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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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非洲湘约非洲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何时结束驻扎非洲的工作？”
“没细想过。”
“12年了，有哪些特别收获？”
“皮肤变成了黑褐色，自己成了半个非洲

人！”
6月13日，身在赞比亚的丁宝磊和记者电

话交流，言语直爽。
丁宝磊是新华联集团派驻赞比亚M矿项

目负责人、 新华联赞比亚公司执行董事。自
2007年踏进非洲，他推动公司业务发展壮大，
留下深深足迹。

“我也是一名中非友谊使者。”对于这一
身份，丁宝磊非常自豪。

特殊的友谊
2005年， 丁宝磊从南开大学英语系毕业

进入新华联， 两年后便转战非洲。12年光景，
丁宝磊主要在刚果（金）、赞比亚度过。

“没有瑰丽的异域风情，只有大片等待开
采的矿山以及临时搭建的办公场所。”初到非
洲，丁宝磊迎来一个又一个挑战。

吃饭、住宿、交通，多有不便。如期完成工
厂建设，时间紧迫。

“那时一些非洲人的眼神充满了怀疑，中
国人能行吗？”丁宝磊还记得最初开展工作时
的场景。

在刚果（金）一处工地，当地官员会拿着

欧洲时尚杂志， 指着上面洗手间图片提出要
求：按此标准，先把厕所建起来！矿山可以开
采，环境不可破坏。

在另一个没有工业基础的小镇上， 要建
设现代化的湿法冶炼厂，氧气、乙炔、水泥等
最基本的原材料，都难找到。

“问题再多，总有办法解决。”丁宝磊说，
通过微笑、沟通、谅解、互利，他们将一个个

“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非洲朋友逐渐感受到我们的务实、高效

和真诚。”在此过程中，丁宝磊和越来越多的
非洲人结下了特殊的友谊。

“中国朋友，真棒！”这是W先生对丁宝磊
和公司同事的评价。

W先生是赞比亚的一位林业监管负责
人，虽年岁已高，但热爱足球。由于要进入当
地某林场勘查，丁宝磊在与W先生沟通中，因
足球这一共同爱好“擦出火花”，双方各自组
建足球队进行友谊赛。 友谊就这样建立并不
断升温。

后来，W先生邀请丁宝磊到家里享用赞
比亚传统美食。 其中一道毛毛虫卵佳肴，食
材、做法独特，用来招待最尊贵的客人。丁宝
磊“小心翼翼”品尝，感受非洲朋友的真情。

悄然的改变
费里是新华联赞比亚M矿所在小村庄的头

领，每次与丁宝磊见面，总会愉快地寒暄、拥抱。
与初见时双方远远注视，形成巨大反差。

这个村庄居民以种植玉米为生。 新华联
项目落地后，村民有了勘查、搬运、装卸等工
作，收入逐渐增加，生活不断改善。

“当地居民感受到我们的友好。”丁宝磊
说，情感是可以共鸣的，他们支持新华联的投
资生产，甚至会主动帮助守护工地。他还经常
接到这些“非在编职员”的电话，讲述工作感
受，表达朴实的谢意。

在M矿做司机，是尼尔森“第一份像样的
工作”。他工作一段时间后，感觉很好，又把女
儿介绍过来做后勤助理。 此前务农为生的一
家人，一下子有两人在公司上班，在当地引为
美谈。

丁宝磊还为当地员工提供培训， 从日常
生活礼仪到专业工作技能，不厌其烦地传授，
帮助提升职场竞争力。

“公司不仅仅创造效益，还要传递价值，
彰显中国力量。”丁宝磊说，必须有足够的胸
怀，才能赢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前不久有当地
员工跳槽，他还写了推荐信。

目前，M矿规划年产值近6亿元。 这张中
国企业在赞比亚投资的名片， 见证了中非友
谊的蝶变。

别样的牵挂
“能否早点回国？”
丁宝磊已记不清有多少次拨通电话，总

会听到妻儿这样追问。
妻儿担心他在异国他乡的状况， 他反过

来安慰他们，没什么大不了的困难，让他们不
要操心。

从当年参与筹建新华联矿业公司， 到如
今推动公司非洲业务持续扩展， 舞台日渐宽
广，梦想正在绽放。

点点滴滴的变化， 丁宝磊都写进了日记
里。他保持这个习惯，好多年了。这是他思考
的方式，也是他工作之余最好的释放。

“中非友谊不断深化，我有幸是参与者、
传播者！”丁宝磊在日记中这样写道。12年来，
他觉得自己已算半个非洲人了， 事业一端牵
系着祖国，另一端则深深融入非洲。

“我们的事业已经离不开非洲，非洲当地
居民也期待我们有更深入更长久的投资发
展。”在丁宝磊看来，祖国日益富强，非洲也将
更加美好。即将到来的第一届中国-非洲经贸
博览会，将加速助推中非构建“命运共同体”。

丁宝磊每年顶多回国一次， 探望亲人朋
友，每次来去匆匆。

更多时候，他将对祖国、亲人、朋友的祝
福，写进日记里。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抵达肯尼亚港
口城市蒙巴萨。贸易由此繁荣，非洲东海岸成
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瓷器海岸”。

如今， 中国陶瓷在这个东非国家以一种
新的形式重焕生机。

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往南驱车行驶约70
公里，穿过平坦的热带草原，几栋中国标准的
厂房映入眼帘。

这里是中国在东非投资规模最大的陶瓷
厂———总投资约8000万美元的科达（肯尼亚）
陶瓷有限公司所在地。 湖南民企巨头新华联
是该项目的主要投资方之一。

当地时间6月14日，正值企业生产作业高
峰期。记者走入生产车间，见不到一名中国工
人。轰隆隆的机器声中，十几名肯尼亚工人在
一条包装生产线旁有条不紊地作业。

“公司有1200多名员工，本地员工占比达
96%。一线员工全是本地人。”科达（肯尼亚）陶
瓷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里奥纳多告诉记者。

里奥纳多是肯尼亚卡贾多郡人。 大学主
修经济管理专业， 曾在美国学习工作了8年，
又在内罗毕的几家欧美企业工作了数年，积
累了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

2016年11月底， 科达陶瓷在里奥纳多的
家乡投入运营，吸引了一大批当地村民应聘。
里奥纳多辞去了内罗毕的工作， 成为科达陶
瓷一名中高层管理职员。

“这家企业和欧美企业的风格很不一样。”
里奥纳多说，中国企业注重效率，能给当地员工
带来正向激励，因此工作起来很有动力。

“待遇不错”，这是记者在科达陶瓷走访
时，听到当地员工一致的说法。

在科达陶瓷，一线普通员工的月薪在3万
肯尼亚先令左右，合人民币2000余元。这比首
都内罗毕的同岗位工资要丰厚。

“这里除了工资更高之外， 还给我们买保
险。”来自蒙巴萨的质检员乔伊对此非常满意。

司机朱利叶斯则对中国老板的办事风格
颇为欣赏。“这里的工作氛围很好， 老板对员

工非常友好。”
科达陶瓷总经理李瑞钦， 就是朱利叶斯

提到的“中国老板”。
李瑞钦是一名在非洲工作了12年的“非

洲通”。在他看来，中国企业来非洲投资建厂
的核心，是要实现真正的本土化运营。

“过去，我们国内公司就和肯尼亚等东非
国家有瓷砖贸易往来； 现在公司将国内的整
套生产线和管理流程带到了肯尼亚， 在当地
生产，成本降低，还提供了许多就业岗位。”李
瑞钦介绍， 科达陶瓷的很多员工是来自附近
社区的马赛人。

马赛人是东非著名的游牧民族， 长期沿
袭传统原始的生活方式，教育水平低，没有从
事现代工业作业的经验。

为此，企业加强员工培训。对一线工人，
进行手把手的操作培训及管理流程培训；对
中层干部，则要求圈定重点培育对象，作为未

来升职的备选人员。
投产两年后， 科达陶瓷在2018年的营收

就达7000万美元。
如今， 每天有6万平方米的瓷砖下线，发

往肯尼亚国内其他城市和坦桑尼亚、乌干达、
卢旺达等国。

科达陶瓷正计划增设第3条生产线，预计
2020年投产，将再增加500个工作岗位。

2018年12月， 湖南省政府经贸代表团在
科达陶瓷考察时， 李瑞钦得知了中非经贸博
览会将在长沙举行的消息。

“目前在肯投资的中资企业约400家，其
中八成是民企， 亟须更好更大的平台加强中
肯之间的交流。”李瑞钦对中非经贸博览会充
满期待。他希望，在600多年后的新丝绸之路
上，中国企业能在探索中翻开新的一页，为这
片土地带来工业新文明。

（湖南日报内罗毕6月16日电）

【案例简介】
2018年3月，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与喀麦隆政府达成初步
意向， 在100个缺电村庄建设100个离网光
伏供电项目。项目根据缺电村庄人口数量、
居民生产生活的基本用电需求， 设计建造
离网光伏电站， 改变非洲未覆盖电网地区
无电可用的状态，点亮非洲人民的生活。
【项目效益】

相对于柴油发电机发电，离网光伏发电
具有环境友好无污染、性能稳定可靠、操作
维护简单和发电成本低等优点。项目每千瓦
时成本约20美分，远远低于柴油发电机的成

本电价。目前，项目打算加强与采矿业、通信
业及农业加工等领域重点用户的合作，增加
电费收入，增强项目自身盈利能力。

项目全部建成后， 将解决非洲缺电地
区民众的基本生产生活用电， 提高缺电地
区的通电率。
【复制推广前景】

项目在非洲国家推广时 ， 可以将居
民生活用电供应与地方产业经济发展紧
密联系起来 ，在改善当地民生的同时 ，发
展经济 ，形成当地政府 、民众和企业多赢
的格局。

（黄婷婷 整理）

湘 通肯尼亚

� � � �丁宝磊是新华联集团派驻赞比亚M矿项目负责人、 新华联赞比亚公司执行董事。
自2007年踏进非洲，留下了深深足迹———

坚守12年，让中非友谊之花绽放
纳米比亚共和国地处非洲西南部，西

部沿岸为纳米布沙漠，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沙漠之一，约占国土面积15%，纳米比亚国
名由此而得。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繁忙的货港，
也有迤逦的海滨风光， 游客在这里不仅可
以观看到巨大的盐场、火烈鸟遍布的泄湖，
还可乘游艇畅游海上，与海豚嬉戏，探访令
人难忘的海豹滩， 更可乘滑翔机或骑沙滩
摩托饱览沙漠风光，体验大自然的神奇。

首都温得和克，欧韵浓厚，遍布商店、
餐馆、咖啡馆、酒吧；尖顶圆拱的基督教堂、
日耳曼风格的城堡餐厅、 错落有致的庭院
别墅，游人一不留神，便以为掉入了一座欧
洲城镇。

纳米比亚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素有“战
略金属储备库”之称，现已开采30余种矿，其
中最有价值的是钻石、铀、铜、铅、锌和金。

经济发展
纳米比亚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西南部非

洲位居前列，矿业、渔业、农牧业为三大传
统支柱产业。

钻石为纳米比亚最重要的矿产品，产
量居世界第六位， 原钻或半加工钻石几乎
全部出口。

纳米比亚全国已发现8处铀矿藏，铀储
量约28万吨，占世界储量的5%，为纳米比
亚第二位重要的矿产品， 目前产量居非洲
首位。

捕鱼是纳米比亚的另一重要产业。纳
米比亚年均海洋捕捞量在非洲位居第三。

农牧业也是纳米比亚主要经济支柱产
业之一。畜牧业以养殖牛、羊为主，大部分
畜产品出口南非和欧洲。

与中国经贸合作交流
2018年，我国与纳米比亚双边贸易额

8.27亿美元，同比增长45.45%；在纳新签工
程承包合同额2.01亿美元， 完成营业额
4.59亿美元。

（黄婷婷 整理）

纳米比亚：“战略金属储备库”

96%的员工是肯尼亚人
———中国在东非投资最大陶瓷厂见闻

南非：拥有3个首都的国家

南非约翰内斯堡
奥·坦博国际机场。（资
料图片） 通讯员 摄

南苏丹共和国，首都朱巴，位于非洲东
北部，是内陆国；尼罗河纵贯全境，是重要
的水源及航运路线。

南苏丹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主要有石
油、铁、铜、锌、铬、钨、云母、金、银等。南苏
丹探明石油储量约47亿桶， 可采储量为
22.6亿桶，剩余可采储量约9.3亿桶。因为
尼罗河的滋养，南苏丹土地肥沃，适合大规
模农林牧业发展。森林覆盖率超过36%。

南苏丹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有不同语
言和地域文化的部族多达60多个。 其中，
主要分布在上尼罗河地区的努尔人， 以畜
牧为业，饲养牛羊，过着季节性迁徙生活，
少数人以耕种和渔猎为业。 努尔人还保留
着古老的社会结构和传统风俗，被称为“非
洲人文的活化石”。

经济发展
南苏丹产业结构单一， 重点和特色产

业是石油和农业。

南苏丹拥有丰富可耕地， 面积约为
2800万公顷。适合耕种的作物种类很多，特
别是一些热带和亚热带作物。主要作物有棉
花、花生、高粱、小米、麦、阿拉伯胶、甘蔗、木
薯、芒果、木瓜、香蕉、马铃薯、芝麻等。

南苏丹经济严重依赖石油资源， 石油
收入占政府财政收入的98%。

与中国经贸合作交流
2018年， 我国与南苏丹双边贸易额

16.8亿美元，增长26.8%；我国企业对南苏
丹全行业直接投资额4万美元； 新签工程
承包合同额1.8亿美元，新签大型工程承包
项目包括山东高速尼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承建的南苏丹朱巴至伦拜克至本提乌道路
升级改造项目一期、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承建的南苏丹空中交通管理系统项
目、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南苏丹
道路升级项目等。

（黄婷婷 整理）

南苏丹：“非洲人文的活化石”

南非共和国位于非洲大陆最南端，三
面环海，处于大西洋、印度洋两洋要冲，其
南端的好望角航线一直被称为“世界上最
繁忙的海上通道之一”。

南非是世界上唯一拥有3个首都的国
家。分别是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立法首都
开普敦、司法首都布隆方丹。

在非洲大陆， 南非是最大最发达的经
济体，也是南部非洲大市场的核心，国内生
产总值约占非洲五分之一。

南非还是世界五大矿产资源国之一，
其矿产素以种类多、储量大、产量高而闻名
于世。目前，南非已探明储量并开采的矿物
有70余种。铂金、黄金、铁矿砂等储量均居
世界前列。

经济发展
南非制造业门类齐全，技术先进。主要

工业部门有钢铁、金属制品、化工、运输设
备、机器制造、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等。冶

金和机械工业是南非制造业的支柱。
南非位居世界汽车工业大国行列，是全球

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和进出口主要国家之一。
矿业是南非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

一。矿业增加值规模居全球第五，铂金产量
全球居首。

南非盛产花卉、水果、红酒等，是全球
第九大羊毛生产国。

南非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
资源，是世界著名旅游度假胜地，是非洲接
待国际游客最多的国家。 旅游业是当前南
非发展最快的行业，增速在全球列第三位。

与中国经贸合作交流
2018年，中国与南非双边贸易额435.5

亿美元； 我国企业对南非直接投资额为
2.72亿美元， 南非企业累计对华直接投资
7.74亿美元； 我国企业在南新签工程承包
合同额18.05亿美元， 完成营业额13.81亿
美元。 （黄婷婷 整理）

丁宝磊（左四）向赞比亚官员介绍新华联矿业有限公司的发展情况。 通讯员 摄

当地时间6月14日， 科达(肯尼亚)陶瓷有限公司， 肯尼亚员工在包装线上作业。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 摄玩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