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非洲

【案例简介】
加纳布维水电站由中国电建集团国际工

程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实施，2008年开工，2014年
建设完成。 项目极大地缓解了加纳电力供应紧
张的局面。

该项目从设计方案到施工方案，从施工工
艺到设备配套，都确保了先进性、科学性，做到
了精细化、合理化，电站建设施工过程中有诸
多工程亮点。 2017年，项目荣获中国建设工程

境外工程“鲁班奖”。

【项目效益】
加纳布维水电站总装机容量404兆瓦，年

发电量达10亿千瓦时， 项目一经落成投产，
即成为加纳境内第二大水电站， 电站还具备
灌溉、农业种植、渔业发展和观光旅游等多种
功能， 在加纳乃至西非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复制推广前景】
布维水电站项目投资资金以总承包+融资模

式构成，10%的资金由加纳政府自筹，45%的资金
由中国政府优惠贷款， 其余45%资金及买贷保费
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出口买信信贷。 项目合作
模式及其产生的示范引领作用，可以启发非洲各
国充分发掘本国的资源优势，积极与中国开展合
作，合作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

(黄婷婷 整理)

� � � �位于非洲中西部、 赤道两侧的加蓬
共和国，是名副其实的“资源宝库”和“绿
金之国”。

森林覆盖率高达85%，原木储量约4亿
立方米，居非洲第三位，其中奥库梅木的蓄
积量为1.3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一位。

加蓬目前探明石油储量约5亿吨，是撒
哈拉以南非洲第五大产油国；锰矿蕴藏量2
亿吨，锰矿产量仅次于南非、澳大利亚和中
国，居世界第四，出口量位居世界第二。

加蓬还拥有丰富的水产资源，4.06万
平方公里的大陆架是天然渔场， 年捕鱼量
约4万吨，拥有23.1万平方公里的海上特别
经济区，捕捞金枪鱼等深海鱼。

首都利伯维尔，是全国的第一大城市，
也是政治、文化中心。让蒂尔港是第二大城
市、石油出口港。

经济发展
加蓬经济高度依赖石油等资源产品

出口，石油业是加蓬第一大经济支柱。
为摆脱对石油经济的过度依赖，实

现经济多元化发展，加蓬在2009年提出
建设“新兴加蓬”的战略口号，确立“绿色
加蓬”（可持续开发森林等资源）、“工业
加蓬”（促进资源加工电力供给）和“服务
业加蓬”（提供金融、电信、科研和旅游等
高附加值产品）三大目标，力争在2025
年成为新兴国家。

目前，加蓬木材加工业已经兴起，新
增就业岗位4000个。 加蓬木材主要的出
口目的地为中国、印度和欧洲。

加蓬还是中部非洲互联网交换中
心， 目前正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积极推
进中部非洲光纤骨干网相关项目， 投资
金额约1.1亿美元。

与中国经贸合作交流
2018年， 我国与加蓬双边贸易额

33.65亿美元，增长25.46%；我国对加蓬
全行业直接投资额2436万美元，在加蓬
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2.8亿美元，同比增
长47.4%。

（黄婷婷 整理）

� � �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地处非洲西海
岸， 拥有88个岛屿， 海岸线长约300公
里，许多岛屿无人居住。

境内河流密布、港汊纵横，素有“热
带水乡”之称，所有河流皆流向西南注入
大西洋，较大的河流有科鲁巴尔河、热巴
河、卡谢乌河、曼索阿河、布巴河和卡西
内河，十分有利于农业灌溉和通航。

这里的森林资源十分丰富，具有商业
开采价值和可供出口的木材有17种，刺猬
紫檀、香木、白木和棕榈树等，都是建筑、
造船、家具制作和木雕的理想材质。

首都比绍，在当地巴兰特语中为“往前
走”的意思，位于西部热巴河出口处。 全国
80%以上的工业集中于此，有榨油、碾米、
锯木等小型工业。 国际机场可起降大型飞
机，比绍港口可停泊万吨轮。

经济发展
几内亚比绍68%人口以农业为生，

主要作物有水稻、腰果、棕榈、木薯、花

生、棉花、土豆、玉米和高粱等。
几内亚比绍是大西洋最重要的渔场

之一，拥有鳞鱼、对虾、龙虾、螃蟹和软体
鱼等海产品，年捕捞量可达30万至35万
吨。

几内亚比绍的工业以农产品和食品
加工为主，诸如碾米、榨油、花生脱壳、木
材加工等，还有发电、建材等。

与中国经贸合作交流
2012年中国和几内亚比绍签署了

中国对其95%产品实施免关税协议。 中
方主要向几内亚比绍出口机电产品、交
通运输工具、高新技术品、纺织品等，进
口腰果、芝麻、花生等。

2018年，我国与几内亚比绍双边贸
易额3747万美元，同比增长9.8%；我国
企业对几内亚比绍直接投资90万美元，
在几内亚比绍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
2394万美元，同比增长343%。

（黄婷婷 整理）

� � � �加纳共和国位于非洲西部， 几内亚
湾北岸，海岸线长约562公里，有“黄金海
岸”之称。

这里有一种奇特的“凳子文化”，凳
子是加纳人的吉祥物，他们认为，生者可
以通过凳子和祖先交流， 保佑部族家庭
兴旺平安。

加纳以盛产可可而闻名世界， 如果
来加纳做客， 不妨和当地人一起食用由
木薯、大蕉和玉米混合制作而成的米饭，
再畅饮一杯地道的可可饮料。

加纳首都阿克拉，位于加纳南部，是
全国经济、科技、文化中心。 2010年，加
纳推出国家科技创新计划， 旨在发展加
纳基础科技水平。目前，加纳的科技水平
在非洲仅次于南非。

经济发展
加纳的经济以矿业和农业为主。 黄

金、石油、可可为前三大出口创汇产业，
黄金开采是采矿业的支柱， 石油开采也
逐渐成为加纳经济新的支柱。

农业是加纳经济的基础，主要作物为

玉米、薯类、高粱、大米、小米等，年产600万
吨左右，正常年景可基本满足国内需要。

可可是加纳的传统出口商品， 产量
居世界前列，约占全球产量的13%。 其他
经济作物有油棕、橡胶、棉花、花生、 甘
蔗、烟草等。

服务业成为带动加纳经济发展的重
要产业，其中交通运输、仓储、通信及酒
店业等增速较快。

加纳重视利用自然和人文资源，大力
发展旅游业。 目前，旅游业已成为增速最
快的产业以及外汇收入的主要渠道之一。

与中国经贸合作交流
目前， 中国已成为加纳第一大进口

来源地。 两国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制
造业、航空业、金融和农业等领域合作潜
力巨大。

2018年， 我国与加纳双边贸易额
72.5亿美元， 我国企业对加纳全行业直
接投资额0.7亿美元，在加纳新签工程承
包合同额32.2亿美元，同比增长10.9%。

（黄婷婷 整理）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上帝也没办法”，但他们做到了
初夏的长沙，天气多变，记者采访刘利国

之前，一场瓢泼大雨让空气变得闷热潮湿。
“这样的大雨，放在赞比亚的雨季，顶多算

中雨。 ”刘利国的一句话，将话题一下带到了4
年前。

2015年6月， 华自科技得知赞比亚农村电
气化发展局计划建设水电站。 9月，当时担任华
自科技海外事业部总经理的刘利国带领同事，
前往项目地恩坦布部落实地考察。

“路程比预想的远，条件比预想的艰辛。 ”
刘利国对首次非洲之行印象深刻。 当年9月17
日下午，从长沙出发，飞行了23个小时，又马不
停蹄驱车行驶800多公里， 再徒步3个多小时，
抵达位于赞比亚西北省恩坦布部落的项目现
场。 此时，距离出发时已过去3天。 在高温下步
行3个多小时，带的水很快喝光了，路上没有一
个商店，有钱也没用，最后只能麻着胆子直接
喝河水。

2015年12月，赞比亚农村电气化发展局与华
自科技签订卡山吉库水电站EPC总承包项目合
同，项目工程包括设计与建设大坝、厂房、升压站、
引水渠、20公里输电线路、10公里进厂公路等。工

期36个月，即在2018年12月20日之前必须建成。
“这是我们公司承建规模最小但建设过程

最艰难的一个水电站项目。 ”在此之前已有15
个海外项目建设经验的刘利国说。

规划设计之初考虑到了雨季对工程进度
的影响，但谁也没想到以往持续五六个月的雨
季，在2017年变得长达六七个月。刘利国说，雨
季时遇到大雨，雨刮器怎么刮都看不清前面的
路，车子只能停靠在路边。 业主单位和部落的
人都说，“（这样的天气）上帝也没办法”。

担心工期延后，2017年6月， 业主单位、监
理方与华自科技进行谈判，刘利国作为项目经
理坚定地说：一定按工期完成！

雨季一过，项目部一方面加派人手，加班
加点；一方面科学管理，能并行的工序就同时
进行。 最终，工程比合同约定提前15天完工，并
进行试发电。 预计今年8月举行通电仪式，当地
1.2万余人将结束无电历史。当地一位乡民激动
地说：“你们将点亮村庄！ ”

赞比亚农村电气化发展局惊叹不已，在给华
自科技的信中说：“我们感谢你们为确保该电站
在2018年12月底投入使用所做的一切努力。 ”

让当地惊讶的不仅是建设速度，还有高超
的专业技术和工程质量。 刘利国说，卡山吉库
水电站项目采用目前国内水电站最先进的技
术，实现无人值班、少人值守运行模式，远在万

里之外的华自科技可以对其进行远程监视、诊
断、维护与升级。 同时，考虑到雨季洪水影响，
大坝按照百年一遇标准设计，确保足够安全。

“与非洲结了缘，今后还得常去”
3年多里， 在长沙与赞比亚两地间不断往

返，刘利国渐渐习惯了两件事：倒时差和长途
飞行。“飞”过许多次的他，有一次可谓“迎难而
上”。 2018年初，非洲爆发霍乱，赞比亚也是疫
情国之一。 当时回国还不到一个星期的他，带
上药品，又匆匆前往项目地安排疫情防控。

“每次去非洲，带得最多的就是辣椒，有剁
辣椒、青辣椒、干辣椒。 ”刘利国笑着说，还带去
了青椒、丝瓜等蔬菜种子，自己种。

“只要多想办法，就没那么困难。 ”出身水
利水电家庭的刘利国有种责任感，他说，没有
电，工业无从发展，非洲不少国家有丰富的小
水电资源，但缺技术、缺装备、缺资金，中国企
业可以帮助非洲国家将资源转化、 加以利用，
同时这也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市场。

“当地很多人看到我们时，都会举起大拇
指。 ”刘利国觉得这几年的付出很值得。

3月份， 刘利国又去赞比亚考察了一个新
规划的水电站项目；同时，埃塞俄比亚也有意
与华自科技合作建设水电站。“与非洲结了缘，
今后估计还得常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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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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约非洲

水电之花绽放遥远国度
———倾听华自科技刘利国的述说

经典案例 加纳布维水电站：

揽获中国建设工程境外工程“鲁班奖”

几内亚比绍：“热带水乡”

加纳：崇尚“凳子文化”的国度

加蓬：“绿金之国”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罗璘琦 蒋圆源

再过2个月，姚彬就要退休了。这几天，她
忙着交接工作， 带着接替扶贫的工作人员，一
户一户介绍情况。

莫道桑榆晚，扶贫情更深。姚彬是邵阳市
双清区税务局专职扶贫干部，2016年开始对双
清区渡头桥镇两塘村2户村民进行结对帮扶，
去年驻两塘村帮扶。她以村为家，带领两塘村
156户贫困户在去年脱了贫， 她也被评为全省
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我即将离开工作岗位，但村里的人就是
我的亲人，我仍会关心村里的发展。”姚彬说。

外来媳妇的好姐妹
“又是想办法帮助减免学费，又是帮助申

请助学金，要不是姚大姐，我儿子哪能顺利读
书并找到一个好工作？”说起姚彬，两塘村村民
潘老卖感激不已。

潘老卖是姚彬的帮扶对象之一。 她是从贵州
嫁过来的，7年前丈夫因病去世。她住在低矮的老房
子里，每逢下雨，房里到处漏雨。姚彬到村里结对帮
扶时，帮潘老卖申请了危房改造，让她住进了新房。
去年，又替潘老卖在附近一家农庄找到了工作。

2016年，潘老卖的儿子被长沙一所职业学
校录取。开心之余，潘老卖又为学费发愁。“我
们家日常开销都要靠人接济，一下子到哪里去
弄钱？”她说。

姚彬知道后，多方奔走，为潘老卖的儿子争取
到“雨露计划”，享受“两免一补”。开学后，姚彬又
数次来到潘老卖家，帮她整理、寄送资料，让她儿
子申请到学校的助学金。“孩子学习的事是大事，
有什么困难就找我。”姚彬不止一次叮嘱潘老卖。

去年，潘老卖的儿子毕业，姚彬鼓励他自
立自强，并帮他在长沙一家网络公司找到一份
工作，收入稳定。

“我娘家远在贵州，丈夫又是家里独苗，身
边没一个亲人。姚大姐来了后，我就找到依靠
了。” 如今， 潘老卖把姚彬当成自己最亲的姐

妹，前不久，姚彬还帮她和农庄签订劳务合同，
为她申请到产业扶贫务工奖补。

孤寡老人的好女儿
“你退休后，要常来村里住啊，这里也是你

的家。”得知姚彬即将退休，村里84岁的李淑珍
老人拉着她的手恋恋不舍。

李淑珍是村里的散养五保户，丈夫多年前去
世后，一个人住在低矮的土砖屋里，孤苦无依。姚
彬在走访中得知老人情况，经常去看望她，陪她
聊天解闷，帮她洗衣做饭、补交电费、看病买药。

“一进家门，她就忙着清洗衣服、整理被
褥，大小家务活做完后她才走。”回想起3年来
姚彬对自己的照顾，李淑珍感激地说，“我一生
无儿无女，她就是我最好的女儿。”

李淑珍的住房年久失修，一间堂屋屋顶塌
陷而成危房。帮助李淑珍住上新房，成了姚彬
的一桩心事。前段日子，姚彬忙着帮李淑珍办
理危房改造手续，没有去看望老人。老人见人
就问姚彬去哪里了， 怎么这么久不来看她？姚
彬把事办妥来看望她时，她喜极而泣：“我就知
道你不会丢下我不管的。”

看着老人笑了，姚彬也笑了。

莫道桑榆晚 扶贫情更深
———记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姚彬

要闻

� � � � 2018年12月5
日， 卡山吉库水电
站项目完成工程建
设后进行试发电，
点亮了恩坦布部落
的夜空。 （资料图
片） 通讯员 摄

� � �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杨大智 夏宇 ）今天，参加2019
年全省总河长会议的代表到岳阳市君山
区华龙码头考察。一群江豚在江面跳跃，
像是在迎接客人。 岳阳市政府主要负责
人介绍， 该市把全面推行河湖长制作为
“守护好一江碧水” 的重要举措来抓，已
退出长江岸线7.24公里、复绿1.3万亩，长
江沿岸再现“巴陵胜状”。

近年来， 岳阳市出台了推动长江经
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决议及行动方
案，实施《岳阳市城市规划区山体水体保
护条例》，将推行河湖长制与保护生态环
境上升为法定责任。 该市明确市、县、乡
三级行政河长766名， 发展民间河长超
2000名，并完成了128条市县管河湖“一
河（湖）一策”编制。各级河长累计巡河12
万人次，交办问题21类5575个，销号率
达97.3%。

同时， 岳阳市将河湖长制工作纳入

综合绩效考核，坚持问题导向集中攻坚，
倒逼工作抓落实。 目前，该市长江8个工
业排污口实现稳定达标排放，43个排渍
口Ⅲ类水质比例由零上升到73%； 拆除
关停砂石码头83个、 沿长江小散码头泊
位42个、矮围201处；实施“化工围江”整
治行动， 完成35家造纸企业制浆产能退
出； 完成中心城区黑臭水体整治项目27
处，获评全国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去
年洞庭湖越冬候鸟超24万只，创近10年
之最；麋鹿增至164头，江豚栖息种群达
120头，均呈增长趋势。 今年20次监测长
江干流5个断面，水质达标率均为100%。

为形成长效机制， 岳阳市还组建
了4支市级河湖联合执法队伍，成立了环
洞庭湖环境资源法庭和东洞庭湖生态环
境资源检察院、 市级河湖长制工作督察
组。去年，该市获评全省河湖长制工作成
效突出市州， 市河长办获评长江经济带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先进单位。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守护好一江碧水”

岳阳再现“巴陵胜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