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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合作大单不断
——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期间共签署 84

项合作文件，涉及金额208亿美元

在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上，热闹与欢笑的场景随
处可见——

加纳展区内，部落民族面具吸引了孩子们的目
光；南非展台上，160份南非国宝冰淇淋1小时内被一
抢而空；多哥展馆前，参观者体验了一把现磨咖啡豆
的乐趣，木槌敲击下，放入壶内煮开，咖啡香味迸
发；几内亚的推销员则开起了临时“乐器班”，边敲边
唱，玩乐之余还收获了可观的销售业绩。

非洲客商带来各自精品特产的同时，中国企业也
不甘示弱，从智能手机到箱包服饰再到高端装备，同
样令人目不暇接。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展厅选取了非洲联盟会议
中心、刚果 （布） 国家 1 号公路、阿尔及利亚 53KM
项目、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等经典项目进行展示。
据了解，这些项目都是中国建筑与东道国政府、企业
和人民在合作中取得的共赢成果，为当地促进就业、
提振经济、带动产业、提升城市品质做出了重要贡
献。中建五局董事长田卫国说，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
为中非进一步深化合作提供了更多市场机遇，对“走
出去”的企业而言是重大利好。中建五局将不断发挥
深耕非洲市场的优势，在东道国发展规划和人民切实
需求基础上，建设更多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
为促进东道国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国家阳光充沛，但边远地区缺乏电力，这款
太阳能家庭式光伏发电储能系统定会受到民众喜爱！”
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开幕当天，尼日利亚国家客商安
提尼·埃施泰特来到湖南电将军新能源有限公司展位，

订购了 200 台太阳能家庭式光伏发电储能系统。不一
会儿，该展位又迎来埃及客商阿卜杜勒·哈利姆先生，
他对可以放进口袋随身携带的锂电池应急启动电源很
感兴趣，并签下了1万台的订单。“这款小电池可以应
急启动小汽车，拥有大能量，价格才23美元一台，实
惠又便宜。”

据介绍，这家湖南企业近年来不断攻关创新，研
发出富铝锂电池，有效解决了锂电池功率不高、不耐
低温、不安全等难题。新产品富铝锂电池在-50℃的
极寒环境和80℃的高温环境下，均能正常工作，不起
火、不爆炸。“过去，我们的产品多销往欧美国家，现
在将非洲市场作为重要方向。希望借助中非经贸博览
会这一平台，开拓更多非洲国家的市场。”湖南电将军
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艳开表示。

湖南省政府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首届中非经贸
博览会期间，中非地方政府、国有及民营企业、金融
机构、商协会，以及非政府组织，共同签署了84项合
作文件，涵盖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农业、制造
业、航空、旅游等诸多领域，涉及金额208亿美元。

增长势头越来越快
——2018 年 中 非 贸 易 额 达 到 2042 亿 美

元，同比增长20%，中国在非洲设立的各类企
业超过了3700家

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的热闹场景，只是近年来中
非经贸合作如火如荼态势的一个缩影。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8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042
亿美元，同比增长20%，中国已经连续10年成为非洲
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同时，贸易结构也持续优化，其
中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对非出口金额占中国对非
出口总额的 56%。中国自非洲的非资源类产品进口也
显著增加，2018年中国自非进口同比增长 32%，其中
农产品增长了22%。在投资方面，截至2018年底，中
国在非洲设立的各类企业超过了3700家，对非全行业
直接投资存量超过460亿美元。

中非发展基金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目前中
非基金已累计对非洲36个国家承诺投资近50亿美元，
投资遍及产能合作、基础设施、能源矿产、农业民生
等重要领域，有力带动中国企业走进非洲、扎根发
展，促进了对非“三网一化”、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业
走出去，可带动中国企业对非投资超过 240 亿美元。
在提供融资支持的同时，中非发展基金主动发挥经验
和人才优势，为中国企业赴非投资提供规划、咨询等
融智服务，积极引导中国企业“抱团出海”和产业链

“集群式”走出去，不断推动对非合作提质升级。
中国投资在为非洲带去技术、经验、管理、产能

的同时，还增加了当地就业、出口、税收，特别是在
不增加非洲债务的条件下，增加非洲自身发展内生动
力和“造血”机能。

青岛瑞昌棉业有限公司、中非发展基金等在非洲
展开合作，以“公司+农户”的方式进行运作，项目
采用国内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开展棉花育种、种植
收购、轧花、榨油和销售等业务，在提高产品附加值
的同时，打造完整的产业链。该项目的建成，直接提
高了马拉维、莫桑比克、赞比亚三国及周边地区棉花
种植与加工技术，带动当地棉花产业发展，促进三国
近20万农户就业和增收，也为中国消费者带来了更多
优质农产品供应。

埃塞俄比亚贸工部国务部长密斯加努·阿加·默奇
说，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对非洲国家的直
接投资不断增加。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成为

了连接非洲与世界的主要枢纽。现在，埃塞俄比亚希
望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进驻埃
塞工业园区。

埃及旅游部部长拉尼亚·阿穆勒沙塔表示，中国有
先进的技术和专家，中国把这些技术和专家带到非
洲，会给非洲提供独特的发展机会。中国举办首届中
非经贸博览会，能让这片非洲大陆与中国关系更近，
促进中非合作，增加就业。

合作越多，信心越足
——巨大的市场潜力、有力的政策支撑、

热络的民间交流，让非洲国家日益重视同中国
的经贸合作

企业层面联系热络，政策层面大力支持。最新数
据显示，截至目前，国家开发银行已与非洲40家金融
机构开展了合作，累计发放贷款32亿美元。其中，与
中非金融合作银联体10家成员行开展了业务合作，对
涉及基础设施、非洲中小企业等领域的16个项目发放
贷款近18亿美元。其牵头成立的“中非金融合作银联
体”囊括了16家具有区域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非洲金融
机构。

在肯尼亚，来自肯雅塔大学机械专业的大三女孩
查瑞蒂梦想成为一名工程师。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接
触到肯尼亚青年服务队职业培训项目并参加了“非洲
职业技能大赛”。项目过程中，这位普通的非洲女孩学
到了扎实的技术，并得以前往中国继续深造，一步步
实现她的“工程师之梦”。查瑞蒂职场圆梦的背后，离
不开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出口信用
保险公司等中国企业的大力支持。

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至 2019年 5月，中国出口
信用保险公司承保中国企业对非洲业务460.8亿美元。
其中，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承保262.7亿美元，中长期出
口信用保险承保101.1亿美元，海外投资保险承保97.0
亿美元，为中国对非洲货物、技术、服务出口和资本
输出提供风险保障，并用保险带动融资，促进中非经
贸合作走深走实。目前，中国的政策性信用保险覆盖
了非洲铁路、公路、电力、医疗和教育等几十个行
业，覆盖了非洲最大的悬索桥——莫桑比克马普托大
桥，肯尼亚政府近百年来新建的首条铁路——肯尼亚
蒙内标准轨铁路，埃及最大的输变电网——国家电网
改造，毛里塔尼亚海洋渔业产业链等一批有影响力的
项目。

巨大的市场潜力、有力的政策支撑、热络的民间
交流，让很多非洲国家日益重视同中国的经贸合作。
安哥拉农业和林业部国务秘书若泽·卡洛斯表示，安哥
拉和中国的合作由来已久，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领
域、通信建设领域未来也有大量的潜力可以开拓。贝
宁共和国投资与出口促进署署长洛朗·冈贝斯表示，贝
宁正在建设的新机场由中国企业负责，计划建设的经
济特区也将和中国企业签订建设运营合同。“我们十分
欢迎并全力准备好迎接你们，为中国投资者免去繁冗
复杂的手续，提供‘一站式’服务。”洛朗·冈贝斯说。

中非经贸博览会组委会秘书处执行副秘书长、湖
南省商务厅厅长徐湘平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
化，都不会动摇中非历久弥坚的深厚情谊，也无法阻
碍中非之间生机勃勃的务实合作。未来，中非经贸博
览会组委会将紧扣非洲发展实际需要，积极推动中非
共建“一带一路”同非盟 《2063 年议程》、非洲各国
发展战略深入对接，助力非洲打破基础设施落后、资
金匮乏、人才短缺等制约因素，促进非洲内生动力不
断增强。

今年以来，中非经贸合作可谓硕果频出，不仅
“高大上”的中非合作论坛协调人会议在京成功召开，
“接地气”的中非经贸博览会也落户长沙。越来越多的
中国民众开始从柴米油盐里感受到了非洲这片遥远大
陆的魅力：第一批品质极佳的纳米比亚牛肉进入中国
市场；而酸甜可口的南非柑橙成为了北京水果摊上的
抢手货；肯尼亚牛油果让广大健身爱好者兴奋不已
……这些蓬勃的景象，展现了中非之间贸易提质升级
的良好局面。

当下，虽然大宗商品的价格仍然在低位徘徊，同
时一些经济体转向了贸易保护主义，但是中非之间通
过深挖增长潜能，密切双边合作，投资、援助促进贸
易合作等方式，成功实现了贸易的快速增长。快速增
长的背后，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释放的澎湃动力。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对主要工业资源、

大宗商品的需求被证明是非洲进入高速稳定增长期的
主要支撑力量。中国逐渐成为影响非洲发展的最主要
域外国家之一，并与非洲经济增长的表现息息相关。
特别是自 2015年起，中国开始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给
中非经贸关系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

进口方面，随着中国人均 GDP 逼近 1 万美元大
关，广大消费者对于高质量、多元化、有特色商品的
需求日益提高，这就给非洲产品，尤其是高附加值的
优质农副产品提供了巨大市场。这种需求，不仅刺激
了贸易额的增长，更促进着非洲农业的长期发展。出
口方面，中国制造业正在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
密集型快速升级，中国的大型工程机械、乘用车、化
肥、常用药品、农业机械、中小型精密机床等工业制
成品畅销非洲，给方兴未艾的非洲城市化和工业化提
供了质优价廉的产品供给。

与此同时，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也为
非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通过为非洲提
供适用的技术、经验和融资服务，帮助相关国家积极
融入国际生产价值链，并不断提升非洲在这一价值链
上的位置。比如，中国前不久宣布将升级改造在非洲
设立的 25个经贸合作区，不仅要改善基础设施，还要
进一步提供职业培训等服务，让这些合作区成为非洲
可持续发展的排头兵。

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了产业促
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健
康卫生、人文交流、和平安全“八大行动”，获得了非
洲国家的广泛好评。这些行动以互利共赢为宗旨，突
出了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对资金进行了更加精准的
配置，有助于实现中非经贸关系的可持续增长。

2019年7月7日，由50多个国家签署成立的非洲大

陆自由贸易区协议正式实施。这将使非洲成为世界贸
易组织成立以来按成员国数量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形成一个覆盖近 12 亿人口、拥有 2.5 万亿美元 GDP 的
单一市场。这不仅意味着长期偏低的非洲洲内贸易额
有望大幅度提升，更意味着外国投资者将不再因为一
些非洲国家相对较小的人口和面积规模而远离这片经
济增长的蓝海。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抓住
这一历史机遇，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深度参与非洲经
济发展，让中国梦与非洲梦牵起手来，共同结出美妙
果实。

（作者为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亚太大区高级顾问、
非洲制造倡议项目首席经
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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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已于7月初落下帷幕，而中非经贸合作的生动画卷刚
刚展开。

博览会上，经贸大单不断，许多非洲商品被“一抢而空”；博览会外，多
领域的中非经贸合作正有序推进，不断捧出新的惊喜。

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已连续10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
伴国；非洲，则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是拥有优质可可、咖啡、棉花以及
丰富矿产的希望之地。互利共赢，共谋发展。中非经贸合作的手，越握越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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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
上，苏丹客商正在和几位中国客
商交流。

毛宗科摄 （人民图片）
图②：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

的斯亚贝巴华坚轻工业城，制鞋
工人们在生产线上工作。

新华社记者 王 腾摄
图③：执飞非洲全货机定期

航线的飞机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上装卸货物。

新华社记者 刘 潺摄
图④：在乌干达卡隆古区卢

卡亚镇，中亿农业园的非洲工人
正在收割水稻。

新华社记者 张改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