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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南部非洲国家津

巴布韦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在该

国军方以“清君侧”为由介入政治

事务后，执政 37 年、已经 93 岁高

龄的罗伯特 · 穆加贝总统先是被执政

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

线（简称“津民盟”）解除党主席、

第一书记的党内职务，后在多重压

力之下辞去总统职务。被穆加贝解

除职位不久的前副总统埃莫森 · 姆

南加古瓦则继任执政党主席和总统，

津巴布韦由此快速而和平地实现

了“权力交接”。那么，是哪些因素

促使津巴布韦此次政局变化得以和

平解决？津民盟是否已从中吸取教

训？又将面临哪些挑战？这一政局

变化是否会对中津关系产生不利影

响？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分析。

津巴布韦政局变化的经过

2017 年下半年，津民盟因穆加

贝“接班人”问题而引发的党内分

歧加剧，尤其是以穆加贝妻子格蕾

丝为核心的“G40 集团”加快了争

津巴布韦政局变化与执政党津民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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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权力的步伐。穆加贝支持“G40 集

团”，在 11 月 6 日以“对党和人民

不忠诚”等为由将姆南加古瓦开除出

党并解除了他的副总统职务。此后，

“G40 集团”还拟对以姆南加古瓦为

首的“鳄鱼帮”进行清洗。此举引发

津民盟党内曾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老

战士的不满，并最终导致军方采取行

动介入政治事务。

11 月 15 日凌晨，津巴布韦国防

军进入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入驻津

巴布韦国家电视台，控制总统府、议

会、执政党大楼和高等法院等重要场

所。随后，军方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

声明，称已接管政府部门，待完成“抓

捕总统身边的罪犯”后，局势就会恢

复正常。津巴布韦政局变化由此拉开

帷幕。随后，军方与穆加贝展开了谈

判，希望他能主动辞职以实现津民盟

和津巴布韦政府权力的平稳过渡。在

穆加贝拒绝辞职并表示要到 2018 年

任期结束后才会下台后，11 月 19 日，

津民盟特别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解

除穆加贝党主席、第一书记的党内职

务，同时恢复姆南加古瓦党籍并推选

他为党主席兼第一书记。决议还要求

穆加贝在 20 日中午 12 点之前辞去

总统一职，否则将在议会启动针对他

的弹劾程序。

11 月 21 日下午，鉴于穆加贝没

有在规定时间内辞去总统职务，津巴

布韦议会决定启动对他的弹劾程序。

在军方的压力、民众的不满与议会

的弹劾等多重压力之下，穆加贝向

议长穆曾达送交辞职信，正式结束

他在津巴布韦长达 37 年的执政地位。

穆加贝主动辞去总统职务为此次政

局变化的和平解决提供了重要契机。

前副总统姆南加古瓦在 11 月 22 日

从南非回到津巴布韦，并在 11 月 24

日宣誓就任津巴布韦独立以来的第

三任总统。

12 月 15 日，津民盟如期举行特

别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正式批准姆南

加古瓦担任党主席和第一书记，并

推选他为 2018 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

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姆南加古瓦所任

命的新的政治局，津民盟由此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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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权力的和平交接”。12 月 18 日，

津巴布韦国防军宣布“军事行动”正

式结束，津巴布韦的此次政局变化最

终落下帷幕。

津巴布韦政局变化

和平解决的原因

津巴布韦此次政局变化的直接

原因是津民盟内部不同派系围绕穆

加贝权力继承问题而展开的斗争，而

其导火索则是穆加贝支持“G40 集

团”，撤销姆南加古瓦的职务并试图

对以他为首的“鳄鱼帮”进行清洗。

然而，如果再进一步对此次政局变化

进行分析，可发现津巴布韦近年来面

临的经济困难或许是最为根本的原

因。因经济困难所导致的民生维艰和

民心思变，以及军方所采取的策略和

穆加贝本人最后主动辞职，最终促成

了此次政局变化在短时间内便得以

和平解决。

一、长期的经济困难导致民心思变

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津巴布

韦曾被誉为“南部非洲的面包篮子”

和“南部非洲的一颗明珠”，它的玉

米等粮食作物可在满足本国需求后

出口南部非洲其他国家，它甚至还拥

有相对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然而自

2000 年之后，津民盟在国家治理问

题上面临了一些新的挑战，尤其是在

推进土地改革和本土化政策中出现

的政策失误，再加上因党内分歧加剧

而降低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关注度，

以及西方国家的长期制裁等因素的

影响，致使津巴布韦的经济问题日益

严峻。据统计，津巴布韦在 2013—

2016 年的经济增长率呈逐年下降之

势，分别为 4.5%、3.2%、1.1%和 0.6%。

经济发展停滞还诱发了一系列社会

问题，其中包括财政收支日益不平

衡，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粮食来维持人

们的基本生计，失业率和贫困率居高

不下，教育、医疗服务质量下降，以

及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等等。这些问题

日益累积和相互叠加，最终使广大人

民产生了要求政局变革的强烈诉求。

二、津巴布韦军方采取的策略

得当

在此次政局变化中，津巴布韦

军方并未以解散政党、接管政府和宣

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军事政变”

方式采取措施。与之相反，他们在采

取行动之后便随即发表声明，宣称这

不是军事政变，其行动的目标只是为

了“抓捕总统身边的罪犯”，一旦完

成任务，“局势就会恢复正常”。[1] 随

后在穆加贝离任这一问题上，军方一

直在与他进行谈判，希望他主动辞职

而非赶他下台。而在 11 月 19 日解

除穆加贝党主席和第一书记的职务，

则是津民盟本身的决定，军方在这个

时候已经退到了幕后。非洲联盟自

2007 年出台《非洲民主、选举和治

理宪章》后，一直反对政治权力的“非

宪制”更迭，尤其坚决反对通过军事

政变的方式更换政府。津巴布韦军方

的上述策略，规避了非洲联盟和南部

非洲发展共同体强力干预的风险，从

而为津民盟和津巴布韦政府“权力的

和平交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穆加贝本人主动辞职

穆加贝自津巴布韦独立起执政

已超过 37 年的时间，虽然执政后期

他在党的建设、国家治理和权力移交

等问题上出现一些失误，但这并不能

2017年12月15日，津巴布韦执政党非洲民族

联盟－爱国阵线（津民盟）召开为期一天的

特别代表大会。津巴布韦总统、津民盟主席

兼第一书记埃默森·姆南加古瓦呼吁全党团

结一致，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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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杀他在民族解放战争及独立后的

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做出的贡献。穆加

贝最后被他参与创建的津民盟解除

党内职务虽不免令人唏嘘，但他在各

方压力之下主动辞任总统，并表示自

己是自愿辞职，希望能够以此确保津

巴布韦平稳、和平的权力过渡，还是

为此次政局变化的和平解决做出了

一定贡献，因为此举不但将军方的行

动与军事政变分割开来，而且为姆南

加古瓦随后继任总统和党主席扫除

了障碍。

津民盟的改革举措

姆南加古瓦担任领导职位后，

津民盟吸取此次政局变化的教训，积

极从经济、政治与对外关系等领域

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调整。从当前

来看，这些改革举措已经初步得到

津巴布韦人民的认可，反对党争取

民主变革运动“民革运”旗下的《每

日新闻报》甚至将其称之为“姆南加

古瓦新政”。

一、将经济发展作为各项工作的

重中之重

自姆南加古瓦担任领导人以来，

津民盟便明确表示要将经济发展和

创造就业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姆南加古瓦本人甚至要求每个部委

都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列出优先发展

的项目及快速有效的措施，以提振经

济和改善民生。从当前来看，津民盟

在经济领域所采取的举措主要包括

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着手修改本土化政策。

姆南加古瓦上任不久便指示要对本

土化政策进行修订，以打消投资者心

中的疑虑。财政部长帕特里克 · 齐纳

马萨在 12 月 7 日向议会提交的 2018

年财政预算报告中表示将大幅缩小

本土化政策覆盖的范围，即把“本地

人占股超过 51%”的门槛限定在钻

石和铂金这两个矿业部门，其他经济

部门不再需要满足这一要求，将完全

向国外投资者开放。[2] 

第二，设法解决美元现金短缺

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津民盟已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追缴外

流资金，并承诺对在三个月的宽限期

内转回资金的人免责；呼吁侨民集中

手中的资金回国投资；减免部分制造

业和建筑业原材料的关税，以提高产

能和增加出口创汇能力；以及加强与

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目前非洲进出

口银行已决定为津巴布韦注入 15 亿

美元的资金。

第三，拟尽快启动经济特区建

设。穆加贝政府时期曾在哈拉雷的太

阳城、布拉瓦约和维多利亚瀑布城设

立三个经济特区，但由于种种原因

一直没有推动落实。姆南加古瓦认

为，经济特区对于吸引投资和推动

出口至关重要，因而指示尽快启动

这三个经济特区的设立与推行工作。

据报道，津巴布韦财政部已考虑出

资 1670 万美元用于经济特区的供水、

供电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此后

吸引投资等做准备。

二、精简政府机构，维护党内团结

为解决穆加贝执政后期政府机

构臃肿和开支庞大的问题，津民盟决

定裁减冗员和压缩财政支出，以节省

更多资金来发展经济，而其采取的

第一项重大举措，便是将政府部委

从原来的 27 个减少为 21 个。此后，

2018 年财政预算报告又详细列出了

裁减冗员和压缩开支的相关举措，其

中包括停止除关键岗位之外的公务

员招聘，从 2018 年 1 月开始将退休

年龄限定为 65 岁，削减 3739 个因

取消本土化后而多余的职位，限制政

府官员公务用车，以及减少驻外使馆

规模和雇佣当地员工人数等。[3] 

为维护党内团结，增加党内凝

聚力，作为新任党主席的姆南加古

瓦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了工作：其

一，在就职演说中向前总统穆加贝致

敬，将穆加贝尊称为“国父”，要求

“所有人接受并承认他为建设我们国

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此举无疑为

仍支持穆加贝的政治力量吃下一颗

定心丸；[4] 其二，敦促人们不要对前

“G40 集团”的人进行报复，号召所

有党员团结起来以避免再次陷入分

裂的境地，并在津民盟特别代表大

会上表示“我成为津民盟的领导人，

不应被视为一个小集团的失败和另

一个小集团的成功，我致力建设一个

团结的津民盟”；[5] 最后，决定将津

民盟中央委员的任期延长到 2022 年，

以求各政治派系在此期间，尤其是在

2018 年大选之前停止争夺党内席位。

三、谋求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政局变化之后，津民盟开始谋

求改善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姆

南加古瓦曾就此明确表示：“我们

呼吁那些在过去惩罚我们的国家重

新考虑向我们施加的经济与政治制

裁……让我们作为平等与彼此独立

的合作伙伴，以互利共赢的方式开启

新的一页。”

津民盟之所以积极谋求改善与西

方国家的关系，主要是为了获取它们

的援助和投资，发展国内经济，所以

无论姆南加古瓦、齐纳马萨，还是外

交部部长希布希索 · 莫约，均一再宣

称会确保包括西方国家投资在内的所

有外国投资的安全。就此而言，津民

盟不会放弃此前的“看东方”政策，

尤其是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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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民盟面临的挑战

津民盟的上述举措展现出了一

个立志改革、锐意进取的新的政党形

象。考虑到津民盟新一届领导人因此

次政局变化而获取了民众的广泛支

持，津巴布韦高达 90% 以上的识字

率和充足的高素质劳动力，[6] 以及国

际社会已表达了良好的合作意向等

积极因素，如果上述政策都能顺利得

以贯彻实施，津巴布韦这颗“南部非

洲的明珠”应会再次迸发光芒。然而，

这并不表示津民盟在改革与发展的

道路上会一帆风顺，从当前来看，其

至少面临如下挑战。

第一，恢复经济并非一日之功。

首先，外国投资者难以在短期内恢复

对津巴布韦投资的信心，他们大规模

前往津巴布韦投资还需时日；其次，

由于短期内无法发行本国货币，现金

短缺问题仍可能会继续存在且成为

制约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最后，道

路基础设施滞后问题比较严重，无论

修复破旧的城市公路，拓宽全国各主

要城市之间的交通干线，还是恢复铁

路运输，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单靠

津民盟一己之力显然无法解决。

第二，深化政治改革并非易事。

一方面，无论精简政府机构还是维护

党内团结，津民盟的着眼点都是为了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走出经济困境，

进而为 2018 年大选奠定良好的基础，

所以其不会冒政局动荡的风险而在

改革问题上大动干戈。另一方面，尽

管津民盟已开始着手反腐和提高行

政效率等项工作，但一旦真正触动既

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推行起来必然步

履维艰。此外，如何处理好与在此次

政局变化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军队

之间的关系，也将考验津民盟领导

层，尤其是姆南加古瓦的政治智慧。

第三，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尚需时日。津民盟实现领导人更替

后，虽然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都表

达了与之合作的意向，但在涉及具体

合作事宜的时候，均以推进民主化为

借口向其施加压力。美国甚至表示，

是否恢复与津巴布韦的关系将取决

于津民盟是否“推行宪政民主、自由

与公平的选举、尊重人权和法治，以

及改善贸易与投资环境等等”。[7] 针

对美国的这种咄咄逼人的姿态，津民

盟发言人西莫 · 莫约表示他们没有义

务听命于其他主权国家的命令，外交

部部长希布希索 · 莫约也表示将把保

护本国利益放在首要位置，不会听任

他国指使。

津巴布韦政局变化对中津

关系的影响

津巴布韦此次政局变化并没有

对中津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产

生不利影响。对于津巴布韦此次政局

变化，中国一直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

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中

国“希望津巴布韦有关方面妥善处理

好内部事务”“相信津人民有能力保

持政局稳定、国家发展”。姆南加古

瓦宣誓就职后，习近平主席专门致电

祝贺，表示“中津是好朋友、好伙伴、

好兄弟，中津关系经受住了时间和国

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方珍视同津方

的传统友谊，愿同津方一道努力，推

动中津关系及各领域合作继续向前

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2017 年 11 月 29 日，中国政府

特使、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访问津

巴布韦。姆南加古瓦在会见陈晓东后

表示，两国关系“一直都非常友好温

暖，我的责任就是继续巩固两国关

系……（中国政府特使陈晓东）是我

就职以来迎来的第一位外国特使，这

非常有意义”。

中国政府已经向津巴布韦提供

了实质性的支持，12 月 6 日，中国

政府与津巴布韦政府签署三个政府

间协议，包括提供优惠贷款框架协议

及两笔无偿援助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用于穆加贝国际机场升级改造和议

会大厦、超算中心二期及双方商定的

其他项目建设。

可以预见，在津民盟将经济发

展作为其工作重心的背景下，中津两

国与两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经贸领

域的合作关系将会进一步深入发展。

这也正是津总统特别顾问穆斯万瓦

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徐绿

平访津期间举办的党内培训研讨会

上表示津巴布韦应重视与中国之间

的关系，中国经验将为津巴布韦发展

带来红利的重要原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

 研究所）

（责任编辑：魏银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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