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非携手 共创未来
———迎接第一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嘀哩、嘀哩……”6月6日下午3时，中国
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
电八局） 国际公司员工伍勇的手机发出微信
提示音。微信好友德波向他发来视频请求。

“这是我在非洲莱索托王国结交的朋友，
名叫德波。”伍勇一边向记者介绍，一边接通
视频。视频里，德波满面笑容。

“嗨，德波。”
“嗨，勇哥。”
视频里传出的声音，让办公室其他3位曾

在莱索托王国工作过的同事， 放下了手里的
活，围了过来。

“德波、德波、德波。”同事们欢快地叫着，
抢着将手机摄像头对准自己的脸。

德波一一跟大家打招呼：“明天就是端午
节，别忘了吃粽子！”视频里，德波用独特的普
通话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最好的帮手
伍勇跟德波的相识缘于工作。
2011年， 水电八局中标莱索托王国麦特

隆项目，伍勇被公司派往莱索托王国工作。
“项目部要招一名当地司机，德波是当地

人，读过书、会开车，是合适的人选。”伍勇说，
德波不善言谈，但做事靠谱。

在莱索托，疟疾发病率高。尽管去之前，伍
勇和同事们做足了“攻略”，但仍然难以幸免。

一次， 伍勇和同事乘坐德波驾驶的汽车
外出办事，快到目的地时，同事突然感觉浑身
发冷，伍勇和同事打算坚持一下，办完事再返
回驻地治疗。德波得知后，一向“听话”的他，
不顾伍勇和同事的反对，掉转车头，就往项目
驻地狂奔。

经医生诊断，同事患了疟疾，如果不及时
治疗，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德波这次“违抗命
令”，让伍勇和同事心怀感激。

伍勇工作的地方缺水严重。 为解决饮水
问题，项目部专门打了一口深井，但当地村民
经常将水管割断，把井水引入自己家中。项目
部找当地政府官员协调，村民置之不理。

见此情景， 熟悉当地民情的德波主动请
缨，他带领项目部负责人拜访当地酋长，赠送
药品等物资，问题迎刃而解。

“每次遇到紧急情况， 德波总有解决办
法。”伍勇说，很快德波就成了大家的好帮手。
外出采购、跟当地村民和政府官员打交道，大
家都喜欢叫上德波。

深厚的友谊
德波能干，还很好学。
“每次驾车外出，他都会在车上向我们请

教，学习中文。”伍勇说，慢慢地，德波跟大家
越走越近，情谊越来越深。

非洲有很多传统节日，每次过节，德波都
会向大家发出邀请， 欢迎项目部的中国同事
去他家做客。

“非洲人过节，仪式感十足，但吃得非常
简单。”伍勇回忆，第一次去德波家做客，是在
5月份的“非洲日”。得知有中国客人，德波的
亲朋好友也纷纷赶来。 大家在屋外的空地上
载歌载舞，尽情狂欢。

吃饭时， 德波拿出家里最好的食物牛肉
和木薯招待大家， 他按当地习俗将牛肉和木
薯炖成一锅，大家围成一圈用手抓着吃，其乐
融融。

遇到中国传统节日， 伍勇和同事也会邀
请德波参加。 德波参加最多的中国传统节日
是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

“还记不记得中国的传统节日。”6日下午
视频时，伍勇故意提出问题考德波。

“我是一个‘吃货’，当然记得中国的传统
节日，有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每个
节日都有好吃的。”德波笑着说，比如，端午节
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

德波对中国传统美食记忆最深的是饺
子。“饺子很好吃，一口下去，唇齿留香。”德波
说，“唇齿留香”这个词是他刚从网上学来的。

故事还会有“下文”
随着莱索托王国麦特隆项目的顺利交

付，伍勇回到了国内。但他和德波的情谊一直
未断，经常通过微信相互交流。

采访中，征得伍勇同意，记者用近1个小
时的时间翻看完他跟德波的微信聊天， 发现
这是一场未完的对话。

2月15日，伍勇在微信朋友圈晒出了孩子
的照片，德波看到后，立即发来私信：有其父
必有其子。

3月17日，德波发来信息：我失业了。伍勇
立即回复信息，对他进行鼓励。

……
“高兴的事情，他会跟我分享；遇到烦

心事，也会跟我诉说。”伍勇说，水电八局
国际公司每位从非洲回来的同事， 心里都
藏着一份“非洲情”。 很多同事生下孩子
后， 会用当时在非洲工作时的项目名，给
孩子起小名。 比如， 一位曾在莱索托王国
麦特隆项目工作过的同事， 给孩子起的小
名就叫“小麦”。德波教伍勇和同事们跳的
草绳舞， 已成了水电八局春节联欢会上的
保留节目， 每年上台表演， 都会赢得阵阵
喝彩。

最近， 得知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即将召
开，德波的信息比以往更频繁。

“真希望你们来非洲，到莱索托做项目，
我给你们做服务。”德波在微信里向伍勇发出
邀请。

伍勇的回复情真意切： 我们的故事远未
结束，肯定还会有“下文”。

湘约非洲 走进非洲

� � � �作为非洲大陆面积最小的国家， 冈比
亚共和国， 几乎全部被塞内加尔共和国包
围，地形为狭长平原，位于非洲西部，国土
面积11300平方公里。

冈比亚沿大西洋的西海岸线长80公
里，是其唯一的出海口。冈比亚河流经冈比
亚中心地带，最后注入大西洋，大部分冈比
亚人都居住在西部沿海一带。

首都班珠尔位于冈比亚河入海口处的
班珠尔岛， 扼冈比亚河通往外部的咽喉要
道。班珠尔港有两处深水码头，由此可输出
花生及其制品、皮棉和渔业产品等，转口贸
易成为全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冈比亚境内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钛、
锆、金红石混生矿和高岭土，渔业资源丰富。

经济发展
冈比亚的农业人口占全国总劳动力的

75%，是典型的农业国。冈比亚的主要粮食作

物有玉米、小米、谷子、高粱、大米等，一半耕地
用于种植花生，由于结构单一，粮食尚不能自
给，大部分大米需要进口，主要来源于欧洲。

近几年来，冈比亚加大对渔业的投资，
渔业产值大幅增加。

冈比亚的工业基础薄弱， 主要为农产
品加工和建筑业，还有少量轻工业，如花生
加工、面包店、酿酒厂和制革厂，制造业活
动包括肥皂、饮料和服装等。

旅游业已成为冈比亚的第二大就业行
业，也是冈比亚外汇主要来源之一。

与中国经贸合作交流
2018年，我国与冈比亚双边贸易额4.5

亿美元，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417万美元。
近几年中国在冈的大型工程承包项目有华
为公司与冈比亚国家电信公司签订的国家
宽带骨干网建设项目等。

（黄婷婷 整理）

冈比亚：非洲大陆面积最小的国家

� � � �刚果共和国，首都布拉柴维尔，为和邻
国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区分， 习惯以其首
都名称备注，简称刚果（布）。

位于赤道地带的刚果（布），西南临大
西洋，常年炎热的气候，赋予这块土地丰盛
的热带作物。

刚果（布）是名副其实的森林国度，森
林覆盖率达国土面积60%以上， 约占非洲
森林资源的10%。世界第二大河刚果河，给
刚果（布）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境内有河
流100多条，水网密布，年水资源总量达到
1.58万亿立方米。

刚果（布）也精心呵护着自然赐予的资
源，境内保护区面积约占刚果（布）国土面
积的13%。

经济发展
石油产业，一直是刚果（布）的支柱产

业，跻身非洲六大石油生产国之列。
2015年以来，刚果（布）积极开展经济

转型，努力实施经济多元化政策，在稳定石
油产量的同时，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农业、
制造业等领域发展。

矿产开发是刚果（布） 的重要支柱产
业。据刚果（布）矿业部资料显示，刚果（布）
铁矿石储量约250亿吨， 钾盐储量达60亿
吨，此外还有丰富的铜、铝、锌、金等矿藏。

森林目前是刚果（布）除石油外第二大
财政收入来源，林业经济占据全国GDP的
5%-6%，在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总体来看，刚果（布）目前的工业化程
度较低，除农林牧渔、资源采掘及建材领域
外，其他产业均处于起步阶段。

与中国经贸合作交流
自2014年，中国成为刚果（布）第一大

贸易伙伴，刚果（布）是中国在非洲第二大
原油进口来源国，仅次于安哥拉。

2018年，我国与刚果（布）双边贸易额
72.44亿美元，增长67.15%，新签工程承包
合同额2.9亿美元。近年来，在刚果（布）投
资规模超过1亿美元的项目有浙江春和集
团蒙哥钾盐项目、南方石化佳柔油田项目、
中航资源钾盐项目以及中国黄金索瑞米铜
矿项目等。

（黄婷婷 整理）

�刚果（布）：森林的国度

最好的帮手，成了真心的朋友

� � � �他们远隔千山万水，却经常相互惦念。端午节前，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员工伍勇的非洲
莱索托王国朋友德波给他发来了问候———

伍勇和德波忙里偷闲“干一杯”。 通讯员 摄

� � � � 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加快数字化转型、
推动数字经济增长已成为非洲各国的普遍愿
望。

四达时代集团（以下简称“四达时代”）在
不增加非洲国家政府财政负担的情况下 ，帮
助非洲地区国家电视台实现制作、播出、传输
设备的升级换代和全国传输， 实现电视制作
的数字化、高清化、网络化，让非洲各国能看
到数字化电视。

该项目先后在卢旺达、 赞比亚、 尼日利
亚、莫桑比克等18个国家推动实施，取得了很
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项目效益】

项目实施后， 非洲民众花少量费用即可
获得终端接收系统，免费收看国家台节目，接
触到经济、人文、法治、科学、娱乐等丰富多彩
的广播及数字电视节目， 有利于推动当地人
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进步。

非洲广播电视数字化的实现， 还为当地
带来了频道传输费、 用户收视费、 增值服务
费、广告费等收入。
【复制推广前景】

该项目为非洲国家电视台、 私人电视台
和广播台、OTT平台以及太阳能收看电视系统
提供了多方面拓展的可能性， 在非洲国家均
可借鉴、运用和推广。

（黄婷婷 整理）

经典案例 非洲国家广播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方案：

让非洲朋友观看到数字化电视
【案例简介】

钟声

“保护消费者的最有效方法是国内的自
由竞争和遍及全世界的自由贸易。”诺贝尔经
济学奖得主、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这句
名言，对于当下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

贸易合作带来双赢、贸易冲突没有赢家，
这是一个早已被世界历史反复证明的道理 。
然而，美国一些政客完全无视经济规律，完全
脱离中美经贸结构高度互补、 利益深度交融
的基本事实 ，先是抛出 “美国吃亏论 ”，宣称
“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我们每年损失5000亿美
元”，抱怨“中国出口过剩掏空美国中西部工
业地区”“美国损失了数百万制造业岗位”；随
后又炮制“加征关税有利论”，高呼 “今后 ，我
们将从中国收取数千亿美元的关税”，鼓吹增
收关税对美国经济和国民福利都是好事 。于
是，护佑民生福祉、增加国民福利 ，不仅成了
这些政客挑起贸易争端的 “正当理由 ”，也成
了挥舞关税大棒将带来的“胜利结果”。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 。 市场经济条件

下 ，没有谁能强取豪夺 。那些所谓加征关税

“将为我们的国家带来更多财富 ，甚至超过
传统类型的惊人交易 ”的说辞 ，不过是自欺
欺人的谎言 ； 那些所谓加征关税增加美国
国民福祉的论调 ，无非是凭空臆造的假象 。
近日 ，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就发布了一份研
究报告 ， 警告称 ：“这些上调的关税可能造
成巨大的经济扭曲 ， 并导致美国关税收入
减少 。 非常高的税率可能导致关税收入下
降 ， 因为进口商将停止从一个被加征关税
的国家进口商品 ，并寻求从其他国家 （效率
较低 ）的生产商那里进口商品 。”一项统计
数据也显示 ， 加征关税使美国消费者和进
口商去年每月损失44亿美元 ， 且美国收取
的关税收入 “不足以弥补购买进口商品的
消费者所承受的损失 ”。就连白宫国家经济
委员会主任库德洛也不得不公开承认 ，中

国人没有为输美产品直接支付关税 ， 中美
双方都会因关税承受损失 。

把加征关税说成是 “护佑民生 ”， 更是
无稽之谈 。《华尔街日报 》就指出 ，加征更高
关税 ，将对美国普通消费者产生巨大影响 ，
因为涉及的是一系列消费品 ， 消费者将会
面临更高的价格 。更为直观的 ，是芝加哥大
学和美国 联 邦 储 备 委 员 会 的 一 项 联 合 研
究 ，研究者用 “洗衣机的例子 ”来证明关税
提高对消费品的影响 。结果显示 ，自2018年
1月美国对进口洗衣机加征关税以来 ，洗衣
机的平均价格上涨了12%，美国消费者每年
在洗衣机和烘干机上的支出增加了15亿美
元 ，每台洗衣机要多花86美元 ，每台烘干机
要多花92美元 。美方所加征的关税 ，最终只
会通过其国内进口商 、批发商 、零售商 ，转

嫁到美国国内消费者身上 。不仅如此 ，根据
代表美国150多家贸易协会的 “关税伤害美
国腹地 ”组织估算 ，将关税上调至 25%会损
害近10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 ， 并加大金融市
场动荡 。一言以蔽之 ，加征关税给美国人带
来的绝非 “福音 ”，而是 “噩梦 ”，为关税 “埋
单 ”的最终还是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界 。

在雄辩的事实面前、在强烈的反对声下，
即便是那些美国政客，也不得不改口，以所谓
“短期会疼，长期会赢”，继续为升级经贸摩擦
寻找借口。然而，对于美国民众而言 ，短期肯
定会疼，长期也未必会赢 。以美国豆农为例 ，
他们不仅要面临种多少大豆、 要不要将已储
存的大豆低价卖出的困扰， 更可能要面临失
去中国市场的冲击。 用他们的话来说， 这是
“花了40年时间才赢得的市场”， 一朝失去，不

知何日才能复得。
当前 ，尽管中美两国在合作中不时遭遇

摩擦和分歧 ，但不可否认的是 ，中美两国各
领域合作的广度与深度都远超历史上任何
时期 。 这正说明中美两国合作共赢顺应时
代潮流 ， 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
根本利益 。反之 ，如果为了一己私利 ，执意
逆潮流而动 ，结果只能是损人不利己 。正如
英国 《卫报 》一针见血地指出的 ，与中国的
贸易战 几 乎 伤 害 了 美 国 经 济 的 每 一 个 领
域 ，几乎没有产生赢家 。加征关税 ，绝非 “搬
梯子 ”，而是 “扔砖头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无
论是世界人民 ，还是美国人民 ，都将越来越
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载6月9日 《人民
日报》）

搬梯子，还是扔砖头
———看清美国某些政客“合则用、不合则弃”的真面目

� � � �距离西非海岸线570公里， 有10个横
跨大西洋中部的火山岛， 它们构成了被誉
为“大西洋上的明珠”的国家———佛得角共
和国。

佛得角扼美、非、欧、亚四大洲海上交
通要冲， 是各洲远洋船只及大型飞机过往
的补给站，因此也被称为连接四大洲的“十
字路口”。

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令人惊叹的大西洋
岛国风光，每年吸引60多万各国游客到此
度假游玩，萨尔岛是其中人气最旺的岛屿。

首都普拉亚，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
化和金融中心。

经济发展
佛得角耕地面积少，粮食不能自给，年

产仅能满足15%需求，主要产品有玉米、豆
类、薯类、甘蔗、香蕉、咖啡等。

捕鱼业在佛得角的国民经济中占重要
地位，渔业人口1.4万。渔业出口是佛得角
重要外汇来源之一，目前，全国每年出口海
产品约1万吨，主要为金枪鱼、龙虾。

佛得角将旅游业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的
支柱产业。近几年，佛得角重视旅游基础设
施建设， 旅游业吸引外资占全部外资的
85%， 成为佛得角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主要
来源。

佛得角的工业基础薄弱， 以建筑业为
主，制造业不发达，有中小工厂100�余家，
主要从事制衣、制鞋、水产加工、酿酒、饮料
装瓶等， 分布在圣地亚哥岛的普拉亚市和
圣文森特岛的明得罗市。

与中国经贸合作交流
近年来，中佛双边贸易额保持增长，品

种也从单一的日用品，向家具、汽车、建材
等产品拓展。

2018年，我国与佛得角双边贸易额达
到7856万美元，同比增长13.5%，我国企业
对佛全行业直接投资额120万美元， 在佛
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318万美元。 主要大
型工程承包项目包括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承建援佛得角大学新校区项目等。

（黄婷婷 整理）

佛得角：连接四大洲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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