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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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秦慧英

“千丘之国”卢旺达，在世界银行2018年发

布的报告中，营商环境在非洲排名第二，享有
“非洲瑞士”的美誉。

近日， 卢旺达驻华大使查尔斯·卡勇加在
北京接受湖南日报记者专访，大力推介卢旺达
的优质资源，他说：“希望能借助中非经贸博览
会的契机，在湖南寻求更多合作机会。 ”

2018年3月，44个非洲国家在卢旺达首都
基加利签署成立非洲大陆自贸区协议，形成了
一个覆盖12亿人口的市场。

查尔斯·卡勇加说：“卢旺达位于非洲大陆
中心，与周边其他非洲国家联系紧密，通过卢
旺达，可以连接广阔的非洲大陆市场。”

6月18日， 卢旺达航空开通广州往返基加
利航线。 6月12日， 长沙开通至肯尼亚首都内
罗毕的直飞航线。 对此， 查尔斯·卡勇加感到
十分振奋，他说：“广州离长沙很近，从肯尼亚
到卢旺达也仅需1个小时， 两条航线开通后，
卢旺达和湖南之间的吸引力更强了。 ”

查尔斯·卡勇加介绍，此前，卢旺达已经和
湖南达成了深远的合作。上世纪80年代，“路桥
湘军”便作为全国首个进入国外投标承包工程
的企业，承建了卢旺达的基卢、布西、三卡等4
条标准公路，总长336公里，当年卢旺达的一半
公路，均为湖南人修筑；现在，远大住工在卢旺
达开发建设装配式建筑，实施卢旺达有史以来

最大的住房项目———肯英雅保障性住房项目，
为推动当地的民生建设作出贡献。

查尔斯·卡勇加介绍， 卢旺达和湖南不仅
在建筑材料、工程机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有不少合作，在文化领域也同样交流频繁。

在专访中，他向记者展示了一个黄绿灰相
间的竹篮。 查尔斯·卡勇加介绍，这些手工精细
的竹篮，都是卢旺达当地妇女编织的，被称为
“家庭的心脏”，放置在家中，有装饰、收纳的作
用，展现当地妇女坚韧而温柔的性格。 本次中
非经贸博览会上，他将把竹篮、山地大猩猩黑
木雕等手工艺品带到长沙，向中国人展示卢旺
达的特色文化。

“这次博览会是中国提供给世界又一平台
和窗口。 这次，中国开放的窗口聚焦非洲，我希
望本次中非经贸博览会能够卓有成效、 推动合
作落实，我们也将借此机会，邀请全世界共享卢
旺达的优质资源和产品。 ”查尔斯·卡勇加说。

届时，卢旺达的展馆将有怎样的亮点？
“咖啡，卢旺达的咖啡不容错过。 ”查尔斯·

卡勇加自豪地说，“卢旺达的阿拉比卡咖啡，风
味独特，美味健康。 茶、牛油果、手工艺品……
都是卢旺达的特色产品。 博览会期间，我们还
将在农业、机械、建筑领域、民生建设等方面，
全方位寻求合作。 ”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秦慧英

阿尔及利亚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中国

与阿尔及利亚经济合作由来已久， 近40年来，
已有超过千家中国企业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投
资和建设。

近日， 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艾哈桑·布
哈利法在北京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阿尔
及利亚将在中非经贸博览会上寻求合作新
机遇， 希望有更多中国朋友认识阿尔及利
亚。”

北起地中海， 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南北
高速公路”， 是阿尔及利亚境内施工难度最大
的高速公路， 建成通车后， 将成为北非地区
高速公路“一纵两横” 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
个项目的承建方之一， 就是来自湖南的中建
五局。

谈及该项目，艾哈桑·布哈利法连连称赞，
他表示，该项目将给阿尔及利亚交通带来极大
的便利，他说：“阿尔及利亚十分看重与湖南的
合作，双方合作20多年来，湖南有许多大型企
业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基础设施和房屋住宅建
设；未来，湖南和阿尔及利亚还有巨大的合作
空间。 ”

2018年，阿尔及利亚与中国签订“一带一

路”合作协议，致力于建设平等合作共赢的伙
伴关系。

艾哈桑·布哈利法介绍， 在阿尔及利亚的
中国企业，可以享受阿尔及利亚市场提供的较
为廉价的电力及人力资源，其产品也可以通过
阿尔及利亚，出口到欧洲，享受到欧盟的免税
政策，在运输距离和成本上也将大幅度降低。

自2009年起， 中国连续10年成为非洲最
大的贸易伙伴。 艾哈桑·布哈利法说， 近几年
来， 中国还在不断扩展和非洲合作的领域，在
基础设施、经济特区建设、工业制造、航空航天
等方面均取得初步成效， 成为南南合作的典
范。

艾哈桑·布哈利法认为， 中阿两国在经济
方面不断加强合作的同时，中阿双方人民的友
谊也在不断加深。

“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与
阿尔及利亚提出的‘国际和平共处’理念完全
契合。 ”艾哈桑·布哈利法说，“这次前来参展中
非经贸博览会，阿尔及利亚还希望在和中国建
立良好经贸往来的基础上，加强两国间的人文
交流。 ”

约访非洲大使

新华社记者 席敏 张玉洁

6月27日至29日，首届中非经贸博览
会将在湖南长沙举办。 多年来，跨越万水
千山，“湘非”在经贸、农业、人才培训等方
面的合作日益紧密； 在互补共赢的同时，
“湘非”情谊不断升华。

架起“湘非”经贸“新桥”
6月12日， 新开通的长沙直飞肯尼亚

首都内罗毕的航班，将湖南与非洲大陆更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作为中国与非洲联系最密切的省份
之一，近年来，湖南与非洲不断寻找经贸
往来契合点，合作成效显著。 湖南省商务
厅厅长徐湘平介绍， 湖南与非洲贸易、投
资快速增长， 贸易连续4年保持50%以上
增速，2018年达到28亿美元。

据了解，即将举行的中非经贸博览会
将聚焦贸易促进、投资推介、农业技术、能
源电力、合作园区、基础设施及融资合作
等重点领域。

网上中非经贸博览会线上交易平台
业也已构架完成，B2C和B2B进出口平台
双向开通，将进一步建设成为中非经贸数
字平台。未来5年，平台预计可实现入网商
品、 服务1亿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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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配套
服务人员达200万人， 年进出口额超100
亿美元，助力湖南成为全国的中非经贸中
心。

“湘非” 经贸的形式也在不断创新。
将在此次博览会上签约的“中国-德国-
加纳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就是大会亮点
之一。 湖南省贸促会会长贺坚告诉记者，
这个由湖南采用政府推动， 融合德国技
术、 非洲市场和湖南产能搭建的第三方
市场合作平台，将为中德非的中小企业提
供所需服务。

大开“湘非”合作之门
5月7日上午，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非洲分中心揭牌仪式在马
达加斯加马义奇镇举行。

多年来，中国的企业、农业专家将杂
交水稻种子和先进技术带到非洲，为非洲
缓解饥饿问题做出突出贡献。

今年是袁氏马达加斯加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立军在马达加斯加工作
的第13年。“中心培育的杂交水稻每公顷
增产最少3吨， 只要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
面积推广达到15%，20万公顷就能实现大
米自给。 ”他说。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先后承担了30多
个中非农业合作项目及重点项目，参与了
尼日利亚、加蓬、马拉维等多个“南南合
作”项目。

同时，湖南路桥、湖南建工、中建五局
等，也为非洲基础建设作出贡献。 非洲交
通基础设施BOT模式，就是湖南路桥建设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针对非洲现状，为非洲
交通基础设施提供从融资、规划、勘察、设
计、建设到运营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湖南路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宏
伟说，这一新模式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并促进了当地民众就业。

感情加固合作基石
来自贝宁共和国的科乔被朋友们亲切

称为“小布”，他最喜欢的一道菜是红烧鱼。
在湖南学习和工作10年后，科乔已深

深融入中国。在湖南创业从事国际外贸的
他说：“我最想把湖南的技术设备带回非
洲，对非洲农产品进行深加工，然后再将
这些特色产品引进湖南。 ”

和科乔一样在湖南生活的非洲年轻
人有很多，他们在这里创业、学习外，还接
受各类技术培训。

截至去年底， 湖南累计培训133个国
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和技术人员近2万
人，其中来自非洲国家和地区的学员人数
占近50%。

2015年以来，湖南连续4年举办大型
对非经贸活动， 包括第四届对非投资论
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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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非洲地方产业合作对接会等，
促进了“湘非”间人员密切往来。

同时， 湖南还采取建设经贸合作园
区、在非洲有关国家设立商务代表处等方
式，构建了多层次立体化的对非经贸合作
平台。

人“勤”往来，感情日深，“湘非”合作基
石越来越牢固。 徐湘平表示，湖南人民与
非洲各国人民感情深厚，产业结构契合度
高，合作基础深厚，合作空间、潜力巨大。

（新华社长沙6月26日电）

“卢旺达和湖南之间的吸引力更强了”
———专访卢旺达驻华大使查尔斯·卡勇加

“在中非经贸博览会上寻求合作新机遇”
———专访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艾哈桑·布哈利法

万水千山总是情
———在互补中共赢的“湘非”合作

� � �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见习记者 陈新
通讯员 陈芳）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交通运
输局获悉，为迎接中非经贸博览会在长沙
召开，日前长沙市320台雷锋车队出租车
已率先更换顶灯，全彩LED屏搭载“当好
东道主，喜迎中非经贸博览会”“长沙欢迎
您”等公益广告，全彩LED屏顶灯主要突
出公益宣传、安全预警、行业监管等功能。
根据计划，全市8166台巡游出租车将统一

更换全彩LED屏智慧顶灯。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中非经贸博览会期间， 长沙交通部门将
联动出租车GPS监控平台， 加强对博览
会期间各重点区域出租车的运营情况实
施24小时GPS监控， 实时监控出租车的
运营状态， 根据客流需求适时发布用车
需求信息， 智能引导附近巡游出租汽车
前往相关重点区域营运。

长沙市区巡游出租车更换LED屏智慧“顶灯”

� � �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刘永涛）
6月27日， 第一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
将在长沙盛大开幕。作为本次博览会的金
融服务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工商银行今天
透露，该行借助其全球业务网络，对接境
内外参展企业需求，推出多元化产品和综
合化服务，助推中非经贸合作多领域开花
结果。

针对博览会客户群体特点，工商银行
设计了一揽子金融服务方案，能为企业开
立涵盖美元、欧元、港币、日元、英镑、新加
坡元、 澳大利亚元等21个币种的外汇账
户，提供保函开立、保函转开、资信证明等
服务，覆盖国际贸易、境外工程、跨境投融

资等各领域。此外，还提供包括进口押汇、
打包贷款等全环节国际贸易融资服务。

据了解，展会期间，工商银行承办的
中非经贸合作磋商会， 按照基础设施、进
出口贸易、 食品和纺织加工等10个行业，
邀请近250家中国企业和近30个非洲国
家的110余家企业参会，推动中非在投资、
贸易和加工制造等领域深化合作。

工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截至
2018年末， 该行已在近30个非洲国家开
展业务合作，支持各类融资项目超过100
个，涉及公路、电力、油气、矿产和房建等
多个领域，成为在对非经贸合作中最重要
的中资商业银行之一。

助推中非经贸多领域合作
工商银行为中非经贸博览会设计一揽子金融服务方案

� � � �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孙敏坚）
今天， 中国国际新闻交流中心2019年项
目非洲中心媒体团抵达长沙， 开启为期5
天的首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非洲媒
体团的采访活动。 来自乌干达、 肯尼亚、
索马里等33个非洲国家主流媒体记者将
全程参与会议各项活动的采访报道， 随
后赴韶山、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和三
一重工等地参观采访。

“提到湖南与非洲， 有四个名字你们
一定熟悉： 毛泽东、 袁隆平、 援非医疗队、
湖南卫视。” 见面会上， 省委宣传部负责同

志与媒体团分享了毛泽东同志的非洲情结、
袁隆平院士的非洲贡献、 湖南援非抗击埃
博拉疫情以及湖南媒体采访报道非洲的友
好故事， 并期待媒体团当好中非交流合作
的友好使者， 客观、 全面、 立体地报道中
非经贸博览会盛况和成果， 积极传播中国
与非洲的好声音好故事， 让非洲人民更深
入地了解湖南、 了解中国， 共同打造责任
共担、 合作共赢、 幸福共享、 文化共兴、
安全共筑、 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会上， 省商务厅负责同志还介绍了
中非经贸博览会的相关情况。

“当好中非交流合作的友好使者”
非洲33国媒体记者聚焦
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

� � � � 6月26日，卢旺达驻华大使查尔
斯·卡勇加在北京接受专访时， 介绍
卢旺达妇女编织的特色竹篮。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摄

� � � � 6月26日， 阿尔及利亚驻华大
使艾哈桑·布哈利法在北京接受专
访。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摄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欧阳倩 金慧 唐璐

这几天，长沙陆续迎来了来自非洲的众多
嘉宾。习习夏风，摇曳着路边樟树，致以最诚挚
的欢迎。长沙，让远道而来的非洲朋友，感受到
了不一般的热情。

6月25日23时，佛得角外宾一行到达长沙。
离开机场，车在夜幕下飞驰，佛得角副总

理兼财政部长科雷亚虽无法细赏沿途景致，但
明亮的路灯与城区闪烁的霓虹灯交相辉映，让
他感受着长沙这座“不夜城”的魅力。“这是我
第一次来长沙。 早有耳闻长沙有着悠久的历
史。 长沙美丽的夜景和繁华的城市气质，让我
感受到她不仅是文化古城，更是现代新城。 ”科
雷亚说。

更让科雷亚兴奋的是他一天下来的收获：
“来到长沙，认识了新朋友，品尝了新菜肴，签

下了新合作协议，这些都让我感到十分快乐。 ”
乌干达共和国旅游、野生动物和遗产保护

部长伊弗雷姆·卡蒙图两天前来到长沙。 下飞
机后，黄花机场到人民东路，一路葱翠中点缀
着盛开的鲜花，让他目不暇接。“道路沿线两厢
绿化带宽度估计有20多米，道路中间还有绿化
隔离带。 长沙的绿化建设让我震撼。 ”

虽然多次到访中国， 但伊弗雷姆·卡蒙图
是第一次来到长沙。 所到之处，他不由自主地
拿长沙与乌干达其他旅游城市作比较。

他介绍，乌干达有尼罗河源头、伊丽莎白
国家公园、埃尔贡山等多处旅游景点。“和长沙
一样，我们的城市也有好山好水。 我们还有多
个野生动物保护区，我们热忱欢迎湖南的朋友
到乌干达旅游。 ”他表示，希望借助中非经贸博
览会的平台， 以长沙到内罗毕开通直航为契
机，全面加强与湖南的文化旅游交流合作。

让外宾称赞的， 还有长沙提供的温馨服
务。 6月26日上午， 索马里商务部长阿卜杜
拉希感觉有些牙疼。 不经意的一句话， 却引
起了接待团的湘雅二医院詹俊鲲副教授的关
注。

詹俊鲲为其检查后，发现阿卜杜拉希牙齿
已部分崩裂，建议诊治。 14时，湘雅二医院口腔
科医护人员为阿卜杜拉希照了口腔科全景片，
并把部分崩裂的牙齿拔出。“技术好、服务好！”
阿卜杜拉希竖起大拇指。

6月26日晚， 长沙用一场绚丽的焰火表达
对远道而来的客人的爱意。 尼罗河的壮美、非
洲大草原的广袤，相继在天空“倾情演绎”；璀
璨而古老的中华文化、秀丽开放的湖南、古韵
与摩登交融的长沙，让友人在烟花的绚烂中领
悟。

赞比亚商务部部长亚鲁玛用“壮观”“惊艳”
“难以忘怀”3个词语表达他观看焰火后的感受。
“希望湖南的烟花制作工艺能够引入到赞比亚，
让神奇的焰火绽放在赞比亚的天空。 ”

非洲朋友，热情的长沙欢迎您

中非“湘”约
准备就绪
6月26日，湖南国际会展

中心（芒果馆），中非经贸博
览会展厅， 参展商和嘉宾在
进行交流。 当天，第一届中非
经贸博览会展览工作全部就
绪。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