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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非洲大陆自贸区的正式启动为构建中国 - 非洲自由贸易区

带来了机遇。中非自贸区的构建适应国际经贸规则融合的趋势，有利于
进一步规范中非经贸合作，推动中非共同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变革。然
而，中非自贸区的构建必须直面相关法律障碍：非洲完备统一的经贸法
律体系尚未形成，中国与非洲国家已签署经贸协定的牵绊，第三方经济
体的法律干预等。构建中非自贸区，应从共商共建共享价值理念的法治
化、加强经贸法律合作、调和相关规则冲突、借鉴中国 - 东盟自贸区模
式以及吸收多边贸易体制法治建设成功经验等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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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8 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
中明确提出“支持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继续同非洲有意愿的国家和地
区开展自贸谈判”，以之作为今后一段时间中非“八大行动”重点实施的内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非洲国家和地区法律文本的翻译、研究与数据
库建设”（编号：20 ＆ ZD181）以及云南省千人计划和云南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一
带一路’与中非合作”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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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1]2021 年 1 月 1 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非洲国家将以统
一大市场的新面貌参与到全球经济活动中。该自贸区的正式启动为构建中
国 - 非洲自由贸易区带来了机遇。国内学界已从中非构建自贸区的战略意义、
面临的挑战以及路径等方面展开了广泛的讨论，[2] 对构建中非自贸区面临的
双方经济基础的结构性差距和经济发展政策目标的现实差异、应对欧美等国
阻扰等问题有较为普遍的共识，但对面临的法律问题却鲜有文章涉及。自贸
协定相关规则的谈判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法律工程，构建中非自贸区必须强
化法律保障。本文旨在探讨中非自贸区构建进程中面临的法律障碍，进而提
出应对思考。

一、强化中非经贸合作法律规则建设的现实重要性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际经济法律规则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3]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库显示，世界范围内共有 286 个双边和多边的
区域贸易安排，采用自由贸易协定形式的共有 239 个，占全部贸易安排的比
例高达 83.6%，[4] 这一比例今后仍会不断提升。法治化已成为新时代国际经
贸合作的重要发展方向。中非经贸合作也是一个由“政策性合作”向“规则

[1]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八大行动’内容解读”，商务部网站，2018 年 9 月 19 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809/20180902788421.shtml。（ 上 网 时 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2] 比如，朱华友、张帝、陈泽侠：“中非自贸区建设的机遇、挑战与路径”，《中国
社会科学报》2020 年 12 月 2 日，第 10 版；朱伟东：“《非洲大陆自贸区协定》的背景、挑
战及意义”，《河北法学》2020 年第 10 期，第 23-33 页；张泽忠：“非洲经济一体化发展战
略下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国际经济法学刊》2020 年第 1 期，第 45-56 页；朴英姬：“非
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 进展、效应与推进路径”，《西亚非洲》2020 年第 3 期，第 99-116 页；“非
洲大陆自贸区历史、现状和未来系列之十八——中非自贸区的可行性和路径选择”，商务部网
站，2020 年 10 月 19 日，http://africanunion.mofcom.gov.cn/article/jd/qt/202010/20201003009028.
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3] 张辉：“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四十年发展回顾与反思”，《武大国际法评论》2018 年
第 6 期，第 79 页。
[4] 计飞、陈继勇：“提升贸易水平的选择：双边贸易协定还是多边贸易协定——来自
中国的数据”，《国际贸易问题》2018 年第 7 期，第 41-53 页。

89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2 期
性合作”不断深化的过程，开始重视将已有的合作模式通过签订条约或协议
的形式予以确定和规范。在此背景下，完善中非经贸合作的法律规则建设具
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巩固完善中非经贸合作的必然选择
国际经贸问题治理的重要特点在于以规则和秩序为基础。伴随着中非双
方经贸合作的不断推进，客观上必须规范双方贸易投资活动，并通过制定相
关法律规则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合作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
中国对非洲的经济投入和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合作时常被西方抹黑歪曲，被认
为是输出本国过剩产能、利用政府投资实现攫取资源的目的、使非洲欠发达
国家陷入债务陷阱，等等。这些观点不符合中非经贸合作建设的客观实际，
很大程度上对中非经贸合作建设造成不利的国际舆论影响。消除相关负面影
响，特别需要展示中国在与非洲经贸合作建设中的规范性，即充分发挥国际
法的作用，以国际法作为中国与非洲自由贸易规则谈判的基本遵循。
自贸区的构建本质上是国际主体之间通过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的形式实
现经贸合作的法治化。法治化减少了不确定性，能推动各国的期望趋同。[1]
国际合作只有上升到国际法高度，通过法律机制约束各国政府及参与方行为，
才能更好地保障各方合法权益。中非经贸合作的实施离不开国际法，特别是
良好的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保障。中国通过与非洲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将中
非经贸合作原则和治理模式法治化。
（二）顺应国际经贸规则融合趋势
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下，国际贸易更多由国际投资推动，国际投资与贸易
越来越难以清晰界分，由此带来的国际投资规则和国际贸易规则更是相互交
织。在此背景下，全球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相互影响，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与
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和“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贸易、投资法律规则
开始走向融合。在国际法表现形式上，近年来世界各国或地区将贸易投资等
议题共同进行协调规范的自由贸易协定 / 协议正逐步取代内容相对单一的双
[1] Moonhawk Kim,“Costly Procedures: Divergent Effects of Legalization in the 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2, No.3, 2008, pp.657-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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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投资协定。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非洲大陆自贸协定的签
署等。这种在经贸合作中将贸易投资规则进行融合的趋势，对中非原有的经
贸合作规则体系构成挑战，要求中非经贸合作具有一体化、全面的格局以及
对经贸领域多重问题综合协调规范的能力。因此，为适应国际经贸规则融合
趋势，中非应超越传统思路，通过综合规范进行有效的法律保障，尽快进行
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与合作，避免规则间的相互冲突和潜在不兼容现象，形
成契合双方经贸合作实际的规则体系，确保中非经贸合作长久发展。
（三）助力双方共同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变革
从目前国际公共法治产品 [1] 的供给困境及应对角度看，中国与非盟共建
自贸区是推动双方有效参与改革和完善国际经贸治理规则的重要机遇。在妥
善利用现有国际法体制并适时创新的基础上，中国与非洲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所形成的经贸合作法律规则体系，可成为其他主体之间进行经贸合作的范本，
对解决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困境问题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中非自贸区的构建并非是对既有国际经贸治理规则的否定，而是在延续
和升级已有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和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
上寻求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与全球市场的一体化，是双方共同参与国际
经贸规则制定的重要路径。一方面，双方可充分利用中国与非洲国家已经签
署的双边及多边的协定、条约或已经形成的经贸合作机制，提升双方已有规
则体系的可适用性和先进性。同时以中非自贸区的构建为契机，补充和完善
现有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不足，理性设定中非双方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
话语权分配中的身份和地位，促进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贸规则。另一
方面，中非共建自贸区的过程中，所有参与国共同协商制定合作规则和措施，
会更平衡反映各个国家的意愿和利益，实现各方互利共赢、共同受益。在共

[1]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指出：“那些由政府为所有人提供的最基本和
初级的物品或服务，如国防、治安、法律体系、秩序等诸如此类的共同益处……就是经济学家
们所指的公共产品。”借此观点，本文中的“国际公共法治产品”是指由国际主体（包括主权
国家、国际组织等）为国际社会提供的法治理念、法律合作规则等物品或服务。参见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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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共建共享理念指引下形成的自由贸易规则和合作机制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
包容性，符合国际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点，为中国深入参与全
球治理提供具体范例，也有助于非洲国家拥有更多决策权和话语权，为传统
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变革注入新生力量。

二、中非自贸区构建的法律基础
随着中非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发展，双方在提升和完善经贸合作的法律
政策和实践经验方面进行着不懈努力，为中非合作构建自贸区奠定了一定的
法律基础。
（一）中国相关法律政策的支撑和实践经验
推动与其他经济体合作构建自由贸易区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发展的
重要内容，有着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构建中非自贸区能够极大地推动中国
和非洲国家之间在贸易、投资领域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推动中非双方经贸合
作向更高层次发展，对提高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
要意义。
一国政府对外签订国际条约需要有国内法的依据。中国对于国际条约的
签订，尤其对外经贸领域的国际条约签订，有着较为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
如《缔结条约程序法》对中国政府对外签订条约的责任主体、条约内容以及
条约审核等作了较为详细的程序性规定，确保政府对外签订国际条约的规范
性和有效性；再如《对外贸易法》明确了中国政府在推动贸易发展中可以同
域外经济主体缔结自由贸易区协定。同时，中国为推动中非贸易自由化、投
资便利化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这些文件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作用。如
2006 年《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等政策文
件就涵盖了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性质的内容。在《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中，中国明确承诺“采取积极措施为更多非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便利，
认真实施给予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对华出口商品免关税待遇，以扩大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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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双边贸易，优化贸易结构”。[1] 因此，中国与非盟合作构建自由贸易区有
着扎实的国内法律政策基础。
除此之外，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以来，中国
一直在努力对外合作构建自由贸易区。截至目前，中国已与 26 个国家和地区
签署 19 个自贸协定，自贸伙伴遍及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和非洲。[2]
长期的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为中国与非洲合作构建自由贸易区提供了法律
模式、协定范本等可借鉴的法律实践。这些法律实践，有与发达国家合作建
设自贸区的实践，如中国与澳大利亚自贸区、中国与新加坡自贸区；有与发
展中国家合作建设自贸区的实践，如中国与柬埔寨自贸区，更有与类似于非
盟等区域组织合作构建自贸区的实践，如中国 - 东盟自贸区。这些自贸区构
建中形成的法律实践经验，能够在中国与非洲合作构建自贸区中提供借鉴。
（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规则的初步形成
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实际是各国之间针对经贸利益展开博弈并将博弈的结
果予以法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谈判成本。中国与非洲国家
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也是相互博弈的过程。截至目前，中国与非洲国家已经
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仅有一个，即中国 - 毛里求斯自由贸易协定。[3] 不过，
非洲大陆自贸协定所构建的统一经贸法律体系，为中非合作构建自贸区奠定
了法律基础。
1991 年 6 月，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第 27 届首脑
会议上，与会的非洲国家领导人签署了《阿布贾条约》，提出建立非洲经济
共同体的目标是促进非洲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推动经济一体化。此次会
议开启了非洲统一的经贸法律规则体系的构建历程，直至《非洲大陆自贸区
协定》正式生效，标志着统一的非洲经贸法律规则体系的建成。非洲统一的

[1] “ 中 国 对 非 洲 政 策 文 件”， 中 国 政 府 网，2006 年 1 月 12 日，http://www.gov.cn/
zwjw/2006-01/12/content_156498.htm。（上网时间：2021 年 2 月 1 日）
[2] “我国已与 26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 19 个自贸协定”，商务部网站，2020 年 11 月 19 日，
http://fta.mofcom.gov.cn/index.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24 日）
[3] “中国和毛里求斯自贸协定今日生效”，商务部网站，2021 年 1 月 1 日，http://fta.
mofcom.gov.cn/article/zhengwugk/202101/44124_1.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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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法律规则体系的建成，除了能够有力推动非洲大陆经贸发展之外，更重
要的是开启了域外经济主体与其合作构建自由贸易区的大门。非洲统一的经
贸法律规则体系，可以打破区域内不同国家经贸法律规则的限制，使得非洲
大陆以其独自的国际法律身份与其他国际经济体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有助于降低其他国际经济体与非洲各国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成本，提高
谈判效率。
（三）中非既有的相关法律合作机制
2009 年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 - 沙姆
沙伊赫行动计划（2010 至 2012 年）》。为了落实文件精神，“中非合作论
坛 - 法律论坛”也在同年正式建立。“中非合作论坛 - 法律论坛”是中国与
非洲进行法律合作的重要机制成果，其成立的初衷是为中非解决双方经贸纠
纷提供一个新的路径，最大限度地解决经济纠纷和实现经济问题法律解决，
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对推动中非双方法律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着中
非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
“中非争端民商事纠纷居多，总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法律保障尤为迫切，需要中非双方共同应对，缔结更多的双边条约，建立更
全面的法律框架去解决中非合作中的法律争端”。[1]“中非合作论坛 - 法律
论坛”开始被寄予更多的期望和使命，很多有关中非法律的议题在论坛中讨论，
形成智力成果，推动了中非双方经贸法律合作的发展。因此，中国可利用“中
非合作论坛 - 法律论坛”对自贸规则进行的研究，从而为中非合作构建自由
贸易区提供优质法律研究服务。

三、中非自贸区构建中面临的法律障碍
从国际主体划分的视角来看，中国和非洲构建自由贸易区面临的法律障
碍主要来自非方、中方和第三方。

[1] 张小虎 ： “新时代中非法学教育与法律合作——‘第三届中非法学院院长论坛’综
述”，《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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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洲完备的统一经贸法律体系尚未形成
非洲大陆完备的统一经贸法律体系形成，可以有效降低中非双方自贸协
定谈判的成本，更加有利于实现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是中国与非盟构建自由
贸易区的前提。然而，非洲完备的统一经贸法律体系尚未形成，主要表现在
非洲大陆自贸协定相关法律配套机制建设进程缓慢、非洲区域性经济体法律
规则体系错综复杂等方面。
1. 非洲大陆自贸协定法律配套机制建设进程缓慢
区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往往需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由贸
易协定的规则创建阶段。通过成员国对自由贸易协定规则的谈判协商而形成
一个合适本区域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规则体系。第二个阶段是自由
贸易协定的规则细化阶段。第一阶段形成的自贸协定往往是框架性的，缺乏
可操作性和具体指导意义，因此需要成员国根据自贸协定框架要求细化相关
法律配套机制，如提交关税减让表等。第三阶段是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则落实
阶段。各成员国按照自贸协定规则开展贸易投资合作。
非洲大陆自贸区的构建也需要经历上述三个阶段。2019 年 5 月《非洲大
陆自贸区协定》正式生效，标志着非洲大陆自贸区的构建完成了第一阶段。
2019 年 7 月，非洲大陆自贸区的构建进入第二阶段，即细化相关法律配套机制，
但该过程受内外部因素影响并未如期完成。按照议程，非洲大陆自贸区各成
员国应向非盟贸易部长委员会提交相关法律配套机制落实的文件，如关税减
让表、服务贸易特别承诺表等，但在 2020 年 2 月第 33 届非盟大会首脑会议上，
相关承诺表等配套法律文件并没有如期完成。受疫情影响，原定于 2020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非洲大陆自贸协定推迟至 2021 年 1 月 1 日。[1] 非洲大陆自
贸协定法律配套机制建设进程缓慢，影响了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利于中
非自贸协定谈判的开展。
2. 非洲区域性经济体法律规则体系错综复杂
非洲区域性经济体是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推动着非

[1] “非经委称非洲大陆自贸协定可帮助非洲恢复经济”，商务部网站，2020 年 5 月 21 日，
http://xyf.mofcom.gov.cn/article/zb/202005/20200502967335.shtml。
（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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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发展，提升对外开放合作的水平。目前非洲大
陆有 200 多个地区组织，其中包括 14 个主要的区域性国际经济体，如阿拉伯
马格里布联盟、东非共同体、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东非政府间发展组
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等等。[1] 然而，非洲内部众多的区域性经济体的成立产生了大量双边或多边
的与经贸有关的条约、协定。这些条约、协定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与统筹，
导致非洲大陆区域经贸法律规则变得错综复杂并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方
面使得非洲国家承担众多的区域性经贸义务，如非洲各国的海关公务人员要
应对不同的贸易规则文件、原产地规则等规定的义务；另一方面带来了许多
区域经贸法律冲突，如经贸合作中规则选择与适用的冲突等。非洲区域性经
济体法律规则所形成的法律壁垒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资本、人员、服务、货
物等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增加了非盟对非洲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协调成本，
拖延了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发展进程，同时更加影响了非洲大陆与其他域外国
家和国际组织的经贸合作。比如，早在 2012 年中国就已经分别同西非经济共
同体、东非共同体签订了双方《经贸合作框架协定》。[2] 这些经贸合作协定
中所规定义务，如果未来不能够更好地予以调和，会成为中非自贸区构建的
法律障碍。
（二）中国与非洲国家国别间经贸协定的牵绊
中非进行自贸协定谈判的关键在于解决与非洲国家国别间经贸协定的矛
盾。非洲各个国家间的经济社会水平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谈判水平参差不
齐，导致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签订的多边、双边贸易协定体系性、统一性较
弱，贸易投资规则体系呈现碎片化。[3] 中非开展自贸协定谈判将面临“意大

[1] 朱伟东、王婷：“非洲区域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重叠现象与消解路径”，《西亚非洲》
2020 年第 1 期，第 96-117 页。
[2]

黄永富：“探索设立中非自贸区”，《中国发展观察》2018 年第 18 期，第 35-36 页。

[3] 贺鉴、杨常雨：“新时代中非海洋经贸合作及其法治保障”，《湘潭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4 期，第 43-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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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面条碗”效应 [1] 带来的法律问题。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与非洲
的经贸合作》白皮书指出，早在 2010 年时中国就已经同 45 个非洲国家签订
双边贸易协定。[2] 截至 2019 年 10 月，中国已经和 34 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双边
投资条约。[3] 中国与非洲各国原有的众多贸易投资规则相互交织，会造成信
息交换效率低下，增加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规则谈判的成本。同时，中
国与非洲国家签订的贸易、投资协定多存在操作性不强、约束力较弱的问题，
其相关条款多为倡议性、概括性内容，[4] 对贸易投资合作便利化、自由化程
度的标准较低。这些相对较低的规范标准会限制中国与非盟构建对便利化和
自由化要求较高的自由贸易规则。一些非洲国家会担心签订统一的贸易投资
协定将降低其原来与中国签订的双边协定中所享有的待遇或增加其所承担的
法律负担，可能会引起非洲国家的抵触，从而影响中非自贸区的构建。
（三）第三方经济体与非洲签订经贸规则带来的法律障碍
被列强瓜分的历史伤痛使非洲各国对进入非洲大陆的外来力量心存疑
虑，并为此采取谨慎的态度。独立后，非洲国家为维护自身的独立性，一直
秉持“大国平衡”战略，不断吸纳大国加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网络中，
更乐意看到非洲大陆上的外来力量此消彼长，[5] 以此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非洲的“大国平衡”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会吸引世界大国相互竞争与其开展合作。

[1] “意大利面条碗”效应意指某一地区存在数量众多的双边贸易协定，这些协定在
相关规则制定上存在许多不一致甚至冲突之处，而且本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又同时参与了多个
不同的协定，导致这些国家在对外贸易中不得不面临多种规则羁绊，大大削弱了贸易运行的
效率，提高了交易成本。参见 Jagdish Bhagwati, “U.S Trade Policy：The Infatuation with Free
Trade Areas,” in Jagdish Bhagwati and Anne O. Krueger, The Dangerous Drift to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Washington DC：The AEI Press, 1995, p.46。
[2] “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中国政府网，2010 年 12 月 23 日，http://www.gov.cn/
zhengce/2010-12/23/content_2615777.htm。（上网时间：2021 年 2 月 6 日）
[3]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非洲）”，商务部网站，2019 年 10 月 31 日，http://tfs.mofcom.
gov.cn/article/h/aw/。（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4 日）
[4] 如中国与安哥拉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
全文仅有 9 项条款、与吉布提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吉布提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
全文仅有 8 项条款等。
[5] 周婧怡：“中国、欧盟、非洲三方合作困境探究”，《区域与全球发展》2020 年第
2 期，第 58-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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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是很多非洲国家的前殖民宗主国，这
些国家十分重视自身在非洲的经贸利益。欧盟也积极与非洲国家和区域组织
构建稳固的经贸法律关系，不仅先后与喀麦隆、南非等国签订了自贸协定，
而且分别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签订了相关自贸协定。[1]
众多自贸协定使非洲国家身份重叠，对其带来多重义务，限制了对外自贸谈
判的法律空间，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对中非自贸协定的签订造成阻碍。同时，
又因意识形态缘故，欧盟及一些欧洲国家认为中国与其在非洲大陆形成竞争
性利益格局。在此背景下，它们通过渲染“中国威胁”与中国在非“新殖民
主义”，试图对非盟的外交政策施加压力，[2] 影响其与中国自贸协议的谈判。
此外，中非构建自贸区还面临美国方面的干预。美国对非政策的焦点是
打击中国在非洲持续扩展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影响力。[3] 早在 2017 年 12 月，
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将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上升视为对美国
的威胁。[4] 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开始由以往的“以确
立规则为主导的多边、开放贸易”政策转向“以维护实力为主导的单边、保
守贸易”政策。[5] 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建立已成为美国重点关注的对象。2019
年 8 月，美国贸易代表与非盟委员会签署了《美国与非盟贸易联合声明》。[6]
该联合声明提到“希望寻求更深层次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以促进美国和非洲
之间建立贸易伙伴关系”。虽然 2021 年新上台的拜登政府对非政策或在某些

[1] 计飞：“中非自由贸易区建设：机遇、挑战与路径分析”，《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4 期，第 44-55 页。
[2] 肖方昕、张晓通：“中国在非洲铁路建设的地缘政治风险及应对”，《国际关系研究》
2020 年第 3 期，第 39-67 页。
[3] Witney Schneidman and Landry Signé,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Africa Strategy Primacy or Partnership,” December 20, 2018, https://allafrica.com/stories/201812210570.html.（ 上
网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4]
p.52.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5] 丁丽柏、陈喆：“论 WTO 对安全例外条款扩张适用的规制”，《厦门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2 期，第 127-140 页。
[6] “美国与非盟签署加强贸易和投资联合声明”，商务部网站，2019 年 8 月 7 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1908/20190802888430.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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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有所区别，但美国对非政策在国内两党之间已形成
基本框架。因此，在中美战略竞争升级的背景下，拜登政府也不会放弃利用
非洲对抗中国的思路。[1] 美国极有可能会在与非洲建立更深层次贸易和投资
关系的过程中签订带有歧视性条款的美非自贸协定，对未来中非进行自贸区
合作设置法律障碍。

四、中非自贸区构建的法治路径
中非合作构建自贸区是双方经贸合作深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为解决阻碍
中非自贸区构建的法律问题，应多管齐下，相向而行。
（一）推动合作理念法治化
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 旨在通过
健全法律体系促进中国经贸活动的法治化。[2] 中国与非洲合作构建自贸区在
确立共商共建共享价值理念的同时，应该重视将合作理念法治化。纵观全球
已生效并执行的自由贸易协定文本，其序言均是各成员国构建自贸区所追求
相关价值理念的体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
在序言部分将“加强两国经济伙伴关系并推动双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内
容写入，[3] 实现双方合作理念的法治化。中非同样应当将双方确立维护全球
经贸利益的价值理念写入自贸协定序言部分，作为合作指导理念。
（二）调和相关规则的冲突
中国应积极加强对非自贸协定谈判的顶层法律建设，增强对非自贸协定
谈的国内法支持力，提升内外协调统筹的水平与能力。尽快修改完善《缔结
条约程序法》，为与非洲进行自贸协定谈判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针对现
行《缔结条约程序法》中对国际条约谈判签署、审批等程序的条文过于简洁
[1] 马汉智：“当拜登政府望向非洲大陆”，《环球》2021 年第 4 期，第 36-37 页。
[2] 杨常雨、江岚：“中国投资仲裁规则国际化创新的法律障碍”，《西南石油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第 92-101 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商务部网站，2003 年 10
月 24 日，http://fta.mofcom.gov.cn/Australia/australia_special.shtml。
（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6 日）

99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2 期
而导致谈判代表权力受限的问题，应当通过细化、扩充的方式予以完善，尤
其在参加谈判的部门职权、可决定事项的范围、参与谈判各相关部门的协调
等内容上增加相关条文，使中国谈判代表在自贸协定谈判时拥有强有力的法
律支持。
中国应依托“中非合作论坛 - 法律论坛”平台，强化与非盟及非洲国家
的法律合作。“中非合作论坛 - 法律论坛”对中非经贸合作的法律制度设计
提供过有力的智力支持。中国应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支持“中非合作
论坛 - 法律论坛”平台的建设，尤其应当在国家层面支持有关中非自贸区构
建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课题，强化对非在自贸区构建相关法律问题的交流。
另外，中国政府可通过民间学术交流的方式，向非盟提供解决非洲大陆自贸
协定法律配套机制建设进程缓慢、非洲区域性经济体法律规则体系错综复杂
等问题解决的科学建议，帮助非盟尽快调和区域内国家之间、经济体之间的
经贸规则冲突，实现区域经贸规则体系的统一化。
（三）借鉴中国 - 东盟自贸区法律模式
中国与非盟未来可以合作构建的自贸区与中国 - 东盟自贸区有极大相似
性。两者都是主权国家与区域一体化组织之间构建自贸区；自贸区成员国都
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自贸区合作构建的初衷都有着强烈的政治合作动因，追
求平等协商的合作；两者都是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参与共建的重要主体。[1]
因此，中非合作构建自贸区可参照中国 - 东盟自贸区的法律模式。后者强调
协商和对话的非正式合作方式。[2] 其构建进程的特点是“先构筑总体合作框架，
再进行各项具体谈判；谈判先易后难，逐步推进”。 这种方式充分保证了各
成员国的平等地位，使得中国与东盟在解决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发挥了重
大作用。
中非合作构建自贸区可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中国与非盟签订《全面

[1] 王勤、赵雪霏：“论中国 - 东盟自贸区与共建‘一带一路’”，《厦门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 期，第 99-106 页。
[2] 陈秀莲：“‘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模式新构的研究”，《国际贸易》
2019 年第 7 期，第 79-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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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以下简称《框架协议》），构建起自贸区合作的总体框架。
《框架协议》具有法律意义，既可以将双方合作的意向及未来合作的领域和
时间进程以法律文本的方式固定下来，又为未来双方在具体问题的谈判与合
作提供充足的时间和条件去准备。第二阶段，中国与非盟签订有关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双边投资、其他经济合作以及争端解决等方面的议定书，细化落
实双方合作的内容，如逐步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取消服务贸易相关歧视
性措施，建立自由、便利、透明的投资体制等。
（四）积极吸收多边贸易体制法治建设成功经验
中非构建自贸区表面上是中国和非盟之间的双边行为，但是由于非盟是
非洲国家联合形成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其本身代表了非洲国家的利益，因此，
中非进行自由贸易谈判本质上是寻找一个能够兼顾中国与非洲各国及非洲各
区域性组织等多边利益的平衡点，而这与作为多边贸易体制典范的 WTO 构建
路程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中非自贸区的构建可充分借鉴 WTO 法治建设的
成功经验。
多边贸易体制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非歧视、保护发展中国家发展利益以及
协商一致等三项法治经验对自贸规则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影响，可在中非构建
自贸区中予以贯彻落实。中非自贸区的构建一是要坚持非歧视原则。在贸易
关系中相互给予对方贸易上的优惠待遇，在市场准入方面提供互惠的方式来
维护贸易平衡，实现贸易自由化。二是要重视非洲各国的发展利益。非盟代
表的是非洲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与非盟构建自贸区应当重视非洲国
家自身的发展利益，在贸易投资规则制定上宜采用开放性、灵活性措施，避
免出现“结构性不公平”。三是贯彻协商一致原则。中非应当建立协商一致
的决策机制，在互相尊重、平等对话、共同协商的基础上进行自贸协定谈判。

【完稿日期：2021-3-5】
【责任编辑：肖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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