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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非洲成功的經驗和潛力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 王洪一

中國新任國家領導人上任首
訪選擇了俄羅斯和非洲三國，在

西方和非洲引發熱烈討論。世人揣測
中非關係在今後中國外交中的地位，各種情
緒顯而易見：嫉妒者有之，防備者有之，慶

幸者有之。一石擊破千重浪，人們只看浪花，
沒有思考為何可以石擊浪穿，也不關注浪花綻放
後是否出現層層漣漪。

非洲對中國有多重要
中非最早的聯繫至少可以追溯到唐朝，宋朝

就進行過直接貿易，鄭和下西洋遠及多個東非
國家。新中國建立後，非洲成為中國開拓外交
空間的根據地。中非間政治交流密切，外交上
相互配合和倚重，非洲已被稱為中國的 「全天
候朋友」。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更加關注與非洲的合作
。從2000年以來，非洲局勢趨於穩定，發展經濟
成為其主要需求，而中國工業化逐漸成熟，需要
擴大市場，尋求與非洲的互利合作，雙方認識到
了彼此的重要性。10多年來，中非共同訴求和共
同利益增多，分歧和矛盾較少，逐漸形成了共同

發展和彼此依賴的密切關係。
從政治層面來看，中國和非洲都關注穩定和

發展問題，致力於完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對彼
此的全球戰略價值穩步上升。

從外交領域來看，中非創造了發展中國家合
作的新模式，非洲已經成為中國對外關係中最為
穩定和最具發展潛力的合作夥伴。

在經貿關係方面，雙方合作成果豐碩，2000
年以來，雙邊貿易額年遞增30%以上。中國從
2009年即成為非洲第一大貿易合作夥伴，2012年
貿易額可能達到2200億美元，2013年將逼近中日
貿易額。中國在非人員多達百萬，年投資額超
過美國。

中國對非政策有優勢
中國對非洲持平等對待、相互尊重和不干涉

內政政策，與西方相比，具有極強的政治優勢，
有力保障了中非之間互信關係的建立。正是由於
非洲信任中國，一些政權變更也不會影響對華政
策。

中國開展對非合作執行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
的政策，充分考慮非洲利益，因此非洲才頂住西

方壓力，將很多資源型、工業化和建設類項目託
付中方。互利政策的優勢，加上中非經濟互補性
強的因素，使得非洲成為了中國產品的廣闊市場
，也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資源來源地。

中非論壇作為中非合作的協商機制，突出特
點是對非平等、重視效率、注重實用。許多西
方國家和新興大國紛紛模仿，但難以得其精髓
。近年，論壇覆蓋領域不斷增多，執行力度不
斷增強，效果顯著。2012年，中非論壇推出今後
3年需要實施的五項新舉措，後續委員會正在緊
張落實。

中非合作天地廣闊
當前非洲政治環境趨於改善，多年來經濟增

長保持5%的水平，投資環境不斷完善，發展前景
被國際社會看好，國際地位穩步提升。中國目前
正由發展中大國向發展中強國轉型，發展模式轉
變、產業升級等因素，決定了中國經濟還存在巨
大的發展空間，全球影響還將進一步增強。因此
，中非相互需求的基本要素沒有改變，合作空間
廣闊。

在政治領域，非洲民主化和多黨政治尚未成

熟，不時發生動盪甚至武裝衝突，治國理政和
社會管理能力需要提升。中國數千年來的文明
史，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驗。中非開展政治交
流，有利於非洲國家更好處理國內問題，維護
穩定發展。

在外交領域，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在
全球問題上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非洲的國
際影響力也在上升，南非和尼日利亞等重點國家
的實力已經不容小覷。中非之間可探討和平與安
全、經濟復蘇、貨幣與金融、貿易規則、氣候變
化、新科技等世界性問題。

在經濟領域，中非合作天地廣闊，前景輝煌
。非洲作為一個人口近10億、面積3000多萬平方
公里的大陸，經濟總量還不到2萬億美元。非洲不
斷完善經濟體制，改變產業格局，吸引投資並發
展對外貿易，各領域隨時可能爆發出強勁的後發
優勢。

近年來，中非經濟關係日益緊密。中國
發展使得非洲受益匪淺，而今後非洲的發展
也會讓中國受益無窮。正是基於利益相
關性，中非合作才成為有源之水，
才會源遠長流。

【本報訊】據新華社12日消息：近日，荷蘭一些商
家開始實施嚴格的奶粉限購措施，一些超市甚至只允許
每名顧客一次購買一罐奶粉。

記者當天走訪了荷蘭最大的連鎖超市阿霍德超市、
荷蘭日用品連鎖超市Etos等在海牙的幾家店面，均看見
擺放奶粉的貨櫃上貼上了用英語或者荷蘭語寫覑 「每名
顧客（或團組）只能購買一罐奶粉」的標籤。而即便如
此，這些奶粉的貨櫃上也多數是空空蕩蕩。

由於中國民眾對國產奶粉品質存有疑慮，荷蘭奶粉
在近年來成為諸多媽媽們的不二選擇。但地域狹小的荷
蘭奶粉產量有限，加上諸如在中國品牌知名度很高的牛
欄奶粉實際上只是專供荷蘭本國市場的產品，因此大規
模的搶購使得許多荷蘭當地民眾也難以買到奶粉。

此外，包括個別留學生在內的少數當地華人華僑甚
至用專業化組團掃貨的方式四處收購奶粉販回中國牟利
，更加劇了當地奶粉缺貨的現象。

「有太多的中國人每天都到我們這裡來買奶粉，而
且每次都是一掃而空，」一家超市的售貨員約普對記者
說， 「出台這樣的政策是迫不得已，我們希望能保障更
多的顧客能夠買到奶粉。」

中國人在荷蘭搶購奶粉這一社會現象也引起了荷蘭
媒體的普遍關注。包括荷蘭《共同日報》《新鹿特丹商
報》以及荷蘭國際廣播電台等媒體均對此進行了報道。
而個別評論甚至充斥火藥味，引起了當地華人的不滿。

在此前採訪中，曾經有業內人士向記者介紹說，荷
蘭本土銷售的奶粉均是為適應荷蘭面積較小而且物流網
絡發達而採用的紙盒包裝， 「這種包裝在長途運輸過程
中可能會出現各種問題，導致潛在風險，」該專家說，
「而且我們也擔心中國媽媽看不懂奶粉上的荷蘭語說明

，會帶來其他問題。」
生產牛欄奶粉的公司發言人說，由於該品牌已經

被達能收購加上達能在中國投放了多美滋品牌， 「因
此牛欄這一品牌只在荷蘭市場上銷售，不出口到其他
國家。」

【本報訊】據路透社華盛頓12日消
息：美國總統奧巴馬12日表示，美國當
局正在調查黑客是否竊取並在網上公開
了一些名人的金融信息，其中包括美國
第一夫人米歇爾、Beyonce和Jay-Z。

聯邦調查局（FBI）和其他美國機
構表示，他們正在調查一個網站，該網
站上傳了米歇爾、副總統拜登以及其他
政府人員和名人的金融和個人信息。美
國三大信用監督公司之一的Equifax稱
，其中一些信息是通過欺騙手段從一個
通常用來查詢消費者信用的網站獲得的
，他們正在進行內部調查。

這些信息最早11日出現在www.
exposed.su網站上，列出了18位名人的
社會保險號碼、電話號碼、住址和信用
報告。現在還不清楚裡面有多少信息是
準確的，也不知道是誰上傳了這些信息
。這個網站直到12日的時候依舊可以訪
問，儘管有一些鏈接到個人的網頁已經
無法打開。

被公布出私隱的公眾人物還包括
FBI主管羅伯特．米勒、司法部長霍德
爾、前國務卿希拉里、洛杉磯警察總長
貝克、演員阿斯頓古查和阿諾舒華辛力
加，以及地產巨頭特朗普。

Equifax公司發言人稱，初步調查
發現，竊取信息的人擁有某些人的個人

信息，因此才能通過身份驗證環節。他表示： 「這名騙
子一定擁有大量的信息……都是非常細節的東西。」那
些竊賊應該知道一些抵押、車貸或其他信用帳戶的信息
才能拿到這些報告。

華指歷史不容翻案

安倍12日在接受議員相關質詢
時表示： 「對於這一場大戰（二戰
）的總結，並不是日本人自己作出
，應該說是聯合國一方的戰勝者
們作出的斷罪行為。」安倍說，
戰後幣原內閣設置的戰爭失敗原
因調查機構 「戰爭調查會」在短
時間內被廢止，原因是聯合國軍
司令部的諮詢機構 「對日理事會
」不希望這一機構存在。安倍說
： 「當時在聯合國內，是否有人
認為這個調查會是一種障礙，因
此實施了輿論封殺？」

安倍還表示： 「對於歷史問題
的評價，最終還是應該由歷史學家
們去作出。政府如果作出研究意見
的話，容易引發外交問題。」

針對安倍上述言論，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華春瑩13日表示，日本軍
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世界特別
是亞洲受害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是國際社
會對日本軍國主義進行的正義審判
，其結果構成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
基礎。

華春瑩說，日本國內總有一股
勢力不甘心接受二戰失敗的結果，
企圖挑戰戰後國際秩序。歷史不容
翻案，正義不容挑戰。歷史已反覆
證明，只有尊重歷史才能贏得未來
。日本只有正視和深刻反省歷史，
才能搞好同亞洲近鄰的關係。

曾簽條約接受審判
關於 「東京審判」的問題，日

本國內的質疑聲音從未間斷。質疑
方認為，日德同為戰敗國，但對兩
國戰犯的審判方式存在不同，對德
國戰犯的審判是由聯合國直接管轄
的，而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卻是根據
當年的聯合國軍最高司令總司令部
發布的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條例」
進行的，法官均來自當時的戰勝國
，所以是 「戰勝國的審判」。但是

，日本政府1951年在與美國簽署《
日美媾和條約（又稱舊金山和平條
約）》時，明確接受了東京審判的
結果。

安倍在對待日本歷史問題上，
多次有過否定性發言，引起了中韓
等周邊國家以及美國的不滿。在
2006年第一次擔任首相時，安倍雖
稱依據日美和約，日本政府接受東
京審判的結果，無意提出異議。但
他仍堅持認為，日本的甲級戰犯依
照日本國內的法律並不是戰爭罪犯
。而在此次就任首相前，他對於慰
安婦問題，也認為政府和軍方的資
料均沒有發現官方介入綁架婦女做
慰安婦的問題，並表示要重新考慮
修改承認存在慰安婦問題的 「河野
談話」。

安倍舉動引美擔憂
日本媒體認為，安倍的舉動讓

美國方面感到擔憂。早在第一屆安
倍內閣時，美國已經對安倍否認慰
安婦問題的表態表示了強烈的不滿
。2012年底，安倍再次聲稱要修改
兩個關於歷史問題的 「談話」，美
國官員通過相關渠道向日本政府表
明了反對的立場。美方認為，修改
談話內容必將導致日本與中、韓等
鄰國關係的惡化，會對奧巴馬政府
提出的亞太地區安全戰略造成不利
影響。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特約研究
員、前駐大阪總領事王泰平指出，
安倍的表述和舉動使日本陷入右傾
化的思潮當中。而不承認歷史、不
重視歷史，這個國家往往可能走向
極端，也讓鄰國 「不能放心」。他
說，日本加快發展軍事力量，加上
其過去的劣跡，都會引起鄰國的擔
憂。同時王泰平也強調，如今時代
不同，日本國內社會結構和情況發
生了很大變化，奢望軍國主義復活
在當今不太現實。

【本報訊】綜合日本新聞網、
共同社及新華社13日報道：日本首
相安倍晉三在12日的眾議院預算委
員會上，公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

束後國際軍事法庭對於日本戰犯的審判（即 「東京審判」
）表示質疑。中國外交部就此表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
審判是國際社會對日本軍國主義進行的正義審判。歷史不
容翻案，正義不容挑戰。日本只有正視和深刻反省歷史，
才能搞好同亞洲近鄰的關係。

【本報訊】據法新社東京13日消息：在日本
和中國領土糾紛愈加激烈之時，日本13日呼籲要
同東南亞國家建立更強大的安全聯繫，促進同盟
關係發展。

日本防衛省副大臣江渡聰德13日在東京舉行
的日本與東盟閉門會議上說： 「亞太地區有許多
跟安全和防衛有關的事宜，包括中國南海的領土
衝突。在經濟合作愈加成熟的基礎上，日本和東
盟應該進一步加強在安全和防衛領域的聯繫。」

這次會議是日本鷹派首相安倍晉三去年12月
就職後舉行的首次高等級防衛會議。在會議舉行
之前，東盟成員國12日晚些時候和安倍會面，並

表達了 「在處理亞太區安全問題上」 他們對日本
的期待。

日本防衛專家、韓國延世大學前教授竹貞英
史說： 「日本和東盟可以把安全合作看成一個現
實的選擇，因為中國是他們共同的對手。從實際
操作上來說，日本可以向東盟提供防衛技術或設
備，這樣日本能夠獲得他們的信任。」

據稱，日本計劃向菲律賓捐贈每艘造價超過
1000萬美元的巡邏船，以增強監視中國在這一海
域活動的能力。日本政府還計劃在2013財年的預
算中納入這筆開支，並希望能夠在明年初正式簽
訂。

此外，安倍和正在訪日的斯里蘭卡總統拉賈
帕克薩將於14日舉行會談，並將就加強海洋安全
保障合作發表聯合聲明。日媒報道指出，日本此
舉目的在牽制中國在印度洋沿岸國家的影響力。

新聞背景

國際聚焦

遠東國
際軍事法庭
（IMTFE）
又稱東京審

判、東京戰犯特別法庭或簡單地稱為特
別法庭。1946年4月29日，遠東國際軍事
法庭對日本侵略戰爭的頭目進行審判，
將他們分為三種戰爭罪。 「甲級」戰犯
指共謀發起戰爭，並有最高決定權的犯
人； 「乙級」戰犯是指犯下 「常規」反
人道主義罪行的犯人； 「丙級」戰犯是指
「處於指揮階層中的，計劃、下令、授權或
沒能阻止此類犯罪的犯人」。

28名日本軍事和政治領導人被控 「

甲級」戰犯，其中東條英機、板垣征四
郎等人被判處絞刑，超過5700人被控 「
乙級」和 「丙級」戰犯，大多數人都需
承擔虐囚指控。中國舉行了13次特別審
判，判定了504項罪行以及149項死刑。

維基百科
東
京
審
判

【本報訊】據中通社13日報道：日本內
閣官房長官菅義偉13日宣稱，絕對不能夠接
受中國派人登上釣魚島測繪，並揚言如果中
國真的派人登島，將根據國內法應對。

中國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副局長李朋德3
月12日表示，為精確把握釣魚島地表情況，
中國會盡快在適當的時候派測量隊員登上釣
魚島，進行實地測繪，並建立測量標誌。

李朋德還表示，中國已經具備了相應的
技術條件，將啟動一列工作，把測繪範圍推

廣到所有的領海，包括釣魚島在內所有屬於
中國的島嶼。

對此，菅義偉在13日上午的記者會上稱
， 「絕不允許中方測量隊登島」。菅義偉還
稱， 「釣魚島不存在領土爭議，是日本的固
有領土，日方將根據這一立場採取應對措施
」。

《讀賣新聞》認為，日官房長官的話意
在明示，日方將會根據日本 「國內法」作出
應對。

日稱不接受中國釣島測繪

荷蘭限購奶粉 一人一罐

▲2月22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右）在白宮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交談。安倍的右傾言論
或引起美國不滿 資料圖片

▲東京審判現場 資料圖片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前排右四）12日在東
京與東盟成員國高級防衛官員合影 法新社

▲米歇爾（上排左）、Beyonce（上
排右）、拜登（下排左）及阿斯頓
古查（下排右）的私人信息或遭到
泄露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