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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于 1980 年 4 月 18 日独立，是非洲倒数第二个

独立的国家。独立后，穆加贝政府以 1979 年 12 月同

英国签订的《兰开斯特大厦条约》为基础，在奉行种族和解政

策的基础上实行土地改革，大力发展教育、农业、矿业和制造

业，一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

初，津巴布韦可谓是非洲乃至西方世界的“宠儿”：正常年景

粮食自给有余，甚至出口邻国 ；鲜花出口欧洲 ；成为世界第三

大烟草出口国 ；被称为“度假天堂”和南部非洲“面包篮子”。

然而这种局面自 2000 年起彻底反转，由于农业产量急剧下降，

津巴布韦从南部非洲的“面包篮子”变为每年需要大量进口粮

食维持人们基本生计的国家。伴随着农业生产的下滑，津巴布

韦整个社会经济出现了严重问题。

“快车道”土地改革、恶性通货膨胀给津巴布韦社会经济发展带

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穆加贝政府在 2000 年开启了“快车道”土地改革。之所

以开展“快车道”土地改革，政府宣称是为了“确保更多的人

获得土地和更加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以此增加农业产

量和实现农业多元化”。然而，由于这场改革的开展方式过于

激进，很多获得土地的人此前并没有耕作经验，政府也没有能

力进行农业投入和开展技术培训，同时，由于白人农场主离开

时破坏了大量农业基础设施，津巴布韦的农业生产出现了严重

衰退。特别是在 2005—2008 年，津巴布韦玉米和烟草的产量

分别下降了 65.8% 和 72.2%。农业生产的衰退外加恶性通货膨

胀，导致津巴布韦整个国民经济崩溃，2000—2009 年，津巴

布韦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负数。

从津巴布韦独立后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穆加贝在 2000

年实施的“快车道”土地改革有其必要性与必然性。其一，穆

加贝政府在独立后开展的土地重新安置进程，并没有从根本上

改变白人农场大量闲置和大量黑人农民无地可种的局面 ；其二，

津巴布韦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陷入经济发展缓慢和通货

膨胀不断持续的境地，经济发展和土地改革进程缓慢导致人们

对穆加贝政府产生不满，工会运动、游行示威等逐渐增多 ；其

三，与英国关系逐步恶化，特别是英国不再提供土地援助资金

后，穆加贝政府彻底失去了外部资金支持。

2009 年之后，在货币美元化和新农场主的努力下，津巴

布韦的农业生产实现了较为快速的增长，到 2013 年、2014 年

的农业季，玉米、谷物和烟草等津巴布韦主要作物的产量已经

达到甚至超过 20 世纪 90 年代的平均水平。但是，在缺少政府

资金投入和基础设施不足的情况之下，津巴布韦的农业生产具

【摘要】津巴布韦在经济上曾经一度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被称为南部非洲的“面包篮子”。然

而“快车道”土地改革、恶性通货膨胀、西方国家制裁以及本土化政策，使得津巴布韦的“面

包篮子”逐渐变空，经济出现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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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脆弱性。以 2015 年为例，由于雨季不规律和旱涝不均，

津巴布韦的粮食产量下滑了 50% 左右。

恶性通货膨胀给津巴布韦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

影响。津巴布韦是当前世界上少数几个没有本国货币的国家之

一，而这完全都归因于津巴布韦 2004—2008 年的恶性通货膨

胀。在津巴布韦独立之初的 1980 年，0.68 津元即可兑换到 1

美元。此后津元逐步贬值，但速度比较缓慢，到 1994 年，津

元与美元的汇率仍可达到 6.82 ：1。1997 年 9 月，为平息其国

内解放战争老兵的抗议，穆加贝政府宣布向每个老兵一次性支

付 5 万津元（约合 4100 美元），并自 1998 年 1 月起，每月向

每人支付 2000 津元（约合 160 美元）。但由于当时已经没有多

余的财政预算，穆加贝政府采取了大量印制纸币的方式来解决

这一问题，这一举措导致津元在 1997 年 11 月 14 日贬值超过

一半以上，并由此拉开了津巴布韦货币贬值和恶性通货膨胀的

序幕。

“快车道”土地改革开始后，农业生产下滑导致了津巴布韦

整个国民经济的衰退，并加剧了津巴布韦通货膨胀的幅度。到

2003 年中期，津元与美元的汇率已达到近 1000 ：1。2003 年

11 月，吉登·戈诺就任津巴布韦储备银行行长，开始推行印刷

货币、补贴当地产品与关键商品等经济政策，津巴布韦的通货

膨胀自此如脱缰之马一般直线上升，到 2008 年底，津元与美

元的官方汇率达到 18 位数，黑市汇率更是达到 23 位数。

在管控无效之后，津巴布韦政府于 2009 年初废除津元，

实行以美元和南非兰特为主的多元货币体系。此后，津巴布韦

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尤其是在 2011 年和 2012 年均实

现了 10% 的经济增长率。但美元化对津巴布韦的金融领域产

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一方面，导致津巴布韦在 2014—2016 年

间一直处于通货紧缩的境地 ；另一方面，美元现金流动性日益

不足，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发行债券货币，但却因恶性通货

膨胀的影响，逐渐失去民众的信任。

西方国家制裁以及本土化政策是津巴布韦经济严重受损的重要

原因

西方国家对津巴布韦的制裁始于 2002 年，主要原因有两

个方面 ：一是穆加贝政府在“快车道”土地改革中强行占领白

人的农场 ；二是认为津巴布韦在 2002 年的总统选举中充满政

治暴力。

对津巴布韦实施制裁的西方国家主要包括欧盟各成员国、

美国、瑞士、澳大利亚、挪威和加拿大等，美国甚至在 2005

年将津巴布韦纳入“暴政前哨”国家之一。制裁主要包括武器

禁运、旅行限制和财产冻结三个方面。在制裁最严重时期，欧

盟各成员国完全冻结了对津巴布韦的信贷、投资和技术等援助，

制裁对象包括穆加贝在内的 203 名政府高官或与政府关系密切

的人，以及 40 个法人、实体或团体 ；美国的制裁对象则包括

与津巴布韦政府有关的公司、实体以及个人。欧盟和美国等西

方国家的制裁给津巴布韦造成了严重的损失。2013 年津巴布

韦总统选举后，欧盟和美国逐步降低了对津巴布韦的制裁力度，

但直到 2017 年津巴布韦政治剧变前，欧盟和美国均未宣布彻

底解除制裁措施，穆加贝及其核心集团仍在其制裁名单之上。

本土化政策是津巴布韦经济持续低迷的重要原因。津巴布

韦的本土化政策于 2007 年制定，2010 年正式实施，其核心内

容为 ：外资企业必须将 51% 以上的股份转让或预留给津巴布

韦本土黑人。本土化政策自实施以来一直深受争议，尤其是

遭到了外资企业的抵制和反对，因而其执行过程可谓一波三

折，直到 2017 年津巴布韦政治剧变之前，仍未达到最初设定

的目标。

津巴布韦政府之所以实施本土化政策，是革命意识形态、

经济赋权、资源民族主义和选举政治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

果。津巴布韦政府希望该政策可以产生良好的政治、经济与社

会效果，然而事与愿违，该政策反而成为了津巴布韦近年来经

济持续低迷的一个重要诱因。首先，限制了津巴布韦吸引外资

的能力。其次，严重打击了采矿业这一支柱产业。该政策导致

津巴布韦采矿业的增长率从 2012 年的 10.1% 骤降到 2014 年

和 2015 年的 -3.4% 和 0.4%，许多矿业企业因缺乏投资而逐步

陷入破产境地。最后，进一步加剧了美元现金的流动性危机。

本土化政策导致津巴布韦 2015 年以来的经济发展速度异

常缓慢，其中 2015 年增长 1.1%，2016 年增长 0.6%。经济发

展停滞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高达 80% 的失业率，高达

60% 的贫困率，以及日益恶化的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治安问

题等。这些问题日益积累和叠加，使得广大民众产生求变心态，

津巴布韦军方在 2017 年政治剧变中，正是利用这种民心思变

的心态，而穆加贝最后的主动辞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顺应民

心思变的潮流。

姆南加古瓦政府将发展经济放在首位

新成立的姆南加古瓦政府无疑看到了社会经济因素在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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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政治剧变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并充分意识到了发

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对于维持其执政地位的重要性。埃默森·姆

南加古瓦总统在 2017 年 11 月 24 日的就职典礼和 12 月 5 日

主持第一次内阁会议时，均表示要将发展经济和创造就业作为

新一届政府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为实现发展经济的目标，目

前津巴布韦新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第一，修改本土化政策。姆南加古瓦在宣誓就职总统时郑

重表示，“所有外国投资在津巴布韦都是安全的”。就任总统后

不久，姆南加古瓦政府便对本土化法案进行紧急修订，以求打

消潜在投资者的疑虑。2017 年 12 月 7 日，津巴布韦财政部长

齐纳马萨向议会提交 2018 年财政预算报告，表示将对《本土

化与经济授权法案》进行重大修改，确保“本地人占股需超过

51%”的门槛只适用于钻石和铂金这两种开采业，其他开采业

以及其他经济部门不再需要满足这一要求，这些部门将向所有

国家的投资者开放。齐纳马萨表示，修改这一法律的目的是“重

新点燃外国投资者对津巴布韦经济的信心，以促进外国投资流

入，这对于促进津巴布韦经济发展和改善就业是急需的”。

第二，压缩政府开支，将更多的国家资源用于发展经济。

姆南加古瓦上台后，不断强调要裁减冗员和压缩政府开支，以

便让资金回流到经济建设上。齐纳马萨在向议会提交的财政预

算报告中，更进一步地详细列出了缩减政府开支的相关领域。

比如在公务员方面，冻结公务员招聘，将 65 岁设为退休年龄，

裁减近 4000 名职位重复的人员，同时加强对公务车辆和燃油

补贴的监督 ；在行政管理成本方面，将对省级和市级行政机构

及宪法委员会的组织结构进行改革，力争减少政府大楼和相关

设施的安保服务成本，等等。从目前来看，姆南加古瓦政府已

经迈出了压缩政府开支的第一步，包括将政府部委从 27 个减

为 21 个，将津民盟特别代表大会的会期压缩为三天。

第三，追缴外流资金。在穆加贝政府后期，因政治不稳和

经济深陷泥淖，一些人为规避风险，通过合法或非法渠道在国

外银行存入了巨额资金。据津巴布韦银行家协会主席查瑞迪·金

尼雅估计，截至 2015 年底，这些资金总额已达近 10 亿美元。

除此之外，因外汇管制混乱，还有一些个人和企业非法向海外

转移了巨额资金和资产。为最大限度地追缴外流资金，姆南加

古瓦政府将 2017 年 12 月 1 日到 2018 年 2 月 28 日设为宽限期，

所有个人和企业通过非法渠道转移出去的资金和资产都要在此

宽限期内转回津巴布韦。政府承诺不会对在此期间转回资金和

资产的个人或企业进行追责或指控，但一旦超过此期限，政府

将逮捕并起诉他们。可以预见，如果姆南加古瓦政府能在 2018

年 2 月 28 日之前收回部分外流资金，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目

前其所面临的美元现金短缺问题。

第四，开始重视侨民的作用。2000 年“快车道”土地改革

后，许多津巴布韦民众因国内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而移居海外。

凭借优秀的专业技能和刻苦耐劳的精神，侨居他国的津巴布韦

人手中已经积累下了大量财富。姆南加古瓦政府意识到侨民在

津巴布韦经济恢复与发展中的重要性，并希望借鉴中国改革开

放的经验，吸引侨民回国投资。

此外，新政府还采取了其他举措，如表示将会补偿那些土

地被收回的前白人农场主 ；调整进口产品尤其是制造业原材料

进口的关税，以刺激国内生产，实现出口创汇 ；拨款 1.39 亿美

元用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

从当前来看，姆南加古瓦政府致力于经济发展的举措已经

取得了一些成效。比如，中国政府在 2017 年 12 月 6 日与津巴

布韦政府签署三个政府间协议，包括中国政府向津巴布韦政府

提供优惠贷款的框架协议及两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同年 12

月 12 日，非洲进出口银行决定向津巴布韦注入 15 亿美元的资

金，以稳定津巴布韦经济和为投资者提供保障。

当然，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停滞后，新政府恢复与发展经

济的努力在短期内仍将面临挑战 ：第一，外来投资者很难在短

期内恢复对津巴布韦的投资信心，当前大多投资者持观望态度。

第二，英美等西方国家虽表示将加强与津巴布韦的合作与投资，

但将民主化作为前提条件，欧盟甚至表示在津巴布韦举行公平

选举之前，不会提供新的资金援助，这显然与姆南加古瓦政府

的预期有所差距。第三，在无法发行本国货币的情况下，现金

短缺问题仍将继续存在，尤其是考虑到因经济增长而导致的外

汇需求量增加以及债务问题，现金短缺问题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第四，基础设施问题比较严重。无论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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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绝非一日之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

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晓雷对此文亦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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