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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非洲区域经济组织作为实现非洲经济共同体的支柱ꎬ 在非洲

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ꎬ 但非洲许多区域经济组织间缺乏有效统筹和

整合ꎬ 成员国身份重叠现象导致制度的重合与冲突ꎮ 成员身份重叠现象对经

济一体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ꎬ 然而它的负面影响更应引起重视ꎮ 这

种负面影响在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上表现得尤为突出ꎬ 特别是带来多重义务

负担沉重、 区域司法机构间管辖权冲突、 区域经贸制度间法律适用冲突等问

题ꎮ 当下ꎬ 非洲国家迫切需要探寻消解非洲区域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重叠现象

之路径ꎮ 结合不同学者的主张以及其他地区一体化组织的成功经验ꎬ 非洲可

通过下列方式消解该现象: 严格根据地理位置划分作为加入区域经济组织的

标准ꎻ 加强区域经济组织司法机构的强制性和执行性规定ꎬ 确保共同体法得

到切实履行ꎻ 完善共同体创立条约以及各成员国国内宪法有关共同体法的优

先效力的规定ꎬ 减少法律适用上的冲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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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区域一体化起步较早ꎬ 可以追溯到 ２０ 世纪初叶ꎮ １９１０ 年成立的南

部非洲关税同盟 ( ＳＡＣＵ) 和 １９１９ 年成立的东非共同体 (ＥＡＣꎬ 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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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共体”) 是非洲大陆最早成立的两个区域经济组织ꎮ 区域经济组织一般指

同一区域的不同国家为实现本地区经济的一体化发展而成立的各类组织ꎬ 它

们通常通过实施共同的投资、 贸易政策、 采用共同关税或使用共同货币ꎬ 来

创建区域内部共同市场ꎬ 从而实现经济一体化这一目标ꎮ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到 ８０ 年代ꎬ 非洲的区域经济组织数量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增加ꎮ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 ３
日ꎬ 非洲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第

２７ 届会议上通过了 «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 (以下简称 «阿布贾条约»)ꎬ
宣布正式成立非洲经济共同体ꎮ 非统被非盟取代后ꎬ 非洲经济共同体继而成

为非盟的重要分支组织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１ 日ꎬ ４４ 个非洲国家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签署了非洲大陆自

贸区 (ＡｆＣＦＴＡ) 框架协议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非洲大陆自贸区协议» 生效ꎬ
非洲大陆自贸区于同年 ７ 月 ７ 日正式启动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 日ꎬ 非盟 ５５ 个

成员中除厄立特里亚外ꎬ 其余 ５４ 个成员均签署了 «非洲大陆自贸区协议»ꎬ
而且有 ２７ 个成员已经提交了批准书ꎮ 这是自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全球最大

的自由贸易区ꎬ 标志着非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取得了巨大进展ꎮ
尽管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已经获得了可观的成效ꎬ 但总体而言ꎬ 非洲区

域经济组织的发展往往不能如期实现预定的经济一体化目标ꎬ 各区域发展还

很不均衡ꎮ 根据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有关非洲 ８ 个区域经济组织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７ 年的平均进出口数据可以看出ꎬ 这 ８ 个非洲区域经济组织内部的平均进

出口额要远远低于它们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平均进出口额ꎮ 在这 ８ 个区域经

济组织中ꎬ 表现最好的是东共体ꎬ 但其内部的平均进、 出口额也仅占其全部

平均进、 出口额的 １７％和 ２０％ ꎮ① 有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虽然宣布建立关税

同盟ꎬ 但是与其现实状况尚存在一定差距ꎮ 从世界范围来看ꎬ 非洲经济一

体化的水平依然较低ꎮ 影响非洲经济一体化的因素很多ꎬ 如缺乏统一协调

的一体化政策ꎬ 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各异ꎬ 基础设施落后ꎬ 区域性经济组织

成员国身份重叠等ꎮ② 国内学者在探究非洲一体化迟滞不前的原因时ꎬ 多从

７９

①

②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ｅｘｔ Ｓｔｅｐｓ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ｒｅ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ｅｃａ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ａｆｒｉｃａ － ａｒｉａ －
ｉｘꎬ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２９

Ｍａｒｋ Ｃｈｉｎｇｏｎｏ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 Ｎａｋａｎａꎬ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 ３ꎬ Ｎｏ １０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３９６ － ４０８ꎬ 转引自朱伟

东: «非洲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法律一体化»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０２ 页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历史、 经济、 贸易、 金融、 投资等角度进行分析ꎬ 对于非洲区域经济组织成

员身份重叠现象给一体化造成的影响却鲜有关注ꎮ 本文就此问题进行分析ꎬ
希望抛砖引玉ꎬ 引起国内学者对非洲经济一体化中成员身份重叠现象的关注ꎮ

非洲区域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重叠现象

随着冷战结束和美苏两极格局的瓦解ꎬ 国际社会迎来区域化和全球化浪

潮ꎮ 国家间加深相互依存合作共识ꎬ 一大批国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ꎮ
根据国际协会联盟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年报的数据ꎬ 政府间国际组织数量由 １９０９ 年

的 ３７ 个增长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７ ６５８ 个ꎮ① 不同国际组织就不同问题领域形成了各

自的原则、 准则、 规则、 程序规范和执行机制ꎬ 它们形成了复杂的国际机制

网络ꎮ 奥兰扬 (Ｏｒａｎ Ｙａｎｇ) 曾指出ꎬ 我们生活在一个国际机制的世界里ꎮ②

但由于国际机制众多ꎬ 机制间互动关系复杂ꎬ 在相同问题领域的重复设置导

致了国际机制的重叠ꎮ③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ꎬ 国际机制的重叠并不局限于问题

领域的重叠ꎬ 还包括行为体重叠和功能重叠ꎮ 其中ꎬ 问题领域是国际机制的

客体ꎮ 问题领域重叠是国际机制重叠的前提条件ꎻ 行为体是国际机制的主体ꎬ
行为体重叠是指一个或多个成员加入多个调整相同领域问题的不同国际机制ꎬ
从而产生的成员身份重叠问题ꎻ 国际机制的功能即国际治理是国际机制的本

体ꎬ 多个国际机制在原则、 规范、 规则以及决策程序等方面出现重合ꎬ 其组

织程序、 行动方案、 资源等方面相互交织ꎬ 构成了机制治理的重叠ꎮ④ 从表现

形式看ꎬ 重叠机制是国际机制复杂性的一种表现ꎬ 是复合机制三种类型中的

一种ꎮ 复合机制另两种类型分别是平行机制和嵌套机制ꎮ⑤ 在复合机制类型

的划分中ꎬ 成员身份起着决定作用ꎮ 如果两个或多个机制的成员身份互不

重合ꎬ 则它们构成平行机制ꎻ 如果两个或多个机制的成员身份完全或部分

８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ｌａｓｓ ｕｎｉｐｉ ｇｒ / ｍｏｄｕ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ｆｉｌｅ ｐｈｐ / ＤＥＳ２３７ /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２０ｏｆ％２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９ － ０６ － １８

Ｏｒａｎ Ｒ Ｙｏｕｎｇ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３２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８０ꎬ ｐ ３３１

Ｉｂｉｄ ꎬ ｐｐ ３３１ － ３５６
刘美武: «重叠国际机制与非洲减贫»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２０１１ 年第４ 期ꎬ 第 ８０ ~８３ 页ꎮ
成志杰: «复合机制模式: 金砖机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方向»ꎬ 载 «国际关系研究» ２０１８ 年

第 １ 期ꎬ第 １１１ ~ １１２ 页ꎮ



非洲区域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重叠现象与消解路径　

重合ꎬ 则它们构成重叠机制ꎻ 如果其中一个机制的成员全部是另一个或多

个机制的成员ꎬ 则它们构成嵌套机制ꎮ 也可以说ꎬ 嵌套机制是重叠机制的

一种特殊表现形式ꎬ 是狭义的重叠机制ꎬ 只不过二者重叠的范围和程度不

同ꎮ 可见ꎬ 多重成员身份或成员身份重叠是造成重叠机制的重要原因ꎮ
虽然国际机制重叠现象并不是非洲所特有的现象ꎬ 但是这一现象在非洲

呈现出更为明显且复杂化的趋势ꎮ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ꎬ 为了促进贸易、
吸引投资ꎬ 非洲成立了众多区域性组织ꎬ 这些区域性组织处理的问题具有相

似性ꎬ 它们制定的各种有关贸易、 投资的规则以及争端解决程序具有一定的

重合性ꎬ 从而形成了国际机制中的问题领域重叠和功能重叠ꎮ 这种区域组织

成员身份重叠在非洲表现得更为突出ꎮ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区域贸易协定信息

统计ꎬ 目前全球范围内世界贸易组织的区域贸易协定已达 ２６２ 个ꎬ 其中至少

涉及非洲一个国家的有 ２１ 个ꎮ① 在非洲大陆内部ꎬ 现有 ２００ 多个地区合作组

织ꎬ 其中 ８ 个区域经济组织 (ＲＥＣｓ) 得到非盟的承认ꎬ 它们分别是东共体、
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 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 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以
下简称 “东南非共同市场”)、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 (以下简称 “中非国

家经济共同体”)、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以下简称 “西共体”)、 南部非洲发

展共同体 (以下简称 “南共体”)、 萨赫勒 － 撒哈拉国家共同体ꎮ 由于非洲存

在众多区域经济组织ꎬ 一些非洲国家就面临着多种选择ꎬ 有的国家根据本国

需要ꎬ 选择加入了多个区域性经济组织ꎬ 这样就产生了成员身份重叠现象ꎮ
据统计ꎬ 非洲 ５４ 个国家共具有 １３２ 个区域经济组织的成员身份ꎮ 平均

一个非洲国家至少是 ２ ５ 个区域组织的成员ꎮ 具体来说ꎬ 只有阿尔及利亚、
佛得角和莫桑比克 ３ 个国家具有一个区域性组织的成员身份ꎬ 其中阿尔及

利亚是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的成员ꎬ 佛得角是西共体的成员ꎬ 莫桑比克是

南共体的成员ꎮ ２２ 个非洲国家具有 ２ 个区域经济组织成员身份ꎬ 其中ꎬ 博

茨瓦纳、 莱索托、 纳米比亚、 南非是南共体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的成员ꎬ
中非共和国是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萨赫勒 － 撒哈拉国家共同体的成员ꎬ
埃及和厄立特里亚是萨赫勒 － 撒哈拉国家共同体和东南非共同市场的成员ꎬ
埃塞俄比亚是东南非共同市场和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的成员ꎬ 冈比亚和加

纳是萨赫勒 － 撒哈拉国家共同体和西共体的成员ꎬ 几内亚和利比里亚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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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体和马诺河联盟的成员ꎬ 马拉维、 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是南共体和东南非

共同市场的成员ꎬ 毛里塔尼亚、 摩洛哥和突尼斯是萨赫勒 － 撒哈拉国家共

同体和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的成员ꎬ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是中非国家经济共

同体和几内亚湾委员会的成员ꎬ 索马里是萨赫勒 － 撒哈拉国家共同体和东

非政府间发展组织的成员ꎬ 南苏丹是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和东共体的成员ꎬ
坦桑尼亚是东共体和南共体的成员ꎮ ２５ 个非洲国家具有 ３ 个区域经济组织

成员身份ꎬ 其中ꎬ 安哥拉是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南共体、 几内亚湾委员

会的成员ꎬ 贝宁、 马里、 布基纳法索、 几内亚比绍、 尼日尔、 塞内加尔和

多哥是萨赫勒 － 撒哈拉国家共同体、 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以及阿拉伯马格

里布联盟的成员ꎬ 喀麦隆、 刚果 (布)、 赤道几内亚、 加蓬是中非国家经济

共同体、 几内亚湾委员会和中部非洲经济和货币共同体的成员ꎬ 乍得是中

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萨赫勒 － 撒哈拉国家共同体和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

同体的成员ꎬ 吉布提和苏丹是萨赫勒 － 撒哈拉国家共同体、 东南非共同市

场和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的成员ꎬ 肯尼亚和乌干达是东南非共同市场、 东

共体和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的成员ꎬ 利比亚是东南非共同市场、 阿拉伯马

格里布联盟和萨赫勒 － 撒哈拉国家共同体的成员ꎬ 毛里求斯和马达加斯加

是东南非共同市场、 南共体和印度洋委员会的成员ꎬ 尼日利亚是萨赫勒 －
撒哈拉国家共同体、 西共体和几内亚湾委员会的成员ꎬ 卢旺达是中非国家

经济共同体、 东共体和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成员ꎬ 塞舌尔是南共体、 东

南非共同市场和印度洋委员会的成员ꎬ 斯威士兰是东南非共同市场、 南共

体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的成员ꎬ 塞拉利昂是西共体、 萨赫勒 － 撒哈拉国家

共同体和马诺河联盟的成员ꎮ ３ 个非洲国家具有 ４ 个区域经济组织成员身

份ꎬ 其中卢旺达、 布隆迪是东南非共同市场、 东共体、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

体和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成员ꎬ 科特迪瓦是西共体、 萨赫勒 － 撒哈拉国

家共同体、 马诺河联盟和西非经济货币联盟的成员ꎬ 科摩罗是东南非共同

市场、 南共体、 萨赫勒 － 撒哈拉国家共同体和几内亚湾委员会成员ꎮ
目前ꎬ 非洲拥有区域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最多的国家是刚果 (金)ꎬ 该国具

有 ５ 个区域经济组织成员身份ꎬ 分别是东南非共同市场、 南共体、 中非国家

经济共同体、 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几内亚湾委员会ꎮ 从表现形式看ꎬ 在非

洲区域经济组织形成的复杂国际机制中ꎬ 明显存在上述三类复合机制ꎬ 如西

共体和南共体显然是互不隶属的平行机制关系ꎬ 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和南共体

００１



非洲区域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重叠现象与消解路径　

则形成一种同心圆的、 内含型嵌套机制关系ꎬ 而东共体、 东南非共同市场和

政府间发展组织之间则形成互有部分重合的重叠机制关系ꎮ 本文所分析的非

洲区域性经济组织的重叠机制是一种广义的范围ꎬ 包括嵌套机制和重叠机制ꎮ
从更广义的范围来讲ꎬ 非盟所认可的 ８ 个区域经济组织和非洲大陆自贸区构

成一种嵌套机制ꎬ 东共体、 东南非共同市场和南共体与三方大陆自贸区也构

成嵌套机制ꎮ 广而言之ꎬ 非洲很多调整区域贸易关系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又和

世界贸易组织构成嵌套机制ꎮ 为便于分析ꎬ 本文的分析仅关注非洲区域性经

济组织之间的重叠机制所产生的问题和影响ꎮ

图 １　 非洲区域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重叠图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非盟官方网站的信息 (ｈｔｔｐｓ: / / ａｕ ｉｎｔ / ｅｎ / ｒｅｃｓ) 和非洲开发银行

«２０１９ 年非洲经济报告» 整理而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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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非洲区域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重叠现象已呈现常态化ꎬ 未来发展趋势

可能会更加复杂化ꎮ 常态化体现在交织错杂的机制重叠事实中ꎬ 复杂化体现

在未来仍有属于其他区域经济组织成员的国家继续积极申请成为多个区域经

济组织成员的趋势ꎮ 例如ꎬ 刚果 (金) 总统费利克斯齐赛克迪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８ 日致信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时ꎬ 强烈表达了刚果 (金) 申请加入东共体的

愿望ꎮ 齐赛克迪表示ꎬ 刚果 (金) 作为自然资源丰富的中部非洲大国正寻求

加入该地区集团ꎬ “以便我们能够共同为各自国家的发展而努力ꎬ 稳定非洲这

一地区发展”ꎮ① 摩洛哥近年来一直想申请加入西共体ꎮ 虽然诸多学者和非洲

国家对此持有反对声音ꎬ 但是西共体还是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４ 日正式接受摩洛哥

的申请ꎬ 摩洛哥成为该组织的成员之一ꎮ② 此外ꎬ 作为东南非共同市场的成

员ꎬ 埃及和利比亚也希望申请加入西共体ꎮ③

非洲区域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重叠的影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ꎬ 国际机制重叠现象在非洲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已是

常态ꎮ 这种常态化重叠现象对非洲经济一体化会产生哪些影响是一个不容回

避的问题ꎮ 只有正确认识国际机制重叠现象给非洲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积极和

消极影响ꎬ 才能在此基础上就如何进一步有效推动非洲经济一体化提出有针

对性的建议ꎮ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ꎬ 学界对非洲因成员身份重叠而造成的

国际机制重叠现象的影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成员身份重叠现

象对非洲国家的发展有利ꎬ 另一种观点则与此针锋相对ꎬ 认为成员身份重叠

现象不利于非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ꎮ
(一) 成员国身份重叠现象之正效应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认为两个及以上共同体的成员资格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最大限度地扩大一体化的利益ꎬ 并通过分散风险尽量减少经贸损失ꎮ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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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薄弱的国家来说ꎬ 多成员身份使它们能够从每个区域经济组织中获

益ꎮ① 布鲁斯 (Ｂｒｕｃｅ) 认为ꎬ 多成员身份可以增强投资者对该国家的投资信

心ꎬ 且为各国在围绕贸易、 水源和能源方面的讨论提供了多样化的平台机

制ꎮ② 多成员身份还给区域经济组织的外部融资带来了激励ꎮ 大多数非洲区域

经济组织对外部融资的依赖远远超过对成员国捐助的依赖ꎮ 因此ꎬ 多成员身

份对成员而言带来了吸引外来投资资金流的机会ꎮ③

１ 有利于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ꎮ
研究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学者强调权力、 国家利益和国家之间竞争在一

体化进程中的重要性ꎮ 他们认为ꎬ 区域一体化是各国出于政治和经济动机而

追逐的一种政治现象ꎻ 从广义上讲ꎬ 区域经济合作本身就是一种 “政治” 合

作ꎬ 它是由政府之间签署的、 反映政府政治意图的一种行为ꎬ 但其规范的领

域是经济的ꎮ 因此ꎬ 国家更为重视本国在各区域组织内可获得的经济方面最

大利益ꎮ 不同的区域经济组织代表着不同的区域贸易协定ꎮ 各成员国利用多

成员国身份可以从相互竞争的区域贸易协定中选择最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协定

并予以实行ꎮ 成员国身份的多样性可以尽可能多地获取各区域经济组织提供

的优惠贸易政策ꎬ 包括更合算的关税安排和原产地规则ꎮ 赫尔弗将成员国的

这种做法称为 “制度转移” (Ｒｅｇｉｍｅ －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ꎬ 即 “区域贸易协定多成员资

格是一种能力ꎬ 可以将造法机制从某一国际渠道转移到另一个国际渠道”ꎮ 换

句话说ꎬ 国家可以通过多成员国身份在各个区域经济组织中来回盘旋迂回ꎬ
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ꎮ 他认为 “非洲区域经济组织存在着多元化且分散的区

域贸易制度ꎬ 其中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可能成为某国未来政策发展的助推器ꎬ
因此多个区域经济组织 (或非政府组织) 为各成员国谋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留

下了相当大的灵活空间ꎮ”④

据此ꎬ 非洲国家加入多个区域经济组织是为了抵消其他区域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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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贸易交易成本以及克服信息交流沟通不畅等一系列阻碍ꎮ 以肯尼亚

为例: 肯尼亚既是东南非共同市场成员ꎬ 又是东共体的成员ꎮ 东南非共同

市场在保护肯尼亚避免反倾销方面能给予东共体不能给予的优势政策规定ꎮ
虽然东共体也有贸易补救机制ꎬ 但是却没有东南非共同市场的机制完善和

健全ꎮ 而且ꎬ 东南非共同市场的成员国比东共体成员国多ꎬ 贸易规定实施

的覆盖面积比东共体更广ꎬ 这就为肯尼亚提供了一个更大的适用空间ꎬ 能

够使其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面前最大化保护自己本国的贸易利益 ꎮ 同样ꎬ
当卢旺达在 ２００６ 年加入东共体后ꎬ 又于 ２０１３ 年重新加入中非国家经济共

同体ꎬ 其目的是既希望享受东共体给予的经济支持ꎬ 又能在政治、 和平与

安全等方面得到中非经济共同体的帮助ꎬ 寻求多成员身份带来的国家利益

最大化ꎮ
２ 有利于弱化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限制ꎮ
一些非洲内陆国家为利用沿海国家的便利地理位置提高贸易竞争力ꎬ 加

入了多个非洲沿海国所在的区域经济组织ꎬ 以便弱化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

限制ꎮ 非洲大陆拥有众多河流ꎬ 因此通过水路进行国际商品运输是发展贸易

的一个重要方面ꎮ 由于水道不会自动随着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而改变ꎬ 因此

需要各个区域经济组织协商有关跨越多个自由贸易区的水道使用权ꎮ① 从区域

贸易协定的设置来看ꎬ 如果非洲某一内陆国家和与之接壤的沿海非洲国家是

同一区域贸易协定的成员ꎬ 它们就可共用港口和贸易路线ꎮ 非洲内陆国家在

多个区域经济组织内具备多个成员国身份ꎬ 可以使其使用原本无法使用的水

道便利本国贸易运输ꎮ 这样ꎬ 非洲内陆国家可以利用在各区域经济组织内多

成员国身份降低运输成本ꎬ 促进贸易的发展ꎮ 因此ꎬ 多成员身份在促进贸易

便利性和促进区域贸易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ꎮ②

刚果 (金)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ꎮ 作为一个中部非洲国家ꎬ 刚果 (金)
并不完全属于地理意义上的纯内陆国ꎬ 但是它左侧的海岸线仅 ３７ 公里ꎬ 且该

海岸线上并没有出海口ꎬ 这对其贸易运输带来很大影响ꎮ 因此ꎬ 刚果 (金)
加入了许多区域经济组织ꎬ 如东南非共同市场、 南共体、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

体、 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几内亚湾委员会等ꎬ 以便利用这些区域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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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运输基础设施的便利ꎮ 目前ꎬ 刚果 (金) 还在考虑加入东共体ꎬ① 这

有助于它利用不同区域组织带来的好处ꎬ 突破地理限制ꎬ 加快经济贸易发展ꎮ
(二) 成员国身份重叠现象之负效应

持 “不利论” 的国内学者认为ꎬ 重叠机制设置削弱了非洲区域内部贸

易ꎮ② 姚桂梅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就提出ꎬ 阻碍非洲经济一体化的问题之一是

非洲众多经济组织的重叠机制设置ꎮ③ 孙志娜也指出ꎬ 重叠贸易机制给非洲国

家在多个区域经济组织中带来的贸易创造并不明显ꎬ 因此多成员身份并没有

给非洲国家带来实际的贸易增长ꎮ④ 国内学者多从国际关系、 经济等角度分析

国际机制重叠导致的诸多问题ꎬ 但尚未有学者从法律角度对该问题予以关注ꎮ⑤

国外一些学者就成员身份重叠现象产生的不利影响从法律角度进行了探

讨ꎮ 哈夫纳认为国际机制的重叠产生了 “反机制” (Ｃｏｕｎｔｅｒ － ｒｅｇｉｍｅ) 规范ꎬ
导致国家利用多机制重叠身份 “挑选法院” (Ｆｏｒｕｍ －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ꎮ “挑选法院”
的行为是权力大国的游戏ꎬ 是以牺牲小国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ꎮ⑥ 奥尔

特和默尼耶支持哈夫纳的观点ꎬ 他们援引国际机制就相同贸易问题领域的机

制重叠设置产生的 “意大利面碗” 效应⑦ꎬ 分析国际法律等级的缺失ꎮ⑧ 这种

５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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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申皓: «浅析非洲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ꎬ 载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０８ 年

第 ４ 期ꎬ 第 ４ ~ １１ 页ꎮ
参见姚桂梅: «非洲经济一体化进展缓慢原因分析»ꎬ 载 «西亚非洲» １９９６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２３ ~ ２５ 页ꎮ
参见孙志娜: «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效应—基于 ＳＡＤＣ 和 ＥＣＯＷＡＳ 的比较研究»ꎬ 载

«世界经济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４ ~ １１ 页ꎮ
参见王明国: «国际制度复杂性预东亚一体化进程»ꎬ 载 «当代亚太»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３９ ~４５

页ꎻ 沈铭辉ꎬ «应对 “意大利面碗” 效应—兼论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作用»ꎬ 载 «亚太经济» ２０１２ 年

第 ２ 期ꎬ 第 ２ ~ ９ 页ꎻ 罗圣荣、 杨飞: «国际机制的重叠现象及其影响与启示———以湄公河地区的国际

合作机制为例»ꎬ 载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ꎬ 第 １０ ~ １５ 页ꎻ 刘美武: «重叠国际机制与非洲减

贫»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２１ ~ ２８ 页ꎮ
Ｈａｆｎｅｒ －Ｂｕｔｔｏｎ ꎬ Ｅｍｉｌｉｅꎬ “Ｃｏｅｒｃ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１４５
“意大利面碗” 现象一词源于美国经济学家巴格沃蒂 １９９５ 年出版的 «美国贸易政策» 一书ꎬ

指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 和区域贸易协定 (ＲＴＡ) 下ꎬ 各个协议的不同的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

则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ꎬ 一根根地绞在一起ꎬ 剪不断ꎬ 理还乱ꎬ 这种现象就被称为 “意大利面碗”
现象或效应ꎮ Ｓｅｅ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ｋｅ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ｉｔｅｍ / ％ Ｅ６％ ８４％ ８Ｆ％ Ｅ５％ Ａ４％ Ａ７％ Ｅ５％ ８８％ Ａ９％ Ｅ９％
９Ｄ％Ａ２％Ｅ７％Ａ２％９７ꎬ ２０１９ － ０７ － １６

Ａｌｔｅｒ Ｋａｒｃｎ Ｊ ꎬ ａｎｄ Ｓｏｐｈｉｅ Ｍｅｕｎｉｅｒꎬ “Ｎｅ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Ｂａｎａｎａ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７１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３７ － ７６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国际法律等级秩序的缺失容易造成不同区域经济组织法律制度适用上的混乱ꎬ
而这种混乱 “导致了非洲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制度安排无效”ꎮ① 此外ꎬ 这种

“意大利面碗” 现象在非洲的持续存在会导致不同区域经济组织采用不同的关

税和非关税制度ꎬ 从而会对非洲经济一体化产生消极影响ꎮ② 还有学者从法律

专业人才的角度分析了国际机制重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ꎮ 他们认为国际机制

的重叠加剧了国际法律机制的复杂性ꎬ 对专业法律人才的要求更高了ꎮ 发展

中国家因人力资源成本较高ꎬ 缺乏精通复杂国际机制法律规则的法律人才ꎬ
因此利益的天平会倾向权力大国ꎮ③

具体而言ꎬ 非洲区域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重叠现象对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带

来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１ 带来过重的财政和行政负担ꎮ
一个属于两个或以上非洲区域经济组织的非洲国家面临着巨大人力成本

和财务成本ꎮ 例如ꎬ 根据非洲开发银行发布的 ２０１９ 年 «非洲经济发展报告»
的统计ꎬ ２０１８ 年刚果 (金) 由于国内收入的结构性疲软导致财政预算较低ꎮ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政府财政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９％ ꎬ 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

均水平为 １７％ )ꎮ 刚果 (金) 又是 ５ 个区域经济组织的成员ꎬ 每年需要缴纳 ５
份会费ꎬ 这对经济实力较弱的刚果 (金) 而言是一笔巨大的财政支出ꎮ 这一

情况随着 ２０１９ 年刚果 (金) 继续申请加入东共体而进一步加剧ꎮ 同为多个非

洲区域经济组织的成员ꎬ 如果因负担沉重拖延甚至不缴纳会费ꎬ 一方面会影

响其他正常缴费成员国缴费的积极态度ꎬ 另一方面使得运行资金本就困难的

区域经济组织在实施区域经济制度方面更加捉襟见肘ꎬ 这会导致非洲经济一

体化进程缓慢ꎮ④ 以东共体为例ꎬ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东共体成员仅支付了东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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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费的 １２％ ꎬ 导致东共体诸多经济一体化议题难以推进ꎮ① 东共体秘书长利

伯拉特姆富穆克 (Ｌｉｂｅｒａｔ Ｍｆｕｍｕｋｅｋｏ) 在桑给巴尔大会上向 ４９ 名东部地区

议员表示ꎬ “我们一直在给各成员国写信ꎬ 积极访问各成员国希望他们响

应我们的付款呼吁ꎬ 但是成效很不佳ꎮ”②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ꎬ 布隆迪和卢旺达均

未向东共体缴纳任何费用ꎮ 由于资金缺乏ꎬ 东共体开始向美国、 德国、 丹麦、
挪威等西方国家寻求资金援助ꎬ 以填补共同体运行所需的资金缺口ꎮ③ 鉴于西

方提供的资金援助大都附加了相应的政治附加条件ꎬ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

非洲区域经济组织自身发展的独立性ꎮ
除此之外ꎬ 多身份成员国还面临着参加众多会议和处理繁重文件工作的

任务ꎬ 加重了成员国的行政负担ꎮ 特别是不同的关税减让率、 原产地规则、
贸易文件和统计术语让海关人员的工作负重加大ꎬ 极大地降低了工作的有效

性ꎬ 与经济一体化追求贸易便利化的目标背道而驰ꎮ④

２ 导致不同区域司法机构间的管辖权冲突ꎮ
区域经济组织的身份重叠以及调整问题和治理功能的重叠必然会产生不

同区域司法机构间的管辖权冲突ꎮ 如果某一国家是多个区域经济组织的成员ꎬ
该国及其国民就可能就同一个问题向两个及以上的区域经济共同体法院提出

诉讼ꎬ 这就产生了管辖权的积极冲突ꎮ 就非洲区域经济组织而言ꎬ 不同区域

经济组织司法机构管辖权冲突主要存在两个形式: 因相同贸易问题领域的管

辖权冲突ꎻ 因司法机构宽泛的管辖权导致的非贸易领域的管辖权冲突ꎮ⑤

非盟官方承认的 ８ 个非洲区域经济组织中均设有各自的争端解决机构ꎬ
以解决不同成员之间或成员国国民与另一成员国之间围绕区域性经济组织条

约、 贸易或投资议定书的履行而产生的各类争端ꎮ 例如东共体、 南共体、 东

南非共同市场和西共体都分别设立了东共体法院、 南共体法院、 东南非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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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法院和西共体法院等ꎬ 而且这些区域性组织都在创立条约或专门的法院

议定书中对区域性法院的管辖权做了相应规定ꎮ 从这些规定来看ꎬ 这些区域

性法院处理的争端主要集中在投资和贸易领域ꎮ 考虑到某一成员国在不同区

域性组织的多重身份ꎬ 这就极易产生管辖权冲突的情况ꎮ 以南共体为例ꎬ 南

共体中有 ５ 个成员组成南部非洲关税同盟ꎮ 同是南共体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

的 ５ 个国家就贸易问题产生的争端ꎬ 既可以提交给南共体法院ꎬ 也可提交给

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法庭ꎮ 再者ꎬ 南共体 １４ 个成员中ꎬ 还有 ９ 个成员也是东南

非共同市场的成员国ꎮ 根据 «东南非共同市场条约» 和 «南共体条约» 的规

定ꎬ 东南非共同市场法院和南共体法院都可受理成员国间根据条约所产生的

争议以及东南非共同市场秘书长或私人部门递交的相关争议ꎮ① 这样ꎬ 既是东

南非共同市场又是南共体成员国的两个国家之间就贸易问题引发的争议ꎬ 既

可以提交给东南非共同市场法院ꎬ 也可以提交给南共体法院ꎮ 例如ꎬ 当毛里

求斯和津巴布韦就贸易问题发生争议时ꎬ 由于两国都是东南非共同市场和南

共体的成员国ꎬ 它们既可以将争议提交到南共体法院ꎬ 也可以提交给东南非

共同市场法院ꎮ
就非贸易领域的管辖权冲突问题而言ꎬ 由于非洲区域经济组织司法机构

宽泛的管辖权延伸到人权领域ꎬ 造成多个区域经济组织就相同人权方面事项

存在管辖权冲突ꎮ 东共体条约和南共体条约并未就人权问题的管辖权予以明

确规定ꎬ 但从东共体法院和南共体法院审理的几起有关人权领域的案例中可

知ꎬ 区域经济组织法院均将管辖权拓展至人权事项ꎮ② 一国若既是东共体又是

南共体成员ꎬ 发生有关人权问题争议时ꎬ 两个共同体的法院就存在潜在管辖

权冲突ꎮ 另外ꎬ 非洲区域经济组织司法机构宽泛的管辖权延伸到人权领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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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 Ｒｗａｎｄａꎬ ２０１０)ꎬ 以及南共体法院审理的 “坎贝尔案” (Ｍｉｋｅ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 Ｐｖｔ)
ＬＴＤ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ｖ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ꎬ ２００７)ꎮ 关于 “坎贝尔案” 的详细情况ꎬ 参见朱伟东: «津巴布韦 “土地

征收案” 评析»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２５ ~ ３１ 页ꎻ Ｏｎｓａｎｄｏ Ｏｓｉｅｍｏꎬ “Ｌｏｓｔ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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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易造成与非盟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冲突ꎬ 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非洲区域经济

组织成员均是非盟的成员国ꎮ 根据非盟在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颁布的 «非盟宪章»ꎬ
非盟将建立非盟法院且会在宪章中规定该法院的规章、 组成和功能ꎮ① 虽然目

前非盟法院尚未建立ꎬ 但未来非盟法院与各区域经济组织法院在人权领域也

存在潜在的管辖权冲突ꎮ②

管辖权冲突会鼓励 “挑选法院” 和重复诉讼 (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等行

为ꎮ 原告方根据自身利益权衡 “挑选法院”ꎬ 造成了法律的不确定性ꎬ 剥夺了

被告方预知未来调整行为能力的实体法和程序法ꎬ 增加了法律成本ꎮ③ 重复诉

讼导致了稀缺法律资源的浪费ꎬ 降低裁判的可预见性ꎬ 影响争议解决机构的

公信力ꎮ 布施 (Ｂｕｓｃｈ) 认为ꎬ 对原告来说 “挑选法院” 的关键不是挑选那些

和原告理想中的裁断更贴近的法院ꎬ 而是挑选那些争议解决机构的裁决先例

更有利于它日后针对其他成员国提起诉讼ꎮ 因此ꎬ “挑选法院” 涉及具有多重

身份的成员之间的歧视ꎬ 通过选择法院ꎬ 原告可以选择在那些成员国更容易

受到它所创设的先例的影响的国家提起诉讼ꎮ④

３ 引发不同区域经济组织间法律制度的适用冲突ꎮ
不同区域经济组织法律制度在适用方面的冲突ꎬ 主要表现为不同区域组

织之间法律适用的冲突和某一区域经济组织法律制度与成员国国内法之间在

适用上产生的冲突ꎮ 对于非洲国家来说ꎬ 如果要想真正实现地区一体化ꎬ 实

现货物、 人员、 服务、 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ꎬ 就要切实履行有关地区性条

约所确立的各项义务ꎮ⑤ 但非洲重叠的国际机制安排让非洲国家面临履行国际

条约两大难题: 一是针对相同问题不同条约的相同规定ꎬ 成员国面临履行重

叠条约义务的优先次序问题ꎻ 二是针对相同问题不同条约的不同规定ꎬ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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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履行相关规定时存在冲突问题ꎮ 首先ꎬ 当非洲国家属于两个或以上的区域

经济组织成员时ꎬ 它所承担的共同体法律义务存在重叠ꎬ 相应地就会出现履

行条约义务的优先次序问题ꎮ 目前ꎬ 非洲的区域经济组织条约中都尚未就与

其他区域经济组织重叠义务履行先后问题有所规定ꎮ① 成员国宪法也没有此类

规定ꎬ 这就会产生一些实际的问题ꎮ 例如ꎬ 坦桑尼亚 «宪法» 就没有对各共

同体法的地位等级问题作出明确规定ꎮ 如果坦桑尼亚同时违反 «东共体条约»
和 «南共体条约» 的规定时ꎬ 共同体法院以哪个条约为依据进行审理? 若东

共体法院和东南非共同市场法院对同一问题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裁决ꎬ 以哪个

法院的裁决为主? 诸如此类的法律适用问题会影响货物、 资本、 人员和服务

的自由流通ꎬ 从而阻碍非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ꎮ
成员国就相同义务的重复履行也加剧了自身的交易成本ꎮ 区域经济组织的

多样性体现在资本和人口组成、 市场规模、 体制结构、 任务和目标等各不相同ꎬ
尤其是不同区域经济组织彼此间的个别规定是相互冲突的ꎬ 这就导致了成员国

履行各区域经济组织条约义务更加困难ꎮ② ２０１９ 年生效的 «非洲大陆自贸区协

议» 也会面临此类问题: 协议的规定可能和现有的各区域经济组织的经贸制

度产生法律适用方面的冲突ꎬ 这会对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ꎮ③

某一区域经济组织与成员国之间在法律适用上的冲突ꎬ 主要是由于区域

经济组织相关创立条约和成员国国内宪法没有对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作出规

定ꎬ 或规定不明确而引起的ꎮ 国家需要处理好区域经济组织相关创立条约

(共同体法) 和国内法之间的关系ꎮ 当共同体法和国内法发生冲突时ꎬ 国内法

应规定协调此类冲突ꎬ 以更好地实现区域经济组织共同体条约的目标ꎮ 例如ꎬ
«东共体条约» 第四条规定ꎬ “成员国和共同体就相同问题具有类似的规定ꎬ
当二者产生冲突时ꎬ 共同体法优先于国内法”ꎬ 这是否就意味着东共体和成员

国之间一直就存在相似的规定呢? 东共体条约并没有说明当成员国的某项规

定与共同体规定不符或者不符合共同体的目标时ꎬ 共同体法的地位是否还是

０１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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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于国内法? 由于东共体条约的规定模糊ꎬ 这就潜在加剧了共同体法在国

内适用的困难 ꎮ «西共体条约» 第三条虽然规定 «西共体条约» 对所有成员

国都具有效力ꎬ 但是该条约并没有规定西共体的其他法律制度在成员国国内

的效力问题ꎮ
非洲一些区域性组织的成员既有普通法国家ꎬ 也有大陆法国家ꎮ 两种法

系对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有不同的认识和实践ꎬ 即使同属一个法系的不同

国家之间ꎬ 在对待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关系上也可能态度迥然ꎮ 在这种情况

下ꎬ 需要各成员国在其 «宪法» 中对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作出明确且统一

的规定ꎬ 以推动共同体法在国内法院得到统一的解释和适用ꎬ 从而促进一体

化目标的实现ꎮ 但实际上ꎬ 很多非洲国家的 «宪法» 对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

系付诸阙如ꎬ 或语焉不详ꎬ 更不用说对共同体法在国内的适用作出明确的规

定了ꎮ 例如ꎬ 布隆迪是东非共同体、 东南非共同市场和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的成员ꎬ 但布隆迪 «宪法» 并没有规定各共同体法在国内的具体适用ꎬ 如果

共同体法与布隆迪国内法有冲突ꎬ 到底以哪个法律优先?
综上ꎬ 成员国身份重叠现象所带来的不利因素比其优势更为突出ꎮ “意大

利面碗” 现象可能导致资源浪费ꎬ 而且它所产生的重复义务也会耗费大量的

精力和财力ꎮ① 区域经济组织的多样性和成员国身份重叠已经扭曲成一个模糊

的相互竞争的交织网络ꎬ 导致非洲国家间由于多样的贸易规则而增加了贸易

交易成本ꎬ 阻碍了整个非洲区域一体化的进程ꎮ

非洲区域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重叠的消解路径

非洲国家在考虑是否加入某一区域经济组织时ꎬ 大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

虑ꎬ 但它们很少注意到成员身份重叠现象给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负面效应ꎮ 例

如ꎬ 西非大国尼日利亚更倾向利用不同的区域经济组织成员身份ꎬ 权衡利弊

以解决 “博科圣地” 的安全威胁问题ꎻ② 作为南共体成员国的莫桑比克ꎬ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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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担心其商品进入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后同南非的产品竞争存在巨大压力ꎬ 它

对申请加入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持有消极态度ꎻ① 作为中非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

安哥拉ꎬ 出于对南非在南部非洲关税同盟中的经济主导地位顾虑ꎬ 也表示暂

时不会考虑加入南部非洲关税同盟ꎮ② 但是ꎬ 更多的非洲国家则像尼日利亚那

样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ꎬ 选择加入了多个区域经济组织ꎬ 这就造成了很多区

域组织身份重叠ꎬ 从而在整体上影响了非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ꎮ 一些非洲区

域经济组织和相关机构已认识到这一问题ꎬ 并开始重视成员身份重叠现象对

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ꎮ ２０１５ 年南共体行政秘书劳伦斯在约翰内斯堡会

议上指出ꎬ “尚未引起重视的多成员身份重叠现象是造成区域经济机制能力建

设不佳的原因之一ꎮ”③ ２０１８ 年非盟、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和非洲发展银行

发布的 «第七次评估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 报告中指出ꎬ 非洲国家已经意识

到多成员身份重叠带来的挑战ꎬ 并采取相应行动缓解这一现象ꎮ ２０１９ 年非洲

开发银行发布的 «非洲经济发展报告» 中再次强调ꎬ “１５ 个非洲区域经济组

织存在大规模的成员身份重叠ꎬ 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员、 货物、
资本、 服务的自由流通”ꎮ 因此ꎬ 对非洲国家而言ꎬ 如何消解非洲区域经济组

织成员身份重叠现象ꎬ 已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ꎮ
为消解身份重叠现象ꎬ 非洲一些区域经济组织在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不同

阶段采取了相应措施ꎮ 例如ꎬ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生效的 «阿布贾条约» 采用 “自下

而上” (Ｂｏｔｔｏｍ ｔｏ Ｔｏｐ) 的方式ꎬ 逐步减少区域组织数量ꎬ 分阶段实现在 ２０２８
年成立非洲经济共同体、 统一非洲大陆市场的目标ꎮ 虽然 «阿布贾条约» 多

次提及 “区域经济组织”ꎬ 并规定通过对各个区域经济组织的活动进行统一、
协调和逐步一体化来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ꎬ 但该条约并未就有关区域经济组

织在非洲经济共同体内的关系作出明确规定ꎮ④ ２００２ 年非盟在官方层面正式

承认 ８ 个区域经济组织ꎬ 旨在缓解多成员国身份重叠现象ꎮ 虽然非盟在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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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提及多成员身份重叠现象是阻碍非洲经济一体化实现的原因之一ꎬ 但

«非盟和地区性经济共同体关系议定书» 中并未就各区域经济组织间的重叠关

系予以明确规定ꎮ 非洲国家逐步意识到ꎬ 采用 “自下而上” 的方式一方面加

剧了成员国重叠现象ꎬ 不利于各区域经济组织条约的履行ꎬ 另一方面经济一

体化程度不同的区域经济组织间相互嵌套拖慢了整个非洲大陆经济一体化的

进程ꎮ 为此ꎬ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正式成立的非洲三方自贸区决定ꎬ 采取 “自上

而下” (Ｔｏｐ ｔｏ Ｂｏｔｔｏｍ) 的方式进行结构改革ꎬ 要求签署并批准该条约的成员

国履行条约义务ꎮ 非洲三方自贸区一方面加速了非洲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步伐ꎬ
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域经济组织因为多成员身份而导致区域贸

易协定履行困难的现状ꎮ 但非洲三方自贸区也存在上述弊病ꎬ «非洲三方自贸

区协定» 并未明文规定三方自贸区成立后取消先前存在的区域性经济组织ꎬ
因此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三方自贸区与东共体、 南共体和东南非共同市场在管

辖权和法律适用方面产生冲突ꎬ 特别是涉及不同原产地规则适用的冲突ꎮ①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０ 日生效的 «非洲大陆自贸区协议» 的宗旨之一是解决成员身份

重叠现象带来的挑战ꎬ 加速地区和大陆一体化进程ꎮ② 但是由于非洲大陆自

贸区仍处在第二轮谈判期ꎬ 诸多制度和机制还处于协商阶段ꎬ 例如有关争

端解决机制的设立、 原产地规则等均尚未达成共识ꎮ 因此ꎬ 非洲大陆自贸

区在未来特别是在贸易争端方面仍可能存在诸多法律方面的不确定性

冲突ꎮ③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以及其他一些区域经济组织的成功实践经验ꎬ 非洲区

域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重叠现象的消解可以重点从以下三方面着力ꎮ
(一) 严格按其地理位置归属规范成员国加入各区域经济组织

例如ꎬ 属于北非地区的国家ꎬ 如果已是其他区域经济组织的成员国ꎬ 不

可再申请加入北非地区以外的其他任何区域经济组织ꎮ 据此ꎬ 摩洛哥不可再

申请加入南共体、 东南非共同市场等区域经济组织ꎮ 这种做法可以缓解成员

国重叠现象的日益复杂化趋势ꎬ 削弱非洲国家积极加入各区域经济组织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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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ꎮ 另外ꎬ 一国在加入区域性组织时ꎬ 应借鉴欧盟的做法ꎬ 采取一国一成员

资格ꎬ 即所谓的 “一个国家、 一个共同体” 原则ꎮ① 一方面ꎬ 一国一成员资

格可以消解不同共同体法在国内适用的等级问题ꎬ 减少修改国内法律的经济

成本ꎻ 另一方面ꎬ 一国一成员资格在投资争端解决的管辖权划分问题上更加

明确ꎬ 鼓励投资者将投资争端提交给区域共同体法院裁决ꎬ 促进区域法律的

完善和法律一体化的实现ꎮ②

(二) 强化区域经济组织司法机构的强制性和执行性内涵

许多非洲国家加入多个区域经济组织ꎬ 是为了利用各区域经济组织有关

贸易方面的便利规定ꎮ 但由于非洲区域经济组织的司法机构均未规定其强制

性和其作出的判决的绝对拘束力ꎬ 从而导致了两个不利的法律后果: 一是区

域经济组织司法机构作出的判决在各成员国内得不到有效实施ꎻ 二是即使成

员国违反了区域经济组织的条约规定ꎬ 也没有相关强制惩罚措施监督执行ꎮ
这就造成非洲国家争相加入多个区域经济组织ꎬ 而不用担心因违反各区域经

济组织条约而承担的实际后果ꎬ 从而无形加剧了非洲区域经济组织多成员身

份重叠现象ꎬ 也极大地削弱了区域经济共同体法的实际效力ꎬ 不利于区域经

济一体化的发展ꎮ 因此ꎬ 非洲区域经济组织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区域经济

共同体法执行机制ꎬ 监督各成员国对共同体法的履行ꎬ 对违反共同体法的非

洲国家实现强制执行处罚措施ꎮ
有关区域经济组织司法机构强制性的规定和实践ꎬ 可以参考借鉴欧盟和

非洲商法协调组织 (ＯＨＡＤＡ) 的经验ꎮ 欧盟规定欧盟司法机构具有强制性ꎬ
即不需要被告双方同意ꎬ 只要存在违反共同体法的事实ꎬ 欧盟法院就可对案

件进行强制管辖ꎮ 同时ꎬ 欧盟法院的裁决具有强制约束力ꎮ 欧盟法院与一般

的国际性法院存在一个特殊而重要的不同ꎬ 即欧盟法院作出的裁决不仅在国

际层面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ꎬ 在各成员国国内法律秩序中也具有执行力ꎬ 即

对它的裁决应当由成员国的有关机构以与国内法院判决相同的名义予以执

行ꎮ③ 就非洲商法协调组织的做法而言ꎬ 非洲商法协议组织设立了司法与仲裁

４１１

①

②
③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Ｏｐｐｏｎｇꎬ Ｌｅｇ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８０

Ｉｂｉｄ
参见 «欧共体条约» 第 ２４４ 条和第 ２５６ 条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 －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ｌｅｇａｌ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ｕｒｉ ＝ ＣＥＬＥＸ: １２００２Ｅ / ＴＸＴꎬ ２０１９ － ０９ － １６ꎮ



非洲区域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重叠现象与消解路径　

共同法院负责对统一法进行解释ꎬ 通过对成员国国内法院涉及统一法的案件

行使终审权ꎬ 推动统一法在各成员国国内的统一适用ꎮ① 而且司法与仲裁共同

法院做出的判决在成员国国内具有直接执行力ꎬ 只有司法与仲裁共同法院才

可通过裁定中止其判决的执行ꎬ 任何成员国国内法院不得做出此类裁定ꎮ② 这

种方式保证了共同体法院判决的有效实施性ꎮ
(三) 处理好国内法和共同体法、 共同体法之间的效力等级关系

非洲区域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重叠ꎬ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共同体法的效

力的缺乏绝对至上性而导致的ꎬ 这主要体现在共同体法效力等级在共同体基

础条约 (或创立条约) 以及各成员国国内法中并无明确的规定ꎬ 这就当共同

体法和国内法发生冲突时ꎬ 国家往往利用主权原则规避对共同体法的履行ꎮ
欧盟为了避免上述问题ꎬ 在 «欧共体条约» 中明确规定了共同体法的优先效

力ꎮ 欧盟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 “共同体法” 的立即适用ꎬ 即根据共同体基础

条约的特殊性质ꎬ 共同体法 (欧盟规则) 应完全并直接适用于各成员国ꎮ 正

如德尼 (Ｄｅｎｙｓ) 所评论的ꎬ “欧盟关于共同体效力的立即适用性规定ꎬ 构成

了共同体法纳入国内法律秩序中不可动摇的核心ꎬ 有效地规避了共同体法和

国内法的效力等级冲突ꎬ 维护了共同体法的至上性ꎮ”③ 非洲商法协调组织也

有类似的做法ꎮ «非洲商法协调组织条约» 第 １０ 条明确规定ꎬ 非洲商法协调

组织制定的统一法具有至上性ꎬ 即无论在 “一元论” 或 “二元论” 背景的国

家ꎬ 统一法无论是否与各成员国国内法有冲突ꎬ 均在各成员国国内具有直接

适用性并具有约束力ꎮ④ 同时ꎬ 非洲商法协调组织通过搭建国内法院和共同体

法院协同运作的关系桥梁ꎬ 进一步塑造了共同体法院的权威ꎬ 加快了统一法

在成员国国内的实施ꎮ 同样ꎬ 美洲国家间组织也非常重视共同体法和国内法

的关系问题ꎮ 它主要通过 “部门方法”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和 “逐步推进”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对国际私法的不同领域逐步实现统一化和协调化ꎬ 希望

在美洲国家间创建一个更加有效的司法合作法律框架ꎬ 对跨境民商事纠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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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提供法律确定性ꎬ 以避免共同体法和国内法存在的潜在冲突ꎮ① 此外ꎬ
«美洲国家间组织行政法庭程序规则» 规定ꎬ 直接给予共同体法高于国内法的

地位 (即 “美洲国家组织的内部立法优先于劳动ꎻ 法的一般原则和成员国的

国内法律”)ꎬ 确保了共同体法的至上性ꎬ 避免了共同体法在成员国内适用时

出现的与国内法效力等级次序的冲突ꎮ

结　 语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正式启动的非洲大陆自贸区是非洲经济一体化的里程碑ꎬ 实

现了 １９９１ 年 «阿布贾条约» 规定要在 ２０１９ 年创建整个非洲大陆自贸区的愿

景ꎮ 非洲大陆正朝着 «阿布贾条约» 设计的方向ꎬ 计划在 ２０２８ 年建成统一的

非洲经济共同体 (ＡＥＣ)ꎮ 目前ꎬ 非洲还存在 １４ 个主要区域经济组织ꎬ 其中 ８
个已得到非盟的承认ꎮ 非盟的这一做法旨在消除整个非洲大陆重复出现的

“意大利面碗” 式交织重叠的区域组织体系ꎮ 但是ꎬ 非洲过多的区域经济组织

间缺乏有效的统筹和整合ꎬ 仍不可避免出现了复杂的机制重叠现象ꎮ 虽然这

一现象有其积极效应ꎬ 但从法律角度而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ꎮ 它加

剧了各成员国履行共同体条约的难度ꎬ② 造成不同区域经济组织之间以及不同

区域经济组织与各自的成员国之间管辖权和法律适用的冲突ꎬ 同时还加重了

区域经济共同体之间的协调负担ꎬ 导致了资源的重复浪费ꎮ③

由于意识到区域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重叠现象给非洲一体化带来的不利影

响更大ꎬ 非洲国家在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措施来尽力消解成员身份重叠现象ꎬ
但这些措施并没有真正解决成员身份重叠这一问题ꎮ 非洲大陆自贸区的成立

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希望ꎮ 如果非盟的所有成员国都加入该自贸区ꎬ 并

且该自贸区成熟运行后能够逐步取代所有现存的各个区域经济组织ꎬ 因区域

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重叠现象所带来的系列问题就有可能得到真正解决ꎮ 不过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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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区域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重叠现象与消解路径　

由于非洲区域经济组织身份重叠现象较为复杂ꎬ 学术界需从多方面对该问题

进行考量ꎬ 既参照国际先进经验ꎬ 也考虑到非洲自身的特点ꎬ 寻找切实可行

的方案ꎬ 以缓解这一现象给非洲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负面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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