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张杨 2019年6月18日 星期二

03中非携手 共创未来
———迎接第一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唐璐
通讯员 陈志群

今年6月27日， 第一届中国-非洲经贸博
览会即将在长沙隆重开幕。

“中非经贸博览会永久落户湖南长
沙，给长沙对非合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
史机遇。” 长沙市商务局副局长汪东华日
前告诉记者，长沙地区分布在非洲的投资
项目累计有 74个，去年，长沙市与非洲外
贸进出口额达到 7.3亿美元， 同比增长
90.5%。

为了让嘉宾客商“乘兴而来，满载而归”，
长沙正以筹办此次博览会为契机， 以崭新姿
态展示对非经贸成果，谋求深化合作，促进互
利共赢， 努力为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全面升级
创造“长沙经验”。

政策对接
把“长沙优势”与“非洲禀赋”结合起来

“长沙在工程机械、有色金属加工等方面
形成了特色与优势， 而非洲国家有丰富的自
然资源。”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谢
里表示，双方优势恰好可以互补。

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长沙
市积极响应国家对非“十大合作计划”和“八
大行动”，贯彻落实省委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不断完善对非政策支持体系。

近年来， 长沙率先出台深化对非友好交
流合作3年（2018-2020年）行动方案、推动对
非经贸合作3年（2018-2020年）行动方案，助
力建设内陆开放新高地。

今年3月28日，长沙市商务局推出促进对
非经贸合作的若干措施， 对长沙企业在非投
资、对非承包工程、对非劳务派遣、扩大对非
进出口规模、 在非洲建设国际营销网络等方
面进行支持。

去年， 长沙市利用埃塞俄比亚、 乌干
达、 尼日利亚等国的优惠招商政策、 低廉
投资成本以及丰富资源， 加大产能合作，
持续推进在非的制造园、 产业园、 农业园
建设。

贸易畅通
外贸合作前景广阔可期

这几年，长沙与非洲的经贸合作来势喜人。
2018年， 长沙与非洲国家外贸进出口额

大幅增长。 其中， 出口6.5亿美元， 同比增长
85.8%；进口0.8亿美元，同比增长142.3%。

高桥大市场的日用品、 展示湖湘文化的
湘绣以及机电产品等， 都是非洲地区很需要
的。南非的红酒、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加纳
的铁砂矿等，也深受长沙消费者的喜爱。

通过高桥大市场， 湖南的玻璃器皿、厨
具、陶瓷、文体用品、玩具、医疗器械等日用品
销往尼日利亚等非洲10多个国家， 年交易总
额达5亿元。

从2005年开始， 高桥大市场商户自发引
进非洲产品经营， 如埃塞俄比亚的耶加雪啡
咖啡豆、乌干达的罗布斯塔咖啡豆、南非的红
酒等， 这些产品通过高桥大市场成熟的商贸
流通渠道，销往湖南、江西、贵州、四川、重庆、
广西等地，年销售额超过1亿元。

在非洲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营销网络，是长
沙外贸拓展市场的重要手段。网上中非经贸博览
会线上交易平台目前已构架完成，据承建方长沙
非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关键介绍，未来
5年，平台将服务中非近5亿用户和100万家企业，
落地非洲渠道网点10万个，日处理跨境包裹100
万个， 年进出口额超100亿美元，“今后非洲人民
购买长沙的商品将更便捷、更便宜”。

项目牵手
构建繁荣和共享的未来

中地海外集团中扬建设公司副总经理金
和平脑海里经常浮现一个难以忘怀的画面：
2017年7月，在喀麦隆南部一个村庄里，甘甜
纯净的井水从刚打的井里涌出来， 村民们手
捧着清凉的井水，欢呼雀跃。

这口井是中方援非项目的一部分。从
2016年3月开始，来自长沙的中地海外集团在
克服了物资海运遭遇风暴、 漫长极端的暴雨
天气、打井地点偏僻及道路泥泞险峻、传染疾

病多发等重重困难，最终于2017年7月在喀麦
隆打出了145口水井。

145口水井，成为喀麦隆与中国友好往来
的标志性民生项目， 也是长沙在非实施基础
设施建设的标准化、专业化典型范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长沙企业，带上先进
的生产设备、现代化企业管理经验，到非洲创
业创新。

隆平高科把杂交水稻的种子播种在广袤
的非洲热土上，解决当地老百姓的温饱问题。
中联重科提供的机械设备正在当地多个重大
项目现场建设施工。 远大住工与肯尼亚两家
房地产公司就把装配式技术运用到50万套保
障房计划中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据统计，2000年至2018年， 长沙在非洲
的投资总额达5.08亿美元。

民心相通
架起长沙与非洲联结的友谊桥梁

“长沙可直飞非洲啦！”端午节前夕，在湖
南师范大学求学的肯尼亚留学生Derby特别
高兴， 因为他在手机上看到长沙即将开通首
条直飞肯尼亚首都定期航线的消息。

Derby已在长沙留学6年， 每次回家都要
到广州搭乘飞机，今年，他可直接从长沙黄花
国际机场搭乘飞机回家。

直飞航线的开通不仅缩短了Derby回程
的距离，也拉近了长沙与非洲人民的情谊。

雷霆是曾经在非洲工作多年的长沙小
伙，积累了大量的当地人脉资源。利用这一优
势，他组建了驻外之家信息平台，并发起成立
了长沙对非经贸合作企业联盟， 架起了长沙
与非洲携手共进的桥梁。

“驻外之家连接超过100个非洲本地机
构， 并已建设18个驻非经贸服务站。 在尼日
尔、 坦桑尼亚代表处还开设非洲员工学习中
文及商业技能的培训班，输送了200余名非洲
员工到在非的中资企业。”雷霆介绍。

除了民间往来，长沙与非洲的合作交流体现
在扎实友城合作上。目前，乌干达恩德培、刚果
（布）布拉柴维尔等城市已与长沙建成友好城市，
长沙与非洲的友谊正变得越来越“铁”。

塞拉利昂位于非洲西部， 自然条件优
越，矿产资源丰富。

塞拉利昂国内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
适合开展稻米、木薯、棕榈和橡胶等粮食作
物和经济作物种植，农业发展潜力较大。

塞拉利昂地质构造独特，铁矿石、金红
石、铝矾土和钻石等矿产资源丰富。铁矿石
储量尤其巨大， 唐克里里铁矿探明储量约
128亿吨，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体磁铁
矿；黄金矿砂储量丰富，仅南方省包马洪地
区储量即达2000万吨， 每吨矿砂含金0.2
盎司。

经济发展
2014年埃博拉疫情爆发前，塞拉利昂

GDP连续数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是全球经
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埃博拉疫情爆发
后，经济社会发展受到较大影响，现经济正
逐步恢复。

农业、矿业、渔业是塞拉利昂经济增长
的主要支柱；旅游业、零售业、房地产业近
年来发展迅速。

塞拉利昂沿海盛产黄花鱼、小黄鱼、邦
加鱼、金枪鱼和虾，年产量10万吨以上，渔
业在塞拉利昂GDP中占比约为10%， 每年
产值超过1亿美元， 为20万人提供直接就
业，为60万人提供间接就业。

铁矿石是塞拉利昂经济发展的支柱，
山东钢铁集团唐克里里铁矿项目是塞最大
的外商投资项目。

与中国经贸合作交流
目前， 中塞经贸合作主要集中于矿业

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渔业捕捞等领域。
2018年，中国与塞拉利昂双边贸易额

4.3亿美元。其中，中方出口2.5亿美元，进
口1.8亿美元。中国企业在塞新签工程承包
合同额9.8亿美元，同比增长668.8%；完成
营业额1.4亿美元，同比增长48.1%。

中国企业在塞拉利昂主要投资项目有
山钢唐克里里铁矿项目、 庆华集团矿产开
发项目、中铁七局收费高速公路项目、北京
城建集团租赁的滨图玛尼酒店项目等。

（黄利飞 整理）

塞拉利昂：世界铁矿石储量大国

尼日尔位于非洲撒哈拉大沙漠南部，
为西非内陆国家， 历史悠久。 近代考古证
明，从6万多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起，这里
就有人类繁衍。炼铜术在尼日尔已有4000
多年的历史，炼铁术也有2500年的历史。

尼日尔拥有丰富的铀资源， 已探明铀
储量42万吨，居世界第五位。尼日尔目前
拥有2座现役铀矿，2016年产量3477吨，是
世界第四大产铀国。 资源储量大多在尼北
部和东部沙漠地带。

尼日尔为内陆国家， 进出口物资主要
经科托努和洛美等邻国港口转运和空运。

经济发展
尼日尔经济以农牧业为主， 是联合国

公布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农牧林业等第一产业是尼日尔最主要

的经济部门， 全国80%以上的居民从事农
业。 有可耕地1723.89万公顷 ， 已耕地
588.29万公顷。

畜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

10%。全国从事畜牧业的人口超过100万。
畜产品是第二大出口产品。

尼日尔工业基础薄弱，结构单一，以炼
油业为主。主要有石油化工、电力、纺织、采
矿、农牧产品加工、食品、建筑和运输业等。

与中国经贸合作交流
2018年， 中国与尼日尔双边贸易额

2.87亿美元，同比增长46%。其中中方出口
1.16亿美元，增长18.8%；进口1.71亿美元，
增长72.7%。 中国企业在尼新签工程承包
合同额2.85亿美元， 完成营业额1.72亿美
元。

中国是尼日尔第一大工程承包国。近
年新签大型工程承包项目包括中国葛洲坝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建尼日尔坎大基水电
站项目、 中地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承建尼亚
美伊斯兰大学女子学院项目、 中交第一公
路工程局承建阿尔利特-阿萨马卡-阿尔
及利亚边境道路沥青整治工程项目等。

（黄利飞 整理）

尼日尔：世界产铀大国

尼日利亚地处西非东南部， 南濒大西
洋几内亚湾，地理位置优越，是非洲文明古
国之一。

尼日利亚是西非地区的“领头羊”，在
非洲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它是非洲第一人
口大国， 总人口1.98亿， 占非洲总人口的
18%，也是非洲第一大经济体。

尼日利亚自然资源丰富， 已探明具有
商业开采价值的矿产资源30余种，主要有
石油、天然气、煤、石灰石、大理石、铁矿、锌
矿以及锡、铌、钽和铀等。该国为非洲第一
大石油生产和出口国， 已探明石油储量居
非洲第二、世界第十一；已探明天然气储量
居非洲第一、世界第十。

经济发展
油气产业是尼日利亚最核心产业，油

气收入是尼日利亚最重要的经济收入来
源， 为尼日利亚贡献了94%的外汇收入和
62%的财政收入。

尼日利亚近10年来食品进口费用年

均增长11%，主要农产品包括木薯、玉米、
高粱、小米、稻米等，尼日利亚为世界第四
大可可生产国和第三大可可出口国。

2017年4月， 尼日利亚宣布启动实施尼
日利亚经济恢复与发展计划。 目标是实现稳
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恢复经济增长。具体的举
措包括发展农业，促进粮食自给自足；提高发
电量并发展炼油业；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
铁路、公路和港口设施；推动工业化进程，尤
其是支持中小型企业以恢复制造业活力。

与中国经贸合作交流
中国和尼日利亚双边关系长期友好，

近年双边经贸合作更是成果丰硕， 贸易规
模不断扩大，工程承包有了跨越式发展，中
国对尼日利亚投资大幅增加。

2018年，中国与尼日利亚双边贸易额
152.7亿美元，增长10.8%。其中，中方出口
134.1亿美元， 增长10.3%； 进口18.6亿美
元，增长14.6%。

（黄利飞 整理）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邢骁 ）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 :2019(长沙 )国际稻作发展论坛———
中非稻作发展研讨会将于6月26日至29日
举行 ,届时，包括袁隆平、谢华安、万建民等
两院院士在内的500余名国内外稻作专家
将齐聚长沙，围绕“稻作学术研讨及杂交水

稻技术在非洲地区的推广应用”主题，展开
“论稻”。

据介绍，此次论坛将以中非“八大行动”
为切入点， 探讨中非农业合作特别是粮食
生产领域合作模式、 分享各国农业特别是
稻作发展经验， 论坛还将发布杂交水稻在
非洲推广种植的最新成果。论坛期间，与会

专家学者们还将对稻作产业振兴与国际合
作、水稻优质品种选育与栽培、稻作文化传
承与创新发展等5个主题，进行分论坛学术交
流。

据悉， 本次论坛旨在通过推动杂交水稻
技术在非洲的发展应用、 深化国际水稻产业
变革等，助力我省稻作产业的发展与振兴。

2019(长沙)国际稻作发展论坛本月底举行
探讨杂交水稻技术非洲推广

中非合作的“长沙经验”

经典案例

【案例简介】
非洲金融公司（简称“AFC”）总部在尼日

利亚拉各斯， 它是由尼日利亚央行主导并由
17个非洲境内主权国家共同组建的多边金融
机构，致力于通过提供发展贷款、项目和财务
投融资咨询及权益投资等多种方式， 推动非
洲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发展。2018年9月19
日，中国进出口银行与AFC签署了3亿美元流
动资金贷款协议。 该笔资金借助AFC多边金

融机构的平台优势，优先支持中非经贸往来，
促进中非产能合作。
【项目效益】

该项目是践行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八大行动”的重要举措之一，有助于增
强非洲地区金融“造血”能力；同时也为发展
中国家与AFC成员国双方在产业发展、 基础
设施、国际经贸、绿色环保等多领域的合作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复制推广前景】
AFC致力于非洲境内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融资以及进出口贸易。 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其
合作，优先支持有利于加强中国与AFC成员国
经贸往来、 中非融资合作及提升中国在非洲
地区市场影响力的业务资金需求， 构建了促
进中非贸易的重要资金平台， 为中非金融机
构深化合作提供了良性示范， 该合作模式可
复制、可推广。 （黄利飞 整理）

非洲金融公司流动资金贷款：

增强非洲地区金融“造血”能力

要闻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赵冠豪 王玖华

“把马路两旁种上红叶石楠和木槿吧，就
用我苗圃的苗木， 不收费， 管够！”6月5日中
午， 双峰县锁石镇共享村村委会主任陈德元
顶着大太阳跑到隔壁的贫困村利民村。 来不
及喝上一口水， 他远远地招呼当地扶贫队长
谢永良，畅谈自己的计划。

4月底，利民村新修的1.2公里水泥马路竣
工投入使用，告别从前的泥泞小道。身为林源
苗木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 陈德元一直想为
“贫困邻居”出把力，看着“光秃秃”的新马路，
他暗自有了想法。在送完客户预定的苗木后，
陈德元立马精选了一批长势良好的苗子，打
算免费种到马路两边去。

陈德元做事风风火火，是村民眼中的“陈
大圣”。从苗木基地、油菜基地，到经果林基
地、药材基地，“陈大圣”身兼数职，一会是“百
草园园主”，一会是“花果山大王”，一会又做
回研究中草药种植的药农……忙不过来的
他，一心只为带领邻里乡亲脱贫致富。

2012年， 陈德元关闭经营多年的汽车修理
厂和服装缝纫厂，整合资金投入农业生产，创立
林源苗木种植合作社。几年下来，合作社成功盘
活原本抛荒的农田，最初开垦的120亩基地里，如
今已种满了杜鹃花、紫玉兰、红叶李、红叶石楠等
11个品种苗木，苗木品质优良，销往全国各地。

“规模还不够大，能到合作社做事的贫困
户依然有限。”有了经验，爱折腾的“陈大圣”
又瞄准另一位“邻居”创新村的抛荒田，着手
开发起油菜和经果林种植。

立夏过后， 创新村山间的脐橙树和桃树
开始挂果，加入合作社3年的创新村村民曾际
胜看着黄澄澄、红彤彤的果子，欢喜地说：“我
目前种了30亩，今年雨水充沛，果子的品质好
数量足。现在正是出果的季节，请了几位贫困
户帮忙还忙不赢！”

一人带动十人， 十人影响百人， 截至目
前， 合作社已联结建档立卡贫困户128户436
人，以扶贫资金入股的方式进行年底分红。

“陈大圣”的创业和帮扶之路并不是一帆
风顺。

2017年， 陈德元流转利民村320亩土地，

新建药材基地。在锁石镇政府的牵头下，与安
徽亳州的药材生产企业对接，种植何首乌、白
芷、桔梗等中草药。政府支持，合作对象实力
瞩目，本以为万无一失的项目却遭遇了“滑铁
卢”，亳州使用的除草剂并不适合锁石镇的土
壤， 第二年长出的新芽因为除草剂的药效坏
死在地里，直接损失超过20万元。

路子没错，但是技术不过关。陈德元理智
分析， 迅速从失败中恢复过来， 一边到亳州
“取经”， 一边请来双峰县农业农村局的农业
指导专家反复研究。翻新土壤、淘汰散播、接
沟种植， 今年春天，300余亩中草药新芽破土
而出，孕育着致富的希望。

乐观的笑容常常挂在陈德元的脸上，他
笑着说：“从一开始就不图自己发财， 失败了
不要紧，吸取教训重新来过，还可以避免乡亲
走弯路。”

思路“创新”，效益“共享”，产业“利民”，3个
村庄的名字隐含着当地农户脱贫致富的秘诀。
渡过难关，“陈大圣”依然闲不住，他正计划着在
利民村办一所培训学校， 为贫困户免费提供种
苗和种植技术，助力利民村早日脱贫“摘帽”。

爱折腾的“陈大圣”爱国情 奋斗者

海关巡检进田间
6月17日， 江永县上江圩镇桐口村， 永州海关工作人员在广发蔬菜专业合作社基地了

解蔬菜种植情况。 该合作社已加入海关供港澳蔬菜种植基地备案名单， 蔬菜从田间种植、
采摘到运往香港的每一个环节， 永州海关都设置了监管措施， 保障高品质蔬菜呈上餐桌。
该合作社2018年蔬菜出口销售1323万美元。 傅聪 任泽旺 摄影报道

扶贫路上，思路“创新”，效益“共享”，产业“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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