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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中非合作 ：
精准对接与高质量发展
贺文萍
【内容提要】2018年9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非合
作进入精准对接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非合作不断走向全方位、
宽领域和纵深化的新局面，合作内容从过去的聚焦“五通”拓展到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及健
康卫生、和平安全等更多惠民新领域。中非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助力非洲的减贫
和工业化进程持续推进，为提升新时代南南合作水平及推动国际对非合作发挥了有力的引领
和示范作用。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非合作；精准对接；高质量发展
【DOI】10.19422/j.cnki.ddsj.2019.06.003

2018 年 9 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

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讲话中提出，中非要携手

启了“一带一路”倡议精准对接非洲发展的新乐

打造合作共赢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同年 8 月 27 日，

章。此次峰会通过了《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

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5 周年座

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

谈会上，曾用“工笔画”这一生动的比喻，瞩望“一

计划（2019—2021 年）
》两个重要成果文件，为中

带一路”的未来。他指出，
“过去几年共建‘一带一路’

非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峰会期间，非洲联盟

完成了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今后要

以及 28 个非洲国家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

聚焦重点、精雕细琢，共同绘制好精谨细腻的‘工

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加上峰会前的 9 个国家，签约

笔画’
。
”[1]“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的对接从“大

国共达 37 个，占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国家

写意”进入“工笔画”阶段，应当推进三个层面的

数量的 70%。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表示，未来将

对接，即“一带一路”建设与联合国《2030 年可

推动与更多国家商签“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争取

持续发展议程》
、非盟《2063 年愿景》以及非洲各

实现非洲大陆全覆盖，力争在“五通”及其他领域

国发展战略进行对接。

尽快取得实效，让“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实实在在
惠及非洲国家和人民。

在联合国层面，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共商
共建共享原则已写入联合国成果文件。中国作为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仅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

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 2015 年的顺利收官

“一带一路”与非洲发展的精准对接

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将继续通过“一带一路”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8 年召开的中非合

设为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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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而努力。非洲作为发展中

行精准对接，使中国的发展优势与每个非洲国家的

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也是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

优先发展领域对接好，这样才能使中非共建“一带

发展议程》的攻坚区域。要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包

一路”进一步落地生根、走深走实。具体而言，精

容和环境可持续性等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使

准对接要求扎扎实实做好每个非洲次区域及每个国

“一带一路”建设与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家的区域和国情研究，不但要了解区域及各国的政

程》、非洲国家发展战略有效对接。

治和社会稳定情况，而且要对其中长期国家发展战

在非洲区域层面，近 20 年来，非洲国家及非

略以及优先发展领域做到了然于胸。同时，中国国

盟先后出台《加速非洲工业化发展行动计划》《非

内各省市也需要做好自身的家底盘查工作，摸清各

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宣言》
《2063 年愿景》等重要

省市哪些企业、哪些富裕优质产能适合到哪些非洲

发展战略，希望通过工业化、经济融合和一体化将

国家去转移和投资。如习近平主席 2018 年 7 月访

21 世纪打造为非洲发展的世纪。2015 年 1 月，中

问的塞内加尔、卢旺达、南非和毛里求斯四国在区

国与非盟签署了中非关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谅解

位及发展优势上各具特色。
“西非门户”塞内加尔、

备忘录，实现了中国与非盟层面的对接。根据备忘

扼好望角连接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南非、位于东非海

录 , 中国将在非盟《2063 年愿景》战略框架内，加

岸的“印度洋明珠”毛里求斯都是“21 世纪海上

强与非洲国家在铁路、公路、区域航空及工业化领

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国家，三国均希望在对接合

域的合作，有利于推进非洲国家一体化进程。在

作中挖掘自身渔业发展、船舶维修、港口运输、贸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非盟也与中国

易集散转运等方面的发展潜力。20 多年来，在卡

政府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未来中

加梅总统的领导下，连接中东非的内陆国家卢旺达

非合作项目建设将在多边层面呈现跨国跨区域的形

取得了卓越的发展成就，该国在“向东看”政策以

势。如“新时期的坦赞铁路”——亚吉铁路（连接

及治国理政和发展道路的探索方面体现出独特的思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与吉布提）自 2018

考。卢旺达在 2016 年还承办了世界经济论坛非洲

年 1 月 1 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在短短的 8 个

峰会，正在将自己打造成东非信息中心和“非洲的

月内就已累计运输旅客 9 万余人次、集装箱 2.2 万

新加坡”
。阿里巴巴等中国电商企业已开始走进卢

余个，运能潜力正在不断释放。亚吉铁路的建成通

旺达，找到“一带一路”建设与卢旺达发展的精准

车将原本从亚的斯亚贝巴到吉布提之间一个星期左

对接点。2018 年 8 月，阿里巴巴商学院联合卢旺达

右的货运时间缩短为 13 小时左右，大大提高了运

高等教育委员会、发展委员会在卢旺达启动“全球

力和商业周转效率。[2] 亚吉铁路项目的实施，还创

电子商务人才——教育者培训”计划，吸引了卢旺

造了“由一条铁路带动一条经济带”的亚吉模式，

达 9 所顶级大学 50 名讲师参与，预计将覆盖 2500

通过修建铁路、配套投资运营工业园区，为埃塞俄

名非洲学生。除了为非洲培训数字经济人才，阿里

[3]

比亚和吉布提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在非洲国家层面，
“工笔画”阶段还特别要求
将“一带一路”倡议与每个非洲国家的发展战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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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还将普惠贸易机制——eWTP 引入非洲，将在
卢旺达建设非洲首个 eWTP 试点。[4]
总之，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已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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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共建“一带一路”铺好了画卷，如今需要双方

而且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打下了良好

运用细腻的画笔来认真绘制这幅中非“一带一路”

基础。

精准对接的“工笔画”
。

在政策沟通层面，2000 年成立的“中非合作
论坛”就是中非间重要的政策沟通机制与平台。

“五通”奠定中非“一带一路”合作基石
作为一种对外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的理念和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已是论坛机制建立
以来召开的第三次峰会。特别是 2013 年“一带一路”

倡议，“一带一路”旨在通过互联互通拉紧中国与

倡议提出后，中非合作论坛在短短 3 年内就连续召

沿线国家交流合作的纽带，推动共同繁荣与发展。

开了两次峰会，这在国际外交史上也极为罕见。不

2015 年 3 月 28 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

仅如此，2015 年和 2018 年的两次峰会都提出了涉

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及金额达 600 亿美元的中非合作行动计划，使高层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中提出

政策沟通与基层项目落实有机结合，也为中非合作

了“一带一路”建设的“五通”建议，即“政策沟

论坛这一政策沟通机制增添了新内容和新动能。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

在设施联通层面，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非洲经

从中非关系的发展来看，
“一带一路”建设的“五通”

济发展的一大瓶颈。交通运输业不发达不仅使非洲

不仅基本涵盖了近年来中非合作的各个重要领域，

国家国内贸易和跨国区域贸易成本高昂，还阻碍了

因自身财力不足，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机器设备不足、技术和管理能力欠缺等困难，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恰好能弥补非洲在这方面的劣势。图为2018年6月10日在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拍摄的由
中国承建的布拉柴维尔体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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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吸引外资。因自身财力不足，非洲基础设施建

术和经验。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中国经

设不仅面临每年 1700 亿美元的资金缺口，还存在

济规模和实力有了显著增长，拥有技术、设备、人

机械设备不足、技术和管理能力欠缺等困难，中国

才及发展经验。自 2009 年起，中国即已超越美国，

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恰好能弥补

连续 10 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3 年，

非洲在这方面的劣势。从长远发展看，基础设施互

中非贸易额达 2100 多亿美元，是 1960 年双边贸易

联互通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缺乏基础设施则

额的 2000 多倍。近年来虽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

难以开展其他产业布局并实现工业化。自“一带一

降，中非贸易额回落到 2000 亿美元以下，但仍高

路”倡议提出以来，中非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明

出位居第二的美非贸易额近 3 倍。非洲还是中国第

显提速，2014 年李克强总理访非时提出帮助非洲

三大海外投资市场和第二大海外工程承包市场。到

建设铁路网、公路网以及非洲区域航空网络“三大

2017 年末，中国对非各类投资存量已超过 1000 亿

网”。非洲基础设施建设财团（ICA）2017 年发布

美元，有 3500 多家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经营。[8]

的报告显示，2011—2016 年，中国平均每年在非洲

资金融通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金

基础设施领域投资 120 亿美元，是非洲基础设施最

融支持。中国现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外汇储

[5]

大投资来源国。 近 6 年来，
中国在非洲建设的铁路、

备需要寻求更稳健的投资出路，人民币国际化的稳

公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遍地开花，在改变非

步推进也需要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大双边本

洲大陆基础设施面貌的同时，也有效改善了非洲国

币互换和结算的范围与规模。从“一带一路”建设

家的投资环境，提升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如连

金融支持来看，中国政府出资 400 亿美元设立了丝

接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及首都内罗毕的蒙内铁路

路基金，注资 1000 亿美元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

自 2017 年 5 月建成通车以来，累计发送旅客 270

施投资银行（AIIB）
。早在 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

万人次，平均上座率 90% 以上，准点率达 99.9%。

北京峰会时，中国政府就针对中非经贸合作的开展

该铁路在建设和运营期间累计创造 5 万多个工作岗

专门设立了 50 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2009 年 11

位，拉动肯尼亚 1.5% 的 GDP 增长。[6] 近期访问肯

月，针对非洲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中国政府在

尼亚的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也在记者会上表

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又宣布“支持中

示，英国非常赞赏蒙内铁路等中国建设的重大项目

国金融机构设立金额 10 亿美元的非洲中小企业发

[7]
对肯尼亚乃至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

展专项贷款”
。2012 年 7 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

贸易畅通则是在设施联通的基础上实现物流的

部长级会议决定将非洲中小企业专项贷款规模扩大

高效化和便利化、贸易与投资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

至 30 亿美元，重点支持非洲中小企业、农林牧渔

动。从经济发展的要素构成看，中非双方具有优势

等与民生相关的产业发展。2015 年 12 月，习近平

互补、合作互利共赢的强大基础。非洲有 54 个国

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致辞中

家和 13 亿人口，自然和人力资源丰富，市场广阔，

宣布为中非发展基金和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

发展潜力巨大，但因长期受到殖民掠夺和局部冲突

各增资 50 亿美元。截至目前，中非发展基金已累

动荡影响，经济仍比较落后，缺乏发展资金、技

计对非洲 36 个国家的 90 多个项目投资超过 46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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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投资遍及基础设施、产能装备、农业民生、
[9]

能源资源开发等各个领域。

峰会通过的中非合作“八大行动”则是中非共建“一
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份宣言、计划和承诺。

民心相通为“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坚实民意基

中非领导人在峰会上形成共识，在未来 3 年和今后

础。中非民间友好工作的开展不仅能够加强中非人

一段时间里，中非合作将重点在产业促进、设施联

民间的沟通和了解，有力反驳西方散布的所谓中国

通、贸易便利、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

“新殖民主义论”
“掠夺非洲资源论”
“债务外交论”

人文交流、和平安全八大领域推进。习近平主席在

等谬论，还能促进非洲民生改善，使中非合作成果

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及峰会结束后中国商务部网站

惠及全体人民。民心相通较之于其他“四通”而言

对“八大行动”的详细解读均表明，中非合作已经

更是一个需要耐心和定力的工程，其内涵的包容性

开始进入精耕细作、致力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也非常广，可以包括教育、旅游、医疗、科技、文

一是实施产业促进行动，其目标是加快推进非

化等多领域的合作，在合作方式上也可以采取官民

洲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为推动实现非盟
《2063

并举等多种形式。自 2009 年第四届中非合作论坛

年愿景》中所设定的非洲制造业和农业发展目标，

部长级会议专门把“扩大人文交流和发展经验交流，

中方在 2018 年 11 月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促进学者交流合作”列入当年提出的“新八项举措”

的基础上，专门设立“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

中后，中非间的文化交流、人才交流、媒体合作、

为中非企业间开展成果展示、企业对接、投资合作

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活动便不断增多。

等活动提供商情资讯平台及窗口。“中国—非洲经

如由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举办的“中非民

贸博览会”由中国商务部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间论坛”迄今已成功举办了五届。2018 年 7 月在

办，长期落户湖南，每两年举办一届。第一届博览

成都举办的第五届中非民间论坛发布了《中非民间

会将于 2019 年 6 月 18—20 日在湖南长沙举办。博

友好伙伴计划（2018—2020）
》
，
从民生合作与捐赠、

览会将通过非洲国家投资推介、中国省区市推介、

能力建设和人才交流、促进社会发展、人文交流、

中非经贸合作磋商会等经贸洽谈活动来促成中非经

民间机制化交流 5 个方面，推出 30 项中国民间未

贸合作项目的对接与签约，使中方对非产业促进行

来 3 年将要实施的对非民间合作项目。

动不断落实。商务部官员就此表示，在中非合作论
坛机制框架下设立“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是

“八大行动”推动

为了打造对非经贸合作新机制、中非合作论坛经贸

中非“一带一路”合作迈向高质量发展

举措落实新平台和地方对非经贸合作新窗口，进一

2018 年 8 月 27 日，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工作 5 周年座谈会上指出，经过夯基垒
台、立柱架梁的 5 年，共建“一带一路”正在向落

步加强新时代中非经贸合作，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向
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11]
除搭设新平台，中方还将在非洲新建和升级一

地生根、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我们要在保持健康

批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加强对非洲制造业、农业、

良性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

金融服务、商贸物流和数字经济等传统及新兴领域

高质量发展转变。[10]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的投资。中方将与非盟共同发布中非农业现代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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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规划和行动计划，未来 3 年将向非洲派遣 500 名

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来推进其工业化进程。在

高级农业专家，实施 50 个农业援助项目，重点帮

推动非洲走绿色工业化道路方面，中国有很多经验。

助非洲提高玉米、水稻、小麦等农作物产量。

未来 3 年，中方将在非洲实施 50 个绿色发展和生

二是实施设施联通行动，将在目前推进非洲铁

态环保援助项目，在应对气候变化、应用清洁能源、

路网、公路网和航空网建设的同时，与非盟共同编

防控荒漠化和水土流失等生态环保领域加强交流合

制《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规划》，做好非洲设施联通

作。另外，中国还根据非洲多产竹子的特点，特别

行动的顶层设计。10 多年来，中非在基础设施建

提出要帮助非洲开发竹藤产业，进而为非洲创造更

设领域开展了一系列重大合作，逐步推进港口、桥

多就业岗位，促进非洲经济多元化发展。

梁、道路和网络的畅通，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五是实施能力建设行动，推动非洲人口红利的

还为非洲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打下了坚实基础。亚吉

深度挖掘和利用。非洲是一个年轻的大陆，据联合

铁路等已成为中非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志性工程。
“要

国统计，目前非洲人口 13 亿，其中 15 岁以下的人

想富先修路”“要繁荣先联通”也已成为非洲国家

口占比达 40%，30 岁以下的人口占比高达 70%。[12]

和人民的共识。未来，要高质量推动中非基础设施

撒哈拉以南非洲拥有全世界最年轻的人口结构，但

互联互通工作，除了继续推进一批重点项目外，还

也拥有世界最高的失业率及最低的教育普及率。随

要在基础设施的可持续发展方面下功夫，不但做好

着大量中非“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在非洲的落地，

项目的设计、建设及运营等综合配套工作，还要与

非洲人力资源培训特别是技工队伍的培养已成为当

非洲产业促进行动相结合，推进基础设施上下游及

务之急。当前，部分非洲舆论抱怨一些中资项目自

产业园区建设等全链条综合开发和运营。

带中国员工，未能创造太多当地就业，但中企又苦

三是实施贸易便利行动 , 推动中非贸易及非洲

于找不到合适的当地技工如期高质完成承接项目。

国家间贸易发展。长期以来，虽然中非贸易发展迅

加大对非职业技术培训力度是弥补这一对接“鸿沟”

速，但除安哥拉等一些资源富集国外，大多数非洲

的最有效举措。为此，中国决定未来 3 年要在非洲

国家与中国存在巨大贸易逆差。如何扩大非洲国家

设立 10 个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的“鲁班工坊”及 5

对华出口，减少其贸易逆差，是未来实现中非贸易

万个来华研修培训名额。

联通高质量发展要面对的主要挑战。由于非洲原材

六是实施健康卫生行动，助推非洲公共卫生体

料加工能力不足，质检技术和管理能力相对滞后，

系建设。2014 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的爆发暴露

许多优质农产品往往难以和中国消费市场对接，因

了非洲卫生防疫体系的脆弱，体现了非洲公共卫生

此未来需要进一步帮助非洲提高原材料加工能力，

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带一路”建设应

推动其海关、质检部门现代化建设，并与非洲国家

关注贴近民生的医疗卫生建设，使人民有更多获得

开展自贸协定谈判，开拓中非经贸合作新空间。

感和幸福感。为此，中方决定在未来 3 年优化升级

四是实施绿色发展行动，推动中非合作走可持

50 个医疗卫生援非项目，
为非洲培养更多专科医生，

续发展之路。非洲大陆具有后发优势，可以避免前

继续派遣并优化中国援非医疗队，开展面向基层人

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污染—发展—治理的路径，应

民的“光明行”等医疗巡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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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实施人文交流行动，奠定和夯实中非人民

不断走向全方位、宽领域和纵深化的新局面，合作

友好基础。人文交流不要限于文化团体互访、旅游

内容从过去的聚焦“五通”拓展到绿色发展、能力

合作等，而要向思想交流及共同研究领域拓展和深

建设及健康卫生、和平安全等更多惠民新领域。中

化。中国非洲研究院已于 2019 年 4 月 9 日正式挂

非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助力非洲的减贫

牌成立，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希望中国非洲

和工业化进程持续推进，为推动新时代南南合作及

研究院汇聚中非学术智库资源 , 增进中非人民相互

国际对非合作发挥了有力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了解和友谊 , 为中非和中非同其他各方的合作集思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广益、建言献策 , 为促进中非关系发展、构建人类

（责任编辑 ：苗田田）

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13] 目前，中国非洲研究院已
有 18 个正在进行中的中非合作研究课题，另有 32
个合作课题将陆续启动，其他一系列学术交流与合
作项目也将同时展开。[14]
八是实施和平安全行动。促进非洲和平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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