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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合作之路越走越宽

第一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取得了哪些
成果？一组数字足以说明：53 个非洲国
家参会，1600 余名外宾，3500 余名境内
外参展商、采购商和专业观众参会参展；
联合国工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 10 余
个国际组织和机构、8 家金融机构、150
余家一级央企及其子公司、近 800 家国
内行业重点企业代表踊跃参会；14 场活
动、5 大板块展览展示，展会人气火爆，
观展人数突破 10 万人次，非洲商品被

“一抢而空”。
根据组委会通报，本届博览会聚焦贸

易、农业、合作园区、基础设施及投融资等
领域，举办了 14 场活动和 1 场展览展
示。中非经贸博览会配套展览在湖南国
际会展中心芒果馆举行，展区面积达4万
平方米，53 个非洲国家和 28 个省区市独
立设展，60 多家央企、700 多家民企参
展，来自非洲各国的特色产品、民俗展示
等吸引了不少长沙市民前来观展。高品
质的南非红酒、精美绝伦的埃及地毯、醇
香的埃塞俄比亚咖啡等在长沙人的朋友
圈里“刷屏”。

博览会期间，一批实实在在的经贸成
果落地，中非共签署了84项合作文件，涉
及非洲安哥拉、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坦桑
尼亚、乌干达等20多个国家，总额208亿
美元，涵盖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农业、制
造业等领域。

“这充分说明，作为共筑更加紧密的
中非命运共同体具体举措，设立中非经贸
博览会符合中非人民的共同期待，契合中
非经贸合作现实需要，有助于积极探索合
作新路径，开辟合作增长点，推动中非经
贸合作向高质量发展。”湖南省政府办公
厅巡视员罗建军说。

为地方和企业合作铺路

近年来，中非经贸合作向着全方位、
多层次、宽领域发展。中国连续 10 年成
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贸易结构持续
优化，中国对非洲的非资源类产品进口也
显著增加。在贸易合作稳中向好的同时，
中非产业投资也实现了深度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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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地方合作、推进企业合作，是本
次博览会的重点和亮点，对非合作正在由
过去以国家和大型企业为主，向国家大型
企业以及地方政府和中小企业共同参与
的格局转变。博览会期间，商务部副部长
钱克明表示，中非博览会之所以在湖南举
行，很重要的原因是看中了湖南在农产品
加工、制造业、可再生能源开发等方面的
先进经验。“我们希望通过让博览会落户
湖南，进一步加强湖南的优势产能、产业、
产品与非洲的合作，共同促进中非经贸合
作形成更多、更新的成果。”

中非经贸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非民
营经济领域合作功不可没。中国企业走
进非洲，国企更倾向于在建筑业、采矿业
等基础建设领域和能源领域大显身手；民
企主要投资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商务部
数据显示，目前民营企业占据了中国对非
投资数量和金额的 70%以上，已经成为
对非投资合作的主力军。

来自东莞的女鞋制造企业华坚集团
在埃塞俄比亚投资建设了企业园区，带动
埃塞俄比亚制鞋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在
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内蒙古鹿王羊绒集
团已在马达加斯加建成5家工厂，雇佣当

地员工 6500 名，技术管理人员本土化率
已达到80%；传音集团为非洲超过3亿人
提供了近 4 亿部手机；四达集团为 30 个
非洲国家 1000 万个家庭超过 5000 万人
提供了数字电视服务……近年来，一大批
在国内乃至全球处于行业领先水平的中
国民营企业在非洲深耕细作，既提高了国
际化经营能力，实现了企业发展，又用实
际行动支持了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在
产业升级、创造税收、带动就业等方面作
出了重要贡献。

打造产能合作新平台

近年来，境外合作区已经成为中国对
非投资的重要依托，成为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推动双方合作
共赢的重要平台和抓手。境外合作区推
动中国对非产业链整合投资加快增长，产
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助力非洲国家由依
赖外部“输血”向自我“造血”转型。

在中非经贸博览会期间举行的“中国
—非洲经贸合作区研讨会”上，钱克明介
绍说，经商务部备案的 25 个在非经贸合
作区吸引了超过430家企业入园，累计投
资超过 66亿美元，雇佣外籍员工 4万人，
累计上缴东道国各种税费近 10 亿美元。
入驻企业不仅填补了当地产业空白，相当
一部分还成了当地的行业龙头企业，带动
了东道国的工业经济发展。

埃塞俄比亚贸工部部长密斯加努·阿
加·默奇表示，中非贸易在过去10年间飞
速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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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近年来吸引外资金额由2011年约6亿
美元增加到了2017年将近40亿美元，大
多数外国直接投资都直接进入了埃塞俄

比亚工业园区。埃塞俄比亚境内很多工
业园区已有大量中国企业入驻，在中国企
业投资助力下，埃塞俄比亚已实现向非洲
和中东国家出口智能手机。

眼下，不少非洲工业园区存在投资环
境差、当地政府支持力度弱以及开发商能
力不足等问题，亟需提质升级。为了吸引
更多中国企业前来投资，多个非洲国家纷
纷表示，将出台政策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

佛得角副总理科雷亚表示，为共同建
设佛得角圣文森特海洋经济区，佛得角将
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基础设施质量，
努力为外资流入创造有利条件；安哥拉农
林部国务秘书表示，安哥拉已经出台新版

《投资法》，旨在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贝宁
投资署长表示，贝宁政府已经邀请中方专
家设计本国改革计划，正与中国投资者协
商签署园区投资建设协议，贝宁还修订了

《公司法》《投资法》和税收制度等，为园区
建设和企业投资提供法律保障。

“境外工业园是国际产能合作的有效
载体，已经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出海发展的
良好平台。”中非民间商会会长、华立集团
董事局主席汪力成说，境外工业园“一站
式”出海服务，大大提高了中小民营企业走
进非洲的信心和决心。境外工业园的产业
集聚效应和产业链运营，也有效助力“走出
去”企业扎根当地市场，开拓国际市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
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此次中
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取得的各项成果充
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加强同非洲国家团结合作的信心和决
心，一系列项目和协议的签署也充分表明
了中非各界以经贸为桥，携手共建更加紧
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美好意愿，标志着中
非经贸合作迈上了新台阶。

首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成果丰硕——

中非经贸合作迈向高质量发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明阳

“中国—东盟关系雅加达论坛”第二
场系列活动——“一带一路”与东盟发展
研讨会日前在印尼雅加达举行。此次研
讨会以“‘一带一路’与东盟：共同发展、共
享繁荣”为主题，探讨了在“一带一路”倡
议下，中国—东盟合作取得的成果和未来
发展方向。

中国驻东盟使团黄溪连大使表示，不
久前，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在北京成功举行，论坛取得了丰硕成
果，标志着“一带一路”开启高质量发展的
新阶段。回顾过去，东盟已成为中国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最显著的地区。双
方合作在探索中前进、在发展中完善、在
创新中成长，收获了可喜的互利共赢成
果。东盟是对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最
具潜力的地区，双方正致力于推动“一带
一路”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
对接，相信这将为双方合作注入新的强大

动力。
当前，国际和地区格局深刻演变，单

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强权政治抬头，地区
合作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上升。中
国和东盟应共同坚守多边主义，坚持相互
尊重、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守望相助的东
亚价值观，维护本地区发展良好势头。黄
溪连大使提出，在新形势下，需要开放包
容的合作倡议，而非排他性封闭倡议；需
要合作共赢的倡议，而非零和博弈的倡
议；需要聚焦合作与发展的倡议，而非突
出安全与对抗的倡议；需要尊重东盟中心
地位、符合各方利益的倡议，而非以自我
为中心、强调本国优先的倡议。“一带一

路”倡议倡导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共
商共建共享”等理念已获得地区国家广泛
认同，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发展、共享
繁荣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
宗泽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
获得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和
参与，成为广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公共产品
和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推动构建全球互
联互通伙伴关系。在全球经济面临保护
主义挑战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将为
相关国家发展注入动力。地区国家在推
动基础设施等“硬联通”基础上，应更加重
视政策沟通、民心相通等“软联通”，共同

实现“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

究员王鹏阐释了“一带一路”与《东盟互联
互通总体规划 2025》（MPAC2025）对接
前景，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与

《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的五大优
先发展领域一一契合，两者具有对接协同
发展的先天优势。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给东盟国家带来的机遇超越经济范畴，将
有力帮助东盟国家建设、促进贸易投资、
带来技术转移和就业增长。

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
法贾尔、印尼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专家耶里
米亚、哈比比中心副主任哈桑等外国专家
普遍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最
大贸易国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
了积极促进作用，在印尼等东盟国家致力
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中方日益增
长的对外投资对地区国家的重要性更加
凸显。东盟国家普遍认同“一带一路”倡
议“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期待通过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增进互联互通、满足人民
需要、促进地区共同发展。

第一届中国—非洲经贸

博览会暨中非经贸合作论坛

日前在湖南长沙落下帷幕，这

是中国对非合作“八大行动”

第一大行动的第一条举措，是

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

运共同体实际行动。以支持

非洲培育内生增长能力为重

点，中国与非洲国家正携手努

力，共同推动新时代中非经贸

合作向高质量发展。

共同发展 共享繁荣

“一带一路”助推中国—东盟合作
本报记者 田 原

东盟国家普遍认同“一带一路”倡议“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期待

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增进互联互通、满足人民需要、促进地区共同

发展，东盟已成为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最显著的地区。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简称“中亚学院”)成立以来,
在促进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宏观经济研究、区域重
点产业发展研究等方面实施了多个重点研究项目，取得
了大量成果，以智力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经济日报记
者近日就“一带一路”与中亚区域合作相关问题采访了中
亚学院第一副院长梁子谦。

据梁子谦介绍，作为一个知识合作共享的地区性国
际智库，中亚学院的主要任务是为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
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活动提供高质量、前沿知识产品和
服务，支持该机制下的各优先合作领域。在实现增进区
域经济合作目标的过程中，通过提供最先进的知识产品
和服务提升区域经济合作项目的执行质量，推动有效的
区域经济发展，助力实现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目标，加速本
地区经济增长。

梁子谦介绍，在分享中国发展经验方面，中亚学院
与中国财政科学院联合完成了包括中小企业融资、PPP

（公私合营）融资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电子商务政策
与实践等 8 个研究课题，为相关国家分享了中国改革开
放发展经验，为其促进本国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有效的
发展模式借鉴。学院还研发了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一体
化指数（CRII），用于监测区域经济一体化年度发展
变化。

“中亚各成员国的合作不仅是货物贸易，更是信息交
流和思想碰撞。”梁子谦说，中亚学院积极倡议并推动区
域内智库合作伙伴关系，成功组建了中亚区域经济合作
智库联盟(CTTN)，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知识走廊”新概
念。目前，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智库论坛已成为一个国际
性平台，为区域内以及与其他地区智库、大学和研究人员
就不断演变的区域和全球政策及挑战开展深入交流沟通
提供支持。

梁子谦表示，中亚学院积极助力“一带一路”倡议发
展，在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
心相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通过设立研究项目、开展国际
研讨会等方式，不断深化区域内文化和旅游领域的合作,
促进民间交往。“中亚国家很有潜力也很有魅力，不仅农
业、自然资源丰富，旅游资源也很丰富，有很多待开发的
合作空间。人文交流尤其是旅游合作是一个很好的切入
点。”他还透露，2019年下半年，中亚学院将举办“一带一
路”智库文化旅游高峰论坛，促进成员国间人文交流和旅
游发展。

梁子谦认为，中亚区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
道，也是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中“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的核心区域，有着丰富的自然和社会资源，显著的地缘
优势，具有广阔的经济增长、投资和贸易发展潜力。当
前，中国正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致力于与相关国
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
体。作为分享知识服务的政府间国际机构，中亚学院将
积极发挥知识互联共享的催化作用，推动中亚区域经济
合作机制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不断提高区域经济合
作的广度和深度，为区域经济融合发展贡献智慧和
力量。

中亚学院第一副院长梁子谦：

为中亚区域合作提供智力支持
本报记者 李予阳

本报达喀尔电 记者宋斌报道：中国第17批援塞内
加尔医疗队在圆满完成任务即将结束任期之际，冒着酷
暑赶赴约200公里之外的中国“两优贷款”项目工地——
中国中铁方久尼大桥项目组，给 200多名中外员工和当
地民众义诊。

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张迅表示，中国中铁方久尼大
桥是塞内加尔“振兴计划”的重要项目之一，受到了两国
领导人和塞内加尔民众的高度关注。项目建成后，将大
大促进塞经济发展，为中塞友谊再添丰碑。他说，中塞将
进一步加强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将努力为
塞内加尔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对于中国医生的到来，当地官员非常欢迎，感谢中国
给予塞内加尔的帮助，希望中塞友谊长存。当地民众也
纷纷表达了对中国医生的感谢。

据悉，自 1975 年中国政府派出首批援塞医疗队以
来，中国医生已通过百余次义诊为塞内加尔万余名民众
作医疗检查与诊断。

中国援塞医生义诊传友谊

近日，丝绸之路国际合作首尔论坛在韩国首尔广场

举行。论坛以“中韩企业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场”为主题，

旨在搭建中韩企业和相关领域专家的交流平台，推动两

国企业经贸合作。论坛期间，两国中小企业搭建展位并

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宣传。图为参会者交流洽谈，

并互加微信建立联系。 本报驻首尔记者 白云飞摄

丝绸之路国际合作首尔论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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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博览会现场热闹非凡。
图② 博览会上展出的非洲蜂蜜制品。
图③ 非洲国家民俗演出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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