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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舒运国教授等出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论证会 

2 月 19 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非关系历史文献和口述

史料整理与研究”开题论证会在华东师大召开。该课题由华东师大非

洲研究所所长沐涛教授主持，华东师大汪荣明副校长到会致辞。专家

组成员刘鸿武教授、杜起文大使、张宏明研究员、毕健康研究员和张

春研究员对课题的意义作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宝贵意见。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舒运国教授和中心主任张

忠祥教授，作为该重大课题的子课题负责人，参加了开题论证会。舒

教授和张教授分别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和重点项目，参加该重大课题

的研究，一方面，体现了他们在中非关系研究领域的积淀，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上海非洲研究界的良好合作关系和协同创新。 

 

2. 张忠祥教授出席“中美在非洲海外利益保护实践与合作”国际研

讨会 

2017 年 3 月 9 日至 10 日，“中美在非洲海外利益保护实践与合

作”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

福特基金会赞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季志业、外交部非洲

司副司长戴兵等到会致辞，来自中美非三方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

企业代表等 80 余人，就“非洲安全形势及对海外利益的挑战”、“非

洲海外利益保护：案例分析”和“在非海外利益保护国际合作前景”

等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并达成一些共识，如在保护在非海外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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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维护非洲利益，实现互利共赢；还要坚持“非洲提出”、“非

洲同意”和“非洲主导”的合作理念，等等。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应邀与会，并就“肯

尼亚经济和中肯经贸合作”的个案作了发言。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

中心以非洲经济研究为特色，近年来，连续出版《非洲经济评论》和

《非洲经济发展报告》，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3. “New X”公司负责人访问非洲中心 

2017 年 3 月 14 日，“New X”公司负责人钱勇先生访问非洲研

究中心，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与之进行了会谈，交流了相关信息和合

作事宜。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章俊先生和上海师范大学后勤中

心副主任杨培卿老师会谈时在座。 

据悉，“New X”公司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已经走进非洲，并将

中国的电商模式带到了非洲。 

 

4. 张忠祥教授出席“新时期中南非和中非人文交流战略研讨会” 

4 月 1 日，中国南非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新时期中南

非和中非人文交流战略研讨会”在浙江师大举行，教育部国际司副司

长于继海、国务院研究室王天龙处长、中联部研究室王立勇处长到会

致辞，专家学者、企业代表 50 余人与会研讨。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

究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作了“人文交流在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地

位和作用”的大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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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心与《中国纪检监察报》联合推出非洲史专栏 

2016 年，《中国纪检监察报》邀请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与

之合作，推出“非洲史系列”专题文章，每月发表一篇。这既有利于

继续提升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增进读者对非洲历史的了解，

又是对中心在非洲历史、中非关系研究方面做出贡献的肯定。 

今年已刊出刘伟才副教授撰写的《非洲的口传文化》，张忠祥教

授撰写的《源远流长的古代中非关系》等文章。非洲史专题策划至此

圆满结束。 

 

6. 中非发展基金研究部总经理郝睿教授访问中心 

4 月 13 日，中非发展基金研究部总经理郝睿教授访问我中心，

中心名誉主任舒运国教授、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与客人进行了座谈，

就非洲最新经济形势以及双方进一步开展合作等事宜进行了充分的

交流。 

中非发展基金，是 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政府提

出的对非务实合作 8 项措施之一，是支持中国企业开展对非合作、开

拓非洲市场而设立的专项基金。 

 

7. 张忠祥教授赴教育部参加“中非新闻交流中心”记者团采访交流

会 

5 月 12 日上午，教育部召开会议，就中非教育合作接受“中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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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交流中心”组织的非洲记者团的专访。会议由国际司亚非处吴劲

松处长主持，许涛司长从五个方面介绍了中非教育领域富有成效的合

作成就，并介绍了中南非高级别人文交流的情况。教育部职成司刘宏

杰处长和中国教学仪器设备公司总经理黄刚介绍了中非职教合作等

方面的情况。国际司主要职能部门的领导也参加了交流会。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与教育部其他 5 个

非洲与阿拉伯中心的负责人或代表一起，参加了采访会。张忠祥教授

介绍了上海师范大学参与中非教育合作的情况，并重点介绍了非洲研

究中心涉非人文交流的典型案例。 

   本次非洲记者团由 27 人组成，分别来自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

隆、刚果（布）、科特迪瓦、刚果（金）、埃及、埃塞俄比亚、加蓬、

冈比亚、加纳、肯尼亚、利比里亚、马拉维、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

莫桑比克、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南非、南苏丹、苏丹、坦

桑尼亚、多哥和乌干达等国家。该采访会的目的是帮助非洲记者获得

中非教育合作的第一手资料，为中非关系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8.张忠祥教授出席第二届中国战略论坛 

2017 年 5 月 27 日，第二届中国战略论坛在同济大学召开，会议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同济大学共同主办，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新

全球化时代的战略互信与价值共识”。会议的议题主要有：新全球化

与中国发展的时代逻辑；逆全球化；问题与影响；新全球化时代的价

值共识；战略互信与中国大战略基本取向。来自中国高校、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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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杂志社、求是杂志社等单位的专家学者 30 多人参加了讨论。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应邀与会，在会上做

了题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基础、挑战与路径”的

发言。 

 

9. 中心博士生何烈辉董事长资助莱索托 120 万元，资助该国学生来

华留学 

达之路国际控股集团董事长何烈辉先生是上海师范大学非洲中

心的博士生。十几年前何烈辉先生怀着梦想前往非洲，一手创办了达

之路这样一家立足于非洲本土的集国际贸易、投资、文化交流、旅游

等为一体的跨国集团公司。达之路集团对非洲怀有深厚的感情，一直

致力于帮助非洲发展，在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何烈辉

先生也不忘回馈当地社会。近几年，达之路集团共向莱索托资助近 120

万元人民币，用以帮助莱索托学生到中国留学，促进中非友谊。为此，

莱索托驻中国大使近日特地向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发来感谢信，对何烈

辉先生的慷慨资助表示感谢。 

 

10. 吉尤姆博士为中心研究生作讲座 

2017 年 6 月 20 日，吉尤姆（Guilluaume MOUMOUNi）博士受

邀来到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以“西非形势与中国——西非合

作”为题为作了一场生动的讲座。 

   吉尤姆先生来自贝宁，1991 年进入北京大学求学，1995 年本科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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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后回国工作。2002 年重返燕园，2004 年

国际关系学院硕士毕业，2005-2009 年在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现

就职于阿波美·卡拉维大学（贝宁）法律与政治学院。他对非洲本土

和中国社会都有着深刻的了解，在中非合作研究和中非文化交流领域

具有独特的优势。 

讲座中，吉尤姆博士主要讲述了自己对西非形势以及中国与西非

合作的一些思考。吉尤姆博士认为，目前的中国与西非政治往来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双方关系最好的时期，台湾已经不再成为中国—

西非之间的干扰因素。双方良好的政治基础也使中国与西非之间在经

济领域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讲座由非洲研究中心杨廷智老师主持，上海师范大学多名本科生、

研究生、博士生听取了讲座，并进行了互动。 

 

11. 中心成功承办“南部非洲工业化及中国与南部非洲产能合作国

际研讨会” 

2017 年 6 月 24 日，“南部非洲工业化及中国与南部非洲产能合

作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柯勤飞教

授，外交部非洲司杨民大使，南非驻上海总领事陶博闻先生出席了研

讨会开幕式，并发表致词。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张忠祥教

授主持了开幕式。 

研讨会由外交部非洲司、上海师范大学主办，上海师范大学非洲

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非发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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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上海社科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浙江

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中国莫桑比克农业示范中心、上海师范大学等

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还有《人民日报》、《探索与争鸣》杂志

社、中国社会科学报、南部非洲上海工商联谊会、达之路国际控股集

团、林洋集团等企业界和媒体人士，以及来自南非、津巴布韦、博茨

瓦纳、贝宁、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的专家学者共计 60 多人，出席

了会议。 

研讨会主要议题为南部非洲工业化的历史与现状、经验与教训，

中国如何与南部非洲国家开展产能合作，个案研究及其他。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舒运国教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所所

长沐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李智彪

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西亚非洲》（杂志）编辑

室主任安春英编审，津巴布韦南部非洲研究与文献中心主任 Munetsi 

Madakufamba，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所长张振克教授分别主持、点评

了相关专题的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网和环球网（国际新闻）都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 

 

12. 南非驻沪总领事访问中心 

2017 年 6 月 24 日，南非驻沪总领事陶博闻先生（Mr. Thabo 

THAGE），出席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承办的“南部非洲工业化

及中国与南部非洲产能合作”国际研讨会，并在开幕式上致辞。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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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前，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柯勤飞教授会见了总领事。开幕式之后，

陶博闻先生参观了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南非驻沪总领馆的商

务领事 Thulani Mpetsheni 陪同。 

 

13．南部非洲研究与文献中心执行主任姆奈西博士为中心研究生作讲

座 

2017 年 6 月 27 日，姆奈西博士（Munetsi Madakufamba）受邀来

到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以“对一个大陆难以实现的梦想的思

考——非洲的时代终于到来了吗？”为题作了一场生动的讲座。 

讲座中，姆奈西博士阐述了他的观点。首先，非洲大陆有 55 个

国家，8 个经济共同体，并讲到除埃塞俄比亚之外所有的非洲国家都

受到过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目前非洲各国家之间发展水平存在着

巨大的差异性；其二，目前非洲国家的发展面临着许多挑战，主要包

括政治的不稳定、发展模式过度依赖单一性经济、经济基础设施薄弱、

贫困化程度过高，以及缺乏大量的国外投资资金等；其三，非洲国家

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共同特征，例如，工业发展方面普遍落后于世界其

他地区，严重依赖与前殖民国家的贸易和发展合作，大多数非洲国家

仍然依赖初级商品出口和消费等；第四，中国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中

国在非洲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姆奈西博士就讲座的主题“非洲时代是否来临”阐述了自己的

观点。他认为非洲拥有丰富的资源，正在加快工业化的步伐，而且享

有巨大的人口红利——年轻人口众多，加之中国等许多国家正大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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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对非洲的投资。在这些有利的条件下，非洲正在崛起，非洲时代也

自然而然的将会来临，非洲会成为下一个世界制造中心。最后，姆奈

西博士同与会学生就中非合作双赢、媒体眼中的中非关系以及中非学

术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姆奈西博士现为津巴布韦南部非洲研究与文献中心执行主任

（Executive Director of Southern African Research & Documentation 

Center），此次受中心邀请前来参加“南部非洲工业化及中国与南部

非洲产能合作”国际研讨会，并以“从政治经济视角看南部非洲工业

化与产能合作”为题作了主题发言。 

 

14.中心今年培养博士 1 名，硕士 2 名 

今年 6 月，中心博士生郑晓霞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取得博士学

位，她的博士论文论题是关于非洲妇女史方面的研究。另外，中心硕

士研究生王勤、胡皎玮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