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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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简介】

苏布雷水电站是科特迪瓦国家能源平
衡战略的核心项目，由中国水电五局总承包
建设。 该项目于2013年9月开工，原计划2018
年5月竣工，在中科双方共同努力下，项目提
前8个月投入使用， 科特迪瓦外交部评价该
工程为“中科两国经贸合作的典范”。

【项目效益】
苏布雷水电站总装机275兆瓦， 预计年

发电量1190千兆瓦时，是西非地区规模最大
的水电站。 电站首台机组自2018年5月发电
以来，目前已累计持续提供稳定的清洁能源
超过20亿千瓦时，不仅大大提高了水电在科
特迪瓦电力组成中的比例，而且使科特迪瓦
实现电力出口，为西非国家提供了强劲的发
展动力。

【复制推广前景】
苏布雷水电站是目前西非共同体国家

中最大的一个EPC（工程总承包）项目，其运
营模式在西非片区起着“灯塔”作用。

该电站被誉为“灯塔”工程，其深入践行
“合作共享”的发展理念，实施科学细致的成
本管控措施，以及做好项目建设各环节的顶
层设计等管理手段和模式，在西非区域都有
示范和推动作用。 （黄利飞 整理）

湘约非洲

� � � �位于非洲东部的肯尼亚是人类发源地之一，
境内曾出土约250万年前的人类头盖骨化石。

该国赤道横贯东西， 东非大裂谷纵贯南
北，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全国共有65个国家
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区。

世界知名的私人旅行指南《孤独星球》评
价肯尼亚：“它能满足你对非洲的所有幻想，
这里有辽阔的草原、成群的野生动物，还有底
蕴深厚的肯尼亚人， 他们的传统植根于这片
人类起源地，令人自豪。 ”

首都内罗毕有“非洲小巴黎”之称，是一
座国际化都市， 也是联合国在全球的四大总
部城市之一，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人类居住
规划署总部均设于此地。

经济发展
肯尼亚是东非第一大国，地理位置优越、

经济基础相对完善， 国家实行以私营经济为
主体的“混合型经济”体制，私营经济在整体
经济中所占份额超过70%。

农业是肯尼亚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第
一大创汇行业，2017年农业占该国GDP的
31.5%。 主要粮食作物有玉米、小麦和水稻，
主要经济作物有咖啡、茶叶、剑麻、甘蔗等。

旅游业较发达，是第二大创汇行业。美丽
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独特的地貌景
观以及无数珍禽异兽， 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
客前往观光。

工业相对发达， 国内日用消费品基本自
给，门类以食品加工制造业为主。

与中国经贸合作交流
作为海上丝路自然与历史的延伸， 肯尼

亚已经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重
要支点，也是众多中国企业“走进非洲”的首
站。 2018年，我国企业在肯新签工程承包合
同额37.9亿美元， 完成营业额43.5亿美元。
2018年， 我国与肯尼亚双边贸易额53.7亿美
元，同比增长3.2%。

（黄利飞 整理）

肯尼亚：非洲“东大门”

� � � �利比里亚西南濒大西洋， 有超过500公
里的海岸线，风光旖旎。

该国矿产、森林、土地和水利等自然资源
丰富，主要矿产资源为铁矿，年开采量约500万
吨；森林覆盖率约59%，占西非地区几内亚森林
带总面积的42%，盛产紫檀木、红木、桃花心木
等；土地适合发展优质橡胶，也适合种植稻米、
木薯、蔬菜、棕榈和椰树等。全国有2000多种植
物、600多种鸟类、125种哺乳动物。

首都蒙罗维亚是全国的政治、 经济和文
化中心，人口约130万，这个城市据守圣保罗
河入海口，是西非重要的出海门户；它也是西
非海岸乃至全球降雨最多的地区之一， 素有
“非洲雨都”之称。

经济发展
利比里亚经济结构单一，工业基础薄弱，

自然资源丰富，依赖橡胶、铁矿和木材等工业
初级产品出口。

矿业产值约占GDP的8.9%，其中铁矿资

源最为丰富，已探明储量超过100亿吨，是利
比里亚最主要的出口产品。

2012年，利比里亚政府制定了“2030国家
远景规划-利比里亚崛起” 的长期发展规划。
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广泛参与和包容性增长，到
2030年使利比里亚成为中等收入国家。

与中国经贸合作交流
近年来， 中国与利比里亚双方的经贸互

利合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双边贸易上，2018年， 我国与利比里亚

双边贸易额20.5亿美元。
投资方面，2018年， 我国企业对利比里

亚全行业直接投资额2741万美元，新签工程
承包合同额1.3亿美元。

目前， 中国在利比里亚重点投资项目主
要有武汉钢铁集团控股的邦州铁矿项目，河
南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的博米山铁矿
勘探项目，葛洲坝易普力炸药生产项目等。

（黄利飞 整理）

利比里亚：“坐拥”百亿吨铁矿资源

� � � �莱索托地处南部非洲， 是南非共和国环
抱的国中之国，属内陆高原山区国家，也常被
称为“高山王国”。

莱索托钻石资源较为丰富， 国内有多个
钻石矿；2006年发现了世界最大钻石“莱索
托诺言”，重达603克拉。

该国十分重视教育， 国民受教育程度较
高， 识字率达89.6%， 初级教育普及率达
69.3%，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位居前列；
教育支出占其GDP总额的13%， 在撒哈拉以
南非洲国家中位居第一。

经济发展
莱索托地处高原山区，自然资源匮乏，经

济基础薄弱， 是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最不发达
国家之一。 经济以农牧业和服装加工出口为
主，侨汇是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农业以种植玉米、高粱、小麦、豆类为主，
畜牧业以养殖牛羊为主， 农牧业人口占全国

人口的70％。
近年来，以钻石开采业为主的矿产业，成

为莱索托新的经济增长点； 而且随着经济的
复苏，运输业发展较快。

目前，莱索托政府已将农业、纺织及服装
制造业、旅游业、科技创新等领域作为重点发
展的领域。

与中国经贸合作交流
中莱双方在经贸、卫生、文化与教育等多

个领域交流频繁。 中国对莱索托主要出口工
业制成品和机电产品， 从莱索托主要进口羊
毛和马海毛等轻纺产品。 2018年，中国与莱
索托双边贸易额0.94亿美元，同比增长9.4%。

目前，在莱索托的中国大陆企业有20余
家，主要涉及工程承包、信息通信、电视传媒、
贸易、纺织服装加工、医药和化妆品制造、汽
车维修以及农业种植等行业领域， 近半数企
业从事建筑承包工程。 （黄利飞 整理）

莱索托：“高山王国”

经典案例
� � � � 湖南日报 6月 12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梁一丁 周勋 ） 占据全国文印市场
70%以上份额的新化文印产业， 首次将目光
投向了“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今天， 新化
县举行新印科技海外生产运营中心与复印机
再制造工厂业务起航仪式， 首批300台复印
机正式启运非洲国家加纳。

从扶贫项目到富民产业， 新化文印人在
全国已拥有大小门店6万余个， 从业人员20
余万人， 年产值880多亿元， 并逐步进军产

业链中上游， 创造了“中国文印看新化” 的
独特经济现象。

此次出征非洲市场， 新化文印人信心满
满。 “以三折页印刷品、 1000张起印为例，
加纳市场的报价折合为每张3.26元人民币，
我们过去后， 可以把价格控制到1/10左右。”
新印科技董事长罗国雄介绍说， 该公司将以
加纳基地为先导， 逐步在非洲国家建设生产
运营中心与复印机再制造工厂， 实现从产品
到运营维护的全产业链布局。

新化文印产业闯荡非洲市场
首批300台复印机启运加纳

科特迪瓦苏布雷水电站

西非“灯塔”工程

要闻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大熊，什么时候又要回肯尼亚了？ ”
“下周。 ”
6月11日下午在中联重科麓谷工业园，

熊传豫跟偶遇的同事“寒暄”。大家都知道他
是一个“老非洲”，多年来不是人在非洲就是
马上要去非洲。

“虽然非洲现在经济仍不够发达，但已
经比10年前好很多了。”熊传豫说，以后肯定
会越来越好。

“从怀疑到叹服，我们改变
了非洲人对中国的印象”

熊传豫2010年被中联重科派驻肯尼亚
后，在接下来近10年的时间里，先后在坦桑
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南非、南苏丹和尼日
利亚等国家工作过。

“最初来的时候，我看到非洲人的眼神
里，是怀疑甚至不屑，在他们的认知里，‘中
国制造’就是价格低廉、品质没有保障的，直
到我们给他们建起来一座座桥、修起一条条
路，水电站、天然气站，高楼大厦在中国企业
和中国设备的参建下拔地而起，他们才真正
信服。 ”熊传豫说着翻出了一张照片，一台极
光绿的中联重科ZCC2600履带吊正在肯尼
亚一个液化天然气项目现场作业。

肯尼亚是东非第一大国，经济基础相对
完善，但人们一直用的都是灌装煤气。 2017
年，肯尼亚最大港口城市蒙巴萨港口液化天
然气项目开工， 中联重科600吨的履带吊一
出场，工地现场的非洲人无一不惊讶：“中国
能造出这么大的家伙！ ”

当看到设备吊装重物时既轻而易举又
精准无误时，这些人更是一脸不可思议。

熊传豫记得，项目承建方的项目经理曾
坦言，前几年他们公司主要使用欧美和日本
品牌的设备， 这次使用中联重科的产品，让
他感受到了中国制造设备的强大。“从怀疑
到叹服，我们改变了非洲人对中国的印象。 ”
熊传豫对此颇感自豪。

那时，他被非洲“工友”团团围住，被问
及“你们为什么能造出这样的设备？ ”“欧洲
能造吗？”“这样的设备你们有几台？”等问题
时，熊传豫告诉他们，中国不仅能造出这种
600吨的设备，还能造出更大、吊装能力更强
的设备，并且这样的设备有很多台。

“在国外待久了，深深感觉到祖国的强
大是多么令人骄傲，这不仅仅是听到别人感
叹我们有多么了不起，而是觉得我们国家得
到了别人的认可并且主动向我们靠拢。 ”熊
传豫说， 现在他接触的很多非洲企业家，都
计划等孩子长大了送他们来中国。

“操作和技术都毫无保留，
想让他们过上跟我们一样的
生活”

从2018年11月起，在中联重科麓谷工业
园， 总能看见成群结队的非洲人活动在车
间、在会议室、在食堂。

这是“发展中国家工程机械运用与维护
技术培训班”的学生，来自非洲布吉纳法索。
他们在中联重科的培训课堂里，利用半年的
时间，了解工程机械产业发展现状与发展前
景、学习掌握常用工程机械的运用与维护技
术。

熊传豫是培训班的讲师之一，他一般在
课堂上讲一些能够实际运用的知识，比如如
何正确使用与保养才能让设备作业更高效
节能等。

“我们还带他们去生产车间参观，手把
手教他们操作，讲解关键技术，真是毫无保
留。 ”熊传豫认为，这些人是他们国家工程机
械行业的‘种子’，教会他们本领了，他们就
能在当地发挥先锋作用， 助力当地基建、民
生工程建设。

在跟熊传豫交流的一个多小时里，每每
提及有些非洲国家老百姓艰难地生活，他真
诚地说：“我们在非洲重点关注民生工程，修
水电站、修公路铁路和机场等，就是想让他
们过上跟我们一样的生活。 ”

熊传豫记得，在修建蒙巴萨港口液化天
然气项目时， 附近一位居民兴奋地对他说：

“几年后， 我们会和你们中国的大城市一样
使用上天然气，太感谢你们了！ ”

9年多来，每次休完探亲假返回非洲时，
熊传豫都会特意带上一些小朋友需要的东
西，送到肯尼亚郊区孤儿院。 他有空也常常
去那里做志愿者。“在非洲会想念家乡，也会
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但是看到孩子们的笑
脸，内心就会变得充实温柔。 ”熊传豫说。

� � � �自2010年首次踏上非洲热土至今， 中联重科东西非国家经理熊传豫已经在
非洲“驻扎”了近10年。他见证着非洲国家每一天、每一年发生的变化，为包括自己
在内的中国人帮助非洲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贡献力量而自豪———

“老非洲”，一言一行总关情

� � � �熊传豫及中联重科公司团队在坦桑尼亚的水管改造项目工地。（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 � � �熊传豫经常去做志愿服务的肯尼亚内罗毕近郊孤儿院。（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胡雯明

6月10日， 走进常德市武陵区河洑镇，看
到的是“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美景。 该
镇南湖社区47岁的居民汤冬云打扫完房前屋
后卫生，坐在门口给19岁的儿子织毛衣。 说起
当地居住环境， 她打开了话匣子：“现在变化
可大了，秸秆不烧了，田间地头没有垃圾了，
家家户户还搞门前三包、卫生评比，大家的卫
生意识高多了。 你看我们这里，听得到鸟叫，
看得见白鹭，沟里有了鱼虾，感觉好舒服！ ”

河洑镇是千年古镇，地处城郊，曾经山清

水秀。 后因近些年城市化进程加快，建筑垃圾
和生活垃圾随意倾倒，沟港渠汊杂草丛生。 在
今年一季度常德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评比
中，河洑镇被评为“十差”乡镇。

“环境卫生不仅是一个地方的脸面，也是重
大民生问题，是乡村振兴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今
年4月，河洑镇党委、镇政府痛定思痛，带领全镇干
群，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百日攻坚”行动。

镇里成立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指挥部，
各村组整体推进， 并对重点地段实行重点突
破。 同时，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
用，每月评选一二三类村（社区），对一类村
（社区）奖励3万元。 以党建为引领，设立“环境
公益保洁日”，作为每月主题党日重要活动之
一，实行党员包片带动，并亮明党员身份，将
“共产党员户———我家有党员、 大家向我看”

的醒目标志悬挂在党员户门旁。 成立卫生协
会，创新设立“家庭公益档案”，将各家各户人
居环境整治评比情况、 参与村级集体公益活
动情况等记入档案。 在学校开展“小手牵大
手”活动，布置“特殊作业”，举办学生家庭美
丽庭院摄影比赛等。

整治行动中，河洑镇党员干部带头、广大
群众参与，清理积存垃圾、沟渠杂草，整治集

镇墟场，修建化粪池，还在一些村道两侧及居
民房前屋后栽花种草。 一个多月来，全镇清理
垃圾2700多吨， 清理沟港渠2万多米， 绿化
2400多平方米，各村（社区）均达到一类标准。

如今走在河洑镇乡村，处处绿意盎然。村道
曲径通幽，庭院花香四溢，小溪清澈见底，田间
一片翠绿。 镇党委书记陈正勤告诉记者：“我们
进行环境整治，关键在于调动村民积极性，建立
长效机制。 我们不搞大拆大建，而是把重点放在
恢复生态、保护生态上，让垃圾无处藏身，让路
边处处见绿，让水里有小鱼小虾。 ”

目前，河洑镇探索建立了主次干道政府管、
公共用地村里管、房前屋后自己管、沟港渠汊河
长管、田间地头共同管的管理机制。 下一步，将
重点做活水文章，打造南湖港风光带。

乡村振兴纪实

山清水秀有鱼虾
———武陵区河 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