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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中非携手 共创未来
———迎接第一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

走进非洲

要闻

赤道几内亚社会住宅建设案例：

热带雨林中的
民生工程

【案例简介】

随着赤道几内亚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以及
人口的大幅增加， 当地政府迫切需要改善城市
居民的居住条件，改变首都马拉博的城市面貌。
2006年， 政府计划对马拉博市中心的一个旧城
区进行改造， 委托2003年进入赤道几内亚市场
的中国大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连国际”）进行前期勘探和设计。

大连国际在对项目进行整体规划， 提交了
改造方案后， 赤道几内亚政府最后决定在马拉
博、巴塔、鲁巴3个城市建设4800套住宅，将其确
立为当地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民生工程。

在合同签署之前， 为了让当地政府和人民
更好地认识本项目的规划方案和建设水准，大
连国际用6个月时间，建设了两栋样板楼，共计
40套住宅，向赤道几内亚展示了中国设计、中国
标准和中国速度，极大推动了项目进展。

该住宅项目合同总金额5.17亿美元， 工程体
量大、施工地点分散、施工周期长，所需劳动力、材
料和机械设备投入多。 大连国际克服热带雨林气
候对施工的影响，以土建结构为主，协调给排水、
强弱电、设备安装等工种配合施工，确保设备、材
料调配合理有序，最终圆满完成工程任务。

项目于2010年9月正式开工建设，2014年12
月全部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 总建筑面积57.6
万平方米。

【案例效益】

项目建成后， 当地居民的居住条件得到极
大改善。本项目结合当地居民所需，因地制宜，
提升规划水平和住宅品质， 让当地居民有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

住宅项目完成后，市政道路、绿地、医院、教
堂、学校、市场等配套工程等同步建设，提高了
居民的生活品质，进一步提升了区域安全性，对
实现赤道几内亚政府提出的“人人有居所”“人
人享受发展成果”愿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国建造的技术标准惠及非洲。 中国的资
金、技术、装备制造和管理经验提升了赤道几内亚
的基础设施水平，从方案设计、材料设备选型、施
工组织计划、过程管理、现场协调和质量控制等多
个方面向业主提出合理化建议， 严格采用中国标
准和规范，确保项目质量的安全可靠。

【复制推广前景】

随着非洲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
长，非洲房地产市场前景广阔，经济高效的中国
城市住宅的设计、施工、物业管理已经相当成熟
完善。 项目适合在有改善本国居民居住条件愿
望的非洲国家推广。 （黄婷婷 整理）

赤道从境内穿过，尼罗河从这里发源，
珍稀动物山地大猩猩在丛林中穿梭……这
里是乌干达，一个不缺水的非洲国家，更是
一个敬畏自然， 具有较为完善的环境保护
条例的原生态乐园。

优渥的自然条件培育出丰盛的美食，
热情好客的乌干达人民和湖南人一样好吃
辣椒，菜肴品种丰富多样，让人流连忘返。

一、简况
乌干达共和国，简称乌干达。位于非洲

撒哈拉以南，东部非洲中心，是横跨赤道的
内陆国家，国土面积24.2万平方公里，人口
4430万（2018年）。

乌干达全境大部分位于东非高原，平
均海拔1000-1200米，境内湖泊、沼泽面积
占国土面积的18.3%，有“高原水乡”“非洲
明珠”之称。

首都坎帕拉是全国政治、 经济和文化
中心，面积238平方公里，产业主要包括通
信、食品加工、烟草、化工、木材、塑料和皮
革制品。其他主要经济城市有金贾（旅游和
工业）、姆巴拉拉（农牧业）、恩德培（旅游和
工业）和马萨卡（农业）等。

乌干达的自然资源极其丰富。 目前
已探明的矿产种类超过50种，包括石油、
云母、长石、钽、钒和蓝晶石等；森林覆盖
率为12%， 盛产硬质木材； 水产资源丰
富， 维多利亚湖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
产地之一。

世界最长的河流———尼罗河发源于
此。乌干达还拥有非洲第三高峰鲁文佐里
山（俗称“月亮山”）的玛格丽塔峰，以及
非洲最大湖、世界第二大淡水湖维多利亚
湖。

二、经济
乌干达是东非共同体、 东南非共同市

场和非洲大湖地区国际会议重要成员。近
几年，乌干达的经济持续保持增长，其中服
务业发展较快，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
已超过一半。

乌干达积极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优先
发展农业和制造业，重点发展私营经济，推
行自由贸易。2015年，乌干达政府提出实施
《2015-2020年国家发展规划》， 主要目标
包括： 到2020年， 乌干达进入中等收入国
家，贫困人口占比从19.7%下降到14.2%；规
划还明确乌干达政府将重点投资和发展农
业、旅游业、贸易、工业、能源基础设施和人
力资源行业。

乌干达的出口市场主要为东非地区和

欧洲地区，进口来源地主要为东亚、东非和
南非、欧洲和中东地区。

1.农业
乌干达耕地充足、 土地肥沃、 雨量充

沛，具有良好的农业发展条件，农业也是乌
干达的支柱产业，主要出口产品以咖啡、棉
花、茶叶、烟草、鱼、皮革、鲜花、水果、玉米
和蔬菜等传统经济作物和农作物为主。

2.工业和制造业
乌干达工业基础落后， 经济发展所需

的机械设备、 高新技术等产品全部依赖进
口。但近几年，工业增速不断上升，占GDP
总额的20%，其中，建筑业和制造业在工业
产值中所占比例最高。

在制造业当中， 乌干达的钢铁和水泥
行业具备一定发展基础。 在乌投资设立的
钢铁厂商主要来自印度和中国； 乌干达高
标号水泥产量低，主要从肯尼亚进口。

3.旅游业
旅游业是乌干达赚取外汇最多的行

业， 每年接待游客约130万人次。 乌干达
境内的野生动物保护区，是游客的主要目

的地。
“东非三国”肯尼亚、卢旺达和乌干达，

实行单一旅游签证等便利措施， 加之乌干
达旅游设施的不断改善， 将进一步促进当
地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根据乌干达旅游发展规划，到2020年，
乌干达旅游业外汇收入将超过20亿美元，
对GDP贡献将达到15%， 游客增长至每年
400万人次。

三、与中国经贸合作情况
中国是乌干达外国直接投资、 贷款和

赠款的主要来源国， 也是乌干达商品的主
要出口国。

中乌在经贸方面的良好合作， 为中国
在乌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奠定了基础。
在电力领域， 两国的合作使乌干达电力装
机容量得到较快增长； 中乌双方还合作修
建了一条连接恩德培国际机场和首都坎帕
拉的公路，助力乌干达的交通建设。

1.双边贸易
近年来， 中乌贸易发展较快。2018年，

我国与乌干达双边贸易额达到7.52亿美元，
其中，中方进口0.46亿美元，增长38.33%。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中国对乌干达出
口商品主要类别包括鞋类、医药品、电路
装置及零件等；中国从乌干达进口商品主
要类别包括牛皮革及马皮革、 水海产品、
羊毛等。

2.对乌投资
1993年， 第一家中资企业在乌干达投

资局注册。2018年，我国企业对乌直接投资
额已达到2.71亿美元，主要涉及能源矿产开
发、贸易、数字电视运营、农业开发、皮革加
工、鞋类及塑料产品制造、钢铁等建材生产
和酒店等行业。

3.承包工程
2018年， 我国企业在乌新签工程承

包合同额37.58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1.48
亿美元。近几年，中资企业在乌承建的在
建大型工程项目主要有：卡鲁玛水电站、
伊辛巴水电站、坎帕拉-恩德培机场高速
路等。

（黄婷婷 整理）

经典案例

“高原水乡”乌干达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彭清平

“中央企业技术能手”“中央企业青年
岗位能手”“中国铁建技术能手” ……从业
13年，他获得过十多项重量级荣誉；

武广客专、吉怀高速、芷江机场、衢宁铁
路……都有他冲锋在前，精准测量的身影。

他叫杨宗兵，今年34岁，从中铁十二
局集团七公司一名普通的测量员成长为精
测大队队长，是同事眼中的“测量达人”。

5月28日， 记者在长沙市天心区青园
街道辖区中铁十二局集团七公司总部大厦
见到杨宗兵时， 他正从贵南高铁现场复核
回来。还没来得及回家，他又要马不停蹄地
参加公司的测量比武，在这个舞台上，他曾
多次获得第1名，如今他是评委。

“测量是用双脚丈量大地的活儿，既要
不畏严寒酷暑，又要细致耐心，忍饥挨饿更
是家常便饭。但只要看着一条条铁路贯通，
一条条隧道精准施工，就觉得挺值的。” 杨
宗兵欣慰地对记者说。

2007年大学毕业后，杨宗兵就选择了
干测量，有时跟踪一个项目，在工地上一待
就是几年，往往两三个月才能回家一趟，但
杨宗兵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他说：“因为热
爱，所以愿意为之努力并坚持。”

“杨宗兵很能吃苦，哪怕路程再远，他
都不讲价钱， 背着沉重的仪器奔走在各个
工点上。导线复测、测量放样、导线加密点
控制测量、 隧道贯通测量……工作不到一
年，他便成为了沉降观测组组长。”杨宗兵
的师傅、 时任武广客专项目部测量队长余
兆龙告诉记者。

测量工作，讲究的是精准，用“差之毫
厘，谬以千里”来说一点也不为过。杨宗兵
从业13年，经历过大大小小十几个项目，但

从未出现过一丝一毫的偏差。
“怎么能做到如此的精准呢？”
“细致耐心、刻苦钻研、反复测量。”这

是杨宗兵干测量工作多年的体会， 也是他
身体力行所践行的。

“你干测量这么多年，遇到过最难的项
目是哪个？”

“还是衢宁铁路那个项目吧。” 杨宗兵
不假思索地说。

衢宁铁路项目部位于浙江省西部一个
偏僻的小山沟，主要工程为隧道和桥梁，其
中超过3公里长的隧道就有2座， 生活环境
苦，工作条件更苦，但杨宗兵坚持了3年。

“生活环境苦倒是习以为常了，就是工
作难度比较大，那里隧道的断面小，控制平
面也比较难，还有很多处斜井，要是测量不
精准，损失都是按千万来计算，所以压力很
大。”杨宗兵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 杨宗兵圆满完成了
这个项目的测量任务， 并且是带着一帮测
量“新兵”完成的。

天天“泡”在项目工地，回家成为了奢侈。
杨宗兵老家在益阳沅江市， 年迈的父

母和妻子女儿一起生活在农村老家。 多年
来，他一般两三个月才回一次家。

今年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 经常向杨
宗兵抱怨:“为什么别人上学每天都有爸爸
接送，而我的爸爸连见一次面都难呢？”

“现在孩子都不怎么愿意和我亲近，有
时也觉得挺心酸的。”杨宗兵说，既然当初
选择了测量工作，就不能半途而废，只有用
心工作，才能不辜负单位的培养。

好在工作这些年， 杨宗兵也有了些积
蓄。“等过段时间买了房子， 就把老婆孩子
都接到长沙来，全家一起生活，也算苦尽甘
来了。”杨宗兵憧憬道。

湖南日报6月3日讯 （通讯员 向晓玲 李
亚锋 记者 余蓉）6月3日，一条内容为“高考
倡议书：请为泸溪学子打开‘静音模式’，我
接力！”的微信，在泸溪许多居民的朋友圈里
刷屏。近日，泸溪县组织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公安、市场监督管理、文化执法等部门联
合开展白沙城区环境整顿，为高考学子们开
启“免打扰模式”。

该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加大执法巡
查力度， 采取流动巡查与定人定岗相结合方
式，实行“全覆盖”管理，重点对高、中考期间
城市道路秩序及考点学校周边流动商贩及店
外经营行为进行清理整治， 密切跟踪监控考
点周边情况。

公安部门加强了“护校安园”专项工作，
在校园周边， 加强了公安警力的布控， 推行

“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三见”制度，建成
安全屏障，降低安全风险。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强了对校园食堂及
校园周边餐饮店的执法检查， 给学生一个放
心的用餐环境。

文化部门在网吧、KTV等娱乐场所开展
拉网式检查，要求娱乐场所不得超时营业，不
得接纳未成年人入内。 在高考期间禁止娱乐
场所音量过高及建筑噪音等， 将采取昼夜巡
查和监督检查的工作模式，对违规从严处理，
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和谐的高考环境。

湖南日报6月3日讯 （见习记者 陈新）又
是一年高考时。今天上午，2019湖南爱心送考
在长沙启动。面对高考和端午假期重合、人流
车流重叠的特殊情况， 湖南省和长沙市相关
职能部门和单位承诺， 竭尽全力进行联动保
障，确保高考考生出行顺利。

启动仪式上，湖南交通频道发布《当高考
遇上端午》大数据路况研判。研判结果显示，6
月7日至9日，全省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
路网流量主要以返乡探亲和短途旅游为主，
届时将迎来节假日客流小高峰； 省内高速公

路重要区间路段、热点景区邻近路段、长株潭
城市群周边路段及市（州）城市重要出入口容
易发生缓行和排队现象，路网运行压力增大；
在6月8日高考结束后， 省内各市州城市出口
可能出现出城高峰。

今年高考期间， 湖南交通频道将联合
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继续面向考生家
长及参与送考的爱心人士发放“平安小精
灵绿色通行证”，所有持证送考车辆，在交
通拥堵路段和交通限行路段将可以优先通
行； 长沙交警将全警出动， 指挥中心接警

警力全勤在岗， 各交警大队将组建“爱心
送考应急服务小分队”， 随时参与应急救
援。

如果有考生遇到突发状况， 出租车和公
交车将竭诚为考生提供便利；此外，长沙市轨
道交通集团也将开通地铁绿色通道， 凭准考
证， 考生及不超过两名家长可以经“绿色通
道”免费乘坐地铁1、2、4号线。

考试期间，考生遇到任何突发情况，都可
以拨打高考应急热线96218，湖南交通频道将
与相关职能部门联动为考生提供便利。

当高考遇上端午，出行有保障

2019湖南爱心送考启动

湖南日报6月3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李巍 李彬）高考马上来临，身份证不慎遗失以
往是临时补办，程序多且时间长，给考生带来
不便。而今情况又怎样呢？今天，一名岳阳籍考
生通过湖南公安服务平台身份证补办加急“绿
色通道”进行线上申请，民警线下联动，一个小
时内便完成了补办身份证的所有程序。

当天8时许，就读于长沙市某高中的考生
肖某，因身份证不慎遗失，赶到其户籍所在地

岳阳市公安局君山公安分局申请补办身份
证。 民警李静询问发现， 肖某只携带了户口
本，没有相关高考考生的身份证明资料，通过
常规的居民身份证申报系统无法为其办理加
急身份证。李静很快想到了利用“湖南公安服
务平台” 推出的专为高考考生开通的身份证
补办加急“绿色通道”。在李静耐心指导下，肖
某通过手机微信关注了“湖南公安服务平
台”，仅用了10分钟，在通过实名认证后完成

了网上申请补办身份证程序。
与此同时， 办事民警将该情况报告至岳

阳市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支队及“湖南
公安服务平台”管理员。半个小时后，该考生
学校为其开具了高考考生证明上传至平台，
分局、市局、省厅三级公安迅速联动，5分钟内
完成了审批。

据了解，这是“湖南公安服务平台”推出
身份证补办加急“绿色通道”后，岳阳公安部
门收到的首例在线申办。目前，考生肖某的身
份证已由湖南省公安厅居民身份证制作中心
加急制作， 并将很快由邮政EMS速递专员送
到其手中。

岳阳公安解考生燃眉之急

巧用“绿色通道”加急补办身份证

泸溪开启高考“免打扰模式”

爱国情 奋斗者
杨宗兵：

用双脚丈量大地

尼罗河源头。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