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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茨瓦纳独立以来经济发展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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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博茨瓦纳是南部非洲的内陆小国。自 1966年独立以来, 其经济发展经历了起步、高速

发展以及结构调整三个阶段, 从一个赤贫之国转变为  高中等收入国家!。博茨瓦纳所创造的经

济奇迹主要得益于长期稳定的政局、丰富的矿产资源、切合国情的土地制度以及对外资的充分利

用。尽管博茨瓦纳的经济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但他在 40余年中取得的伟大成就, 已经证明了非

洲并非一个黑暗的大陆, 非洲国家有能力向前发展。

关键词: 博茨瓦纳; 独立以来; 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 K4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6875 ( 2010) 05 0128 05

博茨瓦纳是南部非洲的内陆小国, 东邻津巴布

韦, 西接纳米比亚, 南连南非, 东北一角与赞比亚

交界。全国国土面积约 58 万平方公里, 却有 2/ 3

以上的土地为沙漠和半沙漠地带。全国人口仅

168 086 3万 ( 2001年博茨瓦纳中央统计局人口普

查)。[ 1]由于长期受英国殖民统治, 1966年独立时

博茨瓦纳的经济仍然停留在原始农牧阶段, 既无工

业、也无矿业, 被某些西方人士预测为  无发展希

望! 的国家。然而 40余年后, 博茨瓦纳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政局稳定、民族和睦、经济高速增

长,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截至 2008年, 其年

人均国民收入已达 7 343美元, 稳居  高中等收入

国家! 之列。[ 2]
文章将对博茨瓦纳独立以来的经济

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和分析, 以证明非洲并不是一个

黑暗的大陆, 非洲各国有能力向前发展。

一、经济发展历程

从1966年独立至今, 博茨瓦纳的经济基本上

保持了平稳、快速地发展, 虽然此间也曾遭遇过曲

折, 但发展的势头始终不减。综观 40多年的经济

发展历程, 大体可以归纳为 3个阶段。

(一) 以农牧业为主的经济起步阶段

从1966年独立到 20世纪 70 年代初, 是博茨

瓦纳经济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 国家经济发展

以农牧业, 特别是畜牧业为主。博茨瓦纳独立之

初, 从英国殖民当局那里接手的经济遗产可谓一穷

二白: 原始粗放的农耕和放牧; 工业几乎是空白,

仅有一座牛屠宰厂; 交通运输只有一条产权属于南

罗得西亚的过境铁路和 6公里的沥青公路; 年人均

收入仅 50美元, 是世界上 25个最贫穷国家之一;

他的经济、贸易、海关、交通和金融基本上依赖南

非并受其控制; 他的政府财政开支的一半靠英国补

贴。加上连年旱灾, 全国 1/ 5人口靠国际救济粮生

活。[ 3]博茨瓦纳政府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 开

始探索本国经济的出路。1967 年, 博政府成立发

展计划部。1968年建立国家经济咨询会议, 同年

出台了 ∀过度时期社会和经济发展计划#, 其重点

就在于救灾和恢复农牧业生产。1970 年又成立财

政和发展规划部, 根据本国 80%居民依靠农牧业

为生的国情, 制定了发展农牧业的计划。对于敏感

的土地问题, 博政府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措施, 不仅

保留了传统的部族土地所有制度, 还承认了白人移

民所经营的大农场、大牧场, 从而保证了整个农牧

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经过数年的努力, 博茨瓦纳

的农牧业产量都显著提高。谷物产量独立前平均每

年不足 2万吨, 而独立后的头 10年平均每年为 6

万吨, 最高年份达 12万吨; 养牛头数 1966年为 90

万头, 1972年已增至 200万头。[ 4]随着农牧业生产

的好转, 博茨瓦纳的经济逐渐步入正轨, 国家一贫

如洗的状况得到初步改善。

(二) 以采矿业为主的经济高速发展阶段

从20世纪 70年代中期至 1980年代末, 是博

茨瓦纳的高速发展阶段。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转向

采矿业, 依靠采矿业的腾飞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博

茨瓦纳拥有丰富的矿藏, 可在殖民统治时代一直被

视为贫矿国。独立后, 博茨瓦纳政府经过多年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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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发现了30多种矿产资源, 其中尤以钻石居多。

为振兴国家的工业, 博政府逐步将经济建设的重点

放在采矿业上, 实行了一套有力、可行的矿业政

策: 矿产权归国家所有; 在政府的参与和监督下,

主要由外国公司提供大部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及产品销售渠道; 在勘探方面, 发放探矿执照, 限

定勘探地区和完成期限; 在收益方面, 既保证国家

从矿业发展中获得最佳利益, 又要给予私人公司公

平合理的利益; 政府在矿业公司所占股份, 视不同

矿产的利润大小而定 (比如, 铜和煤矿分别为

15%和 25% , 而钻石为 50%) ; 政府代表参加董事

会的决策和管理, 实行监督。[ 5]根据这套政策, 仅

在1971年 1983年的 13年间, 博茨瓦纳就与南非

的德比尔斯公司、南非英美公司等跨国公司分别签

约, 合资兴办了开采钻石、铜、煤等矿的公司。从

70年代起, 采矿业逐渐取代农牧业成为了国民经

济的支柱产业。1972年时矿产业收入已占 GDP 的

11% , 占政府收入的 5%, 占出口收入的 44%; 而

到1989 年上述比重分别增至 51%、59%、89%。

在采矿业的拉动下, 博茨瓦纳的经济持续高速增

长, 1970 年 1980 年 GDP 年均增长率为 14 5% ,

1980年 1990年为 10 3%。[ 6]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

一时期非洲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陷入了停滞、衰退的

困境, 而博茨瓦纳在恶劣的大环境下, 还取得了如

此巨大的成就, 难怪被称誉为  黑非洲成功的范

例!。

(三) 以经济多元化为目标的结构调整阶段

从20世纪 90年代至今, 博茨瓦纳经济进入了

一个调整阶段。该阶段, 国家在继续发展采矿业的

基础上, 优先发展制造业、服务业、旅游业等非传

统产业, 努力打破采矿业  一家独大! 的局面。由
于长期依赖采矿业拉动国民经济发展, 博茨瓦纳实

际上形成了一种单一的经济结构, 这使得该国经济

对国际市场的变化异常敏感。随着可持续发展的思

想深入人心, 博茨瓦纳政府也意识到国家的矿藏并

非取之不尽, 片面依靠采矿业的发展方式并非长远

之计。在此情势下, 博政府在 ∀第七个国家发展计

划# ( 1991年 1997年) 中确定, 积极改变依靠钻

石等矿产资源的状况, 调整单一的经济结构, 实行

经济多元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在保持矿业稳定发

展基础上, 优先发展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和旅

游业等, 鼓励建立劳动密集型企业。[ 7]此后的第八

(1997年 2003年)、第九 ( 2003 年 2009 年) 和

第十 ( 2009 年 2016 年) 个国家发展计划中, 该

发展战略也被反复强调。经过多年的结构调整, 经

济多元化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从博茨瓦纳主要产

业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率看, 采矿业在博茨瓦纳国

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从 1984年的 51%降至 2000

年的 33%左右, 而同期银行、保险与商业服务业

所占比重由 5%上升到 11%左右。[ 8]在结构调整的

同时, 博茨瓦纳的国民经济保持稳步增长, 其国内

生产总值从 1990 年 2000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4 9%, 从 2000年 2004年的年增长率为 5 5%。[ 9]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 1990年的 2 962美元增长到

2000年的 3 647美元。[ 10]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已把博

茨瓦纳列为  高中等收入国家!。

二、经济腾飞的原因

(一) 长期保持国内和平与稳定的政治局面

许多非洲国家的政局持续动荡, 究其原因, 不

外乎部族冲突、种族歧视、党派纷争等。然而博茨

瓦纳很好地克服了上述问题, 成为了非洲动荡大海

中一块和平、稳定的绿洲。首先, 独立后的博茨瓦

纳政府通过制定宪法和相关法律消除了部族冲突的

隐患。例如, 1966年的 ∀博茨瓦纳宪法# 就规定
设立酋长院, 作为政府的咨询机构, 但无立法权;

∀地方政府法# 规定行政区通过普选产生的代表组

成地方政府以代替部族酋长行使地方行政权; ∀酋

长法# 规定酋长享受文职官员待遇, 领取优厚年

薪, 但不得参与政党活动; ∀习惯法# 规定酋长主

持部族习惯法庭, 调解和处理部族族人间的日常纠

纷, 但刑事、民事案件由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审

理。[ 11]这些法律和措施既将酋长的分散权力统一于

中央政府, 又照顾到了酋长在部族内的传统地位和

影响, 满足了他们参政议政的要求。酋长们各得其

所, 部族间相安无事, 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有了保

证。其次, 博政府坚决奉行非种族主义政策。在博

茨瓦纳有为数不少的欧洲移民, 他们大多拥有农牧

场或经营工商业, 掌握专门的技术, 擅长经营管

理。对待这些欧洲白人, 博政府一直对他们的财产

依法予以保护, 注意吸纳他们参与政权, 各工矿企

业也聘用了大批白人专家和技术人员。几十年来,

博茨瓦纳的黑人和白人在统一的国家中和睦共处,

为国家建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再者, 博茨瓦纳建

立了多党民主政治。许多非洲领导人认为从过去的

殖民主义统治者那里继承下来的多党政治制度是贫

弱的根本原因, 谴责多党制代表着西方固有的  对

抗性!, 认为一党制更符合非洲人追求共识和团结

的  天生! 倾向。[ 12]然而, 博茨瓦纳从诞生之日起

就杜绝了一党制。其宪法规定, 国家实行多党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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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可自由成立政党, 但不准任何人用非民主的手

段夺权。目前, 博茨瓦纳总共有 15个注册政党,

主要是民主党、民族解放阵线、大会党、联盟运动

等。不过自独立以来, 民主党始终处于执政地位,

博茨瓦纳还从未出现过政党轮替的现象。但民主党

很注意与其他政党的关系, 在国家重大决策上, 能

本着民主协商的精神, 经常召开圆桌会议, 听取并

采纳反对党的意见。因此, 博茨瓦纳实际上形成了

一党执政, 多党参政的政治模式。该模式对保证国

家的平稳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二)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受大自然的青睐, 博茨瓦纳拥有较丰富的自然

资源, 尤以矿产资源和牧业资源为重。开发利用自

然资源在博茨瓦纳经济发展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是矿产资源。钻石是博茨瓦纳最重要的矿产。

独立后的第二年 ( 1967年) , 在卡拉哈里沙漠东部

边缘地区的奥拉帕发现了世界罕见的巨大管状钻石

矿, 1971年开始大规模开采, 年产量 91 4万克拉,

1980年增至 510 1万克拉, 一跃而为世界第四大钻

石生产国 (仅次于扎伊尔、苏联、南非)。除奥拉

帕外, 博茨瓦纳还有莱特拉卡内、吉瓦嫩、达姆特

沙阿等较大的钻石矿。到 1998 年其钻石产值占

GDP的 33% , 占政府财政收入的 65% , 占外汇收

入的 70%。
[ 13]
钻石生产已成为博茨瓦纳国民经济的

主要支柱和第一大外汇收入来源。此外, 博茨瓦纳

还拥有数量繁多的其他矿藏, 主要有: 铜、镍、

煤、苏打灰、盐、铁、铅等。探明的铜镍储量为

6 300万吨, 煤储量为 1 000 亿吨。其次是牧业资

源。博茨瓦纳的大片国土被广袤的卡夫拉里沙漠所

覆盖, 然而这里也有辽阔的草原和灌木林, 生长着

牛羊爱吃的、营养丰富的  甜草!, 全国几乎是一

个天然的大牧场。利用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 博茨

瓦纳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支持畜牧业: 根据河水的

定期泛滥, 筑坝蓄水, 修渠引流, 在牧区内地配合

进行打井挖塘, 解决牧区的缺水问题; 建设季节性

的牧场和畜牧指导中心, 推广畜牛的优良品种和科

学放牧; 把西部大片荒漠草原开辟为商业化的牧

场, 租赁给大牧户放牧。1990年后, 博茨瓦纳全

国牛存栏总数基本保持在 200万头以上, 2002年更

是创记录的达到 306 万头, 同年山羊总数也达

168 3万头, 绵羊达 27 3万头。[ 14]

(三) 立足国情, 坚持多种土地所有制

在沙漠和半沙漠地带为主的博茨瓦纳, 土地是

极宝贵的资源。土地制度的得失直接关系着人民的

生存、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目前, 博茨瓦纳存在

三种土地所有制: 部族土地、国有土地和私有土

地, 分别占总面积的 72%、23%、5%。
[ 15]
以部族

土地所有制为主体, 符合了本国农民多数依赖部族

土地的实情。1968年博政府通过 ∀部族土地法#,

以土地委员会取代酋长分配和使用部族土地。1975

年出台 ∀部族牧地政策#, 将部分公共牧地划为商

业牧场, 出租给私人使用, 租期 50年; 80年代初

又将租借范围延伸至公共耕地。可见, 该国在坚持

部族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 顺应经济发展需要,

采取灵活的分配方式, 既满足了普通部落成员的基

本需要, 又极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对于国有土

地, 在城市主要出租为住宅用地和工商业用地, 租

期分别 99年和 50年; 在农村则用作国家公园、野

生动物保护区、商业性的农牧场等。而私有土地主

要指大规模的私人农场, 集中在杭济、莫洛波、图

利、东北和东南行政区, 这些农场面向市场, 实行

集约式生产, 占全国粮食总产量近 40%。此外,

博茨瓦纳对本国土地状况有清醒的认识, 反对任何

激进的变革, 1983年政府就曾表示:  如果土地制

度的变革超过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对众多无法从

新机遇中获利的失地平民而言是极度危险的% %土

地所有制的改革如果不与其他经济转变相协调, 将

导致全社会的分裂。! [ 16]总之, 坚持多种土地所有

制是博政府立足国情, 深思熟虑的结果, 为社会的

稳定, 经济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 充分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

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普遍面临资金、技术和人才

短缺的问题, 博茨瓦纳也不例外。为此, 博茨瓦纳

政府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政策, 大量吸收外国资金、

外国先进技术和人才, 在不影响国家权益和经济收

入的前提下, 使外国投资者有利可图, 也使本国深

受其益。从 20世纪 70年代起, 博茨瓦纳的外资流

入量持续高额增长, 1975 年约为 4 亿美元, 1980

年增至约 7 亿美元, 1990 年增至约 13 亿美元,

2000年达到约 19亿美元。[ 17]这些外国资本主要来

源于南非, 其次是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 主要

投资于采矿业, 其次是制造业、商业和旅游业。外

资的大量流入弥补了博茨瓦纳经济发展中的资金不

足, 同时外资公司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人才, 促

进了其国内相关产业的技术更新和人才培养, 有利

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当年, 博茨瓦纳正是通过

吸引外资投资矿产业, 完成了从农牧经济向矿业经

济的转变。目前, 该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

时期, 要实现经济发展的多元化目标就必须大量吸

引外资投资制造业和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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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 艾滋病的蔓延

从1980年代美国首次确认艾滋病以来, 该病

在不同国家、不同城市、甚至不同社会群体中的感

染率不尽相同, 但任何地方的蔓延都不如南部非洲

那样迅猛。据统计, 2007年博茨瓦纳 15岁到 49岁

成年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为 23 9%。15岁到 24

岁的年轻人艾滋病病毒感染率, 男性达 5 1% , 女

性达 15 3%。[ 18] 1991年, 博茨瓦纳人的平均寿命曾

达65 3岁, 婴儿死亡率降至 48 1%。但由于艾滋

病流行越发严重, 至 2001年博茨瓦纳人的平均寿

命降至 55岁, 而婴儿死亡率则上升至 57%。
[ 19]
很

显然, 艾滋病造成了博茨瓦纳人口的大量死亡。由

于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渠道是男女的性接触, 中青年

群体感染该病毒的可能性极大, 而中青年又是国家

劳动力的主要构成, 艾滋病的流行无疑将会使国家

的劳动力锐减, 人才大量丧失。除此之外, 艾滋病

的防治费用是昂贵的, 不论对于患病者的家庭, 还

是整个国家而言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某个家庭只

要有一个成员感染了艾滋病, 为治疗该病所耗的费

用常常会使这个家庭近于破产, 而博茨瓦纳政府每

年在艾滋病防治上的投入也不是小数目。艾滋病已

经成为博茨瓦纳人民健康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威胁。

(二) 严重的失业问题

1966年博茨瓦纳独立时, 全国大约 80% 的居

民在农村从事农耕和放牧, 基本上是自给自足。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兴办矿业, 90年代大力发展

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等。随着工矿业的发展和

城镇的兴起, 大量农牧民离开农村来到城镇谋生,

转化为工矿企业的工人和城镇居民, 就业和失业问

题逐渐凸现出来。据统计, 1991 年博茨瓦纳劳动

力总数为440 333人, 就业人数为379 948人, 失业

率为 13 7%。10 年后, 2001年的统计表明, 劳动

力总数增加到 558 705人, 就业人数为 449 193人,

失业率为 19 6%。[ 20]到 2004 年, 失业率已增至

23 8%。近年来, 博茨瓦纳的失业率也一直保持在

20%以上, 被认为是世界第五大最不平等的国家。

失业率持续上升, 原因是农业劳动的收入太低, 大

批贫苦的农民离开农村, 盲目地涌入城市寻找工

作。但他们缺乏技术、文化知识, 在城市很难找到

稳定的工作, 失业也就成了家常便饭。大量的失业

者为了能够生存下去, 往往干起了抢劫、盗窃、卖

淫等违法勾当, 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博茨瓦纳

政府今后需要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提供更多

的就业机会, 以确保社会稳定, 经济健康发展。

(三) 外资来源过于单一

外国资金的大量引入缓解了博茨瓦纳经济建设

中资金短缺的状况, 促进了该国经济的发展。但其

外资的来源过于单一, 有一半以上来源于南非。这

使得博茨瓦纳对南非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 其矿产

开发、海关、外贸、交通运输、电讯等方面都离不

开南非。众所周知, 吸引外资不能过于集中在某个

国家, 否则本国的经济发展会被投资国所钳制, 只

要该投资国的经济有个风吹草动, 引资国的经济也

会跟着波动。博茨瓦纳政府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

性, 正在努力拓宽外资的来源渠道, 改变目前外资

来源单一化的现象。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

博茨瓦纳建成了现代化的基础设施, 包括公路网、

机场、电信系统等; 扩大对采矿和能源勘探等市场

的开放; 规定投资者在博茨瓦纳生产出口到欧盟的

产品, 可以享有免税待遇。
[ 21]
但博茨瓦纳对南非资

本的依赖由来已久, 要扭转这种局面, 做到外资来

源的多元化, 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实现的。

(四) 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自 2008年下半年起, 美国金融危机骤然升级,

并迅速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 一场世界性的金融

 海啸! 已然形成。尽管非洲国家的经济进入世界

金融市场的程度有限, 但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金融

危机的冲击。博茨瓦纳作为一个以矿产品出口为主

导的外向型经济国家, 金融危机对他的影响主要在

矿产品出口方面。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曾导

致 1998年国际钻石市场需求量减少, 博茨瓦纳的

钻石出口下降了 12%, 其外贸进出口 16 年来首次

出现逆差, 政府财政出现高额赤字。而此次的金融

危机无论是破坏程度, 还是波及范围都远远超过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欧美消费市场对钻石等

奢侈品的需求正在大幅萎缩, 博茨瓦纳的钻石出口

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据报道, 受国际市场需求下

降的影响, 博茨瓦纳宣布大幅度缩减钻石生产, 计

划 2009年出产钻石 1 500万克拉, 比去年的 3 360

万克拉下跌了 55 4%。博茨瓦纳是目前全球最大

的钻石生产国, 每年钻石出口收入占经济总量的

1/ 3, 钻石减产将对博茨瓦纳经济造成巨大冲

击。[ 22]同时, 随着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 他们

对工业原料的需求也将降低, 博茨瓦纳的铜、镍、

煤等初级产品的出口形势不容乐观。最新数据显

示,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博茨瓦纳 2007/ 2008年度的

GDP仅增长 3 3%, 远低于 2006/ 2007年度 5 3%的

增长率, 也低于此前五年 4 4% 的平均增长率。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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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将博茨瓦纳经济的脆弱面暴露无遗。

综上所述, 在黑非洲普遍陷入政变、战乱、分

裂、衰退的年代, 博茨瓦纳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 坚持民主立国, 维护种族、部族间的和睦关

系, 保证了社会的长治久安。作为牧、矿资源丰富

的国家, 政府将开发国内资源与引进外资相结合,

辅之适时的发展政策, 依靠优势产业带动了整个国

民经济的腾飞。然而, 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艾

滋病的肆虐、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严重的贫富分

化、单一的外资来源以及金融危机的冲击, 都使博

茨瓦纳的经济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如此, 经

过四十多年的发展, 博茨瓦纳已经从昔日的赤贫之

国转变为当今的  高中等收入国家!, 是撒哈拉以

南非洲脱贫致富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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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mentary of Botswa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Independence
WANG Feng

(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Botswana is a small landlocked country in southern Africa. Since 1966,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under

gone the init ial stage, the high speed development stage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stage. Botswana has converted from an

extremely poor country into a  high income country!. Botswana)s economic miracle is due to the long term political sta

bility, abundant mineral resources, appropriate land tenures and taking full advantage of foreign capital. Although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Botswana, the great achievements acquired in the forty years have proven that Africa is not a

dark continent. African countries have the capability to move forward.

Key words: Botswana; since its independ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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