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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合作论坛二十周年 ：
历程、成就与思考

李安山

【内容提要】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二十年来，中非合作不断取得新突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在此背景下，西方对中非关系快速发展产生焦虑、偏见和忌妒情绪，部分西方媒体针

对中非合作进行各种无端指责。当前中非合作面临众多机遇与挑战。在处理相关问题时，中

非只要坚持求同存异，加强沟通和协调，就会继续实现合作共赢。当下，中国需客观认识中

非合作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地位及其在各国的实际反应，同时警惕国际上某些“捧杀”“中

国模式”的做法，趋利避害，推动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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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之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经济

学家莱斯特 · 瑟罗教授曾预言：在 21 世纪有资格

站上世界舞台的经济体是欧盟、美国和日本。[1] 他

没想到，中国在 21 世纪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也没想到，著名咨询公司盖洛普（Gallup）发布的《评

价世界领袖（2018）》报告显示，世界 134 个国家

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领导力的认可度达 34%，高

于美国的 31%，这是 2008 年以来中国领导力认可

度第二次超越美国，创下中国 10 年来新高；[2] 他

更没想到，2020 年美国已严重依赖从中国进口的

制成品，[3] 并且将中国摆上主要竞争对手的位置，

特朗普总统更是将摆脱对华依赖作为 2020 年的竞

选承诺之一。

对美国而言，与中国竞争的结果不仅将影响自

身经济发展走向，而且关乎所谓“模式之争”，即认

为其一旦被中国超越，将丧失自身霸权地位。尽管

这只是美国的单方面认知，但对认识当代世界政治

至关重要。受这种认知影响，发展中国家似乎成为

中美争夺的重点地区。因此，客观评估这一认知对

中非关系的影响十分重要。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二十

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前，中非合作面临

众多机遇与挑战，中国应在继续促进中非合作的同

时，客观认识和把握国际局势，趋利避害，使中非

合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中非合作论坛 ：历程、成就与辨析

中非合作论坛已走过二十年历程。虽然期间遇

到了一些困难和挫折，但论坛取得的成绩令世人瞩

目。从论坛的缘起、成立到合作过程，从宣言和行

动计划到各项举措的落实，每个阶段都体现了中非

双方互相尊重、平等合作和互利共赢的特点。[4] 中

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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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者沈晓雷指出，“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有其历

史必然性。一方面，它是中非友好合作关系长期

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它又源自中非双方共同

的需求。”他从论坛发展的角度，将中非合作划为

三个阶段。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到第四届部长级会议

（2000—2009 年）为第一阶段，合作主要集中在经

济领域，内容从以贸易为主到贸易与投资并重。第

四届部长级会议到约翰内斯堡峰会（2009—2015年）

是第二阶段，合作内容在继续深化经贸合作基础上

加强人文交流。约翰内斯堡峰会至今（2015 至今）

是第三阶段，合作内容在经济领域从产能合作拓展

到产业对接和共建“一带一路”，和平安全合作成

为重要合作领域，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成为合作新亮

点。[5]

应该看到，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和顺利发展得

益于世界趋向和平发展及发展中国家希望团结互助

的大环境。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国际形势的

发展使中非双方日益认识到彼此合作的重要性及优

势，非洲方面率先提出建立论坛的建议。从中非合

作论坛的提出与成立及每次会议的筹备操作，共商

共建共享的原则始终贯穿其中，双方的平等精神和

合作诚意突出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非洲国家在中非合作论坛的酝酿过程

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从 1991 年至今，中国外长每

年首次出访都选择非洲国家。1998 年 3 月，唐家

璇就任外交部长后访问了几内亚、科特迪瓦、加

纳、多哥和贝宁 5 个非洲国家。同年，毛里求斯

外交部一位司长和其他非洲外交官在出席中国举

办的非洲法语国家司局级外交官研修班时提出在

中非关系方面，希望建立“一国对多边的伙伴关

系”（One To Multi Partnership）。[6]埃及资深外交官、

曾任非洲统一组织要职的艾哈麦德·哈加戈（Ahmed 

Haggag）代表非洲统一组织出席 1999 年 1 月在北

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非洲艺术大展活动时，明确提

出中非之间建立多边合作机制的建议。[7] 1999 年，

马达加斯加外长利娜 · 拉齐凡德里亚马纳纳（Lila 

Honeta Ratfandrihamanana）访问中国。这位出身

于文学世家的女外长学识渊博、视野开阔，非常重

视中非关系。在与唐家璇外长会谈时，她提到非洲

国家和许多发达国家建立了机制性合作平台，因此

提议建立一个论坛，以巩固中非友好关系，加强中

非合作。[8] 可以说，非洲有关人士的多次推动为最

终促成中非合作论坛的启动和创立作出了重要贡

献。[9] 

第二，论坛筹备和议程操作体现了平等协商的

精神。中国外交部与商务部官员在每次论坛前均会

拜访非洲国家相关人士，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在双

方商议后确定合作领域。论坛操作过程也由双方共

同完成。论坛一般由中非双方推出共同主持人，会

议在中国和非洲国家轮流举办，充分体现了平等合

作的精神。这种精神也对大国对非关系产生了积极

影响。例如，1993 年成立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

议的前五届均在日本举行。非洲国家向日本提出应

向中国学习，适时在非洲举行，遂主办方决定第六

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在肯尼亚举行。在中非合

作论坛举办过程中，中非国家领导人充分发表意见，

就双方合作领域展开广泛讨论和协商。

第三，论坛会议成果的落实充分体现了双方

务实合作的风格，使中非合作论坛在过去二十年内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在协助非洲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成绩显著，建成铁路和公路里程均已超过

6000 公里，建成近 20 个港口和 80 多个大型电力

设施，便利了非洲交通，促进了非洲工业化进程，

提升了非洲自主发展能力。在民生领域，中方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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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援建 130 多个医疗设施、45 个体育馆、170 多所

学校，近 5 年共培训非洲各类人才超过 20 万人次，

分布在各行各业，为增进非洲人民的切身利益和福

祉作出重要贡献。在贸易投资方面，2019 年中非贸

易额突破 2000 亿美元，中国连续 11 年成为非洲第

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达 1100 亿

美元，3700 多家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兴业，为非

洲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中方已累计派

出医疗队员 2.1 万人次，迄今在非洲各国医治病患

2.2 亿人次。[10] 更重要的是，论坛始终秉持共商共

建共享的原则和正确义利观，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

不附加政治条件、不强人所难；注重倾听非洲声音，

尊重非洲意愿，契合非洲需要。这种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理念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2018 年

来华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指出：“中非合作有利于和平安全，有利于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1]

中非合作成就非凡，也经受了各种考验。最为

突出的一次是非洲联盟总部会议中心建成后的谣言

事件。援建非洲联盟会议中心项目是中国在 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上作出的承诺，以支持非洲地区一

体化进程。2009 年 6 月，该项目在埃塞俄比亚首都

非盟会议中心项目是中国援助非洲重点项目之一，也是中国政府继坦赞铁路后对非洲最大的援建项目。图为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的非盟会议中心及综合办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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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的斯亚贝巴正式启动，2011 年 11 月竣工，由一

栋 20 层的办公主楼、一个可容纳 2505 人的会议中

心以及一栋有 31 个小会议室的建筑组成，总建筑

面积为 11.2 万平方米。这是中国继坦赞铁路之后对

非洲的最大援助项目，共投入 8 亿元人民币（约合

1.237 亿美元）。中非双方将这座配备各种先进设备

的大型建筑视为双方传统友谊的象征。[12] 然而，这

一标志性建筑却被某些法国媒体渲染为中国在非洲

影响力的宣示，并掀起炒作“中国殖民非洲”的新

一波浪潮。个别西方媒体在 2018 年非洲联盟峰会

召开前夕恶意炒作“中国借援建非洲联盟会议中心

对非洲联盟窃听”的谣言。英国《金融时报》以耸

人听闻的标题《非洲联盟就黑客攻击总部指责中国》

发布了虚假报道。文章纯属臆测，通篇无法提供任

何非洲联盟官员就相关事件对中国的指责。[13] 这种

有违新闻职业道德的歪曲报道竟被法国《世界报》

等转载。对此，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法基指出，“这

完全是制造谎言，挑动是非。非洲联盟认为中方不

可能也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事情。中非关系不可动摇，

非洲联盟与中国的共同任务是加强合作，增进双方

人民福祉。这样的谣言绝不会损害中非关系，也不

会让我们分心。”[14]

中非合作 ：疑虑、抨击与评价

中非关系源远流长。进入 21 世纪以来，双方

合作关系快速发展。2000 年 10 月，中非合作论坛

建立。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二十年来，中国在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吸

收各国经验，经济总量不断增加，社会发展取得进

步。同时，中国以各种方式回馈国际社会，与非洲

的发展合作是其中的重要成就之一。中非合作不仅

有别于西方长期以来控制的对非国际援助模式，而

且不断取得新突破，西方对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产

生了焦虑、偏见和忌妒情绪，部分西方媒体针对中

非合作发起各种无端指责，包括“掠夺资源论”“援

助方式有害论”“漠视人权论”“破坏环境论”“帝

国移民论”及近年来的“债务陷阱论”等。[15] 诸多

恶意指责中最为典型的是“新殖民主义论”。2006年，

英国外务大臣杰克 · 斯特劳（Jack Straw）访问尼日

利亚时，公开指出“中国在非洲所为与英国 100 多

年前的殖民活动相似”，从而引发西方对中非关系

性质的恶意攻击，指责中国对非洲进行所谓的“新

殖民主义”“经济帝国主义”。[16] 虽然国际社会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对中非合作论坛取得的成就表示充分

肯定，但西方媒体攻击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

的陈词滥调仍不绝于耳。[17] 

然而，最有资格对中非合作做出评价的是非

洲人民。2015年皮尤全球民意调查“对中国的看法”

报告表明，非洲民众对中国普遍具有好感，这一

比例在加纳占 80%，在埃塞俄比亚和布基纳法索

占 75%，在坦桑尼亚占 74%，在塞内加尔、尼日

利亚和肯尼亚占 70%，在南非占 52%。[18] 2017 年

8 月 14 日，中非媒体对话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

行。12 家非洲媒体的代表就“相知相通”“通力合

作”“携手未来”三个议题进行交流，驳斥了西方

媒体的相关指责，并对中非合作进行了客观评价。

卢旺达《新时代报》主编塔萨姆巴表示，“西方媒

体反映的是‘脏乱差’和没有希望的非洲，对中非

的发展成果总是‘选择性失明’；中非媒体合作有

助于非洲人民了解中国，也会让中国人民更好地看

到非洲欣欣向荣的一面。”加纳《发现者报》的达

科认为，西方媒体试图将中国描画成非洲的“新殖

民者”，制造中国“新霸主”的假象，从而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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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作应被警惕监视的对象。他希望中非媒体合作能

扭转这一错误局面。[19]2019 年 12 月 5 日，皮尤民

调报告表明，对华印象的正面和负面之比在突尼斯

为 63%/16%，在尼日利亚为 70%/17%，在肯尼亚

为 58%/25%，在南非为 46%/35%。[20]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长迄今连续 30 年每年

首次出访都选择非洲国家，在国际交往史上堪称独

一无二。这一传统主要基于三个原因：中非世代友

好的历史传统和患难与共的特殊情感；中非深化合

作、共同发展的现实需要；中非加强国际协作、维

护共同利益的重要使命。情感、需要和使命决定了

中非合作的意义，也诠释了其持久性。[21] 近期，中

非互相支持也表现在香港问题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法》，明确定义了从事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

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四

类犯罪行为及相应刑事责任。不少非洲国家政党政

要在香港国安法和香港因新冠肺炎疫情推迟立法会

选举等问题上坚定支持中国，反对并谴责部分国家

妄图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22] 

当然，中非实际发展程度不同以及处于全球工

业生产链的地位不同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双方在国

际舆论环境中也面临一些挑战。虽然在关于自然 /

人类、生命 / 生存、个体 / 群体、权利 / 义务、选

举 / 民生、自由权 / 生存发展权关系等问题上，中

国与非洲国家有各自看法。但在处理这些关系时，

中非只要坚持求同存异，就可以实现双方的和平共

处和共同发展。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与非洲文化

还具有很多相同点，包括集体主义、敬老尊贤、平

等观念和宽容待人等方面的理念和实践。[23] 比如，

对于人权的定义，非洲人强调乌班图（Ubuntu）精

神，包含“人道待人”（对别人仁慈）和“天下共享，

连接众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层意思，即一个

人的存在只有在他人存在的情况才能体现，个人价

值只有在与众人的诸种社会关系之中才能实现，个

人与集体是一种共存关系。这一概念认同在包括非

洲联盟在内的整个非洲相当普遍，也与中国强调的

集体主义价值观有极大的相通之处。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武汉采取 封城 和严格

的管理措施在较短时间内即得到在华非洲人的逐步

理解。随着疫情在中国的缓解和在非洲的日益严重，

中非双方领导人不断沟通，互相支持抗疫斗争。中

国向非洲国家提供大量抗疫物资，分享抗疫经验并

派出医疗专家组，深化公共卫生领域合作。[24] 双方

在以人民生命为要、支持世卫组织的努力以及合作

抗疫等方面采取一致行动并互相支持。虽然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频频高调宣称“美国对帮助非洲抗击新

冠病毒的贡献无人可比”，但事实已经证明，谁才

是非洲国家真正值得信赖的伙伴。

在 6 月 17 日举办的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将继续全力支持非洲抗疫行

动。双方应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尽最大努力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定不移携手抗击

疫情，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合作，共同打造中非卫生

健康共同体和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会议发

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联合声明》，向国际社

会发出中非团结合作的时代强音。[25] 这种合作抗疫

除了药品和人员的互相帮助外，也落实在技术合作

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国药集团和摩洛

哥等非洲国家有关方面密切沟通，协商达成了《新

冠灭活疫苗临床合作协议》《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

苗合作协议》，中国研制的新冠疫苗取得了摩洛哥

政府的临床试验许可，并已经开始在埃及进行第三

期临床试验。[26] 在中非合作抗疫过程中，虽然时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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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部的杂音，但只要双方抱着尊重事实、求同存

异的态度，相关问题一定会得到妥善解决。中非互

为重要的战略伙伴，非洲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

重要参与者。从全球减贫发展的千年目标来看，中

非互为依托，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中非已成为彼

此重要的商品市场和产能合作方。非洲是中国重要

的战略物资供应方、重要的投资地和产能转移地，

更将成为中国重要的金融突破口。

关于未来中非合作的思考

2020 年是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二十周年，中国

应认真总结经验，推动中非合作进一步深入发展。

为了防止有碍中非合作发展的现象或趋向出现，中

国对非外交需立足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深入思考。

一是客观认识中非合作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地

位及其在各国的实际反应。中非合作确有其特点和

优势，但中国有关合作意愿仍未成为国际社会普遍

接受的系统理论或理念。除受援国外，中国对非合

作在具体实施上仍然需要更多同行者。中非合作的

内容比较丰富，进展相对顺利，但面临的困难也不

少，尤其是客观评估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鉴于此，

中国要继续坚持“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坚持

正确义利观，坚持平等交流、互学互鉴的中非合作

定位，并通过持久有效的中非合作，团结广大发展

中国家。[27]

二是警惕国际上某些 “捧杀”“中国模式”的

做法。中国在发展方面成就巨大，国际上有关“中

国模式”的提法颇为流行。在相关国际组织的话语

体系中，一些“援助发展—发展成功”的案例已经

以“中国模式”为相应指标，希望非洲受援国学习

中国有关做法。但是，中国一直强调各国要探索符

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和方式，不希望他国简单照

搬所谓的“中国模式”。[28] 中国的成功在于长期坚

持改革开放的方针不动摇，并且因地制宜、与时俱

进，同时离不开有利的国际环境；但非洲国家作为

后殖民时期的欠发达经济体，仍面临诸多不利于其

自主发展的内外因素。在对非合作上，中国既要防

止相关国际组织简单地生搬硬套的做法，也要警惕

美西方某些组织或政客借学习“中国模式”的名义，

干预非洲国家发展进程。

笔者在 2006 年时曾指出，“在世界经济日益全

球化的今天，中非关系建立在共识、共商和共赢的

基础上；非洲需要中国，中国更需要非洲，”[29] 这

一观点在当前仍具适用性。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在世界范围逐步得到广泛认同，中非

之间紧密的合作关系更加凸显其时代价值和世界意

义。

（作者系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

电子科技大学协议教授）

（责任编辑 ：苏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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