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讨论·

中国经验与非洲发展: 借鉴、融合与创新*

贺文萍＊

内容提要 中国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里成功使 7 亿多人摆脱贫困，

并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渴求摆脱贫困和实现

发展的非洲国家迫切希望了解、学习和借鉴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治理

方面的经验。总体来看，两方面的中国经验值得非洲国家关注: 一是实

行渐进式改革，摆正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的关系，以与时俱进的

“发展观”统领发展大局; 二是拥有强有力的、致力于发展的政府、富

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以及正确的政策。然而，非洲国家间国情的差异使

不同国家对中国经验学习与借鉴的态度与重点会有所不同，平等性、双

向性与适应性是推动中国经验与非洲发展融合的关键。展望未来，中国

经验也必然在非洲的发展过程中，通过与非洲大陆特有的历史文化传承

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相结合，走出自己的创新发展之路。

关 键 词 中国经验 非洲发展 治国理政 平等性 双向性 适

应性

作者简介 贺文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 北

京 100007)。

1985 年 8 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坦桑尼亚时

任总统朱利叶 . K. 尼雷尔时曾说: “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

内也是一种试验。如果成功了，可以为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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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 2015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 第一批) “中国对非洲关系的国际战略研究”
( 15ZDA066)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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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① 的确，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

瞩目。中国不仅在短短两代人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崛起，而且这种巨

大的发展成就是在和平稳定的大环境中取得的。中国是如何取得这样的发展

奇迹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又是如何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提高其执政能

力建设并继续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的? 中国经验对于非洲发展而言究竟有哪

些方面可以借鉴? 中国经验对于非洲发展是一种单向性的输出还是双向性的

交流? 中国经验如何适用于历史、社会文化及政治制度都与中国完全不同的

非洲国家? 中国经验与非洲发展又如何在借鉴、适应以及不断融合的基础上

实现创新?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尝试从中国经验与非洲发展的相互借鉴、

融合与创新的视角加以分析。

可资借鉴的中国经验: 经济发展和政治治理

如果把时针倒拨 30 多年，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甚至低

于非洲的小国马拉维和布基纳法索。② 但是 30 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不仅成功

地使 7 亿多人摆脱了贫困，③ 而且已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而布基纳法索和马拉维则至今仍为世界最不发达的贫穷国家，非洲大陆

的整体发展也仍大大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那么，中国令人惊羡的变化是如

何发生的? 其内在机理是什么? 对此，不仅渴望摆脱贫困和实现发展的非洲

国家希望了解、学习和借鉴中国发展经验，而且国际上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的

许多西方学者也在不断进行分析、考察和调研，并形成了有关 “北京共识”、

“中国模式”和 “中国道路”等等有关中国发展经验的各类版本。的确，中

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所形成的发展经验内容十分丰富，涵盖农业、工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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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邓小平: 《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载《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33、135 页。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78 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56. 396 美元，布基纳法索的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为 225. 942 美元，马拉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63. 416 美元。以上数据分别参见世界银

行 网 上 数 据 库: http: / /databank. shihang. org /data / reports. aspx? source = 2＆series = NY. GDP.
PCAP. CD＆country = CHN，2017 － 06 － 23; http: / /databank. shihang. org /data / reports. aspx? source =
2＆series = NY. GDP. PCAP. CD＆country = BFA，2017 － 06 － 23; http: / /databank. shihang. org /data /
reports. aspx? source = 2＆series = NY. GDP. PCAP. CD＆country = MWI，2017 － 06 － 23。

参见中国国务院新闻办 2016 年 10 月 17 日发表的《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载

新华网: 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politics /2016 － 10 /17 /c_ 1119730504. htm，2017 － 06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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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减贫、文化教育、人力资源开发、执政能力建设等各个领域。限于篇幅，

本文不可能穷尽中国发展经验的方方面面，针对非洲当下面临的发展问题，

笔者基于中国经验全球吸引力不断从经济发展走向政治治理的递进过程，并

从发展的大思路和体制层面着手，大致梳理出中国经验的主要原则和两大核

心要义。

( 一) 中国经验领域的扩大: 从经济发展到政治治理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突出并且得到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

界各国的广泛欣赏和赞誉。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摆脱贫困与实现经

济发展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主要议题，由此它们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学习

借鉴也主要集中在减贫和经济发展领域。如 2005 年 5 月，在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和中 国 政 府 共 同 支 持 下 成 立 了 中 国 国 际 扶 贫 中 心 ( International Poverty

Ｒeduction Center in China，IPＲCC) ，专门从事减贫的国际培训、交流与研究。

它具体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基本职能: 其一，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特别是广大

发展中国家，组织反贫困领域内的政策研究和经验总结; 其二，承担国际组

织和中国政府委托的有关国际培训和能力建设项目; 其三，开展外资扶贫项

目的组织、论证、立项和管理; 其四，实施扶贫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中

国国际扶贫中心自成立以来，在中国减贫经验的国际交流和培训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如 2016 年 5 月 8 日在北京举办了“2016 中国扶贫国际论坛: 可持续

发展目标下的中国扶贫经验分享”大型国际论坛，并现场开通了 “南南合作

减贫知识分享网站”。①

虽然中国的减贫和经济发展成就引起世人瞩目并鲜有争议，但国际上对

中国政治治理的认识则走过了一个曲折和漫长的过程。一些人士认为，中国

改革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改革，政治改革则停滞不前; 还有人认为，中国经济

改革走得太快，“僵化”的政治体制终将无法适应而行将崩溃的。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当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在日裔美国学者福山 “历史终结

论”的鼓吹之下，西方世界曾掀起了一阵 “中国崩溃论”的大辩论和大预测。

虽然之后的事实证明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并且在发展和团结稳定的道路上越

走越坚实，但出于对中国认知的褊狭和 “冷战思维”的固化，西方主导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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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6 中国扶贫国际论坛召开，中国经验如何输出》，载中国发展门户网: http: / / cn. china
gate. cn /news /2016 － 05 /08 /content_ 38406881. htm，2016 － 05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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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舆论始终对中国的政治治理抱有成见和负面认知。

这种认知坚冰的融化始自 21 世纪初期以来全球化的新发展以及全球经历

的新震荡。特别是近十年来，当全球经历了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始自

2010 年底阿拉伯变局这两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重大经济和政治社会发展挑战

的洗礼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够勇立潮头，不仅没有被源

自资本主义中心的金融危机冲倒，也没有发生如一些西方观察家所预测的阿

拉伯变局式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反而显示出比美欧等资本主义体系更能够抗

压和抗冲击的体制优势。也正因如此，关于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借鉴近些

年来也开始聚焦中国的政治治理领域。2014 年 9 月，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

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的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问世，并

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多语种出版发行。

截至 2017 年 4 月该书的泰文、柬文和乌尔都文版的首发式，在短短两年半时

间内，该书已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 620 多万册。自问世以来，该

书先后在法兰克福、伦敦、纽约三大国际书展亮相。美国、英国、法国、印

度、捷克、埃及、吉尔吉斯斯坦、南非等国纷纷举办研讨会、书评会。“越来

越多的外国政府和政党，惊叹于 ‘中国道路’带来的巨大发展成就，开始从

中国领导人和执政党身上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尤其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在

多元并起、非西方世界快速发展的历史大格局中，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

思考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① 由此可见，中国经验的吸引力已超越经济发展

层面，进入了政治治理领域。
( 二) 中国经验的核心要义

如前所述，针对非洲国家当前面临的国家建设与发展问题的症结，以下

两方面的中国经验值得关注:

中国经验核心要义之一是实行渐进式改革，摆正改革 ( Ｒeform) 、发展

( Development) 与稳定 ( Stability) 三者的关系，以与时俱进的 “发展观”统

领发展大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改革所带来的巨大震动必然对原

有的社会架构和社会稳定形成强大的冲击，而改革又必须以稳定为前提，以

发展为目标。因此，中国的改革与开放之路就是秉承了 “稳定优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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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部中国著作的世界回响———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泰国、柬埔寨、巴基斯坦三国首发

式说起》，载《人民日报》2017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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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① 减少社会动荡，夯实稳定的基础再

谋求发展，并通过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来促稳定，以此实现稳定、发展与改革

之间的协调和平衡。在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基于激进改革有可能造成国

民经济的激烈震荡从而增大改革的风险乃至失败的考虑，中国政府实施了

“不断试错并及时纠正”的 “软着陆”方针 ( Soft landing of the trial and error

method) ，即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先搞试点再根据效果进行扩大和推广的改

革路径。“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发展、国有企业改革到金融领域

改革，再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伴随着的是就业体制、社会保

障体制、收入分配体制、户籍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目的是减缓改革带来的

震动对弱势群体的冲击，规避和分散改革的代价和风险。在政治领域的改革

也同样是在稳定的大前提下逐步扩大政治参与，自下而上地积极推进基层民

主选举和党内民主的探索，以最终实现政治平等的目标。”② 正是改革的渐进

和有序推进，使得每一轮改革不仅得以在前一轮改革所取得的基础上进一步

深化，而且确保了中国如此巨大和深刻的一个社会和经济转型能够在这么短

的时间维度内、在一个相对和谐与稳定的状态下顺利进行和基本完成。总体

看，中国走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在此期间没有出现大的内战或者

社会冲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以及国家的和平发展环境都得以有效维护并

实现了良性循环。

在摆正“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的过程中，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中国政府和历届领导人还根据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以与时俱进的 “发展观”

统领发展大局。“用发展来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基础

和关键”③，通过抓住 “发展”的总钥匙来推进各项改革工作。由于 30 多年

里各阶段中国面临的发展挑战和攻坚任务各有不同，中国 “发展观”也历经

了多次创新过程。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临的

最大挑战就是改变国家积弱、积贫的经济落后现状，实现工业、农业、国防

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开拓者邓小平因此提出

·27·

①

②

③

邓小平: 《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 ( 1990 年 12 月 24 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

话要点) ，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64 页。
参见贺文萍: 《从“援助有效性”到“发展有效性”: 援助理念的演变及中国经验的作用》，

载《西亚非洲》2011 年第 9 期，第 130 页。
习近平: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九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 2014 年 9 月 3 日) ，人民出版社，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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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发展才是硬道理”以及“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著

名论述。在强有力的邓小平发展观的推动下，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

率迅猛发展，但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粗放式发展、环境污染以及贫

富差距加大等发展中带来的 “副产品”。为解决发展中产生的问题，2003 年

10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新的 “科学发展观”，即

“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

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新的科学发展观意味着不能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简单地等同于发展和社会进步; 要纠正一些地方和领域出现的重经济指标、

轻社会进步，重物质成果、轻人本价值，重眼前利益、轻长远福祉的偏颇。”①

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经济环境的日趋复杂和险峻，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

中央领导集体又适时提出了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创新发

展”理念。习主席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规模很大、但依然大而

不强，我国经济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优。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

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 “加快 ( 实现)

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② 因此，

正是始终坚持发展理念和与时俱进地调整更新 “发展观”，才使得中国当之无

愧成为“发展型国家”的典型代表。③

中国经验核心要义之二是拥有一个强有力的、致力于发展的政府以及富

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和正确的政策。对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凝聚

全体国民的团结和意志，集中全国力量推进有序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改革，

就必然需要在一定时期和一定领域内拥有一个“强政府”，即强大的政治权威和

有效的治理能力。其实，即使是西方政治学家从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分析中

也早就指出了这一点。如已故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精辟地指出，处于现

代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先存有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④，就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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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培林: 《解读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论中国新发展观》，载《中国青年报》2003 年 12 月

7 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20 页。
“发展型国家”以及“发展型国家理论 ( Theory of Developmental State) ”，系国际发展经济学

界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通过研究当时日本及东亚各国的快速发展而创立的一种理论，后来人们习惯于

把那些将经济发展放在首要位置的国家称之为“发展型国家”。
［美国］ 塞缪尔·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社，1989 年版，

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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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创造财富，而后才谈得上均衡分配财富一样。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早已证

明，经济发展并不仅仅只能在西方政治民主的条件下才能获得。20 世纪六七

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地区尤为普遍，如

“亚洲四小龙”①) 就是在政治威权主义统治下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

不少西方学者也因此在用所谓 “发展型国家”这一概念来解释包括中国在内

的东亚新兴经济发展体的快速经济发展时，指出 “发展型国家”的特点就在

于“它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国家通常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且这一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发展意愿，并拥有能有效动员和配置各种资源以

推动国家发展的能力”。②

在改革开放的 30 多年里，中国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一马平川。面

对国际风云变幻以及国内局势的变化调整，中国经济发展也经历过几次起起

伏伏，政治发展进程也经历过动荡和风险，但这些起伏和动荡每次都是依靠

并通过强有力的、致力于发展的 “政府之手”的干预和宏观调控，才使得国

家经济发展走出阴霾，使国家政治进程克服动荡和风险的挑战回到发展的正

确轨道。自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正是在富有远见卓

识并相对稳定的几代领导人的领导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毛泽东主席在奠定

中华民族的团结和民族国家认同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也构成了中国改革

开放得以迅速开展的重要政治基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则引领着中

国人民走向了改革开放、发展以及实现现代化的繁荣之路。江泽民、胡锦涛

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均继续秉承开放和发展的理念，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

时俱进地丰富和升华了 “发展观”的内涵，凝聚全民对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

共识，使中华民族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政治体制上来看，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被

西方社会长期解读为中国共产党的 “一党长期执政”，但所有客观的分析家也

同样认可“一党长期执政”可以最有效地保持政策连续性。自 1949 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 “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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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亚洲四小龙”系指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亚洲的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

韩国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

为全亚洲发达富裕的地区。
罗建波: 《非洲国家的治理难题与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载《西亚非洲》2015 年第 3 期，

第 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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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计划”) 如今已经进入了第 13 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 ( 即 “十三五计

划”) 。按照历次 “五年计划”的推进，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特区建

设，以及目前的国际产能合作与 “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有条不紊地持续展

开。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也通过领导干部任期制、集体领导以及择优录用和竞

争上岗的人才选拔制度，不断打造优秀的领导干部队伍，通过打造 “好的治

理”而不是盲目追求“选举民主化”来夯实治国理政的民意基础。

另外，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虽然有目共睹并得到世界公认，但国际上似

乎很少有人认识到，中国经济改革其实是与政治和社会改革同步进行并相伴

而生的，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的取得是与多年来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努力密不可

分的。“事实上，中国的改革绝不仅仅限于单一的经济领域 ( 尽管这一领域发

生的变化最显著，也最直观) ，而是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以及

社会体制等各个方面的全方位的改革。30 多年来，正是通过对领导体制、干

部用人体制、选举体制 ( 包括党内选举和基层选举) 、立法和司法体制、决策

体制等诸多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方面的渐进性改革，才得以确保经济改革不断

向纵深推进以及在剧烈的社会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各民族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

之间利益的兼容与和谐共处。尽管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也面临贫富分化、

地区发展失衡等诸多挑战，但从历史的纵向发展坐标看，中国人民正享受着

历史上前所未有、越来越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这恐怕也正是为什么

以发展为导向的‘北京共识’能够与以自由化为导向的 ‘华盛顿共识’同场

竞技，并日益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追捧的原因所在。”①

反观非洲，在中国踏上改革开放之路的历史同期，大多数非洲国家则在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以及西方捐助国 “指导”下开

始实施经济结构调整和多党政治民主化。以 “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结

构调整计划忽视了非洲国情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试图以一步到位的

“改革”实现非洲社会的转型，即在社会安全网建立之前就实行自由化，在管

理制度形成之前就实现私有化，在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社会形成之前就推

行民主化。其结果自然是改革引发动荡，而社会动荡反过来又制约了改革的

推进。另外，不少非洲国家在独立后还经历了发展政策的偏差，如盲目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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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贺文萍: 《从“援助有效性”到“发展有效性”: 援助理念的演变及中国经验的作用》，

载《西亚非洲》2011 年第 9 期，第 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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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造成了农业的长期停滞、快速城市化加剧了社会经济的二元化、人口的高

速增长蚕食了经济增长的成果，等等。因此，上述两方面中国经验对于大多

数非洲国家来说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如何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自然逐渐成为

那些希望探索符合自身发展之路的非洲国家的共识。

中国经验与非洲发展的融合

2016 年 10 月 24 日，非 洲 知 名 独 立 无 党 派 调 查 机 构 “非 洲 晴 雨 表”
( Afrobarometer) 发布了一篇题为《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持续加强赢得广泛积极

评价》 ( China’s Growing Presence in Africa Wins Largely Positive Popular

Ｒeviews) 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研究团队选取非洲 36 个国家的 5. 4 万名民众作

调查对象，探究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其结果是: 大部分非洲人认为，中国在

非洲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为各自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获得的积极评价尤其

体现在中国在非基础设施投资、商业贸易活动及中国制造的产品方面。该报

告还显示，不仅非洲人对中国在非洲经济发展方面作用持有好感，而且中国

是受访者心中第二受欢迎的国家发展样板。① 由此可见，在中非经贸联系所展

现的大量积极成果的事实面前，不仅西方媒体描黑中国的所谓 “新殖民主义

论”正在失去市场，而且非洲政府及人民不仅认可中非间良好的经济联系，

开始把中国发展模式视为非洲的国家发展样板。这表明，非洲国家一方面拥

有学习中国发展经验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在思考如何学以及用什么样的心态

学习中国经验。

( 一) 非洲国家普遍希望学习和借鉴中国发展经验

随着近十多年来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非洲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

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不少非洲国家开始涌动一股 “向东看”的政策热潮，

非洲国家普遍看好与中国合作的前景。② 特别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非洲国家更是把加强与中国等亚洲新兴国家的经贸联系视为抵御金融危机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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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民意调查显 示 中 国 在 非 洲 影 响 力 赢 得 广 泛 积 极 评 价》，http: / /world. people. com. cn /n1 /
2016 /1026 /c1002 － 28809513. html，2017 － 06 － 22; Afrobarometer Ｒeport，“ China’s Growing Presence in
Africa Wins Largely Positive Popular Ｒeviews”，http: / /www. afrobarometer. org /publications /ad122 － chinas －
growing － presence － africa － wins － largely － positive － popular － reviews，2017 －06 －22。

张忠祥: 《当前非洲经济转型的特点》，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年

第 2 期，第 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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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的重要屏障，把学习和借鉴中国等亚洲新兴国家的发展经验视为本国外交

工作的新重心。2010 年 12 月 24 日，非洲第一大经济强国南非加入 “金砖国

家”可被视为非洲加强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联系的重要一步。南非 《金融邮

报》杂志早在南非总统祖马于 2010 年 8 月访华前就曾发表评论称，中国企业

投资南非的热潮正在到来，南非政府已经意识到世界经济重心开始向发展中

国家转移，而中国是其中的领军者，因此采取了 “向东看”政策。① 另外，

覆盖全非洲的研究智库———非洲经济转型研究中心 ( The African Centre fo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ACET) ②，于 2009 年 10 月推出了上、下两卷大型研

究报告，分别为《向东看: 中国进入非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和 《向东看:

非洲决策者们如何和中国打交道》，上述报告详尽分析了中国与非洲在开展投

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给非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针对不同非洲

国家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给出了不同的与中国打交道的政策建议。③ 这两份

研究报告一方面认同中国作为新兴的全球经济强国正在成为亚非拉广大发展

中国家南南合作的重要经济伙伴，并会带来诸多发展机遇，非洲国家采取

“向东看”战略恰逢其时，不能错失合作商机; 另一方面，该报告也提出非洲

国家应认真制定自身发展战略，以期确保双方在合作中实现双赢。

另外，对于中国经验的哪些方面最值得非洲学习和借鉴，可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2010 年 2 月，世界银行非洲地区部的资深经济学家阿里·扎法尔

( Ali Zafar) 撰写了题为《向中国奇迹学习: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教训》研

究报告，具体指出非洲可以在 7 个方面学习中国经验，即: 中国改革的政治

经济以及政治精英与私营部门共赢的经验; 中国在改革开放早期利用华侨资

本和技术的经验; 中国通过农村改革，实现产权重组，提高储蓄和产出，从

而促进经济增长的经验; 中国采用有竞争力的汇率推动经济增长的经验; 中

国的港口管理经验; 中国一定程度的权力下放经验;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和

少数民族施策经验。④ 埃塞俄比亚总理特别顾问阿尔卡贝·奥克贝 ( Arkebe

Oqubay) 在其出版的著作《非洲制造: 埃塞俄比亚的产业政策》一书中则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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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侯隽: 《南非“向东看”，想成“金砖第五国”》，载《中国经济周刊》2010 年 8 月 31 日。
非洲经济转型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7 年，致力于向非洲各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
参见贺文萍: 《非洲与亚洲的接近和战略合作》，载《中国市场》2012 年第 24 期，第 17 页。
Ali Zafar，Learning from the Chinese Miracle: Development Lessons for Sub － Saharan Africa，Policy

Ｒesearch Working Paper 5216，The World Bank，African Ｒegion，February 2010，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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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中国经验中的) ‘边干边学’ ( Learning by Doing) 是一个值得非洲国

家借鉴且作为提升产业政策效力的发展思路和模式”① 此外，乌干达总统穆塞

维尼也曾表示，可以借鉴中国经验，筹集资金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促进

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② 加纳前总统库福尔则表示，非洲可以从中国的发展进

程中吸取经验，中国的教育和科技兴国战略尤其值得非洲国家借鉴。③

( 二) 非洲国家国情的差异性使其对中国经验的内容认知和认同程度不同

虽然非洲国家自冷战结束以后即迈上了政治民主化发展的道路，加强治

理和推行良政已成为非洲国家的广泛共识，但由于非洲各国国情和政治发展

过程的差异，各国领导人在政治价值理念以及对外政策取向上并非高度一致，

而是出现了较大程度上的分化。总体而言，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原为国内

反对派领导人并最终在大选中击败原执政党而走上权力中心的非洲国家领导

人，如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官的科特迪瓦现任总统瓦塔拉，以及非洲

首位女总统、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并曾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高官的利比里

亚现任总统埃伦·瑟利夫等，大多在政治理念方面认同西方 “民主”、 “自

由”、“人权”等价值观。他们对西方以“自由”和“人道主义干涉”为名打

击利比亚卡扎菲等独裁者的行动表示支持，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比较密切。

与此相对应的是，一些经历过民族解放斗争并长期执政的老一辈非洲国家领

导人，如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里卡、被国际刑事法

院通缉的苏丹总统巴希尔，以及经历过反种族隔离斗争的老战士———南非总

统祖马等，则更认同非洲传统的价值观和政治治理原则，对西方干预非洲事

务持警惕甚至是反对的态度。

总体上看，非洲国家 ( 不管其政治价值观是如何亲西方的) 对中国经济

发展的成就均表示钦佩，甚至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早已是发达

国家，而不再是发展中国家。因此，非洲国家普遍希望借鉴中国经济发展取

得成功的经验，希望吸引更多的中国公司到非洲投资兴业。但对中国在政治

发展道路选择以及治党、治国的经验，非洲国家则因其自身历史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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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埃塞俄比亚］ 阿尔卡贝·奥克贝: 《非洲制造: 埃塞俄比亚的产业政策》 ( Made in Africa:

Industrial Policy in Ethiopia) ，潘良、蔡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版，第 273 页。
王新俊: 《非洲国家望借鉴中国经验，发展基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载国际在线: http: / / gb.

cri. cn /42071 /2014 /03 /01 /6071s4443482. htm，2016 － 06 － 01。
邵海军: 《加纳前总统库福尔说非洲可向中国学习发展经验》，载新华网: 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world /2012 － 08 /31 /c_ 123653231. htm，2016 － 06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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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及领导人价值观取向的不同，而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如前所述，

那些更认同非洲传统的价值观和政治治理原则并对西方干预非洲事务持警惕

甚至是反对态度、自独立以来长期执政的国家 ( 如南非、埃塞俄比亚、津巴

布韦等) 领导人，较认同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希望借鉴中国的治国理政经

验，并且已经着手学习和实践相关的治党治国经验，如开办党校、加强反腐

力度等。

与此不同的是，一些自诩民主政治搞得较好且经济政治发展一向较稳定

的国家 ( 以博茨瓦纳为代表) ，则对借鉴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治国理政经验兴趣

不大，甚至认为自身在民主发展、公民社会建设、法制建设等各方面均走在

了中国的前面，中非国情差异较大，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并不适用于非洲。①

1966 年独立的博茨瓦纳虽然人口仅有区区 200 多万人，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早已达到 8 000 美元，且被世界银行列为“高中等收入国家”。据 2011 年英国

经济学社 (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发布的民主指数排名显示，博茨瓦纳

得分 7. 63，排在全球第 33 位、非洲第 3 位; 自 1998 年来，博茨瓦纳多次被

“透明国际”评定为非洲最廉洁的国家。2011 年，博茨瓦纳在全世界廉洁指

数排名中居第 32 位，在非洲居首位 ( 中国为全球排名第 75 位) 。2008 年上台

的卡马总统则更是以所谓的 “道义感”和 “原则性”引人注目，常常在有关

非洲的重大事件上秉承“国际道义与民主原则”，发出特立独行的声音。如呼

吁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下台，要求逮捕苏丹总统巴希尔等。

( 三) 平等性、双向性与适应性是推动中国经验与非洲发展融合的关键

经验的分享与交流从来就是一个双向车道。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时代，

历史发展和国情不同的国家出现政治和价值观认同上的差异实属正常。非洲

国家自冷战结束后已经在多党民主的发展道路上摸索前进了 20 多年，逐渐形

成了具有非洲特色的多元民主体制。对此，非洲国家和人民是总体上感到自

豪和骄傲的。一些长期受西方思想影响的非洲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团体对中国

的人权和政治模式存在一些不理解、疑惑甚至误解，也实属正常。因此，在

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避免居高临下的 “说教”式的

一言堂灌输，更要以平等和倾听的态度，多肯定非洲的民主进程，多解释中

国“自下而上”的民主建设模式是国情使然，与非洲 “自上而下”的做法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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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6 年 10 月 13 日笔者赴博茨瓦纳调研时与博方学者的相关谈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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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同归，以达到相互理解、交流，并最终互为借鉴的目标。

首先，平等性和双向性需要我们具备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从非洲的政

治、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吸取经验。如在政治发展方面，经过 20 多年多党民主

政治的摸索与实践，非洲国家在非政府组织发展、市民社会培育和建设、政

党与舆论监督等方面均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发展理念方面，绿色发展、环

境友好型发展、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等更是根植于非洲各界、早已深入人心

的理念。“早在 1984 年，48 个非洲国家在赞比亚卢萨卡召开的非洲地区环境

保护会议上就通过了《非洲环境保护行动计划》，呼吁非洲各国高度重视荒漠

化、水资源污染以及森林资源乱砍滥伐现象，并把每年的 4 月 10 日定为非洲

环境保护日。”① 在 2009 年 6 月，中部非洲国家卢旺达由总统卡加梅签署了禁

止生产和使用塑料袋的法律，限制在卢旺达生产、使用、进口和销售塑料袋。

违者将受到严厉惩罚。该法规定，企业、贸易公司或个人经发现没有授权而

拥有塑料袋将被处以 6 到 12 个月的监禁和 10 万到 50 万卢旺达法郎的罚款。

如有累犯，处罚还将翻倍。② 记得笔者 2010 年 2 月赴卢旺达调研时，接机的

卢旺达友人就曾一再叮嘱千万不要使用塑料袋装物，更不要拎着塑料袋下飞

机。另外，在社会文化方面，非洲在集体主义、敬老尊贤、宽容待人等方面

的优秀素养均可圈可点，非洲文化如舞蹈、绘画、音乐、乐器和雕刻等更是

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亮丽瑰宝，③ 都需要我们用睿智的目光发现，用欣赏的耳朵

倾听。因此，中国可向非洲学习非政府组织管理、保护自然环境等方面可资

借鉴的做法，丰富、融通与用于中国的发展建设。

其次，平等性、双向性还体现在中非双方需具有问题意识和内省意识，

对中国与非洲各自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教训不掩盖、不回避。中国虽然

在改革开放的 30 多年里拿出了亮丽的成绩单，但在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容

回避的问题并付出了发展的代价。如过于粗放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对经济增长数据过度重视，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环境保护以及社

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如今，我们必须用发展的成果来纠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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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安春英: 《中国经验对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经验的启示》，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2 期，第 116 页。
《卢旺达总统签署禁止塑料袋法》，载中国驻卢旺达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http: / /

rw. mofcom. gov. cn /aarticle / jmxw /200906 /20090606321094. html，2017 － 06 － 02。
参见李安山: 《中国与非洲文化的相似性———兼论中国应该向非洲学习什么》，载《西亚非

洲》2014 年第 1 期，第 53 ～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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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发展带来的问题，直面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加强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防

止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等各方面的挑战。同样，不少非洲国家在独立后更是经

历了诸多发展政策的偏差。如盲目工业化造成了农业的长期停滞，过度依赖

原材料出口制约了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快速城市化则加剧了社会经济的二元

化，以及人口的高速增长蚕食了经济增长的成果，等等。因此，中非双方只

有以内省意识和批评精神对中、非发展过程中走过的弯路进行深度梳理和分

析，才能够为新时期中非减贫和治国理政经验分享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最后，适应性 ( adaptability) 主要强调外来经验与本地实际的紧密结合和

无缝对接。虽然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宏观和整体发展背景上 ( 如发展起点和发

展基础) 有很多相似性，但具体到 54 个非洲国家内部的微观发展条件上，则

会出现很多差异性。有时，差异性甚至大大多于相似性。因此，中国发展经

验的非洲借鉴必须立足非洲国情并稳步推进，切忌采取 “一刀切”的盲目照

搬方式以及急于求成的心态。

其实，中国发展成就的取得不是 “依靠从外部 ‘引进’的政策和规则，

而是产生于中国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①，这是因为不照搬或照抄任何西

方的政治或经济发展模式、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发展经验也始

终强调要根据本国国情探寻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同理，当非洲

国家借鉴与分享中国发展经验时，也需要把这些中国经验与非洲的实际相结

合、相适应，并最终实现融合性的新发展。因此，非洲在借鉴中国发展经验

的发展过程中，必须首先对自身国情和发展条件 “摸清”、 “摸透”，对适合

自身条件的发展经验进行 “借鉴”并发扬光大，对不适合自身条件的 “经

验”则不必盲目照搬。比如，在经济发展领域，非洲的内陆小国就难以复制

中国沿海省份“两头在外”的沿海经济开发区模式; 已经实现快速城市化的

非洲国家也很难照搬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路径; 土地私有化 ( 一些非洲国家

90%的土地掌握在传统酋长手中) 对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必然形成制

约等等。另外，在发展的心态上，非洲国家也需要用 “求稳”代替 “求快”。

例如，“工业园区”的建设并不等于“工业化”的完成，“工业园区”建设也

不是划一块地和出台几个优惠政策那么简单。作为工业化发展先行先试的

“带路者”，“工业园区”的建设需要双方在政策、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各

·18·

① 安春英: 前引文，第 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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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投入的共同努力，投资方、承建方或土地提供方等任何单一方都无法以

一己之力来完成。在政治发展领域，非洲多党自由民主的政治生态也完全不

同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非洲国家的媒体、工会、非政府组织以

及环保和人权组织等等所具有的能量及其与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也与中国的

情况完全不同。因此，中非双方在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方面必须是在差异中寻

找共识，并在共识的基础上把经验运用于本土，在调适的过程中实现经验分

享的适应与融合。

未来发展: 中国经验在非洲发展中的创新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

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① 2015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时也指出，“中国

将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

和发展实践。”② 由此可见，中国经验的发展与创新未来需要吸纳国内外的一

切研究与实践。基于改革开放伟业而产生的中国发展经验，不仅需要在我们

国内继续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地更新、丰富和发展，而且随着中国企

业“走出去”以及中国经济所具备的越来越大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和影响，

这一中国经验丰富、发展和创新的过程已经不再局限于在中国国内来完成，

而是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和推进、随着 “中国发展经验”走出国

门，而不断具有了开放性、包容性和世界性。随着中非合作的日益加强以及

非洲国家“向东看”的政策热潮，中国经验也必然在非洲的发展过程中，通

过与非洲大陆特有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相结合，走出自

己的创新发展之路。其实，通过近年来非洲在经济发展与政治治理两方面的

最新探索，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这种创新的热情和发展的曙光。

( 一) 挖掘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建设的 “后发优势”

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结合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集中发展

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两头在外”的东部沿海经贸合作产业园区的建设，来

·28·

①

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 前引书，第 67 ～ 69 页。
《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载新华网: 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politics /2015 －

09 /27 /c_ 1116687809. htm，2017 － 06 －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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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另外，“要想富，先修路”，大力开

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培训，为工业化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和人力储备

基础，也早已在中国成为广泛的共识。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

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在考察非洲多国的经济现

状后认为，非洲国家要实现成功的工业化，也亟需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发找

准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考虑从该产业已较为成熟的国家引入投资和

产业技术，通过发展经济特区或建立产业园区的方式，吸引外来投资并在较

短的时间内很快形成一个产业集群，而产业集群的出现又可以进一步降低交

易成本，改善国内整体的商业环境。“建立工业园区或经济特区可以有效促进

区域内基础设施发展、启动工业化的进程，同时为当地带来巨大的就业机会。

一个小的成功可以带来更多的成功。一个工业园区或者经济特区的成功将会

逐渐辐射到临近区域和相关领域上，为整个非洲越来越多的地方发展经济、

消除贫困、实现国民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①

不仅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如此认为，非洲国家政要和知

识精英也认可这一发展路径。如埃塞俄比亚总理特别顾问阿尔卡贝·奥克贝

在其著作《非洲制造: 埃塞俄比亚的产业政策》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明确指

出，“埃塞俄比亚的产业政策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同中国近年来贯彻实施的以

解决深层次经济和社会问题为主要目标的非意识形态的务实主义经济发展战

略存在许多相似之处”， “埃塞俄比亚的产业政策实践采用了非洲中国式的

‘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模式”。② 在实践中，资源贫瘠并且发展底子很薄的

埃塞俄比亚近十多年来通过大力打造 “基础设施”和 “产业园区”建设的两

个“车轮”，21 世纪以来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高速经济增长，成为世界上增

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在中国资金和中国建设的大力支持下，2015 年底非洲

第一条电力城市轻轨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市开通运行。2016 年 10 月，由

中国企业建设、连接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两国首都、全长 752. 7 公里、总投

资约 40 亿美元的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 ( 亚吉铁路) 也正式建成。亚吉

铁路的建成将大大缩短吉布提至亚的斯亚贝巴的运输时间，从以往公路运输

的 7 天降至 10 个小时，不仅降低物流成本和提高了物流的速度，而且可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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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林毅夫: 《非洲应从中国工业化进程学习什么?》，载《中国财经报》2016 年 1 月 6 日，

http: / /www. fmprc. gov. cn /zflt / chn / jlydh /mtsy / t1329671. htm，2017 － 06 － 04。
［埃塞俄比亚］ 阿尔卡贝·奥克贝: 前引书，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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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铁路沿线经济特区和工业园等相关产业链的发展，有力推动埃塞俄比亚和

吉布提两国的工业化进程。

另外，埃塞俄比亚政府还将由中国民企江苏永元投资有限公司建设的埃

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作为该国 《持续性发展及脱贫计划 ( SDPＲP) 》的一部分

并被列为国家工业发展计划中重要的优先项目。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

亚贝巴附近的杜卡姆市、始建于 2007 年 11 月的东方工业园，现已有 70 多家

企业入驻，其中最早落户工业园的企业之一 “华坚鞋业”被视作中国与埃塞

进行产能合作的样板企业。截至 2016 年底，华坚鞋业已累计出口超过 8 000

万美元，实际结汇超过 4 000 万美元，为当地提供了 6 000 个就业岗位。① 雄

心勃勃的埃塞俄比亚政府还已制定了新的 《发展与转型规划》，计划到 2025

年将埃塞建设成为非洲领先的制造业中心。对此，来自俄罗斯复兴资本银行

的首席经济学家查尔斯·罗伯逊有着自己独到的 “第三眼观察”，他认为，埃

塞俄比亚遵循了中国成功践行的国家主导大力投资的发展模式。当大多数非

洲国家都在寻求私营部门主导的发展模式时，“埃塞俄比亚却采纳了我们在中

国看到的五年计划和自上而下的方法”，把重点放在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上，比

如首先是建立电力供应，然后发展轻工制造业，接着是重工业。②

除埃塞俄比亚外，很多非洲国家都在纷纷自建或邀请中方企业投资兴建

各类经贸合作区、出口加工区或产业园区。目前，由中方企业投资兴建的规

模较大的国家级经贸合作区已有 7 个，分别位于赞比亚、毛里求斯、尼日利

亚、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刚果 ( 布) 的黑角经济特区已邀请中国

( 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院在 2016 年完成了立法和相关项目规划论证，有望在

2017 年启动项目建设。届时，在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将出现一个 “令人惊叹”

的带有中国“元素”的非洲版经济特区。

( 二) 从反腐败和政党建设入手提高执政和治理能力

自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并渐次有序推进

经济改革以及社会和政治发展时，大多数非洲国家则是在经济上全面实施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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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郑青亭: 《从东方工业园到华坚轻工业城，中国民企加速涌入埃塞制造业》，载《21 世纪经济

报道》2017 年 5 月 15 日，http: / / finance. sina. com. cn / roll /2017 － 05 － 15 /doc － ifyfecvz1312371. shtml，
2017 － 06 － 04。

《遵循“中国模式”，埃塞俄比亚跻身非洲制造大国》，载中国外交部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http: / /www. focac. org /chn / jlydh /mtsy / t1471180. htm，2017 － 06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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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 《经济结构调整方案》并在冷战后开启

了多党政治民主化进程。然而，旨在对经济实行全面彻底的私有化、自由化

和市场化改革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脱离非洲的实际承受力，并终因超越非洲

国家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市场发育极不完善的客观现实而收效甚微。不少非

洲国家因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社会尚未形成，其在多党自由民主化的道路

上也是走的磕磕绊绊。

近年来，随着中非合作不断走向深入以及非洲国家 “向东看”潮流的勃

兴，“中国模式”对非洲国家的吸引力也自然超越了以往的经济发展层面，开

始上升到政党建设和治国理政的政治发展层面。如今，不仅越来越多的非洲

国家领导人以及非洲学者和非洲媒体主张学习和借鉴中国治国理政经验，而

且如南非这样的非洲大国在发展型政府理念的指导下，还采取了诸如选送执

政党干部到中国中央党校学习以及建设自身执政党党校的实际行动。据美国

《时代》周刊网站 2014 年 11 月 24 日报道，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 ( 非

国大) 已经仿效中共中央党校的建校模式，决定在南非曾经的淘金小镇芬特

斯克龙建立其建党以来的第一所培养政治领导人的 “党校”。一些媒体人士据

此指出，“非洲各国 ( 虽然) 从欧美学到了一套徒有其表的宪政和选举制度，

却没有从欧美学到如何源源不断地培养合格的治国理政人才，其本地的部族

主义、庇护主义传统严重制约着政府选人和用人机制的现代化。这个空缺，

很大程度上将由中国来填补。”①

的确，政党培训已成为近年来中非间政党对话和交流机制建设的一项重

要内容，成为中非双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一个新平台。据悉，从 2011

年到 2015 年，通过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开设的非洲政党领导人研修班项目，

中国培训了 200 多名年轻的非洲政党领袖。未来三年，中国还将邀请 1 000 名

非洲青年领袖来华培训，为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平台建设培养新的生力

军。② 另外，中国与非洲国家还在反腐败工作中相互学习和借鉴，为执政党打

造清廉政府和赢得民众支持进行有益探索。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就是反

腐败行动的积极倡导者。自 2000 年上台以来，卡加梅政府实行对腐败 “零容

忍政策”，他主持制定的《2020 年远景规划》把反腐败提高到了保障国家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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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唐棣: 《输出“党校”意味着什么?》，载《文化纵横》2014 年第6 期。
孙芸: 《中国为非洲政党培训干部》，原发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转引自观察者网网站:

http: / /www. guancha. cn /SunYun /2016_ 07_ 07_ 366689. shtml，2016 － 07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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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及发展的最高战略层面。2003 年，卢旺达政府出台了防治腐败的 《第 23 /

2003 号法》，规定任何人的资产如明显增加却无法证明其合理合法性，就可被

视为犯有“资产非法增加罪”而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使卢旺达的反腐工作实

现了有法可依。① 自 2015 年 12 月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执政以来，领导已执

政 50 年的坦桑尼亚革命党“铁腕反腐，打造廉洁政府; 重拳治懒，打造高效

政府; 全面问责，打造责任政府; 真情惠民，打造亲民政府”，并推出了坦桑

版的一系列严控公款消费的 “八项规定”，把节约出来的经费全部用于改善民

生，如: 大幅削减出访政府代表团人数; 总统、副总统、总理以外官员出差

不得乘坐头等舱和公务舱; 压缩会务经费; 大幅减少节庆活动; 任何国家单

位不得使用公款印制或者购买挂历、贺年卡等节庆用品，等等。②

总之，国际社会在经历了近十多年来国际金融危机、阿拉伯变局等重大

国际经济和政治事件的冲击之后，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很多发展中转型国家

纷纷走出了迷信“华盛顿共识”的理论误区，开始通过借鉴包括中国在内的

东亚国家的治理模式来摸索创新自己的治国理政之路。但由于这一学习与借

鉴、融合和创新的过程还刚刚开始，人们可能更多看到的是学习和借鉴的一

面，而忽视了融合和创新的过程。前者是建立在相似性的基础上，后者则是

由差异性所决定的。前者更多表现在初期阶段，后者将更多在中后期呈现。

正如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 2015 年在回答记者采访时所说，“中埃两

国关系之所以这么密切，是有 ‘化学物质’起催化作用的。首先，埃塞俄比

亚和中国都有一个强大的执政党。两党之间相互学习如何调动各自人民谋取

发展、实现梦想。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梦，埃塞俄比亚 ( 执政党) ‘人民革

命民主阵线’也有实现‘复兴’的梦想。两党都有清晰的口号，指引人民朝

着目标奋斗。此外，两国政府都意识到市场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像埃塞俄比

亚这样的欠发达国家，政府需要发挥重要的角色。埃塞俄比亚和中国政府在

引领国家谋取发展方面的强大角色存在相似性。而这样的相似性有助于双方

增进理解，并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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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卡加梅重拳打击贪腐，卢旺达建设非洲“最廉洁国家”》，载国际在线: http: / / gb. cri. cn /
42071 /2014 /10 /21 /7551s4735719. htm，2017 － 06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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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Experiences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Ｒeference，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He Wenping

Abstract: In just over 30 years，China has succeeded in lifting more than 700

million people out of poverty and become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just after the

US.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story of China has made African countries，who also

wish to break out of poverty and realize development，want to understand，learn and

use for reference China’s experienc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governance. Generally speaking，China’s experiences have two core essences: one

is to take a gradual reform while maintaining good balance among reform，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and using the advanced“outlook on development” to

guid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career; the other is to have a strong powerful

government dedicated to development，the farsighted leadership as well as the right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olicy. However， the differences of African countries’

national conditions will determine their different attitude and different focus on

China’s experiences learning. Equality，two － way learning and adaptability are the

key for pushing the integration of China’s experiences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China’s experiences will certainly be further developed in Africa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with African own society，history，culture，as well 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eatures.

Key Words: China’s Experiences; African Development; Governanc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Equality; Two － way Learning; Adap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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