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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 向 新 的 十 年: 中 非 合 作 论 坛

可 持 续 发 展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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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容提要 ! 中非合作论坛是中非双方探索新的合作模式的一项成功创举。论坛成立 10

年来, 已成为促进中非关系发展的重要平台。在论坛框架下, 双方合作已经取得丰硕成果,

不断创造出新的发展亮点。在当前国际体系酝酿着深刻调整, 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形势呈

现出复杂多元局面的背景下, 论坛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在如何服务于中非关系大

局、整合资源、发挥主渠道作用, 以及完善自身机制等方面, 论坛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关 键 词 ! 中非合作论坛 ! 成就 ! 机遇 ! 挑战 ! 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 ! 李伟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西亚非洲研究中心主

任、研究员 (上海 ! 200233) ; 张忠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研
究员 (上海 ! 200233) ; 张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

(上海 ! 200233 ); 祝鸣,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上海 !

20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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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非 合 作 论 坛 十 年 成 就

冷战结束后, 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 中非关系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中非合作论坛 (以下简

称 ∀论坛# ) 是中非双方在新形势下创立的新的合作模式, 为中非双方开展对话与合作、解决共同关

注的新挑战与新问题构建了对话平台。∃ 论坛成立十年来, 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和非洲的共同发展, 扩

大和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在非洲的软实力, 也提升了非洲的国际地位, 推动中非关系上了一个

新台阶。这是中国和非洲的成功, 也是南南合作的成功, 展示出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最集中的非洲大陆携手共进所迸发出的强劲活力和所蕴含的巨大潜力。%

(一 ) 开创了中非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

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发展问题。论坛自创立起就将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宗旨。这些年来,

非洲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在政治上给予了积极支持, 中国借助非洲的资源和市场实现了自身经济的快

速发展。中国在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 也为非洲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如在首届论坛上, 中方宣布

减免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 100亿元人民币债务; 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增加了人力资源开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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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塞内加尔 ] 卡林 巴蒂利: 中国对非洲的文化战略: 重要性、前景与挑战 , 载 西亚非洲 , 2009年第 5期, 第

25页。

参见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 2010年 1月 7日在摩洛哥 晨报 发表的署名文章: 中国与非洲: 传统友谊与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的二重奏 , 转引自外交部网站 h ttp: / /www focac org /chn / zfgx/ zfgxzz jw / t650733 h tm



目, 提出为非洲培训各类专业人员 1万人; 第三届论坛暨北京峰会, 提出了中非务实合作的八项举

措; 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又提出了新八项举措, 对非洲的优惠贷款增加到 100亿美元, 对来自与中国建

交的最不发达非洲国家 95%的产品逐步实现零关税以及加大援助非洲力度。这些措施还涉及应对气

候变化、科技合作、增加非洲融资能力、农业合作、扩大市场准入、促进投资、减免债务、发展医疗

卫生、人力资源开发等各个方面, 对加强新时期中非友好关系和经贸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也受到了非

洲国家的高度关注和热烈欢迎。∃

论坛创立以来的一系列举措为非洲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已经成为非洲经济发展的新动

力。近年来, 非洲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 年均增长率保持在 5%以上,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中非经贸

合作的有力推动。论坛创立十年来, 中非贸易额从 2000年的 100亿美元扩大到 2008年的 1 068亿美

元, 年均增长 30%以上。2009年虽然贸易总额有所下降, 但随着经济复苏和大宗产品价格回升, 预

计今年中非贸易将有望回到较快增长的轨道上来。% 此外, 自 2007年 2月第一个中非经济贸易合作

区在赞比亚揭牌成立至今, 中国已在赞比亚、埃及、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五国开建 6个

经贸合作园区, 部分合作区已初具规模, 并开始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中非贸易拉动了非洲初级产品

的价格, 中国向非洲国家开放市场, 促进了非洲的出口,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以及承建基础设施带动了

非洲经济的起飞。迄今, 中国在非洲的企业已逾 1 600家, 直接投资累计 78亿美元。 2009年因金融

危机, 西方国家政府对非洲直接投资锐减, 一些国家甚至取消了部分对非洲发展援助计划, 而中国对

非洲直接投资却逆势增长, 金额高达 13 6亿美元, 比 2008年增长了 36%。

(二 ) 提升了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和非洲的国际地位

在中国逐渐发展为全球性大国的过程中, 非洲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伙伴。中国从中非关系中

所获得的远不止石油和资源, 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 ∀中国知道自己需要伙伴, 非洲是
最好的伙伴 #。& 论坛的创立及成功有效的运作, 不仅使中非关系在传统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得以朝着

制度化、机制化方向可持续发展, 也提升了中国在非洲乃至国际上的影响力。中非关系的迅速发展已

引起国际社会高度重视, 一些西方大国不得不承认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不仅对中国和非洲有利, 对包括

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也是有利的, ∋ 并且试图与中国在非洲事务上进行合作。

论坛同样为非洲国际地位的提升和非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 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成为国际对非洲合作的成功范例, 引起其他国家的极大关注, 尤其是西方大

国对非洲的重视度大大增强, 它们纷纷调整政策, 强化对非洲合作。而中国与非洲的有效合作, 帮助

非洲在全球南北对话中取得了更好的谈判空间, 进而整体上提升了非洲国际地位。第二, 论坛增强了

非洲集体身份的认同。在参与中非一系列峰会的过程中, 非洲国家日益认识到, 中国等国家都拥有完

整和全面的对非洲政策, 而非洲各国尚缺乏统一的政策予以回应, 因此有必要强化非洲的共同立场和

政策。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强非洲团结, 增强非洲国家联合自强、共谋发展的集体意识,

进而有助于推进非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三 ) 完善中国对非洲政策体系, 推动中非关系步入新台阶

中国对非洲战略是由党中央制定, 具体政策则由包括外交部、商务部等多个部门分头制定和执

行, 一定程度上存在彼此沟通和协调问题, 不同部门内部也有职能重叠现象。论坛的创设, 对协调对

非洲政策、整合各方资源起到了积极作用, 它使得中国的对非洲政策更加完善。自创立以来, 论坛注

重与时俱进, 每届会议都有自己的特点。 2003年第二届论坛部长级会议开始, 增加了中非企业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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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长陈德铭就中非经贸关系答记者问, h ttp: / /www focac org /chn / zfgx/ zfgxjm hz / t653601 h tm

同上。

参见黎巴嫩 新闻 周刊, 2009年 11月 12日。

这是某英国官员在 2010年 3月 24~ 25日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的 ∀经贸合作与可持续的中非关系 # 国际研讨会上发表

的观点。



会, 使得论坛成为企业家合作的桥梁。第三届中非企业家大会, 吸引了千名中非企业家参加。 2006

年论坛第三届部长级会议暨北京峰会, 双方在合作机制上又有所创新, 使中非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

举行外长级政治磋商实现机制化。此外, 论坛还建立了高官会议及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处与非洲

驻华使团磋商等机制及程序。在第四届论坛上, 双方又提出适时召开中非文化论坛。

以上这一系列机制的有效运行, 使中非合作逐步从双边走向双边与多边并重, 从而将中非关系提

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论坛从 2000年确立的 ∀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 #, 到 2003年提出

∀长期稳定、平等互利、全面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 #, 再到 2006年北京峰会一致同意建立的 ∀政治上

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 充分体现了中非双方关系的日

益深入和不断发展。

后 金 融 危 机 时 代 的 中 非 合 作 论 坛

论坛十年取得的成就, 为其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迈入新的十年之际, 论坛恰遇后金融危机

时代。这一时代的特点是, 一方面, 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和经济问题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当前的国际政

治和国际关系走向, 并且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国际危机的爆发日渐涉及全球化的几乎所有方

面, 形成了国际危机的泛化现象#。∃ 此外, 主要大国相继进入危机后的调整期, 对国内问题的关注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各国利益摩擦乃至影响到国际合作热情。但另一方面, 危机并未打破全球化的经

济平衡以及阻碍由全球化推动的 ∀全球利益 # 的出现, 这种 ∀全球利益 # 的不断扩大, 意味着国际

间合作增加仍是必然的趋势, 合作共赢将成为一种全球化政治新范式。% 危机还推动国际体系进入实

质化转型。而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出现, 为旧秩序的转型提供了条件, 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引导 (尽

管还是低调地 ) 国际合作的发展。& 新形势对论坛的发展形成挑战的同时, 更带来历史性机遇。

(一 ) 国际体系转型和重组为中非合作论坛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

2009年 9月, 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决定由其取代八国集团成为永久性国际经济协作组织, 同

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发言权。这意味着, 国际社会已决定对先前不合理

的国际体系加以调整和重组。虽然任何新机制的诞生都将面临许多艰难挑战, 但中国和非洲同为发展

中国家, 要争取在未来国际体系中的更高地位, 必须展开密切协调, 而论坛为此提供了一个重要的

平台。

此外,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性经济衰退导致全球化进程受阻, 世界范围内极有可能出现新一

轮地区主义或地区整合。当前非洲地区存在诸多相互重叠甚至相互竞争的次地区集团, 地区发展议程

又常为安全问题所困扰, 为此, 非洲有必要加速身份集体认同, 并实现合作伙伴的多样化。这也为论

坛未来与非盟、次区域共同体等地区组织合作, 从而为将中国与非洲众多具体国家的双边关系发展成

真正意义或更具战略意义的中非双边关系提供了机遇。∋

(二 ) 全球性问题凸现, 多边外交作用上升, 中非依存度增加

后危机时代, 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更加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在这种情况下, 多边外交的作用

将进一步上升。作为成功的多边外交机制, 论坛的功能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首先, 中非双方已经并

将继续从论坛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未来更可以通过这一机制, 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 其次, 由论

坛带动的国际对非洲多边外交热潮使非洲在对外合作时有了更多选择和回旋余地; 最后, 就中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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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勉等著: 国际危机泛化与中美共同应对 , 时事出版社, 2010年 1月版, 第 1页。

参见郗士: 全球化尚未达到鼎盛时期 , 载香港亚洲时报在线, 2010年 3月 26日。

参见 参考消息 , 2009年 12月 31日。

参见李智彪: 非盟影响力与中国 -非盟关系分析 , 载 西亚非洲 , 2010年第 3期, 第 19页。



言, 随着国际地位的上升和日益参与国际体系的改组与重建, 中国将加大对多边外交的参与甚至创

建。作为中国创建多边外交的典范, 论坛对于中国未来的多边外交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中国十分看

重论坛在推动中非关系发展中的作用, 并且已经提出推动论坛的可持续发展, 以及将此多边外交与中

国同非洲国家的双边外交有机地结合起来, 互相补充、互相促进。

非洲对于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对外战略中基础中的基础, 而论坛

是中国在新形势下与非洲国家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平台。中国的崛起对于非洲同样是难得的

机遇。中国在政治上与非洲平等相待, 国际舞台上相互支持, 是非洲外交多样化的必然选择。中非合

作又给非洲发展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 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如减债、开放市场、优惠贷款、民生

项目、人力资源开发等。所以, 非洲同样把论坛看作一项重要的合作机制。

(三 ) 后危机时代的挑战

在论坛取得辉煌成就的 10年里, 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进入调

整期, 国家间竞争增加。二十国集团、金砖四国等对话机制面临新的磨合。国际金融改革、气候变

化、国际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对国际体系的转型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 但 ∀未来

几年, 道路依然不平坦, 甚至充满荆棘#。∃ 中国的外部发展环境也面临着更多不确定因素。非洲政

治经济形势总体积极, 但局部地区安全形势仍很脆弱。金融危机对非洲国家经济的冲击余波未尽, 而

近期, 英国石油公司、壳牌等跨国石油巨头纷纷从非洲退出下游业务, 又为非洲经济复苏抹上几分阴

霾。% 无疑, 后危机时代, 论坛的发展也会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首先, 介入对非洲关系的国际和国内行为体及其利益都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对论坛的发展

构成一定的压力。就国际层面而言, 各国对非洲关注持续上升。不仅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或者强化、

或者新创对非洲关系平台, 国际组织对非洲的兴趣也大为增长。更引人关注的是, 非政府组织、跨国

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对非洲的重视度上升, 它们往往关注特殊的问题, 拥有较强的国际议题的倡导能

力, 能够对国家和国际组织在非洲的行为形成较大的压力。

与此同时, 中国国内参与非洲事务的行为体及其利益也在多元化。在政府部门之外, 越来越多的

国有、私营企业通过 ∀走出去 # 战略来到非洲, 不少企业完全是自主自助地到非洲寻找发展机遇。

它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会不同程度地对论坛的发展产生影响。

其次, 与行为体利益多元化相随而来的是, 各方对论坛未来的发展都抱有不同的、有时可能相互

冲突的期待, 这将对论坛的平衡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近年来, 非洲国家对论坛的期望值不断上升,

不仅希望能够为非洲提供更多的援助, 使其早日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 更希望中国通过技术转移

和经验传递, 帮助非洲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模式的建立。此外, 鉴于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带来的严峻

挑战, 非洲希望通过论坛实现更大程度的合作应对, 而在国际体系改组和重建问题上, 非洲也希望中

国能帮助非洲获得更大的发言权。

新兴大国近年来大多模仿论坛模式发展其与非洲的多边关系平台, 希望论坛的发展能够为他们带

来一种 ∀搭车# 效应。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对论坛的过多关注, 使他们与非洲的关系不那么引人

注目。西方传统大国对论坛的态度相对复杂。他们既要面对中非关系迅速发展的现实, 又有不甘被赶

超的恼怒, 还有通过参与合作引导中非关系发展的企盼。此外, 一些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非国家行

为体也抱着各种目的希望介入和影响论坛的发展。

第三,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 中非关系的基础也在发生变化。与过去相比, 传统感情因素在中非关

系中所占的比重有下降趋势, 经济利益考虑的比重相应上升, 尽管二者之间未必存在因果关系。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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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以来, 中国和非洲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和深刻的变化, 中非关系正经历从 ∀老朋友 # 到

∀新伙伴 # 的转变。中非双方由老一辈领导人培养起来的旧的感情基础所需的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
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实际需要, 中非之间需在原有的基础上培养新的感情。当前, 双方利益基础的发

展远远快于感情基础的发展。中非民间交往还不密切和深入, 相互了解往往并不客观、乃至存在不少

误解。双方如何把 ∀义# 与 ∀利 # 和谐统一起来是未来论坛要解决的一大任务。
第四, 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 ∀大国期待#, 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 ∀大国要求 # 以及中国自

身的 ∀大国责任 #, 对论坛未来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

其一, 中国需要为非洲的发展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当前, 非洲正在复兴, 正在改变过去 ∀被

动行为体# 的地位, 逐渐向 ∀主动作为体 # 转变。伴随着机遇, 非洲面临的挑战有增无减。除传统
安全外, 气候变化、有组织犯罪、海盗等成为非洲需要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的新问题。未来, 论坛涉

及的主题和内涵将更为丰富和复杂, 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与非洲的真诚朋友, 将根据非洲

的需要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更多地 ∀有所作为 #。
其二, 新形势下, 中国有必要对过去对非洲关系的一些传统原则做出新的解释或提出新的说辞。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 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界限日益模糊, 中国的一些传统原则和说法遭遇的质疑和

批评也日渐增多, 如 ∀援助方式危害论#、 ∀漠视人权论#、 ∀新殖民主义论 # 等等。事实上, 中国一

直在与时俱进地对对外关系 (包括对非洲关系 ) 和政策进行调整, 但政策宣示上如何跟进, 如何将

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将不干涉原则与中国责任有机地统一起来, 兼顾中非双方利益乃至

第三方利益, 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也是论坛未来要解决的问题。

推 动 中 非 合 作 论 坛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一 ) 服务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大战略

第一, 推动实现中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关系的平衡发展, 夯实中非关系的利益基

础。在中非经贸关系大发展的背景下, 迫切需要加强政治和文化交流。双方要本着不干涉内政和尊重

他国主权的原则, 支持对方探寻符合自身需要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要把论坛确定的新型战略伙伴

关系的各项原则落到实处, 并体现在双方的合作项目中。在双边贸易中制订中非贸易特别条款, 规范

行为, 同时对非洲国家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更多的优惠。

第二, 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 促进非洲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未来合作宜采取夯实

基础、拓展领域、突出重点的原则, 即每次论坛都在原有合作基础上, 由双方共同讨论并选出几个新

的合作领域和重点发展项目, 避免面面俱到。每届论坛出台的新举措, 既要符合非洲国家的需要, 又

要考虑中国的承受能力。如此, 既可减轻中方负担, 亦可保持论坛可持续性、有效性和非洲国家对论

坛的期待。

(二 ) 搭建国内资源整合平台

中非合作论坛是我国实施对非洲政策的第一个综合性平台, 从十年实践看, 有必要也有可能将其

建设成整合国内对非洲关系资源的平台。

首先要整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对非政策和措施, 改变中央热、地方冷; 有事热、无事冷; 精

英热、民间冷的局面。为此, 建议由条件的中国地方省市主办由中方承担的论坛会议, 以充分发挥地

方政府的积极性, 强化地方政府和公众对中非战略伙伴关系的认识。其次要正确引导国内参与对非洲

关系的多元行为体, 使中非经济、文化交流常态化、长期化, 防止 ∀一窝蜂 # 或忽冷、忽热现象。

第三, 要强化论坛后续行动委员会的能力, 严格规范中国企业在非洲行为, 提高其社会责任意识。加

强使馆对在非洲企业的管理能力, 改变目前在非洲的中资企业平时不找使馆、出事才求助使馆解决的

局面。同时, 加强对在非洲的中资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教育, 研究制订回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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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社会的具体规定, 如可考虑让在非洲承担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项目的企业交纳一定比例

的援助基金, 作为中国政府援助基金的补充, 用以回报非洲国家, 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

(三 ) 发挥论坛对非洲沟通主渠道作用

中方有必要将论坛发展成为中非沟通的主渠道, 通过论坛诠释对非洲政策。如上所述, 我们宜根

据新形势对过去的一些传统的外交和双边关系原则做出新的诠释, 提出新的说辞, 以适应时代发展。

论坛应该成为阐述中国对非洲关系和政策的最佳平台。

论坛要推动并组织中非精英和大众、民间与社会的平衡交流与合作, 巩固感情基础。尤其要加强

对非洲新一代领导人和年轻一代的工作, 增进了解, 夯实中非合作的长期政治基础, 大力提升中国在

非国家形象和软实力, 保证中非友好合作的长远发展。

以不损害中非关系为前提, 有必要通过论坛, 尝试开展与第三方的沟通和对话。事实上, 如同其

他双边关系一样, 中非关系并不局限于双边关系, 它对包括美、欧在内的第三方也产生了影响。与

美、欧等第三方就中非关系、非洲安全与发展展开沟通和对话, 不仅有利于促进非洲的安全与发展,

也有利于中非关系及与美、欧等第三方关系的发展。因此, 中方在坚持以我为主和中非双边关系原则

基础上, 可就非洲问题同美欧等发达国家展开磋商和对话, 在促进非洲经济发展的具体项目上可接受

和参与同西方合作, 以积极成果打消非洲国家顾虑。

(四 ) 完善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体制

第一, 考虑如何更多将非洲的地区和次地区合作组织, 以及公民社会纳入论坛框架。在制定对外

援助方案、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同时, 要更多地关注点与面的结合, 加强同非洲次区域组织、非洲联

盟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协调, 促进非洲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国要建立提供援助项目的相应机

制, 对非洲国家提出的要求进行认真筛选和认证, 更多地关注民生工程, 关注非洲内部发展分化, 照

顾非洲弱小国家的利益。更多地咨询非洲地区和次地区组织, 通过这些组织切实地落实援助项目。同

时, 吸收一部分公民社会组织监督有关项目的落实, 既保证项目真正落到实处, 又增加了透明度, 改

善了形象。

第二, 建立和完善论坛的分支机构, 目前的中非企业家大会、外长磋商机制等的关注点较为集

中, 需为如中非工业合作、农业合作、技术转移、文化教育交流等话题提供隶属于论坛但又各有重点

分工的平台, 如将现有的中非工业合作发展论坛纳入中非合作论坛框架, 建立中非农业合作论坛以整

合有关农业合作的项目, 未来还有必要建立类似危机管理的机制。

第三, 提高论坛的行政级别和后续行动委员会的协调能力。目前, 论坛的外部形象与内部定位之

间存在着一定差距, 需适当提升论坛的地位, 并强化后续行动委员会的协调能力, 使其可真正发挥国

内资源整合平台和国际信息沟通渠道的作用。

最后, 需要充分调动非洲方面的积极性。非洲方面对论坛相当重视且寄予厚望, 但迄今为止, 三

年召开一次的部长级会议仍然是中国在具体组织和协调; 即便在非洲举行, 也基本上是中国在操办。

当然这种局面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但日益走向联合自强的非洲也应该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其

中, 共同推动论坛的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 詹世明 ! 责任校对: 樊小红 )

 10 

! 西亚非洲 ! 2010年第 9期



Towards a New Decade: A Study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FOCAC

L iW eijian, Zhang Zhongx iang, Zhang Chun& ZhuM ing pp 5- 10

! ! The Forum on Ch ina - A frica Cooperation
( FOCAC ) is a successfu l creation for Ch ina and
A frica to seek for a new cooperat ionmode.l W ith in a
decade since founded, it has been an important
platform to deve lop China- A frica relat ions. Under
the framewo rk o f FOCAC, cooperation be tw een the
tw o sides has been fru itful and mak ing progress
continuously. FOCAC w ill be fac ing new
opportun it ies and challenges under the backg round

in wh ich profound adjustment has been brew 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po litics,
economy and secur ity are presenting complicated and
multiple situations. FOCAC has stillmuch to do in
how to serve the general developmen t o f Ch ina -
A frica re lations, integ rating necessary resources,
play ing an effective role and improv ing its own
mechanism s.

Understanding the Basic E lem ents of Egyptian Foreign Relations

Chen Tianshe pp 11- 16

! ! To understand and perce ive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modern E gyp,t the four factors of geography,
interests, the Co ld W ar and the leaders can be
essen tia.l Geography is the basis o fEgyptian fo reign
re lations and it sets the fundamental directions o f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Arabian w orld, Israe,l great
pow ers, Europe and A frica. The a im of Egyptian
diplomacy is to serve its national interests, but the

emphasis is some d ifferent in d ifferent phases. The
Co ldW ar be fore 1990s had influencedmany aspects
of Egyptian foreign re lat ions and dec ided that the
Un ited S tates and Soviet Un ion w ere the top prio rity
in its fo reign re lations. W ith the unique po litica l
system, the Egyptian leader had suprem e pow er in
deciding d ip lomacy wh ich persona lized the Egyptian
foreign re la tions.

The Socia lAssistance System in South African Social Security System

Yang L ihua pp 29- 36

! ! South A frica is a m iddle income deve loping
country. Since 1994 when the democratic system o f
ethn ic equality founded, it has reform ed its soc ia l
secur ity system, abolished the rac ial discrim ination
law and regulations and established the nat ionally
unified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and security system.
The proportion in GDP o f the governmental soc ia l
assistance finance of South A frica can be near to that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s in the top ones o f
the deve lop ing, wh ich has covered one- fourth o f its
tota l popu lation and been p lay ing important ro les in

re liev ing poverty andm eeting the needs of the w eak
and poor. How ever, there have been the phenom ena
that some peop le are absolute ly rely ing on soc ia l
assistance. So the governmen t is carry ing ou t
po lic ies o f deve loping economy and en larg ing
employmen,t increasing the laborer ( s income,
re form ing the relative system and ra ising the soc ia l
secur ity level o f the peop le. The South A frican
experience cou ld be borrow ed by other deve loping
countries in so lv ing contrad ictions betw een econom ic
grow th and socia l equa 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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