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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携手 共创未来
—聚焦首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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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发展

望

6月27日， 逾千名中非嘉宾出席“中非基础设施与融资合作对话会”， 交流中非
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探讨如何利用多元化金融资源创新基础设施
—
建设投融资模式——

非洲基础设施建设，
中非合作如何行稳致远

湘约·高端访问

“欢迎更多的湖南企业
来乌干达投资”
—访乌干达外交部长库泰萨
——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欧阳倩

“韶山是毛泽东出生、成长的地方，具
有纪念意义。 能参观他的故居，近距离了
解他的故事，我很荣幸！ ”6月27日，在韶山
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乌干达外交部长库泰
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斗争、独立、自由……这是库泰萨年少
时期从《毛泽东语录》中汲取的思想。
“
这些精神和理念也对非洲民族独立运
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 库泰萨表示，近年来，
乌干达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保持
了友好合作。此次参加中非经贸博览会，对乌
干达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宣传和推介。
此次来湘，库泰萨觉得“天气虽热，但
风景很美”。 他认为，乌干达与湖南在未来
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湖南是旅游大省，也

是农业大省， 我们希望能在这两方面与湖
南开展深度合作。 ”
他介绍， 乌干达拥有独一无二的赤道
雪山，有非洲最大的淡水湖维多利亚湖，是
尼罗河的源头所在地。 这片绮丽的土地以
独特的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乌干
达与湖南可以在旅游路线设计、 旅游产品
开发、旅游市场推广等方面保持密切合作，
共同推进资源共享、产品互推。
据了解，乌干达的农业以粮食作物、经
济作物、农林牧渔业为主，其中，咖啡、茶叶
出口占比较高。 但乌干达农业基础设施薄
弱、农业机械化水平不高。“湖南农业取得
的成就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湖南一些优秀
的企业，在农业机械、农业科技、涉农服务
业等方面富有成效和经验， 欢迎更多的湖
南企业来乌干达投资。 ”库泰萨说。

■非洲朋友看湖南

吃到最好的中国美食
我和同伴从抵达长沙黄花机场开始，
就感受到浓浓的情谊。 中方接待人 员 的 周
到安排，对湖南风土人情的详实介绍 ，让 我
大开眼界，真的特别棒。 这几天 ，我吃 了 很
多湖南菜，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 到 的 最

6月27日，
“
中非基础设施与融资合作对话会”在长沙举行，代表就
“
创新投融资模式，助力非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主题进行对话。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刚果共和国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转型的
倾听客户的声音，应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之下，
过程， 需要基础设施的建设来支 持 经 济 发
发挥主观能动性，设计更好的金融产品，更新
展。 ”刚果共和国领土整治、装备和大型工程
在广袤的非洲大陆， 中非在基础设施建
服务模式和理念。
设领域开展了一系列重大合作， 帮助非洲国
部部长让·雅克·布亚表示， 刚果共和国希望
喀麦隆经济、 计划和领土整治部部长阿
家建设了一大批惠及民生、促进就业、发展经
中国的投资者参与该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如
拉明·奥斯曼·梅伊认为，融资有一定的风险，
济的重大项目。
要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 并让本国资金参与
港口、大型水电站、公路网络、农田灌溉等；此
6月27日，逾千名中非经贸博览会嘉宾出
外，该国亟须改善航运能力，希望加强刚果河
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形成协同效应。
席“中非基础设施与融资合作对话会”，充分
以及一些季节性河流的承运能力。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建设
交流中非基础设施合作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创新投融资模式，为中非基础
高 质量基础设施
深入探讨如何利用多元化金融资源创新投融
设施合作提供资金保障
如何推动中非合作向高质量发展， 中非
资模式，解决基础设施资金缺口问题、促进基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组
嘉宾认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开发建设符合
础设施项目实施， 为中非基础设施合作提供
成部分，具有投资规模大、回收期限长、风险
项目所在国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
了诸多有益的建议和丰富的思路。
因素多等特点，资金需求面临严峻的挑战。 创
长期目标的可持续基础设施， 是中非合作向
合作空间巨大，中非基础设施
新投融资模式，解决项目融资瓶颈，成为践行
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必然选择。
合作进入“黄金时代”
“八大行动”之“设施联通”的重中之重。
“非洲各国对基础设施需求非常大，不但
需要我们按照适应非洲经济、 社会和环境的
国家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刘勇说，在
基础设施是社 会 和 经 济 发 展 的 重 要 支
基础设施领域，中国积累了丰富的投资、建设
标准去设计和建造， 还要参与这些设施的运
柱，也是提升民众生活质量的必要保障。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设施联通”作为
和运营经验，形成了相对明显的资金、装备和
营， 让它们都能持久地为当 地 经 济 发 展 服
“八大行动”之一，中国和非洲联盟启动编制
技术优势；但同时也要看到，非洲基础设施建
务。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规划》， 中非基础设施合
设相对滞后、 资金缺口较大的问题仍然十分
副总经理王旭升说。
严重。 刘勇认为，现阶段推进中非基础设施合
作由此进入“黄金时代”。
“我们邀请投资商来加纳帮助我们改善
作提质升级，要加强顶层设计，奠定长远合作
“中非经贸合作日益紧密，在基础设施与
基础设施，尤其是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 ”
融资合作中蕴藏着许多发展的共同点、 利益
基础；凝聚各方合力，不断提升合作水平；创
加纳工程与住房部部长塞缪尔·阿塔·阿基亚
新融资模式，提升合作可持续性；加强同业合
的契合点，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国务院国
表示， 城市化的进程需要大规模的住房改善
作，畅通资金进入渠道。
资委主任郝鹏在致辞中说， 国资委将坚定不
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农业的发展需要现
招商局集团总经理付刚峰认为， 产融之间
移推动中央企业继续秉持共商共建 共 享 原
代化的灌溉体系， 希望中国能够安排更多长
深度融合， 充分发挥各自在实业领域和金融领
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坚持经济效
期的融资项目来帮助加纳发展水利、水电、公
域的专业优势， 是中非合作项目成功的重要保
益、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相统一，与
租房、廉租房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彤
证；通过产融结合，采取多种金融工具不断优化
非方合作伙伴一道，高质量推进中非“一带一
财务结构， 是中非合作项目良性发展的重要手
路”建设，高水平开展基础设施与融资合作。
宙认为，基础设施的高质量发展，要创新合作
模式，因地制宜地进行国际合作；同时，基础
段；要充分发挥政府引导性资金的作用，以市场
湖南省副省长陈飞在会上表示， 中非合
化为原则，推动中非合作项目落地；充分发挥保
设施的投资发展要与所在国的工业化进程相
作秉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理念，中非关系
最大的“义”，就是以中国发展助力非洲发展，
险的功能，为中非合作项目保驾护航。
适应，要关注民生工程的基础设施建设。
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在支持非洲国
“融资创新的关键是理念的创新、服务的
“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是企业走出去
家建设基础设施方面，湖南建工、中建五局、
创新， 根据项目所在国国情和不同项目的特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湖南路桥建设
交水建集团等一大批湖南建工企业及三一重
点做出主动调整， 最终目的是实现资源的优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杨宏伟认为， 本土
工、 中联重科等湖南工程机械企业扮演了十
化配置。 ”中国进出口银行主权客户部副总经
化有利于中国企业与当地国家民心相通、互
理彭豪认为，在金融领域的创新，需要更多去
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惠互利，也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6月27日，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在长沙开
幕，53个非洲国家“亮相”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一楼， 中国28个省区市在会展中心二楼独立
设展，室外还有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的工程机
械设备“直冲云霄”。
在非洲各国展位穿行， 富有异域风情的
展馆布置、精致优美的工艺品、热情四射的非
洲歌舞随处可见， 仿佛置身非洲那遥远神奇
的大陆。

食品、工艺品等成了展会“香饽饽”
“这瓶护肤品的价格还能再少点吗？ ”
“不行，这是最低价了。 ”
“多买几瓶也不能少吗？ ”
“是的，这已经是给您的最低价了。 ”
如果只听声音， 很多人会以为这是两个
中国人在谈买卖；但事实上，这是来自乌干达
的木卡斯， 在与购买乳木果油护肤品的中国
顾客“讨价还价”。
因为能跟顾客自如交流， 还能流利介绍
产品的功效作用， 在乌干达展位内摆设“摊
位”的木卡斯生意很好，短短10来分钟内，就
卖出去护肤品多瓶，“进账”千余元。
木卡斯说，非洲的东西都是纯天然的，品

向往非洲，那遥远神奇的大陆
——
—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现场特写
质很好，所以“概不议价”，他已来到中国3年，
一点都不担心自家的产品卖不出去。
买了护肤品的观众， 大都会径直走到乌
干达展区旁边的坦桑尼亚展区， 观看或询价
那些栩栩如生的工艺品： 由黑木雕刻而成的
大象、长颈鹿、乌龟等，皮肤纹路都清晰可见，
这些“小玩意”售价100元起。 而牛皮非洲鼓要
2000多元一件，询价的顾客仍然络绎不绝。
“非洲的‘王牌’产品几乎都来了博览会，
如赞比亚的蜂蜜、 肯尼亚的红茶、 南非的红
酒、 埃塞俄比亚的咖啡、 尼日利亚的黑香皂
等。 ”南非国家酒馆进口商运营总监赵云义是
个“老非洲”，他说，非洲很多产品都是纯天然
的但产量有限。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参展商托沃赫里·安
蒂尼亚纳是第一次来中国， 他希望通过这次
参展， 能够寻找机会把公司的宝石和原石销
到中国，同时从中国进口手机、电脑和衣服。

非洲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尽收
眼底”
在国人印象中， 非洲拥有原始生态的神

秘、野生动物的狂野、古老文明的奥妙，异域
风情浓郁，是一块新奇的大陆。
如果暂时没有机会去到非洲观光， 那就
先来博览会现场“过把瘾”吧。 尼罗河流域的
北非、炎热的西非、动物世界里东非的景色，
在这里“尽收眼底”。
在利比里亚展位，一幅有沙滩、啤酒
的湛蓝色大海沙滩图尤为引人注目，这是
利比里亚美丽的海滩和当地酿造的清爽
啤酒；在莱索托展位，大部分图片展示的
是 青 翠 起 伏 的 峰 峦 ， 非 洲“高 山 王 国 ” 风 采
尽 显 ；南非好望角、摩洛哥蓝色小城、肯尼亚
动物大迁徙……美图美景令人目不暇接。
非洲歌舞更令人心旌摇曳。
在三一重工室外展区，非洲乐团一开唱，
即点燃了现场激情。
在网上中非经贸博览会展位前， 两个穿
着红色舞服的非洲姑娘随着音乐热情舞动，
引来许多观众驻足拍照。
在乌干达展位， 非洲手鼓舞更是激情洋
溢，强劲的节奏感、丰富的表现力，令人不禁
要一起摆动。

好的中国美食。这次，我会用文字和图片记
录在长沙的行程， 将湖南发展的 成 功 经 验
介绍到苏丹，希望两国合作迈出新的步伐 。
—苏丹蓝色尼罗河电视台记者
——
阿卜
杜拉

长沙比想象的更漂亮
我很早就听说过有关毛泽东主席和袁
隆平院士的故事，一直向往湖南。这次终于如
愿以偿。湖南民众的热情好客、经济发展的良
好势头、中非经贸博览会的强大人气，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长沙这座城市，充满

活力，比想象的更漂亮！我还在湘江边看了焰
火表演，令人惊叹。这也将是我此行美好的记
忆。 我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时尚、浪漫和文化。
—安哥拉海关公司负责人佩利甘加
——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辑）

只要有鼓，整个展馆都是舞台

6月27日， 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中非经贸博览会展馆， 乌干达共和国的艺人用热情的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民族舞蹈欢迎来宾。 当天， 首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开幕。

6月27日，中非经贸博览会开幕。 展馆
甫一开放，记者就奔了进去。
53个非洲国家展位，各具特色，乍一进
场，从何看起？
“安哥拉！ ”展馆西侧，一阵鼓声响起，
两个脸上绘制着斑马纹的鼓手边敲鼓边高
呼， 周边的观展人群齐刷刷将视线投向安
哥拉展馆，停下脚步饶有兴致地观看。
身披兽皮服饰的舞者加入进来， 手拿
摇铃，伴着鼓点，热情地舞动，头顶的羽毛
随着舞姿上下翻飞。
一位观众受到感染，索性放弃拍照，不
顾西装的束缚， 也跟着音乐的律动扭动到
表演区，人群一片欢呼。
观众越多，表演者兴致越高，引得隔壁
展馆的乌干达朋友也来凑热闹。
来迟了，只能靠边站。乌干达的两位表
演者在人群外， 尽力探着头观赏安哥拉舞
者的表演，脸上却似有不服。
“他们很棒， 我们更好！ 不信你们来
看。 ”乌干达的表演者说。
看来，先声夺人，成为“吸睛”的法宝。
5分钟后，安哥拉表演告一段落，乌干
达展馆准备就绪。

乌干达的表演以阵容取胜。 8名表演者，
大大小小10多个非洲鼓一字排开，身后负责
展位介绍的小妹客串起暖场主持，带动周边
的观众一起鼓掌、欢呼，现场氛围炒得火热。
相比热情狂野的乌干达， 科特迪瓦的
表演者则更像是谦逊的学习者。 内行看门
道，他们低声讨论着乌干达表演者的舞姿，
现场模仿着跳了起来。
“嘿，竟然差不多，真厉害！ ”
听到赞赏， 科特迪瓦的表演者会心一
笑，邀请记者去他们的展馆观看表演。
到了自己的主场， 他们放开手脚纵情
歌舞。 这个位于非洲西海岸、被誉为“象牙
海岸”的国家，音乐中也透着一丝海洋的清
新。他们在非洲各国均有的非洲鼓中，加入
了非洲木琴，一个10岁左右的非洲小男孩
手握琴锤，闭着眼忘情地敲着，给粗粝狂野
的非洲打击乐，添上细腻动人的音符。
“我们歌唱世界的爱与和平，赞扬人与
人之间的相遇和友谊。 ” 科特迪瓦表演者
Krimbo告诉记者，“这是我们国家传统的
吟唱曲目，也是这次来博览会，特地要唱给
中国人民听的。 ”
只要有鼓，整个展馆都是舞台。非洲表
演者们毫不吝惜地在各个角落展露歌喉和
舞姿。

荨
荨（紧接1版）湖南将以自我革命精神深化
“放管服”改革，以公正监管促进公平竞争，
以高效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让各类企
业在湖南安心发展、放手发展。
会上，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

公司等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分别发言。
大会还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 现场共
签约项目56个。 签约项目涵盖41家单位，
涉及13个市州，投资总额约5222.46亿元。
本次对接合作大会吸引了56家中央
企业和部分驻湘央企共400余人参加。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