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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名单及简介
■对接“新丝路” 推动“走出去”

非洲：非洲：

埃及
【概况 】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 跨亚、 非两大
洲， 大部分位于非洲东北部。 面积 100.1万
平方公里。 人口9300万 （2017年5月）。 官方
语言为阿拉伯语。 首都开罗。 1956年5月30
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 2017年7月， 长沙首开
直飞埃及包机游， 是湖南首个直航非洲地区
航线的旅游包机。 2016年， 湖南对埃及累计
进出口额80161万元， 其中湖南出口77398万
元。

埃塞俄比亚
【概况 】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

（The� 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Ethiopia） 为 非 洲 东 北 部 内 陆 国 。 面 积
110.36万平方公里。 人口9940万 （2015年）。
阿姆哈拉语为联邦工作语言， 通用英语。 首
都亚的斯亚贝巴。 1970年11月24日与中国建
交。

【与湖南交往 】 “埃塞俄比亚·湖南工
业园” 是湖南在非洲建设的首个工业园。
2016年， 湖南对埃塞进出口总额为2078.3万
美元， 同比增长5.22%。

南非
【概况 】 南非共和国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位于非洲大陆最南端。 面
积1219090平方公里。 人口5496万。 语言为
阿非利卡语和英语。 比勒陀利亚为行政首
都， 开普敦为立法首都， 布隆方丹为司法首
都。 1998年1月1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 2003年9月， 湖南省与
南非北开普省缔结为国际友好省。 株洲市与
彼得马里茨堡市、 湘西与赞扎巴尼市、 郴州
市与金伯利市分别于2002年5月、 2015年9
月、 2016年9月结好。

阿尔巴尼亚
【概况】阿尔巴尼亚共和国（The� Repub-

lic� of� Albania）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西部。
面积2.87万平方公里。 人口288万（2017年1
月）。官方语言为阿尔巴尼亚语。首都地拉那。
1949年11月23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湖南对阿累计进
出口额5797万元，全部为湖南出口。

爱沙尼亚
【概况 】爱沙尼亚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Estonia）位于波罗的海东岸。面积45339平
方公里。人口131.3万（2015年1月）。官方语言
为爱沙尼亚语，英语、俄语亦被广泛使用。首
都塔林。1991年9月11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湖南对爱沙尼亚

累计进出口额1388万元， 其中湖南出口1315
万元。

白俄罗斯
【概况 】白俄罗斯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Belarus）位于东欧平原西部。面积20.76万
平方公里。人口949.55万（2017年7月1日）。官
方语言为白俄罗斯语和俄语。 首都明斯克。
1992年1月20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7年4月，湖南省委书记
杜家毫率团访问白俄罗斯莫吉廖夫州， 与白
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卢卡申科进行了友好交
谈，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的交流合作交换了意见、 形成了共识。 访问
中，湖南省与莫吉廖夫州签署了友好协议，莫
吉廖夫市与长沙市达成了初步结好意向。
2016年4月，湖南省与莫吉廖夫州成为友好省
州。2017年1月， 广铁集团长沙货运中心开行
到明斯克的中欧班列。2017年4月， 中联重科
白俄罗斯工业园项目在明斯克中白工业园奠
基。2016年， 湖南对白俄罗斯累计进出口额
5136万元，其中湖南出口4228万元。

保加利亚
【概况 】保加利亚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Bulgaria）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东南部。面
积111001.9平方公里。 人口 717.8万（2015
年）。保加利亚语为官方和通用语言，土耳其
语为主要少数民族语言。首都索非亚。1949年
10月4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1994年12月，岳阳市与旧
扎戈拉市结为友好城市。2016年，湖南对保加
利亚累计进出口额7792万元， 其中湖南出口
6461万元。

波黑
【概况】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Bosnia�

and� Herzegovina) 位于巴尔干半岛中西部。
面积5.12万平方公里。人口382万（2014年）。
官方语言为波什尼亚语、 塞尔维亚语和克罗
地亚语。首都萨拉热窝。1995年4月3日与中国
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湖南对波黑累计
进出口额158万元，其中湖南出口115万元。

波兰
【概况 】波兰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Poland）位于欧洲中部。面积31.2679万平方公
里。人口3843万（2016年11月）。官方语言为波
兰语。首都华沙。1949年10月7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7年5月，湖南省政协主
席李微微率团访问波兰， 参加了中波文化艺
术交流沙龙活动。2014年10月，湖南开通从长
沙经波兰至德国、至中亚的国际货运班列“湘
欧快线”。2017年3月，湖南与波兰在长沙签署
波兰中国（湖南）工业产能合作园、中东欧16
国（中部）国际商贸总部中心项目经贸合作协
议。2016年， 湖南对波兰累计进出口额76908
万元，其中湖南出口70243万元。

俄罗斯
【概况 】 俄罗斯联邦 （The� Russian�

Federation）横跨欧亚大陆。面积1709.82万平

方公里，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一。人口1.46亿。官
方语言为俄语。首都莫斯科。1949年10月2日，
苏联与中国建交。1991年苏联解体，中苏关系
过渡为中俄关系。

【与湖南交往】1993年9月，衡阳市与波多
利斯克市结为友好城市。2009年5月， 湖南省
与乌里扬诺夫斯克州结为友好省州。2016年7
月， 湘潭市与乌里扬诺夫斯克市结为友好城
市。2016年，湖南对俄累计进出口额227599万
元，其中湖南出口189038万元。

黑山
【概况 】黑山 (Montenegro)位于欧洲巴

尔干半岛中西部。面积1.38万平方公里。人口
约63万。 官方语言为黑山语。 首都波德戈里
察。2006年7月6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湖南对黑山累计
进出口额461万元，均为湖南出口。

捷克
【 概 况 】 捷克共和国 （The� Czech�

Republic）地处欧洲中部。面积78866平方公
里。人口1057万（2016年9月）。官方语言为捷
克语。首都布拉格。中国同原捷克斯洛伐克于
1949年10月6日建交。1993年1月1日， 捷克共
和国成为独立主权国家， 继续沿用这一天为
两国建交日。

【与湖南交往】2015年10月，时任湖南省
省长、 现任省委书记杜家毫率团访问捷克维
索基纳州，并签署了两省州经贸合作备忘录。
2017年5月，湖南省政协主席李微微率团访问
捷克。湖南省贸促会与捷克华商联合会、捷克
新丝绸之路商会签订了友好合作协议。2016
年10月， 捷克商品国家馆在湖南进出口商品
交易展示中心开馆。2016年，湖南对捷克累计
进出口额16936万元， 其中湖南出口额11456
万元。

克罗地亚
【概况 】克罗地亚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Croatia）位于欧洲中南部。面积56594平方
公里。人口423.8万（2014年）。官方语言为克
罗地亚语。 首都萨格勒布。1992年5月13日与
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0年12月，克罗地亚青
年代表团应邀来湖南交流。2016年，湖南对克
罗地亚累计进出口额11061万元，其中湖南出
口11032万元。

拉脱维亚
【概况 】拉脱维亚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Latvia）位于波罗的海东岸。面积64589平
方公里。人口196.6万（2016年）。官方语言为
拉脱维亚语，通用俄语。首都里加。1991年9月
12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湖南对拉脱维亚
累计进出口额2421万元， 其中湖南出口2419
万元。

立陶宛
【概况】立陶宛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位于波罗的海东岸。面积6.53万平
方公里。人口285万（2017年1月）。官方语言为

立陶宛语。 首都维尔纽斯。1991年9月14日与
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湖南对立陶宛累
计进出口额7803万元， 其中湖南出口7423万
元。

罗马尼亚
【概况】罗马尼亚（Romania）位于东南欧

巴尔干半岛东北部。面积23.8391万平方公里。
人口2222万（2016年7月）。官方语言为罗马尼
亚语。 首都布加勒斯特。1949年10月5日与中
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7年7月，湖南省委副书
记、省长许达哲率团访罗，会见罗副总理格拉
切拉·加夫里列斯库等，并出席湘罗交流对接
活动。访问中，湖南省与比斯特里察省签署合
作备忘录， 与布拉索夫省签署省级友城意向
书；湘企与罗签署多个项目合作协议。2002年
10月， 衡阳市与克勒拉什市结为友好城市。
2016年3月， 湖南省与比斯特里察-纳瑟乌德
省缔结为友好城市关系。2017年7月， 张家界
市与比斯特里察市签订友好城市合作意向
书。2016年， 湖南对罗马尼亚累计进出口额
15904万元，其中湖南出口8232万元。2016年，
罗马尼亚在湖南投资项目1个。

马其顿
【概况】马其顿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Macedonia）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中部。面积
25713平方公里。人口209.6万（2015年）。官方
语言为马其顿语。首都斯科普里。1993年10月
12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5年11月，由中车株机
公司生产、 中国出口欧洲的首列动车组在马
其顿成功开跑。2016年，湖南对马其顿累计进
出口额1027万元，其中湖南出口915万元。

摩尔多瓦
【概况】 摩尔多瓦共和国（Republic� of�

Moldova）是位于东南欧北部的内陆国。面积
3.38万平方公里。人口355.09万（2017年1月1
日）。官方语言为摩尔多瓦语，俄语为通用语。
首都基希讷乌。1992年1月30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湖南对摩累计进
出口额189万元，均为湖南出口。

塞尔维亚
【 概 况 】 塞 尔 维 亚 共 和 国 （The�

Republic� of� Serbia） 位于巴尔干半岛中北
部。 面积8.83万平方公里。 人口713万 （不含
科索沃地区， 2014年）。 官方语言为塞尔维
亚语。 首都贝尔格莱德。 1955年， 中国同前
南斯拉夫建交。 南斯拉夫解体后， 中国驻前
南斯拉夫大使馆更名为中国驻塞尔维亚共和
国大使馆 （2006年）。

【与湖南交往】 2017年4月， 湖南省委
书记杜家毫率团访问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
市， 与塞尔维亚总理、 候任总统武契奇进行
了友好交谈， 双方就推动更深层次、 更宽领
域的合作达成新的共识。 访问中， 湖南省与
贝尔格莱德市签署了友好省市关系意向书。
2016年， 湖南对塞尔维亚累计进出口额4501
万元， 其中湖南出口4448万元。

斯洛伐克
【概况】 斯洛伐克共和国 （the� Slovak�

Republic） 是欧洲中部的内陆国 。 面积
49037平方公里。 人口539.7万人 （2014年）。
官方语言为斯洛伐克语。 首都布拉迪斯拉
发。 中国同原捷克斯洛伐克于1949年10月6
日建交。 1993年1月1日， 斯洛伐克共和国成
为独立主权国家， 继续沿用为两国建交日
期。

【与湖南交往】 2016年， 湖南对斯洛伐
克累计进出口额5990万元， 其中湖南出口
5674万元。

斯洛文尼亚
【 概 况 】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 （The�

Republic� of� Slovenia） 位于欧洲中南部。 面
积20273平方公里。 人口206.4万 （2015年）。
官方语言为斯洛文尼亚语。 首都卢布尔雅
那。 1992年5月12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 2016年， 湖南对斯洛文
尼亚累计进出口额18948万元， 其中湖南出
口15482万元。

乌克兰
【概况 】 乌克兰 （Ukraine） 位于欧洲

东部。 面积60.37万平方公里。 人口4555万。
官方语言为乌克兰语， 俄语广泛使用。 首都
基辅。 1992年1月4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 】 衡阳市与布洛瓦雷市、
湘潭市与卢茨克市分别于1995年11月和2003
年10月缔结友好城市。 2016年， 湖南对乌克
兰累计进出口额27611万元， 其中湖南出口
17610万元。 2017年5月， 中欧班列首条经乌
克兰线路———长沙至匈牙利布达佩斯班列成
功首发。

匈牙利
【概况】 匈牙利 （Hungary） 是位于欧

洲中部的内陆国家。 面积93030平方公里。
人口987.7万 （2014年1月）。 官方语言为匈
牙利语。 首都布达佩斯。 1949年10月6日与
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 2017年7月， 湖南省委
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率团访问匈牙利， 会见
匈国会副议长尤卡毕·伊斯特万。 访问中，
湖南省与绍莫吉州签署 《省州友好合作备忘
录》。 2017年5月， 长沙至布达佩斯“中欧班
列” X8422次列车首发。 2016年， 湖南对匈
牙利累计进出口额22162万元， 其中湖南出
口10157万元。

新西兰
【概况】新西兰（New� Zealand）位于太平

洋西南部。 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 人口480万
（2017年4月）。官方语言为英语、毛利语。首都
惠灵顿。 1972年12月22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湖南对新西兰累
计进出口额8089.72万美元，其中出口2758.94
万美元。

欧洲:欧洲:

大洋洲：大洋洲：

� �荨荨（上接7版）

� � � �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胡信
松 通讯员 姚跃初） 国企整合重组显
活力。 近日， 记者从湖南交水建集团
第一届职代会上获悉， 集团自去年9月
整合重组以来， 改革活力与集成优势
得到全面释放， 今年承接业务量有望
突破400亿元。

去年9月， 由湖南路桥、 省交通规
划勘察设计院等10家交通、 水利企业
共同组建湖南交水建集团， 拥有各类
建设资质140多项， 涵盖交通、 水利、
市政等基础设施领域。 整合完成后，
交水建集团不断深化改革， 合并同类
项， 结束所属企业“各自为战” 的局
面， 建立“统一战线”， 集团整体投入
市场， 使全产业链的集成优势得到最
全面的释放， 形成了以市场拓规模、
以规模增效益的良性循环模式。

“整合不是简单的一加一， 深化
改革， 做大做优做强交水建集团才是
目的！” 湖南交水建集团党委书记、 董
事长方联民介绍， 集团全力打好改革
“组合拳”， 坚决完成公司制改制扫尾
工作， 不断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在深化改革的同时， 湖南交水建
集团不断开疆拓土， 争锋市场。 集团
旗下的湖南路桥今年已经揽获近100
亿元合同， 年底有望突破200亿元大
关； 在省外， 不断推广复制“外省办
事处” 经营模式， 相继在广西、 安徽、
海南中标新的项目， 中标额已达40亿
元； 在海外市场上， 集团积极响应国
家“一带一路” 倡议和湖南“湘企出
海” 战略， 业务辐射亚、 非、 拉美近
20个国家和地区， 上半年新中标项目
5个， 中标额11.2亿元。

� � �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陈淦
璋 通讯员 喻晗） 共享单车的迅速增
加， 给城市管理带来不少新课题。 记
者从摩拜单车9月17日发起的“世界
骑行日” 活动仪式上获悉， 以摩拜单
车为首的各家共享单车运营平台， 在
长沙市场均已暂停投放新的车辆， 转
入以提升调度频次为主的精细化运营。
目前， 长沙市场的共享单车保有量超
过33万辆。

今年以来， 共享单车在长沙成为
公交、 地铁之外的又一公共出行方式，

市民开始减少对小汽车的依赖， 城市
交通结构悄然生变。 摩拜长沙城市经
理周东岳介绍， 摩拜单车通过内置的
物联网芯片， 整合大数据描绘了城市
出行的热点图。 长沙300多万摩拜注
册用户汇集的大数据显示， 长沙市民
早晚高峰出行， 占全天出行总量的
65%左右； 工作日的早高峰3小时内，
全市骑行次数最高已超过40万次； 与
全国平均值比， 长沙晚上10点后的夜
骑数据仍然居高不下， 体现了“夜消
费型” 的城市个性。

结束“各自为战” 建立“统一战线”
湖南交水建集团今年业务量有望突破400亿元

长沙共享单车保有量逾33万辆
车企暂停新增投放， 转入精细化运营

� � � �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彭小云）记者在今天举行的江南造山带（湖南段）
金矿成矿规律及深部找矿研讨会上获悉， 在江南
造山带（湖南段），我省探获金资源量新增265吨，
主要分布在沅陵沃溪金矿田、湘东北大洞-万古金
矿田、湘东北黄金洞金矿田、湘西南雪峰金矿田。
通过对典型矿床的研究，综合地质、地球物理、地
球化学等特征，预测我省金矿资源量将新增2000

吨，新增量亦集中在江南造山带（湖南段）。
江南造山带（湖南段）是华南地区构造转换

的重要部位，呈弧形横跨湘西南、湘北等区域，
绵延近500公里， 我省90％以上的金矿床产于
此，俗称湖南“金腰带”。

近年来，湖南通过开展“金腰带”深部探测工
程，在“金腰带”的新区段、新层位、新类型等金矿
的找矿、勘查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初步形成了会

同-炮团地区、溆浦-金石桥地区、沅陵-桃江地区、
醴陵-浏阳地区和连云山地区共5处大中型金矿资
源基地。

目前，湖南是继山东、河南、江西、云南、内
蒙古之后， 全国第6个年产黄金超过20吨的省
份，是我国“十大重点产金省”之一；省属国有企
业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全国“十大重
点黄金企业”中排名第五。

湖南“金腰带”探获金资源量新增265吨
预测全省金矿资源量将新增2000吨

� � �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周月桂） 2017
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简称厦洽会） 今天
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湖南展馆在C2展区
精彩亮相。 湖南代表团负责人表示， 此次参加
厦洽会， 我省重点突出园区的展示和对接， 同
时发布项目162个， 总投资额9400多亿元。

湖南展馆展览规模160平方米， 分为市州

板块、 园区板块、 洽谈板块等部分。 记者在现
场看到， 郴州高新区的展板， 突出了靠近粤港
澳重要的地理位置优势； 株洲高新区着重推介
轨道交通、 航空、 汽车等特色动力产业。

“以往参加厦洽会园区都是放在市州一起
推介， 今年把园区单独列出来推介， 更加突出
了园区的位置。” 省商务厅投资处处长刘德林

介绍， 除了传统的展览展示之外， 还将前往台
资企业精准对接， 在交通、 环保、 智能制造、
大数据、 新能源、 物流、 旅游等领域推进精准
招商。

前来考察旅游开发项目的香港客商陈宏彬
表示， 独特的山水资源和区位优势， 是湖南最
大的魅力； 同时， 湖南交通发达， 要素成本
低， 跟沿海地区比， 很有优势。

厦洽会每年一届， 今年厦洽会的关键词是
“聚焦‘一带一路’” “助力金砖合作”。

� � �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周月桂） 借助
2017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平台，“对接湘商
会 建设新家乡”暨埃塞-湖南工业园招商推介会
今天在厦门举行。 这是埃塞-湖南工业园首次在
省外举行大型推介活动，也是“对接湘商会 建设
新家乡”行动首次在异地湘商面前单独亮相。

埃塞-湖南工业园是省政府推动、在非洲建
立的首个境外合作园区， 打造了内陆省份国际
产能合作新模式。 园区总规划面积3.49平方公

里，一期建设面积1.22平方公里，拟安排汽车及
零部件、能源电力、工程机械、通用设备、轻工纺
织等五大产业板块。 该园区由长沙经开区负责
建设和运营， 力争今年10月底前完成项目规划
设计，12月底之前启动项目建设。

省商务厅投资促进局局长王庭恺介绍， 目
前， 我省正紧扣埃塞-湖南工业园产业定位，
大力开展精准招商、 产业链招商， 着力引进和
储备一批优质项目， 三一重工、 北汽福田、 衡

阳特变电工、 长高集团等均有意向成为首批入
园企业。

前来参会的厦门万里石集团董事长胡精沛
表示，埃塞-湖南工业园特色鲜明，有利于国内
企业抱团出海、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会上还进行了“对接湘商会 建设新家乡”
行动推介。 省工商联副主席李曦介绍，“对接湘
商会、建设新家乡”行动，旨在发挥“乡情、友情、
亲情”的情感纽带作用，全力推动湘商总部、产
业、资本、市场渠道、人才、科技、社会公益回归。

据介绍， 目前有近60万湖南人在福建办企
业、 经商、 务工， 在福建的湘企约有3000家；
在湖南投资兴业的闽商有20多万人， 企业
6000余家， 累计在湘投资金额500多亿元。

湖南展馆亮相厦洽会
突出园区展示和对接，发布项目162个

埃塞-湖南工业园厦洽会上招商
引导企业“抱团出海”，探索国际产能合作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