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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非洲大陆的新兴大国———南非，它具有世界其他地区新兴大国的共性，如
大国的各项要素、新兴的发展态势以及在国际社会日益重要的地位，又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第一，相比之下，实力比较弱小;第二，它代表了整个非洲大陆;第三，经过积极努力，成为金砖
四国集团的成员。南非作为新兴大国，维护非洲大陆的安全与稳定，积极推进非洲一体化进
程，努力缔造一个统一、强大的非洲; 在国际社会，为非洲大陆的利益积极活动;重视南南合作，
积极发展与金砖四国的关系;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各项活动，提升南非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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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一个令人注目
的变化是，出现了一批力量不断壮大的新兴大国，
它们在国际多边机制中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正
在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从某种角度讲，新兴大
国日益成为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

什么是新兴大国? 笔者认为，新兴大国必须
具备两大要素: 其一，具备世界大国的各项要素，
如辽阔的国土面积、丰富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广阔
的国内市场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等;其二，充分呈现
新兴的发展态势，表现为近年来跨越式的迅猛发
展，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上述两大要素的有机结
合，使新兴大国实力快速增长，从而在国际社会中
的地位和重要性迅速上升。必须指出，这些新兴
大国因为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各种原因，具有自己
特殊的利益和立场。随着新兴大国力量的强大，
它们必然会按照自己的利益改革或者改造原有的

国际体系。必须指出的是，新兴大国泛指一个国
家群体，因此其中必然存在差异性。研究它们的
差异性，犹如研究它们的共性，无疑是一个十分重
要的课题。

一

以新兴大国的标准衡量，在非洲国家中，南非
可以归入此类。

首先，南非具有大国的各项要素:
第一，国土比较辽阔，面积为 122 万 km2，相

当于荷兰、比利时、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五国面积
之和。南非人口达到一定的规模，据南方人口统
计局 2010 年 7 月公布的数字为 4999 万。①这些先
天条件决定了南非具备了广阔的国内市场的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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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南非自然资源丰富，是世界五大矿产国
之一。黄金、铂族金属、锰、钒、铬、钛和铝硅酸盐
的储量均居世界第一位，蛭石、锆、钛、氟石居第二
位，磷酸盐居世界第三位，锑、铀居世界第四位，
煤、钻石、铅居世界第五位。南非是世界上最大的
黄金生产国和出口国，黄金出口额占全部对外出
口额的 1 /3，因此又被誉为“黄金之国”。丰富的
自然资源为南非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
基础。

第三，南非的经济经过多年发展，已经达到了
一定的水平。南非 2009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6532 美元，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南非的经
济总量也在全球前 20 名左右。南非人口占非洲
的 6%，但社会购买力却占整个非洲的一半。②南
非也是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
占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的 20% 左右。矿业、制造
业、农业和服务业是南非经济四大支柱。南非的
制造业门类齐全，技术先进，主要包括钢铁、金属
制品、化工、运输设备、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等。
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 1 /5。南非的电
力工业较发达，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干冷发电站，发
电量占全非洲的 2 /3。深井采矿等技术居于世界
领先地位。③

第四，南非是非洲最强大的经济体，在非洲具
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在非洲地区，南非是当仁不
让的经济发展的“领头羊”。被称作“非洲经济发
动机”的南非，以 6%的人口创造着非洲 39%的经
济产值。南非相关企业在非洲金融、电力、电信、
交通等行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比如，约翰
内斯堡证券交易所是非洲最大的交易所，也是世
界排名第五的交易所; 南非电力公司提供了整个
南部非洲 50%的用电;南非的德班与理查湾是非
洲最大的集装箱港口和散货港口; 南非拥有非洲
最大的电信运营网络。④国际经济专家普遍认为，
不可小看南非的潜力。世界银行的新任行长沃尔
福维茨呼吁南非在非洲发挥“领头作用”，并表示
愿意与南非在非洲大陆合作。

其次，新南非成立后，呈现出新兴的发展
态势:

第一，经济发展逐步加快。
新南非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推动

经济发展。1996 年颁布“增长、就业和再分配计

划”，通过推进私有化、削减财政赤字、促进出口
和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等措施来增加就业，推动实
现经济增长。2006 年 2 月，公布实施“南非加速
和共享增长倡议”，加大政府干预经济力度，通过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强化人力资源培训等措施，
促进就业和减贫。据统计，1994 年后，南非经济
年均增长 3%。2005 年至 2007 年超过 5%，国内
生产总值达到 2764 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5724 美元。2007 年，全球国力排名为 22 位。⑤

第二，南非积极改善国内投资和建设环境，对
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2008 年，世行对妨碍南非商业运行的 17 个
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与 5 年前比较，其中
有 5 个未改善，其余的 12 个均有不同程度的改
善，改善比例高过 70%。在明显改善的 12 个问
题中:缺乏技术工人问题从 2003 年的 35． 5%下
降到 2008 年的 9% ;腐败问题从 2003 年的16． 2%
下降到 2008 年的 16% ;反竞争行为从 2003 年的
15． 5%下降到 2008 年的 12% ; 劳工法规问题从
2003 年的 33%下降到 2008 年的 6% ;宏观经济不
稳问题从 2003 年的 34%下降到 2008 年的 6% ;
税率问题从 2003 年的 18% 下降到 2008 年的
5% ;交通运输问题从 2003 年的 10%下降到 2008
年的 4% ;商业执照问题从 2003 年的 3%下降到
2008 年的 2． 5% ;社会稳定问题从 2003 年的 18%
下降到 2008 年的 2． 6% ;税务管理问题从 2003 年
的 11%下降到 2008 年的 2% ; 海关规章问题从
2003 年的 17%下降到 2008 年的 2% ;司法体系问
题从 2003 年的 9%下降到 2008 年的 1%。⑥上述
调查表明，南非的国内发展环境日益趋好，为经济
的进一步发展夯实了基础。

第三，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南非经济表现出较
强的修复能力。在这场危机中，南非经济虽然受
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较快从谷底回升。依据
南非政府发布的最新数据，2010 年第一、二、三季
度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4． 6%、2． 8%和 2． 6%。
相比其他行业，矿业和农业的复苏程度较为强劲，
矿业增长率由第二季度的 － 22． 2%升至 28． 1% ;
农业增长率由第二季度的 13． 6%上升至 16． 3%。
南非政府预测，2010 年南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预计将达到 3%。南非相关经济学家表示，2010
年上半年，南非经济复苏速度超出预料，同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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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半年相比增长幅度达到 3． 9%。展望未来，
南非政府对经济增长前景保持谨慎乐观态度。南
非财长普拉温·戈尔丹不久前预测，南非国内生
产总值 2011 年至 2013 年的增长率将分别为
3． 5%、4． 1%和 4． 4%。南非经济的稳健复苏，不
但对于南非本国，而且对于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
将发挥重要作用。⑦

第四，吸取中东、北非动荡的教训，及时修正
民生政策，确保国内良好的经济建设环境。中东、
北非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受到金融
危机冲击，经济发展受阻，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引
起社会矛盾激化。南非政府从 2010 年下半年就
开始讨论实施“新增长路线”，计划在未来 10 年
内创造 500 万个就业岗位，使失业率降至 15%。
因此，政府决定宣布 2011 年为“创造就业之年”，
将通过重要的经济转型和包容性增长战略实现就
业计划。祖马还宣布南非政府将设立就业基金，
在未来 3 年内投入 90 亿兰特支持新的增加就业
计划。南非政府通过研究认为，基础设施建设、农
业、矿业、制造业、绿色经济和旅游业等 6 个领域
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祖马表示，中小型企业是创
造就业的重要力量，政府将继续通过金融等手段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并考虑整合支持中小企业发
展的机构。⑧通过这些积极的措施，使南非社会保
持良好的秩序，从而推动南非经济稳定发展。

第五，南非的经济发展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
力。与新兴国家的代表“金砖四国”相比，南非经
济在某些方面也毫不逊色。在 2009 年《福布斯》
杂志评选的“全球最适宜经商国家”中，南非凭借
良好的基础设施、与全球先进水平基本同步的金
融设施、丰富的电力资源和发达的通讯网络等条
件，排名第 32 位，远远超过“金砖四国”( 中国排
第 63 位、巴西排第 65 位、印度排第 79 位、俄罗斯
排第 103 位) 。⑨根据对于南非经济发展潜力的综
合测定，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在近日发布报告
说，预计到 2050 年，按实际汇率计算，南非经济年
均增长率将达到 5%左右，增速排名全球第 7 位，
位居越南、印度等国之后，超过巴西和俄罗斯。⑩

二

作为新兴大国，南非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与金砖四国相比，南非尚不具备它们的
实力和地位。

当前世界上新兴大国的代表，当属金砖四国，
即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南非与它们相比，
国力相对弱小。
“金砖四国”的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总面积

的 26%，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42%，国内生产总
值占世界总量的 14． 6%。瑏瑡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统计，2006 至 2008 年，四国经济平均增幅高达
10． 7%。相比之下，南非无论在国土、人口或者经
济总量上，都与它们存在一定的差距。世界银行
2009 年的数据显示，南非的经济规模排在世界第
31 位，不到“金砖四国”中最小的经济体俄罗斯的
1 /4。瑏瑢被称为“金砖四国”之父的吉姆·奥尼尔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于南非加入“金砖四国”作了
如下表示: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南非
的 GDP仅为 3500 亿美元，远远低于其他金砖四
国国家。俄罗斯目前是四国中 GDP 总量最小的，
约 1． 6 万亿美元，这也比南非高出 5 倍，而且南非
人口也只有大约 4500 万 ～ 5000 万。”瑏瑣

第二，与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不同，南非
在更多的情况下并不是仅仅代表本国，而更多地
以非洲大陆代表的面貌出现。

在国际社会，南非作为一个非洲的新兴大国，
它代表了非洲利益，这是非洲大陆所具有的整体
性决定的。众所周知，非洲大陆进入近代以后，非
洲历史发展便具有了整体性或者共同性。究其原
因，这是由于西方殖民主义入侵非洲后，非洲各族
毫无例外地失去了独立自主探索本民族历史发展
的机遇，无论他们处在什么历史发展阶段，都被推
入了殖民地的历史时期。共同遭受西方殖民统治
的命运和渴望自由和独立的奋斗目标，使非洲各
族超越各自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形成了非洲各族
共同的民族主义———泛非主义。泛非主义的最终
目标是建立“非洲合众国”，这已经成为非洲各族
的理想和奋斗目标。非洲大陆独立后，非洲人民
追求非洲统一的行动始终没有停止。1963 年，独
立的非洲国家建立了非洲统一组织; 39 年后，非
洲联盟以更加强有力的姿态替代了非洲统一组
织，推动非洲大陆又一次加速了非洲合众国的进
程。非洲大陆的这一特点，决定了非洲各国的利
益紧密相联，决定了非洲各国内外政策的共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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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因此，非洲新兴大国必然成为非洲利益的代言
人。还值得指出的是，新南非的领导人都是泛非
主义者，其中姆贝基提出的“非洲复兴”思想更是
泛非主义的延伸和发展，因为这种思想特别强调
实现非洲的一体化，强调非洲在国际社会中用一
个声音讲话。

如果把南非作为非洲大陆的代表，那么，南非
就不仅仅是南非一个国家，因为它的背后受到 50
多个非洲国家的支撑。虽然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都
无法与“金砖四国”相提并论，但是如果将这 50
多个国家集合为一个整体，则非洲大陆经济规模
的增长潜力完全可以与“金砖四国”相媲美。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统计，撒哈拉以南非洲
的经济总规模已从 2000 年的 3220 亿美元增至
2008 年的 9310 亿美元。瑏瑤这就是南非作为非洲大
陆代表的实质和意义所在。正是出于这一考量，
“金砖四国”之父的吉姆·奥尼尔在评论南非成
为金砖四国的新成员时又表示: “如果仅考虑到
南非是代表整个非洲大陆，我也许能理解为什么
南非想要成为这个精英俱乐部中的一员。”瑏瑥南非
经济师艾尔娜·穆尔曼也表示: “考虑让南非加
入‘金砖四国’的主要原因是它在非洲大陆的意
义。鉴于南非的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以及相对
积极的政治作用，它在非洲大陆扮演着重要
角色。”瑏瑦

在重要国际活动中，南非代表非洲的特点表
现得十分明显。作为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南非常
常是国际组织中的非洲代表。比如，在当今最重
要的国际组织 G20 中，南非是唯一来自非洲的国
家。因此，在重要的国际事务和活动中，南非承担
着非洲大陆的发言人的角色。在 2009 年哥本哈
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南非总统祖马的发言
代表了非洲国家的立场: “国际社会应该采取紧
急行动以达成协议，这样可以避免潜在的全球性
灾难。对于非洲而言，这显得更加紧迫，因为非洲
大陆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伤害。”瑏瑧在 2010 年 6
月多伦多召开的 G20 峰会上，南非总统祖马成为
非洲发言人，他为非洲大陆大声疾呼:对于那些对
非洲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的人而言，最近非洲的
经济成就“证明他们是错的”。虽然非洲的经济
增速落后于中国和印度，但 2009 年 40 多个非洲
国家的 GDP增速超过了 4． 5%。今天的非洲不应

再被视为仅仅接受援助的一方。“我们不能给人
这样的印象:非洲只是来要好处的。”祖马代表非
洲国家表示将敦促进一步深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和世界银行的改革，给新兴经济体更大的
发言权。瑏瑨

2010 年 8 月，应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邀
请，南非共和国总统祖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访问期间，除讨论两国关系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
是中非关系。南非积极评价中非合作论坛为加强
中非平等互利合作和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作出
的重要贡献，愿为加强论坛建设、落实论坛各项举
措共同努力，以促进非洲的和平与发展。南非主
动提出承办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

第三，作为非洲的新兴大国，南非积极活动，
力争成为金砖第五国。

随着非洲大陆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
的提高，南非的国际地位也得到相应的提升。在
这种形势下，南非积极活动，希望早日成为金砖国
家。南非总统祖马在上任一年之内就完成了对
“金砖四国”四个成员国的访问，他 4 月访问巴
西，6 月访问印度，8 月上旬访问俄罗斯，下旬访问
中国。路透社对此评论说，作为非洲最大、发展速
度最快的经济体南非一直希望成为“金砖四国”
的一员———这不仅意味着经济成功而且也意味着
更多投资和更多机会。瑏瑩南非总统祖马在访问中
国时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确实想参与四个‘金
砖’国家的重要经济活动。加入‘金砖’国家，能
促进南非和非洲大陆经济的发展，帮助我们摆脱
贫困。”瑐瑠

南非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结果。2010 年 12
月 23 日下午，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与南非国际关
系合作部长马沙巴内通电话，邀请南非加入“金
砖国家”合作机制。杨洁篪表示，中国与俄罗斯、
印度、巴西一致商定，吸收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
该合作机制。杨洁篪称，胡锦涛主席就此致函南
非总统祖马，并邀请祖马总统出席 2011 年在中国
举办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正式会晤。

南非加入金砖国家，是南非成为世界上最重
要新兴大国之一的重要标志。

南非加入金砖国家，直接提升了南非的国际
地位。南非《比勒陀利亚新闻报》发表文章说，南
非正式成为“金砖国家”成员，表明南非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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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进一步提升，正式跨入全球地区性大国行列。
南非加入金砖国家，也是近年来非洲国际地

位提高、各方对非洲关注上升的反映。南非成为
金砖国家后，把非洲同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新兴
经济群体联系起来，为新兴大国加强对非合作架
起新桥梁。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马沙巴内明
确表示，加入这个合作机制，是“史上最好的圣诞
礼物”，“虽然我们人口不多，但是我们不仅代表
南非，我们是在为整个非洲说话”。瑐瑡南非《商业日
报》认为，南非作为全球影响力最大的非洲国家
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可以更好地代表非洲
国家利益，为非洲经济发展谋取更大的国际合作
空间。瑐瑢

三

作为非洲新兴大国，南非在非洲和国际社会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维护非洲大陆的安全与稳定，积极推进
非洲一体化进程，努力缔造一个统一、强大的
非洲。

南非是非洲的地区性强国，因此把本地区事
务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南非的外交战略以非洲
为基础;在次地区层面，则优先考虑南部非洲。从
曼德拉到姆贝基、祖马的历届领导人，都十分重视
非洲大陆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

其一，南非曾积极参与维持和平、调节冲突、
紧急救灾和发展援助，努力维护非洲大陆的安全
与稳定。自 1999 年以来，南非积极参与埃塞俄比
亚、厄立特里亚、刚果 ( 金) 和布隆迪等国的维和
行动，积极参与大湖地区和平进程以及津巴布韦、
苏丹达尔富尔等非洲热点问题的解决，尤其值得
一提的是，在这次利比亚动荡中，南非曾积极参与
调解，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南非总统祖马
亲自参加非洲联盟代表团，并且进入战火纷飞的
利比亚，与各方进行了大量沟通、协调工作。毫无
疑问，南非为调解非洲国家之间和非洲国家内部
的政治冲突，维护非洲大陆的政治稳定和团结，作
出了积极的努力。

其二，团结其他非洲大国。在大陆层面，南非
注意与非洲其他地区大国的磋商，共同对解决非
洲事务发挥作用，特别是密切与尼日利亚的关系，

加强双方在非洲事务中的合作。
其三，南非积极推进非洲一体化和非洲联盟

建设。南非前总统姆贝基是非洲复兴的倡导者，
他呼吁人们不仅为南非的富强、而且为非洲的复
兴作出贡献，以使 21 世纪成为“非洲的世纪”。
在南非的推动下，非洲国家制定了《非洲发展新
伙伴计划》，这是非洲自主制定的第一个全面规
划非洲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蓝图，其核心
内容是“21 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推动非洲
的一体化进程。此外，南非还积极推动非洲统一
组织向非洲联盟的转变，努力促成泛非议会、非盟
委员会等重要机构的成立。

第二，在国际社会中为非洲大陆的利益积极
活动。

非洲大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处于边缘地位。
南非总统祖马最近表示，非洲大陆无论在联合国
还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中，仍然
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为此非洲大陆各国和区域
集团一定要通过自身实力的综合发展，创建更加
强有力的制度机制，寻求对这些国际组织机构进
行改革，以增加非洲国家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
中的话语权。瑐瑣为此，非洲国家要求改变国际政
治、经济旧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新秩序。南非
作为非洲大陆的代表，更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
要作用。南非利用各种国际机构和论坛，为非洲
的利益积极呼吁，其中包括免除非洲的债务，取消
发达国家的农产品补贴，争取非洲国家在国际经
济中的合法权益。比如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南非
的活动令人瞩目。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后，非洲国
家积极行动，2008 年 11 月 12 日，非洲国家举行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间选在 G20 金融峰会前
3 天，旨在让峰会倾听非洲的声音，而南非作为
G20 的非洲的惟一代表，更是肩负着反映和捍卫
非洲利益的重大责任。南非在峰会上积极工作，
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南非的努力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为非洲国家争取了相应的利益。

第三，重视南南合作，积极发展与金砖四国的
关系。

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而南非又
是非洲的新兴大国，因此它十分注意南南合作。
在 77 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中，南非都是十分活跃
的成员。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非洲国家把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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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地转向发展中国家。以对亚洲的经济交往为
例，据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 估计，近年来撒
哈拉以南非洲各国与亚洲之间的贸易及投资大幅
度增加。今天，非洲 27% 的出口是到亚洲，而
2000 年这个比例仅有 14%左右。在非洲的出口
贸易中，对亚洲的贸易量目前与对传统贸易伙伴
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量已经几乎相等; 亚洲对非洲
的出口增长也非常迅速，年增长幅度大约 18%，
增长速度超过对其他地区的出口。与此同时，尽
管非洲与亚洲之间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 规模远
远小于贸易规模，但非洲与亚洲之间的外国直接
投资正在高速增长。亚洲对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
增长尤其迅速。瑐瑤

在发展南南关系中，南非尤其关注与金砖四
国发展关系。近两年来，非洲在与金砖四国的合
作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1997 年，南非与印度建
立战略伙伴关系; 2000 年，南非与中国建立伙伴
关系，4 年后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2003 年，南非
与印度、巴西建立了“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
坛”; 1999 年，曼德拉总统访问俄罗斯，双方签署
《南非、俄罗斯友好合作伙伴原则声明》，从双边、
地区和全球三方面规划两国未来关系发展方向，
双方还签有军事合作协议，建有双边经贸联委会。

南非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与金砖四国扩大
合作，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南南合作; 另一方面，
这些举措也提升了南非的国际地位，对非洲对外
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各项活动，提升南
非的国际地位。

近年来，南非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十分活跃。
南非对于全球治理十分关注，在建立国际政治、经
济新秩序、反对恐怖主义活动、难民问题、气候变
化和环境保护等领域都积极参与。最典型的例子
是，在 2009 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
南非的行动让人刮目相看。南非不但在会前成为
最新宣布碳排放目标的国家，表示将于未来 10 年
在正常水平的基础上削减 34%的排放量，而且到
2025 年这一数字将达到峰值———42%，随后在有
效趋于平稳后开始下降。瑐瑥值得指出的是，会议
前，南非与印度、巴西的代表聚会北京，共商这次
气候大会上的基本立场，人们称之为“基础四
国”。这四国已成为新兴经济体、甚至是所有发

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减排领域进行博弈的
“主心骨”。四国于内深入沟通协调，于外争取
“一个声音说话”，在联合国哥本哈根和坎昆会议
上积极发声，彰显出新兴国家群体在应对气候变
化上的重要分量与建设性作用。应该说，南非在
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
评价。

南非对于国际社会的各项活动也十分积极，
2010 年，第一次成功举办了在非洲大陆举行的世
界杯足球赛。这次世界杯成为一面窗口，是南非
人向全球展示顽强、自信、热情、友好的窗口; 同时
也是一座桥梁，是南非乃至整个非洲通往世界各
地的沟通桥梁;更是信号灯，标志着南非及非洲大
陆人民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这次世界杯不但向世
界展示了新南非生气勃勃的面貌，而且推动了南
非的经济发展。南非财政部长乔丹在发布会上公
布了这样一个数字: “世界杯为南非带来了约 13
万个工作机会，这些机会主要分布在建筑业、餐饮
业、旅游业等行业，为南非 GDP 带来了 0． 4 个增
长点。”对于民众关于工作机会在世界杯后将消
失的质疑，乔丹打了一个比方:“一条公路一旦建
成通车，行者就会长久受益。世界杯搭好了一个
框架，一方面吸引了短期游客，另一方面会吸引很
多长期投资者，那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
相信世界杯为南非带来的利益将是长远的，绝不
会在世界杯结束的同时瞬间消失。”瑐瑦

第 65 届联合国大会在 2010 年 10 月 12 日经
过 3 轮不记名投票，选举南非为新的安理会非常
任理事国，任期 2 年。这也是南非继 2007 年和
2008 年后第二次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
国。事实上，南非重新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
任理事国，标志着南非在国际外交中发挥的重要
作用得到了全球各国的认可。

综上所述，南非作为一个非洲的新兴大国，既
具有世界上其他新兴大国的特点，即大国的构成
要素和新兴的发展态势; 又具有自身的特点，即既
代表本国，又代表非洲大陆。个性和共性的结合，
使国家综合实力原本较小的南非，却能够加入新
兴国家的代表集团金砖四国，成为金砖第五国。
南非国际地位的提升，不但有利于本国的发展，而
且也带动了非洲大陆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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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Africa: A Large Emerging Country of Africa

SHU Yunguo
(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bstract: As a large emerging country of the African continent，South Africa possesses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emer-
ging nations in other regions of the world． For example，it has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a big emerging nation; it is developing in
the same pattern as a large emerging country; it is enjo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just
like other big developing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South Africa shows its own unique individual features． Firstly，it is weaker
than other BRIC nations． Secondly，it represents the entire African continent． Thirdly，it has become a member of the BRIC
Group． As a big emerging nation，South Africa has been playing a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African continent，in promoting the African integration process，and in creating a powerful United Africa．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outh Africa has been taking action actively for the benefit of African countries; it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and it has been actively developing good relations with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BRIC Group; it has
been taking an active part in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to enhance or raise its status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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