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样化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充满了乐观的期待。 

尊敬的各位读者： 

感谢中非联合研究与交流计划支持，最近与其他国内同仁一起考察了南部非洲大中

小三个国家，在此与《北大非洲电讯》的读者们一起分享一点调研中的感受。 

新总统拉马福萨刚刚上任，南非各界仍然沉浸在欢欣鼓舞之中，对于拉马福萨新政

的乐观期待也明显外溢到南部非洲其他国家，包括我们调研的赞比亚和莱索托。南非学

者将南部非洲近期新上台的三个新总统（安哥拉、津巴布韦和南非）上台，称作南部非

洲的“三大变化”，认为三大力量将会带动整个南部非洲的向好发展，尽管刚果金仍然

不乐观。对华合作的两场重头戏，金砖国家峰会和中非合作论坛已经在紧锣密鼓的筹备

之中，南非外交部的大楼到处摆放着“2018金砖国家峰会”的标志。有意思的是，从官

员到学者，南非人保持了曼德拉以来的传统，一直强调，“感谢中国的合作帮我们促进

整个非洲的议程”。 

 “小是美的”，难得探访的国中国莱索托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没有离开，已经开

始想念”的地方。同行的杨光教授感慨，人们衣着整齐干净，充满着善良勤劳阳光平和

的精气神，并非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的那一系列“综合国力”的指标给出

的印象。在这个非洲大陆唯一一个可以滑雪的“天空王国”，我们跟着莱索托当地向导

登临了1820年开国君主莫舒舒一世国王（mʊʃwɛʃwɛ）建国的塔巴·巴秀山（Thaba 

Bosiu，意为mountain of the night，因为莱索托人相信此山夜间长白天收，庇佑巴苏

陀人、也抵御外来入侵者）。这位出身于一个小酋长家族的王子，生长在英国人、布尔

人（荷兰裔南非人）和正在崛起的祖鲁王国的三面挤压的时代，他改变了当时周围各个

小政权之间流行的武力相残甚至爆发战争的做法，利用包括和亲在内的各种手段，整合

团结其他小氏族，获得“整合者”的美名，成为国民精神凝聚的传统。我们遇到了几批

来拜谒开国君主的小学生和中学生，国王的故事像一直回荡在山间的清脆牛铃，被每一

个我们遇到的莱索托人欢乐地讲述。马塞卢城市里的各种讨论采访，让我不免要把和平

的信心传达回国内，2014年的政变的教训被莱索托的政治家学者们认真思考，“国民对

话”在进行，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动议在讨论，国家改革委员会在设计更加有

力保障和平的机制，和平发展是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共识。顺便说一句，这是目前为止我

访问过的非洲国家里面唯一没有在开车的路上遇到行走的小商贩兜售各种日常用品食品

的国家----已经主导莱索托商业的华人是这里明显的存在，他们在大大小小各种超市中

规范经营，甚至集体与政府管理层协商合适的制度。 

在中等规模的赞比亚，我们感受到的另一种激动。阔别五年的卢萨卡，变得非常干

净整洁，这也许正像赞比亚学者跟我们强调的，“听说汉语里面的‘危’和‘机’是一

个词”，2017年10月爆发的霍乱疫情也给这个本来就平和美丽的城市带来了新机遇，我

的赞比亚学生把卢萨卡焕发的新光彩归功于这一次城市治理。另一种激动来源于我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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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成规模的工业化发展趋势的观察，我们有幸参观了中国投资的工业园区的蘑菇种植

厂、酒厂、药厂，也参观了大型建材园区，因此不难对于中国当前乃至未来在赞比亚多

样化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充满了乐观的期待。 

    感触深的，还有很多，比如直接间接可以感觉到的这个国家的愿景和执政能力。这

种领导力的背后支撑，也许正来源于我们走访的令人眼前一亮的赞比亚智库：研究员们

齐整的阵容、专业的品质、对于全球格局走向的深入理解研判，并在此基础上对于非洲

大陆以及赞比亚的比较优势的把握和相应做出的发展规划。印象最深的是与开国元首卡

翁达同姓的一位学者说，“我们作为智库当下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规划，

国家的、南共体的、抑或非盟的，都能够超越总统的任职期限，让政治权力的变更不影

响国家发展的重要规划方向。” 

  

中心执行主任兼秘书长：刘海方 

2018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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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月11日-21日，刘海方、陈绍锋老师代表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参与

中非联合研究与交流计划委托的南部非洲调研活动。 

 

2、3月22日上午，许亮博士会见来访的剑桥大学地理学系博士候选人程

汉先生，就中非经济合作和国际发展等问题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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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hy Africa's Free Trade Area Offers So Much Promise（In English）    

为什么非洲自由贸易区提供了重大希望？（英文） 
The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facilitates industrialisation by creating a continental market, unlocking manu-
facturing potential and bolstering a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bloc. The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will also 
provide African leaders with a greater negotiating power to eliminate barriers to exporting. This will help pre-
vent agreement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trading blocs, that are likely to hurt exports and industrial develop-
ment. 
 
http://theconversation.com/why-africas-free-trade-area-offers-so-much-promise-93827 

 

 

2、Kenyans must seize Kenyatta-Odinga moment（In English） 

肯尼亚人必须抓住肯尼亚塔-奥廷加和解的时机 （英文） 
This development is remarkably recommendable and welcome. This is because, at least, the duo has realised 
that Kenya is greater and more important than individuals, their ambitions, outfits and their cohorts. By com-
ing forth to be counted, the duo has committed themselves to the noblest cause they cannot manipulate or 
ditch. 
 
http://www.thecitizen.co.tz/magazine/politicalreforms/Kenyans-must-seize-Kenyatta-Odinga-
moment/1843776-4350940-21i560/index.html 

 

 

3、Turkey, Lesotho seek to enhance bilateral ties （In English） 

土耳其和莱索托增强双边关系（英文） 
Turke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its relations with Lesotho, Turkish parliament’s speaker said on Tuesday. 
Ismail Kahraman’s remarks came during his meeting with Lesotho's Foreign Minister Lesego Makgothi in 
Turkey’s capital Ankara. 
 
https://aa.com.tr/en/africa/turkey-lesotho-seek-to-enhance-bilateral-ties/1094593 

 

 

4、German premium beer firm enters Kenyan market（In English） 

德国优质啤酒沃森公司进入肯尼亚市场（英文） 
High-end German beer company Warsteiner has made its entry into East Africa, signing an exclusive distribu-
tion agreement with Kenyan firm Maxam. Analysts believe that the market for premium beer in Kenya will 
continue to grow as disposable incomes rise.  
 
https://www.businessdailyafrica.com/corporate/companies/German-premium-beer-firm-makes-Kenya-
entry/4003102-4357280-3562k7/index.html 

 

 

5、Alexander Forbes sights set on Africa （In English） 

南非安博保险集团瞄准泛非大市场 （英文） 
South Africa-based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Alexander Forbes plans to increase its business in the rest of Afri-
ca from five percent to 10 percent within three to five years. At present, South Africa-based operations make 
up 95 percent of the firm's business. 
 
https://www.iol.co.za/business-report/companies/watch-alexander-forbes-sights-set-on-africa-13858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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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神秘大股东减持腾讯背后：17年豪赚1700亿美元，比南非全年GDP的一半还多 (中文) 

腾讯控股第一大股东MIH母公司Naspers向投资者公告，将出售至多1.9亿股腾讯股份，对腾讯持股比

例将从33.2%降至31.2%，以今日腾讯收盘价计算，1.9亿股腾讯股票价值834.86亿港元。在大股东

Naspers持股腾讯的17年间，用3200万美元换到了1800多亿美元的回报，超过南非2016年GDP一半，创

造着资本的神话。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8-03-22/1201658.html  
 
 

7、Tanzania spends Sh161.1 billion on improving 170 health centres （In English） 

坦桑尼亚花费巨资改善卫生中心 （英文） 

 
http://www.thecitizen.co.tz/News/Tanzania-spends-Sh161-1-billion-on-improving-170-health-
centres/1840340-4358532-b2iejh/index.html 
 
 

8、“非洲高原上的格桑花“（中文）      

谈到自己的援非经历，吴玉萍深有感触：“救死扶伤是一名医务工作者的天职，医疗无国界，如果有

需要，我还会义无反顾地去援非，为非洲人民带去中国人民的关爱。”吴玉萍表示，将继续在工作岗

位上尽职尽责，不辜负祖国和人民对自己的厚望。 

 
http://www.dzwww.com/xinwen/shehuixinwen/201803/t20180324_171840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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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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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