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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自由化改革对赞比亚纺织业的影响
严　磊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 : 独立初期 ,在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指导下 ,赞比亚初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纺织业生产体系。然而 ,贸

易自由化改革以来 ,国内市场的不断开放和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 ,使赞比亚的纺织产业受到很大冲击。总之 ,当前

赞比亚纺织产业的困境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是 ,贸易自由化改革政策本身的不足是造成赞比亚纺织业困境的

根本原因。在当前条件下 ,赞比亚政府应当继续巩固贸易自由化的积极成果 ,并利用自身优势 ,吸引外来投资 ,加强

同周边国家及中国等国家的友好合作 ,以推动纺织产业的恢复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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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自由化改革 ,是 20世纪 80年代中期 ,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了深化非洲国家的市场

化改革 ,推动经济增长而提出的一项贸易政策改革

方案 ,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内容主要包括降低进出口关税 ,废除不合

理的配额制度等。该政策出台以后 ,赞比亚、加纳、

马拉维、毛里求斯等一些非洲国家都先后按照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 ,对其贸易体制进

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1 ]

赞比亚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始于 20世纪 80年代

中后期。90年代初 ,随着民主化改革的成功 ,赞比

亚加大了贸易自由化的改革。到 1994年左右 ,赞比

亚已经成为南部非洲经济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

一。[ 2 ]但遗憾的是 ,自由化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效

果 ,没有成为带动当地实体经济快速增长的驱动力 ,

反而对制造业、农业等部门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

面影响。[ 3 ]本文即是以纺织业的发展为例 ,分析贸

易自由化改革对赞比亚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

一 　独立初期赞比亚纺织业的发展与问题

为了迅速摆脱单一经济结构的不利影响 ,改变对

铜矿生产的过度依赖 ,赞比亚政府在独立初期制定了

多元化的发展政策 ,希望通过实施进口替代发展战

略 ,以促进制造业等部门的发展 ,取代矿业在国民经

济中的统治地位 ,推动国家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实现

经济的完全独立。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 ,赞比亚的制

造业 ,特别是纺织、服装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到 20世纪 80年代 ,赞比亚的纺织业已经初步

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生产体系 ,企业总数 140余家 ,员

工总数超过 25 000名。其中大型企业有两家 ,一家

是位于卢萨卡市附近的卡富埃纺织厂 ( Kafue Tex2
tiles of Zambia) ,另一家是同中国合作建设的穆隆古

希纺织厂 (Mulungushi Textile)。这两家纺织厂技术

设备先进 ,占据了当时国内市场 80%以上的份额 ,

代表着当时赞比亚纺织产业最高的生产技术。此

外 ,赞比亚政府还依靠国有化、合资办厂等方法建成

如斯沃普纺纱厂 ( Swarp Sp inning M ills)和萨克扎纺

织厂 ( Sakiza Sp inning L im ited ) 等一大批中小型

企业。

但是 ,在高速发展的背后 ,赞比亚纺织产业却存

在相当严重的问题。首先 ,纺织业起步晚、基础差 ,

对外资、技术甚至原材料的依赖性强。以卡富埃纺

织厂为例 ,它始建于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期间 ,设计

产能最初为每年 1 200万米棉布。为了保证工厂能

够生产高质量的产品 ,建厂之初国家进口了一批先

进的生产设备和大批的尼龙、涤纶等中间材料以及

棉花等原材料。虽然赞比亚本国也生产这类原材

料 ,但是由于道路、交通和国家农业发展政策的原

因 ,本国生产的棉花难以保证纺织厂持续的需求 ,所

以纺织厂宁可舍弃国产原料 ,也要花巨资从国外引

进 ,从而增加了生产成本 ,降低了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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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 ,企业的运营成本居高不下 ,市场竞争力较

差。独立初期 ,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中的高关税和进

口限制等政策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幼小

企业的发展 ,但是由于长期缺乏有效竞争以及国内

外市场信息 ,使得纺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大大削弱。

加之这些企业大都属于国营或国有企业 ,普遍存在

着贪污腐败、官僚作风 ,以及管理松弛、效率低下等

现象 ,因而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削弱了企

业市场竞争力。

此外 , 20世纪 70年代中后期开始 ,赞比亚国民

经济陷入全面危机 ,外汇资源严重匮乏。由于没有

足够资金从国外购买急需的原材料、生产设备和零

部件等 ,纺织业的发展遇到了严重阻碍。为使工业

企业通过市场融资 ,赞比亚政府放开了包括纺织品

在内的制造业产品价格控制 ,使得工业品的价格相

对于其他产品大幅提升。但是持续已久的经济危机

已经严重削弱了普通市民的购买能力 ,而纺织品价

格的过快提升 ,使得一件普通的消费品也变成了大

大超出民众购买力的奢侈品 ,这就迫使人们减少对

纺织品的消费 ,从而阻碍了纺织工业的发展。

二 　贸易自由化改革以来受到的冲击

自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以来 ,赞比亚政府开

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 ,推行贸易自由化

改革 ,以推动出口产业的增长 ,提高国家的市场化水

平 ,改变国民经济高度封闭的发展状态。持续的自

由化、私有化改革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赞比亚的投

资环境 ,对经济的整体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 ,

由于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 ,国外产品大量的涌

入 ,对赞比亚本地的制造业 ,特别是对纺织业的冲击

很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 ,纺织品进出口总量的变化。纺织品出口

一直是赞比亚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自由化改革以

来 ,赞比亚纺织品的出口总量实现了平稳增长 ,从

1996年的 4 200万美元到 2003年的 4 910万美元。

在非传统出口项目中的比重也从 1993年的 16. 7%

增加到 1998年的 28. 2% ,产品远销世界各地。但

是 ,在纺织品出口缓慢增长的同时 ,进口的纺织品却

迅猛增长 ,从 1996年的 3 120万美元增加到 2003

年的 5 770万美元 ,增幅超过 85% ,并在 2003年产

生了将近 860万美元的贸易逆差。

其次 ,随着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 ,一些原本规模

较大的企业由于开工不足 ,使本土纺织业面临全面

萎缩。以穆隆古希纺织厂为例 ,其设计生产能力是

23 500百吨纺线 ,但实际上 ,由于国际缫丝品市场需

求的下降以及国内消费不足的影响 ,其产能利用率

在 1996年时仅为 82. 5% ,到 2001年时下降到 62%

左右。而产能利用率的下降 ,则反映了市场生存环

境的恶化。以针织企业为例 ,在 20世纪 80年代时 ,

赞比亚的针织产业处于发展的全盛期 ,总计有 60多

家规模不等的针织厂 ,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卡富埃纺

织厂、恩多拉编织厂 (Ndola Knitting M ills)等。但是

随着自由化改革后市场竞争的加剧 ,到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 ,大概只剩下 50多家企业。到 2004

年底 ,真正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 ,只剩下不到 10

家 ,主要生产和销售一些学生制服、矿工防护服、职

业套装等具有地区优势且有特定用途的产品。

此外 ,本土纺织企业大规模倒闭 ,造成就业岗位

大量消失 ,给赞比亚各地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难以估

量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 ,纺织企业的就业人数从

20世纪 80年代的 25 000人左右 ,下降到 2002年的

1万人左右 (另一说认为 ,当前赞比亚真正从事纺织

生产的员工只有 2 500人左右 [ 4 ] )。赞比亚当时最

大的纺织企业卡富埃纺织厂于 2004年宣布倒闭 ,造

成近 700人失业。[ 5 ]恩多拉原本是赞比亚纺织企业

最集中的城市之一 ,极盛时有将近 30家纺织厂 ,是

名副其实的“纺织业之都 ”。然而自 1991年以来 ,

随着本地纺织产业的日益萎缩 ,恩多拉的纺织企业

出现了大范围的停产与关闭 ,据悉 ,当前恩多拉地区

仍在营业的纺织厂也只有五六家左右。[ 6 ]另一些企

业虽然没有关闭 ,但也缩小了生产规模 ,或者放弃本

地市场 ,转向出口生产 ,由此导致大批工人丧失就业

机会 ,生活水平大幅下滑。

三 　贸易自由化后纺织业萎缩的原因

那么 ,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贸易自由化改革以

后 ,赞比亚的纺织业出现了如此严重的萎缩呢 ?

首先 ,贸易自由化改革后 ,西方二手服装①的大

量涌入是造成赞比亚纺织业萎缩的主要原因。事实

上 ,对于赞比亚而言 ,西方的二手服装并不是什么新

鲜事物。早在 20世纪 20年代殖民统治时期 ,赞比

亚就出现过繁荣的二手服装交易。独立初期 ,随着

本地纺织产业的蓬勃发展 ,二手服装一度退出赞比

亚市场。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贸易自由化改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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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随着国内外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二手服装又重新

来到赞比亚。特别是民主化改革以后 ,政府进一步

放宽了对进口商品的限制和管理 ,二手服装开始大

量涌入 ,并对当地的纺织产业造成致命的打击。[ 8 ]

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 ,赞比亚的二手服装贸易已经

形成了一定的国际化流通线路 ,并在本地建立了具

有相当规模的二手服装产业网络。据不完全统计 ,

在 1990年 ,赞比亚总共进口了 118万美元的二手衣

服。到 1994年时 ,这一数字增长为 688万美元 ,其

中半数以上来自美国。

其次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 ,国际市场上

纺织品市场竞争加剧对赞比亚纺织业造成了很大的

冲击。特别是近年来 ,随着中国产品尤其是纺织品、

廉价生活用品在全球市场上热销 ,不可避免地对一

些生产力水平较低、生产成本过高的发展中国家的

制造产业带来一定挑战。正如恩多拉凯斯纺织厂的

一位负责人所说 :“中国的廉价制造品已经成为赞

比亚所有的制造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纺

织品市场而言 ,中国产品造成的市场冲击更为显而

易见。“我们公司每米布的成本至少是 1美元 ,而

从中国进口的布料 ,包含关税在内 ,每米只要 0. 68

美元。”[ 6 ]因此从经营成本的角度考虑 ,当地的商店

倾向于选择中国产品 ,这严重地压缩了本地纺织品

的市场份额 ,使得纺织企业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再次 ,结构调整以来 ,赞比亚国民经济的持续衰

退和人民消费水平的不断下降是造成本地纺织业生

产、销售萎缩的重要原因之一。自 20世纪 80年代

结构调整改革实施以来 ,赞比亚陷入了长达二十多

年的经济衰退。在此期间 ,赞比亚的宏观经济形势

一片混乱 ,物价飞涨 ,通货膨胀率常年保持在 20%

以上 ,甚至还达到 200% ,人民生活水平严重倒退 ,

大多数老百姓连基本的日常生活需求都无法满足 ,

更别说扩大消费 ,拉动纺织产业的增长。

此外 ,客观地讲 ,赞比亚纺织产业本身存在一定

的问题。第一 ,产业链条不够完善 ,成本过高 ,很难

抵御西方廉价服装的冲击。原材料供给方面 ,赞比

亚本地的棉花产量低、价格高 ,不足以满足纺织产业

发展的需要。当前赞比亚的棉花种植面积为 5万多

公顷 ,但由于是小农户种植 ,产量很低 ,每公顷产量

约为 700 - 1 000公斤。再加上自 1995年赞比亚最

大的棉花生产企业棉绒公司 (L int Company)被私有

化以后 ,棉花供给市场常年被几大供应商把持 ,不仅

价格奇高 ,还无法保证供应 ,因此一些公司不得不选

择从国外进口棉花 ,从而增加了生产成本。第二 ,产

品的质量不高 ,缺乏市场竞争力。尽管独立后的赞

比亚纺织产业确实有了长足进步 ,但是由于长期的

贸易保护政策影响 ,赞比亚的服装业既无法引进国

外先进技术 ,也无力追逐国际时装界的时尚风潮 ,难

以满足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其结果 ,一方面降低

了本地纺织企业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为外贸纺织品

的畅销提供了条件。

但是 ,从更深层次来讲 ,贸易自由化改革政策本

身的不足是造成赞比亚纺织业困境的根本原因。

首先 ,同私有化一样 ,贸易自由化是结构调整改

革的主要组成部分。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一直

被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用来作为对发展中

国家经济改革的重要指导原则。然而贸易自由化本

身却存在许多缺陷 ,一直饱受争议。[ 9 ]贸易自由化

政策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以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

济运作规则为参照系 ”而提出的 ,并要求非洲国家

“按照西方经济发展模式为样本 ”进行改革。[ 10 ]这

忽略了以赞比亚为代表的非洲国家的基本国情和要

求 ,因此不利于经济改革的推行。

其次 ,贸易自由化与本地产业振兴规划之间存

在着很大的矛盾。在结构调整改革政策中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方面要求赞比亚推行全面

的贸易自由化改革 ,包括实行货币贬值、改革关税、

减少进出口限制等措施 ;另一方面要求赞比亚政府

减少对经济的控制 ,加快经济私有化改革 ,鼓励中小

企业发展 ,全面发展民族经济 ,实现经济复兴。实际

上 ,由于赞比亚民族产业的发展起点较低 ,以及西方

国家单方面的贸易保护政策 ,使得这两项政策之间

产生了很大矛盾。进口商品的大量涌入 ,使本地产

品受到排挤。而纺织企业受原材料、进口设备价格

上涨等因素的影响 ,生产成本大幅提高 ,市场竞争力

下降 ,致使纺织企业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再次 ,贸易自由化改革的要求过高 ,改革的幅度

过大 ,以至于对赞比亚民族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

损害。例如在关税设定方面 ,早在 20世纪 90年代

初 ,赞比亚政府就依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

行的要求将关税设定在 25%以下。[ 11 ]而按照 1994

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 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

果 ,赞比亚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其关税水平可以

维持在 35%到 60%之间 ,以利于本地产业的发展。

换言之 ,在 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以前 ,迫于

外部环境的压力 ,赞比亚已经按照贸易自由化改革

的要求 ,单方面将关税调节到低于发达国家要求的

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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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严重损害了赞比亚的经济利益 ,而且还对赞比

亚的国家主权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四 　如何促进赞比亚本地纺织产业的发展

贸易自由化改革以前 ,赞比亚推行的是进口替

代的发展战略 ,对发达国家的工业制品设定了高额

的进口关税 ,以保护国内脆弱的民族经济。这种高

关税、高贸易壁垒的做法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赞比

亚民族经济的成长 ,但在另一方面则限制了国民经

济的竞争力 ,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贸易自由化

改革以后 ,赞比亚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

下 ,大幅度地削减了关税 ,减少了贸易壁垒。从一定

程度来看 ,赞比亚贸易自由化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

的 ,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发展的需要。那么

在当前条件下 ,赞比亚政府应当采取何种措施 ,推动

本地纺织产业走出困境呢 ? 关于这一问题 ,目前赞

比亚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有 :

第一 ,制定更多的优惠政策 ,给予纺织业发展必

要的扶植。自由化改革以来 ,由于受外部市场环境

的冲击 ,本地的制造业企业相继倒闭 ,这给国民经济

的发展带来很大损失。虽然坚持自由化的原则 ,但

并不意味着政府对自由化所带来的弊病无计可施。

政府可以效仿美国、日本、欧盟、中国等一些国家和

地区的做法 ,给予棉花种植等纺织品相关产业必要

的财政补贴 ,以增加自身原材料供给能力 ,降低企业

成本 ,增强本地纺织企业的竞争力。[ 12 ]

第二 ,鉴于二手服装泛滥已成为赞比亚纺织产

业发展的巨大障碍 ,一些专家、学者建言政府应当采

取妥善措施 ,切实处理二手服装的问题。二手服装

作为一种特殊商品 ,赞比亚政府不但没有对其设置

进口限制 ,反而与新衣服一样只征 25%的关税 ,这

实际上是一种变相鼓励政策。赞比亚政府必须改变

这一做法 ,要同肯尼亚、乌干达等国一样 ,对二手服

装征收惩罚性关税 ,或者限制进口数量 ,以保护本国

纺织企业的根本利益。

第三 ,对纺织品的进出口关税政策进行相应的

调整 ,以确保关税系统不仅能够成为国家产业安全

的防火墙 ,也能为企业出口的增长做出积极贡献。

首先 ,赞比亚政府应该在适当的情况下提高进口纺

织成品的关税率。当前政府对服装等成品征收的关

税太低 ,只有 25%左右 ,根本不足以保护本地脆弱

的民族经济发展。而对原料、设备以及机器的零部

件所征的关税过高 ,从而增加了本地纺织企业的成

本 ,阻碍了其生产竞争力的提高。其次 ,赞比亚应当

效仿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做法 ,建立纺织品的出

口退税制度 ,以帮助本地纺织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获

取更多的竞争优势。

第四 ,利用自身优势 ,加强同南部非洲国家间的

区域性合作 ,并增加对发达国家和周边地区的出口。

近年来 ,随着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 ,赞比亚的纺织品

出口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受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贸易互惠体系影响 ,赞比亚向周边国家出口纺织品

的份额逐渐增大 ,而在欧盟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

有关统计表明 ,当前南部非洲共同体国家已经成为

赞比亚纺织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 ,占赞比亚每年纺

织品出口总额的 48%。赞比亚的纺织企业应当牢

牢抓住国际市场转变的这一形势 ,利用美国“机会

与增长法案 ”,以及南部非洲国家市场开放的大好

时局 ,深入推进改革 ,增强产品和企业的市场竞争

力 ,争取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第五 ,加强同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赞比亚同中国在纺织业方面的合作比较久远 ,基础

良好。例如在援助建设穆隆古纺织厂项目中 ,中方

前后共向赞方提供了 1 100多万英镑的无息贷款和

150万美元的维护资金 ,并派出了大批技术专家给

予系统指导。在中赞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穆隆古希

纺织厂初期得以迅速发展 ,成为当时赞比亚第二大

纺织企业。然而随着 20世纪 80年代以后赞比亚整

体经济形势的恶化 ,企业经济效益不断下滑 ,到

1994年中方专家撤出时 ,工厂已经处于停产状态。

1995年 ,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提议

下 ,中赞双方决定在工厂原有的基础上 ,重新注入资

本 ,以合资的方式重建穆隆古希纺织厂。由于得到

了中赞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新一轮资金、技术的

投入 ,该纺织厂重新开工后发展迅速 ,当年 6月其主

要生产指标就已经达到或超过原公司的历史最高水

平。此后 ,为了拓展企业的生产和销售规模 ,穆纺公

司先后投资新建了两个轧花厂和棉籽油加工厂 ,在

全国范围内建成了 18家连锁店 ,形成了系统的营销

网络 ,产品远销南非、美国、津巴布韦等十几个国家

和地区。[ 13 ]

新世纪以来 ,随着国际纺织品市场竞争的日益

加剧 ,穆纺公司经营状况日益恶化 ,在 2007年再次

倒闭。但从另一方面来看 ,抛开多年来穆隆古希纺

织厂为赞比亚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不提 ,该纺织厂

建立的本身就是中赞两国“南南合作 ”的典范。在

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相互支持的同时 ,穆隆古希

纺织厂的合作模式也为中赞两国加强双边交流积累

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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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自由化改革以来 ,随着国内市场的不断开

放和国外商品的大量涌入 ,赞比亚的纺织产业受到

严重的冲击。当前赞比亚纺织产业所面临的困境是

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就深层次来讲 ,贸易自由化

改革政策本身的不足是造成赞比亚纺织业困境的根

本原因。然而 ,贸易自由化改革符合现代市场经济

和全球化发展的需要 ,这一改革的大方向是不应更

改的。在当前条件下 ,赞比亚应当继续深化推行贸

易自由化 ,同时运用各种方法不断提高本地纺织产

业的竞争力 ,这样不仅有助于赞比亚改善投资环境 ,

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 ,也可以增强自身实力 ,为推动

民族经济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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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 pacts of Trade L ibera liza tion on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Zam b ia

YAN Lei

(Hum anities and Comm unica tions College, Shangha i N orm al U niversity, Shangha i 200234, Ch ina)

Abstract:Under the guidance of import - substitution policies, Zambia has basically established a relatively com2
p lete textile p roduction system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independence. After trade liberalization reform s, the in2
creased openness of the domestic market and the influx of foreign goods have greatly impacted on Zambia’s textile

industry. Overall, the difficulties that Zambia’s textile industry is faced with are caused by a variety of factors.

However, the irrationality of liberalization reform itself is the root of the p light of Zambia’s textile industry. In re2
sponse to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the textile industry, the government of Zambia should continue to deepen reform ,

consolidate the positive resul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use its advantages to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 an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so as to p romote the econom ic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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