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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经贸风险凸现
文|李因才

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是中国对非经贸新的增长点，却也是最容易

受骚乱冲击的部分。中国对外投资地区的多元化，或有助于降低中

企在非洲所面临的高国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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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下游，以采掘业、低端制造业和农业

项目为主，这与欧美企业盘踞金融和高端

制造等上游产业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另

外，随着政治上层关系的拓展和产业升级

的推动，中国近两年开始将投资重点转向

拉美和欧洲地区。2010 年，中国对巴西的

投资在一年内增长逾 140 倍，从投资该国

的第 20 名国家跃升到第一名，就是最典

型的例子。中国对外投资地区的多元化，

或有助于降低中企在非洲所面临的高国家

风险。

和在非洲经营数百年、树大根深的欧

美列强不同，中印等新兴经济体作为后来

者，在非洲高风险国家的投资比例要远高

于前者。在《外交政策》与“和平基金会”

编制的 2009 和 2010 年的“失败国家指数”

中，索马里、乍得、苏丹、津巴布韦、刚

果（金）、中非、几内亚和肯尼亚八国连

续两个年度垫底。而中国投入上述国家的

非
洲不再遥远！今年 1月份以来，

无论是席卷摩洛哥、埃及、利比

亚等北非国家的政治骚乱，还是

最大国家苏丹在公投后宣布的南北分离，

抑或西非小国科特迪瓦在大选后出现的血

腥内战，都毫无例外地牵动着中国人的敏

感神经。中资企业在利比亚的惨重损失以

及多达 3万余人的大规模撤侨，不仅展示

了中国在非洲急剧上升的经济权益，更明

晰地刻画出一个新兴大国在全球商业拓展

中的艰难身影。

 

投资的风险偏好

中非关系源远流长，但双方间的经贸

往来却长期处于低水平。1979 年以前，政

治往来远比经贸往来热络。1800 多公里

的坦赞铁路是那个时代残存下来的为数不

多的事例。即便到了1980 年代，因中非

关系不冷不热，双边经贸额在 8 亿 ~12 亿

美元之间徘徊，10 年间中国在非直接投资

（FDI）加总不超过 5000万美元，很难引

人注意。

1990 年代，随着中国制造业迅猛成

长，中非经贸逐渐活跃起来。到 1998 年，

双边贸易额超过 1亿美元的国家，由1990

年的苏丹一国发展到南非、埃及、尼日利

亚、摩洛哥、安哥拉、加蓬等 14 国。也

就在这期间，因内需市场趋于饱和，大批

从事开发、制造、建筑类的大型国企以及

广东、江浙一带的民企开始进入非洲市场。

到 2000 年，中非双边贸易额从前一年的

64.8 亿美元蹿升到 106 亿美元，2008 年

又冲破 1000 亿美元大关。2009 年，中国

超过美国，跃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中

国在非的 FDI 数额，也从 2000 年的 2.16

亿美元增至 2009 年的 14.4 亿美元。2010

年中国在非投资存量超过 100 亿美元。

不过，中国在非洲的企业基本处于产



79

南风窗·双周刊

2011.4.20-5.3  第 9 期

FDI 存量 2009 年达 14 亿美元（流入索马

里的 FDI 统计数据暂缺），若加上排名紧

随其后的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两大资源

国，存量超过 27 亿美元。其中，在尼日

利亚存量投资为10.3 亿美元，与流向德国

的中资存量差不多；投向苏丹 5.6 亿美元，

刚果（金）近 4 亿，埃塞俄比亚有 2.8 亿，

几内亚和肯尼亚也都突破了1亿。

单从直接投资来看，中资企业在非洲

的份额微不足道。2009 年，流入非洲的

FDI 总额高达 585.65 亿美元，中资企业在

其中不到 3%，相比欧美企业还有很大差

距。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影响，更多体现在

中企在非大量开展的工程承包、劳务合作、

通讯、技术合作等商业活动以及数额不菲

的官方经济援助上。单就前两项，据商务

部数字，截至 2010 年 8月份，中国在非设

立的 2000 余家境外企业，承包工程累计

签订合同额为 2052 亿美元，2000~2009

年年均增长率达 40.1%；劳务合作累计合

同额 35 亿美元，年均增长7.3%。

对中非经贸合作而言，双边贸易是立

足点，直接投资和官方援助是有益补充，

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则是新兴增长点，却

也是最容易受骚乱冲击的部分。2010 年

中国与利比亚双边贸易额仅为 66 亿美元，

而据商务部部长陈德铭 3月7日透露的数

字，撤侨前中国在利比亚有 75 家企业，50

个项目的工程承包，涉及的金额有 188 亿

美元。现在所有在利项目都已停滞，从目

前情况看，中资企业的损失或将超出预期。

 

政治为经贸开路

在开拓非洲市场上，政治与经贸亦

步亦趋。在中非 2000 年以来的经贸大跃

进中，3 年一届的“中非论坛”功不可没。

论坛 2000 年在非洲官员提议下设立，目

的是仿效欧美多边援非方式。迄今已召开

4届部长级会议，每届盛会，政府都会有

新的援非优厚措施出台，投资、贸易等数

额则藉此出现跳跃式发展。2006 年，中

国宣布了50 亿美元的优惠贷款，2009 年

又将之增加了一倍。从 2000 年至 2009 年，

中国免除 35 个非洲国家的 312 笔债务，

总计 189.6 亿元人民币。这无疑是中资企

业在非最好的形象公关，大额经援的发放

更为中企直接提供了大笔协议和订单。

不像经合组织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

中国政府在向非洲提供无息或低息优惠贷

款的同时，也将贷款和项目捆绑起来，由

中国公司通过竞取项目获得贷款，在当地

从事资源勘探开发、设备投资、基础设施

的建设。这种模式与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

（ODA）模式相似，既方便中国公司进入

对方市场，又减少了受援国政府可能的腐

败。

在这种模式带动下，大批“国”字号

龙头企业进军非洲。中建公司从承担援外

建设项目中的土建任务开始，成长为非洲

建筑业的翘楚。中国铁建已经占据 30%

以上的非洲铁路建设市场，目前在建铁路

长达 5000 公里。中石油在帮助苏丹从石

油进口国转为净出口国、建成上下游一体

化的现代石油工业体系的同时，也为自己

赢取了大量石油权益。中国有色从投资赞

比亚的铜矿项目起步，先后成立了9 家公

司，在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

博茨瓦纳、利比亚、埃及、苏丹等国承建

大批工程，并自2007 年始开发和运营设

在赞比亚的中国第一个在非经贸合作区。

在中国的援外体制中，教育部、卫生

部、农业部等机构均有参与。外交部不仅

参与谈判，还通过设在各国大使馆里的经

商处负责组织实施援助项目，国家进出口

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这类政策性银行则负

责发放贷款。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商务部，

经济谈判和经济协议的签署都由其负责，

其内部附属的对外援助司、西亚非洲司等

有权进行项目筛选、评估。多部门的分管

体制有时会相互冲撞，比如在苏丹问题上，

外交部会考虑国际形象，而居主体的商务

部则注重资源获取和项目盈利。

中国对非洲投资往往以经援开道，将项目和中方贷款捆绑，减少获批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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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中国与利比亚

双边贸易额仅为 66 亿

美元，而据商务部部

长陈德铭 3月 7日透

露的数字，撤侨前中

国在利比亚有 75 家企

业，50 个项目的工程

承包，涉及的金额有

188亿美元。

/ 传真

由于不完全透明，中国在非洲投入多

少经援，难以统计。有数字指，到 2009

年 9月底，中国提供援助 760 亿人民币，

截至 2008 年，各种贷款约 460 亿人民币。

这些款项当中的大多数流向了交通、供水、

电力、通讯、医院、学校等一大批与民生

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当然，

也有不少“面子工程”，比如在赞比亚前

总统穆瓦纳瓦萨的家乡恩多拉，人口不过

40万，中国却援建了一座容纳 4万人的体

育场。受援较多的是尼日利亚、安哥拉、

埃塞俄比亚、苏丹、刚果（金）、赞比亚

几国。不过，经援流向并不止于资源富裕

国，非洲 49 个邦交国都不同程度受益。

经援开道，中资企业可以趁势在该地拓

展。

 

“安哥拉模式”难以复制

安哥拉可能是中国在非经贸“双赢”

拓展最生动的案例。这个国家不算大，却

超过南非，连续 4 年成为中国在非洲的第

一大贸易伙伴，中国自其进口的原油数量

也仅次于从沙特进口的量。在这个如此重

要的国家，双方关系的快速升温却只是最

近几年的事情。在 2002 年结束长达 27 年

的内战之后，2004 年 3月，中国的进出口

银行向百废待兴的安哥拉提供了第一笔 20

亿美元的贷款。中国的贷款以之前巴西等

国已采用过的石油出口作为担保，没有附

加任何政治条件，偿还期 12 年，利率仅

为伦敦银行同业拆息率加 1.5%。尽管给

安哥拉放贷风险很高，但中方利率却非常

优惠。

第一笔贷款分两期实施，用于102 个

基础设施项目的修缮或新建，基建项目完

全由中资企业竞标承包。在第一期工程于

2007 年完成后，中国进出口银行又陆续为

其追加了25 亿美元贷款。两笔贷款有效

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为其工商业

成长提供了必要的“硬件”支持。到第二

笔贷款发放时，安哥拉已经发展到不再完

全依赖石油作抵押，而有了其他能被认可

的抵押品。

与此 同 时， 中 安 双 方经 贸额 在

2002~2010 年间疯长了 35 倍，尤其在

2004 年后成长更快，2008 年中国取代美

国成为安第一大出口对象国。2009 年，有

上百家中国公司在安哥拉安营扎寨，累计

签署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合同 226.7 亿美

元，中石化是其中最大受益者。在签订第

一笔贷款当年，中石化就购得了在安哥拉

的第一块油田，由英国石油公司（BP）经

营的 18 区块油田 50% 的权益，与安石油

联合开发。在此期间，随着中资企业的进

入和业务的拓展，受雇的中国劳工也增长

到 4万人左右。

中国不是唯一在安哥拉竞争资源和市

场的国家，安哥拉也绝不会让哪个国家居

于主导地位。两国间的关系正如安总统多

斯桑托斯所言，“中国需要资源，而安哥拉

需要发展”。

与安哥拉相比，石油储量在非洲大陆

仅次于利比亚的尼日利亚，就没有应用好

被世行誉为“石油换基础设施”的“安哥

拉模式”。与多斯桑托斯总统执政长达 32

年形成的相对稳定不同，尼日利亚的政局

与政策多变，从 2007 年以来，总统 3 次

易人；加之贪腐严重、宗教冲突频仍，以

及尼日尔河三角洲产油带频发的绑架、袭

击事件，近几年尼日利亚吸引外资的能力

持续下降，在 2009 年还不到安哥拉的一

半。但中国在尼的经贸活动却很广泛，在

尼直接投资仅次于在南非。中国在非洲建

立6 个经贸区，尼独自拥有两个，其地位

可见一斑。不过，中尼经贸发展速度不快，

长期挑战比较大。

 

中国外交的挑战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中，资源类只占

1/5，经贸活动正向更宽广的领域发展。

在赞比亚，位于首都卢萨卡市郊的中垦农

场从 1993 年底开始运转，如今其农产品

已占当地市场份额的 20%，像中垦这样的

中资农场在赞比亚还有4 家。从驻赞经参

处网站 2010 年 10月挂出的中资企业、机

构名录上可以发现，除从事矿产和冶炼的

26 家企业外，还有从事教育文化、医疗服

务、金融、通信等各类企业 70 家。

在人均收入低下、资源贫乏的西非小

国贝宁，中资足迹同样明显。中国建筑、

上海建工、宁夏二建、中国纺织等在这里

承建经援项目30 多个。2008 年底，在贝

注册的中资企业近 30 家，主要分布在工

程承包、通讯等领域。科特迪瓦的中资情

况也差不多。

北非乱局对中国在非洲的经贸拓展是

一个很大的警讯，在经济表现上要优异

于撒哈拉以南国家的地方反而出现连锁动

荡，足以提醒人们，非洲未来的国家风险

依然处于高位。尽管如此，对资源的渴求、

高利润以及国内资本和产能的大量过剩都

决定了，中国在这块神奇土地上的商业冒

险不会止步。

随着越来越深地融入这一地区，尤其

是考虑到中非间政治与经贸的紧密联结，

中国未来将越来越难以置身非洲事务之

外。此前在苏丹达尔富尔以及此次在利比

亚问题上的艰难姿态，已经昭示出中国外

交的左右为难。

另一方面，中非间的经贸活动不足以

撼动欧美国家主导地位，但中国也在以自

己的方式静悄悄地重塑非洲。中国带来

的不仅是推土机和潮水般涌动的“中国制

造”，还有与欧美迥异的制度和文化，以

及对非洲“顽疾”完全不同的“疗方”。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为传统秩序的守护

者，欧美发出“中国威胁论”惊呼，并不

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