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里是西非第二大国，北部边界在撒
哈拉沙漠的中心， 大多数人生活在南部，
尼日尔河和塞内加尔河源头在这里。

马里国家历史悠久，被称为“西非文
化的摇篮”。旅游资源丰富，杰内古城、通
布图古城、多贡遗迹和加奥阿斯基亚王陵
等均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马里是非洲第三大产金国，已探明黄
金储量900吨，年均产量50吨左右。

首都巴马科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

经济发展
马里系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经

济支柱产业分别是农业、 矿业和畜牧
业。

马里农业在水稻种植上有明显优势，
其发展目标是成为农产品输出国。全国可
耕地面积3000万公顷，从事农业生产的人
口占全国人口的40%。

黄金是该国第一大出口产品， 全国9
家金矿公司创造直接就业3862个。

近年来，马里政府重点发展农业，加
强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石油
勘探和矿产开发；还积极招商引资，兴建
水泥、汽车组装、食品加工、制糖等一批
新兴企业， 大力推动矿产、 油气资源开
发。

与中国经贸合作交流

目前，中国在马里投资超过50万美元
的各类企业及个人约50家， 主要从事制
糖、制药、纺织、打井、工程承包、农田整
治、移动通信、旅店餐饮等。

双边贸易方面，2018年，中国与马里
双 边贸 易 额 4.34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7.11%。投资方面，截至2018年底，中国
企业对马直接投资存量4.6亿美元。工程
承包方面，2018年，中国企业在马里新签
工程承包合同额1.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4亿美元。

（黄利飞 整理）

马里：“西非文化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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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约非洲

经典案例

位于非洲东南部腹地的马拉维，生态
系统和自然景观丰富多彩，国内漫山遍野
郁郁葱葱、湖光山色美不胜收。马拉维人
民勤劳朴实、热情善良，为马拉维赢得了
“非洲温暖之心”的美誉。

马拉维拥有较丰富的自然资源，土地
肥沃，水资源丰富，森林面积占国土面积
的35%；同时还拥有稀土、钛矿砂、金刚砂、
石墨以及宝石、黄金和钻石等多种矿藏。

首都利隆圭，人口约109万，是全国政
治中心和第二大城市，也是沟通南北的交
通枢纽。

经济发展

作为联合国确定的世界最不发达国

家之一，马拉维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农业
国，工业发展滞后。

农业是支柱产业，农业产值约占GDP
的28%。主要农产品有烟草、甘蔗、茶、玉
米、土豆、红薯、木薯、咖啡等，农产品出口
约占马拉维出口总额的80%， 其中烟草出
口为马拉维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

马拉维淡水水域面积很大，渔业资源
丰富， 造就了马拉维比较发达的渔业，全
国有6万多人直接从事捕捞业。 非洲第三
大淡水湖马拉维湖面积约2.2万平方公里，
湖中生活着大约500种鱼类。

与中国经贸合作交流
中国同马拉 维于 2007年 底 建 交

以来， 中马经贸合作关系稳定发展。
一大批由中方援建或提供融资支持
的项目，大大改善了马拉维的基础设
施状况 ，其中 ，马拉维议会大楼和科
技大学作为地标性建筑 ，被印制在马
拉维 200克瓦查和 2000克瓦查的纸币
上。

中国对马拉维的投资主要以民间投
资为主，集中在箱包、卫生纸、制鞋等生产
领域和零售业。

2018年，中国与马拉维双边贸易额
2.5亿美元。中国企业在马新签工程承包
合同额4.08亿美元， 完成营业额0.89亿
美元。

（黄利飞 整理）

位于非洲大陆以东、印度洋西南部的
毛里求斯，素以“天堂之国”享誉世界。著名
作家马克·吐温曾说“上帝先创造了毛里
求斯，再按此创造了伊甸园”。

毛里求斯岛由火山爆发形成，浅海为
珊瑚礁环绕，沿海为平原，中部为高原，原
先是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岛。其矿产资源匮
乏，石油、天然气等完全依赖进口，水资源
有限， 但230万平方公里专属经济区渔业
资源丰富，盛产金枪鱼。

毛里求斯社会安宁、 多民族和谐相
处，政府希望凭借自身地理、政策和环境
的优势， 努力将本国打造成投资非洲大
陆的桥梁。

经济发展

毛里求斯经济长期保持稳定发展，制
糖业、纺织服装加工业和旅游业是传统经
济的三大支柱产业。

制糖业曾是毛里求斯的经济基础，糖业
产值一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和出
口总额的99%。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其他
行业的兴起，毛里求斯甘蔗种植面积不断萎
缩，糖业产值占GDP比重逐年下降，目前毛
里求斯政府积极引导制糖业向高附加值方
向发展。

近年来，毛里求斯政府努力推动经济
转型和产业升级，积极促进金融业、信息

通信业等新兴行业的发展， 着力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

与中国经贸合作交流
中国与毛里求斯建交以来，双边经贸

关系稳步发展，经贸合作领域不断拓展，经
贸合作方式持续升级，取得了一系列积极
成果。

中国是毛里求斯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
一大进口来源国。2018年， 中国与毛里求
斯双边贸易额 8.42亿美元， 同比增长
7.29%； 中国企业在毛里求斯新签工程承
包合同额1.13亿美元， 完成营业额1.24亿
美元。 （黄利飞 整理）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你们好！见到家乡人真亲切！”当地时间
6月13日，在内罗毕拉文顿区的华韵学堂，一
位身材瘦小、梳着马尾的女孩，朝记者迎面走
来。

这位1987年出生的岳阳临湘女孩刘韵，
10年前只身来到了肯尼亚。从第一次艰难创
业，到二次创业、创办肯尼亚第一所中文学校
华韵学堂，刘韵的“闯非”经历在当地华人圈
里有口皆碑。

“她是这里最年轻的湖南企业家，湖南
人真是敢打敢拼！” 在华韵学堂的办公区，
志愿者教师张彤彤说起刘韵， 连连竖起大
拇指。

如今的刘韵， 常被人称为“刘老师”。可
10年前，她还是一个从广州只身来肯尼亚创
业的小女孩。

“我17岁就离开湖南去广州打工了。”回
忆起过往，刘韵的表情云淡风轻。

在广州打工期间， 刘韵在一家贸易公
司从事光纤、 光缆等网络产品出口贸易。
2009年，刘韵来肯尼亚考察时发现，这里的
网络配件产品市场刚刚起步， 发展潜力巨
大。

为何不就在肯尼亚当地开公司呢？ 回国
后，刘韵产生了这个大胆的想法。

于是，刘韵只身一人来到了内罗毕，在当
地创办Ease� Net公司。为了让公司产品在当
地尽快获得认可， 刘韵拿着产品和宣传手册
挨家挨户找本地代理商推销。

2010年，就在公司发展刚起步时，一次
意外让刘韵崩溃了。

“因为我们没做好安防措施，仓库里40
多万元的电子产品被洗劫一空， 当时还没有
买保险。”

屋漏偏逢连夜雨。受到打击的刘韵，不久

之后又患了疟疾， 她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命危
险。

康复后的刘韵， 很快又鼓起了勇气。“从
这次事故中，我看到了新的商机。”刘韵认为，
既然当地安防有漏洞， 何不代理监控安防产
品？

这一次， 刘韵的坚持终于获得了回报。
2011年，公司开始盈利。此后，公司产品在肯
尼亚市场不断扩大。 刘韵也把孩子和家人接
来了内罗毕。

随着事业家庭稳定， 刘韵又有了新的思
考。

“这几年，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越来越
多的中资企业和华人来到肯尼亚。” 刘韵说，
内罗毕有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创
办的学校，唯独没有华人学校。如果没有中国
文化和中文传播， 这里的华人孩子会不会变
成“香蕉人”？

刘韵萌生了在肯尼亚二次创业的念头。
2016年，她筹办华韵学堂，为华人孩子

开设少儿中文班、中英文托儿班，也为华人
家属开办了成人舞蹈、 太极等中国特色的
课程。这一举动，得到了当地华人的极大支
持。

“我老公在一家电力公司工作， 我平
时可以来这里教舞蹈，孩子也能来这里学
习中文。” 华韵学堂志愿者教师梁苗苗告
诉记者， 这里如同当地华人的一个大家
庭，让在肯尼亚工作的华人免除了后顾之
忧。

“现在，长沙-内罗毕的航线也开通了，
回家更方便了。”刘韵说，不管身在何方，心里
总牵挂着北半球的湖南老家。

“家乡发展越来越好，在肯尼亚打拼的湖
南人特别骄傲，只要有机会，我们一定为中肯
友谊尽绵薄之力！”

（湖南日报内罗毕6月14日电）

湖南日报记者 刘勇

“80后” 广西姑娘李艳萍，2008年从中
南大学法语系毕业后， 进入袁氏种业公司，
随即被派到远在非洲的岛国马达加斯加，负
责推广杂交水稻。如今，她把丈夫、孩子、婆
婆也带到了非洲。

“我记得第一次到马达加斯加是11月，
下飞机的时候已是晚上， 除了机场有点亮
光，周围一片漆黑，路上也没有路灯，给人的
感觉是这个国家很贫穷。那时候根本没想到
我能坚持到现在。”

在中国， 杂交水稻早已家喻户晓。但
在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直到2007年才被
中国政府援助项目引进过来。李艳萍告诉
记者：“水稻是这个非洲国家最重要的粮
食作物，这里耕地资源丰富，但水稻产量
很低。这里的农民文化水平不高，一开始
很难接受杂交水稻这个新生事物———与
他们祖祖辈辈种植的可以自留种子的常
规稻不同，栽培杂交稻需要年年花钱购买
种子。”

担任法语翻译的李艳萍， 从2010年开
始，主要任务就是培训当地农民，并通过高
产示范带动更多农民发展杂交水稻种植，助
力该国破解粮食短缺难题。

在每一个水稻主产区，在极其简陋的房
间里，李艳萍和同事们自备投影仪、电脑等
设备，自制杂交水稻相关材料，给当地农民

“传经送宝”。“一天下来， 常常口干舌燥，感
觉喉咙要冒烟了。 我们团队用的一台皮卡
车，3年跑了20万公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3年下来，在马达加斯
加的博爱尼等水稻主产大区，许多农民逐步
认识、接受并开始栽培杂交水稻。

杂交水稻增产效果明显，马达加斯加进
口大米的数量开始下降。这让当地一些大米
贸易商的利益受损。于是，针对杂交水稻的
谣言甚嚣尘上：杂交水稻是转基因的；杂交
水稻有毒，种了杂交水稻，周围常规稻都被
毒死了……

李艳萍和同事们不得不加大培训力度，
并请马达加斯加农业部门也参与科普宣传，
广而告之：杂交水稻不是转基因的，它在中
国和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都取得了巨大成
功。

针对杂交水稻有毒这个奇怪说法 ，
李艳萍和同事们赶赴谣言起源地伊塔西
区了解实情 。原来，那里发生洪涝灾害 ，
稻田中的禾苗几乎全部被淹死， 只有接
受了杂交水稻技术培训的一户农户种的
大约1公顷杂交水稻还存活，并获得高产。
当地一个有一定水平的农业技术人员被
人收买，故意散播谣言“杂交水稻把当地
水稻的养分吸收了， 所以杂交水稻没死，
当地水稻都死了”。 李艳萍和同事们请该
国农业部检疫人员一起到现场取样化验，
证明杂交水稻根本没毒，他们又在现场举

行了一场杂交水稻科普培训，农民纷纷拍
手称快。

李艳萍介绍：“为了实现‘马达加斯加
15%的水稻面积（20万公顷）种植杂交水稻’
的目标，我们想方设法跟当地小额贷款机构
合作， 与当地有实力的农业龙头企业合作，
共同推广杂交水稻。”

印度洋贸易公司是袁氏马达加斯加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袁氏种业公司海外
子公司） 在当地最大的合作方。 刚开始
时，印度洋贸易公司只尝试种了5公顷杂
交水稻， 没想到产量达到9.9吨每公顷，
几乎是该公司常规稻产量的 5倍 。 第二
年， 该公司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到
2000公顷。

2017年，马达加斯加政府把“推广杂交
水稻”定为基本国策。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 袁氏马达加斯加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将李艳萍一步步提拔为
副总经理。 而她， 也越来越爱上了那片土
地。

“我把家人也带到了非洲。”李艳萍的丈
夫是长沙人。2014年准备结婚前， 她跟爱人
说，自己没法离开马达加斯加，没法离开杂
交水稻推广。没想到的是，从未接触过农业
的爱人不但非常支持她的工作，而且自己也
跟到马达加斯加工作了。如今，他们的小孩
在马达加斯加上学， 婆婆负责帮忙照顾小
孩，只有公公留在长沙。

“我把家人也带到了非洲”
———记袁氏马达加斯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艳萍

湘通肯尼亚
� � � � 22岁只身前往肯尼亚，创办第一所肯尼亚中文学
校，她是肯尼亚最年轻的湘籍企业家———

湘妹子刘韵：只身勇闯肯尼亚

马拉维：“非洲温暖之心”

毛里求斯：“天堂之国”

【案例简介】
坦桑尼亚粮食加工基地是由河北苹乐面

粉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与坦桑尼亚合作伙伴协
作建设的粮食加工项目， 位于坦桑尼亚基巴
哈工业区。

项目厂区占地面积1万平方米， 总投资
450万美元，包括粮食加工生产线、粮食仓储
及生产生活辅助设施，具有24小时加工120吨
玉米的生产能力。项目2018年12月31日投产。

该项目是一个“交钥匙”工程，所有建材、
辅材、生产线设备全部从中国采购，中方派出
技术、管理经验丰富的员工全程参与指导，客
户省时、省心、省力。
【项目效益】

坦桑尼亚粮食加工基地项目加工的玉米

色泽鲜艳、口感纯正、价位适中，极大地提高
了当地居民的饮食质量和生活水平。

项目建设既带动了当地就业又提升了相
关人员的专项技能， 为当地农产品加工行业
发展培养了人才。

项目运营正常后， 转售给当地粮食加工
企业，也促进了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带动了整
个产业的发展。
【复制推广前景】

非洲大部分国家以农业为主， 但大型粮
食加工厂较少，且加工厂的机器效率低、能耗
高。苹乐集团建设运营一体化的模式、各种型
号的小麦、玉米、杂粮等粮食制粉机械成套设
备，很适合在非洲各粮食主产区复制推广。

（黄利飞 整理）

坦桑尼亚粮食加工基地：
“交钥匙”工程让客户省时省心

荨荨（紧接1版）其中，铁矿砂及其精矿17.9亿
元，增长45.7%，占同期全省自非进口总值的
65.8%； 铜矿砂及其精矿2.1亿元， 增长
57.3%；钻石1.7亿元，下降9.2%；锰矿砂及其

精矿1.2亿元。
海关分析，湖南对非贸易结构发展不平衡

较为明显，一般贸易发展迅速，占据对非整体
贸易的九成以上，而加工贸易大有潜力。当前，

对非经贸合作进入历史最好阶段，湖南对非贸
易方式可加大加工贸易，引导企业在非洲开展
出境加工，依靠非洲的人力资源优势，缓解非
洲就业压力同时也降低企业自身运营成本。

走进非洲

� � � �当地时间
6月 13日，内
罗毕 华 韵 学
堂， 刘韵与孩
子们玩游戏。
湖南日报 记者

邓晶琎 摄

中 资 企
业———马里上
卡拉糖联股份
有限公司白糖
成品车间。
（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