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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非洲经济增长动能发生巨大变化，能矿产品出口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下降，新的增长

动能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初显。在此背景下，非洲国家通过发展旅游业以提振需求成为大势

所趋，高科技产业逐渐成为其吸引外资的重点，提升人力资源水平和应对粮食危机成为非

洲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为实现中非合作可持续发展，应进一步探索与非洲的合作模式和

重点领域，重视与非洲开展旅游业、高科技产业、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合作，帮助非洲应对

粮食危机，推出更加全面的中非合作新举措，实现中非合作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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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

内斯堡峰会上宣布，为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建设，中方愿在未来 3 年同非方重点实施“十

大合作计划”，坚持政府指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

合作共赢的原则，着力支持非洲破解基础设施滞后、

人才不足、资金短缺三大发展瓶颈，加快工业化和

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近年来，

受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欧洲经济持续低迷、

全球大宗物资需求下降等因素影响，推动非洲经济

增长的主要国际性因素已经“由正转负”。非洲国

家正在努力适应出口下降、外国投资减少、大宗产

品需求和价格低迷等不利因素，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经济增长引擎正在转为以内需为主导。相应地，在

中非合作中，也应加强旅游业、科技创新、人力资

源等方面的合作，同时帮助非洲应对粮食危机，实

现中非合作可持续发展。

一、非洲增长动能“由外转内”

近年来，非洲经济增长动能主要发生了两大变

化，即能矿产品出口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下降，新的

增长动能对经济的发展作用初显。

一方面，传统能矿产品出口国的经济增长普遍

受到抑制。联合国统计显示，2016~2017 年，尼日

利亚、安哥拉、赤道几内亚、加蓬、乍得等石油出

口国平均经济增长率从2015年的2.9%降至-0.2%；

矿产品需求和价格走低也严重影响了南非、刚果

（金）、莫桑比克、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

等国的经济增长。各矿产品出口国经常项目赤字保

持高位并有持续扩大趋势，南非、安哥拉、尼日利

亚等撒哈拉以南非洲主要经济体失业率上升，国内

消费下降，外资吸引力显著降低，货币贬值压力激

增，通货膨胀率较高。

另一方面，非资源密集型国家继续保持良好表

现。能矿产品价格保持低位，大幅降低了非资源密

集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成本，国内基础设施和个人消

费具有较强活力。根据世界银行预测，西部非洲的

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以及东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

和肯尼亚等国仍有望在未来几年实现 6%~8% 的增

长；毛里求斯、佛得角等国在旅游、吸引外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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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消费等方面表现较好。由于进口成本降低，大部

分农产品出口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保持稳定，贸易额

有所上升，并继续吸引外资流入，进而保持稳定的

汇率和较低的通胀率。

在此情况下，非洲国家通过发展旅游业来提振

需求成为大势所趋，高科技产业逐渐成为其吸引外

资的重点，人力资源水平的提升和粮食危机的应对

成为非洲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

二、中非合作应关注的新重点

（一）丰富中非旅游业合作内涵

旅游业是很多非洲国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

产业，在解决就业、增加外汇收入、促进国际交流、

提升国际化程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非洲联盟

《2063 年议程》第一个十年执行计划的目标之一是

实现旅游业对非洲大陆GDP 的贡献率翻一番。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7 年非洲

经济发展报告：旅游业促进转型和包容增长》，

1995~2014 年，抵达非洲的国际游客人数从 2400

万增至 5600 万，旅游出口收益从 140 亿美元增至

470 亿美元左右，旅游业对非洲GDP的贡献率已达

到 8.5% 左右，为非洲大陆提供了 2100 多万个就业

岗位。此外，世界经济论坛（WEF）《2017 年旅

游业竞争力报告》指出，非洲旅游业竞争力排名前

十的国家分别为南非、毛里求斯、摩洛哥、埃及、

肯尼亚、纳米比亚、佛得角、博茨瓦纳、突尼斯、

坦桑尼亚。

制约非洲旅游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基

础设施滞后，机场服务设施较差、联运航线较少、

旅游区交通设施不便等问题，严重影响了非洲旅游

业的发展；二是医疗卫生条件较差，旅游区医疗设

施不足、医疗转运救治能力欠缺、传染病防治不力

等因素，削弱了非洲旅游业对国际游客的吸引力；

三是信息化水平较低，从宣传旅游资源，到预订酒

店和交通、发布旅游指引等方面，非洲国家基本没

有形成完整体系；四是自然和文化资源保护开发能

力欠缺，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破坏正在降低非洲旅游

业吸引力，同时很多非洲国家在人文资源开发利用

方面存在资金、管理等方面的短板。

中非可重点在以下方面开展旅游业合作：一是

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加强机场、酒店、相

关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合作，并与旅游经营服务有

机结合；二是加强医疗卫生合作，在非洲旅游投资

项目规划、设计、建设过程中，应考虑建设急救中心、

医疗中心等相关设施；三是开展信息通信建设合作，

发挥国内优势，在景点推介、信息发布、产品策划、

新兴技术运用等方面加强合作；四是开展文化资源

保护合作，加强人文遗产保护合作，通过收并购、

参持股等，结合国内经验进一步开发利用相关资源。

（二）推动非洲高科技产业发展

工业 4.0 趋势的推进以及全球供应链格局的变

化，推动了非洲科技创业的发展。发达国家凭借

科技和金融优势，已经开始布局非洲高科技产业、

抢占制高点。2017 年，以非洲为主要市场的科技

创业企业从全球风险投资机构募集资金额达 5.6 亿

美元，总部在非洲的高科技企业吸引投资总额超

过 1.95 亿美元。高科技产业正在成为非洲下一个

“风口”。

发达国家对非洲高科技产业的布局主要有几个

方面的特点：一是垄断信息资源，诸多风险投资机

构纷纷设立规模庞大的非洲投资基金，搜集项目信

息、研判发展趋势；二是控制金融科技（financial 

technology），由于很多非洲国家实施外汇管制，

数字货币和移动支付成为资金出入的重要通道，欧

美投资机构近年来大量投资非洲的金融科技领域，

也获得了非洲资金融通的垄断权；三是推动电子商

务和物流整合，西方国家通过并购整合、提供现代

物流信息技术平台等方式，垄断了利润率较高的零

售业务领域，并塑造着非洲日常消费的未来形态；

四是争夺互联网话语权，通过投资非洲网上娱乐、

知识分享等平台，西方资本已经抢先进入非洲大众

网络传媒领域。

我国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互联网生态等方

面拥有强大优势，但却很少进入非洲的相关市场；

同时，我国对非贸易也将面临与西方国家企业和非



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
OVERSEAS INVESTMENT & EXPORT CREDITS

专题—中非合作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2018年  第4期23

洲本土企业在互联网零售领域的强力竞争。因此，

应重视与非洲在高科技产业方面的合作：一是完善

顶层设计，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非合作

基金、重量级互联网企业合作共建金融科技、电子

商务、民生服务、信息服务等多业态、多层次的中

非互联网创新生态圈；二是把握风险投资基金和数

据分析两大关键领域，成立面向非洲的投资基金，

尽快建设关键环节，并支持市场营销、供应链等方

面的数据统计分析；三是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以

跨境电商平台为抓手，拓展跨境移动支付、数字货

币等领域，实现中非贸易转型升级。

（三）加速中非人力资源合作

目前，非洲面临着人口激增与教育、就业之间

的巨大矛盾，撒哈拉以南非洲 25 岁以下人口占总

人口的比重达 60% 以上；至 2030 年，非洲劳动年

龄人口将由 2017 年的 3.7 亿人增至 6亿人，占全球

比重由 13% 上升至 17%，这意味着非洲中等教育的

覆盖规模需要由2010年的36%上升至52%。同时，

非洲高技能人才非常匮乏，2017 年中学入学率下降

至 50%，仅有不足 7% 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其中 35% 分布在法律、商业、管理、金融、营销、

人力资源等领域，40% 分布在科学、技术、工程和

数学（STEM）、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软、

硬件工程和人工智能方面人才屈指可数。

目前，西方国家企业大量投资非洲高新技术领

域，导致高端人才和社会资源向该领域聚集，与我

国企业形成竞争。同时，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而言，

人力资源的形成所需条件更为复杂、周期更长，更

容易成为非洲发展的瓶颈和短板。对于广大中国投

资者来说，要在非洲获得长期的成功，应加强对人

力资源的关注，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增加相应培训

投入，既可解决企业自身面临的问题，也可为当地

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由于教育和培训具有公益性质，单纯依靠市场

机制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因此，在政府层面的合作

中，帮助非洲国家发展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和职

业培训，具有重要意义。应该看到，在教育方面的

投入要取得成效，需较长的时间，但这种投入更加

贴近非洲民众，而且不解决提升非洲人力资源质量

的问题，中非合作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要

更加重视文化和体育方面的交流合作，为非洲民众

提供更多提升个人社会地位、实现个人价值的通道

和机会，增加中非合作的有生力量。

加速中非人力资源合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开展工作：一是在投资结构中聚焦价值链高端，

更注重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技术的投资，重视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和智能交通技术应用，加快金融科

技、移动支付、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

术在服务业应用方面的投资等；二是重视培养和

使用高端人才，加快完善人力资源机制，为职业

教育培训等“软性”项目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引

导商业投资更多进入人力资源领域；三是与发达

国家在非洲开展三方合作，加强中欧非、中美非

等合作，在技术应用、投资融资、市场渠道、标

准实施等各方面充分发挥各方优势，互利合作，

共同助力非洲的未来发展。

（四）重视非洲粮食危机的应对

从经济发展阶段看，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目前还滞留在马尔萨斯贫困陷阱阶段，即主要矛盾

为快速增长的人口同落后的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

具体表现为存在大量贫困人口，粮食危机不断出现，

仅靠农产品出口难以实现工业化发展所需的资金、

技术、管理等要素积累。

非洲是全球粮食危机最为严重的地区。

2014~2016 年，非洲食物不足发生率为 20.4%、

20.8% 和 22.7%，远高于全球其他地区；非洲重度

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为 27.4%，居全球首位；食物不

足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 30% 以上的国家多数集

中在非洲。 其原因在于，非洲战乱冲突造成人道

主义危机，同时大部分非洲国家农业发展水平较低、

相关基础设施落后，天灾人祸叠加使得粮食危机更

加容易出现。

可考虑以多种方式帮助非洲国家应对粮食危

机。一方面，在战乱及人道主义危机地区，应重视

 食物不足发生率指一国或地区食物不足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粮食不安全发生率指一国或地区粮食不安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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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冲突地区的基本生计问题，恢复当地自救自助

能力，帮助建立资源配置的协商机制，并将短期援

助与长期发展有机结合，形成农业发展长效机制。

另一方面，在中非农业合作中，也应考虑加强以下

方面工作：一是建设农业农村发展平台，将基础设

施建设和配套政策有机结合；二是重视中小城镇建

设和发展，疏解中心城市负担，实现城乡联动；三

是抓住城市膳食结构转型升级机遇，形成完善的农

业价值链体系；四是加强粮食系统的贸易、加工、

包装、流通、仓储等非农产业的发展；五是加强农

业机械化和科技投入，支持小农户更好地嵌入现代

化农业体系。

三、结语

正如我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所指出，作为非洲

国家的好兄弟和好伙伴，我们始终把非洲国家的

需要和利益放在心上，想非洲之所想，急非洲之

所急。非洲国家实现现代化，需要改善和提升的

不仅是贸易和基础设施，在非洲增长动能转化的

大背景下，也需要支持其发展旅游业等优势产业，

促进其高科技产业发展，重视其人力资源积累，

并帮助其应对严重的粮食危机。从这个角度而言，

应进一步思考与非洲的合作模式和重点领域等问

题，推出更加全面的中非合作新举措，实现中非

合作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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