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发展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盘点 2016 年的中国与非洲关系

[内容摘要] 2016 年，中非双方进一步拓展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合作理念、合作结构、

合作主体转变，中非十大合作计划逐步落实。双方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人文

交流活跃非常、安全合作新有进展、国际合作多有亮点。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创新，非洲对华

舆情继续好转。中国同非洲双方着力结成利益共同体，各自讲好对方的真实故事，维护各自

以及对方的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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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年初，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再到非洲，共商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年中，

中非合作论坛召开落实约堡峰会成果协调人会议，再度创新论坛工作机制；年末，几个非洲

国家元首接踵访华，双方落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增进政治的平等互信
2016 年是新中国与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60 周年。新年伊始，习近平主席便

访问了率先与新中国建交的埃及。2000 多年前的古丝绸之路曾引着中国西汉使者到达非洲

的亚历山大，如今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和技术创新的发展，时空更挡不住中非双方贯通

古今的交往与复兴丝路的合作。

9 月中国举办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邀请南非总统祖马，以及非盟轮值主席国乍得总统

代比、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塞内加尔总统萨勒和埃及总统塞西出席，习近平主席分别

与 4 国元首进行双边会晤。10 月 15 日，习近平主席又在印度果阿出席金砖峰会时专门会见

南非总统祖马。李克强总理也其他双多边场合同非洲领导人交往频密。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及 11 位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

分别访问非洲。

2016 年，尼日利亚、喀麦隆、塞拉利昂、卢旺达、塞内加尔 5 国与我们一道庆祝建交

45 周年1。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和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专门为此来华访问；卢旺达外交与合

作部长穆希基瓦博也利用在北京开会之机参加庆祝活动。

年内，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莫桑比克总统纽西、多哥总统福雷、刚果（布）总统

萨苏、几内亚总统孔戴、加蓬总统邦戈等其他 6 国元首也先后访华，中国与塞内加尔、莫桑

比克、刚果（布）、几内亚、塞拉利昂国建立或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摩洛哥建

立战略伙伴关系，与加蓬等国的关系升级到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贝宁总统塔隆 3 月当选后不

到半年即到中国出席第二届对非投资论坛。几内亚比绍总理巴西罗·贾赴澳门出席中国－葡

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之前坚持到北京参观；佛得角和莫桑比克两国总理也

来澳门参会。

中国外交部长 26 年来每年都选非洲为出访的第一站，王毅部长到访马拉维、毛里求斯、

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四国，落实去年 12 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六次部长级会议暨约翰内斯堡峰

会的成果，力争一些合作项目早见效，让中非人民早受益、多得益。

2016 年，非洲国家 16 位外交首长访华也近 20 起，有的外长来了不止一次。

中国和非洲国家政府、政党、议会和军队交往日益密切，双方省部级以上官员互访超过

1 1971年是新中国与非洲国家建交的两个“大年”之一。另一个“大年”是 1964 年，当年先后有突尼斯、

刚果（布）、坦桑尼亚、中非、赞比亚、贝宁等 6国与我建交；不过，当年坦噶尼喀（1961 年与我建交）

和桑给巴尔（1963 年与我建交）联合，我国自然延续与坦、桑的外交关系，将 1964 年 4 月 26 日坦、桑联

合日定为与坦桑尼亚建交日。



100 起，进一步深化政治和战略互信。

落实经济的合作共赢
2016 年也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约堡峰会成果的开局之年。当前全球经济疲软，大宗产

品价格下跌，发展中国家结构调整艰难，大部分国家经济增速放缓。据非洲开发银行预测，

非洲经济 2016 年增长 1.8%，为近 20 年来最低速度。尼日利亚、南非等几个大经济体继续

受困，而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塞内加尔等非资源出口国仍强劲增长逾 5%。因

此，更需要加快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十大计划”，以助力非洲自主发展，加

速工业化，实现多元化，逐步摆脱困境。

不少非洲人士、专家学者认为，中非合作十大计划与非盟《2063 年议程》和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与非洲许多国家的发展重点不谋而合。马拉维外长沙蓬达说，中方

提出的合作倡议使非洲看到了发展的希望2。

2015 年，我与非洲进出口总额 1790.3 亿美元，同比下滑 19.2%，连续第七年为非洲第

一大贸易伙伴国。其中，对非洲出口 1086.7 亿美元，增长 2.5%，占我国同期出口总额 4.78%；
自非洲进口 703.7 亿美元，下滑 39.1%，占我国同期进口总额 4.19%。3

2016 年头三季度我与非洲进出口总额 1111.6 亿美元，同比下降 16.3%，减幅略有收窄，

但仍高出同期外贸总体降幅 8.3 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出口非洲 699.5 亿美元，同比下降

13.5%，占同期我国出口总额 4.55%，双双不及去年同期；自非进口 412.1 亿美元，下滑 20.6%，
跌幅缩小近半，占我国同期进口总额 3.61%。4 驻尼日利亚使馆经商处 2017 年 1 月 3 日的

数据称，隶属于四川爱非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中非贸易研究中心从全国海关信息中心收集

并整理了 2016 中国与非洲各国的相关贸易数据，中国与非洲进出口总额 1491.2 亿美元，同

比下降 16.7%。其中，中国对非洲出口 922.2 亿美元，下滑 15.1%；自非洲进口 569.0 亿美元，

降 19.1%；顺差 353.2 亿。

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和非洲都不宜把经济增长完全押宝于对外贸易，另一方面也不宜只

看数据忽略实质。考虑到初级产品价格下降和美元汇率大幅波动，中非贸易额确有所减少，

但在数量上并未显著减少。不同非洲国家与中国的进出口还有所增长，如中国与几内亚双边

贸易额在 2016 年 1－7 月间达到 9.5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81%5。

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对非投资逆势增长劲头不减，头 10 个月中资企业对非洲的非金融

类直接投资逾 25 亿美元，大幅增长 31%。其中，对肯尼亚等经济增速较快的国家，此类投

资流量同比超过一倍，对非洲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占比在 10%以上6。2000 年时，中国对非投

资累计不足 10 亿美元，到 2015 年则超过 1000 亿美元，16 年间增长百倍7。近 10 家中国金

融机构为非洲国家发展提供融资支持，中国人民银行同摩洛哥、肯尼亚、尼日利亚、刚果（布）、

埃及等国中央银行开展双边本币互换等业务合作。

对非投资是中非经贸合作中的亮点和增长点。中国政府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兴业，

积极参与非洲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因此相继于 2006 年的北京峰会和 2015 年约堡峰会

上成立两个基金，一是中非发展基金，二是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2007 年运营的中非发展基金初始为 50 亿美元，2015 年底追增 50 亿美元。截止 2016
年 11 月底，这支基金对 37 个非洲国家的 88 个项目实际投资 40 亿美元，主要是与中国企业

成立合资公司对非进行直接投资和经营，重点支持农业、加工业、制造业、基础设施和基础

2 王毅与马拉维外长沙蓬达举行会谈，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2016.02.02；http://www.focac.org/chn/zt/1_1_2_1_2/t1337251.htm
3 中国海关统计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tongjiziliao/fuwzn/swfalv/201602/20160201250652.shtml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6 年秋季）和（2015 年秋季）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gzyb/ybo
5 http://www.fmprc.gov.cn/zflt/chn/zfgx/zfgxzzjw/t1410317.htm
6 中国商务部 12 月 15 日新闻发布会；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slfw/201612/20161202215048.shtml
7 据企业报备，截至 2014 年底，对非直接投资存量 323.5 亿美元，各类投资存量 1009 亿美元。2015 年中国对非非金融类直接

投资流量 28.7 亿美元，同比下降 28.1%。2016 年此类流量 32.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9%。在非企业超过 3100 家。



产业、资源开发等长期项目，惠及百余万非洲民众。基金每投一美元，可带动中国企业在非

洲投资五美元。目前，中非发展基金的投资带动在非中资企业投资及银行贷款 170 亿美元。

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 50 亿美元也已增资到位8。

中非产能基金首笔资金 100 亿美元，用于股权、债权、基金、贷款等投资，主要服务

于非洲“三网一化”的建设，支持港口、公路、航空等基础设施，以及能矿、农牧业、地产

等行业9。

结构调整带来中非务实合作的三个积极转型：一是合作观念的转变。非洲国家希望学习

中国发展经验，更加期待投资、市场准入和旅游等互利合作。二是合作结构的演变。从政府

援助主导向企业投资和融资合作转型，从商品贸易向产能合作和加工贸易升级，从工程承包

向经营服务创新。三是合作主体的衍变。双方企业竞相扮演主角。

在工业化合作方面，中国企业已在非洲 15 个国家投资建设了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和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等 20 个工业园区，

累计投资 53.8 亿美元，吸引 435 家企业入驻，累计总产值 193.5 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

16.2 亿美元，创造就业岗位 33534 个10。

在基础设施合作方面，中国同非洲在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维护等方面加强互利合

作。中国与非盟已签署有关“三网一化”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已共同制定《非洲 2063 年高

速铁路网发展愿景》和《中非铁路合作行动计划 2016—2020》。

2016年 10月 5日，非洲屋脊上的亚的斯－－吉布提跨国标准轨距电气化铁路建成通车，

全长 752.7 公里。此前，货物从零海拔的吉布提运到平均海拔 2500 米的埃塞高原，耗费 3-7
天，新铁路建成后只需 10 小时，物流成本大幅降低，运输安全大有改善。

自坦赞铁路以来，中国已通过援助和融资方式支持非洲修建了近 6000 公里铁路，如已

竣工的尼日利亚阿布贾—卡杜纳铁路和沿海铁路、安哥拉本格拉铁路以及在建的肯尼亚蒙巴

萨—内罗毕铁路。蒙内铁路仅在建期间就为当地创造超过 3 万个就业岗位，培训 2 万名技术

人员，已经带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 2%11。

铁路建设要带动当地产业发展，产业发展才能支撑铁路的可持续运营。王毅外长 2016
年 8 月访问肯尼亚时提出，中肯两国可以打造蒙内铁路、蒙巴萨港、蒙巴萨经济特区“三位

一体”的产业经济走廊，助力肯方加速工业化12。

充实文明的交流互鉴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知。人文交流可以拉近中非两边 26 亿人民之间的

感情。年内，中非双方媒体、智库、文化、高校、青年、地方和旅游等人文交流异常活跃。

非洲 27 国主流媒体派 28 位记者在华常驻采访报道，中国增派媒体赴非设点，新闻直通、

交流直接正成为新常态。

中非智库论坛、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中非媒体智库研讨会先后举行，37 个中非联合研

究交流项目付诸实施。中方在 14 个非洲国家举办“欢乐春节”，双方 30 多个文化团组互访。

两边共同实施中国 15 所知名高校青年教师访非团、中国同南非和肯尼亚青年外交官团

互访等 90 多个人文合作项目，非洲 18 国 200 名各界青年代表来广州参加“2016 中非青年

大联欢”以及中非青年创业论坛、青年志愿者座谈会。

8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612150543.html?aa_source=nwsltr-africa-en
9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slfw/201607/20160701366459.shtml
10 中国商务部 12 月 9 日新闻发布会 http://www.mofcom.gov.cn/xwfbh/20161209.shtml
11 《金字塔报》：“铁路外交”助中国走入非洲 2016. 08.28
http://www.focac.org/chn/zfgx/t1392894.htm 王毅：中国铁路正成为中非产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
http://www.fmprc.gov.cn/zflt/chn/zfgx/zfgxzzjw/t1388754.htm
12 http://www.fmprc.gov.cn/zflt/chn/zfgx/zfgxzzjw/t1388756.htm



10 月，非洲 15 国执政党的 60 余名代表到重庆参加第二届中非政党理论研讨会，交流

治国理政经验。近 5 年来，“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等机制逐步完善，1600 多名非洲政党

的中高层干部来华考察，其中不乏中央级领导干部和青年领导干部。南非、莫桑比克、纳米

比亚、坦桑尼亚、津巴布韦、埃塞俄比亚等国执政党分期分批派中央委员来华交流。

“中非民间友好行动”启动 58 个项目，涉及 37 个非洲国家。中非地方友好省市关系发

展迅速，安哥拉等 7 国航空公司开通直航中国的班机。上半年，非洲公民来华人数稳步增长；

中国公民首站访非 77.4 万人次，同比增长 33.6%。
中非教育与技术培训合作方兴未艾。非洲在华留学生已逾 4 万人。截至 8 月，中方已为

非洲提供 9000 多政府奖学金名额，培训 3.6 万余名各类人材。2000 年以来，中国帮助非洲

建设了 120 多个教育设施，为非洲 50 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在华培训 8 万多人次，而在非洲

当地培训的职业技术人员数目更多。

习近平 2015 年 9 月 26 日在纽约联合国南南合作圆桌会上宣布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

院，2016 年 4 月 29 日落户北京大学朗润园，林毅夫教授出任院长。南南学院首批招收 28
位国家发展公共管理硕士和 21 名博士，其中埃塞俄比亚、布隆迪、厄立特里亚、津巴布韦、

喀麦隆、利比里亚、马拉维、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南非、南苏丹共和国、尼日利亚、塞拉

利昂、塞内加尔、苏丹、坦桑尼亚、赞比亚等非洲国家学员占 63%13。

医疗卫生等直接涉及民生领域历来是中非合作的优先重点。中国同非盟委员会就非洲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以及同南非、埃及、尼日利亚等国科技合作达成了共识，并将正式启动

“中非科技伙伴计划 2.0”。

目前有 1178 名医疗队员分布在 115 个医疗点，为数以百万的非洲患者治病疗伤，保障

健康。2016 年，中国“非洲光明行”医疗队在喀麦隆、科摩罗、刚果（布）、多哥、贝宁、

苏丹等非洲 6 国治疗白内障患者，3500 人重见光明。

自 1963 年以来，中国向非洲 42 个非洲国家派驻 43 支医疗队 7000 多人次。2000 年以

来，中国在非洲援建了 68 所医院、30 个疟疾防治中心，每年向非洲国家提供医疗设备和药

品，为非洲培训医护人员。

深化安全的守望相助
中国同非盟在和平安全领域紧密合作，支持非洲国家以非洲方式解决地区冲突，支持非

洲和地区组织提高自主维和能力。正如乌干达外长库泰萨所言，中国对非洲合作与西方国家

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中国一直支持和帮助非洲自己找到解决问题之道，而有些西方国家是将

解决方案强加于非洲。14

王毅外长将中国为维护非洲和平稳定所作努力归纳为 5 个关键词：15

一是维和。中国是安理会“五常”中向非洲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维和

摊款第二大捐资国，迄已参加 16 项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中国现有 2600 多官兵在刚果

（金）、苏丹达尔富尔、南苏丹、马里和利比里亚等 7 个任务区维和，年内 3 名中国维和军

人为非洲的和平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二是斡旋。中方始终秉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热点解决之道，数次倡议召开解决南苏丹冲突

的会议，几度提出积极建议。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积极出席非洲地区的安全会议，持

续推动解决南苏丹和布隆迪等热点问题，20 多次穿梭于地区有关国家。

三是援助。中方支持非洲友好国家加强维和、反恐能力建设，援助有关非洲国家和非盟

等地区组织在达尔富尔、索马里等地的维和行动，并加紧落实 5 年内向非盟提供 1 亿美元的

13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6-09/10/c_129276157.htm
14 http://www.fmprc.gov.cn/zflt/chn/zfgx/zfgxzzjw/t1388758.htm
15 http://www.fmprc.gov.cn/zflt/chn/zfgx/zfgxzzjw/t1388759.htm



无偿军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大陆和次区域组建常备军和快速反应部队，为非洲和其他发展中

国家培训 2000 名维和人员。

四是护航。中方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非洲沿海打击海盗行动，先后向索马里、亚丁湾海域

派出 25 批护航编队、78 艘次舰艇、21000 余人次官兵，执行护航任务 1000 次，安全护送

近 6300 艘中外船舶，解救、接护和救助 60 余艘遇险中外船舶16。今年中国任联合国安理会

轮值主席国期间，在联合国安理会倡议举行了几内亚湾海盗问题公开辩论会，受到非洲国家，

特别是西非国家的热烈欢迎。

五是发展。中国认为消除贫困是避免冲突和危机的钥匙，所以中国致力于帮助非洲消除

贫困，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加强国际事务的协作
中非双方在多边场合密集互动，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中国力挺非洲国家自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

持优先增加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其他机构的代表性。中国轮值 20 国集团主席国期间，

在杭州领导人峰会上首次倡导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合作的。非洲国家在台湾问题

和南海问题上积极声援中国，3 月和 12 月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先后同中国正式恢复

外交关系。

中国对待非洲的特点是尊重非洲国家的自主选择。非洲是非洲人民的非洲，以非洲方式

解决非洲问题是更有效、更可行的途径。中国倡议国际社会与非洲的合作要由“非洲提出、

非洲同意、非洲主导”，尊重非洲国家的主权和意志，集中力量解决当事国认为最紧迫的问

题，无论“己所不欲”还是“己之所欲”都不强加于人。

中国支持非盟及有关次区域组织从地区视角提出综合全面的和平与发展战略，支持非盟

的冲突后重建、非洲团结等倡议，支持区域机制发挥积极作用。中方支持非洲一些国家应对

冲突平息后面临的诸多挑战，帮助相关国家尽快恢复经济，通过建设工业化、农业现代化、

人力资源开发等途径，使人民早日享受和平“红利”。

中非合作论坛的创新
2015 年 12 月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实施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

金融、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减贫惠民、公共卫生、人文、和平与安全等中非“十大合作计划”，

中方宣布为此提供总额 600 亿美元的配套资金支持，以支持非洲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促进

中非合作转型升级。其中 50 亿是未来 3 年面向非洲的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重点用于支持

非洲国家改善民生和能力建设。其余 350 亿美元贷款额度和 200 亿美元基金安排，主要用于

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和发展环境。

2016 年 7 月 29 日，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在北京举办，非

洲 52 个论坛成员方 300 多人来到北京，其中 104 个部长，超出预期 1 倍多，11 国派 3 位以

上部长与会。这是约堡峰会后中非双方首次高级别集体对话，也是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一大

创新。非洲方面也更加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Africa’s agency )，有 30 多个国家成立由总统、

总理或部长牵头负责的跨部门峰会成果落实协调机制。南非外长马沙巴内在会上说，中方坚

持平等互利、非洲主导的对非合作模式，契合非洲的发展目标，体现了非中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的新水平。17

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创造性地提出共同发展、集约发展、绿色发展、安全发展、开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http://www.mod.gov.cn/photos/2016-12/24/content_4767750.htm
17 http://www.focac.org/chn/zfgx/t1386134.htm



放发展等五大合作发展理念，作为未来中非合作的新共识和指导原则。南非协调人苏克拉尔

表示，中非合作已经成为非洲发展新的动力，树立了国际发展合作新的模式和样板18。

中非双方面对面交流峰会成果落实工作进展和下一步工作考虑，举行中非经贸合作交流

会、中方金融机构负责人同非方协调人对话会等 11 项配套活动，安排 36 场双边会见、对口

会谈等活动。

中非与会国相关部委签署各类合作协议 63 项，涉及金额 182.87 亿美元，其中中国企业

对非直接投资和商业贷款金额达 162.28 亿美元，占 88.74％。加上去年底以来双方签署的各

类协议，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6 年 7 月底，中非双方已签署各类合作协议约 243 项，涉

及金额达 507.55 亿美元。其中，中国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和商业贷款达 465.53 亿美元，占

协议总金额的 91.73%19。

非洲也是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方向和落脚点，非洲各国亦在争做 “一带一路”

支点，不少国家期望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对接，推进产能合作。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

会与埃塞俄比亚、埃及、安哥拉、刚果（布）、莫桑比克、尼日利亚、苏丹、津巴布韦、南

非等非洲 9国签署产能合作框架协议，正在与肯尼亚、坦桑尼亚、喀麦隆、加纳、阿尔及利

亚等国商签协议。双方积极探讨基础设施、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建设、装备制造、产业合作、

海洋经济、能源开发等重点领域的合作，推进非洲国家各自的产业化或再工业化进程，促进

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转型。现已开展海信南非工业园、北汽集团南非工厂、亚的斯亚贝巴—

吉布提标轨铁路及沿路产业带、蒙巴萨—内罗毕标轨铁路及沿路产业带、蒙巴萨经济特区等

产能合作和产业对接的重大项目，并已取得早期收获。

即使是面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低迷的严峻形势，中资企业仍扎根非洲国家搞发展，努力

做到不撤资、不减产、不裁员，帮助这些国家稳定就业形势，坚持与非洲人民共同发展，共

同进步。

非洲对华舆论有好转
非洲知名独立民意调查机构“非洲晴雨表”10 月 24 日前发布《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持续

加强赢得广泛积极评价》20报告，开章明义讲“非洲欢迎中国”。4 位作者征求了非洲 36 个

国家 5.4 万民众的意见，其中 63%的非洲人认为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和援助活动有助于非洲的

发展，56%的非洲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援助“基本满足”或“完全满足”本国的需求。他们积

极评价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投资，不过认为中国产品质量不佳而有损中国形

象。马里(92%)、尼日尔(84%)、利比里亚(81%)和喀麦隆（80%）的民众欢迎中国人。报告第

一作者博茨瓦纳大学教授莫哈珀迪·勒考维（Mogopodi Lekorwe）说，中国人给非洲带来价

格实惠的汽车和手机，“这类产品以前很贵，因为中国产品的大量涌入，价格降下来。非洲

人如今能挑选他们以前买不起的商品。”

多数受访者认为，前宗主国对本国的影响力最大，中国（23%）和美国紧随其后。不过

在津巴布韦（55%）、莫桑比克（52%）、苏丹（47%）、赞比亚（47%）、南非（40%）、

坦桑尼亚（40%），中国的影响力位居第一，从区域上看，南部非洲更认可中国的影响力。

18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联合记者会
http://www.focac.org/chn/ltda/dwjbzzjh_1/hxxd/t1386406.htm
19 中国驻南非大使田学军:”创新、活力、联动、包容：迈向中非合作新高度”
http://www.fmprc.gov.cn/zflt/chn/zfgx/zfgxzzjw/t1394573.htm；The G20 Page of Star Published the Article
"Summit to Take Cooperation to New Heights" by Ambassador Tian Xuejun, The Star, 2016.09.02;
http://www.chinese-embassy.org.za/eng/dsxx/dsjh/t1394137.htm.
20 http://afrobarometer.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Dispatches/ab_r6_dispatchno122_perceptions_of_
china_in_africa1.pdf
http://afrobarometer.org/publications/ad122-chinas-growing-presence-africa-wins-largely-positive-popular-
reviews

http://afrobarometer.org/publications/ad122-chinas-growing-presence-africa-wins-largely-positive-popular-


报告将“中国在非洲的正面形象”归功于双边的紧密合作。在挑选本国可以借鉴的发展

模式方面，非洲人将美国和中国分别列为第 1 和第 2（24%），在中部非洲，中国则超越美

国（35%比 27%），成为当地人心中最受欢迎的样板；在南部和北部非洲，中国和美国的受

欢迎程度相同。

前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表示，当前中非关系在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等方面

的确大有发展，但还存在短板，即中非人民之间还是缺乏相互了解。“如果中非之间不能更

好地夯实民意基础，那么中非合作会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问题。”21他主张搞好中非媒体之

间的合作，通过中国媒体讲好非洲的故事和通过非洲媒体讲述中国的故事22，“这样的话，

中国和非洲之间不再主要依靠西方媒体去接受那些经过歪曲或至少不够全面的故事。”

作者简介：舒展，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前驻厄立特里亚、卢旺

达大使。

21 http://www.focac.org/chn/zfgx/t1388124.htm
22 2014 年 5 月，南非前总统姆贝基在南非大学一次国际会议上曾对笔者提过类似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