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南非及在野生动物保护中的关系 

全球生物多样性日益减少，全球社会亟需保护环境，

护卫数以千计的物种。在中国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城乡

空间的发展和开发、工业化、人口高增长和农业活动等因

素都给这些国家的环境增加了额外的压力。在中国，这已

经对很多动物，例如大熊猫的栖息地造成了严重影响，也

促使中国政府制定重要战略，采取重大行动，拯救大熊

猫，包括建立熊猫保护区，如四川大熊猫保护区，那里生

活着全世界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大熊猫这一被列为高度濒危

的动物。虽然南非没有同样的人口密度，但中国（包括其

他国家，如越南）对野生动物制品的极大需求也给非洲当

地的野生动物的生存带来了压力，包括象牙，野生鲍鱼和

严重濒危的犀牛。 

过去几年里，围绕(关于)犀牛角的野生动物非法贸易

急剧增加，犀牛偷猎数量创下纪录，导致一些非洲和亚洲

地区的犀牛物种濒临灭绝。目前世界上有五种犀牛：两个

非洲品种（黑、白犀牛）；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发现的三

个亚洲品种（大独角、爪哇和苏门答腊犀牛）。历史上，

非洲20世纪60年代估计有65000头黑犀牛，但几乎全部丧生

于偷猎。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最低点，只有约2000头黑犀

牛；而白犀牛在一个世纪以前濒临灭绝。目前，大约有

4800头黑犀牛和20000头白犀牛存活。由于世界上大多数的

黑、白犀牛都生活在南非，该国一直是犀牛偷猎者的主要

目标。2013年，南非环境事务部（DEA）报告，南非犀牛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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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发展对环境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国采取了各种措施加以控制，这既有国内的措施，也

包括越来越多的国际措施。中国在国际上对环境问题的承诺，包括2014年11月1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签署的有关减少碳排放的协议，标志着环境问题日益紧迫。在中国——

南非合作的背景下也看得到这一转变，明显可见的两个关键领域是中国在野生动物保护和可再生能

源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国内市场对野生动物产品的需求促使中国政府与非洲各国政

府签署了一系列备忘录（MoUs）；在可再生能源领域，非洲的能源需求及其尚未开发利用的可再生

能源（RE）发电的潜力，为中国可再生能源跨国公司创造了巨大的潜在市场。这两个领域的合作已

成为中非关系中日益重要的主题，也成为中非合作论坛（FOCAC）的重要议程。这份政策简报探讨了

中非双方在这两个主题中发挥的作用，以此来寻求一些具体的合作方式。在这个可持续发展已成为

关键的世界背景下，中非之间的互动正是通过这些合作不断发展的。 

筹备中非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中国——南非在野生动物保护和可

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 



猎数目创新高，达到1004头，2014年有1215头犀牛被偷

猎，而中国则被认为是犀牛角消费量最大的国家之一。 

成绩 

在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

南非和中国于2010年8月26日签署了环境管理领域的合作备

忘录。该备忘录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两国间在环境保护上的

合作（环境事务部，2010）。2011年两国环境部长就备忘

录的实施举行了进一步的会谈。然而，这一备忘录还不足

以遏制不断增长的犀牛角偷猎危机。 2012年6月，一个叫

TRAFFIC的国际野生动物贸易监测网络在15个中文电子商务

网站及相关拍卖网站和聊天室里发现了3389则有关虎骨、

象牙、犀牛角和玳瑁制品的广告，其后中国当局于2012年6

月加强了对网上销售犀牛角的执法力度。因此， 2013年3

月26日，南非部长莫乐瓦（Molewa）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签署备忘录，旨在促进保留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特定领域

中的合作。该备忘录特别针对通过执法、遵循国际公约及

其他相关法律的合作制止偷猎犀牛的危害。 

 其他中国和南非共同参与的多边框架也在打击国际

野生动物犯罪。2014年，中国、美国、南非、卢萨卡协议

特别工作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野生动物执法网

络，以及南亚野生动物执法网络共同组织了一个代号“眼

镜蛇II”的行动。在这次行动中，没收了数吨非法濒危动

物制品，400余名犯罪嫌疑人被逮捕。 

保护野生动物的挑战 

尽管取得了成绩，特别是中国和南非之间的合作，后

来肯尼亚也加入这一合作（于2014年与中国签署了有关环

境管理和保护的备忘录），非洲的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今天

还在继续增长。2014年，仅在南非的克鲁格国家公园就有

827头犀牛死于偷猎，被逮捕的涉嫌偷猎者、偷运者和承销

团伙成员的人数从2013年的343人上升到2014年的386人。

大象也遭受大规模偷猎，以获取象牙，其中大部分被运往

中国市场。TRAFFIC组织报道，2013年至少有20,000头非洲

象被杀害；中部非洲受害尤其严重，许多种群数量急剧下

降，几至在当地灭绝。与此相关的还有南非的非法捕捞被

列为濒危物种的鲍鱼。这种传统中国美食在中国大陆和香

港需求很大。 

野生动物偷猎危机不会很快得到解决，受影响的非洲

各国政府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保护野生动物对环保至关重

要，因为它是维持生物多样性所需的关键生态过程的一部

分。这对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来说也意义重大，因为野生

动物旅游是吸引众多游客的一大亮点。更多的非洲国家政

府需要与中国签订有关环境保护的双边协议，以便针对非

法野生动物贸易的法规和执法措施在双方都能得到落实，

被认定犯有这些罪行的罪犯能依法处理。 

中国、南非在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合作 

南非可再生能源的增长 

中国对南非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参与是形成合作、促进可持

续发展的另一个途径。南非是非洲大陆上第一个大规模启

动可再生能源发电计划的国家， 2011年公布了第一个“提

案征集书”。2012年，南非跻身当年可再生能源投资最多

的十强国家名单。截至2014年，南非在可再生能源上的投

入已从2012年的57亿美元上升到140亿美元，这一数字超出

预计。 

 南非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急速增长吸引了中国企业以

及其他国际公司。多年来，中国的参与从直接参加投标转

向组件供应（或从第一轮向第三轮），但中国企业仍然参

与该行业的所有领域。 

成绩：在南非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公司 

供应方面，一家在开曼群岛注册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中国公司——晶科能源——于2014年在开普敦开设

了一家价值8千万兰特（740万美元）的太阳能光伏（PV）

工厂。这家工厂启动时是非洲同类工厂中规模最大、最现

代的，具有每天生产1300块太阳能电池板--或每年发电120

兆瓦的生产能力。据晶科能源透露，该工厂是针对南非政

府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生产商采购计划（REIPPPP）项目所

创造的需求而建立的。到2014年8月份，该厂已经占领了南

非市场份额的30％。南非的省级和国家政府希望，晶科工

厂这类的直接投资将能推动西开普省（南非）成为南部非

洲的绿色枢纽。 

中国直接参与的REIPPPP项目也正在进行之中，例如

2015年年初宣布的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在北开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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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建设的244兆瓦风力发电场。龙源公司和莫莱罗再生能源

有限公司（Molilo Renewable Energy Ltd)及黑人社区公

司(Black Community Co.)合作。这个项目由南非能源部在

REIPPPP计划的第三轮中分配给龙源公司及其合作伙伴。目

前，南非与中国之间并没有专门的协议来优待在南非竞争

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公司，但南非市场足够强大，足以吸引

外资的兴趣，并继续吸引中国企业。 

除了通过政策来刺激投资以外，南非可再生能源项目

的规模和不断发布的招标也有助于创造一种市场安全感。

因此，政治意愿（通过政策）和市场安全创造了有利于外

国直接投资（FDI）的环境。晶科能源愿意在南非“破土动

工”建设工厂，中国企业（与其他国际可再生能源公司一

道）愿意参与南非政府的REIPPP项目等事实都是值得注意

的，因为这个过程既耗时且成本高，又没有任何保证。 

挑战 

虽然中国仍然参与南非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材料供应和

投资，但已经开始向组件供应方面转移。这可能是出于各

种因素，包括缺乏对当地情况的了解。由于中国企业传统

的自上而下的等级结构，他们无法做出独立的（知情的）

决策，而要在中国做出决策，这往往令当地顾问感到棘

手。 

其他因素，例如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方式的改变，也

起了推动作用。中国企业越来越规避风险，因此纷纷转向

与当地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作为缓释风险的要素，导

致外国直接投资减少——或启用当地合作伙伴的数量增

多。这可能是影响中国可再生能源企业投资趋势的一个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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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南非政府方面也出现了问题。南非唯一的电力

公司艾思康（Eskom）公司经常无法及时将新的风能和太阳

能发电厂的电并入电网，形成了瓶颈。对于允许家庭将过

量的电返销给电网的计划也有抵制。如果家庭能够出售他

们创造的过量可再生能源，将会对住宅市场形成很大的刺

激。这些问题验证了在许多非洲行业中仍占主导地位的国

家垄断问题。尽管政策顾问和学者都极力主张打破这些垄

断（例如中国对他们自己的国家电力公司），政府（包括

南非政府）仍然是抵制的。非洲国家政府对将监管水、电

等敏感服务的半国营公司私有化仍然犹豫不决。 

从南非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这一个案可以清楚看出，在

合适的环境中与中国合作是可能的。政治意愿、市场安全

性（由可再生能源法产生出来的可再生能源工业）和对投

资者友好的氛围（如打破国家垄断）是必要的。中国企业

愿意在有利的环境下投资，但南非政府必须积极营造一个

良好的、对投资者友好的氛围。 

最后，有必要认识到单纯投资是不够的，关键是技能

和技术知识必须与投资一起转移。例如，中非合作论坛是

一个推动技术转让的适宜平台。对中国可再生能源公司来

说，南非是一个非常健康而且利润丰厚的市场，中国可再

生能源企业在新兴的南非可再生能源市场将大有作为。如

果南非能够与中国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其他希望

发展可再生能源业的非洲国家可以借鉴南非可再生能源方

面的经验。如果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一个积极的合作伙

伴，参与的各方都会极大获益。 

建议 

 南非和中国之间的合作说明，签订协议必须针对具

体关注的问题。2013年签署的第二份备忘录特别针

对通过执法、遵循国际公约及其他相关法律的合

作，遏制偷猎犀牛的危害。自从该协议以来，中国

政府更为合作。因此，为了有效的监管和执法，更

多受偷猎危机影响的非洲国家政府需要签订关于环

境保护和禁止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具体协议。 

 中非合作论坛应当作为讨论这个问题的平台，非洲

各国政府，尤其是南非政府，可以将非法野生动物

贸易提上议程，把非法捕猎者绳之以法，从而给中

国同行（政府）施加压力。 

 对中国可再生能源企业来说，南非是一个利润丰厚

的市场，要使它成为一个真正可持续的（长期的）

行业，当地企业需要更多的技能和技术（工艺）知

识。在中非合作论坛和双边的基础上，应该可以做

更多的工作，促进南非和中国之间可再生能源领域

的技能和技术知识转让踏上正轨。可再生能源产业

是一个推动中国和南非在与可再生能源相关的工程

方面展开合作的良机。 

 采用招标而不是入网电价的方式刺激可再生能源在

南非的发展，同时起草包括减税在内的对投资者友

好的法律等做法均已说明，如果推出对投资者友好

的政策，发展中国家能够吸引国际投资。在南非，

这一做法已经成功地吸引了中国与其他国际公司的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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