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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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案例

要闻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 首都
圣多美， 是一个位于非洲几内亚湾东南部
的岛国，距非洲大陆201公里。

地处赤道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由圣多
美、普林西比以及罗拉斯、卡罗索等14个小
岛组成。国家面积虽不大，旅游资源却十分
丰富，在这里，繁茂的热带雨林、神秘奇特的
火山区、历史悠久的人文古迹应有尽有。

当地人喜爱辛辣口味，不习惯偏甜的菜
色。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盛产优质咖啡，但当
地人大多不喜欢咖啡，反而比较爱喝茶品。

经济发展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是以种植可可等经

济作物为主的农业国，工业有陶瓷、砖瓦、
饮料、木材加工、印刷、汽车修理等。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森林资源丰富，

石油尚处于开发起步阶段。
独特的地理位置、 优美的自然景观为

圣普提供了丰富的旅游资源， 主要游客来
自葡萄牙等欧美国家。

近年来，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采取降低
关税、改善投资环境、建立自由贸易区等措
施吸引外资，重点投资港口、电力等基础设
施，积极发展旅游等新兴产业，经济保持一
定增长。

与中国经贸合作交流
2018年，我国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双

边贸易额730万美元。 在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1.57亿美元， 同比
增长10258%；完成营业额552万美元，同比
增长352%。

（黄婷婷 整理）

索马里联邦共和国， 位于非洲大陆最
东部的索马里半岛，被称为“非洲之角”。赤
道横穿索马里南部， 海岸线长3300公里，
是非洲大陆海岸线最长的国家。

索马里的地势北高南低， 东部沿海为
平原，主要河流是谢贝利河和朱巴河，水资
源贫瘠。

索马里人民热情周到，若有客人来访，
必定拿出香蕉招待。 香蕉也是当地的主要
农产品，个头硕大、皮薄肉厚、味道香甜，在
国际市场上畅销不衰， 享有“世界最甜香
蕉”的美称。

经济发展
索马里经济以畜牧业和农业为主，工

业基础薄弱。
农牧业是索马里最重要的经济部门。

南部的朱巴河和谢贝利河谷流域是最肥沃

的农耕区。粮食作物主要有高粱、玉米、小
麦、木薯和水稻；经济作物有棉花、甘蕉、香
蕉、椰子、芝麻、芒果，主要用于出口。

畜牧业是索马里的经济支柱， 主要饲
养骆驼、牛、山羊、绵羊等，是世界上饲养骆
驼最多的国家。

索马里还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据估计，
索马里海域年捕捞量可达18万吨，但目前
实际捕捞量很小。

目前，索马里已探明的矿产有铀、铁、锡、
石膏、铝土、铜、铅、煤等，多分布在北方；部分
地区还有少量金矿。目前多数矿产未开发。

与中国经贸合作交流
2018年， 我国与索马里双边贸易额

6.53亿美元，同比增长34.5%；中国企业在
索马里完成营业额1987万美元。

（黄婷婷 整理）

【案例简介】
埃塞俄比亚三圣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三圣药业”）由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自筹8500万美元建立 。2016年10月注册成
立，主要生产维生素类、胃肠道类、抗结核类、
解热镇痛类、抗病毒抗感染类基础药品，设计
年产能固体制剂50亿片/粒 、 大容量注射剂
1000万袋、小容量注射剂3亿支。

目前项目已建成建设面积近6万平方米的

厂房。完全建成投产后，将成为埃塞俄比亚拥有
相对完整医药生产线的现代化综合医药企业。
【项目效益】

三圣药业是埃塞俄比亚第一家通过GMP
认证的企业， 弥补了埃塞俄比亚医药产业部
分生产缺项，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该国缺医少
药的困境。

三圣药业满负荷生产后， 将为当地提供
近千个就业岗位，每年可缴纳2亿比尔以上的

税金； 每年将为埃塞俄比亚节约外汇8000万
美元、创汇约4000万美元。
【复制推广前景】

非洲多数地区缺医少药。三圣药业的成功
经验，为重庆三圣实业股份公司在非洲其他国
家和地区的合作提供了样本。目前多个国家提
出了合作意向，三圣药业也正在深度了解各国
投资环境，希望将“埃塞三圣”模式在全非洲地
区复制推广。 （黄利飞 整理）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邓竹君 寇冠乔） 首届中国-非洲
经贸博览会即将于27日在长沙举行。 作为
迎接非洲客人“第一站”的长沙黄花国际机
场，正全面梳理保障操作流程，优化进出港
服务。黄花机场今日发布，目前全体员工正
加强培训，掀起了学习英语的热潮。

“Please� follow� me� ,I'll� take� you�
there.”（请跟我来，我带您前往。）在黄花
机场T2航站楼负二楼培训室,40多位机场
保洁员正在认真地上英语培训课。

保洁员罗四清向记者介绍， 自己最初
不敢开口说英语，生怕说错，经过讲师培训
后，现在会用英语说简单的句子。

今年以来， 黄花机场以迎接中非经贸

博览会为契机，对标国际先进机场，对机场
全体员工进行了A、B、C三个档次的英语
考核，再进行差异化、针对性地培训。

“不仅是国际值机员、客服人员，保洁
员、 手推车员也都要进行英语口语培训。”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安全质量部部长曹捷
说，在中非经贸博览会举行期间，机场设置
了中非保障专柜， 将安排英语能力为A档
的工作人员在此提供出行服务。

目前， 黄花机场T2航站楼到达层，已
开辟中非经贸博览会“专用边检通道”；国
际安检区及通道由原来的12米扩宽至34
米；中南地区面积最大、可同时容纳400名
旅客休息的旅客休息区已于近期投入启
用。

长沙黄花机场全员学英语
全力保障中非经贸博览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赤道岛国

索马里：“非洲之角”

埃塞俄比亚三圣药业：
缓解非洲地区缺医少药的困境

湘约非洲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位于非洲东部的乌干达，水资源充沛，但
受资金、技术和设备限制，乌干达偏远地区的
老百姓长年喝的是河水、雨水，喝不到干净的
自来水。

彭许所在的乌干达科博科水厂， 位于乌
干达北部，那里气候温和、四季如春，但人们
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彭许及其公司团队，历时
近3年， 建成了一个日供水1.6万吨的自来水
厂，让周边百姓喝上了“白花花”的自来水。

� “几度想打退堂鼓，但既然开
始了，就没有中途放弃的道理”

2016年中标乌干达科博科水厂项目时，
彭许和公司团队满心欢喜。 这是一个由世界
银行提供贷款、欧洲公司监理的民生项目。能
在众多国际同行竞争中胜出， 彭许认为在非
洲“大施拳脚”的时候到了。

虽然在非洲打拼已有数年， 不同于此前
的供货或分包， 科博科水厂是彭许独立操作
的第一个项目。跃跃欲试的激情与兴奋，很快
遇到了“拦路虎”。

2016年3月，彭许第一次从国内去项目地
商谈合同细节。 先是坐了13个小时的飞机至
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再经8个小时的车程才到
达目的地。

“路上太折腾， 盼着到了能够休息一下
吧，结果没有水、没有电，手机还没信号。”彭
许告诉记者，当时他心里就直犯嘀咕，这地方
让工作人员怎么待？

项目所在的乌干达科博科市，是乌干达、
南苏丹和刚果（金）三国交界之处，交通运输
来往繁忙，但城市没有自来水厂。这也正是世
界银行给乌干达批下贷款建水厂时选址于此
的原因。

“知道条件不好，可是不知道这么艰苦。”
彭许项目团队租的民房宿舍距离工地不到4
公里，来往两地需要换电话卡，不然就没有信
号。

生活上的不便都能克服和习惯：没有水、食
物，一个星期进城一次买回来；没有电，买发电
机自己发电；信号差，多换几次电话卡找到信号
再打。但对于疾病感染，就有点防不胜防了。

彭许2017年底时“中招”过一次疟疾，“没
有精神、没有胃口，还上吐下泻，最难忍的是
骨头里感觉都是痛的。”彭许坦言，这样的感
觉不想来第二次。

2018年春节过后， 有4位员工要求辞
职。“真是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我自己都感
觉要坚持不下去了，几度想打退堂鼓，但既
然开始了，就没有中途放弃的道理，只想着
加大马力往前干、 快点干， 早点做完早回
家。”彭许说。

“条件虽然艰苦，但项目所在地居民都很
友好。”彭许介绍，得知他们是建水厂的工作
人员，更是热情有加。项目建设期间，还有当
地人专门充当“社会协调员”来协调和帮忙解
决各种问题。

“当地人喝上了干净水，总统
为我们点赞，经历的一切都值得了”

凭着一股吃得苦、 霸得蛮、 耐得烦的性
子， 彭许团队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乌干
达科博科水厂的设计、建设、调试，一批“湖南
制造”的机电设备也跟着走进了乌干达。2018
年11月30日，彭许拿到了项目主体竣工证书，
迎来了水厂试通水时刻。

“水厂试通水的消息在附近很快传开，好
多妇女拿着锅碗瓢盆排队等着接水； 还没有
接水龙头的水管喷出水后， 小朋友们甚至脱
了衣服裤子戏水，像到了水上世界。”彭许感

慨，这个时候不用任何语言、手势，光看表情
和反应，就知道他们有多高兴了。

彭许告诉记者， 水厂的工艺流程是先引
进原水，再沉淀、过滤、消毒，最后变成生活饮
用水。以前附近居民用的水浊度在20度以上，
经过水厂处理后，水浊度降为小于1度，浊度
越低水质越好。

2019年5月11日， 科博科水厂正式运行。
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在剪彩仪式上高度评价
彭许及其团队为提高当地居民生活质量所作
的贡献。

随行的乌干达水利部部长接了一瓶水，
感慨水很清，就直接仰头喝下去了。彭许对这
个细节印象深刻，他说，“努力了近3年，让当
地人喝上了干净水，总统为我们点赞，经历的
一切都值得了。”

乌干达地跨赤道，境内风景美不胜收。水
厂项目建设期间， 彭许曾驱车穿越森林保护
区和热带大草原，见过河边“散步”的野象、觅
食的长颈鹿、奔跑的花豹，但在他眼中，最美
的风景， 还要属水厂通水后翻滚涌动的白色
浪花，那里荡漾着孩子们的欢笑，也流淌着非
洲人们的幸福。

“民企出国闯荡不容易，但这条路值得走
下去！”彭许说。

� � � �彭许是湖南水务机电设备成套技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也是乌干达科博科水厂的承包
商。 他在非洲晒伤过皮肤，身染过疟疾，也领略过绝美的自然风景。 在他眼中，非洲苍茫的热
带大草原、奔跑追逐的野生动物，都没有项目建成时从水管里喷出来的自来水那么耀眼———

自来水喷涌而出
是非洲最美的风景

非洲民众在取水。（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 � � � 6月20日，长沙黄花国际机场T2航站楼开辟中非经贸博览会专用通道。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邓竹君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陈泉 陈善武

6月12日上午，长沙市岳麓区桔子洲街道
党工委班子召开会议， 针对市委提级交叉巡
察组反馈的问题商定整改方案。

原来，在前不久的提级交叉巡察中，发现
了该街道党的领导弱化、 组织生活开展不严
肃、监督执纪问责不够到位等问题。

为最大限度减少基层“熟人社会”对巡察
工作的干扰，今年3月至5月，长沙市在去年创
新开展提级交叉巡察的基础上， 精准选取了
岳麓区桔子洲街道、后湖新村，芙蓉区东屯渡
街道、金科社区，长沙县黄花镇、机场口社区，
宁乡市灰汤镇、灰汤村等信访量较大、群众反
映突出的乡镇（街道）及对应的村（社区）开展
提级交叉巡察。

通过提级交叉巡察， 一批深层次问题被
挖出，各巡察组共发现问题175个，移交有关
重点人问题线索28件。

陌生面孔除干扰
“我们到异地基层开展巡察， 没有熟人

‘走关系’和‘打招呼’的困扰，可以毫无顾虑

投入到巡察中。”由宁乡市交流到岳麓区桔子
洲街道巡察的长沙市委第一提级交叉巡察组
副组长符灿阳深有感触地说， 提级交叉巡察
大大提高了工作实效。

针对基层“地域小、熟人多、干扰大”的实
际，长沙市不断优化巡察模式，在队伍组建上
再次作出创新安排， 由市委巡察组处级领导
干部担任提级交叉巡察组组长， 选派熟悉巡
察业务的各区县（市）委巡察办主任担任副组
长，并从各自所在区县（市）成建制组织一个
巡察组的骨干力量参与市委提级交叉巡察。

长沙市委巡察办主要负责人介绍， 组建
的巡察组按照交叉分片的原则，“推磨式”安
排到各乡镇（街道）及对应的村（社区），做到巡
察地域、人员“全部回避”，免受外界人情干扰。
同时，提级交叉巡察组组长、副组长由市委直
接授权开展工作，实行工作统一部署、人员统
一培训、汇报统一听取、成果统一运用。

市委第一提级交叉巡察组进驻岳麓区桔

子洲街道后，下沉基层一线走访，广泛与基层
党员干部交流， 其务实的作风和不一样的谈
话方式，迅速取得了干部群众信任。当地干部
群众主动向巡察组反映， 街道领导班子成员
吴某某等5名党员干部存在收受礼金7200元
等问题。

巡察组了解具体情况后， 立即将该问题
交给街道党工委办理，5名党员干部受到处
理，违规收受的礼金被责令退还。

巡察利剑直入村
宁乡市灰汤镇汤泉社区居民黄伟明还记

得，自己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向巡察组反映了
宁南村后街多年杂草丛生、臭气熏天的问题，
没想到没过多久，这条“垃圾后街”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杂草被平整， 垃圾也被清运
走，铺上了新草地，临街的居民将封死多年的
窗户重新打开了。

黄伟明感慨：“真没想到市委巡察组能到

村里来，实打实为我们解决问题。”
“提级交叉巡察组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价值取向，群众痛恨什么、反对什么，就
重点巡察什么、纠正什么。同时，将巡察利剑
直插村级党组织， 最大程度地解决基层巡察

‘巡不深、察不透’问题。”长沙市纪委书记、市
监委主任蔡亭英表示。

巡察直入村后， 一批久拖未决的重点信
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明显增强。今年1至5月，岳麓区桔子洲街道、
芙蓉区东屯渡街道与去年同期相比， 信访量
分别下降87.5%、66.7%；长沙县黄花镇在巡察
组进驻后，信访量比去年同期下降50%；宁乡
市灰汤镇自巡察组进驻后至4月底，一共接待
群众来访169批次， 处理群众来信30件次，使
该镇越级上访量降为零。

边巡边改显实效
针对被巡察单位存在的干部群众反映强

烈、明显违反规定并能马上解决的问题，提级
交叉巡察组及时下发立行立改通知书， 要求
限期整改到位。

第二提级交叉巡察组巡察芙蓉区东屯渡
街道时， 发现该街道下属某建筑公司财务管
理混乱，甚至出现了一张4.8万元的白条；第三
提级交叉巡察组在巡察长沙县黄花镇时发
现，“黄花镇2018年庆‘三八’松雅湖拓展训练
服务费用”现金支付2000元，白条入账，无领
款人签收……各巡察组分别向被巡察乡镇
（街道）下达立行立改通知书，问题迅速得到
整改。

“我们将认真落实市委提级交叉巡察组
的要求，尽快整改到位。”在收到立行立改通
知书后， 东屯渡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人聂海
宗态度坚决。

“通过采取边巡边改的方式，列出问题清
单和整改建议， 有利于在发现问题的第一时
间纠正偏差，节省问题反馈时间，督促趁热打
铁解决问题，及时形成巡察的有力震慑……”
长沙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长张宏益说。

据悉，在长沙市本轮提级交叉巡察中，共
下发立行立改通知书11份， 推动立行立改突
出问题143个，依规依纪约谈提醒29人，通报
批评6人，督促退缴费用16.8万元，督促建立完
善规章制度23个。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巡察直入村 都是“生面孔”
———长沙市持续创新开展提级交叉巡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