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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刊词 

非洲东濒印度洋，西临大西洋，北隔地中海与欧洲相望，东北角以苏伊士运

河为界与亚洲相隔，面积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 20.2%，为世界第二大洲。非洲

自然景观多样，撒哈拉沙漠、非洲大草原、东非大裂谷、尼罗河、维多利亚湖、

乞力马扎罗山等闻名世界。非洲资源极为丰富，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土地资源

等位居世界前列，水资源、光热资源、油气资源等开发潜力巨大。同时，非洲以

荒漠化为标志的环境问题极为突出。非洲约有 2/3 的面积被沙漠和干旱土地所覆

盖，荒漠化土地面积占全球一半。在过去的 30 多年中，非洲森林面积减少了 50%，

草地减少 7 亿多公顷，人均耕地减少了一半以上。非洲荒漠化问题备受国际社会

及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中国与非洲国家保持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富

有成效。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建立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旨在

加强平等磋商、扩大务实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迄今，中非合作论坛已相继举行

了五届部长级会议，并于 2006 年召开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建立和发展了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科技合作取

得了新的进展，并更加关注在气候变化、环境恶化、能源资源安全、严重传染性

疾病、重大自然灾害等全球性问题方面的合作。 

伴随着非洲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及世界各国日益重视与

非洲的合作，并围绕资源、环境、生态、产业等开展了大量的工作。近几年，中

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紧密结合国家对外科技合作部署，先后申请和承

担了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重点项目“中非荒漠化防治技术合作与示范”、国家科

技部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中国-联合国合作非洲水行动—非洲荒漠化国家防治沙

漠化技术合作与沙产业开发”、国家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中国-阿拉伯联盟

荒漠化防治技术合作研究”等。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

研究开展了非洲科技信息监测与研究，编辑了科技报道类内部刊物—《非洲科技

信息监测快报》，系统跟踪、快速报道非洲国家和和阿拉伯联盟地区在科技政策

与发展、生态环境、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含石油化工）、农业、信息技术六大

领域的科技动向、重大计划、研究进展与重大创新成果，以期为对科技非合作提

供信息支撑，进而促进中非科技合作与交流。 



科技政策与发展 

发达国家对非洲科技合作的特点

    进入新世纪，非洲因其丰富的资源、巨大的发展潜力吸引着世界各国的关注。

美国、欧洲各国、日本等纷纷加强对非的科技合作，并将其置于重要的战略地位。

近年来，我国与非洲各国的科技合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具体合作涉及农业、医药、

环保、教育等多个领域。然而，总体来说，我国的对非合作仍处于“成长”阶段，

在机制、方法上依然存在许多不成熟之处。在这方面，以“日本、英国、美国、

法国、韩国”等为标杆，中国还得先做一个“好学者”。 

  日本和英国：精准备 

  近年来，日本与非洲的合作不断加深，合作范围十分广泛。更重要的是，每

一项合作都是“量身定制”且经过精心准备。日本设有国际协力机构（JICA）专门

负责执行援助计划，在非洲 26 个国家成立了办事处，对非洲 48 个国家开展形式

多样的援助活动。数量众多的办事处使得日本能够走近非洲人民，深入了解非洲

各国的国情与需要，进而制定出有意义且更有针对性的援助计划。日本还十分重

视与政府的沟通，在合作之前了解政府所需所想，为工作开展铺平道路。 

  同样，英国政府也深知准备与计划的重要性。在合作之前，相应机构往往会

做好充足的调研工作，制定出合理计划。英国国际发展署十分重视战略计划的制

定，在 2011 年发布了《2011-2015 年非洲行动计划》、《2011-2015 年非洲区域

方案》等方案对未来 4 年工作进行了规划，指明英非合作的目标与方向。英国皇

家在 2011 年召开了“乍得应不应该发展空间科学”的研讨会，对“非洲国家应

该如何发展科学”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研讨会的开展不仅可以避免“拍脑袋”现象，

也可集思广益，找到最佳合作方式。 

  充足的准备和好的计划往往是成功的一半，可以为未来的工作指明方向，避

免走错路走弯路。我国在这方面有所欠缺：一是缺精心的调研准备，二是缺长远

的规划。要想中非合作走对路而且走得长久，就必须在这两方面有所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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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多渠道 

  美国援助非洲的历史已有 60 余年，援助力度与规模都十分大。在对非科技

合作中，美国政府一直是主要参与者。一方面，美国国家机构，如国际开发署、

国家科学基金会、NASA等积极与非洲进行科技合作，推出了PEER、SERVIR、

LAUNCH、GLOBE等科技合作计划；另一方面，美国还积极通过联合国、世界

银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援助项目对非洲开展援助与合作。美国非政

府机构和私人在援助非洲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美国有大大小小上万个民间

公益基金会，相关企业、公益机构、企业家、群众都热衷于参与慈善事业，对非

洲援助作出了不小贡献。此外，美国援助非洲志愿者活动也十分活跃，目前与美

国国家发展署有工作关系的志愿者组织就有 300 多个。由此可见，美国充分发挥

了政府机构、非政府机构和多边援助的作用，构建了一个多渠道、丰富的助非合

作体系，这也是美国一直活跃在与非洲合作的大舞台上的重要原因之一。 

  法国：重评估 

  法国政府建立了完整的对外援助管理与监督体系。由总理牵头、12 个部委

参与的国际合作与发展部际委员会是对外合作援助的决策机构，除了年度规划的

制定，该机构还负责监督各相关机构在援助地区和领域方面与优先政策是否一

致。对外援助具体事务由法国开发署负责。法国发展署有很高的工作质量和工作

效率，这一部分要归功于发展署完备的评估与监督体系。该体系覆盖合作项目整

个生命周期，从项目甄别、预评估、跟踪评估，最后到跟踪反馈。发展署先深入

合作国，与当地政府交涉并制定出合作框架，根据这一框架对项目进行甄别与预

评估。同时，每年有约 1/6 的项目将接受抽查评估，评估一般由发展署专家组独

立完成，评估内容包括项目进展、实施质量等，评估结果以及总结的经验教训都

将写入评估报告。此外发展署还会对项目实施后的影响力和效应进行跟踪评估。

严格的监督评估体系杜绝了贪污、洗钱等非法现象的产生，也保证了合作项目的

质量和持续性。 

  韩国：抓重点 

  当各国大多将援助重点放在经济、科技合作这样的物质层面时，韩国将目光

投向了更深的层面。韩国政府对现有援助方式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新的援助模

式进行教育与技术合作，注重改变非洲人民的精神面貌和提高生产技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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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各国对非洲的援助历史长达半个多世纪，大量的人力、物资涌入非

洲，但非洲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甚至比 20 年前更穷。我们应该清楚地

认识到，援助无法解决非洲人民的问题，让他们掌握知识与技术才是必经之路。

作为唯一一个从受援国变成援助国的国家，韩国清楚地知道非洲需要什么，准确

地把握了问题的重点。它将教育作为合作的重点，在教育上的援助比例最高，占

总支出的 30.2%。韩国非常愿意与非洲分享经验与专业知识，制定了许多知识共

享项目；并计划到 2012 年邀请 5000 名非洲研修人员到韩国接受培训；同时还通

过建立学校、培训中心等手段来改善非洲教育。这一系列的措施都旨在帮助非洲

提高自身的造血能力，摆脱依赖，自力更生。 

（张小云 摘编） 

来源：望俊成等.学习时报，2012,9,17 

非洲支持年轻科学家研究的新举措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交流培训交流中心（TCC）正在推出一项新的科学培训和

资助项目，意图支持年轻科学家在可持续水资源和生物资源利用与管理方面进行

研究。 

该项目计划投入 20000 美元用于支持青年科学家个人进行研究，另外 120000

美元用于支持研究团队的多学科协作研究项目。 

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践的实例表明：为了使科学研究应用于实践，研究结果

真正为创新和实施产生影响，研究必须与利益相关者保持密切联系，还应当涵盖

多学科领域，来解决复杂问题。该项目的培训将提供科学研究中的科学交流和实

践应用。 

与实际的相关性和在实践中应用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可持续发展也是一个很

宽泛的概念，研究范围必须在可持续发展问题划定的框架内进行。有了这样的目

标，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研究资助方式：发展、教育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训练和研

究计划（STRIDES)。 

STRIDES 的目的在于鼓励创新研究，而且其研究成果必须能够用于实践。

为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项目受赠者将必须在与利益相关者密切协作的平台上规

划、实施并促进其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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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云 编译） 

原文题目：New support for young African scientists on research 

来源：http://www.africasti.com/headlines/new-support-for-young-african-scientists-on-research

发布日期[2012-11-14]  检索日期[2012-11-16] 

生态环境 

非洲开发银行气候变化行动计划：2011-2015 

气候变化正在损耗着非洲的可再生土地、水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同时，气候

变化的影响也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对自然资源需求的增加而进一步加重。水危机

的加重，尤其是跨境水资源问题引发的争端也更加突出。非洲面临着土壤肥力下

降，农田增加、林地减少等问题；而且，其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城市中心吸引

力逐步增加；此外，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生活花费每天不到2美元。据估计，到

2030年，非洲气候变化的经济成本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1.5-3%，这一数字

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2009）。 

非洲开发银行推出的气候变化行动计划（CCAP）旨在支持地区成员国

（RMCs）应对气候变化，并缓解其影响，同时，重点关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

加强地区合作。CCAP由三个核心部分组成：低碳发展、气候变化适应发展战略

和融资平台。力争帮助非洲国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调动现有资源，拓宽

应对气候变化相关计划的融资来源，包括私营部门和市场机制等。CCAP还包括

咨询服务，支持政策改革，以及所有规划中相关知识构成和能力构建等。 

为实现CCAP的目标，非洲开发银行在2011-2015年期间计划投资60亿非行记

账单位的经费支持。但是，目前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及其

他来源提供的资金对满足非洲的实际需求来说，仍然严重不足。 

气候变化为非洲带来了挑战，也为其创造了机会，使其必须加快开发、探索

减缓气候变化影响和不含碳发展的路径，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并加强相关

制度、体系的建设（例如提升气象预报水平）能力；同时，将相关综合信息体系

也纳入国家规划；另外，加强国家气候数据系统建设还可促进提升清洁、高效能

源技术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开发管理（包括土地、水和森林资源）。这样的发展

4 

http://www.africasti.com/headlines/new-support-for-young-african-scientists-on-research
http://www.baidu.com/link?url=9nEEGJqjJ4zBBpC8yDF8xDhodyah_6-kCmEHcJAU2t35NYB6VykYeAlq0yPw5WuFZUv4Ro7txohl1k9sO4_EPCCbZK


路线将会降低气候变化引起的风险，并减轻其影响。 

气候变化行动计划（CCAP）还将通过推进相关活动，来调动资源，筹措资

金，并且构建非洲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CCAP还需要建立相关制度、政策等，

使其能够支持当地改革，提升公众参与程度，增加融资，并保证将低碳项目被纳

入到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当中。这就需要非洲开发银行支持地区成员国（RMCs）

开发其“国家适当减缓行动”（NAMA）。 

Grantham研究所已经评估了非洲低碳增长减少碳排放的费用，到2015年大约

为每年220-310亿美元，到2030年每年经费为520-680亿美元[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 “Possibilities for Africa in Global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July 2009]。 

为支持开发和构建非洲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供基本框架，非洲开发银行清

洁能源投资框架估计投入5470亿美元用于到2030年期间的清洁电能（平均每年

238亿美元）项目；非洲开发银行农业战略2010-2014年项目每年需要经费约为81

亿美元；农业水资源管理和存储项目5年费用约为80亿美元。这些都被纳入CCAP

项目中。 

几项经费支持计划可资助非洲低碳和应对气候变化，但是还需要争取更多的

可用资源。例如，UNFCCC 承诺的发达国家提供经济资源促进发展中国家在协

定中实施减排的行动，同时还可以帮助对气候变化相对敏感的相关国家应对气候

变化的不良反应。非洲能够从持续资源中获益，从而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目前已经投入了220亿美元，包括60亿作为额外的经费支持来满足目前的工作。

这些资源将通过现存的多种渠道和新的多方投资渠道得以实现，例如由非洲开发

银行作为执行机构的全球农业和食品安全项目。 

此外，非洲由森林采伐和农业、牧场管理等方面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占总排

放量的65%。非洲国家将会从减排、碳市场机制等项目中，还可通过控制森林采

伐和森林退化，来改善农业、生态景观管理。 

CCAP主要项目如下： 

清洁能源与能效：非洲开发银行将为启动可达相当于5GW的清洁能源和能

效的项目提供相关咨询服务和融资的直接和间接支持。本项目投资与联合融资为

20亿非行记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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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交通：每年平均增加10%的经费支持。至少有3个非洲城市将受益于

多模块/大众快速公交系统，包括公交管理系统，更多的上班族可利用公共交通。

计划2011-2015年改善8000km公路，同时，增加铁路2000km。预期投资15亿非行

记账单位。 

可持续土地和森林管理：按比例增加可持续森林管理，包括解决减少毁林和

森林退化，以及造林等方面的问题。到2015年，森林砍伐率和土地退化率减少目

前的2%。非洲开发银行计划在农业和农牧业部门投资11亿非行记账单位。 

可持续水资源管理：每年平均增加经济投入25%，用于多用途水基础设施、

优化现有水坝、储水和灌溉系统和工程，实施IWRM策略，并支持2025年非洲水

战略。 

关键基础设施与城市系统的气候恢复：每年平均增加5%的经费投入；积累

必备的知识和能力，以适应核心组成部分的发展变化，同时增加革新/引导示范

性项目的投入。 

非洲开发银行应对气候变化投资组合：在设计、本地化实施，以及管理中更

加注重成本核算的新项目比例将会日益增加，从而更有效地降低气候变化的风

险。 

表 1 非洲开发银行气候变化投资计划 2011-2015 

部门 预计投入（十亿非行记账单位） % 
能源 2.06 32% 
交通 1.58 24% 
水 1.20 19% 

农业与农业产业 1.10 17% 
其他部门 0.50 8% 

（张小云 编译） 

原文题目：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2011-2015 

来源：http://www.afdb.org

检索日期[201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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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利用资源 适应气候变化 

                        ——“非洲水资助计划”的作用 

“非洲水资助计划”（African Water Facility）是由非洲水务部长理事会发起

的一项资助计划，由非洲开发银行主持和管理，于 2006 年开始运行，目前共资

助了 69 个项目，总值 8200 万欧元。 

“非洲水资助计划”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调集各方资源，并将促进非洲水资源

管理和利用的有效措施落实到位。这些项目中有很多对气候变化及其相关的融资

机制具有重要影响，包括： 

 气候变化项目筹备； 

 水资源综合管理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流域管理局等机构的支持； 

 对供水、卫生、排水、固体废物和废水回用领域的创新技术和方法的引

进； 

 农业水资源精细化管理； 

 国内和跨界地表水与地下水资源相关信息获取。 

正确制定气候变化适应计划是解决气候变化导致的水资源压力的最重要行

动之一，这需要对水资源的可用性以及人类和环境在当前和未来对水的需求有清

醒认识。这些知识对开发、管理和保护水资源以便缓解和适应未来面临的压力非

常重要。相关经验表明，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有所准备并制定了相应战略的国家能

更好地建立恢复系统和设施。 

实践经验 

国家水资源管理：“非洲水资助计划”的水资源综合管理项目和活动促使各

国理解气候变化的影响和水资源管理的动态变化性，并支持各国制定战略和行动

计划来实现水安全，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目前有十个类似的国家水

资源综合管理项目正在实施或已完成，包括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中非共和国、

冈比亚、利比亚、毛里塔尼亚、纳米比亚、尼日尔、塞内加尔和突尼斯。其它正

在进行的项目包括实施具体的行动计划来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如肯尼亚基

于生态系统的调整计划，以及摩洛哥天然含水层回灌计划。 

跨界水资源管理：区域合作为分析和理解气候变化，并制定应对策略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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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机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实现水安全，需要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跨界水资源管理和相关项目筹备措施解决了这些气候变化影响和水安全问题，这

些项目包括在刚果、沃尔特河和 Kayanga-Geba 河流域、乍得湖、布隆迪/卢旺达

的布格塞拉（Bugesera）地区、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地区开展的六个区域项

目，以及在维多利亚湖、马拉维/坦桑尼亚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地区开展的三

个区域规划编制项目。 

水资源信息管理：要想全面认识气候变化效应并设计制定相应的适应对策，

就必须充分掌握相关的数据、信息和知识。“非洲水资助计划”的一个重点就是

为信息管理系统开发提供支持，使之用于国家和区域计划、规划和项目设计，并

且生成决策监督与评价数据。水资源信息管理方面的项目包括在刚果、尼罗河和

沃尔特河流域、北-西撒哈拉、Lullimenden 和 Taoudeni 含水层系统、政府间发展

管理局（IGAD）次区域开展的六个区域项目，以及在埃塞俄比亚、马里、多哥

和突尼斯开展的四个国家项目。 

供水与卫生：供水与卫生方面对气候变化效应的恢复能力建设需要投入更多

弹性基础设施，还需要制定气候响应规划并对水资源进行管理和控制。“非洲水

资助计划”在供水与卫生方面开展的很多项目都致力于通过试点投资来解决这些

问题，旨在推动缓解/适应气候变化效应的相关技术和措施的开发与应用，如埃

塞俄比亚使用可再生能源进行抽水，加纳对污水处理厂排放的甲烷进行回收和再

利用，塞舌尔采用了节水和提高用水效率的措施。此外，“非洲水资助计划”还

致力于加强地方能力，使其广泛采用并增强这些干预措施。 

农业用水：改善农业和土地管理实践，提高生产力和气候变化的恢复力，这

是“非洲水资助计划”中很多项目在努力解决的问题。这方面正在开展的项目包

括增强博茨瓦纳农业水资源的调控和管理，以及试用更高效的农业用水技术，如

在吉布提和卢旺达开展多种用途的集雨利用。还有很多项目旨在帮助赞比亚和南

非的小农适应气候变化，同时在可持续农业的基础上改善生计。 

调集资源，促进气候融资 

“非洲水资助计划”在调集资源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的作用最好地体现在

对其项目预期效果的定性评价方面，基于三大类型的干预措施： 

旨在促进融资的项目和计划筹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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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非洲水资助计划”通过项目/计划筹备活动筹集了大约 4.2 亿

欧元作为投资基金，这些项目和计划中有很多具有重大的潜在气候缓解和适应效

应，如非洲水基础设施发展和跨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计划，旨在改善城市用水和

固体废物管理，或为农业及其它多种用途提供水设施的项目等。 

旨在促进新技术或新方法的试点投资项目 

很多试点项目具有直接的气候缓解效应，如利用可再生能源进行抽水。“非

洲水资助计划”的小规模投资通常在 100-200 万欧元之间，如果相关技术和方法

被广泛采用，这些投资的效果将会非常巨大。 

旨在改善环境的项目 

良好的管理能够提高吸引外部资源的信心，因此，“非洲水资助计划”一直

致力于改善非洲水资源管理和调控，促进节水和高效用水。 

（王丽贤 编译） 

原文题目：AFDB Water & Sanitation Department. Mobilising and applying resources for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The role of the African Water Facility. Durban South Africa, 

2011.11.28-2011.12.9 

来源：http://www.africanwaterfacility.org 

检索日期[2012-11-29] 

防治荒漠化：非洲应该吸取阿尔及利亚经验 

非洲国家中，阿尔及利亚在防治荒漠化、退化土地恢复及可持续管理等方面

已形成一种模式。 

从阿尔及利亚 2008 年履行农村重建政策起，取得的最明显成果就是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防治荒漠化工程，即对超过二百万公顷的荒漠草原敏感地区土地进行

复原。此政策的目的是改善阿尔及利亚粮食安全及恢复生态平衡，如通过重新启

动农村发展与对防治荒漠化有针对性的工程达到改善农村人口生活条件的目的。 

阿尔及利亚从上世纪 70 年代，就已成为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先驱国家，尤其

是建设绿坝“绿化带”的计划。从 1974 年开始，该国以防治荒漠化为目标，对

从东到西面积达三百万公顷，长度 1200 公里，宽度为 5 到 20 公里的范围内的荒

漠化地区启动了“人工造林”工程。然而，随着这项工程的实施，因动工匆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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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工作跟不上而出现的各种工程缺陷，到 80 年代就开始频频出现。但是，此

工程虽未能被当地人主动接受，还仍然被视为能为当地农业带来利益的工程。根

据经验证明，决策者与工程师们负责建起的这项“绿墙”工程，对改善当地生活

条件及农业发展有极其直接关系。相关经验于 2008 年新农村重建政策中被阿尔

及利亚采用。基于这项决策的实施需要通过几项农村综合发展项目来实行，阿尔

及利亚愿意与其他非洲国家和 GMV 国际合作成员国分享这一经验，并开展了合

作。该组织从西面的塞内加尔到东部的吉布提都有合作项目。 

一项简单的造林工程不仅对土地起长期有效的保护作用，同时还能通过可持

续管理及优化实施，来创造提高市场水平的有利条件及不同领域的综合能力。作

为这项计划的共享者，为实施土地资源可持续性管理，应提升不同领域的相关水

平，并提供以资源转移、知识交流、技术转移的良好实践为目标的平台。 

（米亚赛尔 编译  梁匡一 校对） 

原文题目：Lutte contre la désertification : L’Afrique doit s’inspirer de l’expérience algérienne 

来源：http://www.elmoudjahid.com/fr/actualites/29017

发布日期[2012-06-11]  检索日期[2012-11-29] 

农业 

非洲亟待继续增加农业结构性转变研究投入 

正在进行的非洲经济会议要求非洲国家领导人有选择的进行政策性投入，以

提高农业生产力。在议题为“农业、市场和发展”的讨论中，加拿大温尼伯大学

的 Melanie O’Gorman 提交的一篇报告指出，虽然用于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技术

已经在全球范围广泛推广，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却严重滞后。 

Melanie O’Gorman 在会上做了题为“非洲错过了农业改革机遇—相关政策选

择定量研究，”的报告，她认为旨在提高农村地区非农业部门基础设施和生产力，

或允许土地转让的政策将有效地改善农业劳动生产力，也会进一步改善家庭福

利。 

非洲经济研究协会的 Matshe 则简单的认为，只投资农业并非首要，区域和

政策投入才是最重要的。Matshe 说：“许多非洲国家已经实施了马普托宣言，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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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预算增加了 10 个百分点，但这些预算用在哪里了？有可能因为没有明确提

高生产力的目的而将其用在了增加工资方面”。他选出了一些有利于农业研究和

发展结构性转变的区域，包括：推动生产力、农村基础设施、土壤质量和种子研

究等。 

Melanie O’Gorman 文中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业滞后的主要原因是非洲的

土壤非常贫瘠，尤其是热带土壤缺乏肥力。她的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阐述撒哈拉

以南非洲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农业发展停滞的深层次原因。 

另外，2004 年一项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在 1960-2000 年间，农业种植劳动

生产力每年增加 3%，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该增长率仅为 0.6%。 

Melanie O’Gorman 在文中还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国际和国内层面都缺乏

农业研究和发展的投入，导致了与其它发展中地区相比，高产作物品种生产和应

用不足。Melanie O’Gorman 认为，非洲国家政府没有在道路网建设上进行有效投

入，以致增加了提高农业生产力的现代技术的边际效益。 

与会者建议非洲国家政府和投资机构应该优先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土

壤保护，以及农业领域之外的土地所有权和劳动生产力。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农村地区土地基本上属于国有，而不是正式的所有权形

式。学者认为这是制约土地市场的重要因素，也制约了具有生产能力的农民获得

土地，阻碍了农业生产力发展。并且，撒哈拉以南非洲缺乏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

用，这使得其农业系统仍以传统技术为主要特点。 

Göttengen 大学的 Carolin Mengel 阐述了谷物价格对国际市场以及非洲国内

市场的影响。据估计平均 73%的国际价格波动传递到了当地市场，在 2.2 个月内

其一半的影响就被传递到当地，即，非洲较其他区域提前 1 个月受到影响。Mengel

的研究目的是使人们对国际市场谷物价格波动对发展中国家国内零售、批发方面

的影响范围和速度有正确的认识和了解。 

今年非洲经济年会焦点问题是“经济不稳定背景下的包容性、可持续性增

长”，与会者超过 500 人，包括知名学者、国家领导、非政府机构代表、国际组

织代表、智囊团和多边开发银行等。本次会议是由非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和非洲经济委员会共同组织的第七次会议。 

（马吉宏 编译  张小云 校对） 

原文题目：Africa Must Invest More in Research f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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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www.afdb.org/en/news-and-events/article/africa-must-invest-more-in-research-for-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in-agriculture-9928/

发布日期[2012-11-01]  检索日期[2012-11-29] 

能源矿产 

非洲开发银行对风能资源在非洲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做出

全面评估 

日前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举行的非洲经济会议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风能发

电站的建设代表了非洲国家寻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新途径。 

该研究发表于非洲某些开发项目实施仍旧严重滞后的背景下，随着一系列碳

交易措施的制定，非洲能源领域的失利加剧。有消息报道，八个非洲国家将实施

大规模风能资源开发，并将从 2013 年之前的项目试验阶段中获益。 

该研究表明，非洲具有较大风能开发潜力的国家主要包括：索马里、利比亚、

马里塔尼亚、埃及、马达加斯加、肯尼亚和乍得等。 

非洲开发银行专家组的“非洲风能资源开发”报告指出，非洲边远地区尚未

有效开发风电资源。虽然存在上述负面观点，但当前正在进行的开发项目总体上

仍比较乐观。该报告的作者之一，非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Emelly 

Mutambatsere 论及报告的观点时强调，政府当局应鼓励增加该领域私营投资成

分。并提出：“国有经济成分在该类项目中仍旧是主导，而并非仅仅是资金的提

供者。但是，政府也应作为合作者之一参与到项目中，以确保项目的成功实施”。 

虽然目前尚不能确定项目资助金额的准确数字，但到目前为止，该报告估计

北非区域是可以建立和发展这一可更新能源市场机制的首要地区，其次是东非和

南非。 

经济学家们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外部援助是开发的重要条件，仅靠国有经

济的自身条件难以有效完成风能开发项目，因此，引入私营成分非常必要。 

Emelly Mutambatsere 认为，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为非洲地方团体争取机遇，并

获得这类项目的所有权。同时，就风能潜力开发而言，还需要在实施体系、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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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据库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总体来说，风能开发项目仍在发起阶段，毕竟整个非洲目前仅生产 1 千兆瓦

电力，这表明，资助机构投入 180 亿美元建成的风电站产能已开始输出。 

非洲开发银行是非洲基础施设建设投资者之一，银行方面强调需要动员更多

资源来发展风能开发市场。最新研究表明，风能开发市场机制的建立已经被认为

是非洲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之一。 

目前非洲各国家正在实施的 16 个同类项目，预期可再产生 1 千兆瓦电力。

而且一个位于摩洛哥撒哈拉区域的大型风电项目也在规划当中，专家预计其发电

量将不会少于 5 千兆瓦。 

第一个涵盖了整个非洲的项目会议在非洲国家成功举行，而不是在突尼斯或

者埃塞俄比亚。该项目汇集了数百个经济和发展问题专家、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 

与会代表们有望给予“保持非洲宏观经济稳定发展的方法和手段”以特别关注。

在全球金融危机对非洲贸易和投资增长带来空前压力的背景下，如此大规模的开

发项目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但是，马里、刚果等非洲国家的不稳定因素也被认为

是该开发项目可持续实施面临的巨大阻碍。 

（马吉宏 编译  张小云 校对） 

原文题目：AfDB Study Examines the Role of Wind Energy in Africa’s Economic Growth 

来源：

http://www.afdb.org/en/news-and-events/article/afdb-study-examines-the-role-of-wind-energy-in-

africas-economic-growth-9924/  

发布日期[2012-11-01]  检索日期[2012-11-29] 

阿尔及利亚将在 2013 年初与欧盟签署一项能源战略协议 

阿尔及利亚在和欧盟经过数年谈判之后，将在 2013 年初签署一项能源方面

的战略合作协议，更进一步明确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 

双方预计将在 2013 年 1 月份签署谅解备忘录，确定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据同一消息来源，该协议将允许“双方在这些领域中合作开发能源，

包括，常规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这种伙伴关系也将允许流动投资，要

求阿尔及利亚在相对长期时间内，在常规能源和非传统领域的应用项目中，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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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技术转让。 

阿尔及利亚是欧洲大陆值得信赖的能源保障之一，输送的天然气占欧盟需求

的 13%-15%。但双方在能源领域的关系时有摩擦。阿尔及利亚国家油气公司曾

强烈批评欧盟委员会的某些指令，以防止能源从生产商直接销售其产品至欧洲市

场。能源的生产和经销活动在竞争激烈的能源市场中已经严重影响了阿尔及利亚

和俄罗斯等传统的分销商。另一方面，欧盟也在遏制阿尔及利亚在石油化工行业

的快速崛起。 
（尤源 编译） 

2013التوقيع على اتفاق استراتيجي حول الطاقة مطلع :  االتحاد األوروبي-الجزائر  

来源：阿尔及利亚通讯社

http://www.aps.dz/%D8%A7%D9%84%D8%AC%D8%B2%D8%A7%D8%A6%D8%B1-%D9%

88-%D8%A7%D9%84%D8%A7%D8%AA%D8%AD%D8%A7%D8%AF,74945.html

发布日期[2012-12-01]  检索日期[2012-12-8] 

欧佩克国际发展基金提供 36 亿乌吉亚资金资助毛里塔尼亚

太阳能发电项目发展 

欧佩克国家发展基金总干事苏莱曼·亚吉克·奥勒-埃赫比斯（Suleiman Jasir 

Al-Herbish）与毛里塔尼亚经济和发展部部长西迪·乌尔德·塔（Ould Tah）在

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签署了一项新协议以发展毛里塔尼亚的太阳能发电

市场。 

毛里塔尼亚经济和发展部部长西迪·乌尔德·塔在签约仪式上表示说：“十

分感欧佩克国际发展基金的贡献，欧佩克基金组织对毛里塔尼亚的资金支持将大

力促进毛里塔尼亚太阳能发电的发展，这是一个综合计划，不仅能进一步改善供

水供电的服务，而且还可以改善教育，以及以经济为基础的各项活动，特别是农

牧业部门。” 

欧佩克基金组织总干事苏莱曼·亚吉克·奥勒-埃赫比斯表示：欧佩克组织

将支援毛里塔尼亚 36 亿乌吉亚（毛里塔尼亚官方货币），发展其太阳能发电市场，

该项目也有助于毛里塔尼亚多元化的能源生产。同时，伊斯兰银行签署了 1190

万美元的信贷协议进行融资，用来帮助太阳能设施的生产，输电线路和配电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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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回顾了毛里塔尼亚和欧佩克之间 36 年的合作关系，在 36 年中，该基金的融

资项目涉及各个重要部门，如能源、交通运输、农业、水资源和渔业等。 

该基金还为公共部门提供了 1.43 亿美元资助，为私营部门提供 7200 万美元，

以及 530 万美元的捐赠和技术援助。 
（尤源 编译） 

ندوق ك ص دم األوب اج 3,6 يق ع النت ة وتوزي ية الطاق ي الشمس وط ف رقي آفط  الش

来源：http://www.alhassad.net/spip.php?article8886

发布日期[2012-12-02]  检索日期[2012-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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