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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中非关系在过去十年迅猛发展，加剧了美国对中国在非洲角

色的忧虑。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领域，中国影响力的发展

速度令人惊愕。例如，自 2000 年以来，中非贸易额增长了近

19 倍，中国取代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联合国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简称“解放军”）是联

合国驻非维和部队的主力，目前中国派驻非洲的维和部队人

数达 2000 年的 20 倍。另外，大约有 100 万中国人在非洲生

活，而十年前只有区区几千人。总之，自从冷战结束后，中

国的崛起大概是非洲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事件。这种突

发增长是伴随着中美两国在亚洲的紧张关系应运而生的，突

出反映了中国在非洲的角色，同时引发了地缘政治角逐在非

洲重新上演的担忧。仔细观察揭示出一幅较为平衡的图景，

而且是多元化、多层面和不断演变的。

中国参与非洲事务由来已久，不过，如今的参与程度显

著加强并且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在毛泽东时期，中国的参与

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性质。中国的经济利益逐渐

上升为其在非洲行为的主要驱动力，反映出后毛泽东时代中

国的经济和政治现实。尽管中国的政治宣传中仍保留团结和

反帝国主义等主题，当前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交往却与意识形

态无关；北京对实行社会主义体制、自由市场经济、民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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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独裁政治和神权政体的不同国家都一视同仁。虽然经济

利益往往占主导地位，当代中国在非洲的行为受到众多利益

攸关方和不同利益的驱动，而这些利益攸关方和不同利益也

时常相互角力。

经济利益和行为

中国政府和商业主体在非洲的经济利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自然资源进口来源地，一个适合出口和投资的持续增长

和相对欠发达市场，以及中国企业增加就业和积累全球化经

验的机会。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是响应北京当局“走出去”商

业战略的产物，该战略旨在扩大中国的对外投资和商业存

在。与受北京地缘政治战略所驱动的中国企业运营模式相

悖，中国与非洲的绝大部分经济往来都以获利为导向，而北

京很难维持对企业海外活动的监督。

自然资源进口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经济利益，这些资源大

约占非洲对工业化国家出口贸易额的 90%。然而，过去十年，

中国从非洲进口的石油远远少于美国或欧盟，对非贸易也比欧

美更加平衡。中国石油企业对非洲的累计投资额还不到西方企

业投资的 10%，显然处于非洲石油版图的边缘地带。中国对非

洲的石油投资不会威胁到美国或全球能源安全，而是为市场带

来新的石油供应，同时起到减少中国需求的作用。同样，中美

两国因非洲资源起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中国与非洲各国的经济关系有很大差别，主要取决于有

关非洲国家有无自然资源和消化中国商品的市场。虽然没有

一个国家能够垄断非洲的贸易，但中国已经为非洲大陆最大

的贸易伙伴（以欧盟整体统计，中国排第二）。中国还是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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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最大的小型和轻型武器进口国。总体而言，中非经济关

系对非洲国家比对中国更加重要；中非贸易占非洲国家贸易

总额的 15%，但仅占中国贸易总额的 5%。金融领域，尽管数

据的可用性和可靠性仍成问题，中国已成为非洲主要的金融

资本来源。中国绝大多数的投资和贷款活动都以获利为导向

并凭借自身的商业价值取得成功，而非国家主导的外交政策

工具。南非一直是中国在非洲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占中非贸

易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并且是中国在非洲对外直接投资的主

要目的地。

政治利益和行为

北京在非洲的政治利益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巩固中国的国

际形象和影响力，孤立台湾，对抗棘手的国际准则，以及维

护经济伙伴的局势稳定。

北京不遗余力地强调中国要“和平发展”。1 在非洲的扶贫

工作可以提高这一形象的可信度，并通过援助非洲获取具体

的外交利益。尽管与台湾的外交角逐已相对休止，北京仍需

要继续孤立台北方面。目前，只有三个非洲国家承认台湾。

国际准则方面，非洲的支持可以帮助北京对抗那些可能对中

国国内事务构成危险的惯例。从法律和外交的角度看，北京

可能认为阻止国际社会干涉非洲的民主治理和人权问题符合

中国的利益，因为这些问题或同样适用于中国国内的政治秩

序。中国不干涉内政和人权问题的立场，经常得到非洲各国

政府的赞赏和报答，即使那些有民主传统和坚实的人权实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防部，2005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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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亦然。最后，北京越来越看重非洲的局势稳定，这顺

应了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投资及其希望被视

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大国的目标。

过去十年间，北京与非洲国家的政治往来频率超过华盛

顿，中国国家元首出访非洲的次数达乔治 · 布什和奥巴马政

府同期的三倍。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大部分是双边关系，

三年一届的中非合作论坛成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展多边合作

的主要途径，届时国家元首和部级领导人云集。除了高层交

流之外，中层接触和软实力举措也显著增加，其中包括多个

引人注目的建设项目（如非洲联盟总部）以及中国国家媒体

在非洲的大举扩张。与许多西方媒体的报道相反，非洲国家

元首对中国的溢美之辞往往多过美国，而且民意调查显示，

非洲人民普遍对中国抱有好感。

安全利益和行为

中国在非洲的新兴安全利益，受到北京关于保障经济发展和

扩大政治影响力的更大利益的驱动。北京的安全利益观念越

来越强；最明显的是，2004 年解放军被赋予“新的历史使

命”，彰显了中国不断扩大的全球利益及其在“维护世界和

平，促进共同发展”中的作用 2。作为一个全球利益不断扩大

的区域大国，中国正在世界上最不稳定的一些地区确立其安

全利益。在世界前 20 大失败国家或走向失败的国家中，中

国企业在其中 12 个国家拥有 10 亿美元以上的能动投资和

2　Cortez A. Cooper，《解放军海军“新的历史使命”——为再度成为海洋大国扩

充实力》，加州圣莫尼卡：兰德公司，CT-332，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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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北京首要的新兴安全利益，是保护越来越多的海外公

民和资产免受当地局势不稳定、民众抵制、恐怖主义和绑架

等威胁。恐怖组织日益频繁地袭击或威胁袭击中国公民，尤

其是在北非地区。此外，北京在非洲的其余安全利益，是提

高中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声望，同时积累解放军非常欠缺的

作战经验。但是，迄今为止，北京显然无意直接派遣安全部

队，并继续奉行不开辟海外基地的公开承诺。这可能出于三

种考虑：解放军目前投送兵力的能力有限，担心国际社会形

成“中国威胁”的看法，3 以及北京曾做出不干涉别国事务的

外交承诺。

中国在非洲最大的军事参与领域，要数解放军参与联合

国维和行动。中方曾经长期回避并批评这种军事参与是外

国干涉，现如今，解放军参与了八支联合国驻非部队中的七

支。解放军还扩大了双边军事外交，不过仍然远落后于西方

军队。解放军在非洲实施了一些最重要的全球性行动：持续

进行的 2008 年亚丁湾打击海盗行动、2011 年利比亚非战斗人

员撤离行动，以及 2013 年向马里和南苏丹派遣步兵执行联合

国任务。这些事件代表解放军在各任务领域的首次亮相，预

示了解放军角色和能力的未来发展方向——尽管不大可能与

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军事介入强度相提并论。

未来发展趋势与中美利益相关性

过去十年，中国参与非洲事务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未来

可能会延续这种趋势。最重要的是，中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

3　夏明，“中国威胁”抑或“中国和平崛起”？，《纽约时报》，日期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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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很可能使形势愈加复杂，北京很难做到一直不插手非洲

国家的内部事务。中国恪守不干涉方针，反映的是五十多年

前的政治现实。利益的增长和多样化，加上中国在非洲的活

动主体激增，北京又无法全面管控这些主体，很可能促使中

国逐步适度介入非洲国家的地区关系和国内事务。

具体来说，北京可能更频繁地面对敏感的国家失败、公

然反华的民众运动、恐怖主义和绑架等威胁。至于经济关

系，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走出去”补贴政策释放的资本

浪潮退去，过去十年的爆炸式增长应该会慢下来。如果经济

关系失衡，北京可能不得不解决非洲国家债务可持续性的问

题。安全领域，如果对非洲安全危机的处置严重失当，北京

当局在国内的合法性及其对外不干涉原则或将受到考验。北

京可能会培养一种攻击性极低的作战能力，以便应对非洲地

区的危机、公民撤离和资产保全等问题，不过，这不大可能

在未来十年内实现。然而，关于中国发展前沿海军基地网络

的担忧，看来是杞人忧天了。

有别于冷战时期在非洲地区的零和地缘政治博弈，当前

时期，中美在非洲的利益分歧较小、危险程度较低。美中两

国在非洲国家稳定和市场正常运转方面有着根本性的共同利

益，因为这是保障经济利益、深化关系、以及双方都希望扮

演的全球领导形象的先决条件。两国都没有宣传政治意识形

态或重商主义经济的目的，否则很容易在该地区引发冲突。

对于实现稳定与发展的最有效方式，华盛顿与北京存在意

见分歧，反映出双方的国内政治结构和发展沿革。但是，两

国都不会僵化地推行各自的发展理念。美中利益分歧最大之

处，是外国势力在支持非洲（特别是被排斥国家）建设良治

和人权准则中的角色。北京一方面缓解了苏丹和津巴布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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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承受的国际压力，另一方面，当这些国家的行为严重威

胁到局势稳定或北京的国际声望时，北京也会利用与他们的

密切关系加以遏制。

最重要的是，非洲国家将继续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并

有选择地接纳外国的建议。中美双方都不会在非洲经济或政

治秩序的转型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这个角色将继续由非洲

领导人担任。

结论和政策建议

客观看待中国在非洲的不利活动。美中两国的评论家都倾向

于美化本国对非洲事务的参与，同时又挑剔对方的活动，由

此作鲜明对比。早在中国在非洲大陆充当新角色之前，就发

生过针对独裁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斗争，结果判若云泥。此

外，虽然不及中国更甚，但欧美都持续寻求与独裁政权发展

关系，并且在规范商业行为方面举步维艰。鉴于北京很难管

控其附属的经济主体，美方不宜从每项行动中猜测北京当局

的战略意图。中国影响力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并不会取代欧

美的根本作用，特别是在政治和安全事务方面。

政策制定者应避免低层次的竞争升级为双边战略紧张局

面，把中美在非洲的关系与中美双边关系的大趋势隔离开

来。中国投资于被排斥国家并抵制在非洲确立国际人权准

则，这种现实情况的确有悖理想，但不至于给美国利益造成

重大威胁。中非关系具有稳固的经济基础，并且不可动摇，

中方处置非洲治理的方针从根本上反映出中国的国内政治结

构和历史沿革。零和博弈和敌对宣传作用不大。这种方式还

向非洲国家表明，美非关系倾向于权力政治的平衡，并非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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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伙伴关系，同时为非洲国家挑动美中互相对抗创造了机

会。为支持美国在非洲的领导地位和加强国际准则，美方应

侧重于重振与非洲的关系，而不是竭力与中国竞争。

最后，美国非洲司令部 (AFRICOM) 应伺机增进与驻非解

放军的交流。尽管双方存在深层次的战略互疑（特别是来自

北京方面），但美军很熟悉解放军将在非洲面临的新兴安全威

胁，增加了交流的可能性。此举将打消遏制中国的言论，体

现缓解紧张局势的价值，减轻非洲国家对大国较量的焦虑。

在各国军队中，美军最适合牵头实施这种交流倡议。两国

的海空军关系都聚焦于太平洋地区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和空

海一体战等冲突更大的维度，而陆军直接对抗的领域相对较

小。解放军陆军历来是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但由于对太平

洋战区的重视，解放军海军、空军和导弹部队（其建制独立

于陆军，隶属第二炮兵部队）受到格外关注。美国陆军正寻

求在太平洋地区的再平衡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从

非洲着手，通过陆军之间的关系率先开展军事外交，或有利

于两国总体双边关系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