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同仁 

     

    过去一周在非洲发生的重要事件是重要地区大国南非的执政党非国大选出新主席。

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新主席人选12月18日揭晓，西里尔·拉马福萨以

微弱优势击败竞争对手恩科萨扎娜·德拉米尼·祖马，当选非国大新主席。拉马福萨65

岁，他既是一位商业大亨，也是现任南非副总统，德拉米尼·祖马现年68岁，是祖马总

统的原妻，曾任南非内政部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近年来，南非经济低迷，外资踌

躇不前，大学危机不断，祖马丑闻緾身。由于南非国内经济和政治局势不佳，执政党非

国大形象受损，去年地方政府选举中遭遇1994年执政以来的最差选举结果，体现了民心

思变的趋势。非国大在这种情况下选出自己的新领袖，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经济不

振的局面能否有所改善？普遍腐败的现象能否得以纠正？国际地位下降的趋势能否得到

遏制？我们期待非国大将面临新的转折。        

     

    祝好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2017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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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受北京大学费孝通讲堂的邀请，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教授在二教405教

室做了“求学问道于非洲”的讲座，100多师生聆听了讲座，并与刘鸿武教授针对中非关系进行了热烈讨

论。 

·12月13日，李安山教授应邀参加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黄畅同学的博士论文开题会。 

·12月15日，李安山教授在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参加加纳上校Charles Agyemang-Premeph等人的

论文开题会。 

·12月16日，北京大学非洲同学联谊会举行“我们期望的非洲”对话活动，活动首先请所有参与者默画

非洲地图，要求标识国家疆界和名称。互动之后，在校内就读的三位来自于非盟各机构的同学分别

就“泛非的历史进程”、“非盟2063议程”、“非盟第一个十年规划（2014-2023）”做发言主导，引导大家

进行热烈的讨论。来自于北大和北京其他高校的20位非洲同学参与了此次活动，会长MIKKA（乌干

达）和副会长MIRAJ(坦桑）主持了全部活动。刘海方代表中心全程参与活动。 

·12月18日中午，北大非洲研究中心在国际关系2017年度工作总结会，来自国际合作部、外国语学

院阿拉伯语系、亚非系、世界文学研究所、经济学院、国关学院等院系的老师及助研与会。 

·12月18日下午，来自于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理解冲突”项目创始人、中部非洲问题研究专家Tatiana 

Carayannis博士做客北大非洲系列讲座，发表题为“理解中部非洲的冲突”的讲座，来自于北大校内外

30多位中外学者参与，听众对于研究方法和理论上面的收获颇为赞扬。刘海方主持讲座。 

·12月18日，刘海方接受新华社国际部的专访，就吴建民大使形象被偷梁换柱滥用等中非媒体形象问

题进行深入讨论。 

·12月18日，北京大学非洲同学联谊会前会长天佑（南非）应邀到中国国际电视台非洲分台（CGTN 

Africa）,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党的换届选举活动进行点评。   

·12月20日，津巴布韦著名侨领赵科先生访问中心，并举办题为巨变中的津巴布韦及中津合作前景展

望的讲座，来自于北大校内外40多位中外学者以及中资公司、媒体人士参与，反响热烈。刘海方主持

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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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eiden: African Studies Abstracts Online 

莱顿：非洲研究概要在线 

https://openaccess.leidenuniv.nl/handle/1887/54734 

 

2、Five ways China can be a friend to Africa as its footprint grows ever larger 

中国成为非洲的朋友的5个途径 

http://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2122077/five-ways-china-
can-be-friend-africa-its-footprint-grows 

 

 

3、Chinese Ambassador censured Africa? Faked caption cheated people for 7 

years (in Chinese) 

中国大使指责非洲？假字幕套路几十万外国观众7年 (中文) 

http://beikalu.com/html/a/20171212/54108377_0.shtml 

 

 

4、OCP Group and IBM in joint venture to ai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Africa 

摩洛哥公司与IBM合资进军非洲数字产业 

http://www.africanbusinessreview.co.za/technology/3253/OCP-Group-and-IBM-in-
joint-venture-to-aid-digital-transformation-in-Africa 

 

 

5、Rwanda's GDP growth rises to 8pc year-on-year in third quarter 

卢旺达国内生产总值在第三季度升至8% 

https://www.businessdailyafrica.com/news/ea/rwanda/Rwanda-s-GDP-growth-rises
-to-8pc-year-on-year/4003158-4232664-ma0k3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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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Nigerian firm starts video streaming in Kenya market 

尼日利亚公司的电影流媒体进军肯尼亚市场 

http://www.nation.co.ke/business/Nigerian-firm-starts-video-streaming-in-Kenya-
market-/996-4224174-senwajz/index.html 

 

 

7、Top-Uber rival across Europe-Africa set to launch in Accra 

欧洲叫车平台在加纳拓展 

https://www.ghanaweb.com/GhanaHomePage/business/Top-Uber-rival-across-
Europe-Africa-set-to-launch-in-Accra-610859 

 

 

8、Kudos to US: Young African leaders initiative camp successfully held in Ethio-

pia 

美国在埃塞俄比亚举行非洲青年领袖营 

http://www.tadias.com/12/18/2017/kudos-to-us-young-african-leaders-initiative-
camp-successfully-held-in-ethiopia/ 

 

 

9、US-Kenya deal to boost over 2,000 small companies 

美国-肯尼亚合作振兴2000家小公司 

http://www.nation.co.ke/business/US-Kenya-deal-to-boost-over-2-000-small-
companies/996-4231624-ouvc8c/index.html 

 

 

10、Is there a link between Canadian exports and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

tance? 

加拿大出口与官方发展援助的相关性 

http://cidpnsi.ca/canadian-exports-oda-gravity-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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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致力于加强非洲研究，促进中非合作。以上内容并不代表北京

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观点，如需引用，请参见消息原出处。如需订阅或退订《北大非

洲电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pkucas@vip.163.com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邮编：100871 

联系电话： 

86-10-62751999；86-10-62752941 

传真：86-10-62751639 

中心主页：http://caspu.pku.edu.cn/ 

电子邮箱：pkucas@vip.163.com   

Center for African Studie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China  100871 

 

Tel: 86-10-62751999；86-10-62752941 

Fax: 86-10-62751639 

Homepage: http://caspu.pku.edu.cn/ 

E-mail: pkucas@vip.163.com   

《北大非洲电讯》之前各期均可从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网站下载，网站的

《北大非洲电讯》链接如下： 

http://caspu.pku.edu.cn/pages/documentlist.aspx?id=999bc355-51c3-4cf7-98da-dafcfc046bd7 

Back issues of PKU African Tele-Info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following 

websites of Centre for African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The following is the link. 

http://caspu.pku.edu.cn/pages/documentlist.aspx?id=999bc355-51c3-4cf7-98da-dafcfc046bd7 

请关注北京大学非洲电讯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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