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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非洲： 
值得考虑的五大关键
机遇行业
INVESTING IN AFRICA: Five key opportunity sectors to cons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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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非洲经济传统上植根于初级产业，皆因非洲具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
丰富自然资源。然而，非洲经济发展若要谋得成功，绝不能局限于采掘
行业。建筑业、金融服务业、食品和农产品加工业、医疗保健业、制造
业、批发和零售业等其他许多行业在非洲方兴未艾，有望成为推动这片
大陆发展的关键行业。 

虽然就整个非洲而言，农业依然是支柱行业，但有证据表明，许多非洲
国家/地区正在促进经济多元化，逐渐倾向于知识型经济，并且对技术和
数字化趋势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在大多数政府议程中，非洲经济数字
化的优先级不断提高，原因是越来越多的领导人深信数字化有望推动非
洲关键经济行业生产力提升。世界银行 2019 半年度非洲经济状况评估
报告预言，非洲数字化转型有望促使该地区经济增长提速（年增幅超过 

1.5%），并让贫困率以每年 0.7% 的幅度下降。该报告还预言，数字化
的非洲经济将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生产力、缔造新的创新型
市场和鼓励创业积极性。

若要让非洲经济的潜力全部释放出来，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仰仗宽带网
络、电力、水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发展。据估计，目前仅 1.4% 非洲人
口享有固定宽带连接，超过一半的非洲人口得不到可靠的电力供应。另
外，仅 12% 的非洲人口能获得安全饮用水，而且近一半非洲人口几乎享
受不到医疗保健服务。非洲的交通和物流基础设施总体上仍然很落后，
高达 50% 的公路网状况不佳。从乘客人数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这两方面
来看，非洲的空运业务增长明显，但是，非洲的铁路网依然极度落后，
而且需要巨额投资才能实现规划中的多条大型运输走廊（包括跨卡拉哈
里高速公路）。

这些因素为投资者创造了机会，得以在全非洲正实施的不同发展项目，
以及为推动人类和经济实现巨大发展所需的项目中实施资本和知识投
资。非洲每年建设基础设施所需的金额在 930 亿美元（世界银行数据）
到 1700 亿美元（非洲开发银行数据）之间不等，其中最大的投资需求
存在于电力和交通运输行业。包括美国、中国和欧盟成员国在内的多个
国家/地区，以及包括国际金融公司 (IFC) 在内的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甚
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等非政府组织，都已投入巨资建设非
洲的基础设施，并取得了广为人知的积极效果。但是，当今的投资仍然
不足，并且缺乏必要的技能转移和技术创新手段，这将继续阻碍非洲发
展，因而需要私营企业参与进来，以弥补缺口并帮助把非洲市场塑造成
为适宜长远投资的目标。

3



1. 农业
1.1 概况 
农业是非洲的支柱行业之一，对非洲发展的贡献
巨大。该行业用工人数占非洲总劳动力的 65%，
其产出约占非洲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2%。
《2017 非洲竞争力报告》指出，未来几年，非洲
大部分新工作岗位将诞生自农业和微型企业。 

但是，非洲农业将继续面对诸多日益严峻的挑战，
包括土壤退化、地下水位下降和气候变幻莫测等。  

虽然非洲的未开垦耕地约占全球的 60%，但其中
仅 7% 具备灌溉条件，而且目前只有 8% 的水土资
源开发得到管理。非洲的化肥用量全球最低，只有
不到三分之一的农民种植经过改良的作物。此外，
每年每公顷可收获土地使用的养分只有 21kg，相
比之下工业化国家的这个数字约为 206kg/公顷。

非洲依然是粮食净进口地区（粮食进口比出口
多），并且是唯一一个过去 30 年营养不良人口

非洲农业 -  
关键指标 (2016)

有灌溉设备的土地面积（千公顷） 15,790

作物收获面积（最小公顷） 255.8

化肥用量（氮肥 - 1,000 吨养分） 3,832

化肥用量（磷肥 - 1,000 吨养分） 1,488

化肥用量（钾肥 - 1,000 吨养分） 665

严重缺粮问题的普遍程度 29.8%

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和地面无线传感器的农民可以优化作物投入
和提高产出。图片来源：USAID/Feed 

各地区营养不良人口的百分比

的绝对数量一直在惊人增长的大洲。  统计数据表
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SSA) 有四分之一的人口
长期营养不良。预计到 2050 年，非洲将增加 13 

亿人口，届时非洲的粮食系统将遭遇更大压力。不
过，非洲在开发水土资源来提高作物产量和农业产
出方面很有潜力。  小农户是非洲农业从业群体的
主力，供应了非洲 80% 的粮食。因此，提升他们
的生产力已被确定为解决非洲贫困和营养不良难题
的战略方案。

此外，互联网连接可让世界各地的农民获得精准的
天气和降雨预报，并取得最佳的作物生长效果和最
大的产量。农业技术的进步还改进了世界发达地区
的农药、作物品种、化肥、孕育剂和作物管理方
法，这进一步增加了粮食总产量。随着农业气象分
析工具、精密技术、IoT 设备和其他先进创新技术
（例如区块链和无人机）投入使用，它们有望帮助
非洲提高可持续农业生产力和适应能力。 

非洲东部 29.9%
30.8%

24.7%
26.5%

11.4%
14.7%

7.8%
8.0%

6.9%
7.1%

0%

2015 2018

10% 20% 30%

非洲中部

非洲西部

非洲南部

非洲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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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关键挑战和机遇

1.3 主要融资方

2018 年，非洲开发银行 (AfDB) 和 FAO 努力筹集了高达 1 亿美元的资金来改
善非洲的农业状况。FAO 还为非洲蓝色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除了帮
助开展与非洲地区的农业转型有关的可行性研究，FAO 也参与了落实《非洲
领袖营养倡议》。

AfDB 与世界银行、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IFAD)、
AGRA 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合作，发起了金额为 10 亿美元的“非洲农业转型的
助力技术 (TAAT)”倡议，力求扩展现有的农业技术。

中国政府对非洲农业的帮助引人注目，迄今已向 33 个非洲国家/地区派遣了大
批高级农业技术专家，帮助这些国家/地区制定农业发展计划。中国政府向利
比里亚派遣了大约 500 名专家，帮助该国通过革新人工播种技术提高稻米产
量，另外还在坦桑尼亚设立了一个青年农民育才中心，并提供作物和水管理方
面的培训。

国际农业基金会 (IFAD) 划拨了 2494 万美元帮助布隆迪发展农业和推进农村
普惠金融。在肯尼亚，IFAD 划拨了 6790 万美元用于实施水产养殖业发展计
划，此举将帮助现有和潜在的水产养殖业者从渔业生产中获益。该组织还划拨
了 5300 万美元，用于帮助坦桑尼亚推进金额为 1.86 亿美元的“普惠农业价
值链发展计划”。

慈善组织“非洲农场”在帮助非洲农民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
如，该组织帮助埃塞俄比亚农民通过轮牧等技术来应对极端气候和防范变幻莫
测的天气，并在肯尼亚实施为期 4 年的市场导向型水产养殖计划，以促进养鱼
业发展。

• 缺乏创新的融资解决方案
• 大规模种植作物的能力较低
• 现代耕作技能短缺
• 气候变化
• 缺乏扩展农业商务的政治意愿
• 存在不利于发展的土地政策和监管瓶颈
• 非洲的对外贸易和市场可进入性受到
限制

• 人口增长迅速
• 土壤退化和地下水位下降
• 政局动荡、恐怖袭击和存在种族冲突
风险

• 贯穿整条价值链的农业发展融资

• 针对具体作物的创新

• 农民级别的转型

• 最佳做法分享和农民培训

• 水土管理公私合营投资

• 先进农业技术投资

挑
战 机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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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源业
2.1 概况 
虽然非洲蕴藏丰富的能源资源（包括化石燃料和可
再生能源），但能源供应仍较为短缺，在整个非洲
有超过 6 亿人依然缺乏能源。不过，非洲北部已
经能保持出色的电气化率（达到 98%）。非洲其
他地区尽管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增长一直都局限于
城市中心 - 获得能源供应的城市人口接近 80%。
农村地区仍然极度落后，只有不到四分之一 (23%) 

的 SSA 农村人口获得能源供应。作为电气化率刚
刚超过 45% 的地区，SSA 的能源和电力产业极其
落后，而且电气化年增长率需要达到 8% 才能实现 

2030 年的全民能源供应目标。 

由于缺乏能源供应（特别是农村地区），木材、粪
便和其他生物废弃物形式的生物能源成为了煮食和
取暖的主要能源。化石燃料在非洲的能源构成中继
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非洲北部和非洲南部，
煤炭是当地的主要电力来源。至于非洲西部，加
纳、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主要使用石油和天然气。
不过，近年来非洲各国开始计划优先使用可再生能
源来加大和加快能源供应，以及谋划一条可行的出
路来满足当前和未来的能源需求。 

处于核心优先级的对策是最大程度发挥非洲的水电
潜力。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和其他国家
/地区正在建设多个大型项目。包括摩洛哥、南非
和赞比亚在内的多个国家还采取措施来加大其他可
再生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的开发力度。更广泛
地来说，非洲各国正致力于采取扶持性的能源政
策、促进外商直接投资 (FDI) 以及加强地区间的相
互联系和协作。这些做法与增大可再生能源份额的
驱动因素相结合，催生了通过离网型小电网分散
发电的业务。在绕过大型基础设施的推广期间，多
个重要国家/地区（包括肯尼亚、坦桑尼亚和赞比
亚）架起了越来越多的分散式电网线路，帮助当地
农村接入电网。 

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将于  2022 年全面竣工，届时发电量可达 
6500MW，从而使该国成为所在地区的重要电力输出国。图片来
源：Olof van Gawinski/Flickr

无电力供应的人口（百万）

非洲东部 188.3
26.6

142.7
27.6

85.4
24.7

74.4
15.6

1.87
0.6
0

2015 2018

50 100 150 200

非洲中部

非洲西部

非洲南部

非洲北部

各种能源类型的发电比例

80%

100% 2%
可再生能源（价值相当
于每年 110 亿 kWh）

核能

石油和天然气

水能

煤炭（主要在非洲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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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键挑战和机遇

2.3 主要融资方

世界银行划拨了 50 亿美元，帮助在亚洲和非洲实施多个离网发电项目；2 亿
美元将投入到非洲西部和萨赫勒的“区域离网供电项目”(ROGEP) 中，目的
是通过在 19 个国家/地区安装太阳能离网发电系统来增加能源供应。

2016 年 5 月，AfDB 发起了“非洲能源新政”倡议。AfDB 希望通过该倡议在 
2025 年之前将离网发电量增加 160GW，而且，在同一时期每年向能源项目
投入 120 亿美元（持续到 2025 年），从而将离网输电接点增加 7500 万个。 

各类中国企业目前正参与建设价值大约 781 亿美元的 60 多个电力项目，这些
项目到 2030 年的发电量预计可达 53.3 千兆瓦 (GW)。在 2050 年之前，能
源项目还将额外获得 2350 亿美元的计划投资。在所有中国投资中，超过一半 
(52%) 投向水电项目，29% 投向煤炭项目，11% 投向天然气项目。在所有投
资中，只有 9% 投向可再生能源项目。 

英国政府承诺到 2020 年为国际气候融资投入 60 亿美元，作为此承诺的一
部分，该国政府已宣布通过可再生能源绩效平台 (REPP) 额外融资 1.26 亿美
元，以支持全非洲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整个计划已参与到多个非洲国家/地区
的 18 个可再生能源项目中。

美国主导的“电力非洲”是能源投资和开发的最大助力计划之一。“电力非
洲”为全非洲的能源项目提供融资，目标是新增 6000 万个供电接点和 30000 
兆瓦 (MW) 的清洁能源发电量，以此积极推动非洲实现全面能源保障性。

• 输电基础设施落后
• 非洲许多国家/地区的能源政策条理不
清、较为杂乱

• 监管框架薄弱
• 缺乏技术能力
• 缺乏创新的融资解决方案
• 政局动荡和存在信贷风险
• 人口增速加快
• 城市化发展迅速
• 缺乏需求，特别是制造业需求 

• 为基础设施更新提供融资
• 基础设施建设 

• 开发离网发电能力
• 输电线路基础设施建设
• 配电网络改进
• 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太阳能光伏和聚
光太阳能）开发投资

挑
战 机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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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医疗保健业
3.1 概况 
非洲的医疗保健业在过去十年取得了显著进步，
儿童与产妇死亡率不断下降，而且疟疾等各种疾
病的发病率也有所降低。然而，医疗保健在整个
非洲仍然是难以实现的社会福利目标 - 疾病负担占
全球的四分之一，但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数量仅
占全球的 3%。 

HIV/AIDS、腹泻和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继续成为
非洲死亡率和发病率的最大诱因，并在疾病总负
担中占据了三分之二的份额。包括癌症、心血管
疾病、糖尿病和呼吸道疾病在内的慢性非传染性
疾病 (NCD) 以惊人的速度增多，而且在不久的将
来可能会成为主要死因。刚果民主共和国 (DRC) 
最近爆发的埃博拉病毒进一步削弱了其他非洲国
家/地区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 

大多数非洲国家/地区都依赖进口药品来满足当地
的医疗保健需求。通过保险计划来实现医疗覆盖
仍处于起步阶段，而且据估计 SSA 只有 8% 的人
口参加了保险。 

虽然大多数疾病都是可治疗和可预防的，但整个
非洲获取医疗保健和融资服务的状况依然不够理
想。多个因素（特别是药物短缺和价格高昂）严
重阻碍了在非洲有效提供医疗保健服务。此外，
非洲卫生总费用的 50% 源自私人支出，其中 30% 
是自费付款。AI、医疗无人机、移动筛查、机器
人和远程医疗等新的医疗保健技术正缓慢普及，
这使非洲能够跨越传统基础设施并改善获取服务
的方式，同时更高效地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包括
埃及、肯尼亚、加纳、尼日利亚、南非和乌干达
在内的多个国家/地区已开始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 
(4IR) 的发展浪潮，在这些国家/地区，各类移动应
用正快速投入使用。 

4IR 医疗保健
创新成果 用途

MPEDIGREE 防范假冒或伪造产品的技术平台

KANGEPE 帮助用户联系医生的移动应用

MATIBABU 非侵入性疟疾检测试剂盒

PEEKRETINA 能进行视网膜成像的智能手机应用

VULA 能让农村卫生人员轻松将病人转介给
专科医生的移动应用

DRBRIDGE 帮助医生跟进病人情况并通过短信和
电子邮件提供医护服务的移动应用

非洲人口主要死因百分比：2010 与 2016 对比

下呼吸道感染 10.7%
10.4%

结核病 4.1%
4.6%

20162010

12.2%
8.1%HIV/AIDS

3.7%
4.2%中风

8.1%
7.4%腹泻疾病

2.7%
3.2%道路伤害

4.9%
5.8%缺血性心脏病

1.8%
2.0%肝硬化

5.8%
4.6%疟疾

1.1%
1.2%人际暴力

0% 5%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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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键挑战和机遇

3.3 主要融资方
国际金融公司 (IFC) 在非洲医疗保健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建立了新的私
人股本融资系统来支持非洲的医疗保健中小企业 (SME)。IFC 的非洲卫生基金
得到了非洲开发银行、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以及德国发展融资机构 DEG 
的支持。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帮助非洲促进健康和预防疾病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该
组织目前针对非洲各国家/地区实现全民医保和改进卫生政策提供了深入支持。 

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向受到冲突、流行病、灾难影响的地区或不在医
疗保健服务范围内的地区提供了大量医疗援助。  该组织支持有关 HIV 和 TB 
疗法的改良创新，并帮助整个非洲大陆获得药物。

国际关怀组织是一家大型国际人道主义机构，在非洲实施了多个紧急救济和长
期国际发展项目。该组织提供了引人瞩目的援助来抗击最近出现的飓风艾达。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一直都在帮助非洲发展公共卫生培训和疾病控
制项目（旨在防范新出现的传染病、疟疾和 HIV/AIDS）以及卫生信息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通过中非合作论坛 (Focac) 积极实施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计
划，以解决因爆发重大传染性疾病带来的挑战，并支持非洲加强建设自身的公
共卫生控制、预防和治疗系统。截至 2017 年，大约有 1050 名由 Focac 资
助的中国卫生专业人员在 53 个非洲国家/地区工作。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向全非洲的儿童和母亲提供应急食物和医疗保健
服务。UNICEF 实施了多个计划，其中一个于最近向卢旺达派出了 10000 名社
区卫生工作者，以抗击近期爆发的埃博拉病毒。而且，自 2019 年 1 月以来，
该组织已向南苏丹的 300 多万人宣传了埃博拉预防信息。 

• 基本药物和医疗设备短缺
• 当地制药能力低下
• 技能熟练的医疗保健人员紧缺
• 医疗保健产品和服务的负担能力普遍
低下

• 缺乏创新的融资解决方案（包含易于
接受的风险缓解措施和可行的资本回
报建议）

• 卫生教育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准备
程度不佳

• 农村地区难以获得医疗保健服务
• 诊断准确性总体低下

• 为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

• 投资开发制药业

• 开展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培训和再培训

• 通过公私合营扩大全民医保范围

• 投资数字医疗技术
挑
战 机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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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概况 
非洲的电信业增长迅猛，正成为推动非洲发展的
关键支柱产业。2018 年，电信业为非洲经济贡献
了大约 1440 亿美元的产值，相当于 GDP 总量
的 8.6%。可供选购的低成本智能手机越来越多、
3G 覆盖效果有所改善和 4G 网络开始部署一起推
动着这股增长势头，同时还增大了对互联网连接和
创新性数字服务的需求。虽然很难找到有关全非
洲 3G 和 4G 覆盖范围的准确估计数字，但相关研
究表明，SSA 的 3G 和 4G 普及率分别约为 45% 

和 7%。据预测，在所有连接中，3G 将占据 60% 

以上的比例，而 4G 的比例到 2025 年将上升至 

23%，届时将超过 2G 成为主要的移动技术。

随着非洲人口不断增多，移动技术必定推动非洲经
济进一步增长。非洲的手机普及率估计为 76%，
但智能手机使用率较低。据估计，非洲 SSA 的智
能手机普及率目前约为 33%，此比率到 2025 年将
会翻番。移动支付服务和电子商务同样在增长，
2018 年仅在 SSA 就记录有接近 4 亿个移动支付
注册帐户。电子商务目前的市场规模为 180 亿美
元，年增长率预计为 15.4%，到 2025 年将达到 

750 亿美元的规模。 

但是，非洲在发展可靠快速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方面
依然落后。虽然宽带接入对发挥移动和数字技术的
潜力至关重要，但非洲仅有 25% 的人口接入互联
网，而且估计只有 1.2% 的人口享受到固定宽带连
接。非洲迫切需要投资来发展宽带网络和推广先进
的电信技术。

4. 电信业

不同连接类型的移动连接预期变化：
2016 与 2025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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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智能手机连接预期变化：2016 与 2025 对比
80%

35%

61%

32%

66%

38%

67%

42%

68%

60%

40%

20%

0%

20252016

非洲东部非洲中部 非洲西部 非洲南部

10



4.2 关键挑战和机遇

4.3 主要融资方

未来 5 年，微软公司计划投资 1 亿美元在肯尼亚和尼日利亚设立非洲开发中
心。为此，微软将雇用 100 多名本地工程师进入非洲开发中心工作，他们将
使用 AI、机器学习和混合现实技术为非洲市场打造和开发应用程序。

为使非洲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占据有利位置，AfDB 已将非洲基础设施投资列
为优先事项。该银行投资了 3 亿美元建设非洲中部的骨干网，目的是改善内陆
地区的互联网接入服务。

非洲电信公司 Africell 获得了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美国政府设立的私人投资基
金）的 1 亿美元贷款，以拓展其基础设施和金融科技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在乌
干达、DRC、冈比亚和塞拉利昂的基础设施投资服务，以及移动支付、小额
保险和小额信贷等拓展性金融科技服务。 

2018 年，英国政府的发展融资部门 CDC 向非洲最大的光纤网络运营商 
Liquid Telecom 投资了 1.8 亿美元。CDC 获得了 10% 的 Liquid 股份，以便
继续在非洲扩大投资。未来三年，Liquid 将通过与埃及电信公司合作在埃及
投资 4 亿美元，建设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中心。

2017 年，南非的 ICT 公司 Naspers、MTN 和 Intact Software Distribution 
为肯尼亚的 FDI 贡献了 6.72 亿美元。MTN 和 Intact Software Distribution 
都在肯尼亚首都开设了新的办事处，而 MTN 耗资 1300 万美元建设了一个三
级数据中心。

• 网络安全威胁和网络犯罪越来越常见
• 缺乏互联网接入和移动服务（特别是在
农村地区）

• 农村、郊区和乡镇地区的电信基础设施
发展落后

• 高数据成本阻碍普及率
• 缺乏训练有素的劳动力
• 市场竞争激烈，有时被政府企业垄
断，或者被当今的国际巨头（如 

Vodafone、Orange、MTN）独占
• 技术获取渠道受到限制

• 为数字化转型战略提供融资

• 通过光纤架设、3G 和 4G 移动技术
增加接入渠道

• 通过培训和发展计划培养数字化的劳
动力

• 为高级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

• 建设数据中心以培训人才和迎接 4IR 

技术浪潮

挑
战 机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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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通运输业
5.1 概况 
虽然非洲拥有一些发展迅速的经济中心，但四种运
输模式所用的基础设施均存在容量不足的弊端，这
将继续阻碍非洲的经济发展。由于基础设施欠佳，
非洲的运输成本比发达国家高 50% 到 175%。

公路仍然会是非洲的主要运输模式，同时非洲现有
公路网存在公路连贯性极差，而且地区内和地区间
连通性不佳的问题，不仅不能方便流通，反而会成
为流通过程中的阻碍。世界银行估计，连通深水港
口与经济腹地的公路网承载的非洲贸易量价值近 

2000 亿美元。但是，大多数非洲城市的公路密度
非常低，人口公路比估计为每万人 26 公里公路。
据估计，整个非洲只有 280 万公里的公路是铺装
路，因此，非洲迫切需要获得大规模的公路基础设
施建设支持。 

非洲还极度依赖海运贸易，虽然其海岸线仅长 

30725 公里，而且只有 90 个主要港口，但其国际
贸易量的 90% 通过海运完成。一些国家已开始改
造物流基础设施以增强海上贸易能力，目前在这方
面领先的是 SSA 地区的国家。相比之下，非洲的
航空和铁路运输模式继续落后于全球其他地方。虽

然非洲拥有大约 731 座机场和 419 条航线，但大
多数机场基础设施已过时且低于国际标准，它们并
非为应对大量乘客或货物而建造。整个非洲现有的
铁路基础设施都状况不佳，削弱了铁路运输促进非
洲经济发展的潜力。  

打造现代化的非洲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需要投资和专
业技术，而公私合营是最理想的形式。因此，对于
力求在创新性理念和战略知识分享方面做出贡献的
外国投资者，交通运输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SSA 现有公路网与铺装公路网对比（千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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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关键挑战和机遇

5.3 主要融资方

埃塞俄比亚正计划修建一条连接厄立特里亚港口城市的铁路。在 2019 年 6 月
举行的埃塞俄比亚与意大利商业论坛中，埃塞俄比亚财政部长宣布已在世界银
行的支持下开展了可行性研究。在此之前，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主席宣布意
大利企业已在埃塞俄比亚投资 6720 亿美元，并且愿意进行更多投资。

肯尼亚国家公路局 (KeNHA) 已宣布肯尼亚的 Kenol-Isiolo 双车道公路项目
确定会开工，该项目旨在进一步缓解北部走廊的运输和贸易压力。这条投资 
4.88 亿美元、设计时速 80km 的公路由 AfDB 筹集资金，它将有望成为 Mwai 
Kibaki 总统在任时建造的锡卡超级高速公路的延长线。

南非已经大步向前，它计划在豪登省开发一个新的“内陆港口”。在库鲁莱
尼市，投资金额为 1.68 亿美元的 Tambo Springs 联运站将通过由 Ferrovie 
dello Stato Italiane（技术合作伙伴）和 Makoya（授权物流合作伙伴）领
导的财团建造，并获得 Concor、Aecom 和 Italferr 的支持。

摩洛哥计划在丹吉尔地中海新港（非洲最大的港口）开建新码头，此举旨在增
大该国的引资金额和制造业规模。在金额达到 15 亿美元的扩建工程完工后，
丹吉尔地中海新港的集装箱容量将增加 600 万吨。该港口还有其他几个由 
APM Terminal 运营的码头，这些码头由丹麦的马士基集团、德国的欧门集团
和一家当地公司拥有。

埃及政府通过其国家隧道管理局与一家财团签署了金额为 45 亿美元的协议，
该财团由埃及的欧瑞斯克姆建筑工业集团和阿拉伯建筑公司组成，并由庞巴迪
制造集团领导，负责为埃及设计、制造和建设两个自动化单轨系统。

• 城市化地区以外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 不同国家/地区目前存在技术性和政治
性贸易壁垒

• 调动财政资源来支付款项
• 贪污和贿赂成风
• 尽职调查机制薄弱，特别是在项目规
划和执行中

• 高风险导致金融投资不足
• 各国家/地区监管环境较恶劣
• 当地和国际合作关系较为复杂

• 投资开发跨越式挑战中的先进技术

• 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

• 倡导环保运输战略

• 投资和发展个人及共享型智能的移动
化

• 融资建设和发展公共交通基础设施

挑
战 机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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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对投资的需求正在大幅增加。非洲具有最快的人
口增长速度，但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因此，非洲对 

FDI 和战略合作的需求全球最大，并且覆盖其所有经
济行业。  在非洲的交通运输和医疗保健等行业中，
可以看到外国私人资本参与建设和维护适应性强、可
持续的基础设施，而且参与范围越来越大，尽管如
此，非洲各国正逐步利用数字技术和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要素来避开发展瓶颈。 

数字经济在某些非洲经济体的 GDP 中已占据了超过 

5% 的份额，展望未来几年，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紧密
的经济融合及降低经营成本，必将改变非洲的经济面
貌。要推进非洲发展议程、减少贫困、普及电力和医
疗保健服务，以及加强非洲内部贸易和经济融合，关
键在于接纳数字经济。就必需的技术基础设施和驾驭
技术创新力量所需的知识而言，数字经济将带来前所
未有的投资机遇。 

互联网接入和覆盖、可再生能源、数字医疗技术、先
进农业技术、教育系统、监管框架以及支付系统等
众多关键领域都迫切需要投资，以推动非洲向数字经
济转型。但是，发展重点因非洲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具
体规模及产业而有所不同。投资者需要做好针对性研
究、制定市场进入战略和开展可行性研究，以确定各
地区和国家的具体差距及机遇，从而更好地了解潜在
的投资成本和风险，之后方可进军非洲市场。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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