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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1.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与贸易相关的

目标，特别是关于执行手段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 17 和指标 8.a 均旨在建立一个开放、公平

和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以充分利用贸易

作为推动力的关键作用，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

持续发展。这些具体目标反映了为最弱势群体

提供援助的普遍承诺，并确保所有国家平等

地受益于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流动，以帮助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预期的转型发展成果。

2. 此外，促进包括非洲内部贸易在内的贸易流

动是支撑《非洲联盟 2063 年议程》的关键

要素之一，该议程将优先建立非洲大陆自由

贸易区（AfCFTA），并将其作为该议程的旗

舰项目之一，以深化区域一体化和促进结构

转型并实现包容性增长。加强非洲内部贸

易的举措也继承了第三届筹资促发展国际

大会《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AAAA）

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视精神，并且着重

支持旨在促进非洲区域一体化的项目。

 
 

3. 本政策简报的第一节评估了在可持续发展目

标框架下履行相关承诺的各种努力，概述了与

贸易相关的目标的执行情况。为此，政策简报

分析了世界加权平均关税率（指标 17.10.1）

以及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出口

额中所占份额（指标 17.11.1）等指标。 

4. 策简报第二节评估了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

运作对促进非洲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的潜在贡献，重点评估了其对促进区域内贸

易流动和非洲参与全球贸易的影响。鉴于非

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作为规则改变者的重要

性以及非洲国家发展努力的范式转变，该分

析还将涉及与其社会经济影响相关的内容。

第三节提出了关键的政策建议，以充分利

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提供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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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与贸易有
关的承诺的执行情况

南非德班的货船， 
作者：donvictori0

5. 全球加权平均关税是决定市场准入条件的一

个重要因素。 世界银行关于全球加权平均关

税的数据显示，这一数值从 2010 年的 3.3% 

逐步下降到 2017 年的 2.6%。1然而，根据联

合国数据，2017 年至 2019 年间，全球加权平

均关税税率稳定保持在 2% 左右，由于缺乏新

的承诺，自 2011 年以来，发达国家对包括最

不发达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口商品的平均

1 世界银行，“关税税率，加权平均数，所有产品（百分比）”，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2020 年。
2 联合国，《2021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关税没有降低。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的农产

品和服装出口被发达国家在 2019 年征收的平

均关税最高，分别为 7.9% 和 7.6%。2  

 

 

 



6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政策简报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已经起步：这是唯一的正确选择]     2022 年 1 月 21 日

6. 非关税措施也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品进入市场

产生重大影响，包括非洲在全球和区域的出

口，因此影响到非洲参与国际贸易。3  

例如，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

家对农业食品部门和制成品进口实

施的非关税措施（NTM）更多。 

7. 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进口实施的非关税措施的

平均数量几乎是最不发达国家实施的非关税

措施平均数量的两倍。4 据估计，通过在非洲

内部取消非关税措施，非洲国家每年可获得约 

200 亿美元的收益。5 联合国贸发会议和非洲

联盟启动了一个在线平台，以帮助消除非洲的

非关税壁垒。6 

8. 迄今为止，只有 14 个国家和欧盟根据普惠

制给予了优惠，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向主要出

口市场的出口，7以落实千年发展目标的具

体目标17.12（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对

所有最不发达国家实行持久的免税和免配额

市场准入）。发达国家对最不发达国家所有

产品征收的进口关税税率在 2015-2019 年

期间略有下降，2019 年为 1.1%。然而，各

类产品之间的关税税率差异很大，服装和

纺织品的关税税率分别达到 6% 和 9%。8

3 Njuguna Ndung'u 等人，“政策简报：非洲的多元化及其贸易政策转型”，《G20 洞察》，2020年。
4 世贸组织-国际贸易中心-贸发会议，《2021 年世界关税概况》
5 David Vanzett 等人，“非关税措施：将 CFTA 和 ACP 贸易提升到一个新水平”，贸发会议研究论文，第 14 期（联合国，2019 年）。
6 贸发会议，“消除非洲贸易壁垒的在线工具上线”，2020 年 1 月 17 日。
7 请参阅 https://unctad.org/topic/trade-agreements/generalized-system-of-preferences。[亚美尼亚、澳大利亚、白俄罗斯、加拿大、欧

盟、冰岛、日本、哈萨克斯坦、新西兰、挪威、俄罗斯、瑞士、土耳其、英国和美国]
8 贸发会议，SDG Pulse 2021，https://sdgpulse.unctad.org/trade-barriers/#17-12-1
9 贸发会议，SDG Pulse 2021
10 经合组织，贸易援助统计查询数据库。可在 www.oecd.org/dac/aft/aft/aft/aid-fortradestatisticalqueries.htm 上获得  
11 ECA/RFSD/2019/8。

9. 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限制往往较少，2019 

年的平均关税税率为 2%。然而，除了拉丁美

洲和东亚报告的区域内关税分别为 1.2% 和 

1.9% 外，其他发展中区域报告的 2019 年区

域内关税平均值较高，而南亚报告的 2019 年

区域内平均关税率最高，为 5.7%，其次是西亚

和北非，为 4.8%，撒哈拉以南非洲为 2.5%。9

10. 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10显示，2018 年，即有数

据可查的最近一年，所有官方捐助者的贸易援

助承诺总额为 579 亿美元，高于 2016 年的 

508 亿美元和 2017 年的 578 亿美元。其

中，212 亿美元（37%）用于最不发达国家（图 

1），比 2017 年的 188 亿美元（32%）有所增

加，这表明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8.a（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

的贸易援助支持）方面取得了进展。非洲仍然

是贸易援助的最大受援国之一，2018 年占 

36%（209 亿美元）（图 2）。在 2016 年之前的

十年中，对非洲的贸易援助承诺翻了一番多。11 

https://unctad.org/topic/trade-agreements/generalized-system-of-preferences
https://sdgpulse.unctad.org/trade-barriers/#17-12-1
http://www.oecd.org/dac/aft/aid-for-tradestatisticalqueri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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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按受援国收入类别分列的贸易援助承诺总额（百万美元） 

来源：根据经合组织贸易援助统计数据进行分析。 
注：包括作为所有官方捐助者官方发展援助一部分的贸易援助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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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按区域分列的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援助承诺份额（百分比） 

来源：根据经合组织贸易援助统计数据进行分析。  
注：包括作为所有官方捐助者官方发展援助一部分的贸易援助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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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18 年对非洲的贸易援助承诺中占据

最大份额的是能源部门，为 33%；农业

为 24%；运输和储存为 13%；银行和金融

服务业为 10%。122015 年至 2017 年间，

贸易便利化项目的贸易援助支出急剧下

降，从 2.289 亿美元降至 1.329 亿美元。

埃及、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摩洛哥和坦

桑尼亚吸引的贸易援助在非洲最多。13

12 同上。
13 非洲经委会和世界贸易组织，“一个包容性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贸易援助和赋予妇女和青年权力”，2019 年。
14 《2020 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新十年的生产能力》（联合国出版物，2020 年）。
15 同上。
16 《202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联合国出版物，2020 年）。

12. 2015 年，最不发达国家在世界商品出口中所

占份额为 0.89%，然后到 2018 年略微回升至 

0.98%，从 2011 年（基准年）的 1890 亿美元

增至2018 年的 1920 亿美元，然后 2019 年降

至 1810 亿美元。这表明，到 2020 年最不发

达国家在全球出口额中所占份额翻一番的目

标（千年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7.11）将无法

实现。14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继续面临不利的

市场条件15和遵守优惠待遇条件的困难。16 

高速公路上超载的卡车，摩洛哥 
作者：奥列格·塞列兹尼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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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
对非洲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
潜在贡献

13. 在过去十年中，非洲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仍然

很低，出口从 2010 年的 2.3% 增长到 2015 年

的 2.5%，然后下降到 2019 年的 2.2%。非洲

的贸易表现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品价

格的走势，对全球贸易的参与大多停滞不前。

17 《2020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从全球疫情到人人共享繁荣——避免另一个失去的十年》（联合国出版物，2020 年）。
18 《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
19 贸发会议，《全球贸易最新动态》，2020 年 10 月。
20 非洲联盟委员会和经合组织，《2021年非洲发展动态》

14. 受初级商品需求疲软和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下

跌的17影响，2019 年非洲18的出口下降了 

3.9%。19石油价格下跌影响尤其之大。20 

2020 年，由于受到 COVID-19 疫情的影响，

全球商品贸易收缩了 7.4%，导致这种下降趋

势仍在继续。

图 3：2020 年与其他发展中地区相比，非洲在全球进出口中所占份额（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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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2021 年贸发会议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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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根据贸发会议的最新数据，2020 年非洲

国家的商品进出口额均大幅下降，其中出

口额为 3860 亿美元，进口额为 5090 亿美

元。占世界商品出口总额的 2.19%，占进

口总额的 2.85%（图 3），与 2019年的数

字相比分别下降了 19.3% 和 13.2%。21

16. 2020 年，由于疫情使得全球需求下滑，进而导

致贸易流中断，非洲经历了二十多年来的首次

经济衰退。大宗商品出口下降。由于非洲大陆

的经济增长与全球需求和初级商品价格之间

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而初级商品22占 2020 

年非洲出口的 75%，因此这一衰退无法避

免。23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可以为促进复苏和

应对 COVID-19 疫情对非洲包容性增长和可

持续发展的影响（包括促进经济多元化）提供

大量机会。24 

17. 非洲内部贸易占非洲贸易总额的比例从 2017 

年的 15.5% 增至 2018 年的 16.1%。25这一比

例远低于欧洲（68%）和亚洲（59%）。2019 26

年，非洲内部商品出口额达到 700 亿美元，占

非洲出口总额的 14.4%。27尽管 2020 年非洲

内部出口额略有收缩，降至 690 亿美元， 

 

 

 

21 《2021 年贸发会议统计手册》
22 非洲进出口银行、非洲经委会、非洲开发银行，《2020 年 COVID-19 对非洲贸易融资的影响调查》
23 《2021 年贸发会议统计手册》
24 贸发会议，《2021 年非洲经济发展报告》
25 非洲进出口银行，《2019 年非洲贸易报告》：数字世界中的非洲贸易（开罗，2019年）。
26 《2019 年非洲经济发展报告》：《非洲制造 — 促进非洲内部贸易的原产地规则》（联合国出版物，2019 年）。
27 贸发会议，《2021 年非洲经济发展报告》
28 《2021 年贸发会议统计手册》

但其在非洲大陆商品出口总额中的份额增加到 

18%。这一比例与 2020 年其他地区的区域内

出口相比仍然较低，例如欧洲为68%，亚洲为 

58%28。（图 4）。 

18.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旨在扭转这种“

历史异常现象”，即非洲国家的大部分贸易都

是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的，主要涉及原材料

出口，包括石油和矿物等采掘材料，以及进

口制成品，例如汽车、电子产品和药品等。 

19. 此外，2020 年非洲大陆的出口总额与 

2019 年相比下降了 20%，但非洲内部出

口有所增加，这表明非洲人民之间的贸易

仍然具有弹性。更重要的是，就一揽子商

品而言，非洲内部贸易更加多样化，这显

示出结构转型的潜力。这可以通过全面实

施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来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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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成立于 2018 年 29，创造

了 13 亿人口的市场，区内生产总值合计为 3.4 

万亿美元30。就地理区域和参与国数量而言，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是世界贸易组织（WTO）

成立以来建立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21. 通过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非洲国家在资本和

人员流动的推动下，正在建立一个单一的商品

和服务市场，从而为最终建立大陆关税同盟

奠定了基础。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其他目标

包括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性别平等、结

构转型、工业发展和多样化、区域价值发展、

农业发展和改善非洲大陆的粮食安全 31。 

29 非洲联盟（2018年），《关于建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的协定草案的决定》，EXT/Assembly/AU/Dec.1（X）
，联盟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2018 年 3 月 21 日，卢旺达基加利。

30 世界银行（2020 年）。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经济和分配效应。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doi: 10.1596/978-1-4648-
1559-1。

31 非洲联盟，《建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第 3 条（总体目标）

22.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海关手续已经准

备就绪的缔约国有可能在非洲大陆自由

贸易区的优惠条件下进行贸易。这标志着

历史旅程的开始，它将以前不同的贸易惯

例和规则编织在一起，使商品、服务和投

资更容易在非洲大陆各国之间流动。 

23. 事实上，全面执行建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

协议将对非洲产生重大的积极经济影响。非洲

经济委员会估计，通过取消 90% 的商品关税

和降低贸易成本，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到 

2040 年将使非洲内部贸易额增加 15%（500 

亿美元）至 25%（700 亿美元）。 

 

图 4：2020 年区域内贸易在贸易总额中所占份额（百分比） 

来源：2021 年贸发会议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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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还将加强青年和妇女的经

济参与程度。妇女占跨境非正规贸易商的 70% 

以上，32她们可以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对小

规模、跨境贸易商和小农户的支持中受益。33 

24. 除了在实现非洲出口多样化以及建设更具弹

性的经济方面发挥作用外，非洲大陆自由贸易

区在提高非洲经济体的竞争力及其融入区域

和全球价值链、扩大规模经济和吸引外国直接

投资进入非洲大陆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 

 

3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秘书处。未来报告：让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为妇女和青年服务（2020年）。
33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背景下女企业家的机会”，2019 年 6 月
34 非洲经济委员会，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立共同投资区：《2021 年非洲内部投资的竞争》
35 同上。

25. 释放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潜力需要加强对关

键领域的投资，特别是区域/跨境基础设施项

目，以及促进包容性工业化和增值，这对于建

立区域价值链和促进经济多元化至关重要。34 

26. 这对于扭转流向非洲大陆的外国直接投资的

下降趋势也至关重要，这种下降趋势甚至在疫

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出现，与 2018 年的水平相

比，2019 年向非洲大陆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

了 10.3%。35  

 

 

 

 

 

来源：unspla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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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非洲国家在实施《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方

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签署建立非洲-东盟自由

贸易区协议的国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完成

了各自的批准程序，并且是非洲-东盟自由贸

易区的缔约国（非盟 55 个成员国中有 40 个

国家，占 73%）。关于关税减让和具体承诺，

大多数非盟成员国（43 个，占非盟成员国的 

78%）提交了提议，其中包括四个关税同盟成

员，即东非共同体（EAC）、西非国家经济共同

体（ECOWAS）、中部非洲经济和货币共同体

（CEMAC）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ACU）。 

28. 在确定适用于受惠产品原产地规则方面

也取得了重要进展，成员国就大约 87% 

的关税细目达成了共识。此外，46 个国家

（84%）提出了涵盖五个优先领域的自由

化提议，即：商业、通信、金融、旅游和运

输服务行业36。此外，争端解决机构已经启

动并开始运作。目前正在开展大量工作，以

确保解决结关延误、认证问题、限制性许

可证制度和其他阻碍非洲贸易的壁垒。

29. 然而，第一阶段的一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特别是关于原产地规则和相关文件的谈

判，以及其余七个领域的谈判尚未开始。

36 来自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秘书处的数据。

30. 第二阶段将侧重于关于投资、竞争、知识产

权、妇女和青年以及数字贸易的协议。完成

这些议定书，特别是关于竞争政策、投资和

知识产权的议定书，将大大有助于进一步加

强投资环境和提高非洲市场对投资者的吸引

力。有了这些协议，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将

通过针对非洲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的

共同规则和条例，成为投资和资本的载体。 

31. 《投资议定书》将解决非洲投资准入的障碍，

减少投资批准的时间和成本，提高透明度，通

过协调投资监管框架提高效率，以及在权利

受到侵犯时保护和获取资源。《知识产权议

定书》将通过保护整个非洲大陆的产权，为开

发新知识以及对研发的投资创造激励措施。

32. 为了能让这一协议惠及所有人，包括最

弱势群体，非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授

权成员国将就《贸易中的妇女和青年议

定书》进行谈判，以便这两个人口群体

能够从非洲大陆的贸易协定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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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结论和建议 

• 鼓励非洲成员国充分利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开

始贸易的势头，完成该进程第二阶段的谈判，协

调贸易政策，促进可持续基础设施和工业发展。 

• 迫切需要完成为数不多的关于关键原产地规则和

关税表的谈判，以便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法律

文书的规则下促进具有商业意义的贸易。鼓励非

洲国家积极参与正在进行的谈判并达成共识。

• 能力建设和机构支持是使非洲国家能够利

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潜力并从不断扩

大的国际贸易流动中受益的关键。当务之急

是进一步建设贸易和生产能力，实施产业

政策，以增加制造业的附加值，为非洲不断

增长的青年群体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 

•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在促进更具包容性的可

持续发展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包括提高妇女的

经济参与度。《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强调

性别平等对发展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的重要

性，并强调需要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社会

经济发展、性别平等和结构转型。至关重要的

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对提高正规和非正规部门的贸易和出口能力

的影响，重点是加强妇女和青年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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