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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中非携手 共创未来
———迎接第一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

� � � �在非洲大陆以东、印度洋以西，马达加
斯加隔着莫桑比克海峡， 与非洲大陆遥遥
相望，其距非洲大陆最近距离约400公里，
是世界第四大岛。 塔马塔夫港是全国第一
大港，承担了全国超过80%的航运任务。

马达加斯加资源丰富，风光旖旎，被称
为西南印度洋上的“明珠”。其土地肥沃，气
候适宜，盛产甘蔗、香草、丁香、胡椒、咖啡、
可可、棉花、花生等；森林资源多样，珍稀动
植物种类繁多；旅游资源突出，矿产资源丰
富，而且盛产鱼虾、海参、螃蟹。

马达加斯加人对牛特别尊重， 认为牛
是勤劳和财富的标志；牛头是国家的象征，
因此马达加斯加岛亦被称为“牛岛”。

经济发展
马达加斯加主要农产品包括稻谷、玉

米、木薯、香草等；优势农产品出口势头良
好，拉动外贸增长明显。

旅游业是马达加斯加重要支柱产业，
访马的外国游客主要来自法国、留尼汪、意

大利、毛里求斯、美国、德国、中国和南非。
采矿业是马达加斯加经济发展的重要

增长点， 其中镍金属是马达加斯加最多也
是最主要的出口产品。

2018年初， 马达加斯加政府推出了
“振兴与新生2030计划”，希望在大力吸引
外国投资的基础上，重点发展生态农业、林
业、农产品深加工、渔业与水产养殖、轻工
业、矿业与宝石业、旅游业七大领域。

与中国经贸合作交流
2018年，中国与马达加斯加双边贸易

额12.1亿美元。 其中中方出口10.1亿美元、
进口2亿美元。

中国对马达加斯加主要出口产品为纺
织原料、机械设备、电力设备等；进口产品
为镍矿、铬矿等矿产品和水产品。

2018年，中国企业在马达加斯加新签
工程承包合同额2.59亿美元， 完成营业额
1.67亿美元。

（黄利飞 整理）

� � � �位于非洲中东部东非高原上的卢旺达
全境多山，有“千丘之国”之称。国内地势自
西向东倾斜，东部地区山势较为平缓，全境
共有5座火山。

卢旺达人口密度大， 人口密度为每平
方公里507人， 是非洲大陆人口密度最大
的国家，约67%的人口分布在乡村。

首都基加利市位于卢旺达的中部，至
今已有100多年历史，是整个国家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 基加利市气候宜人、市容
整洁、交通有序、治安良好，被认为是非洲
最安全的首都之一，2008年成为非洲首个
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的城市。

经济发展
卢旺达为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但

政府十分重视发展科技， 将科技发展列为
卢旺达远景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 尤其重
视信息、通信和技术产业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支柱行业， 吸纳了

85%以上的人口就业， 主要出口农产品为
咖啡、茶叶、除虫菊等。目前，可开发出口的
农产品包括鳄梨、菠萝、鲜花等。

近年来，卢旺达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大
力开发信息产业， 也正在加大力度鼓励私
人参加国家的能源建设， 努力通过吸引外
资开发现有的水电、泥炭、地热、沼气、太阳
能等资源。

与中国经贸合作交流
中国是卢旺达第一大工程承包方，也

是卢旺达主要贸易国和投资国之一。 中国
政府给予卢旺达出口到中国的绝大部分商
品零关税待遇。

目前， 中国在卢旺达开展各类业务的
企业已超过20家，分布在电子、建筑、基础
设施、数字电视等领域。

2018年， 中国与卢旺达双边贸易额
2.05亿美元，同比增长30.30%。

（黄利飞 整理）

� � � �利比亚地处非洲北部，地中海南岸，与
欧洲隔海相望。 全境95%以上地区为沙漠
和半沙漠， 只有沿海和东北部内陆区是海
拔200米以下的平原。

利比亚的自然资源丰富，石油、天然气
储量十分丰富。 其中石油储量约430亿桶，
为非洲之最； 天然气探明储量达1.54万亿
立方米，居非洲第四位。此外还有丰富的矿
产资源、水资源、海洋资源及旅游资源。

首都的黎波里市，位于沿海西北部，是
全国最大的城市，人口200多万，是利比亚
政治、文化和商业中心，也是利比亚重要港
口之一， 每年经此进口货物量占全国进口
货物总量的60%。

经济发展
利比亚拥有非洲最大的石油储量，自20

世纪50年代发现石油后，石油开采及炼油工
业发展迅速，成为利比亚的经济命脉和主要
支柱。 其原油品质好、含硫量低、蜡油产量

高，广受原油进口商的青睐。 利比亚出口收
入的95%来自石油，占政府收入的99%。

除石油产业外， 利比亚工业还包括石
化、铝、钢铁、建材、电力、采矿、纺织业、食
品加工、手工业和水泥等。

农业可耕地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1.03%，水浇地不到1%，农业人口占全国总
人口的17%。

利比亚移动电信服务普及率较高，其
移动电话市场接近饱和。

与中国经贸合作交流
利比亚是以石油业为主的单一经济体，

除石油及石油衍生品和部分农产品外，90%
商品依赖进口， 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主要为机
械、通信设备、家用电器、服装和家具等。

2018年， 中国与利比亚双边贸易额62.1
亿美元，增长160.1%。其中中方出口14.3亿美
元， 增长39.0%； 进口47.8亿美元， 增长
252.1%。 （黄利飞 整理）

【案例简介】
南非汽车生产基地坐落在南非纳尔逊·曼

德拉市的库哈开发区， 是一个年产能为5000辆
的卡车散件组装工厂， 2012年由中国一汽携手
中非发展基金投资建设， 名为 “一汽南非库哈
工厂”。 工厂占地面积8.7万平方米， 含总装车
间、 改装车间、 培训中心等， 2014年正式落成。

该项目将中国一汽公司成熟的汽车产
能、 技术和生产管理能力与南非实际情况充

分结合， 在本地进行商用车的车架铆接、 总
装、 二次喷漆、 检测和改装。
【项目效益】

非洲全境一年的新车消费仅有120万辆
左右， 仅占全球消费总量的1.5%， 汽车制造
业亟待发展。

一汽南非库哈工厂投产以来， 累计向政
府缴纳税额520万美元， 并且将汽车出口至
肯尼亚、 坦桑尼亚、 赞比亚等周边国家。 截

至2018年底， 项目累计销售28014辆汽车。
【复制推广前景】

非洲市场是有潜力的新兴市场， 具有消费
需求和生产能力同步增长的巨大优势。 一汽南
非库哈工厂本地化用工、 规范化经营， 产品
“中国引进、 南非制造”， 联动销售服务网络、
完善服务保障体系等， 这些运营管理模式， 都
可以在具备一定产业配套和区域辐射能力等其
他非洲地区复制推广。 （黄利飞 整理）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这条航线的开通，为肯尼亚扩大对华
出口打开了新的便利通道。 ”当地时间6月12
日晚，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长沙-内
罗毕航线首航晚宴上， 中国驻肯尼亚大使
馆经济商务参赞郭策在致辞中说。

这位70后参赞自2015年到肯尼亚履
职来，一直积极促进中肯贸易往来，特别是
肯尼亚的对华出口。

“我要借此机会大力推荐肯尼亚的优
质农产品，尤其是新鲜牛油果。”当晚，在接
受湖南日报记者专访时，郭策“变身”成了
一位肯尼亚牛油果“推销员”。 他高兴地向
记者介绍：“肯尼亚的新鲜牛油果很快就能
出口中国市场了， 这对两国人民都是一件
值得期待的事。 ”

今年4月， 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在参加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与中国
签署协议， 使肯尼亚成为首个可向中国出
口牛油果的非洲国家。该协议生效后，中国
有望进口该国40%的牛油果， 成为肯尼亚
牛油果的最大海外市场。

为什么是牛油果？
“牛油果在中国属于中高端水果，但在

肯尼亚是常见的一种水果，价格便宜。 ”郭

策介绍，牛油果堪称肯尼亚的“国果”，已有
许多非洲企业看好中国的巨大市场， 相继
在肯投资并大面积种植牛油果。

“中国海关正对肯尼亚新鲜牛油果进
行检验检疫评估调研， 在完成各项安全指
标后，肯尼亚牛油果才可进入中国。 ”

近年来，中国对来自美洲、大洋洲牛油
果的进口量持续增长。 据中国海关数据，
2018年中国牛油果进口量为43859吨，同
比增长36.5%；进口额为1.334亿美元，同比
增长26.5%。

在郭策看来， 即将于27日在长沙举行
的中非经贸博览会， 将为肯尼亚的优质农
产品出口提供合作平台。

“我初步了解到，肯尼亚的交通部、农
业部、 工贸合作部等部长官员都将赴长沙
参加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 ”郭策说，中国
是肯尼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肯尼亚希望
借中非经贸博览会， 搭上中国扩大进口的
便利快车， 与中国在农业领域开展更深层
次的广泛合作。

“肯尼亚是农业国家， 这次组团来长
沙， 一定能与农业大省湖南找到合作的广
阔空间。 ”展望中非经贸博览会，郭策充满
期待。

（湖南日报内罗毕6月13日电）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邓建英 赵志勇

“今天，塞内加尔体育部官员打来电话，
说竞技摔跤场自去年7月移交以来，已成功举
办了十余次正式比赛， 塞内加尔人民的摔跤
梦、体育梦从此有了扎根的土地。 ”6月12日，
负责塞内加尔竞技摔跤场项目建设的湖南建
工集团六公司副总经理李朝告诉记者，“我们
在项目移交以后成立了技术合作小组， 目前
还有10名员工留在塞内加尔， 为摔跤场提供
全方位的技术支持与服务。 ”

在号称“西非之角”的塞内加尔，摔跤运
动深受各阶层人民的喜爱，周边国家如马里、
几内亚等，也有很多“摔跤迷”。 但以前整个非
洲地区都没有一座专门的竞技摔跤场， 比赛
常常需要临时借用足球场。

2018年7月22日，由中国政府援建、湖南
建工集团承建的塞内加尔竞技摔跤场竣工移
交，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内加尔总统马基·萨
勒共同出席项目移交仪式。

这座象征中塞友谊的地标性建筑， 建筑
面积约1.8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２万名观众，
长达206.9米的钢罩棚宛如摔跤冠军佩戴的
“金腰带”，是非洲首座现代化摔跤场。

各方齐心协力，完成“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

事非经过不知难。 这一寄托着无数人期
待的摔跤场项目从2016年开工伊始， 困难和

问题就接踵而来。
“你能想象吗？ 那里曾是一片充满泥泞、

杂草丛生的沼泽地。 ”李朝至今仍记得自己刚
去时的心情：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介绍， 摔跤场项目占地面积大、 地质条件
差、钢罩棚跨度大、工期紧张，这些不利因素
给整个项目团队造成了很多困难。

每年7至10月是塞内加尔的雨季。由于沼泽
地带地下水位高， 连续降雨和排水困难容易引
起基坑坍塌，经常造成返工，影响工期进度。“有
很长一段时间， 十几台打桩机平均一天只能打
一两根桩。 ”李朝回忆说，“真的很令人揪心！ ”

在援外项目领域做了15年项目技术组长
的薛利春说：“像这样的项目在我们国内也要
3年的工期，在国外更不用说了，两年的工期
是非常紧张的。 ”

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吃得苦、霸得
蛮、敢打硬仗的“建筑湘军”没有退缩。 他们每
天早上7时干到晚上6时，遇上项目节点，中塞
员工同甘共苦赶工期， 很多塞内加尔员工也
会和中国工人一起加班到深夜，甚至通宵。

湖南建工人始终保持着一种不服输、不
懈怠的劲头，克服重重困难，及时从国内调配
了大批的人员和物资到位， 保证了项目工期
按时完成。

援建民生项目，传播中非友谊
塞内加尔竞技摔跤场电工阿卜杜拉依·

迪奥普说， 能参与到摔跤场的建设中是他最
引以为傲的事情。“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也

是我第一次与中国人打交道。 很感谢中国工
友，他们培训了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技能。 ”

作为国企承建援外工程， 湖南建工集团
要求全体参建人员除了优质高效建好工程
外，还要注重维护国家与企业形象。 湖南建工
人秉承“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理念，实
施了“一对一”的施工技术指导及工艺培训。

54岁的塞内加尔技术工人阿马杜·西塞
从2016年勘探时期就进入工程队， 见证了整
个项目的建设过程。 他说，中国人愿将技术知
识传授给他们，令他深受感动！

在建设过程中， 项目部为塞内加尔提供
了4000余个就业岗位，培养了如电工、电焊工
等约1000名技术工人，并采取捐赠、助学等多
种方式帮助当地民众， 赢得了塞国民众和政
府高层的肯定。

中塞两国员工在工程建设中团结协作，
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 如今，在塞内加
尔，看到有中国人经过，很多塞内加尔民众都
会高兴地双手竖起大拇指：“你好，中国！ ”“中
国，好朋友！ ”

塞内加尔竞技摔跤场竣工移交后， 中国
驻塞内加尔使馆给湖南省委、 省政府发来表
扬信， 对湖南建工集团在承建竞技摔跤场时
所做的努力给予高度肯定与表扬。

今年2月，塞政府决定授予湖南建工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叶新平“国家雄狮勋位团骑
士勋章”，授予湖南建工集团六公司董事长陈
光乐、副总经理李朝、项目施工技术组长薛利
春“荣誉勋位团骑士勋章”。

湘约非洲

经典案例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刘杰华 龙道清 陈珊

《国色天香》《荷塘清趣》《富贵吉祥》……
一幅幅漆画色彩斑斓、层次分明，其神秘的东
方风采，神奇的质感肌理，诗一般的意境在画
中得到完美融合，让人叹为观止。 这些漆画，
出自一个农民漆画师之手。

这个漆画师叫吴志辉，今年40岁，靖州苗
族侗族自治县渠阳镇林源村人。 他近20年孜
孜不倦奋斗，以漆描绘内心的艺术世界。

6月9日， 记者走进设在靖州苗族侗族自
治县城渠江之畔的志辉漆画工作室， 感受吴
志辉的“漆彩世界”。

一朝入“漆途”
吴志辉身着麻质短袖T恤衫， 干净素雅，

一举一动散发着艺术家气质。
“中国有 7000多年的漆艺传统 ，而从

传统漆艺脱胎而来的现代漆画更是异彩
纷呈。 ”吴志辉介绍，漆画技法丰富多彩，
可以像版画一样镌刻 ，像浮雕一样堆砌 、
雕琢 ， 像镶嵌画一样把各种质感的材料
嵌于画面上， 也可以用水砂纸或木炭磨
出埋藏在漆层下面的图案。

吴志辉与漆画结缘于2000年， 当时他在广
东珠海做油漆工。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一名
漆画师用油漆在家具上作画，所画山水、人物、
花草等图案十分精美， 这让自幼痴迷绘画的吴

志辉十分着迷，萌发了自学漆画的冲动。
初学漆画，对吴志辉而言，没有速成法,也

没有好窍门，只有勤学苦练。
那时候， 吴志辉白天做油漆工， 晚上做

“漆画匠”。 每天5时就起床，晚上12时才休息。
南方的夏天燥热湿闷，还不能吹电风扇。 因为
一有风，图纸就会动，图纸一动，下笔的位置
就有可能错，一出错，就得重新画。 夏天蚊子
多，一叮一个包，常常是一张图纸画下来，身
上裸露的地方长满了包。

由于整天接触油漆， 吴志辉对油漆有些
过敏，浑身红肿起疙瘩，奇痒难忍，但他仍沉
浸在“漆彩世界”中。

探索无止境
“以油漆为材料创作的民俗、丰收、花鸟、

吉祥等图案，具有浓烈的地域文化色彩，当地
文化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 ”吴志辉说，创作
漆画还必须要有工匠精神。

吴志辉介绍，漆画的创作流程极其繁复，
一幅作品必须经制版、拷贝、堆漆、罩漆、打
磨、抛光6道工序；漆画主要原材料是生漆，易
干、易韧、易磁化，因此作画前就要在心中勾
勒出画的图案；作画时要掌握落笔的时间、空
间等，落笔后不能涂改，一笔到位。 这些都要
求创作者不仅要熟练掌握油漆工艺， 还要具
备深厚的美术创作功底。

为了精进画艺，吴志辉在“漆途”上艰难
探索。 如何调漆？ 加量多少？ 无数次试验，无

数次失败， 当学习从最初的新鲜过渡到冗繁
复杂、枯燥无味时，让他坚持下去的唯一动力
就是漆画的魅力。

吴志辉说， 漆画不仅仅是在木板或者其
他物体上作画， 瓷碗、 杯子等生活用品上也
可以用漆作画。 由于工序繁多，一幅漆画常常
需要一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创作完成。

梅花香自苦寒来。 吴志辉从一名“农民工
漆画师”成长为怀化学院漆画委员会委员。 在
2013年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古典家具文化节
彩绘大赛暨中山市职业技能竞赛”中，吴志辉
的漆画作品一举夺得了最高奖。

“追梦”不停歇
流光溢彩的荷花、活泼觅食的翠鸟、富态

安详的观音栩栩如生。 工作室里的漆画一派
生机盎然。

漆画是创新的艺术，其价值也在于创新。 近
年来，为了传承、发展、创新漆画，吴志辉四处写
生，以不同题材、方式将漆画展现在大众面前，多
种类别的木板漆画、漆画家具、漆画挂饰和漆画
实木门等作品受到了很多当地人的喜爱。

吴志辉说， 他准备办一次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漆画展览，展示新中国的辉煌成就，
让更多人了解漆画以及漆画工艺。

吴志辉认为，要想让漆画得到更好的传承，
还得让作品“飞入寻常百姓家”。 为此，他打算收
几名热爱漆画艺术的弟子， 能像自己一样耐得
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把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马达加斯加：西南印度洋上的“明珠”

卢旺达：非洲大陆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

利比亚：拥有非洲最大的石油储量

湘通肯尼亚
参赞“变身”牛油果“推销员”

———专访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郭策
沼泽地上飘起“金腰带”

———湖南建工集团承建塞内加尔竞技摔跤场记

南非汽车生产基地：

“中国引进、南非制造”

� � � � 中国援建的马达加
斯加体育文化馆。（资料
图片） 通讯员 摄

爱国情 奋斗者
吴志辉：

一个农民漆画师的“漆彩世界”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