a ， 2 0 1 6 ） ， 并 不 断 强 调 要 提 升 建 筑

到重创。另一方面，中国等国家在低端制造技术

材料制造、农产品加工及农业生产方面的发展

和建筑材料方面的产能过剩，从而导致上述行业

（MIND，2014）。外汇短缺逐渐迫使企业采购本

在更低生产成本区域的本地化步伐加快，诸如非

地产品，放弃进口，这一点在建筑材料领域尤为

洲的一些区域（林毅夫，2012）。

突出（Winsor，2016）。

同时，随着时间推移，金融的不稳定性会使这

埃塞俄比亚大胆的产业政策、中国及其他地方

些进程的未来扑朔迷离。最近大宗商品（尤其

急需转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到成本更低的国家

是原油）价格急剧下降，在依赖大宗商品出口

以及市场机遇的增多使埃塞俄比亚又有了新的

dominic chavez/世界银行

削减（Patrick，2016）。公共投资的大幅减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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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新引力（Oqubay，2015）。中国和土耳其

主要分析的问题包括：中国企业在这两个行业所

企业率先在该国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重点

雇佣的非洲工人占总人数的比例；这一比例与其

发展纺织、服装和皮革制品领域（Hamlin 等，

他企业的比较结果；以及在特定情况下，这一劳

2014；Rowden，2015）。

动力构成的根本原因。项目还将对比分析中国企
业、他国外资企业与非洲国有企业的工人工资和

了解就业动态
对于在中国企业工作的非洲工人，目前仅了解一

工作环境，并将所获数据与中国当地的相关企业
进行比较。

些广泛意义上的可能优势。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

项目还计划对一部分先在中国企业工作、而后跳

研究，以充分了解中国在非企业带来的挑战和机

槽到国内其他企业的非洲工人进行专项调查。专

遇。为此，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研究员开展了一

项调查的目标是评估这些工人在中国企业工作期

个旨在详细评估中国企业对非洲大陆就业方面带

间是否获益于技能发展、技能培训，或从工作中

来的主要影响的研究项目。

学到了宝贵经验，从而有助于提高他们今后的就

该项目主要集中在两大增长迅猛的行业——建筑

业前景。

业和制造业。研究团队计划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

研究结果将为非洲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有价值的

亚进行企业层面和工人层面的调查。在这两个国

借鉴。政府希望将外国投资的积极影响发挥到最

家，中国投资商和承包商均有大型投资业务。

大，尤其希望扩大生产性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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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与南非在金融服务行业携手合作
Stephen Gelb，海外发展研究院 (ODI，英国)

摘要
近期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 (FOCAC) 峰会上，提出了促进中非金融机构之间合作的这一目
标。本文表示，中国与南非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已成功开展合作，各国的金融服务行业各有
特色、优势互补，这也是合作的基础。

引言
于 2015 年 12 月举行的 FOCAC 约翰内斯堡峰会
上，审议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
行动计划》（MOFA，2015）。该计划敦促中非
金融机构“加强合作”（参见计划第 3.9.4 条）。
事实上，中非（主要是位于非洲大陆的南非以及
其他地区）银行业之间早已开展了密切合作。

了两大联盟：平安保险（中国第二大人寿保险公
司）与南非的 Discovery Health 以及南非保险巨
头 Old Mutual 与北京国有资产管理公司。2

各有特色、优势互补
为何外国金融机构能在当地获得较大市场份额？
为何金融机构之间能结成众多合作联盟？原因不
在于政策举措，而在于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战略。

金融机构合作史上最著名的例子是，中国最大银

金融机构的国际化要依托不同国家金融服务领域

行中国工商银行 (ICBC) 于 2007 年以 55 亿美元的

的迥异历史背景。各国都有自己的“优势”金融

价格收购非洲最大银行渣打银行 20% 的股份。这

领域，而优势——亦即各国金融机构的业务能

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单笔对外投资。而且，回顾中

力——各有特色但又彼此互补。

国在南非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中国与南非金融
机构（包括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合作项目至少有
五次，这只是其中之一（Gelb，2010；2014）。1
当时，中国四大银行均在南非设有分行，而南非
四大银行中有三家在中国设有分行，南非的两大
保险公司也在中国有业务往来。更值得关注的
是，中国与南非的独立机构关系密切，彼此结
盟。由中国建设银行、第一兰德银行和中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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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
外国投资南非银行业的历史悠久，可追溯至 200 年
前。19 世纪晚期，矿业的兴起与约翰内斯堡证券
交易所的建立息息相关。对于企业和项目类的复
杂金融产品，只有具备强大信贷风险管理能力的
银行才能经营，长期以来，这种能力也成为了南
非银行业的能力核心。

行、EcoBank（非洲跨国银行，总部位于多哥）以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白人）中产阶级规模的持

及来自南非的莱利银行组成的三大银行联盟均将

续扩大催生了零售金融服务市场的兴起，产品创

目光瞄准非洲市场。在保险市场领域，中非结成

新和成本削减成为银行、保险和消费信贷市场的

中非关系已趋成熟？发展、变迁与恢复

关键，全行业由少数几家互相竞争、寻求优势的

（Naughton，2007）。四大国有银行历史不长，

机构和企业所垄断。因此，南非的金融机构练就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央统筹规划的“独家银行”

了多种能力和本领，但南非的市场规模较小，限

瓦解后才成立，目前有三家在非洲设有分行，由

制了资本基础，所以这些机构必须不断拓展国际

于中国经济规模大，所以银行的资本基础非常

市场，建立全球网络。

雄厚，但产品范围却相对狭窄。加上对借贷人的

际化战略。有些机构在其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

软预算约束，整体上限制了金融行业能力和技术
（如风险和信贷分析能力）的发展。

把目标放在南非本地企业客户的维护上，称之为

中国的银行对待国际化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

维护本地市场。还有一些机构则采用传统的市场

度——2006 年，仅有 2% 的收入来自国外投资活

开拓方法，寻求新消费者，主要集中在一些新兴

动（Gelb，2010）。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触发了

市场。第三类同样也是开拓新市场，但他们的目

大规模的银行改革和资本重组，四大银行中的两

标是工业化国家。

家开始在非洲开办业务。南非是中国各大银行进

中国

驻的第一批外国市场。

中国的金融行业则迥然不同，主要特点是规

当时，中非双边贸易投资按价值计算还相当小。

模大，企业和零售银行业务的国内市场较

所以，这种做法不属于市场开拓或市场维持战

小，金融机构由国家支持（或者说是控制）

略。中国银行进驻的唯一合理理由是寻求战略资

damon/flickr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他们一直遵循三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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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或称为“逆向外溢效应”行为。南非金融行

和 Anderlini，2007）。无独有偶，平安公司与

业规模虽小，但十分成熟和“西化”，是中国各

南非大型商业保险公司 Discovery 结成联盟， 此

大银行了解国际化的最佳“课堂”。

前 ，平安曾考虑与美国保险公司合作，但最终放

南南合作

弃。Discovery 向中国合作伙伴提供技术和能力，
双方合作模式类似于中国许多制造行业的发展套

通常，金融服务的国际化首先需要金融机构在外

路，即以合资企业的形式与外国公司合作。通过

国市场参与商业活动。如果金融机构缺乏相应的

合作，Discovery 获得进入巨大市场的机会。如果

必备能力，将面临困境和巨大风险，这也是“南

单枪匹马，Discovery 没有这个实力。

部”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
中国和南非双方优势互补，彼此结盟有助于双方

结论

开拓业务，进驻第三方国家。“南南”合作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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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处是，伙伴之间通过合作，能对被开发市

除了中国的“走出去”战略，金融服务行业的结

场的运营环境和风险评估方面的挑战有所了解。

盟并没有明确的政策引导。中非结盟合作表明，

因此，“南南”合作在“南部”国家拓展国内市

中非企业各有优势，但优势有限，中非均不具备

场的新领域方面也发挥了显著优势，中国的平安

开拓新市场的全部必备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双

银行进军人寿保险业务就是一个例子。

方在互补领域拥有合作的潜力。

所以，中国有意选择“南部”伙伴进行联盟。

双方企业可以在优势互补领域携手合作，互利共

中国工商银行收购渣打银行 20% 股份时，时任

赢。在金融服务和基础设施这类能为合作企业提

工行董事长姜建清表示，收购部分股份可帮助

供核心技术输入、为人民带来实惠的行业，双方

实现工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私人股本和保险

合作能给位于产业下游的用户带来可观收益。因

业务方面的目标，因为渣打银行一半的利润来

此，《约翰内斯堡峰会宣言》中敦促建立合作、

自上述领域的经营活动（Russell，MacNamara

促进非洲基础设施发展的提议备受欢迎。

中非关系已趋成熟？发展、变迁与恢复

JBDODANE/FLICKR

拓展多领域合作：贸易往来和环境保护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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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开展中非环境保护和海上贸易互利合作
吴御瑄，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 (SAIIA)

摘要
中国经济不断变革，对其贸易伙伴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非洲。中国的制
造业转移使得资源需求下降，这对资源丰富的非洲经济体产生了负面影响。近期举行的中
非合作论坛 (FOCAC) 峰会上提出，中非在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海上贸易方面迎来了新的合
作机遇。

引言

建立“海洋经济”：海上贸易

FOCAC 第二次峰会暨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于 2015

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

年 12 月在南非举行。与此同时，有报道称，中国

倡议。该倡议主要基于历史上丝绸之路贸易通

正试图摆脱由资源驱动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转

道，旨在建立一个多国共荣经济区。倡议还提

而向服务业和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从

到，要建立一条新的“海上丝绸之路”，延伸

根本上调整经济结构(Wildau，2015；Aberdeen

到中国海、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国家发改

Asian Equities，2015）。

委，2015）。作为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已承建东

虽然这种转变带来的是全球性影响，但非洲受到
的影响尤为深刻。人们越来越担忧，许多非洲经
济体都要依靠大宗商品的出口，而中国这一非洲
大陆最大的贸易伙伴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下降会
带来何种影响（Mbele，2015；Alfred，2015）。

和内罗毕之间的铁路，以及位于坦桑尼亚巴加莫
约镇的港口。如果海上通道与陆路连通，那么海
上丝绸之路不仅可通往中国，也可通往包括欧洲
在内的其他地区。

2015 年，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和商品价格下跌，

东非并非唯一受益于新海上丝绸之路的非洲地

中国从非洲进口的商品数量比去年下降了 38%

区。2015 年初，中国与非盟签署了一项协议，

（Mail & Guardian Africa，2015）。

中方将帮助非洲连通（铁路、航空、公路）非洲

但是，这些变化也让人们开始关注自然资源贸易
以外的其他潜在合作领域。近期举行的 FOCAC
峰会上审议通过了《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该
计划提到了中非双方可能开展合作的领域，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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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主要交通基础设施：承建了连接肯尼亚蒙巴萨

几大首都城市。这预示着，蒙巴萨-内罗毕铁路
线等项目可能成为连接卢旺达、布隆迪和南苏丹
等邻近内陆国家经济体的强大推动力（Tiezzi，
2015）。

上贸易（参见计划第 3 条）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参

当然，要实现这一构想，需要克服一定的挑战。

见计划第 4 条）（MOFA，2015）。

海上丝绸之路计划能否成功取决于它与非洲大陆

中非关系已趋成熟？发展、变迁与恢复

建设目标的互补程度，如《2050年非洲海洋综合

● 野生动植物保护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有哪些体现

战略》（非洲联盟，2012），该战略旨在解决非

例如，需要健全相关基础设施，宣传推广国家

洲联盟成员国共同面临的海洋挑战和机遇。海上

公园，维持国内和区域的政治稳定，从而确保

丝绸之路计划还要考虑各国海洋战略中提到的种

野生动植物保护能够给国家财政带来贡献。

种议题，如南非 2014 年 7 月制定的“Phakisa 行
动”。虽然挑战重重，但中国努力与非洲国家建
立海洋经济的这一举动表明，自然资源贸易转型
之路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野生动植物保护合作

● 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
非洲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日程与其发展日程有着
密切联系，所以如何激励社会重视生物多样
性，让社会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不仅能创造利
益，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宝贵资源，这一点至
关重要。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中还提到，双方承诺加
强包括野生动植物保护在内的环境合作。高层领

结论

导人意识到，野生动植物保护是中非关系发展和

文中所举的例子和 FOCAC 峰会上讨论的其他例子

深化的重要体现。双方意识到清理整顿野生动植

表明，尽管当前仍然面临经济挑战，中非合作拥

物非法交易是当务之急，由此看出，两国之间合

有实现双赢的机遇。

作的本质已发生变化。2015 年末，中国国家主席
和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双边讨论时提出，逐步禁
止中美境内的象牙贸易。正是基于此类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会谈，才使双方明白解决野生动植物非
法交易问题的必要性（Schweig，2015）。

随着时间推移，高层关系呈现多元化态势，双方
开始探讨海上贸易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全新问
题。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关系是否也会随之变化仍
有待观察。尽管高层关系已有进展，但两国社会
层面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希望 FOCAC 在解决

高层领导人意识到问题后能否切实改变现状，这

各种问题方面所做的努力能够促进两国在正式和

才是关键所在。要整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需

非正式领域之间有更多往来，从而进一步推动中

要了解各相关人等、供求背后复杂的利益驱动以

非关系向经济和高层政治合作以外的领域拓展。

及错综复杂的国内环境。
另外一个问题是，非洲与中国的关系如何与非洲
此外，野生动植物交易已超出中非关系的范围，

的其他外交关系相适应。非洲的合作关系日益增

是非洲自身面临的更大、更长期问题的一部分。

多，这要求非方管理统筹多个合作关系，同时确

尤为严重的是，非洲国家（及社会）似乎普遍缺

保落实跟进机制来监督进展。FOCAC 就是非洲国

乏对野生动植物内在价值的认识（Wu，2015）。

家参与的众多合作进程之一。理想情况下，非洲

单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来看，野生动植物保护的

合作伙伴应将该论坛作为搭建更广泛合作的战略

责任很大程度上落在了中产阶级身上。因此，野

的一部分，不仅仅要把握与中国合作的机遇，还

生动植物保护还面临着以下问题：

要寻求和考虑与他国合作的可能。

● 地方社区参与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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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了解中非自然资源贸易中的非正规性
翁晓雪，国际环境发展研究所 (IIED)

摘要
中国大额投资的影响和中非双边正式贸易往来已成为全球热议的话题。相比之下，非正规
领域，即中非小型贸易商和生产商的往来，却鲜有人关注。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绝大部分人
口依赖非正规经济活动谋生，因此中国在促进非洲可持续发展、帮助非洲人民脱离贫困
时，必须考虑非正规经济体的作用。本文参考了喀麦隆地区的案例研究，对中非在自然资
源行业的非正规贸易往来可能带来的益处进行了分析。

引言
中国现在已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过去的
15 年里，中非贸易额从 100 亿美元上升到 2000
亿美元（Blas，2014）。当前，人们认为中非贸易
对非洲发展的贡献集中在中国对非洲工业化、技
术转移和制造业三方面的影响。虽然这些领域对
非洲大陆的长期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但众多政策
讨论却忽略了一个要点：非洲巨大的非正规经济
市场以及中国在非正规经济领域与非洲的合作。
成千上万的贫困家庭依靠非正规经济活动谋生，
中国在促进非洲可持续发展、帮助非洲人民脱离
贫困时，必须考虑非正规经济的作用。

了解非洲的非正规经济

2012）。复杂的治理问题，如土地和资源使用权
的不明晰，以及过高的监管壁垒阻碍了小企业进
入正规经济市场。因此，农村人口，如农民、伐
木工人和矿工，必须在正规经济市场以外寻求赚
取现金收入的机会，补给自给自足的生产活动。
非正规经济让他们得以维持生计，同时生产出
大量可媲美正规经济产品的物资（关于木材，参
见 Lescuyer & Cerutti，2013；关于采矿，参见
世界银行，2008；关于农业，参见 Livingston
等，2011）。
通常，非正规市场是穷人参与经济生产的唯一途
径，其中大部分为妇女和年轻人（ILO，2009）
。无论是非洲还是外国的投机商人，也能从这里

对于非正规经济，并没有统一定义。广泛来说，

发家致富。逃避法律监管的现象比比皆是，报酬

任何“不受政府监督、无需纳税、无人监管的经

过低的地方官员受贿现象也屡见不鲜（Benson

济活动或收入来源”都可以称之为非正规经济

等，2014）。

（Schneider，2002）。不论如何定义，非洲的非
正规经济规模巨大而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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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g，2015；Spiegel，2012；Vorley 等，

非正规经济领域还有可能演变为农村地区反抗政
府自上而下的决策意志的战场。在许多非洲国

研究表明，尤其在非洲农村地区，自然资源采

家，土地和资源的所有权经常成为农村和政府之

掘和生产等非正规经济活动每天都在发生。

间激烈冲突的根源，前者往往质疑后者制定的政

中非关系已趋成熟？发展、变迁与恢复

策和制度的合法性（Perry 等，2007）。在这种背
景下，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不仅仅是为了摆脱贫
困，更是农村对抗政府干预的一种形式。

喀麦隆的非正规伐木活动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 (CIFOR) 对喀麦隆的非洲紫檀
木非法砍伐活动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证明了上述

非正规经济问题相当复杂，因而如何处理这一问

观点。非洲紫檀木通常用于制作豪华家具，在中

题是非洲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Chen，2005）。

国木材市场上叫价很高。因此，它似乎是中国小

中国涉足非正规经济领域

型企业非法开采的理想选择。这些中国企业对资
源如饥似渴，尤其喜欢和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农

中国适合涉足哪些非正规经济活动？迄今为止，

村人口打交道。

中非研究一直集中在大型项目及中国国有企业这
类大企业上。但是，尚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企业家
和移民在非洲从事小规模贸易和投资活动。尽管
对该地区的研究相对缺乏，但我们了解到，非正
规经济活动对地方社区有着直接影响，特别是
对管理自然资源的农村社区影响显著。农民、伐
木工人和矿工可能成为中国贸易商和投资商的供
应商、劳动力、中间商和业务伙伴（Weng 等，
2014）。如此一来，中国企业与农村的非正规资

在 2013 年夏天采访的 60 多位获益人中，有 33 位
直接参与非法伐木并与中国企业有直接业务往
来——他们提到，依赖森林为生的农村群体通过
与中国买家交易，从非法贸易中获得了现金收入
（Weng 等，2014）。这与之前在喀麦隆（Cerutti
等，2011）和刚果盆地所做研究的结果一致。有研
究显示，尽管价值链上的利润分配不公平，但小
规模的非正规伐木活动为地方经济带来的收入高达

源和土地经济形成紧密联系。

地区林业税收的 4 倍（Wit & van Dam，2010）。

中国在非洲自然资源方面的非正规小型贸易及投

经过实地调查，我们了解到，政府决定部分限制

资往往被西方媒体描绘成违背法律和道德的做法

非洲紫檀木的出口，这一举措迫使非正规小型伐

（英国《卫报》，2015；Hirsch，2013）。非洲

木企业纷纷退出该行业。同时，政府批准了大型

以及国际决策者和实践者提倡更严格的执法，以

工业特许经营，以继续伐木活动。农村受访者反

规范这类贸易活动。同时，宣称中国及当地涉足

复表示，该政策一经实施，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

非正规经济活动的行为是违法行为（Chambwera

灾难性影响。有些伐木工人还进一步表示，参与

等，2011；Weng，2015）。单靠法律途径无法厘

非法贸易是他们抵制不公平体制的一个机会。同

清非正规经济活动、法律执行与农村人口的生存

时，了解该树种保护现状的决策者和学者承认，

挑战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其结果可能

政府颁布的这一禁令并没有改善濒临树种——非

利大于弊。

洲紫檀木的保护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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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合作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影
响。核心问题包括：非正规贸易和投资是否为农

研究结果表明，非正规经济活动虽然无法长期可

村人口带来了可观收入？村民是否也参与反对所

持续地解决贫困问题，但也不应忽视其带来的短

谓的政府非法土地占有？地方企业及中间商是否

期益处。讨论这一问题并不等于认同中国或地方

促成了非正规经济中价值链的形成？中国参与者

企业的违法活动，只是认识到事实的存在。非正

是否对社会和环境产生了独特影响？

规经济关系到农村人口的生计问题，因此，政策
制定者在规划可持续发展——尤其是中国相关的
经济活动时——必须把这一点考虑在内。否则，
就是冒险将非正规经济活动参与者作经济边缘化
的处理。

本研究作为中非非正规资源贸易研究项目的一部
分，获得了来自 DEGRP 和 IIED 研究人员以及来
自 CIFOR、Indaba 农业研究所 (IAPRI)、农业经
济学 (Agricultural Economics)、政策研究与信息
中心 (APERIC) 等的科学家的支持。未来几年，将
通过系统性研究了解非正规经济活动价值链，深

资源管理的影响、以及中国参与者在活动中扮演

度挖掘分析上述问题。未来三年，我们计划考察

的具体角色进行更多可靠的实地考察研究。研究

中非在木材、矿业和农产品领域的非正规小型贸

人员应走进市场、森林及矿场，与企业及社区沟

易和/或考察非洲东部和东南部上述领域的相关贸

通，了解中国和地方参与者扮演的角色、他们之

易信息。

ollivier girard/CIFOR

研究还强调，需对非洲的非正规活动及其对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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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从依赖采掘行业到保护生物多样性：中国在非洲经济发
展中的角色演变
Ross Harvey，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 (SAIIA)

摘要
全球经济放缓以及石油和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需求下降，尤其是中国，对依赖自然资源出
口的非洲国家带来了巨大冲击。然而，对其他类型商品需求的上升为那些愿意共同合作、
积极发挥自身优势的非洲国家创造了全新机遇。当然，问题也随之而来，新的机遇能否与
保护非洲生物多样性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相平衡，仍有待观察。

引言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持续停滞，表明未来许
多商品的需求量十分有限。2015 年 12 月，联合
国气候变化会议 (COP21) 在巴黎举行，会议协
议提到了减缓气候变化的承诺，这说明，化石燃
料商机已不复存在。煤炭和石油燃料的需求不太
可能上涨。经济体的不断变化，如中国的经济变
革也发挥了一定作用，这促使资源密集型产业向
服务业转型。于是，更加重了原本已下降的商品
需求。
随着市场波动触底，整个自然资源行业将出现企
业破产和越来越多的兼并与收购。世界三大矿
业公司，Anglo America、BHP Billiton 和 Rio
Tinto 股价大跌，折旧后净值大幅萎缩。这也会对
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经济体的供应商产生影响。
所有非洲国家应当密切关注此问题，并相应调整
自己的价格预期。

加，政府放开独生子女政策，这意味着，对食品
和高端技术产品的原料物资需求将增加。如果资
源丰富的非洲国家适当出击，他们将在这类原料
物资的供应方面得占鳌头。

不断变革的中国经济
2011 年，中国提出十二五计划。政府部门表示，
中国将在 2020 年完成工业化阶段，实现从出口
导向型制造业经济向服务和消费业的转型过渡
（Roach，2011）。
目前，十二五计划中的许多过渡目标已提前实
现（Roach，2016）。2015 年，服务业增长
了 8.3%，而制造业和建筑业累计增长了 6%
（Roach，2016）。服务业每单位产量比制造业
和建筑业多出 30% 以上的岗位需求（Roach，
2014），这意味着，虽然平均增速放缓，但城镇
就业机会将持续增长，从而带来更高的收入水

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大宗商品贸易的终结。

平、储蓄水平和消费水平。2015 年，新增城镇

对中国近期的经济改革分析表明，尽管石油和铁

就业岗位达 1100 万，超过了政府 1000 万的目标

矿石等资源的需求下降，但新的需求会取而代

（Roach，2016）。因此，最近宣布的 2016-2020

之，从而带来全新的机遇。在中国，国内消费增

年十三五计划本质上是上个五年计划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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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洲的影响
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与中国（及大部分贸易伙
伴）的贸易关系一直是以出口原材料、进口制成
品为主。中国经济改革会使非洲经济增长明显放
缓。尽管许多非洲国家在大宗商品之外的其他领
域实现了快速增长，但起点较低，在大多数情况
下，仍然与大宗商品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作
为矿业的互补行业，建筑、金融、零售服务往往
在最开始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却过于依赖
矿业（McKinsey & Company，2010）。

如上所述，尽管平均增速放缓，但中国的消费人
口仍保持了一定的增长势头。这表明，事实上，
非洲有可能以全新的方式保持中非之间有价值的
贸易往来。

非洲内部合作
如果非洲找准自身定位，可充分利用低廉石油和
商品价格的“新常态”。现代社会越来越依赖高
科技产品；因此，对铜和铂这类高科技产品原料
矿物需求也会增加。铜是大多数电子产品的重要
成分，从太阳能技术到智能手机的生产都离不开
它。随着燃料电池技术的广泛运用，铂会越来

洲崛起”论调是否为时过早（McGroarty &

越多地运用在电动汽车领域。与此同时，由于地

Parkinson，2016）。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和政治

缘政治存在不确定性，局势动荡不安，中国央行

制度依然薄弱，加上持续集中利用大宗商品实现

以及世界各主要大国大举购入被视为安全资产的

增长，因此过分依赖采掘行业。

黄金。

bbc world service

大宗商品泡沫破裂让许多分析家质疑，“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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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充分利用这些新趋势，非洲国家必须采取理性

但旅游收入并不是衡量机会成本的理想基准：非

有效的区域策略。非洲国家需利用自身的资源禀

洲国家青年人口膨胀，如果非洲国家想要通过创

赋，互补互利，而不是恶性竞争，以低价出口大

造大量就业来吸纳这些人口的话，旅游业无法做

量大宗商品。赞比亚铜资源丰富，南非拥有技术

到这一点。而在采掘行业，采矿项目越来越多地

专长。这两个国家可开展合作，制造出中国及世

进驻生态敏感区。但是，短期的地租回报与政府

界其他国家真正需要的产品。同样，南非拥有世

的环保动机相比，后者明显处于弱势。即使人们

界上 75% 的铂资源。如果策略得当，南非有可能

理解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以及保护生物多样的

成为燃料电池的全球制造中心。这并不是说，直

必要性，仍依然如故。

接发展冶金下游产业的附加值是未来发展的必由
之路——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和专业化依赖于平
行和后向联系。然而，问题是，如果每个非洲国
家只顾自身的发展诉求，那么整个非洲大陆的贸
易条件可能仍不容乐观。

此外，全球对食物的需求不断增加，如果食品生
产本土化的新技术未得到广泛运用，则非洲的荒
原区面临被用于农业生产的可能。不仅农业和采
掘行业的扩张会威胁荒原地区的生态完整，而且
提供食物、矿产及碳氢化合物运输的基础设施项

计算采掘成本

目也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新的威胁。

鉴于上述产业转向动态，非洲国家还必须确定，

结论

当采掘行业增长产生的机会成本未正确估价时，
哪些行业最有发展价值。未来和现有资源一般靠
近或位于野外，非洲国家必须考虑周全，不被新
机会带来的可观前景蒙蔽双眼而无视其对环境的
影响。
这并非易事。目前，资源、土地和生态系统等
支持经济活动和人类生存的自然资本（OECD，
2005）在国际会计体系中的估价并不合理。如果
允许以侵害或破坏珍贵的生物多样性为代价来发
展矿业，则当前计算其产生的机会成本的最佳方
法是计算流失的潜在旅游收入。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并非意味着大宗商品经济的终
结，但未来矿产出口在经济中的构成势必发生变
化。铁矿石和煤炭等资源出口很可能随着时间推
移而继续下降，但对铜和铂等矿物的需求很可能
会增加。对非洲国家而言，只要他们加强合作，
就有可能促进经济发展。
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非洲政府需要确保采掘
行业和农业的发展不威胁到非洲的生物多样性，
这是非洲未来赖以依存的基础。如果矿产和碳氢
化合物开采场设在保护区附近，政府需要切实重
视自然资本的价值，避免以牺牲生态旅游等行业
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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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无人问津？中非关系发展背后的环境隐患
Roger Calow，海外发展研究院 (ODI，英国)

摘要
随着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转移至非洲，产品制造给环境造成的负担也随之产生。本文
重点关注提供贸易产品和服务背后隐藏的水资源消耗，并就非洲能否避免水资源恶化对环
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展开分析和思考。至今，中国一直在为水资源污染买单。

引言

中国的环境足迹

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这已经司空见惯。中

大多数对中国环境足迹的阐述集中在温室气体排

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 2014 年就已超

放、土地侵占及中国私营和国有企业环境绩效方

过美国（世界银行，2016）。高增长率来自于国

面的问题。鲜少提及贸易中“隐藏”的自然资源

家将大量存款投入大型投资项目，中国廉价的劳

消耗，如水资源，会带来何种环境影响。但事实

动力和近期制造业的繁荣发展促成了这些投资项

上，全球产品和服务贸易背后隐藏的自然资源消

目的落地。然而，经济飞速增长背后是高昂的环

耗对环境和经济具有重大影响。本文从中国贸易

境代价。1978 年，中国开始进行市场改革，8 亿

背后隐藏的水资源消耗和中国水足迹的变化这两

人因此摆脱贫困。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受到广泛认

个角度进行阐释。

可（世界银行，2016b），但中国国内对环境恶

隐藏的水资源消耗

化的普遍不满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经济发展模式，
寻找更加可持续化的发展道路（Shambaugh，

水足迹是衡量生产一件产品和提供一项服务

2013；Doczi 等，2014）。随着中国加强环境监

所 消 耗 的 水 资 源 的 指 标 （ Wa t e r F o o t p r i n t

管力度，产业向价值链的上游迁移，我们不禁要

Network，2002）。可用其来计算某一流程（如

问：这些改变对中非贸易将产生何种影响？具体

种植水稻）、某一件产品（如一条牛仔裤）和某

而言，贸易关系的变化会对非洲的环境带来何种

一家跨国公司（通过其供应链和出口市场）的水

影响？

资源消耗量。“足迹测量法”建立在虚拟水贸易
概念（即产品和服务贸易背后隐藏的用水量）之
上，它能够说明某一国家是水资源“进口国”还
是“出口国”（Allan，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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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和人口增长，对水的需求也在不断
增长。中国仅拥有世界上

10%

的农田和 6% 的

淡水，却要养活世界上约 20% 的人口（Doczi
等，2014）。种植作物、喂养牲畜、生产能源和
工业燃料都离不开水。越来越多的富裕人口要
消耗更多的肉类和其他水密集型产品，因此，快
速的城镇化和饮食习惯的改变提高了对水的需求
（Allan，2011）。金砖经济体中的俄罗斯和巴西
拥有大量水资源，所以他们能够大量增加粮食生
产，但中国则不然。因此，水资源短缺和污染相

年，净进口量约为 7 立方千米。到 2009 年，
这一数字已超过 135 立方千米（Shi & Pinter，
2014）。5
大部分虚拟水的进口来源于巴西、阿根廷和美
国的大豆，这些大豆被用作动物饲料（Doczi
等，2014）。2014 年，中国成为美国农产品的
最大单一出口国（Brautigam，2015），如此，
中国节省了原本种植作物需要的水量。而美国为
了做到这一点，由美国纳税人为高额的农业补贴
买单。

关问题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Doczi 等，2014）。
中国政策制定者通过大力投资水资源保护加以应

进口的农产品主要为棉花、橡胶、芝麻籽、烟草

对，并低调地放宽了对食物自给自足的定义（同

和可可豆，这些产品与从美洲进口的商品相比，

上）。后一举措在公众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允许

数量微乎其微 （Brautigam，2015）。此外，极少

国家向水资源充足的南美和北美进口更多的食

非洲国家至非洲大陆以外地区的出口呈现贸易顺

物。因此，中国的虚拟水“进口”量飙升。1986

差。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口增长约为南亚的两

joe jungmann/FLICKR

与此同时，中非的食品贸易额很少。中国从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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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即使不考虑气候变化的危害，非洲大陆也已

是，非洲会从中国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进而采取

难保自给自足。从这一点看，非洲贸易现状并不

措施来避免水资源恶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吗？

令人意外。因此，非洲出口至中国的虚拟水也非
常少，非洲亦无法缓解中国日益严重的水缺乏问
题。事实上，如果能从美洲获得廉价的食物和虚
拟水，中国并不需要非洲的帮助。

南非洲经济体对“硬件”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迟
迟未兑现——如大坝、管网和阀门，用于水资源
管理的“软件”水暖设施的投资也停滞不前。政

随着中国向价值链上游迁移，非洲国家逐渐工业

府至今还没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同时，资助方急

化，两国不同的环境足迹可能将彼此联系在一起。

待量化结果。不像在水供应和卫生方面的投资，

非洲工业化的环境影响

支持长期的水资源管理保护很难量化收益。结果
导致许多国家的环境治理举措和制度薄弱，无法

中国在非洲的水足迹不会通过食物、贸易或不必

跟上日益增长的新水资源需求，无论是中国还是

要的土地侵占体现出来，而会体现在制造业中。

本土产业都如是（Calow & Mason，2014）。

普遍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较低，所以中国的

结论

制成品廉价而充足。但这并不完全正确。还有一
个关键原因，中国的环境破坏成本没有计入产品
价格（Watts，2010）。这一成本是巨大的。日益
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和污染问题要花费中国约 2-3%
的 GDP——这对一个 18 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来说，
是一笔庞大的数额（Doczi 等，2014）。所以，中
国工业产品的虚拟水出口量远远大于其进口量。
简而言之，出口以环境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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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迹象表明，情况似乎并不太乐观。撒哈拉以

中非贸易关系背后隐藏着自然资源的流动。随着
中非关系的变化，资源流动的模式和水平也会改
变。中国已成为食品进口大国，自然也是食物种
植耗水的进口大国。但无论是食品还是虚拟水，
都将继续以从美洲进口为主，而非非洲。然而，
随着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从中国迁至非洲，
制造业的环境足迹也将向非洲转移。非洲政府需
要加强环境治理，以保护水资源，避免水资源过

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随着劳动和资源密集

度使用和污染。非洲政府应从中国的错误中吸取

型制造业转向非洲，中国开始进口而非出口此类

经验教训，投资开展规范的水暖设施安装工作，

商品，因此环境压力将从中国转移到非洲。问题

而不是事后为错误买单，交高昂的“学费”。

中非关系已趋成熟？发展、变迁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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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中国给肯尼亚和乌干
达的启示
宋丽娜，诺丁汉大学

摘要
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在推动 GDP 增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是地方服务的带头
人。随着中非合作向贸易和投资领域之外不断延伸，非洲地方政府是否可向中国借鉴？本
文列举分析了中国地方政府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成功和失败案例，以及这些案例对肯尼亚
和乌干达的启示。

引言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地方
政府是改革当中不可或缺的推动力之一。地方政

南非洲地区仍然处于严重赤贫状态，当地医疗和
教育水平低下，制度和基础设施不完善，而这些
是维持经济发展的必须条件（UNDP, 2012）。

府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推动出口导向型制造

乌干达和肯尼亚都经历过这些问题，从这种意义

业，鼓励开展提高地方就业水平的其他经济活

上来说，这两国具有非洲低收入国家的典型特

动，有力地促进了 GDP 增长。地方政府还负责管

征，基于此提出了上述议题。乌干达和肯尼亚相

理地方的福利分配，并监督干预措施的实施，以

邻，在气候、地理和历史方面都具有相似之处，

减少贫困（Lin & Liu，2000；Zhang，2006）。

这一点使得它们形成了天然的对照实验组，方便
我们进行政策和制度方面的评估。更重要的是，

中国近年来与非洲开展广泛合作（Brautigam，
2009），因此 DEGRP 发起了“地方政府、经济

这两个国家与中国具有一些相似点，因而特别适
合充当中国地方政府举措迁移性研究的对象。

增长和人类发展”研究项目，旨在探究中国地方
政府的举措是否能为非洲带来一定的启示。普遍

1986 年，乌干达内战终止，结束了国内的混乱局

上，非洲低收入国家的地方政府并未像中国地方

面，之后经济开始持续强势增长。2010 年，

政府那样发挥积极作用。非洲政府是否能从中借

Radelet 将乌干达列入非洲新兴经济体之一。乌干

鉴一二？项目以肯尼亚和乌干达为研究对象，分

达不是一党制国家，在某些方面与中国有类似之

析调查了中国的经验能否在医疗和教育等一系列

处。全国抵抗运动组织执政后，形成了有力的地

问题上为这两国提供有用的启示和建议。

方政治体系（即抵抗委员会）。20 世纪 90 年代
中期，实行地方分权制。因此，乌干达是研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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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和乌干达：与中国的自然相似点

方管理的差异性及其影响的合适选择。

上个世纪末，一些非洲国家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

与此同时，人们称肯尼亚为“门槛经济体”

经济“迷失期”后（Collier & Gunning，1999），

（Radelet，2010）。肯尼亚具备经济腾飞的条

开始强劲增长（Radelet, 2010）。但整个撒哈拉以

件，但自从 1978 年经历了长期经济停滞之后，

中非关系已趋成熟？发展、变迁与恢复

经济增长依然迟缓。继 1992 年开始多党民主制

互冲突。因此，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之间必然形

后，相比乌干达，肯尼亚的政治斗争更甚，而且

成竞争，彼此争夺投资或技术人才。

社会不稳定性更大。肯尼亚目前正逐步实施权力
下放。2010 年，宪法授权 47 个郡（之前为区）政

本土化对医疗和教育的影响

府，让它们在包括医疗保健、学前教育和道路建

非洲地方政府普遍未发挥类似企业的经营作用。

设等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而在此之前，这些范

即便如此，虽然中国在经济和人类发展方面取得

围均由中央政府统一管辖。因为肯尼亚新近才进

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并非所有的中国经验都适

行权利下放，尚没有全面分析可循。所以，此次

于效仿。中国的地方分权有利有弊，而在医疗和

对肯尼亚地方治理的研究可谓十分及时。

教育领域弊端尤为明显。这也是中非对比的有趣
之处。

中国地方政府的成功

医疗权利下放

由邓小平于 20 世纪 70 年代发起的中国经济改革顺

在改革之前，综合考虑国家收入的情况下，中国

利进行到了 21 世纪初，改革让地方政府获得了对

在医疗方面取得了出色表现。在改革的刺激下，

经济项目的控制权。同时，改革也使得农村企业

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但医疗方面的

在 GDP 中的占比从 1978 年的 5% 增长至 2005 年

表现——如人均寿命——却进步迟缓，全国都表

的 28%（OECD, 2009）。在此期间，地方政府就

现平平。有证据表明，中国的财政权利下放加剧

如各自为政的微型国家，但又受制于强制性预算

了医疗（和教育）投资无人问津的情况，进一步

的约束，无法实施保护主义。而且，在为农村企

拉大了地区差异（Zhang & Kanbur，2005）。

业制定目标时，通常以利润为导向。

有些解释提到，中国逐步转向以按服务项目收费

Xu (2011) 认为，中国是一个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

(fee-for-service) 为主的医疗服务支付模式，造

义国家，地区竞争和改革试验是解释中国呈指数

成了质量下降、成本增加和医疗显失公平等问题

级增长的“成就之谜”的关键。根据传统观点，

（Eggleston 等，2008）。正是出于对上述问题

中国的制度经济并不利于实现经济上的成功。中

的考虑，2009 年另启改革方案。新医改目标是，

国给地方政府提供激励措施有利于经济发展，原

到 2020 年提供全民覆盖的医疗保险（Meng &

因在于：第一，官员晋升与地方经济的相对绩效

Tang，2013）。

直接挂钩；第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共享经济
成果（Zhang，2013）。

非洲最近的医疗发展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和中国
类似：早期表现较差，但伴随最近几年的经济

更鲜为人知但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改革和快速

复苏，情况得到显著改善（UNECA，2015）。

城镇化提高了上至各级政策、下至街道办等各级

贫困和政策都发挥了一定作用。在金融危机期

地方政府的灵活性和重要性。下级政府在实施政

间，1987 年《巴马科倡议》提出后，医疗行业

策、甚至启动干预机制时，有更大的灵活性。不

引入用户收费体系，但结果却令人失望（Ridde

同地方的资源、能力和利益都不同，有时甚至相

& Morestin，2011）。在肯尼亚，Mwabu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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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发现，引入用户收费体系后，设施利用率

代和 90 年代，非洲经济停滞，中非入学率差距

降低了 50%，但收入的增加仅相当于医疗成本的

进一步拉大。此后，差距慢慢缩小（UNESCO，

2%。2002 年，乌干达废除了基础医疗使用费，预

2014；Lewin 等，2011a，b）。部分原因是中央

计将惠及贫困人口（Nabyonga 等，2005），但私

下令取消学费的计划起了作用。1997 年，乌干达

人医疗费用仍居高不下。

首次推出实施这一计划，初等教育入学率由此增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乌干达在引入行政和财政地

加了 50%。

方分权体制后，各地方卫生部分配给医疗行业的

然而，辍学问题仍然是摆在许多非洲国家面前的

预算仅为“影子预算”的四分之一，并认为这一

一道难题。据统计，乌干达仅有 32% 的学生完

预算完全充足 (Jeppsson，2001)。世界卫生组织

成初等教育（UNESCO，2012）。相比之下，

(WHO) 对医疗支出构成的一项研究发现，乌干达

中国已基本普及初等教育，但中等教育仍然存在

的地方分权导致了医疗支出下降，“公共物品”

不平等：例如，农村女孩仍是弱势群体（Song

的特性凸显（Atkin 等，2007）。中国亦如此，财

等，2006）。

政权利下放似乎会导致医疗投资的下降。
教育带来的工资回报是影响入学率的原因之一：
中国标准统计数据普遍较为平庸，但在过去二十

提供基础教育是中国及大部分低收入非洲国家地

年中不断攀升（Appleton 等，2005），这一统

方政府的责任。与医疗行业类似，20 世纪 80 年

计数字仍然较为保守（Heckman，2005）。在非

steve harris/世界银行

教育权利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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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通常认为教育回报较高，但有证据表明，这

警醒事例，认为教育权利下放会引发不正当的办

种情况随着时间推移也在发生改变（Colclough

学动机，人们会争相建立小型学校，雇用大量老

等，2010）。例如，1978 年到 1994 年期间，肯

师，并剥夺无法支付学费儿童的受教育权。

尼亚经济低迷，教育回报暴跌（Appleton 等，1
999）。20 世纪 90 年代，乌干达经济复苏，教育
回报也随之提高（Appleton，2001）。

结论
中国的地方分权模式是否具有迁移性，仍存在一
定疑问。虽然乌干达和肯尼亚等国与中国有相似

人们日益重视教育质量，部分原因在于担心数
量的增加是以牺牲教育质量为代价，还有一部
分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文献和观点提到了认知
能力对生产力的的重要影响。尽管有些研究开创
性地用到了微观数据，但人们日益关注教育的
主要原因并非微观层面的研究，而是学生学习

之处，但中国比许多非洲国家拥有更高程度的中
央集权，在政治和管理结构上拥有更为严格的分
层。在这种制度下，既可以将更多的财政权利下
放，又可以压制富裕地区企图独立的野心。民主
国家和一党制国家在地方官员的激励措施方面可
能大相径庭。中国失败的经验可以帮助规避错

成绩对国民收入影响的宏观研究（Hanushek &

误。例如，中国地方政府庞大的债务问题在最近

Woessmann，2008； Atherton 等，2012）。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非洲国家应从中获得警示，

在中国，地方分权制度被认为是导致教育和医疗

避免重蹈覆辙（Song，2012）。

投资力度低以及地区之间不平等的原因（Zhang

尽管挑战重重，中国地方政府出台的各项举措还

& Kanbur，2005）。乌干达国家政府努力引导

是能为非洲国家在加强经济复苏方面提供灵感来

地方政府正确使用资金：公共支出跟踪调查发

源。人们对地方分权褒贬不一。在地方服务和治

现，1991-1995 年间，中央给初等教育领域（工

理方面，中国与非洲之间以及某些国家的地方政

资支出除外）的拨款仅有 13% 落实到了学校手中

府之间各有不同，这种差异为我们研究政府干预

（参见 Reinikka & Svensson，2004）。中央需要

的有效性提供了机会。这也正是 DEGRP“地方

一致行动起来（主要是学校和纸媒领域按人发放

政府、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项目实施的前提条

津贴），大力提高教育投入。在肯尼亚，Kremer

件。通过该项目，我们将收集和分析中国、肯尼

等人(2003) 提供了有关教育权利下放影响的令人

亚和乌干达三国地方政府的微观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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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在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中的角色演变
Dan Large，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 (SAIIA)

摘要
在近期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 (FOCAC) 峰会上，中国和非洲官员承诺加强在和平与安全方
面的合作，双方还表示，要加强双边经济和文化联系，和平是必然要求。本文审视了中国
近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方面的角色变化，分析了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非洲事务会带来
哪些挑战和益处。

引言
就在不久之前，许多人还认为中国对于投资风险

的投资项目该如何继续。

具有独特免疫力。中国在动荡的市场中参与投资

同样，津巴布韦政府最近决定接管 Marange 矿

活动，这对其他投资方而言是禁区。从这一点

区的所有钻石矿。此举对中国的投资存在一定

可以看出，中国确实拥有与众不同的能力，可

威胁。人们担心，两国之间的全天候友谊可能因

以在国家动荡的情况下仍然投资获利（Child &

此动摇，与中国签订的经济协议也可能受到影响

White，2005）。1995 年起，中国在饱经战乱的苏

（Kachembere & Majaka，2016）。

丹投资石油行业，大获成功。尽管这些投资非常
成功，引人注目。但实际上，中国投资与外部投
资方面临着同样的风险。
例如，苏丹和南苏丹之间以及南苏丹内部的冲
突迫使中国关闭了其石油业务。再加上全球石油

促进和平与安全合作
因此，2015 年 FOCAC 峰会加强促进和平与安
全合作的措施也就不足为奇了（DIRCO，2015；
MOFA，2015a）。

价格下滑，中国的投资遭受了巨大影响（Wu，

此举是解决和平与安全问题系列措施中最新举

2014）。

措。之前，早在 2000 年第一届 FOCAC 时，中国

2015 年 11 月下旬，在位于马里的巴马科丽笙蓝
标酒店 (Radisson Blu) 发生的一次袭击事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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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死亡无疑会让人们开始担忧：中国在该国

就强调了政治关系和经济发展，并表示安全问题
主要受限于与各非洲国家的双边军事关系。

中国铁路建设集团公司的三名中国高级员工被

此后，中非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已从边缘

杀。事件发生不久后，在就中国海外员工在非

逐步占据了政策框架中的主流位置。2012 年，

洲遭受大量袭击而发出的一片声讨声中，中国外

在“阿拉伯之春”和利比亚政权更迭的大背景

交部承诺打击极端主义，加强与非洲的反恐合作

下，FOCAC 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公开关注中国在非

（Wee，2015）。虽然袭击并非针对中国，但中国

洲承受的经济风险，由此建立了中非和平与安全

中非关系已趋成熟？发展、变迁与恢复

合作关系，以提供金融支持、能力构建和其他形
式的制度支持。

● 第二，中国参与和平建设活动，引发了关于中
国、非洲和西方对这一活动内涵的理解以及各
国反应之差异的讨论。

中国在非洲安全领域的复杂角色

● 第三，中国参与和平与安全，这涉及到多个因

很明显，要保护中国参与方的安全，维持中国在

素。随着中国在非洲和全球的角色演变，这种

非洲活动的稳定性，需加强措施。但是，中国目

参与也在不断发展。中国的军事参与问题虽然

前在非洲和平与安全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复杂，

是 FOCAC 进程的一部分，但双边因素也有一

所以这项任务并不简单。

定的影响。2015 年 12 月初，中国正式宣布签

如今，中国在非洲事务上发挥着更为重要、更加
公开的作用，有时候甚至扮演了政治色彩浓郁的

署吉布提军事物流基地租约，标志着中国打破
参与非洲大陆军事合作的空白。

角色。中国对中央政府怀有更多期待，希望中国

● 最后，在国家同意的基础上，经过联合国正当

在非洲不仅只发挥经济方面的作用。中国参与了

流程，为支持合法维和，北京继续坚持不干涉

非洲的各类安全问题，在其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原则。同时，在南苏丹等地，中国的国际形象

● 首先，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十分高
调。舆论认为这是一种提升国际形象的手段，
中国借此改善与东道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同

使其必须肩负责任，并且中国还要面对经济利
益受到的威胁。因此，必须要协商界定不干涉
和不作为之间的差别。

unmiss/flickr

时保护中国在海外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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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南苏丹合作持续推进

结论

自 2011 年 7 月南苏丹独立后，中国就一直与南苏

和平与安全现已在中非关系中处于更加重要的地

丹开展合作，虽然期间苦难重重，但也表明中国

位。但这些愿望能否在现有的非洲及全球和平与

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中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安全框架下转变成实际的操作，又该如何完成这

这将大有裨益。

一转变尚不明确。中国参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中国被授权向南苏
丹部署第一批作战部队，准备逐步加强外交政治
干预，帮助南苏丹政府与主要反政府组织（苏丹
人民解放运动／反对派）达成协议。

展第 16 个目标（和平、正义和强有力的制度）面
临着很多问题。中国政府调整中国不干预的外交
政策原则与《非洲联盟组织法》（第 4 条）中规
定的不漠视外交政策原则还面临着长期的紧张局
势。中国对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中的规范性举棋

这标志着中国更深入地参与维和行动，也证明了
一些中国分析家的观念，即南苏丹是中国新型“

不定，在这种情况下下，中国如何落实 FOCAC 安
全计划，仍值得人们关注。

积极”外交的试验田（Shen，2011）。作为联合
国安理会成员国，中国有义务在南苏丹开展维和
行动。中国与非洲联盟、政府间发展组织 (IGAD)
的关系将影响到中国在南苏丹的维和行动。中国
参与维和行动也是在保护中国企业在南苏丹石油
行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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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安全问题可能令中非
关系更加紧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FOCAC
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说，“发展是解决所有
问题的关键”（MOFA，2015b），与中国一贯以
来的官方观点相同，即发展是安全的最高表现形

虽然我们不应放大本案例的意义，但中国在南苏

式（CFR，2014）。但由于经济持续低迷，人们担

丹事务上的战略性回应以及在南苏丹的战略部署

心，发展举措也会受到影响（Harlan，2016）。

都可以预示中国未来一系列的举措：涉足未知的

安全问题引发的挑战究竟会有何种影响，还有待

政治领域，应对安全威胁和风险变化，回应外

观察。但无论影响如何，很显然，非洲朝着更

界期待，承担更大责任，寻求解决声誉问题的办

加和平与安全的目标发展，这对各方而言都至关

法，以及更加积极努力地支持冲突的解决。

重要。

中非关系已趋成熟？发展、变迁与恢复

结论
摘要
中非关系在过去几十年中迅速发展。正如近期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FOCAC）峰会所证
实的，随着中非之间合作的日益成熟，中非之间的合作重点已从最初的经济合作逐步向和
平、安全、环境和政府治理等方面的合作。
DEGRP/SAIIA 会议上探讨了许多相关议题。与会各方就中非关系的复杂性提供了专业见
解，并提出了未来应考虑的重要问题。

加快推动非洲工业化
林毅夫和海宇的开幕致辞都强调了工业化在快速
启动非洲经济和加强发展方面的作用。两人都分
享了如何在中非关系的背景下以最佳方式实现工
业化。

Mohan 对非洲自然资源行业能否催生附加值活动
进行了探究，并研究了影响附加值活动发展的多
个因素。经论证，企业的国别和企业行为是尤为
关键的因素，既可带来积极变化，也会阻碍积极
变化的产生。例如，中国企业倾向于横向一体化
（外包较少），因此其产生的影响有限。但是，

林毅夫引用了历史案例研究，表明产业发展的成

事情并非一成不变，中国跨国公司和国有企业越

功关键在于设定切实可行的目标，政府支持工业

来越愿意参与当地经济。

化，能够敏锐地察觉并抓住机遇。对于非洲而
言，这意味着要选择适当参照国，模仿他们的做
法，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随着中国逐渐摆脱轻
工制造业，非洲要随时准备好“接班”。

Brautigam 更详细地研究了中国在非投资商的本
质。作者将“雁行模式”扩展成多个变式，来概
括不同类型的非洲合作投资商，以及投资商可能
带来的合作机遇。但是，她还指出，需要更深入

Hai 反思回顾了她在埃塞俄比亚建鞋厂的经验，让

地研究中国在非投资的细节，从而了解推动结

人们开始关注工业化给投资商和东道国带来的好

构转型所需的条件。因为缺乏精确数据，非洲政

处。Hai 认为，中国和非洲是绝佳的商业搭档。亚

府可能面临资源浪费在错误投资领域的风险。同

洲的制造业技术和非洲的比较优势构成了她称之

样，对现有投资情况的认识失实会阻碍投资商建

为商业成功“合作三角”的两边，剩下一边是全

立新的企业。

球市场。

中非投资发展
由 Giles Mohan、Deborah Brautigam、Carlos
Oya 和 Terry McKinley 及 Stephen Gelb 合著文章
中，继续探讨了中国在非洲投资的性质及其带来
的潜在机遇。

Oya & McKinley 以及 Ryder 也分别提到了中国
在非活动的数据缺失的问题。前者提到，中国
（及他国）在非投资不仅能够在短期内促进就
业，长期来看，还能够在当地培养形成熟练的产
业劳动力。但是，目前缺乏中国在非投资的详细
信息——尤其是就业动态方面——因此，需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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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进行进一步研究。Ryder 重点论述了双方高

迁移。制成品所需的虚拟资源——如其引用案例

层之间达成的协议——如《中非合作论坛——约

中的水资源——也会从一国向另一国迁移。为保

翰内斯堡行动计划》——将如何促进数据收集

护非洲水资源及其他资源不被过度消耗，非洲政

工作。

府需要加强环境治理。

换言之，积极、持续的合作已在某些领域展

治理、制度、和平与安全

开。Gelb 指出，南非和中国企业在金融领域联系
紧密，两国都从双边优势互补中获益。对中国而
言，通过与南非的合作，可以了解在发展中国家
开展业务的风险和收益，获得相关的一手资料。

制度在中非关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其
作用大小还有待观察。宋研究了中国政府在医疗
教育权力下放方面的改革经验，以及中国的经验
能否为有着相似分权结构的肯尼亚和乌干达地方

拓展多领域合作：贸易往来、非正规

政府提供一定帮助。尽管最后的结论是中国能为

经济和环境保护

非洲提供一些经验和参考，但这些经验是否真的
具有迁移性仍未可知。

其他如环境、交通和非正规贸易等领域也为加强
中非合作带来了机遇。吴在文章中重点介绍，中
国承诺与非洲开展海上贸易，并共同开展野生动
植物保护行动，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
分。翁的文章引发了人们对非正规自然资源贸易
重要性的关注。文章引用了喀麦隆非法伐木的案
例研究，认为当地商人与中国买家之间的非正规
交易是农村重要的生计来源，中非合作应将其纳
入讨论范围。
然而，面对新机遇，我们必须衡量它会给环境带
来的影响。Harvey 指出，对有意愿共同合作的非
洲国家来说，商品低价的新常态对他们制造供应
商品大有益处。而且这些国家必须保证生产制造
不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不破坏生物多样性。
但是，由于自然资产的价值很难计算，要做到这
一点十分具有挑战。
与此类似，Calow 指出，中国可能将劳动和资源
密集型制造业迁至非洲，所以资源消耗也会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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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Large 认为和平与安全问题在中非关系中占
有更重要的地位。他引用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中
国最近在南苏丹部署军事活动，另一个是中国在
中非合作论坛上承诺积极应对安全问题。文中概
述了关注和平与安全将给各方带来的好处，同时
强调了将面临的挑战。但最关键的是，高层决定
能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以及如何实现这一
转化。

非洲的角色
贯穿所有文章的核心是非洲在中非关系中的角
色。中国在非洲开展投资经营活动会带来许多机
遇和挑战，但非洲国家作何回应会在很大程度上
塑造中非合作的未来。非洲国家要利用好中国带
来的机遇，积极定义其在中非关系中的地位。如
这些文章所述，过去已成定局，未来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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