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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尼日利亚石油合作
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汪 峰
(上海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中心, 中国 上海 200234)

摘 要: 尼日利亚石油资源丰富, 是非洲最重要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地区, 也是中国未来主要的能源合作伙伴。目前中

尼石油合作尚处起步阶段, 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尼日利亚动荡的社会环境、单一的经济结构、西方国家的责难, 以及

中国石油公司自身的缺陷也使合作面临严峻的挑战。对中尼石油合作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 并提出相应的

对策建议, 有助于推进中尼关系全面、深入的发展, 维护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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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尼日利亚开采石油以来, 以石油为主

的采矿业逐步成为该国国民经济的支柱。 70 年代初, 在

原油出口的带动下, 尼日利亚出现了一个短暂繁荣时期,

一跃为 ∀ 世界第十三富有的国家#。但随着国际油价暴

跌, 其石油产量锐减, 80 年代的尼日利亚转变成世界主

要的负债国。尽管如此, 尼仍然是非洲最大的石油出口

国, 石油产量保持在世界前十位。中国与尼日利亚于

1971 年正式建交, 两国在政治、经贸、文化等领域进行

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2008 年, 中尼进出口贸易总额达

72 66 亿美元, 同比增长 67 7% , 在非洲国家中位列第

四。∃ 近年来, 双方石油合作起步, 但面临严峻的挑战,

石油交易量波动较大。对中尼石油合作的现状、存在的

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思考,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有

助于推动中尼关系全面、深入的发展, 维护中国在非洲

的石油利益。

一、中国与尼日利亚石油合作的现状

(一) 尼日利亚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

石油是尼日利亚最重要的能源矿产, 其出产的原油超

过 60%是低硫含量的轻质油, 质量很高。据 %BP世界能

源统计 2010& 数据显示, 到 2009 年底, 尼日利亚的石油

探明储量为 372亿桶 (约折合 50 亿吨) , 占世界总储量的

2 8%。同时, 尼石油产量也基本稳定, 1999 年为 206 6

万桶/日, 2005 年增加到 249 9万桶/日, 后出现下跌, 但

日产量仍保持在 200 万桶以上, 2009 年为 206 1 万桶/日,

占世界总产量的 2 6%。∋ 尼日利亚的油田主要集中在尼

日尔河三角洲和乍得、阿南布拉、贝努埃盆地等地区,

分为陆地、近海、深海类型。现阶段, 尼投产的油田已

超 250 个, 估计尚有 200 个深海油田有待勘探和开采。

随着勘探、钻井技术的提高, 尼日利亚的海上石油作业已

经起步, 大量深海油田必将得到开发, 其石油探明储量和

产量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这保证了尼日利亚在国际能源

格局中继续占据重要的地位。早在 1971 年尼就加入欧佩

克组织, 目前, 它依旧是非洲最重要的欧佩克产油国。

∃

∋

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 2008 年我与西亚非洲国家贸易统计国别

情况 [ EB/ OL ] ( 2009 3 18 ) htt p: / / xyf mofcom gov cn/

aarticl e/ date/ 200903/ 20090306106677 html.

BP Statist 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0 [R] (2010 6) pp 6 8

http: / / www bp com/ liveassets/ bp _ internet / globalbp/ globalbp _

uk _ english/ report s _ and _ publications/ statistical _ energy _ review _

2008/ STAGING / local _ assets/ 2010 _ downloads/ statistical _ review _

of _ world _ energy _ full _ report _ 2010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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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尼日利亚近十年的石油日产量(

年 代(((((((((((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产量 (万桶/日) 206 6 215 5 227 4 210 3 223 8 243 1 249 9 242 0 230 5 211 6 206 1

资料来源: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 ld Energy, 2010

(二) 中尼石油交易量偏低且起伏不定

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

高, 国内石油供不应求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石油缺口已

是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2009 年, 中国原油进

口量连续第 8 年上升, 全年进口量首次突破 2 亿吨, 达

到 20 379 万吨, 比上年增长 13 9% , 原油进口依存度

(原油净进口量占炼厂加工量的比重) 升至 53%。∃ 对中

国而言, 扩大海外原油来源已刻不容缓。中尼之间固定

的石油贸易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末。此后, 尼日利亚每年

均向中国出口原油, 但交易量并不稳定, 时而激增, 时

而锐减。1998 年, 我国从尼日利亚进口原油 12 32 万吨,

次年飙升至 136 92 万吨 ; 而后逐年递减, 到 2003 年跌

至 12 20 万吨 , 但 2004 年又迅速回升至 148 90 万吨。∋

2005 ( 2009 年, 这种突增突减的现象继续重演。此外,

中尼间的原油交易量也明显逊色于中国与其他非洲国家

的原油贸易。从 1999 至今, 中国进口安哥拉、苏丹的原

油量迅速增加, 已分别突破 3 000 万吨和 1 000 万吨, 而

同期从尼日利亚的进口量却一直在 150 万吨以下大起大

落。2009 年, 在尼日利亚原油的出口对象国中, 美国以

占 40% 的比重高居榜首, 其后是印度 ( 11% )、巴西

( 10% )、印尼 ( 7% ) , 中国则远远靠后。) 总之, 中国已

是尼日利亚石油的固定买主, 但双方交易量不大, 仍有

广阔的发展前景。

表 2 1999 ( 2009年中国从尼日利亚、安哥拉、苏丹进口原油量 单位: 万吨(

年代

国家(
((((((((((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尼日利亚 136 92 118 66 77 25 48 79 12 20 148 90 131 02 45 19 89 51 35 04 139 32

安哥拉 287 60 863 66 379 89 570, 51 1 010 15 1 620 82 1 746 28 2 345 20 2 499 66 2 989 39 3 217 25

苏丹 26 61 331 36 497 34 642 56 625 84 577 05 662 08 484 65 1 030 95 1 049 92 1 219 14

资料来源: 田春荣 %2004 年中国石油进出口状况分析& 和 %2009年中国石油进出口状况分析&

(三) 中国企业在尼日利亚的石油投资

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 西方石油公司就进入尼日利亚

勘探石油。1958 年英、荷合资的壳牌达西公司开采和出

口第一批石油后, 谢夫隆、美孚、道达尔、阿吉普等石

油巨头纷纷涌入尼日利亚, 争夺它们对石油资源的控制

份额。尽管尼政府独立后, 先后颁布 %石油法&、成立国

家石油公司, 努力收回石油资源主权, 但当前几大西方

公司所占区块的石油储量为尼总储量的 50%以上, 仅壳

牌一家就拥有 50 多个区块、 90 多个油田、1 000 多口油

井, 上述公司在拥有的区块中基本上都互相参股, 你中

有我, 我中有你。∗ 与此鲜明对比的是, 中国三大石油企

业 (中石化、中海油、中石油) 2002 年后才陆续从尼石

油领域获得生产权益。2004 年, 中石化首先独立获得乍

得盆地第 64、66 区块的勘探权; 2006 年中海油出资 27

亿美元, 购入尼日尔三角洲 M L130区块 45%的权益, 预

估该地石油储量 6 亿桶; 同年中石油斥资 20 亿美元获卡

杜纳炼油厂 51% 的股份, 并赢得 OPL471、721、732 和

298 四个区块。+ 不久前, 中尼又签署了价值数百亿美金

的石油合作协议, 拟帮助尼方修建炼油厂。由此可见,

中尼石油合作尚处起步阶段, 中国企业在尼石油领域的

投资正逐渐增加, 但其进入尼日利亚的时间太短, 所拥

有的石油生产区块远不及西方。

二、中国与尼日利亚石油合作面临的挑战

(一) 尼日利亚 ∀荷兰病# 现象严重, 经济发展存在

不稳定性

∀荷兰病# 是指一国经济因某个初级产品部门的异常

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衰退的现象。尼日利亚属于资源输

出型国家, 经济长期依赖于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的

出口, 是 ∀ 荷兰病# 典型的受害者。据世界银行统计,

1980 ( 2005年尼石油工业占 GDP的比重从 29%升至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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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春荣 2009 年中国石油进出口状况分析 国际石油经济 [ J] .

2010 (3) : 5.

田春荣 2004 年中国石油进出口状况分析 国际石油经济 [ J] .

2005 (3) : 12

EIA Count ry Analysis Br ief: Nigeria [ EB/ OL] . ( 2010 7) .

ht tp: / / ww w. eia doe gov/ cabs/ N igeria/O il html

中国商务部 尼日利亚石油区块开发情况及我国企业参与建议

[ EB/ OL ] ( 2007 3 8 ) ht tp: / / intl ce cn/ gjzx/ af rica/

N igeria/ sd/200707/ 17/ t 20070717 _ 12195304 _ 2 shtml

V ivien Fos ter. Will iam But t erfield. Chuan Chenand Nataliya

Pushak. Building Bridges: China s Growing Roleas Infras tructure

Financier for Sub Saharan Af rica [ M ] . Washington: The World

Bank 2009 p 49



10 http: //www sbs edu cn

油气收入占出口总额的 99% , 政府财政收入的 85% , 但

对全国就业的贡献率仅为 4%。而 1970 ( 2005 年, 尼第

二大生 产部门农业所占 GDP 比重则 从 48% 降到

23 3%。∃ 显然, 石油业在尼日利亚经济中一家独大的局

面越来越固化, 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部门的发展空

间被严重挤占。这种单一的经济结构致使尼国民经济对

国际原油市场的波动极度敏感, 发展存在很大的不稳定

性。上世纪 70、80 年代, 随着国际油价的大涨大落, 尼

日利亚一夜暴富, 而后又迅速沦为低收入国家。2009 年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尼第一季度原油出口收入仅 50

亿美元, 环比下降 99 8% , 同期外贸额环比下降 29% ,

同比下降 69%。∋ 尼日利亚经济的脆弱面已暴露无遗。

上述问题若不能妥善解决, 势必影响到尼经济的持续发

展, 危及在尼投资的外国公司。中国石油企业在开拓尼

石油市场的同时, 应密切关注其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

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

(二) 尼日利亚社会动荡、腐败成风, 投资环境较差

尼日利亚民族众多 (豪萨 富拉尼族、约鲁巴族、伊

博族为主) , 宗教复杂, 民族冲突一直是困扰该国的主要

问题。尼独立后的多次政权更迭都与民族矛盾有关, 而

石油收入的分配也向来是各族争夺的焦点, 1967 ( 1970

年的比夫拉战争一定程度上就是伊博族与豪萨族为争夺

石油利益而引发的。至今 , 尼联邦政府与产油地区在资

源拥有和利益分配上仍有巨大分歧, 而地方的各族武装

也经常为抢夺石油收益爆发冲突, 加之产油区盗匪猖獗,

绑架勒索频发, 使得外国石油公司在尼的安全得不到保

障。2009 年 12 月, 尼反政府武装 ∀ 尼日尔河三角洲解放

运动# 就在东南部的河流洲炸毁了属于英荷壳牌公司和

美国谢夫隆公司的油管。而自 2006 年以来, 有近 300 名

外国人在尼日尔河三角洲被绑架, 大批石油设施和输油

管道被破坏。) 除糟糕的社会治安外, 尼日利亚政府官员

的腐败现象也相当普遍, 尤其是在发放石油勘探许可证

方面, 开发权及承包项目的授予经常取决于少数官员的

态度, 腐败行为屡见不鲜。近几年, 虽然尼政府铁腕治

腐, 但成效有限。据透明国际发表的 %2009 年年度报告&

统计, 尼日利亚得分仅 2 5 (满分 10分) , 在该组织对 180

个国家廉洁程度评定指标中列居第 130 位, 属于严重腐败

国家。∗ 以上因素均恶化了尼日利亚的投资环境, 增加了

中国石油企业的投资风险, 威胁中尼石油合作的扩大。

(三) 西方国家对中尼石油合作的责难

欧美是尼日利亚石油的传统买家, 由于石油安全直

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 也涉及政治、军事安全, 因

此掌控石油产地和运输线路一直是大国所追求的战略目

标。随着中国加大在尼日利亚能源领域的投资, 一些西

方国家、媒体、个人开始诽谤中国, 破坏中尼石油合作,

最甚嚣尘上的就是形形色色的所谓 ∀ 新殖民主义#。例

如, 有欧美学者指责中国在非洲搞 ∀ 外科手术式的殖民

主义#, 即以最低限度的破坏攫取非洲的自然资源。甚至

将中非间的合作与 16 世纪葡、西殖民美洲以及 19 世纪

英、法、德等国瓜分非洲相比较, 认为中国只是在方式

上更加温和而已。此外, 西方有些人还指责中国以不干

涉内政为原则的 ∀ 北京共识# , 破坏了以建设良政和改善

人权为条件的 ∀ 华盛顿共识#。+ 西方人反复鼓吹, 中国

在尼日利亚所关心的只是石油, 一切投资、援助都是为

了 ∀ 掠夺# 资源, 中国在该国的存在将加剧腐败、恶化

人权状况。这些丑化中国形象、破坏中尼合作的污蔑早

已被有识之士戳穿。美国中非关系问题专家德博拉 布

劳提冈指出, 中国在非洲不是无偿的捐助者, 但认为中

国对非援助会破坏稳定、恶化管理、加剧贫困的观点是

错误的, 中国向非洲提供贷款、机器设备、建筑服务,

非洲则用石油和其他资源偿还, 这是一种双赢的合作。,

2008 年 2 月, 尼前总统亚拉杜瓦访华时也表示, 巩固和

提升尼中之间的友好互利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两国

各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尼方愿扩大双方在经贸、基础

设施、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欢迎中国企业参与、投资尼

日利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油气资源开发, 感谢中方对尼

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支持与帮助。−

(四) 中国石油企业与国际石油大公司的差距

中国石油企业刚刚打开尼日利亚市场, 并取得了某

些成果, 但依旧面临诸多问题。首先, 中国石油公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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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Bank. N igeria Competit ivenessand Grow th [ R ] . p. 17.

ht tp: / / ww w. pak nigeria. org/ pdfs/ 32 _ N igeria _ Competi

t iveness _ and _ Growth _ M ain _ Report pdf .

中国驻尼日利亚使馆经商处. 2009 年第一季度尼日利亚原油出

口大幅下滑 [ EB/OL] . ( 2009 7 31) . http: / / nigeria. mof com.

gov. cn/ aarticle/ e/ j/ 200907/ 20090706433618 html.

李怀林. 尼日利亚反政府武装分子炸毁一条输油管道 [ EB/

OL] . ( 2009 12 19) . ht t p: / / new s xinhuanet com/ world/2009

12/19/ cont ent _ 12672683 htm.

TransparencyInt ernat ional . TIAnnualReport2009 [ R ] . p. 49.

htt p: / / www. transparency. org/ publicat ions/ publicat ions/ annual _

reports/ ti _ ar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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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Oil [ J/ OL ] . pp. 4 58 9. htt p: / / www. allacademic. com/

one/ www/ www/ index. php? cmd = Download + Document& key =

unpublished _ manuscript& file _ index = 2& pop _ up = true& no _

click _ key= t rue&attachment _ st yle= att achment& PHPSESSID=

46750f15113d904b68733bf6fe2139e2.

DeborahBraut igam. TheDragon sGift : TheRealSt oryofChinainAfrica

[ M] . NewYork: OxfordUniversit yPress. 2009. p.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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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2 28 ) . htt p: / / new s xinhuanet com/ new scent er/

2008 02/28/ cont ent _ 7689378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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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尼日利亚油气领域的时间较晚, 尼主要的陆上、近海

油田的勘探和开采权早被西方石油公司获得, 可供中方

选择的空间不大。如尼日尔河三角洲的陆地石油生产区

块就已所剩无几, 且富油田较少。目前, 尼石油的开发

重点正转向深海地区, 西方各大石油公司也迅速跟进,

将目光锁定在深海油田。截至 2007 年, 尼储量 5 亿桶以

上的油田有 17 个, 基本都在深海, 且集中于几家欧美石

油公司之手, 其中壳牌占 8 个, 谢夫隆 4 个, 美寽 3 个,

道达尔 2个。∃ 而中国石油企业在技术、规模、经营管理

方面与这些国际石油巨头存在差距, 特别是深水油田的

开发技术还不成熟。2006 年中石化竞标安哥拉深海石油

区块时, 就因此而落败, 这种情况有可能在尼日利亚重

演。再者, 包括石油公司在内的中国企业都倾向于雇用

中国工人。原因是中国工人与尼日利亚人相比, 沟通方

便, 旷工率低, 有熟练的技术, 且一人能身兼数职。但

是, 不雇用本地人引起了尼日利亚民众和地方政府对中

国企业的不满, 认为自己未能从中国石油公司的投资中

获得实在的好处。此外, 少数中国企业存在不尊重当地

工人合法权利的行为, 与尼工会关系紧张, 这也加剧了

中国石油公司与周边环境的隔阂, 使其难以融入尼日利

亚社会, 给西方以攻击中国的口实。

三、改进中尼石油合作的对策分析

在我国石油进口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 开发尼日

利亚的石油资源, 扩大中尼石油合作具有较强的现实意

义。我们应总结经验教训, 发挥优势, 规避风险 , 探讨

两国能源合作的长效机制。

(一) 发挥中尼双方在石油领域互补性强的优势

尼日利亚石油资源丰富, 但缺少勘探、开采所需的

资金、技术和人才, 其石油工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与西方

公司的合作, 并被后者所控制。西方石油巨头长期对尼

实施技术和管理垄断以谋求巨额利润, 尼联邦政府对此

早已深恶痛绝。为改变依附关系, 尼政府正努力实现投

资来源多元化。而我国石油工业资金雄厚, 拥有大量专

业人才和先进的技术设备, 具备大举投资尼石油资源的

条件。双方的合作可以各取所需, 有很强的互补性。更

重要的是, 尼日利亚的石油下游工业落后, 急需提升本

国的石油提炼能力。当前, 尼国内的大型炼油厂有 3

家 ( ( ( 卡杜纳炼油厂、瓦里炼油厂和哈科特港炼油厂

(第一、第二炼油厂 1993 年合并 ) , 可都设备老化、技术

落后、管理混乱、生产效率低下, 远不能满足国内对成

品油日益增长的需要。非洲第一大产油国每年竟要耗费

巨资进口成品油。今年 3 月, 尼日利亚前石油部长

Ajumogobia就表示, 目前尼联邦政府每年支付 6 870 亿

奈拉 (约合 45 8 亿美元) 用于汽油进口的补贴, 补贴额

还将进一步增加, 政府可能陷入无钱可付的困境。∋ 2005

年起, 尼政府推出了石油上下游捆绑式开发政策, 即投

资尼下游能源领域 (包括炼油、发电厂和石化项目) 的

企业可以优选获得石油生产区块的勘探开采权。中国石

油公司应把握时机, 协助尼建造大型炼油厂, 这既有利

于中方获取原油, 又能减少尼对西方的依赖, 树立中国

企业真诚帮助非洲的良好形象。

(二) 推广 ∀ 基础设施换资源# 的合作方式, 改善尼

投资环境

过去十年间, 中非之间实际已形成一种 ∀ 基础设施

换资源# 的合作方式。中国借此打开了苏丹、安哥拉、

刚果 (金) 等国的市场, 该方式同样适用于尼日利亚。

长期以来, 尼联邦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足, 致

使国内港口、公路、铁路等破败不堪, 卫生、教育条件

极差, 特别是电力供应严重短缺。2010 年新年, 尼副总

统向公众承认, 到 2009 年底, 尼供电能力仅恢复到 3 700

兆瓦, 与实现 6 000 兆瓦的目标相差甚远。) 而电力不

足、交通落后也是恶化尼投资环境、制约其石油工业发

展的重要因素。对此, 尼政府一直呼吁外国资本投向电

力产业, 但收效甚微。多年来, 中国在非大量投资基础

设施建设, 非洲各国则以原油、铜、铁等金属矿产偿付

贷款, 两者实现双赢。中方完全可以运用这方面的经验,

投资尼日利亚交通、电力等领域, 一方面能增加自己在

油田竞标中的砝码 , 另一方面也能改善尼日利亚投资环

境, 保证中国油企在该国勘探、开采活动的顺利进行。

(三) 坚持中国特色的援助原则, 加强中尼政治关系

中国对非援助与西方国家的主要区别在于不附加条

件、不干涉内政。欧美向尼日利亚提供援助往往以人权、

民主化改革、建立良政为前提, 实为将西方的价值观念

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尼日利亚。温家宝总理曾指出, 非洲

的发展应从非洲的实际出发, 走自己的道路, 即非洲模

式。∗ 中国政府一直尊重尼政府和人民的选择 , 从不对

其内政指手画脚, 这是赢得好感的重要原因。双方目前

已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我国在尼日利亚开展石油外交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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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增进中尼之间的互信和

友谊。

(四) 加强与国际石油大公司的合作

在尼日利亚开发石油不单纯是中尼合作的问题, 更

是大国间的合作博弈。西方石油公司不希望中国石油企

业进入它们长久垄断的市场。但现下, 尼日利亚逐步开

放的深海油田多为勘探难度高, 前期投入大的部分, 单

凭某一公司难以完成, 这为各国石油企业的强强联合提

供了可能。中国石油企业可以通过联合参股、寻找技术

伙伴等方式, 与国际石油大公司合作, 这既可分担投资

风险, 又能学到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 尤其是海上勘

探开发技术, 为独立竞标尼日利亚的深海油田做好准备。

(五) 深化中尼文化交流, 增进中国企业与周边社区

的沟通

中国员工与尼日利亚地方民众隔阂严重, 突显了两

国文化交流的滞后。中国石油企业要扎根尼日利亚, 不

仅要和尼联邦高层保持密切联系, 还必须与地方政府、

酋长及普通百姓建立良性互动。中方石油企业应与当地

政府、群众合办一些文化娱乐活动, 如 ∀ 中尼友谊油文

化节# , 以宣传和介绍中国文化, 增进彼此间的好感与信

任。中方甚至可以拿出部分资金, 在当地教育机构设立

培训基金、∀ 孔子奖学金# 等, 让尼民众切实感受到中国

公司带来的实惠。此外 , 政府间的文化交流也要跟进。

根据 %中非合作论坛 ( 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 ( 2010(

2012 年)& 的精神, 可以适时召开 ∀ 中尼文化论坛#, 加

强政府文化部门的定期磋商; 制定和执行 ∀ 中尼文化人

士互访计划# , 加强文化艺术管理部门及文化艺术界专业

人士的交流与合作; 在尼日利亚增设中国文化中心, 使

中尼文化交流常态化, 便利公众了解和研习等。

五、结语

未来中国对海外油气的依存度将持续上升, 扩大中

尼, 乃至中非石油合作, 实现我国石油进口多元化具有

战略意义。目前中尼石油领域的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 ,

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中国石油企业要拓展尼日利亚这

块西方国家的传统市场, 所面临的挑战极为艰巨。中国

应发挥双方经济互补性强的优势, 推广互利互惠的合作

方式, 辅之相应的文化外交, 实现共同发展的长远目标。

面对欧美的有力竞争, 我们更要探求合作经营的可能,

向对方学习, 取长补短, 提升我国石油公司投资海外的

能力。唯有如此, 中国在尼日利亚及非洲的能源利益才

能得到扩大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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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iger ia is abundant in o il resources. It is not only t he most impo rtant oil production and export reg ion in

Afr ica, but also a major ener g y partner for China in the fut ur e. A lthough o il co operation bet ween China and N igeria is

pr esently in its init ial stag e, its pro spects are indeed very br ight. H ow ever, the o il co operation betw een China and N iger ia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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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ng a lo t of challenges including turbulent so cial environment and single pr oduct economy with Niger ia, calumniation from

Western count ries and defects w ith Chinese o il companies . It is helpful t o systematically analy ze the cur rent situat ion as w ell

as pr oblems of the bilateral o il cooperation and present strateg ies to further develop China N igeria relations and protect

Chinese oil interest in A frica.

Key Word: Niger ia, China, o il co operation, challenge, str at eg y

(责任编辑/陈 彬)

 特约点评!

中非经贸合作: 发展迅速,前景广阔

[点评人] 舒运国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

任,博士生导师) : %中国与尼日利亚石油合作面临的挑战

及对策&一文从微观视角出发, 以中国与尼日利亚的石油

合作为个案,对中非经贸关系作出了分析和评价。尼日利

亚是非洲第一大产油国,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原油进口国,

因此剖析中尼石油合作,在中非经贸关系中具有一定的典

型性和代表性。

进入 21 世纪以来, 中非经贸关系快速发展, 2008 年突

破 1 000 亿美元, 今年上半年已经超过 600 亿美元, 全年有

望再超千亿美元。中非经贸关系的迅速扩张不是偶然现

象,下述因素决定了它的必然性。

第一,从历史的视角看, 中非经贸关系存在悠久的历

史。中国和非洲虽然相距万里, 隔山隔水, 但是中非人民

克服地理和环境的障碍, 在千余年的漫长历史中, 和平交

流,平等相待, 互通有无,持续不断地推动双方经贸关系的

发展。中非经贸关系经受了历史的考验, 积累了丰厚的历

史积淀。毫无疑问,今天的中非经贸关系是传统经贸关系

的继续,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从政治视角看, 中非双方长期保持着相互尊重

和相互信任的良好的政治关系。众所周知, 中国和非洲国

家同属发展中国家,双方的同一属性决定了中非之间相互

依存和相互支持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为了在国际社会

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双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形成

了广泛的一致, 这为中非经贸关系提供了稳固的政治

基础;

第三,从经济的视角看, 中非经贸关系提倡和贯彻平

等、互利和双赢的原则。中非双方通过经贸关系进行平等

交换,互通有无, 促进了经济的共同发展;

第四,从发展的视角看, 中非经贸关系呈现出巨大的

发展潜力。客观上, 中非的经贸合作具有很大的互补性;

主观上,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要求中非加强经贸合作, 因此,

中非经贸关系将继续强劲发展, 并在世界贸易中占有越来

越重要的地位。

中非经贸关系的强劲发展, 不但带动了中非双方的经

济发展,对现存的国际经济关系也带来了冲击, 因而引起

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

坚持冷战思维,视非洲为西方的传统势力范围, 对于中国

在非洲的经贸活动横加指责, 甚至套上了∀ 新殖民主义#、

∀掠夺资源#等莫须有的罪名。

对于西方的无理指责,本没有必要花费笔墨。因为就

其实质而言,中非经贸关系是独立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经

济交往,是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它

完全不同于殖民主义控制下的经贸关系, 因此不存在剥削

与被剥削、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中非经贸关系更不带∀ 新

殖民主义#的色彩, 它不以损人利己为目的, 不以掠夺对方

资源为手段。这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实际

上,许多西方学者也站在公正的立场上, 对中非经贸关系

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美国学者德博拉 布劳提冈

( Debor ah Brautigam)教授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 撰写了

%龙的礼物, 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 ( The D ragon s G ift:

The Real Sto ry o f China in A fr ica) , 剖析了中国在非洲的

经贸活动,批驳了西方国家散布的一些不实之说。比如对

于中国∀掠夺#非洲的自然资源说, 布劳提冈指出, 过去五

年里,中国对非洲制造业的投资超过了对矿业的投资。十

分明显,西方的无稽之谈正日益失去市场。

%中国与尼日利亚石油合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的作

者以一个中国学者的视角, 对于中非经贸关系作出了科学

的分析,这对于澄清中非经贸关系的实质、推动中尼石油

合作,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责任编辑/陈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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