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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非援助:历史、理论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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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对非援助经历了初始、调整和发展阶段,现已趋于成熟。三个世界划分的

理论为中国援非提供了理论基础, 援助是一种相互支援  的理念、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
的原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的目标、急非洲人民之所急的出发点和信守承诺的优良传

统则是中国援非政策的特点。中国对非援助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有力地推动了中非双方的

经济发展,并且成为世界上新型的国际经济关系和南南合作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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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援助是中国对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反映了中非关系的本质、特点和走向。自新中

国成立以来,尤其是非洲大陆走上独立道路之后,

中非关系得到了飞速发展,
#
中国对非援助也同

步扩展。本文拟对中国对非援助的历史沿革、理

论基础及政策特点作一剖析,望指正。

一

新中国自 1949年成立以来, 对非援助经历了

三个发展阶段。

1 1949年 ∃ 1976年, 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初

始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 雅尔塔体制和冷战格局主

宰世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成为东、西方阵营的

分水岭;以美国以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采取敌

视态度,迫使中国一边倒向苏联。 1950年代末,

由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而引发的中苏战略利益的

矛盾, 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面临美、苏两

个大国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 在国际社会处于十

分孤立的境地。为此,中国急需打破美苏的封锁,

拓展新的外交空间。在这一时期, 非洲大陆掀起

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前西方殖民地纷纷摆脱殖民

统治, 走上了民族独立之路。独立后,非洲国家面

临着巩固国家政权和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 它们

急需国际社会的援助。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将非

洲国家视为国际统一战线阵营的重要盟友。因

此,发展和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成为打

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这一时期中国对非援助的政策主要体现为

五项原则 和 八项主张 。周恩来总理 1964年

访问非洲 11国途中,根据万隆会议精神和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宣布了中国处理非洲和阿拉伯国家

关系的五项原则: ( 1)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

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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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独立的斗争; ( 2)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政府

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 ( 3)支持非洲和阿

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

的愿望; ( 4)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通过和平协

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 ( 5)主张支持非洲国家

和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

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和干涉。在同加纳

总统恩克鲁玛会谈时, 周恩来又首次提出了中国

对外援助的八项主张: ( 1)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

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 从来不把这种援助

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 2)

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 严格尊重受援

国的主权, 绝不附带任何条件, 绝不要求任何特

权; ( 3)中国政府以无息贷款或低息贷款的方式

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

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 4)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

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

助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 ( 5)中

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

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 积累资金; ( 6)

中国政府提供自己能够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

和物资,并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如果中国政府所

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 中

国政府保证退换; ( 7)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

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

握这种技术; ( 8)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

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

资待遇,不允许有任何的特殊要求和享受。

这一时期的中国对非援助,凸现了中国力图

以援助为手段, 建立和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关

系,以此打破美国, 或者美苏的封锁, 拓宽外交活

动空间。这个出发点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国对非援

助的特点是:第一,援助完全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

指导下进行,即援助为政治目的服务。因此,援助

的政治功能压倒了经济功能, 援助很少考虑经济

效益。第二,由于当时中国的国力尚不强大,因此

援助的规模还十分有限。第三, 为了表示中国方

面的真诚,援助几乎表现为单一的无偿援助。

2 1976年 ∃ 2000年, 中国援非政策的调整

阶段

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中国和非洲国

家的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在结束了文化

大革命后, 实行拨乱反正, 1978年中国政府确立

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一方面向国际社会打开大门, 欢迎不同社会制度

的国家来华投资经商,另一方面则在国内开始了

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非洲,独立之初,一部分国

家仿效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另一部分国家则

提出走 非资本主义道路  , 学习苏联模式, 实行

计划经济。 1970年代末非洲大陆出现的经济危

机,宣告了无论是西方模式或者是东方模式都不

适合非洲国家。 1980年代, 非洲国家为了摆脱经

济危机,被迫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统一改革方案 ∃ ∃ ∃ 结构调整  。由于这个方
案以西方经济运作为样本, 因此在非洲表现出严

重的 水土不服 。1980年代非洲经济止步不前,

因此被非洲经济学家称为 失去的十年  。非洲

国家痛定思痛,提出了联合自强、自主发展的战略

方针, 决心走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十分明显,无

论是中国或者非洲,在总结了独立之后政治、经济

发展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后, 开始了新的改革和

探索。值得一提的是, 1980年代末和 1990年代

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世界进入了后冷战时

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包括中国和非

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发展经济、摆脱落

后的要求更加强烈。

形势的变化对中非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1983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对非洲经济技术合

作的 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  
四项原则。十分明显, 四项原则 同时成为这一

时期中国对非洲援助工作的基本原则。中国政府

领导人对此作了具体解释,即: 中国同非洲国家进

行经济技术合作, 其一, 遵循团结友好、平等互利

的原则, 尊重对方的主权,不干涉对方的内政, 不

附带任何政治条件, 不要求任何特权;其二,从双

方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出发, 发挥各自的长处

和潜力,力求投资少、工期短、收效快,俾能取得良

好的经济效益; 其三, 合作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

因地制宜,包括提供技术服务、培训技术和管理人

员、进行科学技术交流、承建工程、合作生产、合资

经营等,中国方面对所参与承担的合作项目负责

守约、保质、重义, 中国方面派出的专家和技术人

员不要求特殊的待遇;其四,双方合作的目的在于

取长补短、相互帮助, 以利于增强双方自力更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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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促进各自民族经济的发展。

这一时期,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中国援非的

形式和手段出现了新的内容:其一,援助的出发点

开始由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 政治和意识形态

的色彩逐步淡化, 而发展经济成为关注的重心。

其二, 援助更加务实。通过对非援助,一方面促进

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另一方面也推动

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以达到共

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目的。其三,援助形式由单向

无偿援助转向双方合作, 包括合作生产、合资经

营等。

3 2001年 ∃ 今,中国援非政策的发展阶段

进入新世纪,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

变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 发展中国家既面临

机遇, 也面临挑战。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

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面对新的国际形

势,中非都有着进一步加强磋商与合作,共同应对

新世纪挑战的强烈愿望。中非建立更加密切的友

好合作关系,符合双方的利益, 顺应世界和平与发

展潮流。在这种形势下, 中非双方决定召开中非

合作论坛,通过这种多边磋商形式,就面临的重大

问题交换看法,协调立场, 共同勾画中非双方在新

世纪的合作方向与蓝图。因此, 举办论坛是时代

发展的要求,是中非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2006年,中国政府发布了 !中国对非政策文

件 ∀,对中国援非政策作了专门的阐述:在经济援

助方面, 中国政府将根据自身财力和经济发展

状况, 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并逐步增加力所能及

和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  。在减免债务方面,

中国政府愿继续通过友好协商帮助有关非洲国

家解决和减轻对华债务。继续呼吁国际社会, 特

别是发达国家在减免非洲国家债务问题上采取更

多实质性行动  。此外, 中国政府在人力资源开

发和教育方面, 充分发挥中国政府设立的 %非洲
人力资源开发基金 &在培训非洲人才方面的作

用,根据非洲国家的实际需要, 确定重点,拓展领

域,加大投入, 提高实效。继续与非洲互派留学

生,中国将适当增加政府奖学金名额。继续派遣

援非教师,帮助非洲国家开展汉语教学。实施教

育援助项目,促进非洲有关薄弱学科的发展。加

强在职业技术教育和远程教育等方面的合作  。
在科技方面, 继续为非洲国家举办实用技术培

训班, 开展技术援助示范项目。积极推动中国科

技成果和先进适用技术在非洲的推广和应用  。
在医疗卫生方面, 中国将继续向非洲国家派遣

医疗队,提供药品和医疗物资援助, 帮助非洲国家

建立和改善医疗设施、培训医疗人员  。在减灾、
救灾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 积极开展在减灾、救

灾领域的人员交流、培训和技术合作。中国将积

极回应非洲国家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要求, 鼓励

并支持中国红十字会等非政府组织与非洲国家相

关团体开展交流与合作 。[ 1]

十分明显,进入新世纪后, 中国对非援助得到

迅速发展,其标志为: 第一,援助工作机制化。通

过中非合作论坛, 中国对非援助逐步形成了比较

完备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机制, 如三年一次的部长

级会议、高官会议和后续工作委员会等。第二,中

国援非的领域不断扩展,除了传统的经济援助外,

在教育、卫生、文化和科学技术等相关民生领域的

各种援助有了明显的增加。第三, 中国援非更加

注重实际效益, 更加关注提升非洲国家的建设和

管理能力。有人形容中国援非逐步从 输血  转
向 造血 ,就是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

中国援非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初始阶

段,中国的对非援助受到意识形态的严格支配,对

非援助是为了支持非洲国家的反帝、反霸、支持民

族解放运动,因此援助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援助

为政治服务。进入调整阶段后, 对非援助突破了

意识形态的控制, 其经济意义超越了对政治利益

的诉求。通过对非援助, 一方面促进受援国的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也推动中国和非洲

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以达到共同发展、共同

繁荣的目的。在新世纪, 中国对非援助的内容和

方式呈现多样化,进入了多领域、多形式和多渠道

的时期,援助的效果也得到明显的提升。剖析中

国对非援助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 中国的援非工

作一直紧跟时代的步伐, 与时俱进。半个多世纪

来,中国援非得到不断的完善和进步,因而有力地

推动了中非关系的发展。

二

第三世界理论是中国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

它同样为中国对非援助提供了理论基础。

1974年 2月 22日, 毛泽东在会见第二次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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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 首次提出了关于划分

三个世界 的战略思想: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

世界。中间派, 日本、欧洲、加拿大, 是第二世界。

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

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 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同年 4月 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

会议上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

分的理论,并说明了我国的对外政策。他指出:中

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

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具

有相似的苦难经历, 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中

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

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是自己神圣的

国际义务。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指

导思想。它首先明确划分了国际关系中各种力量

的组成, 指出了中国应该依靠、团结和反对的对

象。它从理论高度阐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

迫民族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

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战略思想。

这对中国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主动拓展

外交空间,提高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同样为中国援非提供

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1 中国和非洲具有共同利益

中国和非洲同属第三世界,双方具有共同的

历史遭遇,在近代都遭受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

和种族主义的压迫和统治; 也具有相同的奋斗目

标,即巩固新生的民族政权和发展民族经济。这

就决定了中非双方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不仅

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 相反具有许多基本的共同

利益。毛泽东在接见非洲朋友时多次指出: 我

们与你们的情况差不多,比较接近,所以我们同你

们谈得来,没有感到我欺侮你, 你欺侮我  ; 我们

之间相互平等,讲真话,不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我们之间是兄弟关系, 不是老子对儿子的关

系  。[ 2] ( P432, P438 )
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属性决定了

中国和非洲国家能够、而且必须联合起来,结成最

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

义和霸权主义。

2 在共同的斗争中,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是无

条件的

鉴于中国与非洲具有共同的利益, 因此中国

把援助非洲视为是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 而且援

助是无条件的。 1956年, 当埃及为收复苏伊士运

河进行斗争时, 毛泽东在接见埃及驻中国大使时

说:埃及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全中国人民都支

持你们。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你们有什么

需要, 只要我们能力所及, 一定帮助。中国政府和

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

主权的英勇斗争, 并且相信在这一斗争中埃及人

民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 3 ]
邓小平也指出: 发展

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应该享有和行使永久主

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该严格尊重受援

国家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 不要求任何特权;

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应该是无息或低息, 必

要时可以延期偿付甚至减免; 对发展中国家的技

术援助应该实用、有效、廉价、方便。

3 中国将尽自己的能力援助非洲国家,随着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力壮大, 中国对非援助将同

步扩大

毛泽东早就指出: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

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

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 4]
邓小平 1978年 5

月 7日对马达加斯加政府经贸代表团说: 到实

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 我们对人类特

别是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 1989年 2

月 22日邓小平会见布隆迪总统布约亚时,把 我

们不忘穷朋友 作为谈话主题。当布约亚总统对

中国的援助表示感谢时, 邓小平恳切地说: 中国

的帮助是有限的,因为我们的条件还差,也许再过

10年、20年, 中国情况更好些,能为第三世界的穷

朋友做更大贡献。 [ 5]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由于正确反映了当代

国际关系的力量构成,因而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

指导思想, 成为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理论基础。

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国际形势有所变化,但是中

国领导人始终坚持这个理论。第二代领导人邓小

平指出: 中国的对外政策, 主要是两句话, 一句

是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是中国

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 将

来发展富强起来, 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

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 中国永远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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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永远不会屈服别人, 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

边。 [ 6] ( P56 )
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重申: 中国是发

展中国家,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是

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 [ 7 ] ( P243)
第四代领导

人胡锦涛则更加直截了当地表示: 发展同非洲

国家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相支持、密切合作的

关系, 是中国政府毫不动摇的外交方针;中国对非

洲政策是建立在中非共同和长远战略利益基础上

的,不会因世界局势的转变和各自情况的变化而

改变。 [ 8]由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提出的 三

个世界  划分的理论, 经过几代领导人的坚持和

发展, 成为中国对非关系和中国援非政策的强有

力的理论基础,加强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团结,使

中国对非援助保持了长期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三

中国对非援助经历了半个多世纪, 虽然在不

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内容, 但是中国对非

援助政策始终表现出以下特点:

1 中国对非援助的基本理念: 援助不是一种

恩赐, 而是一种相互支持

根据第三世界的理论, 中国和非洲同属第三

世界, 因此, 中国和非洲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毛

泽东对此解释说: 我们需要支持, ∋∋谁来支持

我们? 还不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

动,这是支持我们的最主要的力量。∋∋中国可

以当作你们的一个朋友。我们能牵制帝国主义,

使它力量分散,不能集中力量去压迫非洲。 他又

指出: 我们的斗争支持你们, 你们的斗争支持我

们。 [ 9] ( P467 )
由此可见,由于中国和非洲存在共同

的利益, 因此, 其中一方的强大,必然形成对另一

方的支持。所以,从表面上看是中国对非进行援

助;但是非洲一旦发展起来,使世界反帝反霸的力

量壮大了,又反过来支援了中国。早在周恩来提

出的八项主张中就明确指出: 中国 从来不把这

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 而认为援助是相互

的  。在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也指出: 中国

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非洲国家也

给予中国诸多有力的支持。 中非关系的历史已

经证明了这一辩证关系。中国援助了非洲, 而非

洲也帮助了中国。中国对非援助, 不仅使非洲国

家获益, 经济得到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中国也会从中获益,政治上得到非洲国家的支持,

经济上得到非洲资源的支援。比如,在恢复中国

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 非洲国家坚决支持

中国,在赞成票中占 1 /3; 在击退西方国家在人权

问题上对中国的无理指责、10次否决反华提案的

斗争中,非洲国家更是功不可没。

2 中国对非援助的原则: 援助不附带任何政

治条件

中国早在八项主张中明确指出: 中国政府在

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

不附带任何条件, 绝不要求任何特权。在半个多

世纪里,中国政府始终严格遵守这个原则。中国

对非援助充分尊重受援国意愿, 真心帮助受援国

发展经济,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不干涉别国内

政,也不损害别国利益。这不仅有利于发展中国

家团结合作,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相比之

下,西方国家在援助的同时却附带许多损害非洲

国家主权的政治条件。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

道,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给予非洲的贷

款和赠款往往带有大量的附加条件,要求接受国

遵循特殊的政策。部分附加条款具有不小的争议

性。尤其是在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问题上, 似乎

都对西方大国有利,引起了一些非洲国家的不满。

尼日利亚伊格比奈丁大学政治学教授奥鲁方米拉

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非洲国家和人民都认

识到, 中国的援助不仅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而且

援助也从不因外部环境的改变而中断。他说:

中国 (提供的援助 )不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

界银行那样,附加那么多的政治条件。另外,从很

早的时候,中国就开始无偿援助非洲的发展,即使

在中国相对贫穷的时候, 也是如此。我们都知道

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铁路线, 这条铁路就是

中国在自己发展遇到巨大困难的时候,捐建给非

洲人民的。现在中国强大了,他们给非洲的捐助,

有的甚至价值数亿美元。 [ 10 ]

3 中国对非援助的目标: 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  
中国援助非洲的目标, 并不仅仅是为了帮助

非洲国家解决暂时遇到的困难;更加重要的是,中

国通过援助,帮助非洲国家提升经济发展的能力。

有人形象地比喻为 不仅仅是输血, 而应该是造

血  ,温家宝则运用老子的一句话: 授人以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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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授人以渔  。他在参观位于埃及首都开罗智能

村的华为中东北非培训中心大楼时对大家说:

希望我们的企业在当地, 要遵守当地的法律, 诚

信,搞好管理, 同时要无私地来培训当地的职工。

这就是我们常讲的,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他
又指出: 中国援非的目的是增强非洲自主发展

能力。中国不仅仅是授人以鱼, 更要授人

以渔。 [ 1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是中国对非援助
的本质特征, 也是与西方对非援助的根本区别。

中国在对非援助项目过程中积极培养当地的员

工,传授技术和管理知识。于是, 完成了一个工

程,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建设、技术和管理人才。例

如,在中国与津巴布韦农业机械设备合作项目中,

中国政府不仅提供了优惠贷款用于购置农机设

备,还派出中方技术人员提供为期一年的售后服

务,同时选派津巴布韦技术人员赴中国学习深造。

参与该项目的津巴布韦农夫世界公司常务董事马

修拉拉扎先生说,中国像兄弟一样全心全意帮助

津巴布韦实现经济发展, 中国政府所做的, 不是

给我们几条鱼,而是给我们鱼竿,教我们如何自己

钓到鱼。这样, 明天我们就不需要再去中国寻求

帮助, 而是自己学会了如何照顾自己。我认为中

国到津巴布韦是来帮助我们的, 而不是要控制我

们的经济,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让我们获得经济上

的独立  。[ 12]

4 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发点: 急非洲人民之

所急

中国提供的对非援助项目,一般都从非洲国

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 帮助它们解决急需

解决的问题。比如,基础设施和农业对非洲经济

发展和消除贫困至关重要, 是非洲国家十分关心

和需要发展的领域,于是这就成为中国长期以来

对非援助的重点。典型的例子是建造坦赞铁路。

在西方国家以成本或客观条件为借口拒绝修建坦

赞铁路后,中国主动承担了这一长达 1800多公里

的巨大工程。周总理对当时的对外经委主任方毅

说,坦、赞 两个姐妹国家还被帝国主义、殖民主

义、种族主义包围着。它们共同认识到没有周围

国家的独立解放就不会有它们自己真正的独立解

放。修通这条把它们联结起来的铁路运输线, 可

以使它们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控

制和讹诈,还可以使世界反帝、反殖国家通过它们

更有效地支援非洲南部、中部和西部为独立、解放

而斗争的自由战士∋∋我们是从支援非洲民族解

放运动的高度来看待修建坦赞铁路问题。援助他

们也就是援助我们自己  。[ 13]
坦赞铁路工程于

1976年完工, 在修路过程中 65名中国工人以身

殉职。

5 中国对非援助的优良传统: 信守承诺

在对外援助中, 由于援助方占据了主动和优

势地位,因此它们往往会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改变

原先承诺的援助数量或者时间。这种例子在西方

国家对非援助中常常出现。比如西方曾多次承诺

援助发展中国家,但由于没有约束机制和强制性,

即使是在其经济发展良好的时候, 承诺也并非总

能得以实现。

相比之下, 中国对非援助始终信守承诺。无

论是中国遭遇了困难,还是世界经济出现了不景

气,中国对于允诺的援非项目历来信守承诺,按质

按量按时完成。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这次世界

金融危机。尽管危机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挑战,但是中国政府多次表示中国不会因

为金融危机而减少对非洲的援助, 中国将与非洲

共克时艰,继续扩大对非贸易和投资。 2009年 2

月,胡锦涛主席在访问非洲期间郑重承诺:中方将

认真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确定的各项援非

举措, 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继续增加对非援助、减免

非洲国家债务,扩大对非贸易和投资、加强中非务

实合作。中国对外援助一直信守承诺,因而也备

受受援国的好评。

6 中国对非援助的结果: 促进了非洲的社会

经济发展

加蓬驻华大使姆巴 ( 阿洛大使指出: 中国

和非洲国家是全天候的好朋友和真诚合作的好伙

伴。中国真诚关心非洲,帮助非洲, 真心希望非洲

发展壮大。中国的发展为非洲国家提供了更多的

发展机遇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 14]
确实,中国

对非援助成果显著。据中国商务部 2008年资料,

中国对非援助始于 1956年, 中国已向 53个非洲

国家提供了各类援助。截至 2007年底,中国为非

洲援建 800多个项目, 其中农业项目 138个、基础

设施项目 137个, 包括 20所学校、38所医院、78

万人座的体育场馆; 修建铁路 2000多公里, 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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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多公里; 向 43个非洲国家派遣 1. 7万人次

的医疗队, 为非洲培训人才 3万名。许多中国援

建项目, 如坦赞铁路、埃及国际会议中心、多哥糖

联、马里塞古纺织厂、毛里塔尼亚友谊港、突尼斯

麦热尔德 -崩角水渠、津巴布韦水泥厂、坦桑尼亚

查林兹供水项目等,一直在受援国发挥着重要作

用。
[ 15]
非盟经济委员姆克威扎拉姆巴最近在 !非

盟委员会星期五期刊 ∀上撰文指出, 中非合作对

非洲来说是真正的机遇。这个机遇不仅在于非洲

直接获得的益处,更在于对非洲处理与国际关系

的影响。正是由于中国, 非洲今天才能拒绝附加

过多条件的援助。日益增强的中非关系使非洲在

国际舞台上更自信。
[ 16]
中国对非援助经过半个多

世纪的风风雨雨,已经趋于成熟。与时俱进、不断

创新是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取得成功的基础; 而

援助是一种相互支援  的理念、援助不附带任何
政治条件的原则、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  的

援助目标、急非洲人民之所急的出发点和信守承

诺的优良传统, 则是中国对非援助政策成功的保

证。中国对非援助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有力地

推动了中非双方的经济发展, 并且成为世界上新

型的国际经济关系和南南合作的典范。

注释:

# 具体可参见拙作!试析中非经贸关系的特点 ( 1949∃ 2000 ) ∀,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1年第 4期; !论中

非经贸关系 ∀,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年第 2期; !中非经贸关系:挑战与对策 ∀, !上海师范大学学

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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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ina& s A id to A frica : H istory, Theory and Features

SHU Yunguo

( Centre fo rA fr ican Stud ies, 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 ina)

Abstrac t: China& s a id to A fr ica, w hich has exper ienced the three periods of beg inn ing, adjustm ent and deve lopm ent, has

now reached m atur ity. The theo ry of ThreeWorlds prov ides the theo re tica l bas is fo r it. It is character ized by the no tion that It

is a k ind o fm utua l support , by the princ ip le that No politica l cond itions are attached to the a id , by the goa l that To g ive a

person fish is not as good as to teach him or he r how to engage in fishery , by the starting po int that the urgent needs o fA fr ican

peop le m ust be satisfied as quick ly as po ssib le, and by the fine tradition tha t Ch ina always keeps he r prom ises. Now China& s a id

to A frica has born r ich fru its, w hich v igo rous ly prom otes the deve lopm ent of both China& s and A fr ica& s econom y. C lea rly, Ch i

na& s a id to A frica has turned in to a model fo r new internationa l econom ic relations and for South- South cooperation, .i e. coop

e ration among deve loping countries in the Southern H em isphere.

K ey words: Ch ina, a id toA fr ica, h isto ry, theo ry,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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