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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战略出了问题，股东国就应该在输出资金的同时也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和经验 ，即
“华盛顿共识”。
那么，金砖银行如何在不附加“政治条件”或者说是“不干涉内政”的情况下确保
贷款过程仍然遵循高标准？ 一方面，金砖银行必须制定一套高标准，其中也需要借鉴
世界银行的很多先进经验和做法 ，包括环评政策、保障条款、采购政策、借款国可持续
性评价等方面； 另一方面，与世界银行将股东国的标准输入到借款国不同，金砖银行
这套标准的制定过程必须是股东国和借款国共同参与的包容性过程 ，各国发展情况
各异，套用一套发展标准的模式不现实也不可取 。金砖银行强调要对接，对接不是你
接受我的标准，也不是我接受你的标准，而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找出共同点，进而
制定共同接受的标准。
总的来说，金砖银行的建立充分体现了发展中国家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诉求 ，
无论是平分股权的治理结构，还是稳健的银行业运营原则，这些创新的制度设计都反
映了自万隆会议以来发展中国家所一直强调的在互利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
实行经济合作的政策主张。但与之前不同的是，原来发展中国家的这种政策主张一
直停留在纸面上，包括 1974 年 5 月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的《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
序的宣言》和《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行动纲领 》以及 1974 年 12 月联大所通过
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等，这一次终于将它转化成了行动，变成了可操作的、
现实性的制度设计。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更愿意将它称之为“新南南合作”。
金砖国家与非洲合作： 中国的战略选择
张忠祥

（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教授）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非洲经济的较快发展以及一体化的推进，非洲逐渐改变
了冷战结束初期被边缘化的不利境地 ，国际地位有所提升。 外界对非洲的看法更加
积极和乐观，与 10 多年前发生显著的变化，非洲由先前的“失望大陆 ”变成“希望大
陆”，非洲复兴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与此同时，金砖国家与非洲的合作不断发
展，其合作的势头和规模已经超过传统大国与非洲的合作 。
1. 金砖国家与非洲合作的特点
金砖国家的发展与非洲的发展是一个互相依存 、互相促进的关系，双方加强合作
是必然的选择。2000 年创建的中非合作论坛成为推动中非关系发展的主要机制和
平台，至今已经召开了 5 届部长级会议和 1 届峰会，每届论坛都推出三年行动计划，
出台加强中非合作的具体举措。与此同时，印度相继与非洲举行峰会，出台了对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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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计划，如聚焦非洲计划、印非技术经济协作运动、泛非网络等。巴西总统卢拉 12 次
访问非洲，访问了非洲 21 个国家，超过前任任何一位总统。 巴西在非洲的大使馆从
2002 年的 17 个增加到 2011 年 37 个，超过英国在非洲的大使馆。① 随着俄罗斯的崛
起，它与非洲的关系迅速升温。2006 年 9 月，普京出访摩洛哥和南非。 自 2000 年以
来，俄罗斯企业在非洲的投资已经达到上百亿美元 ，主要集中在非洲矿藏勘探和开
采。俄罗斯还免除了非洲国家 113 亿美元的债务。 南非是金砖国家的新成员，它一
2010 年南非能够顺利地加入金砖国家合作组织，也是作为非
直以非洲代言人自居，
洲大陆的代表。
金砖国家通过对非洲的贸易和投资 ，帮助非洲国家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
改善非洲的贸易环境，增加非洲的就业。同时，金砖国家积极参与非洲的基础设施建
设，为非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金砖国家与非洲的的贸易额从 2000 年的
223 亿美元增至 2008 年的 1660 亿美元。2012 年金砖国家与非洲的贸易额达 3400
亿美元，在过去的 10 年间增长了 10 倍，预计 2015 年金砖国家与非洲的贸易将超
5000 亿美元，其中中国贡献 60% ，为 3000 亿美元。② 金砖国家与非洲的贸易占非洲
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将从 2010 年的 1 /5 提升至 2015 年的 1 /3。
金砖国家对非洲的投资也在迅速增长。 中国对非投资存量已从 2003 年底的
4. 9 亿美元增加到 2011 年的 147 亿美元，涉及采矿、金融、制造、建筑、旅游、农林牧
渔等诸多领域，对非投资企业已超过 2000 家。印度在 1996 年至 2007 年间共向非洲
2003 ～ 2007 年，印度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提供的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 57 亿美元。其中，
资金每年平均约 5 亿美元。③ 南非标准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称 ，自 2003 年以来，大量
金砖国家的资金流向非洲，其中，中国对非洲投融资为 300 亿 ～ 400 亿美元，印度为
120 亿 ～ 200 亿美元，南非为 120 亿 ～ 150 亿美元，巴西为 80 亿 ～ 120 亿美元，俄罗斯
为 50 亿美元。④ 金砖国家的投资弥补了非洲资金不足的困境，拉动着非洲经济的发
展。总之，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一起成为推动非洲发展的重要力量 ，金砖国家已经成
为非洲发展的助推剂。非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副行长穆苏里 · 恩库贝 （ Mthu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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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ube） 认为： “随着南方国家作为新的合作伙伴，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非洲发展
的图景正在发生变化。”①
毫无疑问，金砖国家与非洲的合作是双赢的 ，在推动非洲经济发展和助推非洲复
兴的同时，也实现各个金砖国家自身的利益 ，包括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金砖国家和
非洲都认识到加强双方合作的必要性和主要性 ，第五届金砖峰会就反映了这一需要 。
2. 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当然，金砖国家与非洲的合作存在着问题和挑战 ，主要有：
舆论环境趋向复杂。随着金砖国家与非洲合作的发展 ，国际舆论趋于复杂，对金
砖国家的批评，甚至指责的声音不断增加。 非洲的精英在看待金砖国家与非洲的合
作时候，常常把目光盯在资源合作方面，认为这样的合作，非洲处于不利地位。 传统
大国的竞争与防范。金砖国家与非洲的合作面临来自传统大国的竞争与遏制 。传统
大国在非洲存在的时间更长，把非洲看成是它们的势力范围，随着金砖国家与非洲合
作的深化，它们不仅感到经济利益受损，而且在价值观和政治利益上受到影响。 因
此，它们纷纷出台措施遏制金砖国家在非洲的影响力 。
新兴大国本身的竞争与协调问题。不可否认，金砖国家之间存在着差异性和竞
争性，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与其他金砖国家存在着合作与竞争 。 巴西和印度等国家在
非洲有独特的历史与人文优势。在与非洲合作的问题上，金砖国家各自都有自己的
方略，但是，金砖国家整体如何加强与非洲的合作尚缺乏规划与协调 。
3. 中国的战略选择
加强金砖国家与非洲的合作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 。为了进一步促进金砖国家与
非洲的合作，中国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促使金砖国家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机制化。 金砖国家与非洲的合作不可能
成为每届金砖国家峰会的主题，但是可以成为主要的议题之一，每届峰会可重点关注
与非洲合作的某一个问题，如城市化、农业合作和应对全球性问题等，并出台相应的
合作文件，以使金砖国家与非洲合作的机制化 。
其次，切实理解非洲国家的期待，关心非洲国家的需求。 如现阶段，非洲国家正
在大力推进非洲一体化，需要在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得到金砖国家的支持 ，非洲国
家希望通过再工业化实现国家的发展 。中国可以利用与非洲在基础实施合作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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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技术和成本等方面的优势，在非洲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应有的作
用。在非洲的再工业化问题上，可以通过完善和扩大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建设 ，帮助非
洲再工业化。
第三，加强民间交流与人文交流。针对金砖国家与非洲合作过程中舆论环境的
复杂化，应该通过加强民间和人文交流的方法加以解决 。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非洲
的精英受西方舆论和价值观的影响 ，对中非合作及金砖国家与非洲合作缺乏了解 ，如
果加强交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会改变原来的看法 。
第四，加强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学习其他金砖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国与非洲的
合作遇到的批评在金砖国家中是最多的 ，这固然有中非合作发展最快、经贸合作规模
最大等因素，此外还有合作模式和人文等其他方面的因素。 在这些方面可以向其他
金砖国家学习和借鉴。 如印度在非洲比较注重融入当地社会，比较重视民生项目。
此外，在非洲问题上开展与第三方合作时首先考虑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合作 。
万隆精神与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关系
夏立平

（ 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 ）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关系 ”。这是对万隆精
神的继承、创新和发展。万隆会议所确立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 ，为建立公正合
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奠定了重要基础 ，会议所倡导的“团结、友谊、合作 ”的万隆
精神有力推动了亚非国家的联合自强 ，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1. 新兴力量的兴起代表了世界潮流和时代发展方向
参加万隆会议的 29 个亚非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力量。 当时广大亚非拉国
家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摆脱殖民主义统治 ，实现民族独立； 二是形成不依附美苏任何
一方的独立力量。万隆会议提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十项原则 。这十项
原则适应了当时亚非拉国家要完成的主要任务 ，不仅强调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
而且强调求同存异、平等互利。 目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与那时相比，有很大不
同，主要任务是实现和平与发展，完成国家现代化。中国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
的国际体系，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成为国际秩序改革
的引领者。
在对国际体系的认识过程中，欧洲强权国家在 18 － 19 世纪只把欧洲国家作为主
权国家，而把亚非拉广大地区作为它们的殖民地 。随着 20 世纪亚非拉国家在民族解
放运动中纷纷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 ，西方国家才不得不承认亚非拉国家为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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