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NTEMPORARY WORLD  68

“一带一路”专题
The Belt and Road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和

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

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包容性合作平台。

中非合作发展具有创造性和历史意义

的南南合作经验为 “一带一路”倡议

下发展中国和亚非拉地区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合作起到了先导作用。中非合

作发展的先导作用具体表现在四个方

面。

中国政府的主导作用

在中非合作发展中，中国政府的

主导作用表现在其对外战略和对外政

策中。21 世纪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两

个对非政策文件，为中非合作进行了

战略定位、政策指导以及机制保障。

2006 年 1 月，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

对非洲政策文件》，提出了中国对非

政策“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互

惠、共同繁荣、相互支持、密切配合、

相互学习，共谋发展”的总体原则和

目标，确立了与非洲在四个方面、30

个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政策。[1] 2015 年

12 月中国政府的第二个《中国对非洲

政策文件》，总结了十年来中非合作

的经验，并表示在新形势下，中国将

秉持“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

方针和正确义利观，推动中非友好互

利合作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中国愿

本着“非洲提出、非洲同意、非洲主

导”原则，以积极、开放、包容的态

度同其他国家及国际和地区组织加强

协调与合作，在非洲探讨开展三方和

多方合作，共同为非洲实现和平、稳

定、发展作出贡献。[2]

中国政府的主导作用还表现在地

方政府跟进中央政府的战略和政策，

引导他们结合自己的发展实际选择具

体实施领域，各个企业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选择与自己经营领域相关的

具体项目到非洲去开发并实施。中国

政府以自己的诚信和全国各级政府的

参与以及全民的行动，不断推动中非

合作向更深入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中

国企业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引

领下，在非洲投资兴业，把中国的发

展速度带进了非洲。中国各行各业也

在中国政府的引领下，走进了非洲，

如技术交流与合作、教育交流与合作、

文化交流与合作等。

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的

发展进程来看，同样遵循的是中国中

央政府主导的路径。2013 年习近平主

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2014 年“一

带一路”倡议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和 2014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并通

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使建设

“一带一路”成为国家重要的发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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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2015 年 3 月 28 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

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

年 10 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标准联通“一

带一路”行动计划（2015—2017）》，

2017 年 6 月 12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一带

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2018 年

1 月围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新阶

段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结合标准

化工作实际，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标准联

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

2020 年）》。这些文件成为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的指导性文件。

早在 2016 年 4 月 29 日，习近平

主席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 31

次集体学习谈到“一带一路”倡议时，

就明确了中国政府的主导作用。习近

平主席指出：“既要发挥政府把握方

向、统筹协调作用，又要发挥市场作

用。政府要在宣传推介，加强协调、

建立机制等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同

时要注意构建以市场为基础、企业为

主体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广泛调动

各类企业参与，引导更多社会力量投

入‘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形成政府、

市场、社会有机结合的合作模式，形

成政府主导、企业参与、民间促进的

立体格局。”[3]

2017 年 10 月在中共十九大报告

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过去五年的

工作和历史性变革时，把实施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举办首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作为“全面推进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

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我国发展

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的重要方面；

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任务中明确把“一带一路”

建设作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的重点；并提出了将“积极促进‘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

添共同发展新动力”作为“坚持和平

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时代中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4]

公共产品供给的大国责任担当

2000 年建立的中非合作论坛是

在非洲倡议、中国政府积极回应下建

立和发展起来的。在两个《中国对非

洲政策文件》的指导下，中国政府通

过三年一次的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不断

出台合作新举措，并以后续行动计划

切实保障合作举措的实施与效果。中

国相关部门及其机构在这些政策文件

及行动计划的指导下，建立了相应的

合作机制，如中非经济部长论坛、教

育部长论坛、企业家论坛、智库论

坛、青年论坛等，全面落实中国政府

在中非合作论坛会议中所提出的各种

创意，以及中国政府所做的各项承诺。

不仅如此，在具体合作领域，中国政

府还建立了各种合作机制，以保障合

作的顺利进行。例如，经过十几年的

发展，中非农业合作建立了比较完善

的合作机制，并用项目的形式实现和

完成了双方的合作。具体项目包括：

商务部援外司援非项目、农业部国际

合作司项目、教育部中非大学合作项

目、外交部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局

南南合作项目、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南

南合作项目、中非发展基金、中非粮

食基金项目。

与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构建不同的

是，“一带一路”倡议首先是由中国

领导人提出来的。由于该倡议是一个

包含了众多不同制度、不同发展水平

国家的合作倡议，因此，该倡议提出

之后，中国领导人就在各种国际场所

不断宣传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以平等合作的诚意实现政策沟通，从

而赢得了“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非农业合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合作机制，并用项目的形式实现和完成了双方的合

作。图为2018年4月4日，由中非发展基金投资支持的万宝莫桑农业园项目在莫桑比克南部加扎省首府赛赛

地区的项目现场举行开镰收割仪式。



CONTEMPORARY WORLD  70

“一带一路”专题
The Belt and Road

的认同，并积极参与到与中国“一带

一路”发展战略的对接之中。在赢得

了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

支持和参与之后，中国政府于 2017

年 5 月 14 日主持召开了“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而构建起“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平台。在此次会

议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设立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续

联络机制，成立“一带一路”财经发

展研究中心，“一带一路”建设促进

中心，同多边开发银行共同设立多边

开发融资合作中心，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合作建立能力建设中心。[5]“一

带一路”倡议成为新时代中国向国际

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现了中国的

大国责任担当。

发展战略对接与互利共赢发展

中非合作发展的先导作用还表现

在，从与非洲的发展对接到与“一带

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对

接；从满足非洲发展的需要到满足“一

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需要。

2013 年在习近平主席提出 “一带

一路”倡议之前的 5 月，非洲联盟第

21 届首脑会议提出了非洲《2063 年

议程》。“一带一路”倡议和非洲《2063

年议程》在同一年内提出无论对中国

还是对非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非洲《2063 年议程》提出后，中国政

府就开始研究非洲《2063 年议程》所

提出的非洲发展目标，在中非合作中

根据这些目标确定合作项目。2015 年

12 月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发

布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

宣言》明确指出，“积极探讨中方建

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非洲经济一体

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对接，为促进

共同发展、实现共同梦想寻找更多机

遇”。[6]

在对非合作中，中国政府始终奉

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非

洲国家和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绝

不以牺牲非洲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来发

展自己。如 21 世纪初，在安哥拉需

要发展资金、技术时，中国不顾西方

的各种诟病帮助安哥拉渡过了发展初

期所面临的难关。中国与安哥拉的合

作，不仅使安哥拉政府获得了重建资

金、技术、人才和人力等多方面的支

持和协助，赢得了经济发展，稳定了

国内政局，惠及了普通百姓，而且保

证了其外交的独立自主。与中国企业

的合作，使安哥拉逐步建立起本国的

石油工业体系，推动了安哥拉基础设

施建设的全面改善，促进了安哥拉在

农业、渔业、电信业乃至居民住宅等

领域的迅速发展，实现了国家重建并

带动其经济的提升。当安哥拉实现发

展之后，又选择了其他合作伙伴，中

国政府和企业也欣然接受。这展现了

中国的大国担当和胸怀，体现了中国

的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

的合作理念。这样的实例在中非合作

中不胜枚举。

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

过程中，成功实现了与沿线一些发展

中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这些对接包

括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土耳

其的“中间走廊”、蒙古的“草原之

路”、越南的“两廊一圈”、印尼的“全

球海洋支点战略”以及“中俄蒙经济

走廊”和“万里茶道”等等。中国同

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的规划对接

工作也全面展开。中国同 40 多个国

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同 30

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同

6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发出推进

“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与“一

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

对接必将推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同时，也将有利于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五通”合作实践的示范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等五大合作重点，在中非合

作中已经践行多年。

在政策沟通方面，中国和非洲领

导人频繁的高层互访是双边政策沟通

的最高渠道。2013 年，习近平就任国

家主席后首次出访的国家就是非洲国

家。2015 年 12 月习近平主席再次访

问了非洲。2018 年中国两会结束后仅

两周时间内就有三位非洲领导人访问

了中国。[7] 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成为中

国与非洲国家多边政策沟通的重要平

台。自 2000 年设立以来，中非合作

论坛已举行了六届会议，会议期间和

会议前后中国和非洲各国的高层官员

都要进行持续不断的政策沟通，确立

每次论坛的主题和此后三年的合作规

划。2018 年将举办的第七届中非合作

论坛会议是在北京举行的第二次领导

人峰会。中非领导人将再次聚首北京，

共商中非友好合作大计，规划新时代

中非合作蓝图，出台引领中非合作发

展的重大举措。

在设施联通方面，中非的设施联

通既包括传统的公路、铁路、航空、

航运等领域的联通，也包括电力、电

信、邮政等新领域的联通。在传统

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截至 2016 年初，

中国帮助非洲建立了 16 座机场和航

站楼、20 座桥梁、12 个港口、68 个

电站、77 个体育场、16 座议会大厦、

38 座政府大楼、9 个会议中心。2017

年 5 月中非合作建设的蒙内铁路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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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车。在电力、电信领域，中国为尼

日利亚发射首个通信卫星，为津巴布

韦建立高性能的超级计算机中心，帮

助许多非洲国家发展数据库，中国的

智能手机为非洲人的通讯提供了方

便。

在设施联通的基础上，中国还

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和农业示范中心为

非洲的工业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奠定

基础。“目前中国在非洲建成、在建

或筹建的产业园约有近 100 个，其中

30 多个已经开始运营。”“产业园建

设业已成为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非洲

工业化及中国对非经贸合作，特别是

产能合作的重要载体，契合中国‘一

带一路’倡议精神和非洲‘2063 年

议程’战略目标，符合中非双方的利

益诉求。”[8] 例如，中国在非洲建立

了农业企业、各类农场和农业技术示

范中心，为非洲农业现代化打下了基

础。中国在非洲建立了 23 个农业示

范中心，派遣专家 1700 人，农业技

术人员 1 万多人次。农业示范中心为

非洲培养了大量的农业技术人员。中

国湖北棉业公司在马拉维投资 3 万美

元，以公司加农户模式开展棉花生产

和加工，帮助农户种植棉花，使当地

十万农户受益，还增加了该国出口创

汇。棉业公司还在该地建立了“中国

援马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在区、片、

村三个层次上采取多种形式传授农业

种植技术，为解决当地农民脱贫问题

和农业发展服务 [9]。

在贸易畅通方面，中非贸易快

速增长，从 2001 年的 108 亿美元增

长到 2017 年的 1697.5 亿美元，其中

2014 年最高时曾达到 2220 亿美元。

中非贸易快速增长得益于贸易畅通和

双边贸易的互补性。

在资金融通方面，中国向非洲提

供了大量的援助和投资。据2017年《非

洲投资吸引力报告》的数据，2005 年

以来，中国已经在非洲投资了 293 个

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投资金额高达

664 亿美元，创造就业岗位超过 13 万

个。2016 年中国对非洲新增直接投资

达到 32 亿美元，涉及工程建设、制

造业、服务业、矿业、农业及基础设

施等众多领域。[11] 据商务部西亚非洲

司的数据，仅 2016 年，中国对非洲

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达 33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4%，覆盖建筑业、租赁和

服务业、采矿业、制造业、批发和零

售业等领域。[12]

在民心相通方面，中非丰富多彩

的民间文化交流、中非学者互访、中

国对非洲政府官员、工程技术人员、

中小学教师的培训以及不断增加的来

华学习的非洲留学生为民心相通搭建

了桥梁。2000 年以来，中国为非洲兴

建学校 200 多所，来华留学人员逐年

剧增，到 2015 年为非洲培养各类人

才 13 万人次。

在中非发展合作中，中非领导人

频繁互访和三年一届的中非合作论坛

会议实现了中非之间的政策沟通，中

国在非洲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

设施联通，中非贸易快速增长得益于

贸易畅通，中国给非洲提供的援助和

大量投资有利于资金融通，中非丰富

多彩的民间文化交流为民心相通搭建

了桥梁。可见，“一带一路”提出的

五大合作重点已在非洲初见成效，并

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

家的五通合作提供了极好的范例，也

为未来与亚非拉国家深化五通合作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

总之，中非合作发展所取得的经

验和成果不仅为中国“一带一路”倡

议在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实施发挥了先

导作用，而且也为中非发展合作与“一

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对接提供了先期

经验。它将促推中非发展合作与“一

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对接，实现中非

共同发展的目标，同时，也将增强中

国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共同把“一带

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

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的信心

和决心。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

国对非洲关系的国际战略研究”( 项目

号 :15ZDA066)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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