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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１７ 年年会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说道： 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 全球经济 “蛋糕” 不容易做大，
甚至变小了， 增长和分配、 资本和劳动、 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感受到压力和冲击 （习近平， ２０１７）。

但他还补充，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将全盘否定经济全球化。 他指出，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自然结果。 因此， “我们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

化， 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 每个民族” （习
近平， ２０１７）。

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出席达沃斯论坛发表的主旨演讲， 其本身就意

义重大， 但是它没有为经济政策的方向提供实质性的指示。 不过， 习近平呼

吁更好地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任何改变其本身就会是动态的。 他

声明中国在全球化中扮演更重要作用的一个目标就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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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的好处。 因此， 习近平在达沃斯的演讲中特别强调了中国的对外援助以

及中国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
有估计说， 中国的 ＯＥＣＤ 等价对外援助净支出 （减去中国接收的援助）

在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年均增长大约 １１％ （Ｋｉｔａｎｏ， ２０１６）。 估计显示， 截至 ２０１３
年中国的净外援助净值已高达 ５４ 亿美元，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互利互惠的，
无论是捐赠还是贷款 （如图 １） （Ｋｉｔａｎｏ， ２０１６）。 估计认为中国的净对外援

助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有所下降， 降低到 ４９ 亿美元， 但这并不影响中国在国际

援助排行榜上的排名———第九名。 这个排名位列挪威、 瑞典和荷兰之后， 使

得中国在促进全球增长的同时依然有余力扩展其适应全球化和调控经济的

策略。

图 １　 中国的净对外援助 （估计值）

资料来源： Ｋｉｔａｎｏ （２０１６）。

非洲国家大约接受了中国对外援助总量的一半 （ＳＣＩＯ， ２０１１ａ， ２０１４）。

非洲对于中国的对外援助意义重大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其经济潜力的互利性

（如，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２０１５ａ）， 这种重要性从中国现任领导人最近对非洲的访问可

见一斑。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习近平上任后第一次访问非洲时就强调， 中非关系

已经驶入一个 “全面发展的快车道” （习近平，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在埃

塞俄比亚非洲联盟总部的演讲中，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该快车道指明了

方向， 他指出了深化中非合作的四原则： 真诚平等相待、 增进团结互信、 共

谋包容发展和创新务实合作。 “创新务实发展” 这个观念本身就是一个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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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它首次为 “平等” 和 “团结” 的传统静态观念赋予了新的含义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２０１４）。
李克强总理在 ２０１４ 年非盟的演讲中所说的创新的蕴意很快就显现出

来———为了促进各领域的国际开发， 中国组建了多个新的国际金融机构， 即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 丝路基金和一个南南气候基金。 此外， 中

国还对一系列现有的国际开发金融机构进行了新的可观的投资， 包括非洲开

发银行 （ＡｆＤＢ） 和欧洲投资银行 （ＥＩＢ）； 也投资了一些产业合作基金， 如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ＣＡＩＣＣＦ） （Ｋａｍａｌ 和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２０１６）。
加强中国在全球化中的领导力这一 “适应性” 方法可能根植于 “中国

特色” 的概念中。 不过， 本章中， 我们还是认为， 中国新的全球化战略和

潜在援助政策转型不过是更大的全球发展观的产物。 首先， 中国对外援助模

式的核心是由一种 “知识创造链” 塑造而成的集援助、 贸易和投资三位一

体模式， 这种模式源于苏联和日本对中国的援助、 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以及

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南南合作经验。 其次， 作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

最大经济体， 中国自大约 ２００５ 年开始经历了持续的劳动力紧张和劳动成本

上升。 这种可用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与非洲受过初等教育的劳动适龄人口的增

长恰好对应， 非洲将有巨大的 “ 人口红利” 前景 （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２０１５ａ，
２０１５ｂ； Ｃｈｅｎ 和 Ｎｏｒｄ， ２０１７）。

我们认为， 阐述清楚中国作为一个援助接收国的发展经验以及与中

国自身对外援助的联系， 将有助于解释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 这反过来

也有助于洞察对外援助在中国引领的适应性全球化中扮演的作用。 因此，
本章将概述中国对外援助接收和输出政策的演变历程。 一些重大的国内

和国际政治经济事件构成了中国约 ６０ 年对外援助政策发展历程的一系列

拐点。 我们将阐述中国对外援助对于接收国的重要意义， 特别是对于非

洲各国而言。 我们还将阐述中国如何影响全球发展的那些历史拐点以及

今后全球化趋势。

中国对外援助的演变历程

尽管中国常常被误认为是一个 “新兴的” 或 “新的” 国际援助慷慨方

（如 Ｍ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０６； 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２０１６）， 但实际上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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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援助的历史一样悠久， 可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 实际上， 它提供对

外援助的历史比许多所谓的传统慷慨者更加悠久。① 中国的对外援助模式特

别受援助接收国发生经历的影响， 特别是接收苏联优惠贷款的经历 （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代至 ６０ 年代中苏关系恶化）、 接收日本贷款的经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后） 以及接收西方国家捐赠的经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 这里我们围绕

几个特别的转折点展开介绍。

改革开放之前 （１９７８ 年以前）： 经济自给自足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在苏联影响下中国塑造了自己的计划经济体

系。 苏联还给予中国捆绑式优惠贷款， 这正是中国现今使用的对外援助模

式。 中国对外援助的两个核心原则是： 第一， 中国的对外援助不施加任何政

治条件②———一些不怀好意的西方观察家称之为 “无附加条件的援助”； 第

二， 中国的对外援助应促进受援国经济的独立自主发展能力。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紧随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之后， 中国签订了第一

份优惠贷款协议， 价值约 ３ 亿美元， 年利率为 １％ ， 贷款支付期为 ５ 年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２０１３）。 这笔贷款仅限中国从苏联购买商品和军用物资。 中国

同意在 １９５３ 年后的十年内用商品供给或外汇偿还全部贷款。 随后， 中苏两

国还签署了大量其他类似优惠贷款协议， 大部分与负责完成援助计划的苏联

技术专家的供应糅合在一起。 在此过程中， 通过明确这些援助计划如何适应

于建设 新 中 国 的 伟 大 战 略， 中 国 领 导 人 牢 牢 掌 握 了 援 助 的 主 动 权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２０１３， ８８ ～ ８９）。 开发性援助必须主要服务于一个国家的自主发

展战略这一观点在当今中国对外援助专家的陈述中十分常见。 北京大学非洲

研究专家李安山在谈及全球对非洲的援助时说道： “我们不应该为非洲设定

计划， 我们应该加入他们的计划中去而不是强加给他们一个计划。” （Ａｄｕ⁃
Ｇｙａｍｅｒａｈ， ２０１４）

在接受苏联援助的同时， 中国也在推进自己的援助项目， 从 １９５３ 年的

支持朝鲜战后重建到最近的对东南亚去殖民地国家的援助。 自 １９５５ 年召开

于印度尼西亚万隆的亚非会议之后， 中国逐渐开始对非洲国家提供援助，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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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现有文献中， “传统慷慨者” 通常是指属于 ＯＥＣＤ 开发援助委员会成员的援助国。
不过， 一个显然的例外是， 受援国必须坚持 “一个中国政策” 和不承认台湾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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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外援助的接受国也随之扩展。 中国早期的对外援助具有明显的苏联特

色， 形式上基于 “互利平等、 互相尊重国家主权” 的理念。 它还将经济独

立自主 （外国援助有助于实现它） 与政治独立自主联系起来：

按照这个原则，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建立了新型的经济关系。 苏联在

经济上和技术上给予中国的友好援助， 就是这种关系的伟大范例……中

国是一个刚刚解放不久的国家。 我们的经济还很落后， 我们在经济上还

没有完全独立……但是， 由于我们认识到， 经济上的独立对于巩固政治

上的独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自己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 也愿意在

可能的范围内贡献我们的微薄力量， 帮助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 （周恩

来， １９５６）。

这些联系构成了当今中国对外援助的一个核心原则， 且几乎与中国对外

援助白皮书 （ＳＣＩＯ， ２０１１ａ， ２０１４） 以及政府其他有关对外援助文件中的表

述一模一样 （Ｒｕｄｙａｋ， ２０１４）。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期， 随着斯大林的逝世， 中苏关系破裂。 这对中国早

期的对外援助政策产生了第二次意义深远的影响。 赫鲁晓夫当政时期， 苏联

突然停止了对中国的一切援助， 中国被迫单方面继续实施由苏联援助而兴的

那些项目， 同时依然偿还苏联贷款。 这使得中国更坚定地坚持对外援助必须

仅用于实现经济自力更生。 １９６４ 年， 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非洲时宣布了 “中
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这是中国早期对外援助模式的体现。 除了

平等互利和自力更生， 这些原则还包括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 绝不附带任

何政治条件， 这些原则构成了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根本指导方针， 并一直延

续至今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因此， 从一开始， 中国的对外援助和外交政

策就是相关联的。 不过， 在这一点上， 中国与其他主要援助国之间并没有什

么不同。 例如， 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的目的， 一方面在于帮助二战之后的欧

洲国家重建家园， 另一方面在于阻止苏联社会主义的蔓延。

改革开放早期 （１９７８ 年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萌芽的互利

共同发展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开始， 随着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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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现代化新政策的实施， 对外援助从政治驱动为主逐渐转变为经济驱动为

主的趋势得到巩固。 同时产生的国有企业行政结构的转变， 为当前中国对外

援助的实施方式定下了基调， 即通常通过由国有企业负责的交钥匙工程来

实施。
改革开放后， 中国重新开始接受外国援助。 １９７９ 年， 中国与日本签署

了优惠贷款协议。 随后， 西方国家的开发性援助也进入中国。 １９８０ 年， 中

国加入了世界银行集团。 不过， 当时在中国政界， 关于中国是否应在国内开

发性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继续提供对外援助， 还存在诸多争论。 最后， 中

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外援助仍然是外交政策的关键， 因为中国的发展需要

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 （石林， １９８９）。 不过， 对外援助支出有所减少， 且重

点放在那些直接有助于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进程的项目上 （石林，
１９８９）。 这种转变在赵紫阳总理 １９８３ 年访问坦桑尼亚后得以巩固 （人民日

报， １９８３）， 在访问坦桑尼亚期间， 赵紫阳宣布了 “中非经济技术合作四项

原则”。 除了继续强调先前的互利平等之外， 该 “四项原则” 反映了邓小平

摒弃了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 邓小平认为自力更生已不利于中国的改革开

放。 邓小平提出了 “共同发展” 的理念， 因此强调了中国互利互惠对外援

助的经济方面。 换句话说，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早期， 对外援助开始成为中国的

一个经济手段。
与此同时， 国内政策的改变也影响了中国的对外援助方式。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中国的许多政府部门开始有计划地改为国有企业， 或者它们的职能被

划分给新组建的国有企业， 同时这些国有企业接受主管部门的监督。 例如，
国家农垦部 １９８０ 年成立了一家直属企业， 即中国农垦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

司， 并交由该公司执行农业对外援助项目 （唐丽霞， ２０１４）。① １９９４ 年， 该

公司再次改组为中国农垦 （集团） 总公司， 这家新公司目前是中国从事国

际农业综合投资的领军企业。 另一个例子是成立于 １９５９ 年的中国成套设备

出口公司， 该公司初衷是负责执行交钥匙工程项目 （例如非洲坦赞铁路）
以及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后来被改组为商务部） 的支配下提供对外技

术援助 （唐丽霞等， ２０１４）。 １９９３ 年， 该公司改组为一家综合型外经贸企业

集团， 并更名为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 （集团） 总公司 （简称中成集团）。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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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集团在许多非洲国家设有子公司， 从事援助、 贸易和投资事务 （唐丽霞

等， ２０１４）。 总的来说， 中国对外援助逐渐演变为服从于更具竞争力的力

量， 但这些公司在执行援助项目时依然保留了其作为国家机关以及作为它们

先前主管部门管理渠道的职能。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至 ２０１０ 年： 援助、 贸易和投资三位一体模

式的兴起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开始， 对于中国的全球贸易战略来说， 对外援助

变得至关重要起来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３）， 并因此逐渐转变为促进对外贸易和投资

的一个渠道。 在早期，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影响中国对外援助策略的主要因

素。 不过， 在这一新的时期， 日本的开发性援助变得更为重要。 不过， 中国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对日本援助、 贸易和投资三位一体策略的模仿依赖于

两个重要的宏观经济因素转变， 一个发生在中国， 另一个则发生在非洲。
这个时期，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创造着后来被称为 “中国奇迹” 的盛世

（林毅夫等， ２００３）。 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中国工业化达到了一个里程

碑， 即机械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量超过了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量 （Ｌｉｎ 和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４）。 同时， 中国在 １９９３ 年变为石油净进口国。 那一年， 中国国内石油消

费量的 ７ ５％ 必须进口 （Ｌｅｕｎｇ， ２０１１）。 中国的木材消费行业同样增长迅

猛， 到 ２０００ 年， 中 国 已 经 跃 居 为 世 界 森 林 产 业 的 主 要 加 工 中 心

（Ｂｕｃｋｉｎｇｈａｍ， ２０１６）。 这使得中国开始大量寻求更大的和更多样化的石油、
矿产和木材来源， 同时， 这也有助于为中国产品和服务寻找新的市场

（Ｐａｎｎｅｌｌ， ２０１３）。
而地球的另一块大陆正好盛产这些资源， 并及时进行了政治改革， 这就

是非洲。 例如， １９９４ 年， 南非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 使得这个当时非洲最

大的经济体开始整合其区域发展， 更加关注区域发展的统筹问题。 从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中期开始， 大部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宏观经济都更加稳

定 （Ａｒｂａｃｈｅ 和 Ｐａｇｅ， ２００７）。 其间， １９９５ 年， 埃塞俄比亚总理梅勒斯·泽

纳维 （他领导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在 １９９１ 年取得执政权） 对中

国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访问， 并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关于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

９１４

① 对北京大学査道炯教授的采访，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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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协议 （Ｓｈｉｎｎ， ２０１４； Ｖｅｎｋａｔａｍａｒａｎ 和 Ｇｏｆｉｅ， ２０１５）。 这为当今中埃

两国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参见 Ａｄｅｍ， ２０１２）。

日本对外援助的目标十分明确， 即促进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发展。 日

本的援助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为了完成目标， 日本的对

外援助具有三个特点： （１） 协调全部三种开发性金融资金流①； （２） 日本

官方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的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和贸易流， 密切相关；

（３） 公共和私人部门密切合作 （Ｓｈｉｍｏｍｕｒａ 和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２）。 因此， 日本

当时的援助项目是根据请求授予， 散布于一些零散的用于发展受援国自

力更生能力的项目中， 而日本自身远离了国内政策问题和各种约束

（Ｓｈｉｍｏｍｕｒａ 和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２）。② 据说中国官员深受日本模式的影响。 首

先， 日本在中国基础设施和重工业领域的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扶贫

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也促进了日本工业的国际化 （ Ｎｉｓｓａｎｋｅ 和

Ｓｃｈｉｍｏｍｕｒａ， ２０１３： ２５）。 其次， 这一时期， 大量的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相关

官员在日本接收培训， 这也表明日本的援助方式是务实并且双边有效的

（Ｎｉｓｓａｎｋｅ 和 Ｓｃｈｉｍｏｍｕｒａ， ２０１３）。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吴仪提出了 “大经贸战

略” 的构想， 该战略本质上体现了援助、 投资和贸易相互连接的日本式策

略 （马金， １９９４）。 此外， 大经贸战略提出了政府补贴的优惠贷款和合营项

目的构想。 类似于日本和韩国先前设立的一些机构， 中国在国务院下面成立

了中国进出口银行， 专门负责执行这种新型优惠贷款计划。

这种新的援助策略立刻就反映在中国的对非政策中。 １９９５ 年， 在访问

非洲七国之后， 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强调， 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

一个新时代， 因此， 中国对于非洲的经济援助也应改革， 即 “鼓励有实力

的中国企业与非洲国家展开经济合作” （朱镕基， １９９５）。 这种转变在 １９９６

年得以巩固。 １９９６ 年，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访问非洲统一组织总部时提

出了 “全面合作关系” 的新理念， 该理念的核心内容是互利互惠和通过与

强大的中国企业合作经营谋求共同发展 （江泽民， １９９６）。 据统计， 借助优

０２４

①

②

即官方开发性援助、 其他官方资金和私人金融。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 日本的对外援助面临着同中国 ２１ 世纪初期中叶以后一样的

批评， 即太过商业化， 发展导向不足且太注重于基础设施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 ２００７： １１０ ～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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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贷款完成合作经营和国际合作项目的企业数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８ 家增加到 １９９８
年的 ７０ 家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３）。

这也为中国 １９９９ 年实施的 “走出去” 战略奠定了基础。 “走出去” 战

略是对中国外向投资者的一揽子激励计划， 它不仅支持中国企业获取国外自

然资源， 还支持有潜力的中国企业建设全球品牌。 这个日程表与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的先前筹备工作一致。 “入世” 谈判始于 １９８６ 年， 止

于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中国正式加入 ＷＴＯ。
作为 ＷＴＯ 成员国， 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同样

类似于日本和韩国先前创办的论坛， 中国在 ２０００ 年创办了中非合作论坛

（ＦＯＣＡＣ）。 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与非洲友好国家建立的集体磋商与对话平

台， 是南南合作范畴内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部， ２０１７）。 之后， 中非合作论坛由中国和一些非洲国家每三年召开一次峰

会。 其中， 在备受瞩目的 ２００６ 年峰会上， 中国承诺将在 《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行动计划》 的框架下， 在 ２００９ 年前将其对非洲的援助翻倍， 并设立 ５０ 亿

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 （ＦＯＣＡＣ， ２０１６）。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通常被认为是中非关系的转折点， 经济取代政治成

为双边关系的驱动力 （Ａｌｄｅｎ， ２００７； 江泽民， ２０１２；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２０１６）。 中

国作为受援国以及日本援助见证者的经验使得中国能够类似地重塑中非关

系， 逐渐成为在非洲的一个主要经济参与者。

２０１０ 年至今： 中国对外援助的适时改革开放

在引言部分， 我们指出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全球发展史的一部分。 在上述

三节中， 我们更多地通过中国与其他援助国之间的联系来展示中国对外援助

的演变过程以及宏观经济变迁对这种演变过程的影响。 不过， 如果说全球化

塑造了中国过去的对外援助， 那么， ２０１１ 年之后就是中国的对外援助在重

塑全球化。 激发这种改变的三个重要因素分别是： （１） 外界对于中国对外

援助越来越多的争论； （２）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３） 中国和非洲的人口变化。

２０１０ 年， 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中共中央主办的机关刊物 《求是》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努力开创援外工作新局面》 中强调： （１） 在为受援国

提供最大利益的同时， 对外援助支持的投资项目不能有损国家声誉； （２）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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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援助应体现中国的大国责任心。
对外投资要与帮助受援国培养人才、 转移适用技术有机结合， 并切实遵

守当地法律法规，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 积极参与公益

事业， 注意生态环境保护 （陈德铭， ２０１０）。①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作为 “对西方批评声音的回应” （ＳＣＩＯ， ２０１１ｂ）， 中国

发布了其第一份对外援助白皮书 （ＳＣＩＯ， ２０１１ａ）。 这是公开出版的关于中

国对外援助活动的第一份全面的英文文件， 其中包含了中国对外援助政策、
金融资源和形式以及对外援助的分布和管理等方面的总体状况。 该白皮书还

勾勒了国家视角的中国对外援助中的国际合作。 不过， 该白皮书并没有提供

双边援助数据， 这让一些西方批评者失望了 （如， Ｐｒｏｖｏｓｔ， ２０１１）。 该白皮

书仅提供了按地区划分的数据 （如图 ２ 所示）， 证实非洲接受了超过一半的

中国对外援助。

图 ２　 按地区划分的中国对外援助分布

资料来源： ＳＣＩＯ （２０１４）。

２２４

① 半年后的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陈德铭这篇文章的英文版刊登在 《求是》 的英文版 《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Ｔｒｕｔｈ》 上， 这个时间刚好在中国第一份对外援助白皮书发布之前， 显然是试图显示中国正

在努力改善这个国际社会体系 （陈德铭，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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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对中国的对外援助习以为常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形势变得紧张起

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至 ２０１１ 年，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严重依赖于无限

制的投资和低成本工业品出口的高速增长 （Ｇａｒｎａｕ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２）。 雷曼

兄弟公司 ２００８ 年轰然倒下之后， 中国国内以及世界经济形势骤变， 使得在

２０１１ 年前后， 世界和中国开始了一个低速增长阶段 （Ｇａｒｎａｕ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后果之一， 便是更加迫切地需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这反过来意味着势在

必行的增长提速必须依赖于创新、 服务和外国投资， 以及它们的最优分配

（宋立刚等， ２０１５）。
造成这些紧张形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因素。 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末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在大约 ２００５ 年之后， 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和劳

动力成本上升问题逐渐加剧 （Ｇａｒｎａｕ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 许多接受中国援助项目的国家人口还非常年轻。 以非洲为例， 撒

哈拉沙漠以南的低收入非洲国家不仅青年人口丰富， 而且得益于联合国

的千年发展目标 （其最近的优先投资目标正是初等教育领域）， 这些国家

完成了初等教育的孩童人数已经增加到总数的 ７０％ 左右 （参见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２０１５ｂ）。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非洲联盟第 ２８ 次峰会以 “通过投资青年利用人口红

利” 为主题召开。 在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导致人口结构发生改变之

后， 人口红利就可能会出现。 其典型的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数

十年增长， 从而引起加速增长———这正是人口红利名称的由来。 正如中

国近几十年经历的那样， 当人口红利正好遇上经济发展时， 其收益是十

分可观的。 随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 在当前政治优先理念和潜在的经济

潜力条件下，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仍在增长， 其主要目标是中国企业的劳

动密集型投资和用以维持它们竞争力的基础设施项目 （参见林毅夫和王

燕， ２０１４；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２０１５ａ， ２０１５ｂ）。
然而， 中国在非洲的对外投资活动与其援助计划之间的联系增加了

一些政治压力———正如 《求是》 杂志所述———援助体系更有效地满足中

国和受援国的期望。 仍然与之前日本的方法一样， 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

长朱鸿杰在论及 “走出去” 战略与中国对外援助的深度融合时说道：

当前， 审时度势地增加对外援助， 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发展能力，

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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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助于促进南南贸易合作， 化解发达国家外需下降带来的困难。 应进

一步增强对外援助规划的科学性和统一性， 采用创新方式提高援助资金

的使用效率。 同时进一步扩大优惠贷款规模， 积极鼓励和支持有实力、
有信誉的中国企业参与优惠贷款项目的实施， 在服务国家政治经济外交

战略的同时， 发挥优惠贷款对中国出口的带动作用 （中国经济网，
２０１２ － ０３ － ２３）。

除了为现有国内企业在低成本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创造机会之外， 新

的政策与中国寻求服务和创新的新理念不谋而合。 在非洲， 中国具有促进农

业创新和发展的悠久历史， 这被认为是与粮食安全和扶贫密切相关 （Ｘ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最近的文件， 特别是 ２０１５ 年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

计划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 显示， 中非双方承诺， 继续推进实施 “中非科技

伙伴计划”， 在共同关注的重点领域共建联合实验室 ／联合研究中心， 共建

农业科技示范园。 一个例子就是坐落于肯尼亚乔莫·肯雅塔农业科技大学的

中非联合研究中心。 该中心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投入使用， 主要致力于生物多样

性保护、 资源遥感监测、 微生物技术以及促进农业现代化， 并与中国科学院

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另一个例子是 ２０１７ 年中国南非科技园合作项目的启

动。 该科技园主要致力于采矿和矿产技术， 将在促进双边研究合作和联合研

究所发展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总体而言， 这些基于援助的中国投资项目是中国所做努力的一部分， 从

而确保其对外援助能够满足先前所述的国际期望， 即做一个 “负责任” 的

援助国。 习近平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开业仪式上明确指

出了其重要性：

中国是国际发展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 也是建设性的贡献

者。 倡议成立亚投行， 就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推动完善现有国际

经济体系、 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 有利于促进各方实现互利

共赢 （习近平， ２０１６）。

一些学者认为，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对中国国际开发援助日程有关

期望的一次意义深远的考验 （如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和 Ｈｕｂｂａｒｄ， ２０１６）。 前世界银行

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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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２０１４ 年指出，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标志着中

国在开发性金融方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林毅夫指出， 应逐渐从官方开发援

助 （ＯＤＡ） 转变为其他官方资金 （ＯＯＦ）， “从开发银行和主权财富基金转

变为其他官方资金贷款和其他官方资金投资” （林毅夫和王燕， ２０１４： １８）。
在中国的援助是否能够按照 ＯＥＣＤ 的对外援助标准进行管理这个背景下，
Ｂｒａｕｔｉｇａｍ （２０１１） 阐述了这些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和资金盆之间的复杂联系。
同时， 对中国而言， 这种转变也有助于支持中国货币即人民币的国际化。 例

如，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中国银行约翰内斯堡分行成功发行非洲首支离岸人民币

债券 （Ｄａｉ， ２０１７）。

讨　 论

中国自 ２０１１ 年前后开始的经济增速放缓使得外国援助对其自身经济发

展的重要性增加。 恰如其时地， 其他国家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人

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当前的中国经济权重下， 这种形势对于全球化的

驱动者———那些大部分属于 ＯＥＣＤ 的全球化主导国家以及跨国公司———而言

是一个隐形的挑战。
然而， 国际上鲜有人意识到的是，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比重的逐渐增

加， 其国内援助和来自受援国的压力也会日益增加。 人们对于中国援助的范

围和数量的期待增长迅速， 包括： 支持中国企业的 “走出去” 战略、 支持

中国实施 “一带一路” 倡议、 提升中国国际股东的形象以及帮助中国推进

全球治理改革和重塑全球化。 此外， 面临这些外部压力的同时， 中国也面临

着来自公众的日益强烈的质问， 即为何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尚未摆脱贫困

的情况下政府还要如此慷慨地在国外花钱？ 外向型中国企业也没有使事情变

得简单。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２０１５ 年在中国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 中国政府

和企业最多也只是略微意识到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接收国方面， 也有类似的

问题。 例如，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由于当地民众大规模的环境抗议， 柬埔寨首相

洪森终止了斯登柴阿润水电站建设， 其中就涉及中国国有水电巨头中国水利

水电建设集团 （Ｐａｒａｍｅｓｗａｒａｎ， ２０１５）。 类似的紧张局面也出现在许多非洲

的中国投资项目中，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博茨瓦纳的一个发电厂项

目。 中国复杂的对外援助制度和管理体系以及中国对外援助的不可比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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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非常不利于中国对外援助项目在受援国建立声誉， 也不利于援助的相互

协调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和 Ｒｕｄｙａｋ， ２０１６）。
同时， 一些外部因素也迫使中国提高对外援助资金的使用效率。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底， 中国的外汇储备意外地下降到 ３ 万亿美元以下， 这是近六年来的

最低值。 因此， 毫不意外地，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这个由习近平在

２０１３ 年年底建立的旨在确保改革措施贯彻执行的部门， 在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首次

以对外援助问题为会议主题 （Ｒｕｄｙａｋ， ２０１７； 人民网， ２０１７）。 那次会议之

后， 《南华早报》 引用习近平的话说， “中国必须在援助外国时表现得更加

明智， 优化对外援助的战略布局”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１７）。 因此， 有理由相信， 不

久之后， 中国的对外援助制度和管理体制机制不仅会更加创新务实， 而且会

更加高效和精简。 如大多数中国对外援助和相关的主导机构一样， 坐落于北

京的亚投行的创立， 为中国提供了一次国际化的学习机会， 它很可能也会沿

袭本章所描述的演化路径， 成为改革过程中一个有益的学习机制。

结　 语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达沃斯论坛勾勒他对经济全球化构想时指

出：

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 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
实现互利共赢。 不能一遇到风浪就退回到港湾中去， 那是永远不能到达

彼岸的 （习近平， ２０１７）。

习近平在这次演讲中使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这个比喻让人想起邓小平

同志 １９７８ 年描述中国国内探索性改革过程时用的那个著名比喻， 即 “摸着

石头过河”。 类似的全球化理念在李克强总理的讲话中也有体现。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李克强总理指出，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应该坚持务实创新的原则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２０１４）。
本章中， 我们概述了中国从一个受援国到一个援助国的转变历程。 可以

发现， 中国的对外援助从一开始就服务于其自身的政治和经济需要， 同时也

受到全球政治经济局势重大改变的影响。 本章的阶段性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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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预测中国现在将怎样以及为什么会开发其自己的经济利益， 从而更加强烈

和直接地塑造全球化。
为此， 我们查阅了对外援助方面的文献资料， 特别是非常有限的关于中

国对外援助方面的资料。 在阐述中国互利互惠式对外援助策略的发展阶段

中， 我们强调了中国主要对外援助机构以及援助策略的外部来源， 特别是三

位一体策略和自力更生的重要性。 我们还强调了努力帮助其他国家的过程中

中国自身进步的重要性。 正如许多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
中国公布的对外援助数据非常有限和碎片化， 本文的分析也受此制约。

长远来看， 中国相对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是否会使非洲及其

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进入一个新的、 创新务实的、 广泛发展的新时代， 尚

不得而知。 此外， 非洲国家以及中国援助的其接受国将最终挖掘它们自身的

需求， 就像当前它们面前的中国一样。 反过来， 一个成功的、 由中国主导的

全球化可能有助于形成一个更双边的全球化。 世界上许多地方正在行之有效

地 “摸着石头过河”， 但相当于这个过程的全球化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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