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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孟姣燕

基础设施是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也

是中非连通的重要载体。新冠肺炎疫情的流

行，给非洲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也让中非基础

设施合作充满挑战。

如何降低疫情对中非合作的影响，携手共

促中非基础设施合作取得新发展？9 月 27 日，中

非基础设施合作论坛在长沙举行，来自中非相

关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商协会组织、企业的嘉

宾充分交流思想，提供了诸多有益建议。

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规模大效益好

基础设施合作是中非经贸合作的传统优势，

是中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最大亮点。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来，中非基础设施合

作呈现出规模大、效益好、方式新的发展态势。

“非洲已成为中国第二大海外工程承包市

场，中国企业在非洲工程市场的份额超过六

成。”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贺松说，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中国在非企业率先复工复产，

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在非洲新签工程合同额

和完成营业额同比增长 9.8%和 7.3%，极大支持

了当地经济恢复。

贺松介绍，中国企业建造的铁路、公路、桥

梁项目降低了非洲的物流成本，促进了非洲大

陆一体化进程。

2020 年，在疫情和经济下行双重压力背景

下，中国企业对非承包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增长

21.4%，建设了一批对非合作精品工程。当前，世

界经济正在恢复，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正式

启动，中非基础设施合作面临越来越多的机遇。

在广袤的非洲，埃塞阿德玛风电项目、南

非世界杯场馆、孟买铁路等都留下了湘企的身

影。湖南将以举办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为契

机，全面贯彻落实中非合作“八大行动”，不断

推动湖南企业深耕非洲、服务非洲。

非洲国家热盼中国企业投资

“对于非洲而言，交通基础设施需要尽快

建设和维护，以连接南北方和东西海岸。目前

在刚果（金），港口设施缺乏，大型集装箱进出

受到极大限制。”刚果（金）国务部长兼基础设

施和公共工程部长吉萨罗·穆文伊·阿莱克西

说，非洲和中国是合作伙伴，中国有能力帮助

非洲国家，双方可以实现共赢。

长久以来，非盟致力于推动非洲跨境基础

设施和经济一体化发展，非盟《2063 年议程》与

“一带一路”倡议互联互通理念高度契合。

非盟驻华常驻代表拉赫曼塔拉·默罕默

德·奥斯曼说，非洲正在实施非洲综合高速铁

路网项目，未来非洲各国的首都、经济枢纽、旅

游景点等将通过高速铁路连接起来。修建高速

铁路，还能创造数万个就业机会。中国高铁世

界领先，中非双方合作前景十分广阔。

“过去十年间，科特迪瓦新建道路 5000 多

公里，引入投资超过 3 万亿法郎，对公路建设的

需求是巨大的。”科特迪瓦装备与道路养护部

公路局局长法布赫斯·库利巴利说，在中科合

作伙伴关系下，中方为科特迪瓦的路网发展提

供了有效融资。希望通过博览会，吸引更多中

国企业投资非洲。

改善民生推动更深层次共赢

“当前，很多非洲国家还没有从疫情中恢

复过来，当务之急要提高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保

障能力，让非洲人民尽快回到正常的工作和生

活轨道。”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经理王旭升说，该公司正在打造互联

网医疗服务平台，运用数字化手段，启动境外

远程医疗诊所，可为非洲友人和中国劳工提供

远程医疗服务。

“愿为非洲国家改善民生作出努力，推动中

非基础设施合作走向更深层次共赢。”湖南建工

集团董事长蔡典维介绍，在加纳，雇佣更多本地

员工，推行本地园区工地长制度和导师带头制

度，帮助非洲员工提高了职业技能，这种方式深

受欢迎。同时，利用职业教育优势，管理当地一所

职业技术学院，大大提高了当地师资教学水平。

疫情以来，中非合作项目推进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挑战。与会金融机构代表认为，要通过多

种金融工具妥善化解非洲国家投融资风险，创

新融资模式。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副总经理

查为民说，开展深度交流，积极探讨项目推进方

式，中非基础设施合作不会因疫情停滞不前。

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蹄疾步稳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黄婷婷

产业链，在国内已不是个新鲜词。

在中非经贸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在非

洲进行产业链投资合作，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

话题。

9 月 27 日，第二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

活动之一，中非产业链合作论坛在长沙举行，

探讨中非产业链合作的难点和前景。

非洲要发展产业链，向中国
抛出“橄榄枝”

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基础设施、

交通、医药业……在埃塞俄比亚，“中国印记”

随处可见。

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主任莱莉丝·尼姆

说，最近，埃塞俄比亚第一颗遥感卫星成功发

射。这也是两国合作的成果，中国和埃塞俄比

亚的合作因此进入了更高层次。

在现有产业基础上，莱莉丝·尼姆期望中国

在农业、制造业、医药、信息和通信技术、运输以

及物流方面加强产业链投资，充分把握埃塞俄

比亚在电子商务方面的巨大商机。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营商环境报

告》，卢旺达营商环境在东非地区排名第一。

“中卢双方可以加强基础设施方面的合

作。”卢旺达贸易和工业部长贝娅塔·哈比亚利

马纳说，信息和通信技术、医药、制造业、能源等

产业，是卢旺达优先发展的产业链。

会上，贝娅塔·哈比亚利马纳直接向中国

企业抛出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吸引投资者的

目光。

“当前的非洲大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需要投资。”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副执行主

任多萝西·腾博来自赞比亚，她曾亲眼见证中

国投资给非洲大陆带来的变化。

在“非洲投资与增长的合作伙伴（PIGA）”

合作项目推动下，吸引中国 1.15 亿美元直接投

资以及 20 亿美元潜在投资，为埃塞俄比亚、肯

尼亚、莫桑比克和赞比亚带来了 3000 个直接就

业机会和 1.5 万个间接就业机会，受益的主要

是妇女和年轻人。

中国“链”非洲，机遇在哪里

“全球产业链格局加速调整进程中，非洲拥

有的自然资源和人口红利的优势进一步凸显，

在城市化和产业发展方面的巨大潜力进一步释

放。”中非发展基金董事长宋磊认为，疫情冲击

之下，投资非洲，反倒迎来了历史性的好机遇。

非洲的数字化转型，已经引起了所有中国

企业的注意。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易小准说，电

子商务为非洲工业化进程提供了一个弯道赶超

的机会，非洲人口非常年轻，能迅速采用数字技

术来提高工作生产力。

完成现有合作的转型升级，也是未来在非

洲投资产业链的基础。

“到非洲投资合作，要用中国最好的东西，

而不是淘汰过时的东西。”华新水泥副总裁徐钢

多次提到，企业对非投资要讲究社会责任，也要

学会用长远的眼光来看非洲的发展。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柯良栋

认为，中国应在非洲探索打造一批产业定位清

晰、区位优势突出、运营管理先进的产业链合

作示范区，在航空、金融、旅游、数字经济、海洋

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推进战略对接和制

度创新，推动双方产业链合作走深走实。

“湖南和非洲，可以在农业、工程机械、数

字经济和生物医药等方面进行产业链投资的

战略合作。”远景智库院长北冰说。

中非“链”起来，难点何在

“内卷”是最近的网红名词，人福医药非洲

总经理李文胜形象地说：“非洲没有那么‘卷’，

但也绝对不能‘躺赢’。”

非洲充满期待，中国踌躇满志，中非产业

链合作势在必行。然而，中非要“链”起来，还存

在不少难点。

非洲的产业基础过于薄弱。李文胜打比方

说，人福医药在刚进入非洲时，连基础的包装瓶

都要从国内进口，人福医药只能跨行业投资。这

对于企业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

农业更是“老大难”问题。2008年开始，袁氏

种业公司在马达加斯加开展杂交水稻试验示范

和品种选育工作，带着袁隆平领衔研发出的科研

成果，帮这个非洲岛国将水稻产量提升了2.6倍。

2024 年，袁氏种业将帮助马达加斯加增产

50 万吨稻谷，推广 20 万公顷水稻种植面积，率

先帮马达加斯加实现非洲粮食安全问题。

袁氏种业非洲公司（马达加斯加）总经理张

立军说，农业投资回报率低且周期长，加之疫情

阻隔，要推动农资、农机等企业抱团赴“非”，难

度不小。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是促进国际贸易投

资、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桥梁纽带。湖南省贸促会

副会长邓罗兴说，湖南将举办中国（湖南）国际绿色

发展博览会和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

博览会，为中非企业合作搭建贸易投资活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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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亮）今天下午，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中非经贸

深度合作先行区推介会举行。先行区聚焦深度合

作与先行先试，着力建立对非合作长效机制，探索

形成中国地方对非经贸合作的“湖南模式”。

建设先行区是湖南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的三大

任务之一。先行区构建了“一核心、三片区、多基点”

总体格局，重点打造非洲非资源性产品集散交易加

工中心、中西部对非合作物流人流中心、中非跨境人

民币中心、地方对非经贸合作促进中心、地方对非经

贸合作研究中心五大中心。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实践，

先行区的对非经贸合作交流长效机制不断完善。

目前，中非经贸合作促进创新示范园一期已

建成投入使用，引入对非经贸合作龙头企业、商协

会近百家，今年 1 至 7 月园内企业实现对非贸易额

约 1.8 亿美元。非洲非资源性产品集散交易加工中

心建设初见成效，非洲咖啡、坚果、可可交易中心

自去年落地以来实现交易额 24 亿元。中非跨境人

民币中心与埃及、尼日利亚、肯尼亚等非洲国家银

行正在开展人民币账户合作，已开通 5 个非洲国

家币种的对公即期结售汇。

对非通道也在加快拓展，长沙至肯尼亚内罗

毕和安哥拉罗安达两条客运航线已经开通，目前

正在打造湘粤非铁海联运通道、湘沪非江海联运

通道、湖南与非洲空中货运航线以及卡航联运、卡

海联运通道。

推介会上，岳阳中非工贸产业园授牌，11项协

议签订，涉及物流通道、能源电力、基础设施等领域。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彭雅惠

中国与非洲，不论肤色、语言、文化差异多大，

在“民以食为天”上完全一致。随着中非深度合作

推进，湖南与非洲经贸往来在食品和农产品领域

会遇见新机遇吗？

9月27日，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举行首届中非

食品和农产品合作论坛，中非双方政府官员代表、商

会组织代表、有关金融企业和商贸企业代表等，共同

探讨扩展中非食品和农产品贸易的新路径、新机制。

中国人吃的芝麻，八成来自非洲

“中非最具代表性的非资源性产品合作产业

链，分别是咖啡、腰果、可可、木材、橡胶、海产品、

干辣椒、芝麻、花生九大产业链，基本是农产品。”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曹德荣说，以芝麻

为例，中国八成芝麻来自非洲。

要扩大进口非洲非资源性产品，食品和农产

品贸易必然成为中非经贸合作的重点。近年来，中

国自非洲进口农产品连年快速增长，近 3 年年均

增速达 14%以上。

“中国已成为非洲大陆第二大农产品出口目

的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一级巡视员谢亚静表

示，2000 年我国自非洲进口农产品约 1.5 亿美元，

到 2020 年已增长到 42.6 亿美元，增长了 28 倍多。

她认为，按照这一趋势，中非食品和农产品贸易额

还将进一步快速扩大，未来合作潜力巨大。

海鲜或成为湘非贸易新热点

通过打造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2020 年

我省对非进出口 288.4 亿元，同比增长 18.3%。今年

上半年，全省自非洲进口食品、农产品分别同比增

长 80.4%、88.3%。

“进一步加快中非农产品贸易，要建设非洲非资

源性产品集散交易加工中心，这也是中非经贸深度

合作先行区为促成中非深度合作着力搭建的平台之

一。”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董事长叶蓁提出，

海鲜贸易可作为纳入非洲非资源性产品集散交易加

工中心的“新热点”。

叶蓁介绍，非洲拥有大西洋、印度洋两大洋

海岸线，工业不发达因此海水无污染，海鲜又大又

鲜，质量非常高。安哥拉是非洲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

一。今年 4 月，长沙至安哥拉的客运航线已正式开

通。现在，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和湖南八百

里水产股份有限公司正携手积极推进开通长沙至

安哥拉货运航线。

“这条空中货运航线一旦打通，湖南将立即对

安哥拉等非洲国家和地区开展海鲜包机货运业

务。”叶蓁表示，大批量非洲海鲜入湘将快速提高

湘非农产品贸易量和交易额。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9月 27日讯（华声在

线记者 谢添翼）记者从今天在长沙举行的 2021 中

非民营经济合作论坛上获悉，至 2020 年末，民营企

业在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规模占比约 70%。

中非民间商会会长汪力成在论坛上推介《中

国企业投资非洲报告》。作为中国首个以“民间商

会”方式系统总结中非经贸投资合作的专题报告，

该报告邀请了来自中国、非洲、欧美、联合国等机

构近 50 位知名专家、学者参与，调研了 770 多家在

非的中国企业，通过 66 个企业案例以及 130 多家

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实践，展示了中国企业在非洲

投资的成效。

报告显示，2020年末，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存

量或不低于 560 亿美元。中国企业在关注非洲传统

投资领域的同时，已开始着眼高技术制造业、医疗医

药、数字经济、航空产业等新领域的发展与合作。

“尽管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各国经济恢复发展

的程度各不相同，气候、环境、能源和安全等问题

依然存在，但合作仍是大势。”汪力成表示，中国企

业投资非洲的过程中，为当地提升工业化、促进就

业、改善民生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非洲经济发展

的推动力之一。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月 27日讯（记

者 黄利飞）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非金融合作

对话会上，为持续深化金融引领、护航中非合

作，作为博览会金融服务战略合作伙伴，工商

银行发布了《“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化合作机

制推动非洲高质量发展的倡议》，以及中非跨

境人民币中心金融产品、“环球撮合荟中非合

作专区”和工银跨境投顾品牌 3项成果。

对话会上，工商银行还与埃及 MISR 银行、

摩洛哥非洲银行、南非标准银行、中国建筑国

际工程公司等 13 家中非金融机构、企业和商协

会签署了 10 项合作协议，为中非经贸合作凝聚

创新活力，释放发展动能。

据了解，工商银行高度重视中非经贸合作，积

极为中非客户搭建沟通合作桥梁。2008年，工商银

行收购标准银行集团 20%的股权，实现中非最大

商业银行的战略对接，间接覆盖非洲20多个国家

和地区。截至目前，工商银行已在近30个非洲国家

开展合作，支持各类项目超过100个，助力非洲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工商银行

持续开展支持外贸外资的“春融”行动，为企业提

供专项融资支持和本外币跨境服务等全方位金融

服务，有力支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9月27日讯（三湘都市

报记者 黄亚苹）今天上午，“新疆是个好地方—新疆

投资合作推介会”在长沙举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借

中非经贸博览会平台，向国内外客商推介当地能源

化工产业、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等方面的特色和优势。

“打开中国地图，将目光移向左上角，就能看到

‘雄鸡之尾’——面积 11.8万平方公里的阿勒泰。”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商务局副局长张桂新介

绍，目前，阿勒泰地区已推出吉木乃国际商贸城、中

哈互市贸易市场、进口牛羊肉精深加工等口岸经济

项目；在资源优势方面，阿勒泰地区拥有 1.47亿亩天

然有机认证草场、500万亩优质耕地、200余万亩适渔

水域，孕育出牛羊肉、冷水鱼、食葵、驼奶等上百种绿

色有机农产品，并围绕“牛羊马驼禽、水草药果奶”十

大产业链推出良种肉牛养殖繁育、禽类规模化养殖

为代表的系列农业产业化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拥有 20 个对外开放口岸，

是中国边境线最长、边境陆路口岸最多的省区；直

达中亚、西亚、欧洲的新疆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

5000 余列，开通线路 21 条，通达 23 个国家和地区，

带动了 200多种新疆产品实现向西出口。

新疆代表团还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设置了“新

疆是个好地方”主题形象展区，新疆特色农产品、红

酒、纺织服装、文化创意、发制品等展品纷纷亮相。

工商银行在中非金融合作对话会上
发布3项成果

探索中国地方对非经贸非经贸合作“湖南模式”
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推介会在长沙召开

中非农产品合作，湖南又见新机遇

中国民营企业对非投资踊跃

新疆投资合作推介会在长举行

图① 9月 27日，长沙国际会展中心，第二届中

国—非洲经贸博览会机械工程展现场。

图② 9月 27日，长沙国际会展中心，观众在选

购商品。

（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童迪 辜鹏博 李健 摄影报道）

①
②

9 月 27 日，长沙国际会展中

心，观众在观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