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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合作共贏 係寶貴可靠夥伴

南非總統駁新殖民主義論
【大公報訊】綜合南非
News24網站、新華社、德國之聲
網站及俄羅斯衛星網報道：南非總
統拉馬福薩周一出席2018年中非合
作論壇北京峰會時表示，非洲國家
反對 「中國在非形成新殖民主義」
等言論，強調中非合作是雙贏。非
洲開發銀行行長阿德西納表示，非
洲不存在所謂的 「債務危機」 。

一人一句話中非合作
南非總統拉馬福薩：
那些貶低我們的人想讓
我們相信，非洲正在發生 「
新殖民主義」 ，但中非合作
論壇有力的駁斥這一觀點，
中非人民將長期共享繁榮。

中非論壇

非洲開發銀行行長阿德西納：
非洲不存在 「債務危機
」 。近年來，非洲國家債務
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略微上
升 ， 2010 年 這 一 指 標 為
22%，2017年達到37%。
但這與部分發達國家動輒
100%、150%的高債務率
相比並不算高，與部分新興
經濟體50%左右的債務率
水平也有差距。

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9月3日至4日於北
京舉行，由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南非總統拉馬
福薩共同主持，峰會主題為 「合作共贏，攜
手構建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

中國從未殖民掠奪非洲
拉馬福薩說， 「那些貶低我們的人想讓
我們相信，非洲正在發生 『新殖民主義』」
，但中非合作論壇有力的駁斥這一觀點，中
非人民將長期共享繁榮。」他續指，中國和
非洲國家過去18年來取得的成就，充分展示
中非合作論壇為中非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
益。
這位南非總統表示，中非合作論壇自
2000年成立以來，深度和廣度都得到加強，
已成為 「南南合作」的有效平台，不斷促進
非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論壇推崇的理念
、運行方式以及給非洲帶來的影響都是舉世
矚目的。
他認為，中非合作論壇規劃了繁榮、和
平、一體化的非洲，使非洲成為國際舞台上
一支活躍的力量，高度契合非洲聯盟的《
2063年議程》目標。拉馬福薩強調，中國是
非洲國家寶貴、可靠夥伴。非洲國家歡迎中
國 「一帶一路」倡議，相信這一倡議將提高
中非貿易總額，推動非洲基礎設施發展。
納米比亞總統根哥布也說，中國從來沒
有殖民過非洲、從來沒有掠奪過非洲，一直
平等對待非洲中小國家， 「中國才是非洲的
真誠夥伴和朋友。」塞內加爾《太陽報》中
非關係專家迪烏夫認為， 「中國不是居高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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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中）與南非總統拉馬福薩4日一齊進入會場
下地告訴我們要做什麼，而是通過平等協商
進行合作」，中國和非洲的合作關係本質是
「
合作共贏」。

設施領域的缺口，由此產生的債務是基於投
資需求驅動的，這與單純基於消費需求產生
的債務不可同日而語。

阿德西納：非洲不存在「債務危機」

港學者：「債務陷阱」說係陰謀論

4日在中非領導人與工商界代表高層對
話會暨第六屆中非企業家大會會議間歇，阿
德西納說，非洲不存在 「債務危機」。阿德
西納說，近年來，非洲國家債務與國內生產
總值之比略微上升，2010年這一指標為22%
，2017年達到37%。但這與部分發達國家動
輒100%、150%的高債務率相比並不算高，
與部分新興經濟體50%左右的債務率水平也
有差距。同時，償債率（當年還本付息額佔
當年出口收入的比重）等指標的走勢，也不
支持 「
非洲發生債務危機」的結論。
在回應有關 「中國加重非洲債務負擔」
的論調時，他強調，在經濟穩定增長、人口
規模擴大的背景下，非洲國家渴望彌補基礎

英國BBC網站指出，美國知名經濟學家
施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批評西方對
中國在非洲投資的抨擊其實是 「出於妒忌」
。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副 教 授 沙 伯 力 （Barry
SAUTMAN）形容， 「中國故意令非洲國家
陷入債務陷阱」這種說法是個 「陰謀論」，
因為根本沒有證據支持這個論點。
《斯圖加特報》則尖銳的指出，歷史上
西方的援助也從來不是無私的。多年來，尤
其是在農業領域，歐洲的廉價出口產品導致
非洲的經濟凋敝，過剩的荷蘭洋葱、德國雞
爪以傾銷價格充斥着非洲市場，讓大量的非
洲農民生計堪憂。有些生計無着的人，可能
就此踏上了強渡地中海、逃難歐洲之路。

英國

法國

盧旺達總統卡加梅：
非洲不是一個零和遊戲
。我們和中國的關係不會讓
任何一方利益受損。

納米比亞總統根哥布：
▲拉馬福薩4日在中非合作論壇開幕式上
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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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開發銀行行長
阿德西納認為非洲沒
有債務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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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國對非FDI比2011年增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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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媒：歐洲談機遇 中國已行動

數據來源：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2018版《世界投資報告》

非洲FDI來源 中國舉足輕重
【大公報訊】綜合德國《焦點》周刊及拉
美社報道：埃塞俄比亞投資委員會在7月8日結
束的2017至2018財年批准了1294個中國投資項
目。委員會新聞部門負責人梅科嫩．海盧說，
這些項目佔埃塞俄比亞在該財年批准的所有外
國項目的24.8%。
「中國投資和資本是進入埃塞俄比亞的外

▲由中國公司承建的尼日利亞首都阿布賈城
鐵7月正式開通
新華社

資的主要來源，中國企業家活躍在農業、製造
業、服務業甚至酒店和旅遊業等不同產業。」
海盧強調說。
海盧表示，埃塞俄比亞政府重視工廠發展
，因為希望能夠將埃塞俄比亞由農業推動的經
濟轉型為工業佔主體的經濟，中國企業為埃塞
俄比亞的轉型過程提供了不少幫助。為吸引外
國投資，埃塞俄比亞推出不少激勵措施，包括
免除關稅、以低價租金提供土地等。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
）今年6月發布的2018版《世界投資報告》，
東非在2017年吸引78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
FDI），較2016年下跌3%，其中對埃塞俄比亞
的FDI佔近一半，為36億美元，如今埃國已經
成為非洲第二大FDI接收國。
根據該報告，英、美、法等發達國家的跨
國企業，仍舊佔對非FDI的巨頭，與此同時，
來自中國和南非等新興經濟體緊隨其後。預計
在2018年對非FDI將上漲20%達到500億美元左
右。

【大公報訊】據德國之聲網站報道：德國總理
默克爾剛剛訪問了非洲，而中非合作論壇峰會本周
在北京召開，德語報刊的評論版，密集關注中國的
對外援助政策，並與歐洲的發展援助進行對比。
《美因茨匯報》的評論指出，歐洲已經在對非
援助中落後於中國。 「德國儘管有着顯著的經濟成
就，但是其思維陳舊僵化，不僅僅體現在進展緩慢
的數字化進程上。對外發展合作、尤其是非洲政策
，也是一個鮮明的案例。很久以前，德國就
將 『發展援助』一詞改為 『發展合作』。但

▶德國總理
默克爾（左）
8 月 30 日 到
訪加納
法新社

我們合作不是一方剝削另一方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消息：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3日在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
開幕式上發表題為《攜手共命運 同心促發展
》的主旨講話，提出共築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
共同體。多位非洲記者表示，他們高度贊同習
近平主席的主旨講話內容，堅信非中友誼一定
會繼續傳承下去。
來自埃及中東通訊社的塔里克（Tarek）

中國從來沒有殖民過非
洲、從來沒有掠奪過非洲，
一直平等對待非洲中小國家
， 「中國才是非洲的真誠夥
伴和朋友。」
（新華社、南非News24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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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訪時表示，令他印象最為深刻的是，習近
平在講話中強調，中國在與非洲的合作中將始
終秉持真實親誠理念和正確義利觀。 「『不干
預非洲國家探索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不干涉
非洲內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不在對
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不在對非投資融
資中謀取政治私利。』對於非洲國家和人民而
言這點至關重要，這也是為什麼非洲喜歡同中

國合作的原因，我們的合作不是一方剝削另一
方，而是雙方合作共贏。」
塔里克尤為關注習近平所提出的加強非中
人文領域交流的舉措。在他看來，非中人民間
的相互了解對於發展雙方友誼至關重要。 「讓
更多的非洲青年人有機會來中國學習，對於加
深雙方相互了解、實現民心相通具有重要意
義。」

▶塞內加爾達
喀爾大學孔子
學院的學生在
聽寫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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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直到歐洲難民危機爆發後，德
國政府才開始逐漸擯棄以往幾乎無效的
國家主導模式，轉而讓經濟界來進行發展
合作。」
《斯圖加特報》評論則稱，中國正在非
洲大陸超越歐洲。歐洲人還在大談非洲的巨大
機遇，而中國人則已經在採取實際行動。 「中國
現在已經是遙遙領先的非洲最大貿易夥伴。鋅、銅
、金、油，沒有任何一樣非洲的自然資源是中國不
需要的。中國也提供相應的回報，在近年間為非洲
國家修建了6000餘公里鐵路線以及5000餘公里的公
路。在非洲，習近平正在向外界展示中國特色的全
球化應當如何運作。幾乎所有非洲國家的領導人都
將前往北京參加峰會，與會的還有聯合國秘書長。
在完全沒有歐美國家參與的情況下，北京的峰會
將推進一項重要的全球性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