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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非经济外交及其动态趋势分析

李清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100007)

摘 要:冷战结束后,日本以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为支柱,以经济援助为主要手段,不断强化对非经济

外交。特别是近年来,强调官方援助和民间投资并行,逐步由援助非洲转向投资非洲,加紧争夺非洲市

场;通过强化与非洲国家的经济联系,推动政治和安保合作,提高其在非洲大陆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中的存

在感和话语权;对中国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进行牵制和围堵,抗衡中国的姿态更加显著。梳理日本对非经

济外交的演进历程和动态趋势,有助于明晰对非战略中的日本因素,并予以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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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日本对非经济外交的支柱,第6届东京非

洲发展国际会议 (TICADVI)于2016年8月在肯

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由日

本政府主导,非洲联盟 (AU)和联合国等国际组

织共同主办,1993至2013年间每5年在日本举行

1次。与以往各届不同,第6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

会议首次在非洲国家举行,且距离2013年的第5
届仅隔3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亲赴肯尼亚并发表

主旨演讲,宣称以 TICADVI为契机开启日本与

非洲各国关系的新篇章。此次会议的议题和内容出

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凸显日本强化对非经济外交,
抗衡中国的姿态。

一、日本对非经济外交的演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日本陆续与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

逐步展开对非洲的援助和贸易。在此期间,日本开

始向乌干达、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国家提供政府

开发援助 (ODA)[1]。同时,以南非为主要贸易对

象,对非洲的商品贸易额也在逐渐增加。[2]但是,
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前,日本对非洲的关

注度并不高,其外交重心依然在美国、东亚和中东

等地区,对非洲的援助和贸易在日本整体对外援助

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低。

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世界经济随之震荡。
日本国内能源极度匮乏,中东是其最重要的进口来

源,石油危机对日本的打击非常沉重,其经济增长

率一度由8.0%下降到-1.2%。[3]对能源短缺的恐

慌迫使日本重新审视与非洲的关系,加之越来越多

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成为联合国成员国,非洲在

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逐渐提高,日本国内开始显现

出对非洲的关注。1974年,日本外务大臣木村俊

夫出访加纳、尼日利亚、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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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坦桑尼亚和埃及,成为日本历史上首位访问

非洲的外务大臣。随后1979年第2次石油危机之

后不久,园田直外务大臣再次出访尼日利亚、科特

迪瓦、塞内加尔、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等非洲五国。
这一时期,虽然对非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

的比重并没有明显的提高,基于能源安全和政治诉

求,日 本 对 非 援 助 迅 速 扩 大。据 经 合 组 织

(OECD)统计数据,日本对非洲 ODA 净支出由

1972年0.05亿美元迅速增长至1980年3.71亿美

元,1990年进一步增长至10.69亿美元,在日本

ODA净支出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由1.1%上升至

15.8%。[4]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前,作为西方阵营

的一员,日本的对非政策一直处于冷战的大框架之

下,相对于美国和欧洲国家,并没有显现出对非洲

特别的关注。[5]正如1984年日本外务大臣安倍晋太

郎提出,日本对非外交的主要目的在于 “通过经济

影响,巩固非洲国家在西方阵营的位置”。[6]

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出现重大变化,西方国

家通过经济援助拉拢非洲的动机不复存在,援助国

的关注点转移至中东和前苏联国家,从而出现了对

非洲的 “援助疲劳”。与此同时,日本充当 “政治

大国”的欲望逐渐膨胀。以欧美国家对非洲关注度

一时降低为契机,日本积极推进与非洲国家的政治

和经济联系,并将对非政策作为其调整整体外交战

略,强化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环节。在1991年

联合国大会上,日本提出举办为促进非洲可持续发

展的政策对话国际会议。1993年,第1届东京非

洲发展国际会议 (TICAD Ⅰ)在日本东京召开,
来自48个非洲国家、12个援助国、欧共体及8个

国际组织,以及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的其他国家和组

织的约1000名代表参会。在这次会议上,日本表

达了援助非洲的积极立场,承诺支援非洲各国的政

治经济改革、人力资源培养和环境改善,同时提

出,要构建日本与非洲各国超出援助国与被援助国

范畴的良好伙伴关系 (参见表1)。五年后的1998
年10月,第2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TICAD
Ⅱ)召开,参会国家和组织的数量大幅增加,日非

关系进一步强化。这一时期,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

援助国,对非援助亦随之扩大,在1993年TICAD
I召开后的十年间,日本对非援助共计约120亿美

元,成为非洲主要的援助国之一。①

表1 第1届至第6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TICADI~TICADVI)

TICAD 时间/地点 时任日本首相 参加国家与组织 成果文书 主要内容

Ⅰ

1993年 10
月5~6日

/日本东京

细川护熙

48个非洲国家、12个援助

国、欧共体及8个国际组

织的代 表、以 及 以 观 察 员

身份参会的其他国家和组

织,约1000人

《面 向 21
世 纪 非 洲

发 展 东 京

宣言》

表达日 本 援 助 非 洲 的 积 极 立 场,

承诺支援非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改

革、人 力 资 源 培 养 和 环 境 改 善,

构建日本与非洲各国超出援助国

与被援助国的良好伙伴关系

Ⅱ

1998年 10
月 19~21
日/日 本 东

京

小渊惠三

51个非洲国家、29个其他

国家、40个国际组织和地

区组织、22个非政府组织

的代表

《面 向 21
世 纪 非 洲

发 展 东 京

行动计划》

以 “减 少 贫 困 与 融 入 全 球 经 济”

为会议主题,以社会发展 (主要

包括教育、卫生和扶贫支援等)、

经济发 展 (主 要 包 括 私 营 部 门、

工业和 农 业 发 展 等)、基 础 发 展

(主要包括优化政府治理、预防和

应对冲突等)为优先领域,强调

日本继续对非援助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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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91年至2000年,日本以美元计算的实际政府开发援助额连续10年占世界第1位。参见:佐藤誠 「日本のアフリカ外交-歴史にみ

るその特質」、『成長するアフリカ―日本と中国の視点』(報告集)、アジア経済研究所、2007年9月。日本外務省 「第3回アフリカ

開発会議における小泉総理大臣基調演説」、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5/ekoi_0929.html.



Ⅲ

2003 年 9
月29日~

10月1日/

日本东京

小泉纯一郎

50个非洲国家、39个其他

国家、47个国际组织和地

区组织的代表,约1000人

《TICAD10
周年宣言》

《TICADIII
会 议 主 席

概要》

明确以 “以人为中心、通过经济

发展减轻贫困、巩固和平”为三

大支柱的日本对非援助方针,承

诺日本5年内在医疗卫生、饮食

和教育等领域向非洲提供10亿美

元的无偿资金援助,豁免贫穷重

债务国总额约30亿美元的日元借

款债务

Ⅳ

2008 年 5
月 28~30
日/日 本 横

滨

福田康夫

51个国家非洲、34个其他

国家、74个国际组织和地

区组织,以 及 民 间 机 构 和

社会团体的代表,约3000
人

《横 滨 宣

言》 《横滨

行动计划》

《TICAD后

续 推 进 机

制》

以 “为了振兴的非洲———希望与

机遇的大陆”为会议主题,以加

速经济增长、保障人的安全和健

康、解决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为

重点议题,承诺至2012年日本对

非洲ODA增加一倍

Ⅴ

2013 年 6
月1~3日

/日本横滨

安倍晋三

51个非洲国家、31个其他

国家、72个国际组织和地

区组织,以 及 民 间 机 构 和

社会团体的代表,约4500
人

《横滨宣言

2013》 《横

滨 行 动 计

划 2013-

2017》

以 “携手活力非洲”为会议主题,

以实现稳健和持续经济增长、构

建包容和弹性社会、保障和平和

稳定为重点议题,承诺5年内日

本对 非 洲 提 供 包 括 140 亿 美 元

ODA在内的最多约320亿美元的

资金援助

Ⅵ

2016 年 8
月 27~28
日/肯 尼 亚

内罗毕

安倍晋三

53个非洲国家、52个其他

国家、74个国际机构和地

区机构,以 及 日 本 和 非 洲

民间机构和社会团体的代

表,约11000人

《内罗毕宣

言》 《内罗

毕 实 施 计

划》

以通过经济多元化和产业化促进

经济结构转型、促进强韧健康系

统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稳定

共享繁荣为三大优先议题,构建

TICAD伙伴关系。承诺未来三年

日本向非洲提供总额约300亿美

元的官方援助和民间投资,实现

约1000万人的人力资源开发。

  资料来源:日本外務省 「『TICADプロセスを通じた対アフリカ支援の取り組み』の評価 報告書」、http://www.mo-

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youka/kunibetu/gai/ticad/jk07_01_index.html。日本外務省 「アフリカ開発会議 (TI-

CAD)」、http://www.mofa.go.jp/mofaj/area/ticad/index.html.

  进入21世纪之后,非洲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时

期,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显著上升,日本不断

提高对非洲的重视程度,在经济和政治等各个领域

全面加大战略投入。2001年1月,时任日本首相

森喜朗出访南非、肯尼亚和尼日利亚,这是日本首

相首次访问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也是其新世纪第1
次海外访问。日本外务省称此次访问 “展示了日本解

决非洲问题的决心,有利于增强日非关系和日本在国

际社会的影响力”[7]。其后,2006年4月至5月间,

小泉纯一郎成为第2位访问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日

本首相,除了到访埃塞俄比亚和加纳两国以外,还在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联盟总部发表了

对非政策演讲,彰显日本对非洲的重视态度。

2003年和2008年,第3届和第4届东京非洲

发展国际会议分别在东京和横滨召开,日本对非政

策逐渐清晰和系统 (参见表1)。在第3届东京非

洲发展国际会议上,日本提出对非支援的3个基本

方针,即 “以人为中心、通过经济发展减轻贫困、

巩固和平”,承诺五年内在医疗卫生、饮食和教育

等领域向非洲提供10亿美元的无偿资金援助,同

时豁免贫穷重债务国总额约30亿美元的日元借款

债务。第4届会议则以 “为了振兴的非洲———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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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机遇的大陆”为主题,承诺至2012年日本对非

洲ODA增加一倍,其中对非洲的两国间无偿援助

增加一倍。这一时期,受经济形势和财政赤字的影

响,日本整体对外援助开始收缩,ODA预算逐年

削减,但是,对非洲的援助仍在不断增加[8]。特别

是2006年之后,对非ODA在日本整体ODA中所

占的比重显著上升,2006年—2012年,非洲在日

本对外援助净支出中占比年均约27%。[4]

2012年底,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非洲成

为其 “俯瞰地球仪外交”重要支点。2013年6月,

以 “携手活力非洲”为主题的第5届东京非洲发展

国际会议在日本横滨召开,51个非洲国家的代表,

其中包括39名非洲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国家、

国际和地区组织、民间机构和社会团体的代表,约

4500人参会。安倍首相在基调发言中承诺5年内对

非洲提供包括140亿美元ODA在内的最多约320亿

美元的资金援助,同时,强调对非洲的基础设施建

设和人才培养,促进民间贸易和投资。在此基础上,

2014年,安倍首相访问科特迪瓦、莫桑比克和埃塞

俄比亚,这是时隔8年日本首相对非洲的正式访问,

日本民间团体、社会组织和学界代表同行,旨在助

力日本企业抢占非洲市场。其间,在非盟总部的政

策演说中,安倍强调 “以人才为最宝贵资源”的日

本特色对非援助和投资理念,提出日本正是非洲国

家理应选择的真正伙伴。[9]其战略意图可见一斑。

纵观冷战结束后的日本对非经济外交,以TI-

CAD为轴心,以ODA为主要手段,逐步推进,不

断强化。2016年8月27日~28日,第6届东京非

洲发展国际会议 (TICADVI)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召开。此次会议的议题和内容既是以往日本对非政

策的翻新和延伸,又出现了许多值得关注的新变化。

二、TICADVI与日本对

非经济外交的动向

  在第6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召开之前,日

本政府和经济界为此次会议进行了很多准备。2016
年1月,由日本主要企业组成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

会 (以下简称经团联)发表 《为非洲可持续发展而

作出贡献———TICADVI日本经济界的非洲战略》

报告书 (以下简称经团联报告书),高度评价日本

近年来对非经济外交的效果,同时批评非洲国家自

身努力不足,经济改革进展缓慢,并对日本今后对

非战略的推进提出建议。3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JETRO)邀请日本企业所在的主要8个非洲国家

的投资促进机构,在东京举办 “第2次非洲投资促

进机构论坛 (AIPF)”,讨论如何通过改善经营环

境等措施促进日本企业对非投资,并为TICADVI
的召开做准备。① 6月,TICADVI部长级准备会

议召开,7月,日本政府第25次基础设施建设海

外经济协力战略会议以 “TICADVI与今后对非援

助策略”为主题,专门讨论非洲日系企业的经营现

状和面临风险,比较中国等其他国家对非援助情

况,确定今后日本对非援助方向。

2016年8月27~28日,第6届东京非洲发展

国际会议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正式召开。安倍首相

亲赴肯尼亚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会议设立

全体会议和主题会议,以及多项周边会议,例如,

日本国土交通省主办的 “日非官民基建会议”,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JETRO)主办的 “日非经济

会议”和 “日 本 展 览 会”,日 本 国 际 协 力 机 构

(JICA)主 办 的 高 级 会 谈 “非 洲:走 向 和 超 越

2063”等。接下来,以及通过观察本次东京非洲

发展国际会议的 “关键词”,来梳理日本对非经

济外交的动向。

关键词之一:内罗毕。与以往各届均在日本国

内召开有所不同,第6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首

次在非洲国家举办。2014年9月,安倍首相在联

合国大会上表明,自第6届开始,TICAD由日本

和非洲轮流举办,且间隔时间缩短至3年。2016
年2月,日本政府正式确认第6届会议于同年8月

27日~28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使得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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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1次非洲投资促进机构论坛于2014年9月~10月间举行。参见: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JETRO)「『第2回アフリカ投資誘致機関フォ

ーラム (AIPF)』.開催:TICADVIに向け、対アフリカ投資促進のための具体的施策で合意」、https://www.jetro.go.jp/jetro/top-

ics/2016/1603_topics2.html.



罗毕”一时成为日本国内的热词。会议召开之时,

日本与53个非洲国家、52个其他国家、74个国际

机构和地区机构,以及日本和非洲民间机构和社会

团体的代表,约1100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产生

了 《内罗毕宣言》和 《内罗毕实施计划》等成果文

书,提出以 “通过经济多元化和产业化促进经济结

构转型、促进强韧健康系统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社

会稳定共享繁荣”为三大优先议题,推动非洲可持

续发展,构建 TICAD伙伴关系。日本国内认为,

在非洲本土召开的这次会议,是向非洲和乃至全世

界宣扬日本贡献、展示日本魅力的绝佳机会。[10]

关键词之二:300亿美元。在开幕式的基调演

说中,安倍首相提出以 TICADVI为契机开启日

非关系的新篇章,承诺未来三年向非洲提供总额约

300亿美元的官方援助和民间投资,实现约1000
万人的人力资源开发,并将此举称为 “投资于非洲

的未来”。在这一框架下,日本将与非洲开发银行

合作投入100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用

于:(1)综合地区开发,以日本企业最为关注的蒙

巴萨·北部交通走廊、纳卡拉经济走廊、西非成长

带为重点区域;(2)资源和能源开发,如地热和高

效发电等;(3)城市开发,如城市交通建设等。特

别是电力方面,通 过 官 民 合 作,提 高 发 电 容 量

2000兆瓦,并在2022年之前,增加地热发电覆盖

率,满足300万用户的需求。

关键词之三:官民一体。此次东京非洲发展国

际会议,无论是在准备期间,还是在正式召开期

间,日本方面均特别强调官民合作,促进民间对非

投资。2015年10月至2016年7月间,日本政府

和民间机构共同举办了4次TICADVI官民圆桌会

议,并最终总结提交报告书,提出以 TICADVI
为契机促进日本企业进驻非洲市场,由日本政府为

企业对非投资提供支持,发挥民间资金和民间部门

在促进日非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会议召开期间,安

倍首相在多项发言中表明设立 “日非官民经济论

坛”,由日本政府部长、经济团体和企业高层,每

3年访问1次非洲,促进官民一体对话,增强日非

双方交流。同时,三井住友银行、瑞穗银行和三菱

东京UFJ银行等日本三大银行均表示将扩大在非

洲的业务,与当地金融机构合作,为安倍首相提出

的 “官民一体对非经济援助”提供金融层面的支

持[11]。

关键词之四:“高质量”。“高质量”是近年来

日本争夺海外市场的核心宣传词之一。2016年5
月,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伊势志摩峰会在日本召开,

日本借此机会着力强调推进 “高质量基础设施投

资”,试图普及 “高质量”概念,形成对中国的抗

衡。在第6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及其周边会议

上,这一企图更加明显。安倍在基调发言中即提出

“日本企业具有为质量献身,尊重人才的制造哲学,

对于追求经济和社会建设质量的非洲来说,日本政

府和日本企业发挥力量的时刻来到了”。同时,安

倍表明,“高质量非洲”包括三个构成要素,其一

是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电力和城市交通系统

等,其中,为了开发非洲资源,道路和港口的建设

是重点;其二是人力资源开发,着重培养未来的工

人领班和工厂管理者,3年间预计培养约1500人,

将专业培养工程师的日本高等教育系统引入非洲,

至2018年,日非合作培养产业人才合计约3万人;

其三是号称日本企业哲学的 “kaizen”,即持续改

善,通过生产线工人的创意和能力,提高生产率,

降低次品率,日本将会在非洲推广这一理念。同

时,作为 TICADVI周边会议之一,日本国土交

通省举办 “日非官民基建会议”,与基建业务相关

的76家日本企业参会,其中13家企业的首席执行

官上场发言,介绍日本企业先进技术,宣扬日本

“高质量基建投资”理念。

关键词之五: “入常”。非洲拥有54个国家,

约占世界的四分之一,被称为联合国的 “大票仓”。

日本迫切希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实现政治大

国地位,非洲国家的支持不可或缺。“入常”是日

本援助非洲的重要动机,也是此次东京非洲发展国

际会议日本方面的重点诉求。安倍提出,要求国际

社会更好地反映自己的主张是理所当然的权力,巨

大的非洲大陆却没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将会

全力支持非洲国家纠正这一问题,并希望在2023
年之前达成。安倍呼吁,安理会改革是日本和非洲

的共同目标,希望能与非洲携手向这一目标迈进。

基于此,会议期间,安倍首相与肯尼亚、科特迪

瓦、莫桑比克、加纳等多个非洲国家领导人相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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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谈,就日本 “入常”问题寻求非洲国家的支

持[12]。

关键词之六:“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在本次东

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日本除了承诺对非洲经济

层面的援助,还试图以海洋安全合作为突破口,拉

近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安倍在基调发言中提出,

“连接亚洲和非洲的是海洋之路,日本将把太平洋

和印度洋,亚洲和非洲的交汇处,培育成与武力和

威慑无缘的重视自由、法治和市场经济的繁荣之

地,日本将会承担起这一责任,愿与非洲国家共

勉”。日本媒体称,安倍首相在基调发言中所提出

的 “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表明了日本

对非洲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将会更加重视安保合作

的新外交意向。[13,14]其意图即在于将印度洋西海岸

的非洲大陆纳入日本海洋国际战略中,加强日本介

入非洲乃至国际安全事务的力度,以海洋安全合作

为名,实质是把亚洲问题带到非洲,牵制中国正当

实施海洋维权。[15]

三、日本对非经济外交的

动机与成效

  日本不断强化对非经济外交,具有其强烈的经

济和政治动机。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大部分国

家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2001年—2015年之

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实际年均经济增长率达

到5.14%,成为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3]。

同时,非洲人口增长迅速,据国际机构预测,至本

世纪60年代,非洲人口将会赶超中国和印度人口

的总和,且与面临人口老龄化与人口负增长等问题

的亚洲地区不同,非洲国家人口构成偏向年轻化,

可作为劳动力和主要消费群体的年轻人口还在持续

增加。[16]经济提速和人口增加催生了巨大的消费市

场和投资需求,也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非洲因此

被日本称为 “最后的巨大市场”或 “最后的待开垦

边疆”。日本希望通过施展官方援助,为企业创造

投资机会,扩大日系企业的营业额和销售量,在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取得优势地位,以非洲为据点开

拓海外市场,缓解国内经济低迷的压力。

获取能源是另外一个重要动机。非洲具有丰富

的能源和资源,除了石油和天然气之外,还拥有储

量可观的稀有金属,例如,南非的铂族金属储量约

占世界的95%,铬储量约占世界的42%,南非、

赞比亚、马达加斯加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钴储量合

计约占世界的54%,南非、博茨瓦纳和刚果民主

共和国的金刚石储量合计约占世界的50%。[17]这对

于资源匮乏和能源短缺的日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

诱惑。日本对非洲基础设施进行援助和投资的一个

重要目的,就在于保证能源和资源的开发。特别是

对电力系统、道路交通系统和临海港口的建设,旨

在为日本开发和获取非洲能源和资源提供便利,将

非洲打造成日本能源安全的保障基地。

从政治方面来说,日本将对非外交纳入其全球

战略布局中。除了在 “入常”问题上急需得到非洲

国家的支持之外,日本还试图通过强化与非洲的联

系,将经贸合作扩展至军事和安全合作。以打击海

盗,保护来往船舶为名,日本在非洲东部战略重地

吉布提启动首个海外军事基地,扼印度洋和地中海

要道。同时,积极派遣自卫队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

维和行动,培训当地工兵重机械操作技术,扩展日

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将非洲作为舞台,日本一方

面宣扬其在世界上的经济和安全贡献,提升国家形

象,获取国际认同,另一方面为日本进行海外军事

活动提供一个突破口。

日本的对非经济外交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据日

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统计数据,进入21世纪以来,

日本对非贸易额有所上升。如图1所示,2001至

2012年间,日本对非出口额由44.5亿美元上升至

129.7亿美元,进口额由45.6亿美元上升至213.1
亿美元。2013年之后,受日本对外贸易整体收缩

的影响,对非出口额和进口额均呈下降趋势,但仍

显著高于21世纪初的水平。其中,南非是日本在

非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01年—2015年间,南

非在日本对非洲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中的比重年均

分别达到34.2%和48.6%,其次是埃及、肯尼亚

和尼日利亚等国家。

在贸易额增加的同时,日本对非投资额也有所

增加。从投资存量来看,日本对非洲的投资余额不

断累积,由2001年末的6.2亿美元上升至2015年

末的102.6亿美元,其中,对南非的投资余额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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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末的2.9亿美元上升至2015年末的71.6
亿美元 (参见图2)。2012年—2015年间,进驻非

洲的日本企业数量由560家增加到687家,增长超

过两成[18]。在撒哈拉以南的肯尼亚和南非等国家,

日系汽车的市场占有率非常高。2015年,肯尼亚

日系汽车销量由2014年13283台增长至14485
台,市场占有率达到74.3%,日系厂商五十铃、

丰田和三菱包揽销量前三名。[19]

图1 日本对非贸易情况

  数据来源: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JETRO)「日本の統計」、https://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

图2 日本对非投资情况

  注:日本对非洲和南非投资余额为年末值。

  数据来源: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JETRO)「日本の統計」、https://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

  从日本国内的宏观经济指标来看,在过去的

10年中,日本经济增长率仅为0.6%。[3]占GDP约

六成的居民消费低迷不振,增长率平均仅为0.5%,
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一直较低,且2009年受经济

危机影响出现大幅下跌,致使过去10年间平均增长

率仅为-0.1%,对外贸易则几乎一直呈现逆差状

态[20]。再加之少子老龄化迅速加剧,人口自然增长

率在2005年之后一直为负增长,据估计,至2025
年,日本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超过3600万人,占

总人口的约29%,进一步的,至2065年,人口总数

将降至现在的约3/4,其中约36%的人口超过65

岁[16]。在此情形下,市场活跃、劳动力充沛、资源

丰富的非洲对于日本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依托贸易、投资和援助多管齐下,日本企业积

极开拓在非洲市场的销路。特别是运输设备行业,

在过去的几年中,日本对非洲的出口半数以上集中

在这一行业。这为日本带来了可观的利润,2016
年,对非运输设备行业贸易顺差超过36亿美元。

其中,虽然非洲在日本整体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

并不高,但日本对非洲出口的公共汽车和卡车占到

日本对世界出口总额的约10%,船舶占比也达到

9% (2016年)。[21]也就是说,约1/10的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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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和船舶出口是销往非洲。这些在日本国内已面

临过剩和滞销的产业,在非洲市场又得到了一定程

度的疏解。同时,非洲是日本包括稀有金属在内的

有色金属主要的供应地之一,日本从非洲进口的有

色金属占其总进口的约1/5。[21]此外,木材和矿石

等原材料、石油和天然气等矿物燃料也是日本对非

洲的主要需求。

日本非常注重对外宣传,强调自身的贡献,以

博得对方国家的好感。日本对肯尼亚的日元贷款地

热发电项目和蒙巴萨港开发项目,对坦桑尼亚的肯

耶拉兹 (Kinyerezi)燃气热电站建设项目,对摩

洛哥的萨菲 (Safi)高效燃煤电站建设项目等,均

被选入日本外务省编的 《“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

案例集》,成为宣传典型。[22]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

议则更是日本对非宣传的重要平台。在宣传攻势

下,日本对非援助和投资取得了一定认可。第6届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结束之后不久,日本贸易振

兴机构就非洲主要国家的反响进行了调查,认为这

些国家对日本扩大投资表示赞许,并已着手探讨与

日本的经济和安全合作,强化双边关系。[23]日本国

内一些报道也宣称日本对非经济援助在当地获得很

高的评价。①

另一方面,日本对非经济外交存在着诸多问

题,其实际效果有待商榷。虽然日本对非贸易额和

投资额均有所上升,但从横向比较来看,较中国、

美国和欧洲国家仍存在很大差距。2015年,日本

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贸易额仅相当于欧盟和中国对

当地贸易额的约1/10,美国的约1/2。[24]而据日本

政府统计,日本在非洲的企业数量和投资存量均不

足中国的半数[18]。从纵向比较来看,日本对非贸

易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非常低,并且没有明显的上

升趋势,在2001年—2015年间,出口比重从未超

过2%,进口比重从未超过3% (参见图1)。截至

2015年末,日本对非投资占其全部外商直接投资

余额的比重仅有0.8%,且大量地集中在南非,各

年投资净流量波动剧烈,说明日本对非洲的投资

非常不稳定 (参见图2)。特别是,从日本对非洲

的主要出口行业运输设备制造业来看,日本对非洲

的出口以整车和船舶为主,可用于加工和装配的机

动车零部件在出口中的比例并不高,这与日本在亚

洲的贸易模式很不相同,也与日本在非洲并不稳定

的投资相呼应,意味着其在非洲市场尚未形成完善

的产业链。

虽然日本国内基建相关企业就促进日本对非洲

基础设施出口显示出相当积极的姿态,但是,对于

农业和制造业的产业投资,日本经济界整体并未表

现出明显的积极响应。[25]日本对非援助和投资的正

面评论,大多数来自日本国内具有倾向性的调查和

报道。事实上,也有非洲国家领导人在第6届东京

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期间接受采访时评论 “日本对于

加强与非洲的经济合作表现的很迟疑”。[26]在政治

方面,虽然日本一再强调所谓的 “自由开放的印度

洋和太平洋”,竭力推动把会议议题和成果文件引

向安理会改革和海上安全问题,但从会议最后通过

的成果文件看,并没有完全如日本所愿,有关涉海

内容被限制在非洲海上安全合作,在安理会改革问

题上仍维持第5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横滨宣

言》的原则性表述。[27]日本在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合

作中掺杂了过多的政治意图,太强的功利心极易招

致反感。

四、日本对非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

出自经济利益、能源需求和政治意图,日本将

会进一步强化对非经济外交。从其发展趋势来看,

强调官方援助和民间投资并行,逐步由援助非洲转

向投资非洲,攫取经济利益;宣扬日式发展理念和

经营哲学,刻意显示日本的独特性,培养亲日势

力;通过强化与非洲国家的经济联系,推动政治和

安保合作,提高其在非洲大陆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中

的存在感和话语权;对中国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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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日本国際協力機構 (JICA)「仏語圏アフリカ唯一の保健人材ネットワーク、日本でシンポジウムを開催」、https://www.j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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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钳制和围堵,抗衡中国的意图表现的更加露骨。

总体来说,利益争夺的激烈化和政治意图的显性化

构成了日本对非经济外交的基本趋势。

第一,由援助非洲转向投资非洲,官民并举争

夺非洲市场。早期日本对非洲的经济外交,一直以

援助为主。鉴于非洲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潜力,

日本政府和经济界逐渐意识到,不应将非洲仅作为

援助对象,而应将其作为投资对象来考量。因此,

在2008年第4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打出

了 “对非民间投资倍增”口号。其后第5届会议通

过了 《横滨宣言2013》,明确提出 “以民间部门为

主导促进经济成长”。2014年安倍访问非洲,这一

趋向性更加明显。这次访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

于为日本企业创造投资机会,所选择的三个访问对

象国家科特迪瓦、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皆具有

资源丰富,经济增长迅速,地理位置重要等特点,

是日本企业进军非洲的潜在目的地。

但是,相对其他国家,日本对非洲的投资相对

滞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非洲的经

贸合作进展迅速,对非洲的投资和贸易已经远远超

过日本,日本国内对此相当介怀。在2016年第6
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日本加大了对非投资

的宣传力度。大会期间设置了全体会议,由日非双

方首脑和经济界人士参加,专门讨论如何推动日本

企业对非投资。作为周边会议之一,日本贸易振兴

机构在内罗毕举办日本展览会,约百家日本企业和

机构参展,成为迄今在非洲举行的最大规模相关展

览会。从日本国内的反应来看,日本将会更加强调

民间投资在日非经贸合作中的重要作用,极力扭转

对非投资和贸易的落后状态,以官方援助为支持,

促进民间投资,官民并举争夺非洲市场,并在中长

期逐步由援助非洲转向投资非洲。

第二,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强化在非存在感。

对于日本来说,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一个重要

意义即在于,可以通过主办该项会议,引导会议主

题和讨论方向,掌握主动权,提升日本在非洲的存

在感。而从第6届开始,每届间隔时间缩短至3年,

且由日非双方轮流举办,便于日本更直接地向整个

非洲大陆进行宣传,以图在非洲本土造成更大的影

响。这说明,日本对于提高在非存在感和话语权的

欲望变得更加迫切。在第6届会议上,几乎所有非

洲国家均派代表团参会,其中包括多名国家领导人,

借此机会,日本积极谋划全面推进日非关系。会议

期间,日本和非洲企业和机构之间共签署了73项合

作备忘录,以能源开发及交通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建

设为重点,涉及能源资源、医疗、交通运输、电力、

农业、纺织、金融等各个领域。日本对非经济外交

显现出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趋势。

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对非洲日系企业的调查显

示,近年来,日本企业的进驻国家和业务领域都更

加多元化。就所在国家来说,虽然仍然集中在南

非、埃及、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等有限的几个国家,

但地理分布较之前已经有所扩展。就业务领域来

说,能源资源、运输设备和基建设施是最主要的领

域,同时,日本企业在非洲的业务范围也开始向农

业、消费品、信息技术等行业渗透。由于财政经费

有限,日本更侧重在全面推进的基础上选择重点国

家和领域予以支持,以实现对非经贸关系的重点突

破。根据经团联的提议,重点国家的选择依据为:

(1)日本企业有意向进行贸易和投资,且对改善经

营环境具有积极性的亲日国家;(2)重要的资源和

能源供给地,具有潜在成长力的国家;(3)由于经

济发展,电力、交通运输和信息通讯技术等基础设

施建设需求将会膨胀的国家;(4)人口增长且收入

水平上升,预计未来将会形成大规模消费市场的国

家。可以看出,资源能源、经济利益、基建需求和

经营环境是日本选择重点对象的主要依据。

第三,注重软实力输出,培养亲日派。在对非

经济外交中,日本刻意宣传所谓的日式哲学和发展

理念,以显示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性。例如,

2014年安倍在非盟总部的政策演说中,提出 “以

人才为最宝贵资源”的日本特色对非援助和投资理

念,在2016年第6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中,

又强调日本企业 “为质量献身,珍视每一人”的制

造哲学。而 “kaizen”一词,本意为 “改善”,引

申为日本制造业以实地生产工人为中心的经营思

想,在第6届会议上也作为日本企业的强项和特色

进行宣传。注重软实力输出,强调日本的优越性,

对其他国家进行思想渗透,是日本的惯用手法,特

别是在与东南亚和南亚等亚洲国家的交往中,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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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此道。日本正在逐渐将其对亚洲国家经济外交

的一些经验,引用到非洲。

通过软实力输出,日本积极培养非洲知日派和

亲日派。针对非洲年轻群体,日本启动了面向非洲

青年的商业教育倡议 (AfricanBusinessEducation

Initiativefor Youth),简 称 为 ABE 倡 议。而

“ABE”恰好又与 “安倍”的日文发音相同,这成

为安倍着力进行宣传的一个项目。在第6届会议

上,这一项目被进一步扩展。2016年8月~9月

间,ABE倡议第3期开始启动,48个非洲国家的

353名人员赴日研修。日本计划通过这一项目,选

拔优秀的非洲年轻人,进入日本大学或研究生院学

习,并提供在日本企业的实习机会,使其深入理解

日本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理念。这些经过选拔的

优秀青年未来很有可能成为非洲民间企业或政府部

门的领导者,由此即可培养一批对日本具有认同感

且具有发展潜力的高层次亲日派。此外,日本还制

定了对非洲技术和职业人员以及教职和科研人员的

培养计划,主要涉及资源开发、运输设备、电子技

术、理工基础科学等领域,并计划建立人才动态信

息数据库,发展潜在亲日派,构筑日本在非洲政经

各界的人脉网络。

第四,政治意图更加明显,抗衡中国姿态显

著。谋求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方面的支持

是日本对非洲经济外交的一个重要目的。2004年

日本 与 德 国、印 度 和 巴 西 组 成 “四 国 集 团

(G4)”,并于次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提出了

追加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议席

的提案,显现出强烈的 “争常”意向,但这一提案

由于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而很快沦为弃案。事后日

本反省这次 “争常”失败的原因,认为没有与非洲

国家统一立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基于此,日

本开始调整策略,努力表现出尊重非洲的态度,通

过经济援助和投资,增加经济贡献,以换取非洲国

家在安理会改革方面的支持。在此后各届东京非洲

发展国际会议以及各次日非领导人会谈中,这一战

略意图一直贯穿其中。2016年5月,安倍特邀非

洲联盟轮值主席乍得总统伊德里斯·代比·伊特诺

出席G7伊势志摩峰会扩大会议,并与其进行了两

国首脑会谈,主要内容依然围绕经济援助、基础设

施出口和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随后 TICADVI召

开期间,日本又提出愿意全力支持非洲国家成为常

任理事国,并称安理会改革是双方的共同愿景。这

反映出日本试图通过利益捆绑而与非洲国家统一立

场,从而实现 “入常”的目的。日本争当 “政治大

国”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日本对中国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并且已经将

这一竞争意识延伸至非洲。在经济方面,日本近年

来打出 “技术”和 “质量”的口号,试图表明虽然

日非经济合作较中非经济合作的规模差距很大,但

是日本仍然具有优于中国的核心竞争力。而在本次

TICADVI上,又抛出所谓的 “自由开放的印度洋

太平洋”这一新外交战略,瞄准中国的战略意图非

常明显,同时,日本还提出要将亚洲至非洲一带,

构筑成为 “亚非成长与繁荣的大动脉”,直指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会议期间,安倍与12个非洲国

家的领导人进行了 “马拉松会谈”,讨论日本对各

个国家具体的经济支援方针,在安理会改革和制衡

中国的问题上寻求突破口。日本的这一系列举动,

表明其对抗中国的态度更加明确,并试图在经济和

政治两方面对中国进行牵制和围堵。

在经历了十余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之后,受国际

资源资格下跌等因素影响,非洲经济增长进入了一

个相对低缓期。而日本对非洲加紧经济外交攻势,

且具有明显针对中国的战略指向,这势必造成中日

在非洲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此背景下,如何与非

洲国家增进相互理解,培育互惠互利、可持续发展

的良好关系,已经成为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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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Japan’sEconomicDiplomacy
towardAfricaandItsDynamicTrends

LIQing-ru
(InstituteofJapaneseStudies,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007,China)

Abstract:Sincetheendofcoldwar,JapanhasusedtheTokyo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AfricanDevel-
opmentasthepillar,andeconomicaidasmaininstrument,tostrengthentheeconomicdiplomacytoward
Africacontinuously.Especiallyinrecentyears,JapanemphasizedODAandprivatesectorinvestmentin
parallel,andencouragedafurthershiftfromaidtoinvestmentinAfrica,aimingtospeedupthecaptureof
Africanmarket.Byboostingeconomicties,Japanintendedtopromotepoliticalandsecuritycooperationfor
improvedpresenceanddiscoursepowerinAfricancontinentandevenininternationalcommunity.The
stancetocounter-balanceChinapoliticallyandeconomicallybecomequitesignificant.Areviewoftheevo-
lutionandpossibletrendsofJapan’seconomicdiplomacytowardAfricaishelpfulforustoclarifyJapan’s
roleinourAfricanstrategy,andtorespondmoreactively.
Keywords:economicdiplomacy;Africa;TICAD;ODA;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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