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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国际发展援助体系正经历着深刻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

国际发展合作新格局中的重要建设性力量，由它们主导的南南合作方式受

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新兴援助国群体中的海湾阿拉伯援助国作为国

际援助体系的新生力量，其表现尤为突出。 本文以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

基金会为例，探讨该基金会对外援助的动因，分析基金会对非洲国家援助

取得的成就和影响。 科威特等阿拉伯援助国均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开展对

外援助时更强调援助主体与援助客体之间的平等与合作关系。 这些国家

因提供的援助额度大，占据国民总收入比例高，涉及国家和地区广，不但成

为新兴援助体中的佼佼者，而且在国际政治和外交事务上获得更多的同情

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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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对非洲国家援助研究


　 　 对外援助是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对另外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提供的无偿或优

惠性的有偿货物或资金，用以解决受援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困难或问题，或是达到

援助国国家特定目标的一种手段。① 近年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援助格局正在

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发展援助委员会（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ＤＡＣ）以外

的新兴援助国逐步成为国际发展合作新格局中的重要建设力量。 在这些国家中，由
科威特、沙特、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构成的阿拉伯援助国（Ａｒａｂ Ｄｏｎｏｒｓ）以平等、
互利和共赢为特点的南南合作援助模式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②

阿拉伯国家的对外援助主要采取基金会管理模式。 为了资助其他需要帮助的

国家和人民，这些基金会对其自身资金、货物或服务进行国际性转移，成为国际关系

中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它们具有公益性、非营利性和基金信托性等基本特征，既
不同于政府和企业，也有别于一般的非营利组织。 从事对外援助的阿拉伯基金会主

要包括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Ｋｕｗａｉｔ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Ａｒａｂ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ＦＡＥＤ，下文简称科威特发展基金会）、沙特发展基金会、阿联酋阿布扎比发展基金

会（见表 １）。 在这些基金会中，成立于 １９６１ 年的科威特发展基金会是第一个由发展

中国家建立的援助机构，逐渐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援助机构效仿的对象。 该基金会

当前的资金规模约 １０３ 亿美元，代表科政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资助

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与建设。③ 从 １９７０ 年到 ２０１１ 年，科威特累计提供

了约 ２００ 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ＤＡ）。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前，科威特年度对外援助总额平均占其国民总收入的 ２％左右，之后逐步减

少，但远高于联合国在第 ２５ 届联大决议上规定的关于发达国家需达到 ０．７％的比

例。④ ５０ 多年来，科威特发展基金会一直将亚洲和非洲作为对外援助的重点区域。

表 １　 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主要对外援助基金会一览

中文全称 英文全称 成立时间

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
Ｋｕｗａｉｔ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Ａｒａｂ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９６１ 年

沙特发展基金会 Ｓａｕｄｉ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９７４ 年

阿布扎比发展基金会 Ａｂｕ Ｄｈａｂｉ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９７１ 年

作为非发展援助委员会援助国，科威特是海湾地区较早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

·７４·

①
②

③

④

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２１６ 页。
Ｆｅｌｉｘ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Ｎｅｗ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ＥＣ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ｓｓｕｅ １， ２０１０， ｐｐ． ３７－４５．
科威特货币为科威特第纳尔，１ 科威特第纳尔约合 ３．２９ 美元。 为便于查阅和比较，本文统一使用

美元。
Ｍｕｓｔａｐｈａ Ｒｏｕｉｓ， “Ａｒａｂ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ｏｕｒ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 ／ ／ ｓｉｔ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ＩＮＴＭＥＮＡ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ＡＤＡＰｕｂ８２４１０ｗｅｂ．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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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依靠实施工业化和金融化并重的经济双轨发展战略，其国民经济逐步走向多样

化的发展道路。 科威特利用得天独厚的石油资源优势和完善的现代化石油工业体

系，积累了大量石油美元，为其开展对外援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作为科威特

最主要的援助管理和执行机构，科威特发展基金会凭借成立时间早、援助项目多、贷
款力度大等优势，成为中东地区首屈一指的对外援助基金会。 本文通过分析该基金

会的援助动因和主要活动，探讨其对外援助取得的成效和影响，尤其是对非洲国家

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和承担的国际责任。

一、 科威特发展基金会对外援助的动因

关于对外援助的动因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来自现实主义的政治学家，他们把

对外援助视为国家的对外政策工具，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正如美国政治学

家摩根索指出的那样，“资金和服务从一个政府向另一个政府转移是为已经获得的

或即将获得的服务支付的代价”①。 在他们看来，对外援助就如买卖交易那样“现
实”，受援国向援助国提供所需的服务，援助国以援助的形式来支付这种服务。 另一

种观点来自发展经济学家，他们倾向于把对外援助视为经济问题，认为发展援助是

促进贫穷落后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 １９８０ 年国际发展事务独立委

员会发布的《北方—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又称《勃兰特报告》）提出，在一个互相

依赖的时代，帮助贫困国家就是帮助富国自己的新观念。② 这一理念从人道关怀出

发，希望福利国家的理想与实践能跨国界延伸，以落后国家的发展需要为目标，地缘

政治的色彩较少。 科威特发展基金会的对外援助正是两者的结合，其援助动机既有

政治经济因素，又包含宗教文化因素。
（一） 政治因素

对外援助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政策性工具，援助机构的成立与对外活动通常会

配合一个国家的政治需求。 自 １９４６ 年科威特发现大量石油以来，原油出口日益增

长，国民生产总值也随之快速增加。 长期以来，作为科威特最大的工业产业，石油业

占其 ＧＮＰ 的近 ９０％。③ 显然，石油产业不断增长的利润和积累的财富有利于科拓展

海外利益和与其他国家建立良好关系。 科威特通过对外经济援助的方式，不仅帮助

其他阿拉伯国家发展经济、维护伊斯兰文化与宗教遗产，而且阻止了非友好国家可

能采取的有损于科利益的行动。 １９６１ 年 ６ 月 １９ 日，科威特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并实

·８４·

①

②

③

Ｈａｎｓ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Ｎｏ． ５６，
１９６２， ｐ． ３０２．

Ｒｏｇｅｒｓ Ｃ． Ｒｉｄｄｅｌｌ， Ｄｏ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Ｒｅａｌｌｙ Ｗｏｒｋ ， Ｏｘ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ｐｐ． ３０－４２．

Ｂｅｎｙａｎ Ｔｕｒｋｉ， “Ｔｈｅ Ｋｕｗａｉｔ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Ａｒａｂ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６８， Ｎｏ． ３， ２０１４， ｐｐ． ４２１－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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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独立，但仅一周后，伊拉克就声称科威特是其主权的一部分，毫不掩饰吞并科的企

图。 伊拉克的这一声明在当时遭到了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而国家安

全特别是伊拉克入侵的威胁，也被列为科威特的头等大事。 因此，科威特国家领导

人尤其渴望通过石油收入来巩固政权、维护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确保获得来自阿

拉伯和非洲国家政府和民众对科政权的同情和支持。 客观地说，科威特对其他阿拉

伯与非洲国家的财政援助，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争取后者的政治支持。
１９６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正式成立，当时科威特实现

独立不到半年。 当时的科威特埃米尔（国王）亲自宣布设立这一基金会，旨在通过无

偿捐赠和对外援助等手段向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传递政治信号，即科威特将为那些支

持科国家安全、内部稳定和独立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 时任埃米尔阿卜杜拉三世·
赛利姆·萨巴赫 （Ａｂｄ Ａｌｌａｈ ＩＩＩ ａｌ⁃Ｓａｌｉｍ ａｌ⁃Ｓａｂａｈ）和基金会总经理均表示，“基金会

的主要目标是援助那些背负金融债务的阿拉伯国家，向它们提供贷款。 科威特的石

油收入会被充分用于援助那些有意向支持我们的国家”①。 科外交大臣也在多个场

合表示，“科威特的贷款政策更倾向于向那些支持科威特的兄弟国家提供帮助”②。
相关研究表明，与以色列保持外交关系的受援国，更容易被阿拉伯发展援助排

除在外。③ 在 １９７８ 年召开的巴格达阿拉伯峰会上，阿拉伯援助国决定将年度援助额

上升到 ３５０ 万美元，用于“支持与以色列对峙的国家，使其立场能够坚定不移”，这些

与以色列军事对抗的国家包括埃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 埃及作为主要的受援

国，在 １９７９ 年之前的四年间接受了相当于 ２０ 亿美元的阿拉伯援助。 然而，随着

１９７９ 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并达成和解后，所有对埃及的阿拉伯援助就

此暂停，甚至包括由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提供基金的海湾埃及开发组织（Ｇｕｌｆ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ｇｙｐｔ，ＧＯＤＥ）的专项援助也遭停止。 此后的十年

间，海湾埃及开发组织再没有向埃及提供任何援助。④ 两伊战争爆发后，科威特和沙

特成为伊拉克最大的外援国。 至 １９８１ 年底，科威特的援助高达 ５０ 亿美元，此外还有

数量惊人的无息贷款。 除援助外，沙特和科威特还在两伊“袭船战”期间向伊拉克提

供本国港口的使用权，允许伊拉克商船靠泊本国港口，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援助对伊

拉克成功顶住伊朗的进攻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作为科威特对外投资的重要渠道，基金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提供信用担保、赠

款和技术援助，来帮助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渡过财政难关，促进受援国的

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科威特与受援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与此同时，科政府将基金会

·９４·

①

②
③

④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ｃＫｉｎｎｏｎ，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ｉｎ Ｎｅｅｄ Ｔｈｅ Ｋｕｗａｉｔ Ｆ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Ｉ．Ｂ． Ｔａｕｒｉｓ，
１９９７， ｐ． ２５．

Ｉｂｉｄ．， ｐ． ２６．
Ｅｒｉｃ Ｎｅｕｍａｙｅｒ， “Ａｒａｂ⁃ｒｅｌａｔｅｄ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２， ２００４．
Ｐｉｅｒｒｅ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ｏｏｇａｅｒｄ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ｒａｂ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ａｂ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Ｍ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９０ ／ ６７，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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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重要的外交工具，通过运用“第纳尔外交”来争取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对科政府的

支持和拥护。 由于基金会参与多项对外援助和救济项目，促进了受援国经济与社会

的发展与进步，因此科威特政府在许多地区和国际事务上逐渐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

认可和支持。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联合国承认科威特为联合国会员国之一。 １９９０ 年

１１ 月海湾战争之前，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６７８ 号决议，“授权同科威特政府合作的会

员国，除非伊拉克在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或之前……完全执行上述各决议（指无条件撤

军），否则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①。 这是自

１９５０ 年朝鲜战争以来，联合国安理会授予最广泛的开战权力的决议，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联合国对科威特的支持。
（二） 经济因素

基金会往往与慈善活动联系在一起，通常具有非企业、非政府的特点，属于第三

部门的机构。 美国学者认为，基金会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由自己的受托人

或董事会管理，以维持或援助社会、教育、慈善、宗教或其他活动而服务的共同福利

组织”②。 科威特发展基金会在很多方面与美国的基金会存在相似之处，它凭借雄厚

的经济实力，以全方位和多元化的工作方式，在对外援助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并逐

渐发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行为实体，其中经济因素一直伴随着基金会的发展和壮大。
科威特独立后，科政府逐渐收回了石油开采权，随着石油美元的大量积累，科政

府积极扩大对外投资，在增加投资收入的同时，满足了兄弟国家的资金需求。 在机

构分工中，科威特投资总局专门负责对外投资和贷款，科威特发展基金会则专门负

责对阿拉伯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贷款和经济援助。 基金会的创立无疑展现

出科外交政策目标的深远策略。 创立之初，基金会主要以提供超低利率（１．５％ ～
２．０％）贷款的方式向阿拉伯国家提供建设项目的经济技术援助，如向伊拉克、约旦、
埃及和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提供经济援助。 自 １９７３ 年以来，基金会发放贷款和援助

的对象国扩大到非洲、拉美甚至欧洲国家（见表 ２）。

表 ２　 １９７３～ ２０１５ 年科威特发展基金会对外贷款及其比例

提供贷款地区 占总贷款比例

阿拉伯国家 ５４％

东南亚和太平洋国家 ２０％

西非国家 １０％

中非、南非和东非国家 ８％

·０５·

①

②

《联合国安理会第 ６７８（１９９０）号决议》，Ｓ ／ ＲＥＳ ／ ６７８，联合国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ｖｉｅｗ＿ｄｏｃ．ａｓｐ？ ｓｙｍｂｏｌ＝Ｓ ／ ＲＥＳ ／ ６７８（１９９０），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Ｗｅａｖｅｒ Ｗａｒｒｅ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ｒｇｅ Ｗ． Ｂｅａｄｌｅ， ｅｄｓ．， Ｕ． Ｓ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ｉ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ｒ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ｐｅｒ ＆ Ｒｏｗ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１９６７， ｐ．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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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提供贷款地区 占总贷款比例

中亚和欧洲国家 ６％

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 ２％

资料来源： 根据科威特发展基金会网站相关内容整理，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ｋｕｗａｉｔ⁃ｆｕｎｄ． ｏｒｇ，登录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在具体运作的过程中，科威特发展基金会提供的贷款项目主要集中在受援国的

经济部门，同时偏重于支持受援国的基础设施部门，用于机场建设、港口建设、公路

建设、桥梁建造、通讯设施、教育工程、农业工程、水利工程、运输和能源工业等。 该

基金会提供的援助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是财政和国际收支援助，基金会可直

接提供贷款和担保。 贷款严格按照选定、准备、审查、提款、监督的项目程序执行，贷
款利率较低（年利率在 ０．５％ ～５％之间），且偿还周期较长（一般为 １５～４０ 年，宽限期

为 １０～１５ 年）。 二是项目援助，这些援助往往用来为功能性研究提供资金，研究所选

项目是否有助于受援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如投资机会研究、项目投资可行性研究

以及项目执行部门研究等。 三是技术援助，如提供技术、金融、经济、法律和技术方

面的咨询，帮助受援国制定相关计划或政策，促进该国资本或投资机构的发展。 四

是人道主义援助，包括援助救济、紧急援助以及慈善用途，主要用于减轻受危机影响

的国家和地区的饥荒和其他人道主义灾难，有时也包括为文化或宗教目的的援助，
如修建清真寺或在伊斯兰教斋月提供食物等。①

（三） 宗教因素

阿拉伯国家的对外援助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在伊斯兰世界实现公正的愿望。 伊

斯兰教义倡导穆斯林怜悯和宽宏大量，其中一个重要的行为是施舍，包括金钱﹑衣

食﹑物质﹑时间﹑劳动﹑服务﹑知识和技术等。 伊斯兰教认为﹐敬畏真主最直接

的表现是把真主恩赐的各种形式的财富向急需者及时施舍，且施舍者也将获得补偿

和多种援助。 施舍者虽有所出，但他从无形中获得真主的回报。 《古兰经》指出：“为
主道而施舍财产的人﹐譬如（一个农夫播下）一粒谷种﹐每穗结一百颗谷粒。 真主

加倍地报酬他所意欲的人﹐真主是宽大的﹐是全知的。”（２：２６１）《布哈里圣训集》第
７０ 章中也探讨过这个问题。 先知穆圣说：“施舍吧！ 即使你给别人施舍一颗蜜枣﹐

也能帮助你避开火狱中的刑罚。” “每个穆斯林都应当施舍。 哪怕劝说他人行善，劝
戒别人不做坏事，也是施舍的行为。”②为此，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每年都要捐出一定

的财富作为“济贫税”（即天课），用于济贫扶困。 可以说，科威特对兄弟伊斯兰国家

的援助善举也契合并伊斯兰教的相关教义。

·１５·

①

②

Ｂｅｎｙａｎ Ｔｕｒｋｉ， “Ｔｈｅ Ｋｕｗａｉｔ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Ａｒａｂ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ｐ． ４２１．

《布哈里圣训实录》，祁学义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３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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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教义倡导的施舍和援助精神首先体现为阿拉伯团结。 科威特与其他海湾

援助国所在的阿拉伯半岛是伊斯兰信仰的中心，它们从宗教文化传统出发，强调其

阿拉伯属性和伊斯兰教认同。 因此，科威特发展援助的重点在阿拉伯国家，占其对

外援助总额的一半以上。 同时，人道主义行为和责任是所有穆斯林的宗教义务，《古
兰经》鼓励社会团结和赠与行为。 人道主义是穆斯林宗教实践的基本要素，非穆斯

林也可以是援助受益者。① 可以说，人道主义援助已成为科威特提升软实力的重要

路径，也是科威特对外援助和外交事务的重要内容。 如 ２０１０ 年科威特向巴基斯坦提

供 ５００ 万美元人道主义援助，２０１１ 年向索马里运送 ２０ 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等。 叙

利亚内战爆发以来，科威特政府在向叙利亚民众以及邻国提供援助方面在中东地区

发挥了引领作用。 由战争带来的水资源短缺严重影响着叙利亚人的生活，超过 ５０％
的人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和足够的卫生设施，导致了诸如甲型肝炎和伤寒等水传

播疾病的爆发，使数百万人患上危及生命的疾病。 为此，科威特为阿勒颇和大马士

革 ５２０ 万当地居民提供了干净的饮用水、药品和医疗用品。 科威特于 ２０１３ 和 ２０１４
年先后主办了两次联合国对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募捐大会，共募集到 ３４ 亿美元，其中

科威特捐赠 ８ 亿美元。 此外，科威特发展基金会也拨款 ５，０００ 万美元资助叙利亚周

边国家，特别是约旦和黎巴嫩，用于安置叙利亚难民的建设项目，其中拨款 ２，３００ 万

美元用于资助约旦政府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确定的紧急救助项目；捐赠 ２，６００ 万美

元用于建设涵盖黎巴嫩 ８ 个省的难民营建设项目等。②

总之，科威特发展基金会致力于深化科威特和阿拉伯、非洲等发展中国家间的

友谊，在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产业调整和提高就业水平方面卓有成效。 基金会

提供的优惠贷款等援助，快速且有效地帮助了发展中国家的项目融资和发展计划的

实施。 为使基金会的各项工作更规范、成效更显著，科威特外交部目前成立了专门

的委员会来管理该基金会。

二、 科威特发展基金会对外援助对象的拓展

科威特发展基金会由政府创建，拥有较为完备的规章制度和一系列工作流程，
其主要工作需在科威特首相的监管下运行，具体管理权交给外交大臣。 这种监管模

式使得基金会的工作能够做到快速应变，提高援助的有效性。 作为中东地区的主要

贸易中心之一，科威特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巴格达、阿勒颇和内志商队线路的主要枢

纽，也是沟通亚洲和非洲间航海贸易的重要港口。 由于非洲东海岸是阿拉伯移民迁

至非洲的主要通道，科威特借助地理位置之便，将海外贸易延伸到东非，加强了阿拉

伯半岛与非洲人民间的联系，特别是与东非国家之间的联系，其影响范围从非洲东

·２５·

①
②

张帆：《海湾君主国对中东国家对外援助动因的发展变化》，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１５３ 页。
张伟：《科威特愿帮助叙利亚人民》，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ｈｔｔｐ： ／ ／ ｋ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ｄｙ ／ ２０１４０９ ／ ２０１４０９００７４２１１５．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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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索马里一直延伸到南部的莫桑比克。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刚独立不久的非洲国家

十分需要外部援助来推动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维护政治稳定。 鉴于此，科威特

在非洲统一组织（ＯＡＵ）的框架下，制定了平等对待所有非洲国家的对非政策原则，
强调尊重非洲国家主权，不介入各国内政，力求通过协商、调和、双向协议和国际仲

裁方式来解决相互间的争端。 同时，科还支持不结盟国家、国际组织和非洲的独立

运动。 这些原则促进了科威特和非洲国家的深入交往与合作，并使科威特发展基金

会的援助活动得以顺利开展和推进。 世界银行行长阿尔登·克劳森 （Ａｌｄｅｎ
Ｃｌａｕｓｅｎ）曾这样赞扬基金会的工作：“该基金会的重要性不亚于世界银行，它充分尊

重受援国的意愿，以增强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为目标，其相关政策已经得到受援国

的欢迎与肯定。”①

起初，科威特发展援助一直维持着较大的资金规模，但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期以

来，对外援助额度开始呈下降趋势，９０ 年代以来援助额度下降了一半，２１ 世纪以来更

是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见表 ３）。 这一变化趋势主要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海湾援助国发展援助额度极高主要是因为当时石油价格飙升带

来的国家财政收入剧增，以及一系列大型援助项目和建立援助机构与体系的启动初

始费用较大，因此具有阶段性特点。 第二，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石油价格下降导致

国家财政收入减少，海湾阿拉伯国家面临国内开支剧增的现实，因此留给援助的财

政空间变小。② 第三，包括地区安全问题在内的外部因素也制约了援助的财政空间。
海湾战争及其战后重建严重削弱了阿拉伯国家开展对外援助的意愿和能力。 特别

是对于科威特而言，自 １９９０ 年被伊拉克入侵之后，其援助金额至今也没有恢复到之

前的水平。

表 ３　 １９７０～ ２０１５ 年科威特发展援助的资金规模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金额 １７９．９９ １６８．７４ ８４．９１ ５５．９０ １７．７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ＡｉｄＦｌｏｗｓ 网站资料整理而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ｉｄｆｌｏｗｓ．ｏｒｇ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在援助政策上，科威特将自己定位于南南合作的提供者，与受援国是伙伴关系，
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援助国与受援国的关系。 科威特没有专门的国别战略，而是以受

援国需求为基础，在项目过程中秉承参与式和咨询式的方法，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

和经济改革条件。 例如，科威特发展基金会主要负责管理双边发展援助贷款和技术

援助，代表科威特政府对发展中国家和机构赠款，以及对多边发展机构的股本认购

·３５·

①
②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ｃＫｉｎｎｏｎ，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ｉｎ Ｎｅｅｄ Ｔｈｅ Ｋｕｗａｉｔ Ｆ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ｐｐ． ７－９．
Ｅｒｉｃ Ｎｅｕｍａｙｅｒ， “Ａｒａｂ⁃ｒｅｌａｔｅｄ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ｐｐ． ２８１－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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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捐赠。① 基金会下设决策机构，即科威特政府对外援助常设委员会 （Ｋｕｗａｉｔｉ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该委员会由 ７ 名政府官员

组成。 科威特法律规定，科威特发展基金会不能直接对受援国减免债务，但它积极

参与了重债穷国动议（ＨＩＰ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的债务重组计划。 此外，科威特发展基金会还

参与多边减债动议（ＭＤＲＩ）等多边会谈和全球计划，代表科威特政府签署了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ＭＤＧｓ）和关于援助有效性的巴黎宣言。②

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威特政府认识到本国基金会在扩大国际影响力方面的重要

性，它一改以往援助对象仅限于阿拉伯国家的做法，逐步将其援助范围拓展至非洲

国家。 随着援助对象和额度的不断扩大，基金会在非洲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甚至

一度与以色列在非洲的影响力相匹敌。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至 ７０ 年代，尽管科政府在非洲

的政治影响有限，但已开始支持非洲国家的反殖独立运动，声讨南非的种族隔离政

策。 这有利于当时阿拉伯国家共同反对以色列入侵的斗争，特别是巴勒斯坦争取民

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事业，共同的命运使科政府在一些重大地区问题上表现出对非

洲国家的同情。③

１９７３ 年阿以战争爆发后，阿拉伯国家在阿尔及尔举行了第六届阿盟首脑会议。
会上许多非洲国家要求获得更多的财政支持，禁止以任何形式向南非和罗得西亚

（今津巴布韦）的种族主义政府提供援助。 科威特在此次会议上担任了巩固阿拉伯

国家与非洲国家关系的重要角色，它强调与非洲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必要性，敦促

阿拉伯国家石油部长建立一个泛阿拉伯基金，帮助 １９７３ 年阿以战争后因油价飙升而

经济急剧下滑的非洲国家，促使阿拉伯产油国在对非贷款问题上达成一致。 次年，
科威特发展基金会的管理层决定修改管理原则，将建立和发展与受援国的外交关系

作为主要目标，把援助范围拓展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等非阿拉伯发

展中国家。
科威特发展基金会援助对象的拓展也使其在国际社会争取到了更多的政治声

援与支持，有力地推动了阿拉伯国家争取自身权益的正义事业。 １９７３ 年以后，基金

会的援助资金从 ３３ 亿美元增加到 １９８１ ／ １９８２ 年的 ６６ 亿美元。 此后，基金会不断发

表声明称，资助和贷款项目要超越阿拉伯世界，走向全球。④ 科威特发展基金会在非

洲国家最早的援助项目位于马里和上沃尔特（今布基纳法索）。 自 １９６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底，科威特发展基金会已向西非国家提供了 １７２ 笔贷款，累积金额达 ６．１ 亿科第

（约合 ２０ 亿美元）。⑤ 这些援助项目旨在促进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如促进受援国

·４５·

①
②
③
④
⑤

李小云等：《国际发展援助：非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９５ 页。
Ｍｕｓｔａｐｈａ Ｒｏｕｉｓ， “Ａｒａｂ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ｏｕｒ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 ２６．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ｃＫｉｎｎｏｎ，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ｉｎ Ｎｅｅｄ Ｔｈｅ Ｋｕｗａｉｔ Ｆ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ｐ． ５７．
Ｉｂｉｄ， ｐ． ６０．
《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 １９６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共向西非国家提供贷款 ２０ 亿美元》，中国驻科威特

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ｈｔｔｐ： ／ ／ ｋ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７０２ ／ ２０１７０２０２５２０９４７．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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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和刺激其国内和国际消费等，以及发展人力资源，包括培训妇女劳动力等。
基金会的援助范围覆盖了交通、通信、农业、能源、供水和卫生等多个领域（见表 ４）。

表 ４　 科威特发展基金会贷款指向板块及其比例

贷款分布 交通 能源 农业 水和污水 工业 通信 发展银行 社会

占总贷款比例 ３４％ ２４％ １４％ １０％ ９％ ３％ ３％ ３％

资料来源： 根据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网站资料整理，Ｋｕｗａｉｔ Ｆｕｎ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ｋｕｗａｉｔ⁃
ｆｕｎｄ．ｏｒｇ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

即使在 １９９０ 年海湾战争期间，科威特发展基金会也未因战局混乱而停止发放贷

款。 在科威特被占领期间，基金会签署了 １１ 项新协议以资助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国家

的发展项目，总价值超过 ３．３ 亿美元。① 此外，基金会还为其他阿拉伯国家公民提供

援助，对那些在战乱期间被迫离开家园的阿拉伯民众施以援助。 这项在国家沦亡的

危急时刻仍出手援助的义举，无疑加强了科威特与援助对象国的关系。 除贷款项目

外，基金会还向有需求的外国机构或其他国家拨款，这些拨款基本涵盖了受援国经

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援助对象可谓遍及全球。 有研究显示，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

亚洲人口众多的穷困国家，是科威特对外援助的重点区域。② 以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为例

（见表 ５），２０１３ 年科威特政府发展援助总额为 ２．３１ 亿美元，２０１４ 年达 ２．７６８ 亿美元，
大多分布在非洲和亚洲。 其中，西亚北非国家占其援助总额的 ６１．０３％，撒哈拉以南

非洲国家占 ２５．１５％，南亚和中亚国家占 ５．４１％。 从国别来看，摩洛哥接受的援助最

多，高达 ２１．８２％，其次是约旦和埃及。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也接受科威特的发展援

助，约占其官方援助总额的 ３．４７％。 实际上，科威特是最早向中国提供政府优惠贷款

的阿拉伯国家。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科威特发展基金会共向中国提供了 ９．５２ 亿美元优

惠贷款，用于基础设施、教育、卫生、农业和环保等领域的 ３７ 个大中型建设项目，有力

支持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表 ５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年科威特发展基金会主要受援国一览

（单位： 亿美元）

国家 摩洛哥 约旦 埃及 中国 苏丹 毛里塔尼亚 巴基斯坦 突尼斯 黎巴嫩

金额 １．１０８ ０．８５７ ０．５７１ ０．１７６ ０．１７１ ０．１３６ ０．１３２ ０．１２６ ０．２５

资料来源： 根据 ＯＥＣＤ 的相关数据整理，ＯＥＣ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ｋｕｗａｉｔ ／ ，登录时

间：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７ 日。

与此同时，科威特非常重视对外援助的国际合作，积极与发达国家、发展援助委

·５５·

①

②

Ｂｅｎｙａｎ Ｔｕｒｋｉ， “Ｔｈｅ Ｋｕｗａｉｔ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Ａｒａｂ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ｐ． ４２５．

Ｅｒｉｃ Ｎｅｕｍａｙｅｒ， “Ａｒａｂ⁃ｒｅｌａｔｅｄ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ｐ． 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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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ＤＡＣ）国家和国际机构携手开展工作，如非洲发展银行、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

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等。 这一方面能够弥补科威特在援助资金、
援助管理经验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依托合作国家和机构来提升科威特在国际发

展领域内的影响力。 如每年举行的“阿拉伯—发展援助委员会对话”（见表 ６），旨在通

过定期开会讨论发展问题，寻求更优化的协作方式，有效帮助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

展。 此外，科威特还是阿拉伯援助机构协调秘书处①的发起国和组织方，在协调阿拉

伯国家对外援助、优化现有资源和能力配置、协调资金政策与操作程序方面积极运

筹，既体现了阿拉伯对外援助工作的有效协调，又极大地拓展了援助对象和影响

范围。

表 ６　 近年来“阿拉伯—发展援助委员会对话”一览表

时间 地点 主办方 主要议题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７ 日

瑞士

伯尔尼

瑞士 发 展 与

合作署

调整经济发展合作的工具；分享成功分经验；推
动教育方面的联合行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８ 日

奥地利

维也纳

ＯＰＥＣ 国际发

展基金

发展金融和伙伴关系；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能

源准入；私营部门在脆弱和冲突影响国家中的

作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

法国巴黎 ＯＥＣＤ 巴 黎

总部

加 强 联 合 国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的 实 现 手 段

（ＳＤＧｓ）；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努力实现发展目标。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

科威特 阿拉 伯 经 济

发展基金会

加强协调、共同努力，为阿拉伯国家转型提供支

持；在也门、索马里等脆弱国家建设和平力量并

提供援助。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４ 日

英国伦敦 英国 国 际 发

展部

在中东地区政治变革的大环境下，进行经验分享

和战略规划，以协助该地区国家走出困境。

资料来源： “Ａｒａｂ⁃ＤＡＣ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ＥＣ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 ／ ｄａｃ ／ ｄａｃ⁃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ｒａｂ⁃ｄａｃ⁃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０ 日。

三、 科威特发展基金会对非洲国家援助的影响

自 １９６１ 年成立以来，科威特发展基金会不断援助发展中国家，为后者的经济发

展提供了大量物质支持。 科威特发展基金会的援助对象除了和科威特有着共同价

值观和类似政治制度的国家外，还有一些是在许多国际重大问题上支持和理解科政

·６５·

①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ＥＣ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ｒａｂ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ｒａｂｆｕｎｄ．ｏｒｇ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ｐａｇｅＩｄ＝ ４７２，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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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兄弟国家。 这里笔者以非洲受援国为例，分析基金会的对外援助在推动科外交

战略、提高科国际声望与地位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其中，尤以摩洛哥、塞内加

尔、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等国家为代表，体现了科威特对非洲国家的全方位援助。
（一） 北非国家摩洛哥

历史上，海合会成员国与摩洛哥共命运、重团结，有着基于“特殊历史关系”的兄

弟情谊。 摩洛哥与科威特虽然相距较远，但双边关系堪称典范。 两国有着共同的宗

教和语言，同为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 摩洛哥在关键历史时刻支持科威特方面的

立场使双方的关系更加紧密。 随着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摩洛哥苏丹（国王）穆罕默德五世的

顺利访科，两国的友好关系拉开了序幕。① 此后，科威特一直致力于支持摩洛哥的发

展，基金会早期的援助项目很多是投向摩洛哥的。 自 １９６６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基金会向摩

洛哥的 ３９ 个项目提供了融资支持，援助资金高达 ９．４ 亿美元。② 如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基
金会提供的两笔贷款项目均与摩洛哥农业改革有关：一笔用于财政支援摩洛哥的农

业项目，另一笔捐赠用于加强摩洛哥西部周边建设。 １９９０ 年 １１ 月，科威特向摩洛哥

贷款数亿美元，用于援建华达大坝（Ｗａｈｄａ Ｄａｍ）项目。 同时，基金会还鼓励科威特

公司在摩洛哥投资设厂，开拓市场，帮助后者发展经济、满足当地就业需求。 如今，
科威特的私人企业在摩外国投资中占有较大份额，并获得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其
投资领域涵盖农业、商业、海上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供水和电力传输等多个领域。

科威特发展基金会对摩洛哥王国的援助无疑进一步加强了双边关系，直接促成

２００１ 年在两国外长主导下的科威特—摩洛哥高级联合委员会的建立，有利于科威特

政府推行国家外交战略，提高国际地位。 可见，通过对非洲等国家进行慈善援助和

投资，科威特国家的软权力不断增强。 正是基金会对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不懈地提

供援助，使科威特获得了良好的国际声望与口碑，科威特的援助政策因此被国际社

会誉为“第纳尔外交”。
（二） 西非国家塞内加尔共和国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科威特就与西非国家塞内加尔建立了紧密联系。 根据

科威特对西非国家贷款、赠款及技术援助基金发表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西非国家中，
塞内加尔是科威特贷款、赠款及技术援助基金的最大受惠国，共获得 ３．１４ 亿美元（约
１，５６０ 亿西非法郎）贷款。

１９７２ 年，科威特和塞内加尔达成一项经济合作协议，开启了双方在文化、航空运

输和商业领域的合作。 １９７６ 年，塞内加尔与科威特贷款、赠款及技术援助基金签订

了第一份贷款协议，获 ４００ 万美元贷款，全部用于塞东部地区发展畜牧业计划。 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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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Ｋｕｗａｉｔｉ⁃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Ｔ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ｅｎａｆｎ． ｃｏｍ ／ １０９４２２２２５８ ／ ＫｕｗａｉｔｉＭｏｒｏｃｃａｎ⁃ｔｉ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ｈａｒ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ｆｉｃｉａ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３ 日。

《科威特希望扩大与摩洛哥的投资规模》，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ｈｔｔｐ： ／ ／ ｋｗ．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５０２ ／ 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８８８０５４．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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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基金会还援助了一项旨在减少干旱影响的塞内加尔河流域的建设工程。 随后，
双方先后签订了多项贷款协议，主要用于塞国内社会经济建设，其中包括塞内加尔

河开发、农田灌溉、公路建筑与维修等。 ２０１２ 年，科威特发展基金会向塞提供 ５，０００
万美元贷款，用于塞北部国道疏通项目第三施工段工程建设。 其他援助项目还包括

塞内加尔河流导航、建立水电站以及道路工程等。①

科威特对塞内加尔的援助项目有力地促进了双边政治关系的发展，正因如此，
塞在许多国际政治事务上给予了科政府大力支持。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 ２ 日，塞内加尔强烈

谴责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声援和支持科威特反侵略的正义斗争。 科威特的对外

援助在增强其与非洲国家兄弟情谊的同时，也使这些受援国逐步成为科在国际和地

区事务上的坚强后盾和支持者。
（三） 东非国家坦桑尼亚

坦桑尼亚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科威特与坦桑尼亚的关系最早源于科威

特商人的经商活动，他们的活动大多集中在坦桑尼亚的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区域。
１９３８ 年科威特发现石油以前，其贸易帆船经常抵达东非港口。 后来随着石油的发现

和现代航海业的不断发展，科船只逐渐减少。 即便如此，科与东非国家的关系在科

威特发展基金会支持下仍然逐步增强。 １９７５ 年，基金会提供了 １．４２ 亿美元的贷款用

于坦桑尼亚蒙扎纺织厂的扩建。 为巩固双方的关系，基金会在 １９７５ ～ ２０００ 年间向坦

提供了总价值达 １６．７９ 亿美元的 １１ 项贷款，同时提供了社会发展方面的技术援助。
１９９７ 年，依靠基金会提供的技术援助和财政支持，坦桑尼亚顺利建起了桑给巴尔港

口。 ２００２ 年，在基金会援助下，坦桑尼亚还完成了一条高速公路的可行性研究

项目。②

科威特是坦桑尼亚的主要外资来源国，投资主要集中于矿业、制造业、批发零

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据中国驻桑给巴尔总领馆经济商务室的消息，由于桑给巴尔现有

医院大部分年久失修，有的都已成为危房、且空间狭小，难以满足就诊需要，科威特

政府拟提供资金用于这些医院的升级改造。 首家获得科援助资金改造的医院是桑

岛目前最大的纳兹莫加医院，援助金额为 ０．３７ 亿美元（８４０ 亿坦先令），其他几家桑

给巴尔现有医院的改造也在继续商谈中。③

（四） 南非国家莫桑比克

莫桑比克是联合国宣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和重债穷国。 独立后因受连年内

战、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经济长期困难。 近年来，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多次召开

援助莫桑比克捐赠国会议，国际社会通过无偿援助、信用贷款及减免债务等途径向

莫提供经济援助。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科威特发展基金会为莫提供了 １．４８ 亿美元的贷款，

·８５·

①
②
③

《塞内加尔获科威特贷款》，载《经济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第 ４ 版。
Ｂｅｎｙａｎ Ｓａｕｄ Ｔｕｒｋｉ， Ｚａｎｚｉｂａ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 Ｋｕｗａｉｔ Ｃｉｔｙ， ２０１０， ｐ． ８３．
《科威特政府将提供援助资金改造桑给巴尔最大的纳兹莫加医院》，中国商务部，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ｋ ／ ２０１６０５ ／ ２０１６０５０１３１６９５５．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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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资助道路建设。 此项自 １９８２ 年开始至 ２００６ 年结束，总价值超过 ７．９５ 亿美元。①

综上所述，科威特发展基金会作为一个促进非洲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在加强

科威特的对非关系方面也颇有建树。 非洲许多国家领导人都高度赞扬科威特发展

基金会在帮助和支持非洲国家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在科威

特海湾大学组织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来自塞内加尔、埃及、毛里塔尼亚、津巴布韦、
埃塞俄比亚、苏丹、贝宁以及尼日尔的外交官一致赞扬科威特政府对非洲国家的支

持以及基金会多年来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尤其在帮助非洲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不凡

成就。 目前来看，科威特发展基金会已成为科威特一项有效的外交工具，大大超出

了经济领域和范畴，增强了科威特在非洲大陆的存在和政治影响力。

四、 结语

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以沙特、科威特、阿联酋为首的阿拉伯国家已成为全球

最大的官方援助国，其对外援助额占国民总收入的平均值为 １．５％，高于联合国建议

比例的 ２ 倍，是经合组织国家的 ５ 倍。 与传统援助国相比，阿拉伯援助国更加关注受

援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把对非洲等欠发达国家的援助视为南南合作的重

要内容。 作为阿拉伯援助领域的开拓者和主力军，科威特发展基金会无疑在阿拉伯

国家对外援助方面发挥了良好的表率作用。 截至 ２０１６ 年，科威特发展基金会已向

４３ 个国家提供了 ７６ 笔总额达 ５４．６ 亿美元的赠款；向 １０５ 个发展中国家的 ８９６ 个项

目提供了 １８６．６ 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向地区和国际性研究和发展组织捐款 １１．６ 亿美

元；向有关国家提供了 ３２６ 笔总额达 ７．８ 亿美元的技术援助。②

从援助形式和渠道上来看，科威特发展基金会以双边援助为主，较少参与多边

援助。 援助以贷款为主，还有少量的技术援助和赠款。 从援助的地区分布来看，自
１９７３ 年以来，由原先以阿拉伯国家为主要对象扩大到亚洲和非洲贫穷的非阿拉伯国

家。 援助领域以基础设施为主，但近年来已逐渐向农业和社会领域倾斜。 此外，科
威特对外援助的透明度高，援助条款优惠性大，赠款比例很高。 援助也不以促进本

国出口为目的，援助所涉及的商品和服务可以全球招标，具有很高的非捆绑性特点，
加之援助贷款支付程序迅速高效，获得受援国的普遍欢迎。 在 ５０ 多年的对外援助工

作中，科威特对兄弟国家的巨额援助不但增强了彼此的感情，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而
且显著提升了其国际影响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责任编辑： 邹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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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科威特通讯社、科威特外交部的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