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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合作聚焦

■花絮

中国农业，在非洲热土作出更大贡献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中非农业合作由来已久，非洲土地上的“中国
元素”越来越多。
6月27日， 在首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中非
农业合作发展研讨会上， 出席会议的中非双方嘉
宾就中非农业合作政策对话、 中非农业合作实践
交流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为中非双方在建立利益
联结机制以及提升非洲农业机械、 农业技术水平
共商对策， 让中国先进农业在非洲热土作出更大
贡献。

建立利益联结体， 中非农业合作
进入“快车道”
民以食为天，随着中非农业合作的深入推进，
越来越多中国农特产品出现在非洲大陆。 杂交水
稻已在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坦桑尼亚、卢旺达、多
哥等10多个非洲国家生根发芽。
“中国已与21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农渔业合作
谅解备忘录或议定书， 建立了双边农业联委会或
工作组机制，双方建立了利益联结体，中非农业合
作进入‘快车道’。 ”农业农村部总畜牧师马有祥在
致辞中说，中国将与非洲国家共同编制《中非农业
现代化合作规划》， 强化中非农业合作顶层设计，
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赴非投资兴业， 促进非
洲农业发展， 鼓励双方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加强
交流，加强科研联合攻关和成果转化，继续向非洲
国家派遣高水平农业专家和职教教师， 为非洲培
养更多农业人才。
“湖南将坚持把提高农业对外开放水平作为
基本方向，重点围绕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进一步加
大与非洲各国杂交水稻合作推广， 扩大杂交水稻
育种基地建设， 培育出更多高产优质非洲本土化

杂交水稻品种， 推动解决非洲粮食安全问题取得
更大进展。 ”湖南省副省长隋忠诚表示，湖南愿同
非洲各国一道，加大农业科研、种业、技术推广、培
训、 农机装备推广和农产品贸易等方面的共赢合
作，积极建设境外农业产业园，扩大湘非农产品贸
易，建立农业设备和机械租赁中心，不断造福“湘
非”人民。
“粮食自给自足，才能有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中国粮食能够自给自足非常了不起！ ”利比里亚农
业部部长马加纳斯·弗洛莫说， 利比里亚70%的人
靠农业为生，但农业技术、农业机械水平不高，效
率较低，希望能跟中国在种子、农机、农业开发等
方面，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展开深入合作。

拉长产业链， 中国农机可在非洲
大显身手
现代农业，离不开先进农业机械。
“我们需要机械，需要更多先进的机械，从而拉
长农业产业链，增加农业附加值。 ” 加纳食品与农业
部长奥乌苏·阿弗利耶·阿克托说， 发展中国家发展
农业，必须有现代化农业机械，如果能从中国引进更
多的先进农机，加纳的农业产值将大幅提升。
“冈比亚有土地，有资源，但缺少先进的农业
机械。 ”冈比亚农业部长艾米·法布瑞说，在农业现
代化背景下， 冈比亚愿同中国共同研发智慧型农
业机械，提升产业链。
“先进的农业机械可有效提升农业生产力和
竞争力。 ”中地海外集团海外部总经理王淼说，中
地海外集团将结合非洲各国需要， 有重点地进行
适宜本地的农机产品研发攻关， 将更多中国制造
的先进农业机械输送到非洲国家。
由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国家杂交水
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非洲联盟、联合国南南合作

办公室、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单位联合发出
的关于加强中非水稻领域南南和三方合作倡议表
示，将积极支持和组织水稻适用技术、产品、设备
机械等方面的专业性展会和投资对接活动， 让更
多中国先进农业机械设备进入非洲。

加强技术交流， 农业合作路子
越 来越宽
发展农业离不开技术支撑。 近年来，一批批中
国农业专家踏上非洲土地传经送宝，播种希望。
“中国农业发达， 有很多高水平的专家型人
才，之前，我们开展了很多交流合作。 ”马达加斯加
农业、畜牧业和渔业部办公厅主任罗瓦提亚纳说，
希望中非双方加强技术交流， 合作路子才会越走
越宽。
“建立杂交水稻联合研究机构，为非洲杂交水
稻的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马国辉博士表示， 为帮助非洲国家解决
粮食短缺问题， 可探讨建立“政府+科研机构+企
业”的可持续、可复制的合作机制，通过争取双方
政府间的合作项目， 在非洲广泛开展杂交水稻试
验示范，选育适合非洲生产的杂交水稻新品种，研
发本土化的高产配套技术， 派遣优秀专家赴非洲
开展杂交水稻技术指导与培训， 为非洲培养本土
化的专业人才。
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玉表示，
在技术交流方面，吉林农业大学将专门制定规划，将
中国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分享给赞比亚、尼
日利亚等国家。 近年来，吉林农业大学
“食用菌科研
团队”在赞比亚及西非采集标本500份，分离驯化当
地食用菌品种6个，引进8个新品种；同时依托学校平
台，与赞比亚大学共同申请南南合作基金，通过多种
渠道培养一批非洲青年农民致富带头人。

没有“歇气”的智能咖啡机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轻触屏幕，拿铁、摩卡、卡布
奇 诺 ……20多种咖啡任君挑选，冷
热、糖度均可调配，扫码支付后，不到
20秒，一杯现磨咖啡便可直接饮用。
6月27日上午，中非经贸博览会
开幕不到半天，“咖啡之翼” 的全智
能现磨自助咖啡机就没有“歇气”
过。
“咖啡之翼”负责人李广告诉记
者，开展不到2小时，他们在展馆摆
放的5台咖啡机，就受到了百来个非
洲客商的青睐。
喀麦隆的客商Boumal Dagob-

ert选择了一杯热可可，简便快速的
咖啡制作过程让他惊叹不已。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机器。 ”他
喝了一口， 点点头， 立刻嗅到了商
机，“多少钱？ 我想买一台。 ”
Dagobert 拿 出 一 包 喀 麦 隆 的
咖啡豆。 他说，喀麦隆的优质咖啡，
加上这台“神奇”的机器，一定能在
非洲受到欢迎。
但非洲客商显然还有不少担
心。机器语言是否能调试成英文？咖
啡机能不能制作绿茶或红茶？
这些疑问都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Dagobert满意了，掏出名片，初步合
作意向达成。

津巴布韦展位的
中国“友情推销员”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6月27日， 中非经贸博览会展
馆热闹非凡，53个非洲国家，都派出
本国代表推介自家的特色产品。
在一片混杂着英语、 法语和非
洲当地语言的介绍声中， 津巴布韦
展位前却传出了地道的中文 吆 喝
声。
“看这个石雕多精美！ ”
“
全是手工雕刻的，不同材质价格
不同哦。 ”
两个衣着正装的中国男子，一边
帮着叫卖津巴布韦产品，一边还替津
巴布韦推销员当翻译，这可把津巴布

韦工作人员开心坏了，他们忍不住张
开手臂跳起舞来。
大家被吆喝声吸引， 长颈鹿、斑
马、河马等石雕工艺品也着实细腻生
动，不少人掏钱购买。 津巴布韦推销
员喜得合不拢嘴，连连拍着这两个中
友情推销员”的肩膀称赞：
“兄弟，
国
“
Good！（真棒）”
陈仕虎是其中一个“友情推销
员”， 就职于安徽农垦有限公司。 他
说，公司在津巴布韦有好几个农场合
作项目，自己经常去津巴布韦，也对
津巴布韦有了感情。 这次过来湖南参
展，第一时间便直奔津巴布韦展位来
看看。

长沙臭豆腐，好吃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
嗯，好吃！ ”6月27日下午，在华
天大酒店举行的中非双边贸易促进
研讨会茶歇期间，来自莫桑比克的IT
客商谢巴德·木塔萨
“
斗胆”尝试了一
块长沙臭豆腐后，朝记者连连点头。
当天的会议茶歇期间，酒店在西
点展台旁精心设置了一处“湘味”小
吃摆台。 臭豆腐、糖油粑粑、平江干
子、 常德酱板鸭等地道湖南特色小
吃，吸引不少非洲客商驻足。

6月27日，首届中国-非洲经
贸博览会上， 观众在坦桑尼亚展
区选购非洲木制工艺品。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汇集三湘力量 助推中非合作
—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
——
“落户”长沙
文 /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吴毅宏

“万商齐奔橘子洲,湘水迎抱非洲流。 ”在荷花
送香、竹露滴清的6月,一场属于中国和非洲的经贸
盛宴,越过关山重洋,即将在历久弥新的千年古城
长沙上演。 6月27日至29日,首届中国-非洲经贸博
览会将在湖南长沙举行。
中非经贸博览会在湖南成功举办,并永久落户湖
南,是湖南区位优势的集中体现。 中非经贸博览会是
中非合作论坛下唯一的国家级对非经贸落地机制,也
是湖南第一个国家级、国际性对外开放平台。
以“合作共赢,务实推进中非经贸关系”为主题
的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设有中非经贸合作成果
展、非洲国家展、案例方案展、中国省区市展、企业
展、网上博览会等六大展区。 来自53个非洲国家和
非盟,以及中国31个省区市的1500余名外宾、5000
余名内宾,以及3500余名境内外参展商、采购商和
专业观众预计参会参展。

湖南区位优势更加凸显
选择长沙作为中非经贸博览会的永久会址,是
湖南的区位优势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的综合体
现。
首先,湖南是中国中部地区的重要省份,毗邻
广东、遥望港澳,近年来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主动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大潮
流, 着力先进制造业和科学技术创新,“心忧天下、
敢为人先” 的湖南精神让这片土地焕发出开放创
新的活力。
地处中国中部的湖南,在中部地区崛起大战略
中占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随着近年来中国与
非洲的交往与合作日益频繁,“一带一路”建设使得
中非交往更加密切,湖南的区位优势得到进一步凸
显。“走出去,引进来”,湖南的“接合部”优势,正在新
时代的建设大潮中得到进一步发挥。
2018年1月,在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上, 省长许达哲作工作报告时指出,紧
紧围绕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这个愿景,推进经
济强省、科教强省、文化强省、生态强省、开放强省

建设,奋力走在中部崛起前列。
据 《湖南日报》 5月24日报道,湖南坚持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大力发展以精细农业为特色的现
代农业,加快建设制造强省,20条新兴优势产业链
加速成长,岳麓山大学科技城、 马栏山视频文创
园、 湘江新区、 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 湘南湘
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港口综合保税区等带
动效应明显。 2018年全 省 经 济 总 量 达 3.64万 亿
元,居全国第8位,中部第3位。

湖南深化对非经贸合作
其次, 湖南和非洲的经贸合作有一定的基础。
近年来,湖南与非洲贸易、投资快速增长,贸易连续
四年保持50%以上增速,2018年达到28亿美元；湖
南在非洲投资的企业超过120家, 合同投资总额近
10亿美元。 迄今为止,有近万名非洲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到湖南参加过培训。
6月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中非经贸合作及首届
中非经贸博览会发布会上, 湖南省副省长何报翔
说,我们就中非经贸合作从新机制、新路径、新举措
方面,也做了一些研究和探讨。 我们将以举办这次
博览会为契机,推动湖南的优势产能、产业、产品走
进非洲,同非洲开展深度的技术、经济、贸易方面的
合作。 同时,我们也将进一步扩大非洲的非资源类
产品能够走进湖南、走进中国,所以我们设立了长
期放在湖南高桥市场的非洲商品展销馆。
为了进一步深化对非经贸合作,湖南还建立了
一系列保障机制和举措,希望能够形成一些“可复
制、可推广、可持续”的发展经验和发展模式。
何报翔表示,我们还将建立中非经贸合作项目
库和信息库,收集在投资、贸易、产业、旅游等方面
的合作信息。 我们将利用湖南的高校、科研院所来
成立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对非洲国家进行深度的
国别研究、产业研究。 同时,我们还将发动湖南的企
业,包括国内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通过“政府引
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来打造一个合作共赢的
中非经贸合作的新模式。
6月12日, 长沙直飞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定期
往返航线开通。 这是湖南首条直飞非洲的定期航

线, 进一步打通了湖南和非洲的人流和物流渠道。
这为湖南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非洲各
国的交流与合作,开辟了新的“空中走廊”。

湖南经验和非洲分享
再次,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产品加工大省,
湖南成功的经验可以和非洲分享。 博览会设在湖
南,是要打造一个中非地方合作和企业合作的公共
平台,为各省对非合作提供一个公共产品,把中非
经贸合作向更深、更实的方向推进。
发展湖南与非洲国家的商贸关系,第一步就是
把非洲的商品“引进来”。 中非经贸博览会举办
期间,高桥大市场打造的湖南(高桥)非洲商品展销
馆正式开馆。 在总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展销
馆内,有来自肯尼亚的红茶、 南非的红酒、 塞内加
尔的农产品等非洲优质产品。 据评估,到2021年,
入驻湖南(高桥)非洲商品展销馆的企业或将达到
100家,单品数量力争达到1万个。
湖南将以举办这次博览会为契机,对中非经贸
合作新举措做研究和探讨,积极推动湖南的优势产
能、产业、产品走进非洲。
一、在产业结构与非洲需求方面着力。 三一重
工、中联重科等工程机械产业；光伏、风电、动力电
池等电力能源等,都与非洲发展需求极为契合。
二、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发力,增加教
育投入。 以产业链形式抱团投资,集群式“走进非
洲”,充分发挥湖南在装备制造、建筑业的优势。
三、建立湖南对非投资信息服务平台,展开非
洲地区和国别研究,整合中国(湖南)与非洲国家政
府、商(协)会、企业、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等信息服
务资源,发布非洲国家投资政策、统计数据、市场动
态、风险预警、营商指南、投资商机和文化习俗,为
企业走进非洲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持和服务。
湘水奔腾, 中非合作的新蓝图正在徐徐展开,
新动能正在不断释放,湖南这个中非新时代的弄潮
儿,“走出去”“引进来”接合部角色将更加突出和重
要。 在“一带一路”倡议非洲拓展中,湖南的脚步将
更加坚定豪迈。
（原载《参考消息》2019 年 6 月 26 日第 10 版）

“
这是什么？ ”第一次来湘的谢巴
德·木塔萨，用叉子叉起一块臭豆腐后，
不敢下口。 经工作人员介绍，他才试着
咬了一口，并微微一笑，欲言又止。
此时，工作人员拿起勺子舀了一
大勺辣椒油调料淋在这块臭豆腐上，
让他再次尝试。 表情有些诧异的谢巴
德·木塔萨， 这次直接用手把整块臭
豆腐一口塞进了嘴里。
“
嗯，好吃！ ”谢巴德·木塔萨终于
找到了吃臭豆腐的正确“打开方式”，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200台“猎豹”汽车
服务中非经贸博览会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奉永
成） 威武霸气的外观、 宽敞舒适的乘

车空间……今天， 在首届中非经贸博
览会展馆外侧停车坪， 整齐划一地停
放着一台台猎豹Mattu汽车， 成为展
馆外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作为首届中
非经贸博览会官方指定用车， 大会期
间， 湖南猎豹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向组
委会提供了200辆猎豹Mattu汽车，服
务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
统一的着装、 面带微笑， 每台
汽车均配备了一名驾驶员。 “能为

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服务， 是我们
的荣幸。” 一名驾驶员告诉 记 者 ，
要成为中非经贸博览会官方用车的
驾驶员， 要经过专业考核、 政治审
查和严格的礼仪培训。
为确保大会期间汽车“零故障”
运行， 猎豹汽车成立了100多人的
服务小分队，同时安排50名技术专
家随时待命，确保第一时间准确、高
效完成车辆的保养、故障排除、现场
技术支持等工作， 为大会提供24小
时值守的“尊贵专属”服务。

荨
荨（紧接1版①）许达哲说，当前，湖
南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积极主动融入国家
战略，不断增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奋力走在中部崛起前列。 经济发展
离不开能源支撑， 希望国家能源投
资集团一如既往地给予关心支持，
深化与湖南的对接合作， 在助力湖
南优化能源结构中实现互利共赢。
与保利集团会谈时， 保利集团
介绍了在湘业务开展、 下阶段拟投
资建设项目等情况， 双方就深化基
础设施建设、文化创意、旅游康养、
国际贸易等领域合作进行了深入探
讨。许达哲说，当前，湖南正结合“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巩固
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稳中趋优的发

展态势，致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保利
集团业务领域广泛、国际化程度高、
同湖南合作基础良好， 希望保利集
团继续与湖南加强深度对接， 充分
发挥湖南文旅资源优势， 挖掘发展
潜力，拓展发展空间，助力湖南加快
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
王祥喜说， 湖南经济社会发展
态势良好，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将进
一步密切与湖南的对接， 加快已有
项目建设进度， 加大在湘投资和项
目布局力度，推动双方共同发展。
徐念沙表示， 湖南文化积淀深
厚、山水风光秀美，保利集团将把自
身优势与湖南发展需求紧密结合，
推动更多项目落实落地， 为这片红
色土地的建设发展作出央企应有的
贡献。

荨荨（紧接1版②）在国际化发展中，中
联重科先后并购英国保路捷、意大利
CIFA、德国 m-tec、荷兰Raxtar等
业内领先企业，在80个国家建立了销
售和服务平台，拥有覆盖全球的完备
销售网络和强大服务体系。
郝鹏一行考察了中联重科工程
机械、 农业机械等全系列产品及生

产车间，参观了工程机械展览馆。针
对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
场， 并通过跨国并购实施企业的国
际化战略，郝鹏指出，企业要充分发
挥并购后的协同效应， 中联重科并
购意大利CIFA之所以能成为跨国
并购经典案例， 就是充分发挥了协
同效应，达到了互利共赢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