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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邦国谈中国与南非关系 
 

 

１９９８年，中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掀开了两国友好合作的新篇章。１３

年来，双边关系发展势头强劲，已成为各自对外关系中发展最快、最为重要的双

边关系之一，这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是少有的。 

      ——战略互信不断加深。建交仅两年两国就确立了伙伴关系，２００４年提

升为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２０１０年再上一个台阶、建立了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形象地说，中南政治关系的发展就像田径赛中的“三级跳”一

样。两国领导人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建交不久曼德拉总统和江泽民主席就实

现了互访，此后姆贝基总统、祖马总统多次访华，胡锦涛主席等中国主要领导人

也先后访问南非。上个月，两国元首还在中国海南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

会晤期间进行了很好的会谈。 

      ——经贸合作快速发展。中南签订了投资、贸易、技术、税收等多个双边经

贸合作协定，务实合作涵盖贸易、能源矿产、农业、房地产、新能源等众多领域。

双边贸易额从１６亿美元增加到２５７亿美元，增长了１５倍，中国已成为南非

在全球的最大贸易伙伴，南非也成为中国在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一批有实力、

讲信誉的中国企业在南非创业发展，不少世界知名的南非企业赴华投资兴业。２

００７年，中国工商银行出资５４．６亿美元入股南非标准银行，是迄今为止中

国在非洲最大规模的金融类投资。 

      ——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南非已成为与中国建立友好省市最多、设立孔子学

院最多、吸引中国游客最多和拥有中国留学生最多的非洲国家。２０１０年，首

站赴南非旅游的中国游客达到５．４万人，同期南非有６．４万多人次来华，分

别比上年增长３４．８％和２５．５％。近年来，“感知中国·南非行”、“相约

北京·南非周”等大型文化活动相继举办，掀起了一个又一个中南人文交流的新

高潮。 

      还值得一提的是，两国立法机构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在中国全国人大

与外国议会建立定期交流机制的１５个国家中，南非是唯一的非洲国家。在此，

我愿向长期致力于促进中南友好合作关系发展的南非议会和各位议员，表示衷心

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中国和南非同为有重要影响的发展中

大国，同为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的新兴市场国家。重要的历史责任，广泛的共

同利益，巨大的合作空间，使两国关系越来越具有战略性和全球意义。中方愿同

南方一道，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巩固战略合作的基

础，丰富战略合作的内涵，共同开创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 
 

 

——节选自吴邦国 5 月 25 日在南非国民议会发表的《弘扬传统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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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分裂主义新党派：姆塔瓦卡兹解放阵线 
 

 

The Mthwakazi Liberation Front (MLF) is a political Movement formed in 2010 by 

people drawn from several political formations and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in and 

outside Zimbabwe. Its chief objective is to establish the new sovereign state of 

Mthwakazi separate from Zimbabwe. Its ultimate vision is to seek to establish a 

democratic system of government in the new country so as to allow the people a 

realistic exercise of power in their respective provinces. 
 

Mission Statement 

To inspire and unite all Mthwakazi nationals in the mainland and in the diaspora 

towards a proud,productive and free nationhood that will propel Mthwakazi to an 

honourable and happy place among the world’s democratic,peaceful and prosperous 

nations. 
 

Vision Statement 

We envision to afford Mthwakazians unity,dignity,opportunity, freedom, 

peace,industry, justice and security———and all these by any means necessary. 
 

Objectives 

To unite the people of Mthwakazi in the mainland and in the diaspora. 

To fight, by any means necessary against the oppresion, marginalis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the people of Mthwakazi in Zimbabwe currently. 

To network and liase () other nations of the world towards the recognition of 

Mthwakazi as a nation and a country.  

To fight, by any means necessary, for the recognition of the pre-colonial boarders of 

Mthwakazi. 

To defend the nation () of Mthwakazi at all costs. 

To pursue international legal processes towards addressing to injustice of genocide and 

and ethnic cleansing suffered by the people of Mthwakazi. 

To pursue the re-writing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Mthwakazi () a view to correct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distortions and fabrications. 

To work towards friendl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Mthwakazi and other African 

and international nations. 

To work towards the economic empowerment of Mthwaka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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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loyal to and defend the nation and country of Mthwakazi, by any means 

necessary. 
 

Our Land Our Pride Our Heritage 

 

 

 

Under the current unitary system of government, real power lies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tribal patriarchs in the Shona speaking provinces with the nation of Mthwakazi 

being hapless consumers of lopsided political decisions handed down from Harare. 

The Mthwakazi section of the country has been systematically prejudiced of its 

entitlement to the country’s wealth, resources, human and 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 by 

successive colonial and post colonial regimes founded on injustice and inequality for over 

100 hundred years now; 

Mthwakazi will never be prosperous and progressive until all its people live in genuine 

independence and free, enjoying equal rights, equal access to opportunities and resources 

and power; 

The people of Mthwakazi, in all their ethnic diversity as one nation, together as equals, 

adopt this freedom charter as a political compass through their democratic struggle; 

And pledge themselves to strive together, sparing neither strength nor courage, until 

they reclaim their democratic space in the land of their fa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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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蓬独立以来经济发展述评 

黄玉沛 

 
 

加蓬共和国位于非洲中部的几内亚湾地区，西临大西洋，东、南与刚果（布）

相邻，北面与喀麦隆接壤，西北与赤道几内亚交界，赤道横穿国土中部。全国国

土面积约 26.76 万平方公里，其中森林面积占全国土地面积的近 77.2%。全国人

口约为 147 万。①由于长期受法国殖民统治，1960 年独立时加蓬的经济仍然停留

在原始农耕阶段，经济发展落后。然而 50 余年后，加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政局稳定、民族和睦、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加蓬从一个经济极端

落后的殖民地发展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比较富裕的国家，2002 年人均收入为

3120 美元，远远高于全非洲 650 美元的平均水平，位于塞舌尔和毛里求斯之后，

列居第三位。②本文对加蓬独立以来的经济发展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和分析，并指

出了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尤其是在中东北非动乱局势下，加蓬政府面临一

些新的问题和挑战。 
 
 

一、经济发展历程 
 
从 1960 年独立至今，加蓬的经济基本上保持了平稳、快速地发展，国内生

产总值年增长率比较高，国家逐渐步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少有的富裕国家之列。虽

然此间也曾遭遇过曲折，但发展的势头始终不减。综观 50 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

大体可以归纳为四个阶段。 
 
（一）经济蓬勃发展时期（1960—1979 年） 
 从 1960 年独立到二十世纪 70 年代末，是加蓬经济的蓬勃发展阶段。在这

一阶段，加蓬借助石油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使得国民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

展。1960~1965 年，加蓬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 9.5%，③政治独立使得长

期被殖民主义束缚的生产力获得解放，由此释放出巨大的能量。70 年代，两次

国际石油价格的暴涨，进一步推动了加蓬的石油生产，1976 年产量达 1132.5 万

吨，同年国内生产总值也增至 7191 亿非洲法郎，这是整个 70 年代加蓬的国内生

产总值的最高峰。④加蓬政府积极执行“加蓬第一”的方针，采取各种维护经济

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措施，推行“企业加蓬化”政策。70 年代以后，加蓬政府在

逐步加强同外资合资经营企业的同时，还规定一切外国公司必须无偿地将其资本

                                                        
① Africa Development Bank Group, country profile:Gabon 2009. 

http://dataportal.afdb.org/Default.aspx. 
② http://www.afdb.org/knowledge/statistics/statistics-indicators-selected.htm. 转引自转引自安春英编著：《列国

志·加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38 页。 
③ 陈宗德、吴兆契主编：《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 12 月版，

第 225 页。 
④ See David E. Gardinier,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Gabon , Second edition , London,1994, 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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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0%让与加蓬政府。①在独立后的最初 20 年里，在石油美元的刺激下，加蓬

经济以高速度向前发展。 

郎。⑥  

                                                       

 
（二）经济危机时期（1979—1990 年） 
80 年代伊始，西方世界爆发了二战以来最严重、最深刻的经济危机。发达

国家纷纷转嫁经济危机的苦果，造成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下跌。再加上 70 年代

末以来政府公共支出规模过大的弊端逐渐显现。80 年代初，加蓬财政经济严重

失调，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连续出现负数，财政收支不平衡，赤字严重，

债台高筑，加蓬通货膨胀率高达 12.6%-15%，1980-1985 年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

长率降为 2.1%，②第四个五年发展计划无法按照原计划继续执行。1986 年，加

蓬又遭遇油价下跌和美元贬值的不利形势，造成国际收支严重逆差，债台高筑，

国内生产总值连年下降。1986~1990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下降了 0.8%。到 80
年代末，加蓬的人均国民收入由过去的每年 4000 美元下降到 2000 美元。③为了

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加蓬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政策进行调整，如缩短建设战线，

停建和缓建一些工程项目，紧缩开支，减少进口。 
 
（三）经济调整时期（1990—1997 年）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加蓬经济持续困难，虽然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加蓬提供了经济结构调整贷款，但是，据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

统计，加蓬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为 3.9%。④1994 年，因非洲法郎大幅度

贬值，加蓬经济增长率下降，财经形势更加严峻。1991 年~1994 年，国内生产总

值实际增长率为 1.8%，其中 1994 年为 1.7%。⑤随着世界经济的的复苏，国际原

材料的上涨及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取得初步成效，加蓬经济出现转机，主要经济指

标上升。1995~1997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徘徊在 2%左右，其中 1995
年增长率为 3.9%，1996 年为 1.0%，1997 年为 1.3%。石油年产接近 2000 万吨，

锰、铀矿公司扭亏为盈，木材畅销国际市场，贸易顺差继续扩大，国际收支逆差

减少。1995 年~1997 年，国内消费物价通胀率由 9.6%下降到 4.0%；政府财政略

有盈余，1997 年为 440 亿非洲法

 
（四）经济缓慢发展时期（1998 年以来） 
加蓬经济恢复与增长的良好态势未能持续下去，1998 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

对于以外向型出口经济为重要特征的加蓬来说，是一次沉重打击。加蓬国内经济

从此一蹶不振，1998 年~2003 年，国内经济负增长 0.1%。⑦1998 年，加蓬木材

主要出口对象菲律宾、日本和中国对木材需求锐减，使得加蓬木材积压严重，木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 5 月版，第 132 页。 
② See The world bank, African Development Indicators 1994/95, p.18. 
③ 安春英编著：《列国志·加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 8 月版，第 119 页。 
④ See The World Bank, “gabon: quick facts” , 

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COUNTRIES/AFRICAEXT/GABONEXTN/0,,menuPK:3521
35~pagePK:141132~piPK:141109~theSitePK:352109,00.html. 

⑤ See The World Bank , African Development Indicators1996/97. 
http://ddp-ext.worldbank.org/ext/ddpreports/ViewSharedReport?REPORT_ID=9147&REQUEST_TYPE=VIE
WADVANCED&DIMENSIONS=86. 

⑥ EIU,Country Profile :Gabon﹠Equatorial Guinea 2000,p.37. 
⑦ EIU,Country Profile :Gabon 2004,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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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出口比上年减少 34%。①同期，加蓬另一经济支柱石油生产面临巨大挑战，石

油价格由 1997 年的 16.5 美元/桶骤降至 1998 年的 10.3 美元，导致来自石油的国

民生产总值下降 39.6%，木材出口不畅和石油产值的下滑，造成加蓬经济发展受

挫。2000 年，世界经济走势看好，加蓬的传统木材出口市场东南亚国家经济缓

慢攀升，石油价格由 1999 年的 17.9 美元/桶猛增至 2000 年的 28.4 美元/桶。但是

由于加蓬经济积重难返，国内生产总值名义上呈上升势态，但由于非洲法郎对美

元不断贬值，从 1998 年 1 美元=590 非洲法郎贬到 2000 年的 712 非洲法郎，实

际上加蓬 2000 年经济仍处于负增长境况。总体上，21 世纪前十年，加蓬经济继

续保持缓慢发展，随着国际石油价格的回升和加蓬政府发展多元化经济，2010
年加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2%，②经济发展开始复苏。 
 
 

二、经济腾飞的原因 
 
昔日贫困落后的加蓬，今日已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中等收入国家，其经济

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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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加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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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后的加蓬政府不断对立法制度进行修订。1961 年加蓬的第二部

《宪法》规定，有选民资格的每一个公民须进行议员选举投票，以确保在加蓬建

立“国民大众立法”，因此，在 1961 年议会选举中选民投票率高达 98.7%③。1964
年，在反对派候选人的要求下，加蓬对立法制度进行调整，选区划定与全国九个

省的行政区划相一致，并分给其他党派相应席位。这样，议员的选举与总统选举

相一致，即在同一日期、同一次投票、属同一届任期和以同样的条件通过直接普

选产生。这些法律和措施既保证了选举的透明度，又巩固了中央集权，国家的统

一和安定有了保证。 
其次，加蓬政府坚决奉行非种族主义政策。加蓬是个多种族国家，全国有两

大种族，俾格米人和班图人。俾格米人是加蓬最早的原始居民，在现代生活方式

的熏陶下，一些俾格米人已经走出山林，到工矿企业就职。④对于这些原始居民，

加蓬政府在就业上对他们实施优惠政策，各工矿企业也聘用了大批俾格米人。班

图人也是加蓬的主要居民，约公元前 1000 年，班图人从北部和东部边境迁入加

蓬境内。加蓬政府在种族问题上一贯坚持民族平等政策，反对以部族为纽带的地

方民族主义，在政治生活中也体现了关注和平衡各民族利益的特点。《宪法》规

定：任何对种族、人种以及破坏国内安全或共和国领土完整的地域主义宣传，均

应受到法律的处罚。几十年来，加蓬的各族人民在统一的国家中和睦共处，为国

家建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① 王家宝：《加蓬资源经济的负面效应》，载于《世界历史》2000 年第 4 期，第 28 页。 
② EIU,Country Profile :Gabon 2010, p.2. 
③ 安春英编著：《列国志·加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 8 月版，第 107 页。 
④ 新华网：“非洲丛林里的矮人部落——俾格米人”(2005-07-05)，

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5-07/05/content_31762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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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奥马尔·邦戈执政地位的稳固。邦戈自 1967 年执掌加蓬国家政权到

2009 年去世，其执政时间长达 42 年。在非洲近 1/3 国家经历或处于政局动荡、

政变频仍的环境下，而加蓬政权却能长期处于邦戈的领导下，尽管其中政权出现

过波折，但他却能及时扭转事态，实现了由一个单一政党的首脑到一个多元化共

和国总统的转变。邦戈执政期间，推行“民主协商进步主义”①、“有领导有计划

的经济自由主义”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发展战略，主张用对话、宽容、和平的方式

把全体人民团结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一思想和同一意志中，较好的处理了

发展经济与改善人民生活两者之间的关系。另外，邦戈实行“开明施政”的方针，

强调政权应该由各派分享，他在组阁时坚持忠诚、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吸收各

民族人才参政议政，有效的满足了各民族精英的政治要求，维护了民族团结。 
 
（二）丰富的自然资源 
受大自然的青睐，加蓬拥有较丰富的自然资源，尤以石油和林业资源为重。

因此，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在加蓬经济发展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是石油资源。据美国《油气杂志》公布的资料，截至 2002 年 1 月 1 日，

加蓬的石油储量 3.4 亿吨，居非洲第 5 位。②加蓬的石油生产正式始于 1957 年，

到 1966 年全年产量达到 100 万吨，70 年代开始逐年增加。1987 年发现拉比—昆

加（RABI—KOUNGA）油田后，加蓬原油年产量突破 1000 万吨，开始持续增

长。1992 年为 1470 万吨，1997 年达到历史最高峰 1846 万吨。③ 1998 年加蓬的

出口总收入为 11370 亿非郎，合 17.4 亿欧元，石油出口收入就占 8438 亿非郎，

合 12.9 亿欧元。 
 

表 1：1993 年以来加蓬石油出口收入在出口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年度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百分比 73.7 74.1 74 76.2 74.2 74.1 76 77 

资料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0. 

 
近两年，得益于世界油价大幅上扬，加蓬石油收入并未因产量下降而受到影

响，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已连续三年在 60%--65% 之间浮动。2006 年，在石油

产量出现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凭借油价的上涨，石油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仍达到了 51%，石油出口占全部出口的 85%。 2006 年，尽管石油产量下降了 12%，

但加蓬的石油出口收入却增长了 21%，达到了创纪录的 44 亿欧元。从以上统计

不难看出，石油仍然是加蓬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点。  
其次是林业资源。林业是仅次于石油的国家第二大经济部门。加蓬原木储量

约 4亿立方米，在非洲仅次于刚果(金)居非洲第二位。加蓬年产木材约 300 万平

方米，其出口收入占对外贸易总收入的 12%，仅占国民经济比重 8%左右，但却提

供了全国 1/5 的就业机会，是除公务员之外安置就业最多的产业。④凭借丰富的

                                                        
①  陈公元、唐大盾、原牧主编：《非洲风云人物》，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 5 月版，第 285 页。 
②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Annual Report 2010 .p.29. 

http://www.transparency.org/publications/publications/annual_reports/ti_ar2010.  
③  中国驻加蓬使馆经商处：“加蓬石油工业的现状及前景”(2002-03-06)， 

http://ga.mofcom.gov.cn/aarticle/ztdy/200211/20021100046470.html. 
④ 中国驻加蓬使馆经商处：“对加蓬新政府禁止原木出口政策的初步看法”(2010-01-15)， 

http://ga.mofcom.gov.cn/aarticle/ztdy/201001/201001067467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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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资源，邦戈总统曾于 1973 年和 1974 年两次倡议成立“非洲森林经济和木材

贸易组织”，从而促进林业资源的国际开发与合作。1975 年 5 月，该组织正式成

立，非洲有 11 国参加，总部设在加蓬。①在加蓬出产的 800 多种木材中，60 多

种有开采价值，如奥库梅木、奥兹戈木、黄梨木、铁木等。尤其是两种热带原木，

即奥库梅木和奥兹戈木是两种高级珍贵木材，是制作胶合板的上等木材，由于大

部分亚洲原木生产国颁布了禁伐令，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加蓬的原木产量呈不

断上升之势，两种木材的出口占木材出口额的 3/4。加蓬政府对林业资源的开发

实行发放固定数量许可证制度，对森林开发单位或个人颁发三类经营许可证，保

证了森林资源的循环开发与利用。此外，为了防止过度开采对加蓬森林资源造成

损害，1991 年以来，加蓬政府对奥库梅木和奥兹戈木的生产实行配额限制，随

着加蓬林业资源的逐年减少，加蓬政府已决定从 2010 年元月起禁止原木出口，

促进附加值产品的发展②。 

另外，加蓬的锰、铀、铁资源也十分丰富。据估计，锰矿储量约达 4.3 亿吨，

占世界储量的 1/4，其品位高达 50—52%。③位于东南地区的莫安达锰矿，储量

约 2 亿吨，是世界上最大的锰矿之一。铀矿是加蓬另一项重要资源，储量约有

450 万吨，居世界第三位。④但是铀的生产为法国人所垄断，主要是有法国资本

的弗朗斯维尔铀矿公司 1961 年开始在东南地区开采。在加蓬的东北地区和西南

地区都发现有铁矿，据估计全国铁矿储量为 10 亿吨，一般品位都在 60%以上。
⑤此外，在西南地区的奇班加附近也有大量的铁矿，但含磷量比较高。 

 

表 2：加蓬主要矿产品的产量（1994—2002） 

矿产品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原油（千吨） 10,150 11,316 11,324 11,247 10,600 9,799 8,859 7,652 7,792 
锰（千吨） 2,064 2,202 2,217 1,849 1,616 2,300 2,163 1,488 1,506 

铀（吨） 724 623 602 472 732 688 654 729 693 
铁（吨） 1,772 960 965 906 1,018 1,060 1,033 1,022 1,077 

资料来源：EIU.Country Report-Gabon &Equatorial Guinea 2008.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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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蓬也不例外。

为此，加蓬政府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出台了一些鼓励投资的政策和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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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1975～1984

年间平均为 5900 万美元，1985～1989 年上升至 2.19 亿美元。⑥这些外国资本主

                                                        
① 徐宁：《加蓬的四大经济支柱》，《世界知识》，1982 年第 6 期，第 19 页。 
② 加蓬内阁在公报上称，通过此项决定主要是为了创造更多必要财富、着重减少青年的失业，出口高附加

值的成品和半成品。为此，加蓬政府还将修改《森林法》第 2 2 7 条，重新定义加蓬国家木材部（SNGB）
的社会目标，政府还将以国际市场的标准改进相应的海关制度及管理设施。 

③ Gregory. R. G, “Some implications of the growth of the mineral sector”,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9.p.36. 

④ Kant, S. and Redantz. “An econometric model of Gabon”, London: Johns HopkinsUniversity Press,2009.p.55.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 5 月版，第 140 页。 
⑥ UNCTAD. Investment Policy Review: Gabon, 2009: 9. 

http://www.unctad.org/Templates/Search.asp?intItemID=2068&lang=1&frmSearchStr=gabon&frmCategory=all
&section=whol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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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来源于法国，其次是摩洛哥、美国等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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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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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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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加蓬独立以来，国内政治比较稳定，政策的连续性也比较强，这些都为经济

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但是，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虽然加蓬经济发展比较快，

年增长率比较高，国家也比较富裕，但是整个国民经济缺乏综合平衡，各部门之

间存在严重的失调，工业和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发展不协

调，社会失业率上升。据 2010 年《国际生活》杂志公布，加蓬生活质量下降 2

位，在非洲排名 33。①总之，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加蓬面临诸多问题和挑

战。 

 

（一）石油生产萎缩 

虽然石油在加蓬经济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原油生产前景却令人

担忧。根据石油输出国组织、国际能源局、英国石油公司、油气报刊物的联合预

测，加蓬如果没有新的较大油田发现，从 2006 年开始，现有石油储量按现在的

开采技术和开采速度还可以开采到 2032 年。②由于加蓬陆地上的石油开采已没有

太大的回旋余地，潜力应该在深海或半深海下面。但是开采技术的制约和昂贵的

投资，使得世界上一些较大的石油公司还没有完全下定到加蓬的海下钻探石油的

决心。因此，“石油后时代”的到来已经是不可置疑的事实。加蓬已经采取限产

措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生产量和出口量将停滞不前或递减，这将对国民经济

的发展和政府财政形势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且，由于限制产量，加上欧美石油公

司早已控制股权，使得大部分利润被外国公司拿走。即使世界原油价格上涨，加

蓬实际上无法从中获益。虽然石油收入是加蓬国民经济的支柱，但是这种单一的

资源出口性经济使加蓬的经济基础极为脆弱。 

   

（二）经济结构不合理 

长期以来，加蓬在政策导向上把石油等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而忽视了

化工、建材、运输、食品加工等工业部门的发展。加蓬每年需要进口大量工业制

成品来满足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使加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一直摆脱不了作为工

业化国家原料生产地和商品市场的地位，例如，加蓬原木出口占木材总量的 90%。

单一经济结构体制下，加蓬经济建设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原油等主要农矿原料所换

取的外汇，而外汇收入的多寡却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上的供求与价格变动，使加

蓬经济发展起伏不定。自 2008 年下半年起，美国金融危机骤然升级，并迅速向

世界其它地区蔓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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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国驻加蓬使馆经商处：“加蓬生活质量下降”(2010-09-02)， 

http://ga.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1009/20100907115011.html. 
② 中国驻加蓬使馆经商处：“加蓬石油现状及未来前景预测”(2006-12-21)， 

http://ga.mofcom.gov.cn/aarticle/ztdy/200612/200612040997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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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地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加蓬作为一个以石油出口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

国家，金融危机对它的影响主要在石油、木材出口方面。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

机就曾导致 1998 年国际木材市场需求量减少，菲律宾、日本、中国、印度鉴于

国内经济困难,对加蓬的原木需求量分别减少 92.6%、88.4%、56.4%、35.5%。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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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消费市场对原材料的需求正在大幅萎缩，加蓬资源出口面临前所未

有的挑战，全球金融危机将加蓬经济的脆弱面暴露无遗。

 

（三）农业发展相对滞后 

有限的可耕地、落后的公路交通及低水平的农业投资，使加蓬农业发展水平

较低。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发展计划中，加蓬政府对农业重视不够，农业投资

仅占总投资的 1%左右。②在第三个五年发展计划和临时计划中，虽然农业投资比

以前略有增加，但是数量还是很少。加蓬粮食生产供不应求，政府不得不每年花

费大量美元进口各类食品。长期以来，国内市场所需的生活、办公用品甚至蔬菜、

大米和各类食品等都基本需要进口，因此，加蓬物价居高不下。以首都利伯维尔

为例，在利伯维尔最大的商场“姆波洛”超级市场，居民日常消费的大椒、芹菜、

提子、洋白菜分别从南非、法国、美国和喀麦隆进口，目前，加蓬首都利伯维尔

是世界上第四个物价最高的城市。进口粮食耗费了国家不少外汇，给政府财政预

算带来较大的压力。2002 年，加蓬政府用于进口食品的费用达 1189 亿非洲法郎，

占当年进口总额的 16.1%。③不仅如此，政府还要拨出专款用于粮价补贴，以保

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和稳定社会秩序。 

 

 

结语 
 

综上所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普遍陷入政变、战乱、分裂、衰退的年代，加

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是中部非洲国家发

展的优秀生。加蓬政府依靠丰富的石油和木材资源，将国内资源开发与外资利用

相结合，开明施政，摆脱了昔日贫穷落后的局面，堪称黑非洲脱贫致富的典范。

然而，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石油资源的萎缩，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失业的增

加，农业的相对滞后都使加蓬的经济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尤其是在中东北非动乱的国际背景下，加蓬这样的西非小国，只有推进政治民主

化改革，调整经济产业结构，才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趋利避害，立于不

败之地。 

 

 

 
① 非洲之窗：“加蓬调整原木出口政策” (2009-12-07)， 

http://www.africawindows.com/html/feizhouzixun/feizhoushangxun/20091207/23005.shtml.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 5 月版，第 135 页。 
③ IMF, Country Report No.04/29:Gabon, 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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