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砖国家框架内的南非  

金砖国家最初由几大新兴市场国组成，称为金砖四

国，2010年南非加入，变成金砖五国。邀请南非加入原金

砖四国组织的是中国，而南非的加入使这一组织在新兴的

经济和政治大国中更加具有代表性。金砖成员国的活动展

现出一种有别于传统西方援助国的新发展合作模式。 

虽然各金砖成员国之间在地理位置、历史、文化和社

会经济条件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距，金砖国家已经尽力形

成一种集体认同，从而在全球范围的层面应对各种挑战。

各成员国之间共同的兴趣包括促进投资和贸易、技术转让

和改善金融基础设施。 

 南非与金砖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交往预计将带来一个

获得全面增长的机会，比如就业，而就业是南非的国内政

策基石之一。在此背景下，重要的是确定目前在金砖五国

内的投资和贸易性质，以及南非如何自我定位，从而取得

与金砖国家一致追求的可持续发展。 

金砖国家内的贸易和投资 

金砖国家内部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具有互利的潜力。

巴西（铁矿石、原油和农产品）和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

品、天然气、金属）是大宗商品出口国；中国和印度主要

是大宗商品进口国，也是全球制造商。中国已成为所有成

员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与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在很大

程度上对中国有利。 

从南非的角度来看，金砖国家内的贸易是具有机遇和

挑战的。自从南非加入以来，南非和金砖国家成员国之间

的贸易已经逐渐有利于南非。然而，南非与包括最大的贸

易伙伴中国在内的各成员国间的贸易主要还是如铁矿石和

煤炭产品等少数大宗商品。由于其他金砖国家，如巴西和

俄罗斯也出口初级产品，南非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势。在这

方面，南非政府提出的“矿产和石油资源开发提案”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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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见证了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在共同发展规划的驱动下，其中许多国家已经结成正式

的伙伴关系。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尤其突出。近年来，双边交流以及各种多边

框架使这一关系不断得到加强。两种主要合作伙伴关系包括金砖国家和中非合作论坛：前者是由巴

西、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等五大新兴经济体组成的联盟，后者是旨在促进中国与非洲国家

多层次合作的论坛——每三年举行一次的部长级会议。南非加入金砖国家，使其在非洲大陆乃至全

球舞台上都获得重要一席。在即将举行的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南非作为共同

主席国，预期将推出旨在应对非洲挑战的举措，从而展现其影响力。这份政策简报阐述了南非在这

些机构中的作用将日趋重要，同时重点论述了如何利用其成员国地位为南非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

献，并获取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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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提高选矿矿产输出

和高价值的中间产品或

最终成品的出口水平。

可是，截至2015年1月，

该提案被呈递南非国民

议会作进一步审议。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

发展会议（UNCTAD）的

估计，金砖五国成员国

已经获得全球外国直接

投资（FDI）的20％，在

2013年达到3220亿美

元。2013年，这四个国

家都名列外国直接投资

目的地前20名内：中国

和俄罗斯分别列第2和第

3，仅次于美国，巴西

（第7位）和印度（第16位）成为新的投资目的地。尽管南

非的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也表现不错，其外国直接投资增

长126％。金砖五国成员国也已成为全球投资者，占2012年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10%。但是，金砖国家内的投资还没有

达到一个可观的水平。金砖国家成员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主

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欧洲联盟（欧盟）国家及它

们各自的周边国家/地区，而南非在金砖国家内的外国直接

投资投入中占了20%。尽管中国在过去十年中对南非投资显

著增加，并已包括了从金融到制造业等多种行业，其他成

员国对南非的外国直接投资仍是微不足道的。 

前景 

南非的金砖国家成员国地位使其有可能促进投资和贸

易伙伴的多元化。南非企业已经开始利用这个平台作为切

入点开拓大型新兴市场，发掘进入新地区的机会。因此，

应该采取能够促进南非企业在海外尤其是在金砖国家成员

国的相应区域内发展的政策。 

尽管有这些机会，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在吸引外国

直接投资方面，成员国可能是竞争对手。中国是全球外国

直接投资的一个重大来源，它加大了其对印度、俄罗斯和

巴西的投资输出。事实上，这些国家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的主要接受国（印度第5、俄罗斯第6、巴西第7），而

南非所获仍然很少，只排在第29位。 

金砖国家成员国和南非都面临相似的挑战，如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放缓（尽管这些成员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较

好）和国内制约因素，如内部的不平等。这些因素将影响

金砖国家的未来，并对新兴经济体的整体稳定带来问题。

此外，金砖国家组织还是一种比较新的形式，这就很难判

断南非将在什么程度上获益。 

南非在中非合作论坛与中国的协作 

中非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将于2015年最后一个

季度在南非举行。在中国和非洲的共同倡议下，中非合作

论坛于2000年在北京召开的在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上成立，

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中非合作

论坛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协商，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增进

友谊，以促进经济合作和贸易。 

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南非的角色之一是

对长期承诺的进程产生影响，这一承诺在历届中非合作论

坛会议上得到重申和延续，即支持在非洲进一步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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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 十个撒哈拉以南国家制造业进口份额结构变化图1997-2010 

 

来源: 联合国商贸, 2012 



设施，以及促进资源部门更多的选矿工作。这些年来，南

非的积极参与已经在纳入下列提案方面产生了成效：要求

中国在南非资源部门投资集中在选矿上、改善贸易条款并

要求在南非运作的中国公司更大程度地遵守环境和劳工标

准。 

在即将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之前，

值得一提的是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在2012年北京举行的

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的声明。他宣称中国与

非洲彼时的关系是“不可持续的”，他认为，如果这种关

系要长期茁壮成长，那么该关系经济基础就需要从不平等

交换的模式中转变出来。这种不平等模式是指中国投资采

掘业，如采矿、石油和天然气、林业，或中国企业通常有

竞争优势的基础设施行业，从而换取资源作为投资回报。

在此背景下，南非的双重责任-——即非洲联盟主席国和中

非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的主办国，让人们期望比勒

陀利亚在南非和非洲事务的问题上发挥更大的影响。 

南非——中国：合作者 

中国对非洲发展的做法与南非致力于寻求区域基础设

施发展的立场一致，这表明两国间有一个强大的融合点。

针对2012年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做出的承诺，与会

代表呼吁--在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后果影响下，应向最不发

达国家投入更多资源，并鼓励在各级（国家，区域和次区

域机构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层面上更紧密的结合和

技术合作，而中国已在提供资金支持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

用。 

上述关于进行更紧密技术合作的呼吁所包含的内容是

指在非洲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的培训、规划和管理

的、中国主导的技术援助。这已从中国对于融资和建设肯

尼亚内罗毕和蒙巴萨之间、有可能扩展到乌干达、卢旺

达、布隆迪和苏丹南部的铁路中得到进一步的保证，从而

促进非洲的区域和国家基础设施的发展。该项目与北京提

出的支持非洲发展的200亿美元贷款与南非提出的在整个非

洲区域基础设施发展中充当主要角色的观点一致。作为这

个地区的大国和具有打开进入非洲的商业经营所需的驻地

国营销技巧和销售渠道，南非在专门的国际公司总部

（IHQ）体系协助下简化了进入撒哈拉以南其他国家市场的

手续，南非被该体系定位为外国跨国公司进入非洲投资的

控股公司大门。 

南非——中国：竞争对手 

南非与中国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也带来了分歧和竞争

的问题。来自中国的竞争（主要是以制成品的形式）使南

非与非洲其他国家的贸易（2001年至2011年）失去了大约9

亿美元。如果它没有把市场份额输给中国的话，南非向它

在非洲的10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在2001至2010年间会

高出约10％。当中国向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出口从2001

年的41亿美元猛增至2011年的533亿美元的时候，南非向其

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份额却下降了，如图1.所示。南非最

大的损失在安哥拉和坦桑尼亚，最少的损失在津巴布韦，

赞比亚和马拉维。 

 鉴于南非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南共体（SACD）自由贸

易协定的成员，这使得南非的产品具备了抵御中国进口的

优势。南非对非洲的出口也远比中国的更加多样化，也更

倾向于附加值的商品。南非向非洲出口的约15％是机械产

品、8％是车辆，6％是电子电气设备和钢铁产品。由一个

非洲国家对非洲大陆其他地区出口制成品的大约一半均产

自南非。除了这一贸易优势，南非在非洲投资的足迹在整

个次大陆有显著增长。有近100家大型的南非公司在非洲有

大量业务，从而提高了南非在整个非洲大陆的影响力。但

是，中国企业得到了如外交部、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非发

展基金等机构的支持，他们在整个非洲的存在提醒南非，

除非它制定出更积极的整体非洲战略实施计划，否则将不

会从与其他非洲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得到所有好处，甚至可

能被中国攻城掠地。不过由于南非与中国有着深厚关系，

祖马总统在2010年第一次对中国国事访问时，中—南两国

就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些表明两国在非洲

的贸易以及在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方面的合作是有可能的。  

结论 

 通过各种诸如金砖国家和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南

非已加强了其作为新兴国家之一和非洲大陆代表国的地

位。南非参与这些多边机制已给它带来了更多可持续发展

的机会。然而，成员国之间显然存在着激烈竞争。南非迫

切需要确定如何从这种关系中受益。应有指导方针并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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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南非自身的利益也应与追求共

同发展和繁荣的双边和多边机制联系起来。 

建议 

 南非作为非洲联盟（非盟）主席国和中非合作论坛

第六届部长级会议非方主席国的角色，使比勒陀利

亚在试图平衡其广泛的双边、地区性和多边关系时

处于一种有利而又微妙的地位。主要问题是如何在

与中国的关系中找到自我平衡，而同时影响关于资

源部门选矿以及促进以中国为主导的非洲基础设施

发展的长期承诺的进程。 

 考虑到它与北京长期和富有成效的双边关系，已经

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性大国的牢固地位，针对

中国，南非可以而且应该提出和起草一个统一立场

方面起关键作用。作为非盟主席国，南非已经在非

盟2014年2月推出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非洲共同立场

（CAP）的起草工作中发挥了作用，可依此为据，确

立针对中国的统一非盟立场。 

 通过金砖国家组织和中非合作论坛的平台，南非需

要进一步形成一个指导其与中国双边关系的议程，

更进一步集中在缩小仍然对中国有利的贸易差距； 

呼吁对增值资源领域的投资和朝着使投资领域更有

利于外国公司（在非洲通过IHQ体系）的方向努力。

然而，这需要在严格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出台公私

合营合作强化措施（政府要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

以吸引更多的私人投资），强化所在国政府所实施

的合规机制，使国内和国外公司共同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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