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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本著作系经合组织发展中心 2005-2006 年工作计划成果之一，属于促进经合组
织与非成员国非正式政策对话的扩大任务授权范围。 它是“政策一致性与生产能
力建设”课题的组成部分。 

该研究与柏林德国发展研究所、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合作完成。 前几
版草稿曾提请非洲发展银行、国际清算银行、瑞士巴塞尔大学、欧盟生态观察员集
团、全球发展网络及尼日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提出意见。 

随着中国与印度在世界经济中日益明显的崛起，非洲经济和政策将因此受到多
样、复杂的影响。即使中印两国近年来的这种高速增长不一定能长期持久，亚洲巨
人与非洲之间的相互影响肯定会进一步强化。 

亚洲巨人在许多方面对非洲各国政府的政策设计有相关性：可以将亚洲巨人视
为发展模式效仿，视为全球价格包括利率的关键决定者，视为潜在市场、竞争对
手、供资方和政体决定因素。 政策互动似乎会涉及的方面包括：原料价格水平和
波动、汇率发展和资源分配（非工业化、纵向一体化）、低工资竞争和收入分配、
工业化战略、投入物挂钩（在中国印度）、资本流动效应（如通过外国直接投资、
项目融资、公私合营企业等形式 ），以及广泛趋利行为和族群间分配紧张关系等
大环境方面。 

 

本著作以大量资料显示，非洲各国经济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亚洲竞争力和增长率
影响。 有些情况下似有互补影响，如非洲生产国因亚洲对其产品需求增加而受
益。 中印和其它一些国家可能希望选定某些非洲国家以确保其原料来源，改进出
口基础设施，提供项目融资、外国直接投资和其它与贸易相关的资本流动形式等。 
另一些情况下则是争利而非互利关系，因为亚洲经济体间接地从非洲各国争走了投
资资源。 虽然总体而言，亚洲崛起和相应的南南合作带来的短期机遇可能超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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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造成的经济成本，尤其是对非洲原料能源出口国而言，但存在长期性严重风
险。 风险涉及方面包括：良政标准削弱，可能导致高原料价格带来的增收分配不
当；向非传统可出口产品业务的投资兴趣下降，而难以更公平分享全球贸易惠益。 

随着被称为“亚洲驱动国”的中印融入世界经济的势头越来越强，世界上贫穷
国家的经济和政体肯定将因此受到复杂多样的影响。 亚洲驱动国幅员之广阔，增
长率之高，对自然资源胃口之大，及不断增强的经济政治实力，决定了它们将会重
塑世界经济和影响游戏规则。 其日渐增强的势力可能会改变一些关键领域的以往
关系，不仅对经合组织内的主要贸易伙伴，也对其它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造成竞
争和机遇。 为此必须设计应对亚洲驱动国的创新性政策。 因为亚洲巨人的兴起不
会是短暂现象，所以需要有长期政策。 

 

通过该著作，经合组织发展中心旨在提供一些决策、战略，使非洲各国和人民
从两个亚洲巨人的崛起中能获取最大的利益，将风险减到最小。 

本文重点包括全球宏观经济、原料商品市场、贸易纽带与政策、中国印度跨国
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及良政标准等方面。 鉴于多数非洲国家与世界经济的关系
是作为原料生产国，也是亚洲驱动国的重要原料供应者，本文特别集中阐述了中国
印度对某些国际商品和能源市场的影响。 

 

本著作： 

• 首先论及中印增长业绩对原料市场产生的全球宏观经济间接影响，原料市场是

非洲各国与世界经济关系最密切的纽带； 

• 审视了制成品价格下降、原料价格上升和亚洲两大国货币汇率上升趋势对贸易

条件的影响，探索可能由此产生的分配后果（即所谓荷兰病效应）； 

• 跟踪了非洲贸易转向中印的过程，指出因中印对某些原料市场的需求波动较

大，由此而产生的相关政策性挑战。 对作为中印和非洲之间外国直接投资流动

渠道的一些公司作了深入研究，分析非洲跨国公司（虽然主要是南非公司）如

何能从亚洲驱动国的市场机遇中受益。 

最后，本著作也旨在向捐助国提供政策选项，以采取合适的宏观政策，尽量减
少荷兰病效应的影响（若产生这种效应的话），提供部门多样化战略，贸易政策建
议（例如如何弥补取消多纤维协议后带来的优惠损失），以及利于最大程度地、持
续地受益于外国直接投资的东道国政策。 

 

亚洲巨人融入世界经济使宏观经济与金融方面的相辅相成关系性质发生了巨大
变化，反过来也改变了初级商品市场的面貌。  

首先，中印迅速将其巨大劳力资源引入了世界经济，并继续高速增加。自 2001
年以来，两国对全球产量增长的贡献合在一起每年都达 30%左右。 而且这种贡献
帮助世界增长率保持在 4%的阈值之上，这对初级产品生产国改善贸易条件十分关
键。 在金融方面亚洲投资者的需求，尤其是亚洲外汇储备回流美国证券市场，帮
助美国维持了低利率，也进一步刺激了原料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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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依然主要以原料出口与世界经济挂钩的非洲，正在从中国驱动的“超级
周期”中受益 ，该周期又因印度兴起而进一步加强。 

 

非洲出口增长集中于输往中印的主要出口商品：石油、工业金属和稀有金属、
热带木材及棉花。 非洲通过两个渠道与亚洲驱动国的初级产品需求挂钩：原料价
格（越来越受中国的净进口需求量的支配），及非洲对中印越来越大的贸易依赖。 
非洲的贸易收入条件确实从亚洲崛起中得到了好处，因原料初级产品需求量净增长
导致出口单位价格上升，而同时廉价消费品使城市消费者得益，资本货物降价使投
资者获利。 然而，中印两国全球需求（净进口量）增加对非洲商品造成的惠益，
也因两国需求量的波动而打了折扣。波动原因，部分是由于需求周期性变化，部分
是由于本国产量对进口量的影响。 

另外，中印对商品日益增加的需求也导致非洲出口从经合组织向亚洲的重大转
向，虽然非中、非印贸易模式有很大不同。 中国从非洲进口有很明显的商品结构
模式，与非洲在商品生产方面的李嘉图优势吻合；反之非洲对印度的出口则比对中
国出口更为多样化和劳力密集型。 然而非洲出口转向也可能带来某些问题。首先
可能消减非洲商品生产国从传统出口向多元化出口发展的努力。 其次，世界航运
能力紧缺，原料进出口商承担的货运费用增加，更多货运被吸引到太平洋，由此可
能导致运费上扬，对非洲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对原材料产业的依赖加深已被证明对除贫不利。亚州巨人在资源丰富国
家势力增加，可能导致控制资源的少数精英阶层增加获利，而并不惠及广大民众。
但应指出，亚洲巨人在非洲开始有明显影响的近几年中，非洲的政治透明度并未有
所下降。 

 

随着中印十亿以上劳力加入世界劳动力队伍，可出口劳力密集型商品的竞争愈
演愈烈，其相对价格正在下滑。 但劳力密集型产业在非洲的发展并不如其它发展
中国家，而劳力密集型商品降价也增加了非洲城市消费者收入的购买力。 当然这
种分析忽略了从传统出口转向多样化出口的机遇因素，即计入潜在的而不仅是现实
的竞争。从中国印度进口的一些具体产品确实可能损害某些当地生产商，特别是服
装之类劳力密集型企业，从而妨碍新生非传统工业的发展，危及多元化的发展前
景。 

 

为防止持续对脆弱、高风险、资本密集型的原料出口的依赖，资源丰富的非洲
必须在促进就业密集型产业和从原料价格上扬的渔利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货币主
管部门必须利用实际货币升值手段，防止与进口商品竞争的产业和非资源出口企业
的负担加重。 央行应在财政主管部门支持下，限制劳务、基建方面的公共开支，
以控制非贸易商品价格上涨。 出口收益在国外投资应能进一步使本地经济与“荷
兰病效应”隔离。  

 

此外，尽管地缘优势和优惠关税待遇使某些非洲国家仍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服装鞋类等低技术

产业方面的外国直接投资越来越多的流向中国与印度，这可能会降低对非洲的投资量。然而影响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流出）非洲的主要原因不会是与亚洲的正面竞争。首要原因是石油和其它自

然资源国际价格全面上扬，造成近来该产业的跨国投资十分活跃。来自亚洲巨人的外国直接投资

DEVELOPMENT CENTRE STUDIES –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WHAT’S IN IT FOR AFRICA? ISBN-92-64-024425X © OECD 2006 – 3 



也在增加，主要但并不完全是流向石油工业。南非跨国公司在中印的出现也不容忽视：这说明了

中印与非洲的投资发展情况是双向的。 
 

 

最后本著作表明，‘亚洲驱动国’在世界经济中崛起对非洲而言，总体可计量
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 但这并不表示这些惠益将会持久，或者为非洲大陆改善经
济打下了基础。 这些影响虽然对非洲有利，但它们与一系列未来政策性挑战的关
系，如良政标准、多样化、现代产业区与其它经济部分之间的进退互动、劳力吸纳
和技术培训等问题，都需要密切加以政策关注。 

在此背景下，非洲的政策制定者、捐助方及企业界都应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设
计出适宜的政策回应： 

• 第一，在以可持续方式开发利用非洲自然资源方面大有改进余地。 注重非洲经

济多样化应不会妨害更有效地利用非洲大陆现有自然资源，尤其是非洲的相对

天赋要素已被计入的情况下。  

• 第二，应根据中印对非洲竞争加强（特别是和传统上被视为对非洲产业多样化

发展具有潜力的部门）的情况，重新审视非洲多样化和贸易战略。  

• 第三，应加强捐助方援助，特别是“以贸易代援助”的力度，以利于非洲各国

面对中印竞争加剧而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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