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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下行周期 信心持续回升

中企为南非经济复苏增添动力
本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蔡 淳

杂音鼓噪不影响中非合作大局
郭 凯

中柬优秀电影巡映活动走进国公省

《全球贸易观察》大数据系统上线

大数据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本报记者 顾 阳

2017 年，南非经济温和

复苏，在其走出下行周期、步

入增长轨道过程中，中国企

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国企业与南非经济社会深

度融合，为中南两国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发挥了良好

的“压舱石”作用。

由中国企业家创办的南非粮食（种植）研究开发有限公司向当地农户出售水稻种子，并且免费传授种植技术，让他们学到了一技之长，
从此有了可靠的经济来源。 郑彤彤摄

日前，中国驻南非大使馆经商参处参
赞赵中屹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从贸易角度看，中国有望连续 9 年成
为南非最大贸易伙伴、进口来源地以及
出口市场。南非则有望连续 8 年成为中
国在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从投资角度
看，中国企业目前投资领域横跨金融、矿
业、物流、基础设施、信息技术、贸易、农
业、传媒、制造业等方方面面。

创造就业助力脱贫

长期以来，南非社会饱受“贫困、失业
和不平等”三大顽疾困扰。南非失业率
高达 27.7%，青年人口中待业人口比重更
是超过 50%，这不仅严重制约了南非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某种程度上更构成了
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创造就业岗位，
消除贫困人口以及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一直是南非政府的施政要务。

在南非自由州省和西北省交界处的
一个农场里，中国企业家苏志伟创办的

“南非粮食（种植）研究开发有限公司”苦
心经营水稻种植已经 8 年，取得了可观的
经济效益。事实上，南非政府已经将水
稻种植确立为第五大战略粮食项目，但
一直没有较大规模的水稻种植农户。在
苏志伟带动下，当地民众也纷纷要求加
入水稻种植行列。苏志伟的公司向他们
出售水稻种子，并且免费传授种植技术，
让他们学到了一技之长。为了规范水稻
种植行业，该公司还计划在南非成立水
稻种植协会，寻求发展包括粮食种植、养

殖、粮食深加工以及酿酒等全产业链。
毫无疑问，这将为南非农村地区创造更
多的就业岗位。

自 1994 年进入南非市场以来，海信
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取得了骄人成绩。
2017 年，海信电视机和冰箱产品销售份
额在南非市场稳居行业第一，手机产品
销量大幅增长 69%。海信长期秉承“本地
化战略”，通过核心管理与工作授权，在
生产、销售、物流和售后等环节，建立起
一支支高效有序的本地化运营团队，让
当地员工管理当地员工。南非海信家电
产业园一期项目投产后，创造 700 个直接
就业岗位，并且创造当地物流、配件等行
业 3000 多个间接就业岗位。目前，海信
当地雇员比例超过 90%，其中女性员工
占比达到 40%以上。

基建发力大有可为

2017 年 4 月份，中国海外基础设施开
发投资有限公司（中海投）非洲总部在南

非约翰内斯堡成立。该公司是我国第一
家，也是全球范围内资金规模最大的专
业从事海外基础设施前期开发的企业。
与基建领域的其他企业相比，中海投的
定位是逐步发展成为我国企业开展海外
基础设施投资最具影响力的“项目孵化
平台”以及中国企业开展国际基础设施
投资合作的“桥头堡”。

2017 年 10 月份，中民筑友的“装配
式建筑技术”在南非豪登省约翰·杜布新
城项目开工仪式上精彩亮相。作为南非
豪登省推出的 31 个“大型城市项目”之
一，约翰·杜布项目占地面积为 497.22 公
顷。新城建成后，将为当地居民提供 1.8
万套保障房。这项建设将由秉承“建筑
工 业 化 ”理 念 的 中 国 企 业 中 民 筑 友 完
成。中民筑友在该项目中将采用“装配
式建筑”模式，运用其自主研发的装配式
混凝土墙板结构体系，将所有构件在当
地绿色建筑科技园中生产完成，再运到
现场拼装。这种模式将大量基础工作放
到工厂里，有效避免了伴随着传统建筑
施工的噪音污染和环境污染问题。不仅
如此，施工工期还将大为缩短，“现场 1 天
即可完成主体装配，3 天即可完成装修入
住”。据悉，这是中国装配式建筑技术首
次应用于南非保障房建设。

2017 年 11 月份，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旗下的龙源南非德阿风电项目正式竣
工。这是我国国有发电企业在非洲第一
个集投资、建设、运营为一体的风电项
目，标志着我国风电企业成功在非洲打
造出“绿色名片”，是推动我国风电“走出
去”的重要里程碑。德阿项目对于增加
南非能源供给，改善南非能源结构起到
了积极作用。据了解，该项目投产后，每
年可为南非提供 6 亿千瓦时绿色电力，解
决当地 8.5 万户居民用电问题，每年减排
二氧化碳近 62 万吨。这将有效优化当地
能源结构、推进清洁低碳发展。

资金融通注入“活水”

自 2000 年 10 月份成立以来，中国建

设银行南非约翰内斯堡分行积极融入南
非当地市场，一方面注重本地化经营，另
一方面大力支持走进非洲的中国企业。
截至目前，建行约堡分行对南部非洲累
计融资项目签约金额达到 2000 亿兰特，
支持非洲工业化发展及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超过 30 亿美元。

2017 年 4 月份，非洲首只离岸人民币
债券“彩虹债”由中国银行约翰内斯堡分
行成功发行。此次“彩虹债”得到了国际
投资者的积极响应，最终订单金额 32 亿
元，认购倍数达 2.13 倍。市场分析认为，
离岸人民币债券首次登陆非洲市场，将
为非洲人民币业务引入“活水”，为人民
币国际化深入非洲地区搭建新的桥梁。

热心公益回馈社会

2017 年 10 月 份 ，第 二 批 南 非 华 为
“未来种子”开启前往中国的“取经”之
旅。“未来种子”是华为在全球投入最大
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该项目于 2008 年
发起，旨在帮助培养世界各国本土的信
息和通信技术（ICT）人才，推动知识转
移。到 2016 年底，“未来种子”项目已在
全球 96 个国家落地，使 280 多所高校的 3
万多名学生从中受益。来自南非的这 10
名大学生将和其他国家大学生一起在中
国参加为期两周的培训和交流，接受 5G
和云计算等全球前沿技术培训。不仅如
此，华为南非还继续推进“五年千人”培
训计划，为公司及合作伙伴培养输送优
秀人才，变“授之以鱼”为“授之以渔”，受
到了南非社会各界的称赞。

“2018 年 是 中 国 与 南 非 建 交 20 周
年 ，中 南 经 贸 合 作 将 迎 来 新 的 发 展 机
遇。”南非中国经贸协会会长张进国表
示。成立近 7 年的南非中国经贸协会目
前拥有 120 多家会员单位，是在南非投资
兴业的中国企业凝聚力量、互通信息、交
流合作的有益平台。张进国表示，在新
的一年中，将继续引导中国企业做到“风
险控制、合规经营、齐心协力”，促进中南
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

每年元旦过后，中国外长都会把非
洲国家作为当年访问的第一站，这成为
中国外交惯例。1 月 12 日至 16 日，王毅
外长访问了卢旺达、安哥拉、加蓬、圣多
美和普林西比四个国家，延续了多年的
传统。由此可见，中方对巩固中非传统
友 谊 ，深 化 中 非 互 利 合 作 的 务 实 与 重
视。如果说，中非之间的关系像茁壮成
长的大树一样枝繁叶茂，那么每年年初
的访问，就好像大树上第一片长出的新
叶，向世界展现着中非全方位合作的蓬
勃生机。

不过，就在中非双方携手共进，共同谱
写双方未来发展的新蓝图之时，一些不和
谐的杂音也在嗡嗡作响。这种杂音实质上
是体现着“酸葡萄”心理的蹩脚音符，听起
来并不新鲜：中国掠夺非洲资源、中国在非

洲倾销“假冒伪劣”产品、中国企业暗箱操
作到处行贿、中国企业搞基建污染环境
……总之一句话：中国人在非洲做什么都
是错的，中非合作这么红火是不应该的。
今年，奇谈怪论又有了新变种：中国向安
哥拉等非洲国家提供融资，增加了有关国
家债务负担且背后有政治考虑。真是奇
怪了，之前一个劲地批评中国不对非洲国
家投资，只搞基建和贸易把钱赚回中国；
现在中国的投资又被怀疑是用“金钱炮
弹”包裹着“政治野心”，某些西方“卫道
士”和“良心”媒体的逻辑真是让人哭笑不
得。

让我们看看王毅外长是怎么驳斥这种
“友邦惊诧论”的：首先，义正词严地指出这
些说法别有用心，完全是不实之词。近年
来，随着中非合作日益深入，中方的确在融
资方面加大了对非洲国家的支持。但需要
强调的是，中方在此过程中始终遵循了几
个基本原则：一是响应非洲自身发展的需
要；二是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三是坚持

互利共赢的原则。
中国对非洲投资增大首先是因为非洲

国家有迫切需求。非洲国家目前正处于经
济起飞和工业化初期阶段，有着巨大的资
金需求，中方依据非洲国家提出的意愿，在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融资支持，对非洲
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雪中送炭作
用，受到了各国一致肯定和欢迎。当前，正
值资本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成为非洲的重
要投资伙伴，也是理所应当。其次，中国同
非洲国家一样，都有过被外国掌控经济命
脉，进而遭受不公正待遇甚至被剥削压迫
的惨痛经历。因此，中国对非洲无论是援
助还是合作，都绝不会搞西方国家那一套，
更不会强加于人，而是始终尊重非洲、帮助
非洲，义利相兼，以义为先。在对非合作方
面，中国始终坚持“正确的义利观”。第三，
中国对非洲投资并不是玩“大富翁”，而是
始终坚持互利共赢原则。中非合作本质上
是南南合作，这一合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
是平等相待，互利共赢，这样才能真正持续

和长久，实现双方的共同发展。为此，中国
给予非洲的资金支持，都要经过认真的可
行性研究和市场化论证，以确保每一个合
作项目都能取得应有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在非洲，我们不做亏本生意，也不会让非洲
朋友吃亏。

人们高兴地看到，非洲经济去年已触
底反弹，非洲国家都意识到了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性。非洲的发展依然大有希望。的
确，从历史的角度看，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
欠账太多，经济结构过于单一畸形，西方国
家的殖民统治难逃其责。要是真的关心非
洲人民，把非洲当成希望的大陆，只知道坐
而论道，指指点点，说风凉话不是负责任的
做法。中国有句话，叫作“公道自在人
心”。到底谁才是真心帮助非洲，谁才是非
洲最可信赖的伙伴，非洲人民心中有杆秤，
自然会得出公正的结论。

事实胜于雄辩，行动胜过语言。中非
互利合作深得非洲各国人民的拥护和支
持，前途广阔，风景独好。

华为公司在南非建立了非洲首家ICT创新体验中心，并计划在未来5年内为南非
培养1000名ICT行业人才。 郑彤彤摄

由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外贸大数据研究
所研发完成的贸易大数据系统——《全球贸易观
察》（简称GTF）1月18日正式上线运行。

据悉，《全球贸易观察》提供了129个国家和
地区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数据，覆盖全球所有重要
经济体，占全球贸易总量的93%，数据最早可以追
溯到1988年。数据的广度和深度可媲美联合国
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做到了“中国第一，对标全
球”。

作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的发展与
应用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将国家
大数据战略写入了我国“十三五”规划。去年12
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举行第二次集体学习，再次强调大数据对于构建
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性，提到要保障国家数据安
全，加强国际数据治理政策储备、治理规则研究并
提出中国方案。

在这一背景下，全球贸易数据的重要性日益
凸显。去年3月17日，由国家信息中心与大连市
共建的“东北亚大数据中心”正式挂牌，成为全国
第三个国家级大数据中心。作为大连东北亚大数
据中心在外贸领域的先行先试项目，国家信息中
心“一带一路”外贸大数据研究所率先成立，由国
家信息中心与贸易大数据龙头企业大连瀚闻资讯
有限公司共建。

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外贸大数据研究所
所长童友俊介绍，《全球贸易观察》所使用的数据
全部由瀚闻资讯提供，部分数据在去年的“一带一
路”峰会和金砖国家峰会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在
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中心、大连市大数据研究院的
广泛智力支持下，系统不仅可在线查询分析全球
贸易实时变化，还实现了全部查询数据的可视化。

瀚闻资讯大数据事业部总裁刘桓表示，该系
统最大亮点是完整展示了“一带一路”相关64国
国别贸易数据，数据中包含了商品进出口总额、数
量及平均单价，以及进口市场份额、出口市场分布
及增长率等。

作为高含金量商业数据，《全球贸易观察》可
为各国政府机构、驻外使领馆、研究咨询机构、跨
国企业、金融机构、商协会组织、高等院校等在政
策制定、产业规划、贸易促进、精准营销、市场开
发、“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提供强大的数据支撑，
有助于深化经贸往来、增进国家间产业投资。

专家指出，《全球贸易观察》作为一款开放的、
中国人自己的全球贸易大数据产品，一举改写了
中国依靠他国系统查获全球贸易数据的历史，对
于提升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深化“一带一路”经
贸合作、助力中国从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具有
重要意义。

本报金边电 记者关晋勇报道:“露天电影院
——第二届中柬优秀电影巡映”活动日前走进柬
埔寨国公省，为中国华电额勒赛(柬埔寨)公司员
工和国公省老百姓带来了优秀的中柬电影。

“中柬优秀电影巡映”系列活动是柬埔寨首次
批准外国机构在该国多个省市举办的大规模公益
性流动放映活动。柬埔寨国公省政府行政办副主
任索森吞对中柬优秀电影巡映活动的举办表示热
烈欢迎。他说，中柬两国是好朋友、好伙伴，中国
企业对柬埔寨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中
国华电额勒赛(柬埔寨)公司投资修建运营的额勒
赛下游水电站建成发电以来，极大缓解了柬埔寨
用电紧张的状况，改变了柬埔寨全年缺电的局
面。索森吞表示，第二届中柬优秀电影巡映活动
在国公省的成功举办，为双方民众互相了解优秀
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进一步增强了两国人民
的传统友谊，将为进一步巩固中柬两国各领域长
久牢固的合作关系作出积极贡献。

“露天电影院——第二届中柬优秀电影巡
映”活动由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中柬友谊台、柬
埔寨文化艺术部、柬埔寨新闻部和柬埔寨青年联
合会联合举办。活动深入柬埔寨柴桢省、磅湛
省、暹粒省、柏威夏省、磅士卑省、西哈努克省和
国公省，走进农村、军营和经济特区，以柬埔寨人
民喜闻乐见的流动露天放映形式和中柬优秀影
片为载体，展现中柬两国风土人情和两国人民的
精神面貌。

江西东乡区积极开拓出口市场

2017 年以来，江西抚州市东乡区借力“一带
一路”建设，通过政策扶持、加大电子商务推广力
度、引进外贸人才等方式不断培育壮大出口主体，
利用广交会、华交会等大型交易会，组织企业开拓
外贸出口市场，抢抓订单，扩大出口。图为东乡经
济开发区永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员工正在加紧生
产发往欧美市场的产品。 何江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