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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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秦慧英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6月27日至29日，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将在

长沙举行，加纳驻华大使爱德华·博阿滕日前在
北京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借此机会， 加纳希
望与湖南在农业领域寻求更多的合作机遇。 ”

位于非洲西部、 几内亚湾北岸的加纳共和
国，近几年来大力发展农业，成为全球第二大可
可生产和出口国。可可品质优良，不少知名巧克
力品牌，都是用加纳的可可制作而成。

加纳“可可之乡”的美誉声名远播，加纳人
也以此为傲， 邀请客人在饭后畅饮一杯地道的
可可饮料，是加纳人热情的待客之道。

“可可能促进儿童脑部发育，也可提高成年
人的免疫力。 ”采访过程中，博阿滕不遗余力地
向记者“推销”可可的好处。他说，加纳的可可目
前能够直接运送到中国， 极大地帮助了加纳农
民脱贫致富， 加纳的孩子们也因此有机会获得
更好的教育。

他认为，通过这个平台，加纳可以更好地帮本
国的可可打开中国市场。“中国随处可见的咖啡店
显示， 中国人对咖啡和巧克力等可可制品的需求
越来越大，这对加纳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

谈及和湖南的合作， 博阿滕介绍，2018年5
月，湖南加中可可国际贸易中心在长沙揭牌，着
力打造全国最大的可可电子交易平台， 让加纳

的可可通过湖南“走出去”。
除了经贸交流， 博阿滕也非常重视中加两

国在人才方面的交流。
他表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越来越多的

中国人走进非洲，从事基础设施建设；也有越来
越多的非洲人来到中国工作、学习和旅游。“许
多非洲人来中国取经，把所学带回自己国家。 ”
他说，与中国近几十年的做法一样，加纳目前的
目标是带领百姓脱贫， 这离不开基础设施和文
化设施建设。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展开，加纳得
以学习到更多中国经验，“我希望中加两国加深
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

在加纳驻华大使馆， 博阿滕向记者展示了一
块独具特色的加纳披肩。 他介绍，在加纳，人们在
出席重要场合时，都会披上一块这样的披肩，上面
的颜色也各有寓意： 红色代表权力， 绿色代表农
业，黄色代表价值，蓝色则代表和平与合作。

届时，在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上，这块具有加
纳特色的披肩将和地道的加纳可可一起， 在湖南
人民面前“亮相”。 博阿滕对本次中非经贸博览会
充满期待。 他表示，加纳与中国已经进行了长期友
好的政治合作，通过本次参展，中加双方将进一步
加强在经贸、农业、人才等方面的合作交流。

【项目介绍】
华友刚果（金）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位于刚

果民主共和国上加丹加省卢本巴希市郊， 占地
面积500公顷，核心区域110公顷，由浙江华友钴
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友钴业 ”）出资
800万美元投资建设。

华友钴业联合浙江大学、刚果（金）卢本巴
希大学合作开发该项目。 自2012年建成运营至

今， 已成为中国在非农业技术示范和农业教育
实践培训的重要平台， 对推动当地农业技术进
步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项目效益】

园区建有粮食大田区、蔬菜区、畜牧区及农
产品加工生产区，拥有规模化的玻璃温室大棚、
连栋大棚、普通大棚、养猪场、养鸡场、农机站
等，利用太阳能灌溉系统完善了园区水利设施。

园区规模化种植养殖和良种选育以及现代
农业技术应用，使玉米单产增长了一倍以上，肉
鸡、蛋鸡养殖也有较大规模。

园区的农技试验中心为当地农业专家提供
了研究平台， 成为卢本巴希大学农学院学生的
教学实践基地， 为当地培养了大量农业技术人
才。
【复制推广前景】

该项目采取产学研结合的合作模式， 可进
一步复制推广到刚果（金）其他地区和周边的国
家，提升非洲农业生产技术水平，造福广大非洲
人民。 （黄婷婷 整理）

【项目介绍】
为更好地提升南非的制造水平 ， 满足南

非在制造业领域的需求 ，2013年3月 ， 中非发
展基金有限公司与海信集团签署投资合作协
议 ， 共同在南非投资建设海信南非家电产业
园 ，同年投产 。

【项目效益】
目前， 该项目年产冰箱54万台、 电视39万

台，生产的家电占据当地市场销售额的首位，出
口非洲10多个国家。

项目的实施带动了南非的就业、出口，提高
了其工业制造能力和技术水平， 通过“非洲制

造”改善了当地管理、物流和售后服务水平，促
进了相关配套产业发展。

项目已形成以家电制造企业为核心的综合
产业园区， 吸引了14家制造加工及贸易企业入
园，周边聚集了近150家提供配套服务的企业。
【复制推广前景】

项目采用的“以贸易带动投资，从贸易发展至建
厂，推动非洲本地产能的优化升级”模式，以及“产
业+园区”的产业链模式，可在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市
场规模相对较大的国家复制推广。 （黄婷婷 整理）

� � � �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 （欧阳倩 张
慧 ）肯尼亚的红茶、南非的红酒、埃及
的地毯及羊毛毯、 加纳的巧克力及可
可粉……地道的非洲特产，湖南（高桥）
非洲商品展销馆可“一网打尽”。该馆作
为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的长期线下展
示展销平台， 已有10个非洲国家的
1500种商品上架，并将于6月29日对市
民开放。

走进非洲馆，40多幅三角形壁画，
体现了丰富的非洲元素。东非大草原上
的雄狮、非洲象、火烈鸟、长颈鹿、斑马
等，头顶瓦罐的妇女、原始部落的独特
建筑、猎奇的神秘图腾……不同的色彩
和图案，呈现出原汁原味的非洲文化。

非洲特色产品也正在陆续上架。 展
馆设立了咖啡、农产品、木雕石雕、工艺

品、红酒等专区。非洲咖啡以其浓郁的香
气和迷人的果酸，深受消费者喜爱。肯尼
亚的多曼斯速溶咖啡、 埃塞俄比亚的各
类精品咖啡豆，20余款不同风味的咖啡
等待消费者品尝。 南非是世界六大葡萄
产区之一，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造
就了南非红酒的多样性， 目前非洲馆已
入驻11家约30个不同品种的南非红酒。
肯尼亚的乌木及肥皂石工艺品、 黑木手
串，南非的鸵鸟蛋、非洲传统乐器非洲鼓
等工艺品也将与消费者见面。

届时，高桥中非进出口双向贸易及
消费平台也将同步开放。 平台包含“湖
南（高桥）非洲商品展销馆”“湖南出口
产品集聚区”“非洲商贸企业培养基地”
3个部分。 平台将为湖南与非洲进出口
双向贸易合作提供全方位的综合服务。

� � �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记者 肖祖华
见习记者 张佳伟） 邵阳市商务局日前
对外发布， 该市今年前5个月对非洲进
出口额近1.2亿美元， 占进出口总额的
10.5%，同比增长43.43%。 其中对非出
口1.1亿多美元，同比增长43.68%；对非
进口70多万美元，同比增长11.59%。

6月24日， 记者在湖南东亿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看到， 一辆货柜车正在装
车，发往非洲。 该公司副总经理白家宝
介绍，公司产品主要出口非洲，销售的
产品以砂轮打火机为主。 据了解，邵阳
市主要对非出口发制品、打火机、箱包、
鞋靴类等， 其中发制品出口额超6700
万美元 ， 鞋靴类出口额同比增长
519.05%。

� � �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记者 刘永涛）
6月27日至29日， 第一届中国-非洲经贸
博览会（简称“中非经贸博览会”）将在长
沙举行。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太保产险”）日前透露，作为中
非经贸博览会指定保险服务供应企业，
该公司将为博览会提供人、财、责三类风
险保障，总保额达23.5亿元。

太保产险为中非经贸博览会设计
了详密的保险方案，开通全国7x24小时
95500“展会保险专线”，将为参展商、
搭建商、广大参展观众等提供展会责任
险、公众责任险、人身意外伤害、健康安
全保障等一揽子保险解决方案，涵盖咨
询、投诉、回访、预约投保等多语种、个
性化服务。

近年来， 太保产险积极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重点项目，为多家涉外机构
提供保险产品和服务，曾首席承保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国际橡塑展、中国国
际工业博览会等大型博览会以及F1赛
事、 上海迪士尼乐园等大型活动和场
所， 熟知会展组织风险和人流量大、人
群密集的大型活动/场所风险， 具备应
急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经验。

中国太保是国内领先的“A+H”股
上市综合性保险集团。太保产险是其旗
下专业子公司，为客户提供全面的财产
险产品和服务， 承保机动车辆保险、财
产保险、责任保险、农业保险、意外伤害
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出品信用保险等
保险业务。

让加纳的可可通过湖南“走出去”
———专访加纳驻华大使爱德华·博阿滕

家门口可买到正宗非洲特产
湖南（高桥）非洲商品展销馆29日开放

前5个月邵阳对非贸易额
增长43.43%

太保产险为中非经贸博览会护航
提供人、财、责三类风险保障，总保额23.5亿元

经典案例

华友刚果（金）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产学研结合，提升非洲农业现代化

海信南非家电产业园
所生产家电占据南非家电市场销售额首位

� � � �加纳驻华大使爱德华·博阿滕在
北京接受专访。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摄

约访非洲大使

荨荨（紧接1版①）他们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
草去，宁可牺牲骨肉亲情、献出宝贵生命，只因
家国大爱深似海，革命理想高于天！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是
要激励大家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牢记
初心使命，敢于开拓创新，坚定不移地走好新时
代的长征路。通过潇湘红色故事宣讲，引导党员
干部在重温党的历史中锤炼党性修养， 在学习
先进英模中陶冶思想情操， 在检视反思中来一
次触及灵魂的自我革命， 使参加主题教育的过
程真正成为思想再洗礼、初心再觉醒、使命再升
华、忠诚再淬炼的实践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 潇湘红色故事宣讲从2018
年就已经开始。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
色基因传承好”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广大干部
群众在传承红色基因中坚定理想信念、 凝聚奋

进力量，省委宣传部去年就组织开展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潇湘红色故事集中宣讲活动。

开展宣讲过程中，通过挖掘“经典”，解决
“讲什么”的问题；用好“金牌”，解决“谁来讲”的
问题；力求“精彩”，解决“怎么讲”的问题；铸造
“精品”，解决“持续讲”的问题。

讲什么———组织党史和文学艺术专家对广
泛征集到的湘籍老一辈革命家、 英雄烈士和先
锋模范人物的故事素材进行遴选把关和精心打
磨，确保每一个故事导向正确、史实准确，情节
生动感人，表达通俗易懂。

谁来讲———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优秀讲
解员为班底，组建潇湘红色故事宣讲团，对他
们进行讲解技巧、仪态仪表、情感表达的专业
培训，根据讲解员各自的气质类型、语言风格
和表达习惯， 将讲解员与红色故事进行精准
配对。

怎么讲———为每个故事“量身打造”同步播
放的主题视频， 再现故事反映的历史场景与生
活情景，增强故事的真实感和现场感。

持续讲———以“潇湘红色故事汇” 为特色
IP，全媒融合联袂宣传，电视录播与网络直播共
同推进，线上线下双向互动，形成了强大的品牌
传播效应。同时趁热打铁，推出一档红色励志主
题电视节目《潇湘红色故事汇》，有效实现红色
文化传播形式的再创新和传播途径的再拓展。

2018年以来， 先后赴各市州开展集中宣讲
近20场次，网络直播4场次，宣讲范围覆盖企业、
机关、校园、社区、军营等多个领域。数万名观众
现场聆听故事，400万人通过微直播收听收看

“潇湘红色故事汇”。
今年，结合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省委宣传部又精心
打造一批经典潇湘红色故事， 将以集中宣讲与
组建小分队宣讲相结合的方式， 推动潇湘红色
故事宣讲在全省持续广泛开展， 让红色基因植
入三湘儿女的精神血脉。

唤醒初心使命的生动教材

荨荨（上接1版②）
近年来，随着我省对外开放的步伐

越来越坚实，湖南向更多的非洲“小伙
伴”发出了“好友申请”。 2018年6月底，
湖南与埃塞俄比亚奥罗米亚州正式“牵
手”，缔结友好城市关系。 截至目前，湖
南和非洲共有8对友城，其中省级友城2
对、市级友城6对，分别为湖南省与埃塞
俄比亚奥罗米亚州（2018年6月）、湖南
省与南非北开普省（2003年9月），长沙
市与刚果（布）布拉柴维尔市（1982年8
月）、 株洲市与南非彼得马里茨堡市
（2002年5月）、长沙市与乌干达恩德培
市（2003年4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与南非赞扎巴尼市（2015年9月）、湘
潭市与坦桑尼亚姆索马市（2016年5
月）、郴州市与南非金伯利市（2016年9
月）。

“你来我往”干了啥
虽然相隔万里，但湖南与非洲以友

好城市为桥梁， 双方交往日益密切，情
谊愈发深厚。

以南非北开普省为例， 自2003年
正式缔结友好关系以来， 两省在经贸、
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 2015年9
月， 双方在北开普省首府金伯利举行

“友好活动周”，开展了经贸对接、旅游
推介、民俗文化展演、友城交流等活动；
2016年，双方签署友好合作协议，在商
贸、农业、文化和旅游等领域开展全方
位合作。 不仅如此，南非还连续多年派
员参加在湖南郴州举行的国际矿博会，
用实际行动为湖南“打call”。 2018年6
月，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与南非北开普省
教育厅签署了共同设置国际学生奖学
金的合作备忘录，北开普省每年可推荐
10名优秀学生前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学习深造，从此开启了湖南与北开普省
教育合作的时代。

在湖南与北开普省的“甜蜜示范”
下，株洲市与彼得马里茨堡市、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与赞扎巴尼市、郴州市
与金伯利市分别“联姻”，携手加速矿产
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联姻”刚满一年的湖南与埃塞俄
比亚奥罗米亚州，同样处于交往的“蜜
月期”。在奥罗米亚州的首府阿达玛市，
埃塞俄比亚·湖南工业园里生机勃勃：
已建成的高规格标准厂房整齐气派，正
在建设中的部分项目热火朝天。 作为

“中非十大合作计划”重点项目之一，同
时也是我国首个由省级政府推动、在非
洲建设的境外工业制造合作园区，埃塞
俄比亚·湖南工业园正成为湖南产业和
企业进入非洲的支点。 目前，已有三一
重工、北汽福田、毅荃服饰等企业签订
了入园意向协议。 根据计划，该园区将
争取在2020年形成以汽车及零部件、
能源电力、工程机械和通用设备、纺织
加工为主导，新材料、食品饮料、轻印包
装等为补充的现代化装备制造合作园
区。

近年来，湖南企业加快“走出去”步
伐， 并将目光投向商机无限的非洲大
陆。“湖南企业发展到哪里，对外友好交
往的平台就搭建到哪里。 ”为此，我省外
事等部门加强与各友好城市、 驻华使
馆、国际机构联系，积极搭建湖南同非
洲各国交流合作的平台， 在2015年、
2016年和2017年分别举办了“非洲国
家驻华使节湖南行”“湖南·非洲国际产
能合作暨工商企业跨境撮合对接会”和

“湖南-非洲地方产业合作对接会”，为
“湘企入非”“湘非合作”铺路搭桥。

据透露， 在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
上，湖南还将与尼日利亚吉加瓦州正式
结好。 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将有越来
越多的非洲朋友加入湖南的“国际朋友
圈”。

湖南“国际朋友圈”的
那些非洲伙伴

非洲商品
先睹为快
6月24日，湖南(高桥)非洲

商品展销馆迎来首批参观体
验的市民。 该馆是首届中非经
贸博览会的长期线下展示展
销平台，1000平方米的展馆里
设立了咖啡、农产品、木雕石
雕、红酒等专区。 当天，该馆布
展完成， 将于6月29日正式对
公众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张慧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