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1

2022·09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世界 2.6 -3.4 5.5 4.1 3.2

发达经济体 1.7 -4.6 5.0 3.8 2.3

新兴市场和发展经济体 3.8 -1.7 6.3 4.6 4.4

撒哈拉以南非洲 2.5 -2.2 3.5 3.6 3.8

南非 0.1 -6.4 4.6 2.1 1.5

表 1 ：世界与部分地区 GDP 增长率（%）

资料来源 ：World Bank Group: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January, 2022, p.4

世纪疫情冲击下
南非经济复苏的成效与挑战
张忠祥

新南非成立 28年来，在种族平

等与政治民主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

但其经济发展除了部分年份外仍步

履维艰。从 1994 年新南非诞生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南非

经济发展比较平稳，年均增长率大致

在 3%—5%。2008 年国际金融危

机给南非经济造成较大影响，2009

年南非经济萎缩 1.8 个百分点，此

后受全球经济低迷、国内罢工频发、

电力短缺等多重因素影响持续走低。

2014—2019 年南非经济年均增长

率仅为 0.95%，2020 年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后更是雪上加霜，出现了

6.4%的萎缩。在此背景下，南非拉

马福萨政府采取多种政策举措，克

服疫情造成的不利影响，努力振兴

经济，使得南非经济在 2021 年出

现了明显回升，抗击疫情取得阶段

性成效。

疫情导致南非经济社会深陷
困境

截至 2022 年 7 月底，南非新

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 400 万，占

非洲大陆病例总数的 30% 以上，累

计死亡人数超 10 万人，约占非洲

死亡病例总数的 40%，感染人数和

死亡人数均为非洲大陆最高。疫情

给南非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造成

严重影响，如经济停摆、工人大量

失业、政府开支剧增，甚至引发社

会骚乱等。

一、经济出现75年来最严重衰

退

作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最严

重的非洲国家，南非经济遭受重创。

南非实行封禁政策之初，每天损失

约 100 亿兰特。受失业和停工等影

响，部分家庭和企业失去收入来源。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旅游及休闲活动

受限，南非旅游业成为遭受疫情冲

击最为严重的行业之一。2020 年

南非游客数量减少近 3/4，仅接待

游客约 280 万人次。社会封禁和

社会救助导致南非债务水平快速上

升。截至 2021 年 1 月，南非政府

债务总额 3.9 万亿兰特，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重达 80.2%。受新冠

肺炎疫情冲击以及实施封禁措施的

影响，南非遭遇自 1946 年以来最

严重的经济衰退。2020 年南非经

济萎缩 6.4%，高出撒哈拉以南非

洲经济平均衰退值 4.2 个百分点，

比世界经济平均衰退水平高 3 个百

分点（见表 1）。

二、失业率创新高

新南非成立以来，失业率一直

居高不下。1994 年南非官方失业

率为 20%，1995—2005 年南非平

均失业率为 23%，2006—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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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平均失业率为 25%，2019 年

第四季度南非失业率升至 29.1%。

2020 年 2 月，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在国情咨文中指出，失业率在增加，

经济复苏停滞不前。每年进入劳动

力市场的 120 万年轻人中，大约

2/3 的人仍未就业、接受高等教育

和就业培训。超过一半的年轻人失

业，这是一场危机。受新冠肺炎疫

情以及封禁措施影响，南非经济严

重收缩，大量企业破产，失业率激

增， 2021 年前三季度，南非损失了

74.2 万个工作岗位。2021 年第一

季度南非失业率攀升至 32.6%，而

在接下来的三个季度中，南非失业

率连创历史新高，2021 年第四季度

失业率高达 35.3%，创下自 2008

年开始季度劳动力调查以来的最高

水平。截至 2022 年 2 月，南非总

失业人口达 1100 万。2022 年 3

月 24 日，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第

四届南非投资大会开幕式发言中指

出 , 疫情对就业造成巨大冲击，经

济遭到严重破坏，失业加剧，导致

近 200 万个工作岗位流失。普华永

道在其发布的《2022 年南非经济展

望》报告中称，南非在总失业率和

青年失业率两方面均居全球榜首。

三、社会骚乱加剧经济困境

新冠肺炎疫情给南非造成数以

百万计的失业，一些人生活无着落，

心生不满，对社会的稳定性造成巨

大冲击。2021年 7月南非爆发的严

重骚乱，虽因前总统祖马入狱而起，

但促使骚乱蔓延的根本原因是新冠

肺炎疫情带来的失业和贫困加剧。

本次骚乱主要发生在夸祖鲁 - 纳塔

尔省和豪登省，导致 300多人丧生，

约 3000 家商店遭到抢劫，共造成

约 500 亿兰特的经济损失。而夸祖

鲁 - 纳塔尔省和豪登省是南非的经

济重心，两省人口占南非全国总人

口的 50％，两省经济总量占南非 

GDP总量的 50%。可见，因疫情引

发的社会骚乱对南非经济造成了严

重破坏。

拉马福萨政府积极促进经济
恢复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南非政

府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2020 年

6—10 月，南非政府先后出台“战

略综合项目”“经济重建与复苏计

划”“总统就业刺激计划”，通过扩

大投资、加强基建、刺激就业、增

加电力供应等举措，努力促进经济

复苏。

一是进行大规模社会救助。

2020 年 4 月，南非政府推出总额

5000 亿兰特（约占南非 GDP 的

10%）的社会救助与经济支持计划。

这是南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社

会救助，内容包括直接向最贫困的

家庭提供每月 350 兰特的社会救济

补助金，为失业工人发放工资并为

陷入困境的企业提供各种形式的救

济。南非的社会救助取得了明显成

效。到 2021 年 2 月，全国 1/3 的

人口获得了每月 350 兰特的社会救

济补助金。通过临时雇主 / 雇员救

济计划，南非政府向 450 多万的工

人支付了 570 多亿兰特的工资；通

过贷款担保计划为 1.3 万家企业批

准了约 189 亿兰特的贷款。大规模

的救助避免了大面积饥荒与人道主

义危机，使南非社会得以保持基本稳

定，为经济复苏与重建奠定了基础。

二是以基建为抓手稳经济。在

2022年 7月10日，南非约翰内斯堡索韦托发生枪击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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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23日，南非
财政部长埃诺赫·戈东
瓜纳（前左）在议会作
预算报告后和南非总统
西里尔·拉马福萨（前
右）交谈。

经济困难时期，抓基建稳经济是常

用的做法。2020 年 6月，南非政府

公布了未来 10 年总投资 2.3 万亿

兰特 ( 约合 1380 亿美元）的优先

发展基础设施项目清单，其中优先

发展的基础设施项目被称为“战略

综合项目”。首批公布的战略综合项

目有 62个，涉及供水和卫生、能源、

交通运输、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和

农产品加工、居民安置房工程等领

域。2020 年 10 月公布的“经济重

建与复苏计划”设定的五大目标之

首就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

基建需要大量投资，南非政府

通过召开投资大会积极筹措经济恢

复和重建所需资金。2020年 11月，

第三届南非投资大会在疫情期间如

期召开，南非政府得到了总价值

约 1080 亿兰特的投资承诺，加上

2018 年和 2019 年两届投资大会

确认的投资金额，南非共获得 7740

亿兰特的投资承诺。截至 2020 年

11 月，价值 1720 亿兰特的投资

资金已落地。在 2022 年 3 月召开

的第四届南非投资大会上，南非政

府获得了 3320 亿兰特的投资承诺。

通过四届投资大会，南非政府共获

得 1.1 万亿兰特的投资承诺，完成

了拉马福萨总统在 2018 年提出的

1.2万亿兰特投资承诺目标的92%。

到 2022 年 3月 24日，有 3160 亿

兰特投资实现落地，在 152 个投资

承诺中，45 个项目已完成，另有

57个正在建设中。

三是千方百计促就业。在疫情

暴发前南非就是一个高失业率国家，

失业率接近 30%。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南非失业率屡创新高。为提

振南非经济，促进就业，2020 年

10 月南非政府启动了“总统就业刺

激计划”，目标是在 2021 财年创

造 80 万个就业岗位。南非约 80%

的就业人员在私营部门工作，因此，

要稳就业就必须加大对私营企业的

扶持力度。疫情暴发之初，南非政

府及时推出中小企业资助计划，为

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一定额度的担保，

以解决中小企业的燃眉之急。2022

年初，南非政府继续推出中小企业

反弹支持计划。其主要内容是通过

银行和发展金融机构提供 150 亿兰

特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帮助因新冠

肺炎疫情及相关封禁措施而陷入困

境的中小企业。扶持中小企业不仅

是稳经济的重要举措，更是促进就

业的重要途径。刺激就业取得了部

分成效，2022 年第一季度南非就业

人数比 2021 年第四季度增加 37万

人，第二季度就业人数进一步增加

64.8 万人。

四是保障电力供应。经济发展

电力先行。为了保障电力供应，拉

马福萨政府开始对国家电力公司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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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改革，试图将国家电力公司重组

为三个独立的发电、输电和配电实

体。南非政府还采取紧急的大幅增

加发电量的行动：成功投标 2000

兆瓦的应急电力，开始从可再生能

源、天然气和煤炭中额外采购电力；

增加国家电力公司以外的发电能力，

推动家庭与企业自用发电合法化，1

兆瓦以下的自用小规模发电无需许

可证，1兆瓦以上的自用发电许可证

120天内办理完毕。

五是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尤其

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南非是

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同时又是金砖

国家的一员，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疫情

期间，南非与新兴经济体经贸合作

发展比较迅速。2021 年南非与其他

金砖国家的贸易额达到 7020 亿兰

特，比 2017 年增加 44.1%。在此

期间，南非与中国的经贸合作继续发

展。2021年两国贸易规模逆势增长，

贸易总额达 543.5 亿美元，同比

增长 50.7%，其中南非对华出口额

332.3 亿美元，同比增长59.6%。

在多重举措共同作用下，2021

年南非经济出现反弹，经济增长率

达到 4.9%，高出撒哈拉以南非洲

当年平均经济增长率 1.4 个百分点，

成为 2007 年以来南非经济增长率

最高的一年。农业、制造业、服务

业和运输业是 2021 年南非经济反

弹的主要推力。以葡萄酒行业为例，

2021年南非葡萄酒出口总额约102

亿兰特，创历史新高。在南非葡萄

酒出口目的地中，欧洲传统市场保

持稳定，中国等新兴市场实现了销

量增长。

疫情期间，南非数字经济得到

快速发展，成为南非经济的亮点。随

着消费者逐渐认识到在线购买产品和

服务的便捷性，南非市场正转向电子

商务，特别是在疫情期间网上购物以

创纪录的速度增长。2019年底，南

非网上购物仅占零售总额的2％，而

这一数字在 2020 年 9 月已飙升至

40%。2020年和 2021年，南非在

线总销售额分别增长 55%和 42%。

预计到2025年，南非电子商务市场

规模将会超过4000亿兰特。

南非经济复苏面临诸多挑战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南非

通过大规模干预和多措并举努力提

振经济，取得一定成绩，经济增长

有所恢复，社会保持总体稳定。这

说明南非政府的抗疫举措和经济刺

激计划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的来

看，南非经济还没有摆脱疫情影响

并实现真正复苏。从近期来看，南

非经济复苏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南非的影

响远未结束。虽然南非政府在 2022

年 4月 5日宣布结束长达 750 天的

国家灾难状态，民众开始回归疫情

暴发前的正常生活状态，但疫情远

未真正结束。南非是一个外向型经

济国家，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密

2022年6月1日，当地员工在南非开
普敦海信南非工业园的电视机生产线
上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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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受世界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

较大。南非旅游业、交通运输业等

服务行业难以迅速恢复到疫情之前

的 水 平。2022 年 2 月 16 日， 拉

马福萨总统在南非议会发言时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给国家经济造成了严

重破坏，需要数年时间才能修复。

此外，南非新冠疫苗接种速度

较慢、比例较低，疫情卷土重来的

风险较高。截至2022年3月23日，

南非全国接种新冠疫苗超过 3300

万剂，约 50%的成年人接种了疫苗。

虽然南非疫苗接种率高出非洲平均

水平，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接种

率仍然较低，特别是 18岁以下群体

多未接种疫苗，这给疫情防控留下

了不小隐患。南非卫生部门也担心

疫苗接种率不高可能导致第五波疫

情来临。

二是南非电力不足状况未有明

显改观。南非拥有 13 座火电站，1

座核电站，2座抽水蓄能电站，6座

水电站，2 座燃油电站。南非 95%

以上的电力供应来自南非国家电力

公司。但是近年来，南非国家电力

公司设备老化、债务缠身、效率不高，

经常拉闸限电。2021 年南非停电累

计时间从 2020 年的 859 小时增至

1136 小时，电力紧张问题达到前所

未有的程度。南非电力供应短缺约

4000 兆瓦，不仅影响居民日常生活，

而且严重制约经济复苏与发展。

对电力行业进行改革，南非国

内已经讨论多年。南非政府计划接

管国家电力公司 260 亿美元债务的

部分甚至全部，并在 2022 年底前

将国家电力公司拆分为独立的发电、

输电和配电实体。为应对电力不

足，目前短期应急措施是允许家庭

和企业自主发电，以备急需；长远

的解决办法是通过风能和太阳能发

电，增加新能源发电量。但不可忽

视的是，南非能源绿色转型压力较

大，全国电力结构以燃煤发电为主，

其约占发电总量的 83.5%。美国麦

肯锡咨询公司在 2021 年 10月发布

报告称，南非需要 1510 亿美元用

于能源绿色转型；斯坦陵布什大学

的智库报告也指出，南非需要在未

来 30年内花费 2500 亿美元以摆脱

对煤炭的依赖，实现能源绿色转型。

可见，无论是接管国家电力公司的

债务，还是进行能源绿色转型，对

于南非政府来说最大的问题是缺乏

资金。因此，南非在短时间内大量

增加电力供应困难重重，这会进一

步制约其经济复苏。

三是南非经济发展存在深层次

结构性矛盾。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

发生以来，南非经济增长乏力，贫

困、高失业和不平等困境进一步加

剧。这种结构性矛盾的根源在于南

非曾长期遭受殖民统治与种族隔离。

新南非诞生是通过和平谈判实现的，

没有经历过社会革命，包括土地问

题等都没有彻底解决，新南非政府

通过的“重建与发展计划”与“黑

人经济赋权法案”等只能部分提高

黑人的经济地位。南非贫富悬殊的

情况没有根本改变，2022 年南非基

尼系数超 0.6，超过 50% 的人口生

活在贫困线以下。社会深度贫困不

仅造成低储蓄率，而且政府需要将

大量的资金投入社会保障，包括对

贫困人口的救济，从而削减了经济

发展所需的投资。

此外，刑事犯罪高发以及腐败

金砖新开发银行参与
合作的南非德班港现
代化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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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存在使得南非营商环境欠佳，

对企业投资产生了负面影响。据世

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营商环境

报告》显示，南非营商环境在全球

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84位。南非

政府为自己设定了在未来三年内跻

身全球营商环境前 50的目标，目前

来看，这一任务十分艰巨。

四是俄乌冲突导致全球经济增

长放缓及通胀加剧，给南非经济复

苏带来不利外部影响。2022 年 4

月 1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

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

俄乌冲突将导致 2022 年全球经济

增长放缓及通胀加剧，故而调低了

2022 年和 2023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

期。该报告预计 2022 年和 2023

年全球经济均将增长 3.6%，与

2022 年 1 月的预测相比，分别下

调了 0.8 和 0.2 个百分点。俄乌冲

突对南非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已经

开始显现。例如，俄乌冲突影响南

非进口粮食、食用油和化肥等，推

高南非物价水平。2022年 6月南非

通货膨胀率为 7.4%，创 13 年来新

高。俄乌冲突还将影响南非水果出

口，2020 年南非对俄柑橘出口占南

非柑橘出口总量的 7%，同时俄罗斯

也是南非苹果和梨第二大出口市场。

因冲突造成的局势不稳以及运输不

畅，势必影响南非向俄乌两国出口

水果。2022 年第一季度南非经济增

长率只有 1.9%，与《2030 年国家

发展规划》所预期的年均增长 5.4%

差距较远。

结语

面对世纪疫情，南非政府通过

多项举措积极提振经济，使 2021

年经济出现明显起色。但由于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尚未结束，加之电力

供应不足、资金紧张以及全球经济

环境不佳和供应链不稳定等负面影

响，短期来看南非经济复苏困难重

重。南非毕竟是非洲工业化程度最

高的经济体，拥有庞大的服务业和

相对发达的基础设施，政局总体稳

定，与外部世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只要切实推进经济改革、打击腐败、

强化治安、改善营商环境，发挥中

小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加强

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从中长期来

看南非经济前景依然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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