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洲研究院简介

非洲研究院于 2016年 11月 22日由前国务委员戴秉国

先生揭牌成立，下设对非投资贸易研究中心、中国文化品

牌全球营销研究中心、“一带一路”商科人才协同培养中

心和“一带一路”中医药人才协同培养中心。非洲研究院

就非洲经济、政治、文化、外交问题进行研究，并向政府

部门和商业企业提供政策以及投资咨询服务，与广东省贸

促会、中信保、各行业协会保持密切合作，近年参与主办

了历届广州非洲论坛，并出版了相关的研究报告。

非洲研究院主要的服务功能包括：

1．进行非洲整体和分国别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

等问题的基础理论研究；

2．与国家有关部门合作（如外交部、发改委、商务部、

广东省政府等），就某一热点问题提供研究报告和政策咨

询；

3．就非洲投资及经济合作（地方政府在非洲设立经济

合作项目和投资项目）等问题，向地方政府提供从政策咨

询到经济园区规划等服务；

4．为有意去非洲投资的商业企业提供投资政策、投资

规划等方面的政策咨询服务；

5．参与主办关于非洲研究、非洲投资、非洲事务等方

面的会议和论坛，邀请非方人员来华讲座，组织国内专家

到非洲讲座等；

6．为非洲国家培养经济管理、外交等方面人才；根据

具体需要为非洲国家培养职业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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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架构

（一）院领导

名誉院长 吉佩定 外交部原副部长，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

署原特派员，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名誉院长 陈云贤 广东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原副省长，

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

名誉院长 张华荣 东莞华坚集团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工商联常委，中非民间商会副会长，中国亚

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

名誉院长 曾志华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知

识与发展”项目创始人之一； 是宏观经济、产

业政策 (经济特区、开发区、产业集群/价值链)、

国际投资、技术创新及新经济方面的国际知名

专家。有近 20年的全球 工作经验，工作范围

包括东亚(含中国)、非洲、拉美加勒比和中东北

非地区的许多国家

院 长 傅 朗 广东公共外交协会常务副会长，广东

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原主任，博士

名誉副院长 吕伟东 广州东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第十一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委，国际

泥炭学会中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能源协会副

会长，广东省商业联合会执行会长，广西光彩

事业促进会副会长，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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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副院长 沈士华 佛山市含德陶瓷公司董事长佛山市陶

柏汇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级顾问 黄庆勇 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民建中央能源与

资源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领

导力研究中心顾问，暨南大学兼职教授，博士

生导师

高级顾问 杜起文 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特使、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学会会长、外交部外交政策

咨询委员会委员

高级顾问 程 涛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基金会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和高级研究员、中国

亚非发展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亚非学会副会

长、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协常务理事、北京大学非

洲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外交学院兼职教授、中

南民族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光华研究院研究员、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发展智库专家

高级顾问 蒋正云 先后在外交部办公厅，中国驻达卡总领

馆，驻刚果、赞比亚使馆，外交部非洲司，驻埃

塞俄比亚、冰岛、博茨瓦纳使馆工作。曾任外交

部非洲司处长、参赞、副司长，中国驻埃塞俄比

亚、冰岛、博茨瓦纳大使

高级顾问 忻顺康 现任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曾任中国驻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大使

执行院长 刘继森 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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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助理 霍江涛 广东省贸易促进委员会广东国际商会

非洲投资贸易联盟副主席，非洲广东总商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Sino-East Technologies 总裁

（二）常设机构

对非投资贸易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 梁立俊 非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

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 刘继森 非洲研究院执行院长，国际经贸研究中

心主任，教授，博士

中国文化品牌全球营销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 曾驭然 非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

高级顾问 杨晓燕 非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

“一带一路”商科人才协同培养中心

执行主任 王刚 非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硕士

“一带一路”中医药人才协同培养中心

执行主任 杨晓燕 非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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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研究

（一）专家团队

序号 姓 名 职 务 所 在 单 位

1 傅 朗 院长 广东公共外交协会

2 刘继森 常务副院长 非洲研究院

3 霍江涛 院长特别助理 广东国际商会非洲投资贸易联盟

4 梁立俊 执行主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

5 曾驭然 执行主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学院

6 杨晓燕 执行主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学院

7 王 刚 执行主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学院

8 董俊武 高级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务处

9 吴易明 高级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学院

10 侯世雄 高级研究员 广东世能集团

11 邓 璐 高级研究员 广东卫视

12 叶剑如 高级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

13 刘 巍 高级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

14 王 牧 高级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

15 邓 玮 高级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

16 彭 郁 高级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

17 吕继群 高级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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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职 务 所 在 单 位

18 尚雪娇 高级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

19 张志智 高级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

20 高 翔 高级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

21 臧 宇 高级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

22 张 璐 高级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

23 张 洁 高级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

24 范洪颖 高级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

25 孙章季 高级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

26 黎家勇 高级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

27 郑腊香 高级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

28 许陈生 高级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

29 肖奎喜 高级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

30 刘 胜 高级研究员 国际经贸研究中心

31 韦晓慧 高级研究员 国际经贸研究中心

32 卢万青 高级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

33 刘玉蓉 高级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政管学院

34 熊 倩 高级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亚非（筹）

学院

（二）创新团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与国别创新团队：非洲区域与国别创

新团队

团队负责人：傅朗、刘继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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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梁立俊、许陈生、曾驭然、叶剑如、吕继群、王

牧、彭郁

（三）2019 年上半年课题立项

1.梁立俊，2019年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项目：价值与利益：

西方对非投资方式对中国的启示，资助金额，10万元。

2.刘继森，广州市外办项目：2019年海外安全与文明、海外

领保研究 ，资助金额 9.8万元。

3.计飞，广州市社科规划羊城青年学人课题项目：建国 70

年贸易协定类别与广州进出口水平关系研究，资助金额 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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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闻快讯

中国社科院专家组到访非洲研究院

3 月 21 日上午，在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前夕，由姚桂梅研

究员带队的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专家组一行六人到访非

洲研究院，就如何做好非洲经济研究进行了座谈，广外非洲研究

院执行院长刘继森主持座谈会。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国社科院研究

员安春英、杨宝荣，副研究员刘乃亚、冯基华，助理研究员张春

宇，广外非洲研究院对非贸易投资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梁立俊，中

国文化品牌全球营销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驭然。

刘继森主持座谈会

刘继森代表傅朗院长对专家组到访非洲研究院表示热烈欢

迎，对专家组在百忙之中下基层调研，给非洲研究院一个难得的

学习机会表示衷心感谢！刘继森就非洲研究院应用研究定位，与

国家、广东省和各地市中心工作“三个结合”，依托非洲国家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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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总领事馆、商会和留学生资源以及非洲研究院国际化的布局向

专家组做了工作汇报。

姚桂梅研究员致辞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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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桂梅研究员介绍了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主要研

究领域和研究成果以及即将成立的中国非洲研究院的管理架构、

未来的工作思路。她认为广外非洲研究院的一些做法与中国非洲

研究院即将推出的一些举措有比较高的契合度，双方可以在信息

沟通、课题研究和国际论坛等方面展开合作。

杨宝荣研究员就中国非洲研究院的科研管理、安春英研究员

就科研激励、刘乃亚副研究员就国际合作、梁立俊教授就中非合

作的前景等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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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非洲研究联盟 2019 年年会将在埃及艾

因夏姆斯大学举行

2019 年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的重要一年。3 月

26 日至 30 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执行院长刘继森教

授赴埃及协商“一带一路”非洲研究联盟 2019 年年会举办事宜。

艾因夏姆斯大学是联盟副理事长单位，在 2018 年 10 月联盟成立

大会之后，积极向联盟秘书处申请举办 2019 年年会。

3月 28 日，刘继森在艾大国际处处长伊斯拉博士的陪同下，

向校长汇报了年会筹备的设想，听取了校长的意见和建议。本届

年会将以“一带一路”与非洲民生为主题，探讨中非合作“八大

行动”与非洲民生的关系。会议将在 6 月中旬举行，届时将邀请

联盟成员单位代表、拟新加入联盟单位代表、中埃商协会代表、

企业代表、中国驻埃使馆官员等 200 余人与会。会议期间，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埃及研究基地将挂牌成立。

刘继森接受艾大校长赠送校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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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7 日，刘继森与艾大“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伊斯

拉博士进行了会谈，双方在人才培养、合作研究、信息成果共享

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与艾大孔子课堂外方院长、“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

伊斯拉博士探讨合作

3 月 29 日，刘继森还考察了埃及汽车零配件和用品市场、

灯饰市场、建筑装饰材料市场，与亚历山大国有企业化学工业集

团公司达成在埃及落地汽车维修技师培训的初步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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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埃及市场

3 月 28 日，刘继森还拜访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艾大孔子课

堂中方院长杨韶刚教授，向他了解了埃及中文教育的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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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艾大孔子课堂中方院长杨韶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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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孔子课堂的老师、志愿者和学生在一起

3月 30 日，刘继森应邀参加了开罗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丝

路心语”说汉语讲故事比赛。

在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参加活动



非洲研究院简报

·16·

作为中国文化中心的品牌活动，复赛选手水平很高，原创故

事感人，祝贺祖国 70 华诞、中国经典故事以及用埃及学生独特

的方式对“一带一路”的诠释都令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心情

激动。

参加此次活动为埃及出访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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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心语”说汉语讲故事比赛现场



非洲研究院简报

·18·

投资坦桑尼亚大有可为

4 月 19 日，由坦桑尼亚工农商商会、坦桑尼亚驻华商会主

办，由坦桑尼亚驻华使馆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协办的

中国-坦桑尼亚投资论坛在广州东方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举行。坦

桑尼亚驻华大使凯鲁基（Mbelwa Kairuki）先生，坦桑尼亚工农

商商会主席代表弗朗西斯·路克瓦罗（Francis Lukwaro）先生，

前投资局局长彼特（Raymond Peter Mbilinyi）先生，坦桑尼亚

工农商商会驻中国会长约翰（John）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

洲研究院执行院长刘继森教授以及中坦两国企业家、商人 150 余

人出席了本次论坛。

论坛现场

路克瓦罗先生代表坦桑尼亚工农商商会致辞，他特别感谢坦

桑尼亚驻华大使凯鲁基先生能亲临论坛，并详细介绍了坦桑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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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商商会。该商会是坦桑尼亚最大商会，归坦桑尼亚商务部主

管，代表了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利益。坦桑尼亚政府非常重视该

商会，在国内各地都有办事处，在全球有分支机构，比如在中国、

土耳其、东欧和美国。商会有 8大职能，分别是商业机会、协调

外国企业在坦桑尼亚与政府的关系、贸易、商务论坛、帮助年青

人创业、提高商业效率、帮助出口贸易、发放原产地证。路克瓦

罗先生特别强调了原产地证的重要性，只要在坦桑尼亚投资办

厂，出口任何产品都需要该商会发放原产地证。

坦桑尼亚工农商商会主席代表路克瓦罗先生致辞

凯鲁基大使代表坦桑尼亚政府致辞，他的致辞分成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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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面向中国企业家，一部分面向坦桑尼亚工农商商会代表团

成员。大使说，如果是 20 年前，今天这样的论坛可能是两国之

间的会议，没有想到 20 年后，两国的商人可以坐在一起面对面

地交流，论坛的举办本身就证明了两国发生的变化。今天是个好

机会，相互交流经验。今年恰逢中坦建交 55 周年，下周第二届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坦桑尼亚也是此次峰会的

成员，“一带一路”就是双边合作的口令。坦桑尼亚加入了“一

带一路”建设，同时，也是中国选定的将工厂移到非洲的四个国

家之一，中国发改委与坦桑尼亚签定了投资协议，支持中国企业

赴坦投资。中国商人赴坦投资将得到坦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

持。大使在致辞中还宣布了一则好消息，广州至坦桑尼亚的直航

将在今年之内开通。

坦桑尼亚驻华大使凯鲁基先生致辞

刘继森代表协办方致辞。他说，2019 年是落实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成果的重要一年，在 2018 年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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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提出中非合作“八大行动”。今天坦桑尼亚投资论坛的举

办，就是推进“八大行动”之产业促进行动、贸易便利行动、能

力提升行动以及人文交流行动的重要举措。他还向大家分享了习

近平主席给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大会发去的贺信主要内容。他认

为，中国非洲研究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中国非洲研究也大有

可为，如何画好中非合作的工笔画？刘继森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

面着手：第一，做好深入细致的非洲区域国别研究；第二，扎实

推进中国技术向非洲转移；第三，改善非洲的民生；第四，解决

非洲人的就业。刘继森还承诺非洲研究院愿意与广大企业家一

道，抱团出海，共拓非洲市场。将为大家走进非洲，走进坦桑尼

亚保驾护航。

执行院长刘继森致辞

坦桑尼亚前投资局局长彼特先生介绍了坦桑尼亚投资环境

与政策，约翰会长表示将为中国企业赴坦桑尼亚投资兴业提供全

方位服务。副会长王菲女士还向中国企业家介绍了工厂到家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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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服务平台。

彼特先生介绍坦桑尼亚投资环境

约翰会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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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助理、非洲广东总商会秘书长霍江涛

高级研究员、世能集团董事长侯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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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K 汽车文化俱乐部理事长何家康

广外非洲研究院院长助理、非洲广东总商会秘书长霍江涛，

高级研究员世能集团董事长侯建雄，非洲研究院合作伙伴广州

EVK 汽车文化俱乐部理事长何家康，世杰铭车总裁程道喜一同参

加了本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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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部原副部长于洪君主讲思政大讲堂

5 月 23 日 19:30，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学生处

和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思政大讲堂第 36 讲在图书馆

负一楼报告厅举行。受隋广军书记邀请，中联部原副部长于洪君

担任主讲嘉宾。参加大讲堂的有广东公共外交协会常务副会长、

非洲研究院院长傅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何传添、广东国

际战略研究院副秘书长商杰强。大讲堂由广外国际经济贸易研究

中心主任、非洲研究院执行院长刘继森主持。

在大讲堂开始前，何传添为于洪君副部长颁发了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客座教授聘书。

客座教授聘任仪式

于洪君副部长以“国际关系新变动与中国外交新布局”为题，

分三大部分为我校师生呈现了一场高水平的思政课。第一部分：

当前国际关系新变化。演讲主要从美国、欧盟、俄罗斯以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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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的中日、中印等国际关系的角度，剖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深刻内涵。第二部分：中国大国外交新布局。演讲强调我们要

把握好新的时代观、新的安全观和新型大国关系，恪守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理念，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三部分：中国

与世界良性互动是世界大趋势。于部长认为，中国要打开国门搞

建设，要和平发展。在前所未有接近中华民族复兴目标之时，中

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在加速。

于洪君作演讲

思政大讲堂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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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动环节，学生们踊跃提问，就中美贸易战和中美之间是

否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等问题向于部长求教，于部长利用其宽

广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予以解答。演讲结束后，学生们对于部长

奉献的精彩思政大讲堂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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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中非合作新实践”

国际论坛在开罗举行

6 月 16 日-17 日，由中国“一带一路”非洲研究联盟和埃及

艾因夏姆斯大学主办、中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和埃及

艾因夏姆斯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承办、埃及中国贸易中心

和《中国新闻周刊》协办的“一带一路”非洲研究联盟 2019 年

年会暨“‘一带一路’与中非合作新实践”国际论坛在埃及开罗

举行。来自尼日利亚、肯尼亚、中国、埃及等国的政府官员、企

业家、专家学者、研究机构、以及《人民日报》驻中东记者站、

《光明日报》驻中东记者站、《今日中国》中东分社、《金字塔

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台等媒体代表 8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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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埃及使馆公使衔参赞韩兵、艾因夏姆斯大学校长 Abd

El Wahah Ezzat、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助理霍江涛、

《中国新闻周刊》社长马强在开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艾因夏姆斯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伊斯拉博士主持了开

幕式。

韩兵公参致辞

中国驻埃及使馆韩兵公参在开幕式上致辞说，“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 6 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今年 4 月举办的第二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标志，共建“一带一路”将

向高质量高标准不断前进。

霍江涛院长助理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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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题演讲环节，各国专家学者围绕中非产业促进、埃及经

济与中非合作、“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埃关系、非洲工业化进

程与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一带一路”合作新征程等议题发表了

真知灼见。

埃及泰达特区开发公司代表武丽星的演讲题目是“中埃产业

合作”，她结合公司在埃及的发展提出了中埃共建“一带一路”

需要关注的问题。

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 Hussien Eisa 教授以“经济关系与埃

中非的合作未来”为题发表了演讲。他认为中埃合作应清醒地认

识到目标与现实的差距，分析风险与机遇要结合经济发展的需要

培养适用型人才。

作为开发性金融机构，国开行开罗代表处代表徐远坤在他的

演讲中认为“一带一路”合作进入了新征程，国开行未来将继续

大力支持非洲的建设，坚持开放合作的态度，推动创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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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a Gamal Eldin 博士是埃及国家规划院研究员，她的演

讲题目是“基于区域视角‘一带一路’对埃及的政治影响”。她

同样提到了中埃合作的未来有机遇有挑战。埃及发展的愿景与

“一带一路”倡议相契合，需要与“一带一路”倡议在经济上进

行合作。

Hussien Eisa 教授演讲

第二部分的主题演讲由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 Hussien Eisa

教授主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助理霍江涛、埃及

艾因夏姆斯大学 Tamer Rady 教授女士、尼日尼亚佳升有限公司

何超炜、肯尼亚瑞拉大学商学院院长 Kinoit 教授、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非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熊倩女士、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

Elsayed Mustafa Ebeed 博士依次演讲，主题涉及到中非合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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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技术教育、埃及经济与中非合作、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埃及

经济增长的新机遇、基于肯尼亚视角的中非产业合作以及”一带

一路”背景下的中埃关系等。

非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熊倩演讲

尼日利亚佳升公司何超炜先生(左一）

与艾因夏姆斯大学孔子课堂中方院长杨韶刚教授（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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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ayed Mustafa Ebeed 博士的演讲极富感染力，打动了会

场中的每一个人。

2019 年是落实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的关键一

年，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提出了中非合作的“八大行动”，

即产业促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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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年会暨国际论坛围绕“八大行

动”展开深入研讨，对推动建设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促

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非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熊倩接受媒体采访

“一带一路”非洲研究联盟成立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是

全球范围内关注非洲研究的专业人员及单位等共同组成的联合

组织，建立了一个跨学科、跨国界的交流平台，共享资源、探索

知识、传播技术、促进理解、提供应用。联盟已有成员 34 个，

其中非洲国家 16 个，中国 16 个，欧洲 2 个。未来 3-5 年将实现

非洲国家研究机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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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留念

部分媒体报道链接附于下方：

国际在线 《“‘一带一路’与中非合作新实践国际论坛”

在开罗举行》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6555882355963800

&wfr=spider&for=pc

人民网 《“一带一路”与中非合作新实践国际论坛在埃及

举行》

http://world.people.com.cn/GB/n1/2019/0617/c1002-31

156148.html

新华网 《“一带一路”与中非合作新实践国际论坛在埃及

举行》

http://www.xinhuanet.com/photo/2019-06/17/c_1124630

964.htm

百度百科 词条：“一带一路”与中非合作新实践国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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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apbaike.baidu.com/item/%E2%80%9C%E4%B8%80%

E5%B8%A6%E4%B8%80%E8%B7%AF%E2%80%9D%E4%B8%8E%E4%B8%AD%E

9%9D%9E%E5%90%88%E4%BD%9C%E6%96%B0%E5%AE%9E%E8%B7%B5%E5

%9B%BD%E9%99%85%E8%AE%BA%E5%9D%9B/23572635fr=aladdin&an

chor=2&ms=1&rid=17875662119545522655&bk_tashuoStyle=top

Left&bk_share=shoubai&bk_sharefr=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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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研究院埃及基地在开罗大学揭牌成立

6 月 17 日，借在埃及参加“一带一路”非洲研究联盟 2019

年年会暨“‘一带一路’与中非合作新实践”国际论坛之机，非

洲研究院埃及基地在开罗大学孔子学院顺利挂牌成立。广外非洲

研究院院长助理、非洲广东总商会秘书长霍江涛，高级研究员熊

倩，广东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博士赵明，埃及中国贸易中心理事

长王培中，埃及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摆克诚，尼日利亚佳升公司

总裁何超炜，开罗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王恩界，开大孔院外方

院长李哈卜教授等参加了揭牌仪式。

李哈卜教授与霍江涛院长助理

埃及基地是非洲研究院科研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

研究院已经在东部非洲的肯尼亚、南部非洲的南非和北部非洲的



新闻快讯

·37·

埃及分别建立了研究基地，覆盖非洲东南西北的科研合作网络趋

于形成。

基地挂牌后，院长助理霍江涛与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中外方

院长进行了会谈，就如何建设好基地、以政产学研协同模式服务

好中埃双方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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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是本届非盟轮值主席国，埃及基地的建立对于研究埃

及、北非及其周边阿拉伯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根据规

划，基地成立以后，中埃双方将组建国际合作研究团队，就中埃

双方关心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埃及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展开联合研究，共享科研信息和科研成果，在中埃

两国共同出版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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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非洲日”文化交流活动

在广东省博物馆顺利举行

5 月 28 日，由广东公共外交协会、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广东省博物馆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联合主办的 2019

年“非洲日”文化交流活动在广东省博物馆顺利举行。广东省政

协外事侨务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广东公共外交协会秘书长施志

全、广东省委外办非洲处处长蒋正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合作

与推广处张国辉、广东省博物馆馆长助理、教育推广部主任王芳

以及马里、乌干达、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刚果（布）、安哥拉、

赞比亚、塞内加尔、加纳等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官员出席了交流活

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执行院长刘继森主持了本届

“非洲日”活动，今年的活动以“粤非文化交流”为主题。

施志全副主任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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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志全在致辞中说：今天在这里举办“非洲日”文化交流活

动，目的也是为了增进非洲国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一会大家会

参观海上丝绸之路展览，这条路一头连着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中国，一头连着发展中国家最多的大陆——非洲。中国历

史上郑和七下西洋，也是走的这条路，他最远到达了非洲的东海

岸。这条路在 21 世纪焕发出新的活力，我们将通过这条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推进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中国的

发展与非洲各国的发展紧紧相连。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张国辉致辞

张国辉在致辞中提到：广东与非洲的文化旅游往来十分密

切。近年来，非洲国家多次来广东举办旅游路演活动，参加广东

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广东旅博会），效果明显。广东

也多次组织文化艺术团体、旅游业界团前往非洲开展文化旅游交

流活动。随着更多直航的开通，两地文化旅游业界的交流将更加

便利，游客互访将更加频繁。我们愿与非洲国家携手推动双方文

化和旅游业更加务实有效地交流合作，让文化和旅游更好地成为



新闻快讯

·41·

民间往来的桥梁、经贸合作的引擎和相互学习的平台。张国辉还

盛邀各国嘉宾参与今年的广东旅博会。

马里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加库女士致辞

刘继森主持“非洲日”文化交流活动并推介对非交流合作周项目

加库女士在致辞中说：2018 年 9 月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

论坛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指出，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

的关键，他确立的八项新举措中，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文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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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人文交流。自非洲独立以来，中国一直不懈努力，通过签署

多项合作、基础设施融资和可持续发展援助协议，支持非洲实现

统一和一体化。这种合作精神与今天所选的"新丝绸之路"倡议宣

传主题不谋而合。

最后，刘继森对今年 11 月份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办的对

非交流合作周做了介绍。

合影留念

活动最后，在广东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带领下，与会嘉宾参观

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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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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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非交流合作周项目介绍

一、为什么要举办对非交流合作周?

1.为了落实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推进“八

大行动”，包括：产业促进行动、设施联通行动、贸易便利行动、

绿色发展行动、能力建设行动、健康卫生行动、人文交流行动、

和平安全行动。

2.增进中国与非洲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二、什么时候举办?

2019 年 11 月 22 日-28 日。

三、在什么地方举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广外国际学术交流中心（逸林假日酒

店）。

四、对非交流合作周的具体内容有哪些?

1.中非人文交流。邀请中非双方的文艺团体在交流合作周期

间同台竞技。展演电影，展销书籍，展示服饰、音乐、绘画等技

艺。邀请中非双方的教育、旅游、科技等领域的企业进行路演，

2.产业促进。邀请中非双方企业家面对面，探讨中非合作的

商机，把合作落在实处。

3.举办论坛。邀请中非双方的智库学者举行圆桌论坛，就如

何画好中非合作工笔画建言献策。

4.举办展览。在广州逸林假日酒店长廊，展示非洲国家多姿

多彩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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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动态

《中非合作，广东在行动》一套三册即将出版

为了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来广东对非合作的成就，非洲研究

院组织力量编撰的《中非合作，广东在行动》一套三册即将由中

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套丛书分为广东对非经贸合作、

广东医疗援非和粤非人文交流三篇，将改革开放 40 年广东对非

合作进行了全景式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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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外交流

“商业视觉下的中国‘一带一路’在非洲”公开讲座

吸引商界领袖支持

2019 年 2 月 12 日中国高级商务代表团抵达东伦敦大学法商

学院，参加“商业视觉下的中国‘一带一路’在非洲”公开讲座

及研讨会。

2013 年，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一带一路”倡议，被誉为中

国的“21 世纪丝绸之路”。该计划以陆路走廊和海上航道“一

带一路”的形象示人，勾勒出中国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国家投资

的计划。

讲座由“一带一路”非洲研究联盟副理事长，东伦敦大学博

士生导师、广东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黄庆安教授主讲。他集

中讲述关于中国投资对非洲可持续和平发展的重要性，并对其投

资背后所反映的中国政策视角进行了详细解释。同时，他还聚焦

当地社区参与和就业等相关话题，对中国投资所带来的非洲大陆

“债务陷阱”疑惑进行了解答。很多听众担心：若一个政府不能

偿还中国的投资，它会发现自己陷入债务，从而使中国在债务国

家问题上拥有战略和谈判的影响力，即意味着中国可以利用债务

注销以换取土地或其他让步。然而，黄庆安教授利用郑和下西洋

的故事，对“一带一路”倡议，从历史角度提出了积极看法。他

认为，东伦敦大学作为非洲领导人的摇篮，可以像一名编舞教练

一样发挥重要作用，教狮子（非洲）和龙（中国）如何优美和谐

地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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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讨会由东伦敦大学国家、市场和人研究中心主办；学

者和学生以及英国的中国商界领袖在此汇聚一堂。其参会人员包

括了英国粤商会主席鲁展雨先生、英国中华工商联合会副主席

Andy Tam 先生、THT 贸易有限公司董事兼中铁物流英国有限公司

创始人区剑华博士、英国深圳商会主席邱帆先生等。会议结束时，

国家、市场和人研究中心主任 Vassilis K. Fouskas 教授和东伦

敦大学法商学部商学院Sunitha Narendran 教授与黄庆安教授一

起参加了与学生的后续交流会议。

Fouskas 教授提出：东伦敦大学国家、市场和人研究中心及

其包括博士生在内的研究人员即将启动了一个重点研究中国“一

带一路”倡议非洲层面的重大项目。该项目还包括对中国学者和

学生在博士阶段开展培训和其他知识交流活动方面的合作。东伦

敦大学有能力开展多方面的项目，是源于其专业知识领域的实力

以及扎根于非裔社区的众多人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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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外非洲研究院执行院长刘继森出席中国非洲研究院

成立大会暨中非合作与人文交流学术研讨会

4 月 9日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大会暨中非合作与人文交流学

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

贺信，对中国非洲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谢伏瞻主持成立大会，广外非洲研究院执行院长刘继森出席了本

次会议。

杨洁篪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

篪宣读了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杨洁篪说：“在 2018 年召开的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非双方一致决定，构建更加紧密的中

非命运共同体，实施中非合作‘八大行动’。设立中国非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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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是其中人文交流行动的重要举措。希望中国非洲研究院汇聚中

非学术智库资源，增进中非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中非和中非

同其他各方的合作集思广益、建言献策，为促进中非关系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还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

的大陆，双方人民友谊源远流长。新形势下，中非深化传统友谊、

密切交流合作、促进文明互鉴，不仅造福中非人民，而且将为世

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大会主会场

当天，51 个非洲国家及非盟驻华使节，中国和莫桑比克、

南非等 40 个非洲国家学术机构、智库、政府部门的代表及媒体

人士 350 多人共同见证了中国非洲研究院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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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盟人力资源与科技委员安杨（女）发言

非盟人力资源与科技委员安杨女士在致辞中指出，加强同中

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是非盟实现其“2063 年愿景”的重要组成部

分，双方可以通过相互学习，加强互利合作。非洲人常说“独行

快，众行远”，中非双方可以利用现有的知识技术来应对共同的

挑战。通过夯实知识和科技基础，双方将在科学研究和发展方面

成为更好的合作伙伴。安杨说：“我们期待加强南南合作，希望

中国非洲研究院为非中学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通过培训为

（非洲国家）能力建设作出贡献。我们希望研究院能促进非中合

作，我们期待双方能共同加强信息共享和能力建设机制，加强人

文合作与交流。我们认为，非中双方应积极开展文化与人文合作。

我们期待学术交流取得成果，同时也期待着中非全新的伙伴关系

和相互间更深入的理解能够进一步促进双方的合作。”

莫桑比克前总统希萨诺认为，成立中国非洲研究院是进一步

巩固非中关系的全新举措，将有利于中非交流的持续和深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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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希望，中国非洲研究院能够成为双方加强人文交流的平

台，通过它，双方可以就包括经贸关系、互学互鉴、和平与安全

合作以及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等在内的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展开研讨。”

莫桑比克前总统希萨诺发言

杨洁篪、希萨诺、安杨为研究院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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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中国非洲研究院致力于加强中非学术研究，深化中

非文明互鉴，促进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中非共同建设“一

带一路”、共同打造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携手共筑更加

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刘继森出席会议

中非合作与人文交流学术研讨会分成四个环节进行了广泛

而深入的研讨。四个环节的主题分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非

经贸合作、中非文明互鉴与人文交流、中非安全合作和构建更加

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4 月 10 日上午举行了研讨会的闭幕式，中国社科院国际合

作局局长王镭主持，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塞内加尔地方行政

高级委员会副主席萨瓦内作了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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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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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罗安达-本戈经济特区投资论坛

在广州成功举行

4月13日，安哥拉罗安达-本戈经济特区投资论坛（ANGOLA

INVESTMENT FORUM FOR THE LUANDA-BENGO SPECIAL ECONOMIC

ZONE）在广州阳光酒店成功举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

执行院长刘继森出席了本次论坛。

刘继森出席论坛

安哥拉驻华大使致欢迎辞，欧洲知识产权联盟行政官介绍了

安哥拉投资环境与政策，罗安达-本戈经济特区首席执行官介绍

了特区的情况，重点介绍了特区优先发展领域、投资政策等。论

坛期间还播放了安哥拉海外投资短片。在B2B环节，中国企业家

提问非常踊跃，赴非投资热情高涨。

论坛开始前，安哥拉驻华大使和安哥拉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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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贵宾厅会见了广东省委外办非洲处处长蒋振钦和非洲研究

院执行院长刘继森。

安哥拉驻华大使（左四）会见广东省委外办非洲处处长蒋振钦（左三）

刘继森与朱玉清出席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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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森与何家康在论坛现场

非洲研究院战略合作伙伴，华迅商务副总经理朱玉清、EVK

汽车文化俱乐部理事长何家康也一同参加了本届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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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飞博士受邀参加第三届国际关系研究青年学者论坛

2019年4月20日，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三届国际关系研究青

年学者论坛在南京大学举行，中国社科院、国际关系学院、复旦

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众

多科研机构和高校专家学者参会。我院专职研究员计飞博士参会

并获邀进行了专题发言。

此次会议由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和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

心共同主办，会议主题为“百年国关与中国”，计飞博士在“大

国竞争中的国际秩序”单元讨论环节进行了题为“日本参与‘一

带一路’倡议的策略选择和经济效应分析”的小组发言。

计飞博士就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第三方合作等议题

同包括《外交评论》执行主编陈志瑞教授在内的众多专家学者进

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取得了良好的与会效果。

计飞博士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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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飞博士同陈志瑞教授（左）合影留念

与会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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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能力提升行动，广州汽修零配件行业积极响应

2018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了

“八大行动”，其中能力提升行动我认为对非洲国家来说尤其重

要。援助的资金总有用完的那一天，钱用完了，能力还是没有得

到提升，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还是迟缓的。西方国家对非殖民几

百年，非洲没有发展起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关注非洲人力资

源的能力提升。

众所周知，广州是全球汽车零配件和用品的集散地，非洲是

二手车的大卖场。由于非洲大部分国家道路状况欠佳，车辆出问

题已是家常便饭。如何弥合汽车零配件供求的巨大鸿沟呢？下面

是我近几个月的调查体会。

首先，我通过一个认识多年的律师朋友肖吾松的引荐，找到

了广州EVK汽车文化俱乐部。EVK俱乐部是经广东省民政厅批准，

成立于2016年7月，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行业社会团体。

自成立以来，EVK俱乐部已成功举办过多届“永福商圈音乐酒会”、

“永福国际汽车文化节”、“国际汽车漂移大赛”、“EVK早茶

汇”等活动，在汽车后市场具有广泛知名度。找到EVK基本上可

以摸到汽车零配件市场跳动的脉搏。

为了深入了解这个陌生的行业，我应邀参加了EVK俱乐部第

52期、第54期和第59期早期会，在早茶会上听汽车后市场行业大

咖们分享他们的经历与感悟，慢慢对这个市场的复杂与不易有了

一个初步的了解。与此同时，我还以“感知非洲”和“中非合作

黄金十年”为题向俱乐部的新朋友分享了自己对开拓非洲市场的

认知和体会，逐渐拉进了与这批新朋友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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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何家康（中）

参加第52期早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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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气很旺啊！

第54期早茶会海报

第59期早茶会会场-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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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K俱乐部理事长何家康是一个有志向的年轻人，自己的生

意交给夫人打理，全身心地投入到EVK汽车文化俱乐部的运营管

理上。用他自己的话说，为EVK烧了不少钱，但他无怨无悔。每

周三的早茶会自从开启以来，到现在已经突破60期了，足可见何

理事长的坚持与付出。

与何家康参加安哥拉论坛

另一个80后程道喜也是了不得，他是世杰铭车的总裁，从事

汽车维修这一行已经超过10年。当年自己只身一人勇闯广州，十

年磨一剑，现在在汽车维修行业已占有一席之地，专门为同行解

决疑难杂症。他发起召开汽车维修技术峰会，应者云集，500多

技师到会，现场座无虚席。在东北、东南、西南、西北等区域设

立世杰铭车的运营中心，今年将完成在全国中心城市的战略布

局。

就这样他还是不满足，希望在非洲研究院的支持下，将世杰

铭车的技术转移到非洲国家，为非洲国家培养更多的汽车维修技

师。经过分析，我认为通过维修技术转移带动汽车零配件和用品

贸易这条路是可行的，况且他已经赴非洲若干国家考察过，也有

非洲国家的维修技师来公司参加过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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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世杰铭车总部开业盛典

世杰铭车前台

世杰铭车VIP接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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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响维修实训室

编程器维修实训室

说干就干！我将世杰铭车的理念与培训重点模块告诉我出访

过的七个非洲国家，得到了非常积极的反应。肯尼亚瑞拉大学商

学院院长KINOTI教授亲自实践，寻找场地，设计方案，现在是万

事俱备，只等落地了。尼日利亚驻广州总领事馆高度重视，专门

安排两位领事赴世杰铭车考察。坦桑尼亚广州商会会长约翰先生

也是闻风而动，不顾刚刚回到中国的长途旅程的劳累，专门从广

州非常靠南的祈福新邨横穿整个广州来世杰铭车实地考察。他们

都认为这是非洲国家的刚需，有非常好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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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考察世杰铭车

紧紧拉着你的手，我们就是好朋友

彰显实力的世杰铭车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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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你来了

我想，有何家康和程道喜这样敢想敢干的年轻人，用不了很

久，EVK和世杰铭车的小红旗就会插在非洲国家的地图上。当更

多的小红旗插遍非洲大地的时候，我们再来分享这两位年轻人奋

斗成功的喜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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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特约研究员郑腊香参加“中国非洲研究 70 年：

回顾与展望”研讨会

5月10日至12日，由中国亚非学会主办，湘潭大学法学院、

湘潭大学非洲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承办的以“中国非洲研究70

年：回顾与展望”为主题的2019年中国亚非学会学术研讨会在湖

南省湘潭大学举行。来自国内各非洲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对非外

交界的领导、国内重要刊物和出版社的编审、中非商界代表参加

了本次研讨会。

主题报告会后，与会代表就“中国非洲研究宏观回顾与展

望”、“中国非洲政治、国际关系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非

洲安全、区域治理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非洲经贸、产能合

作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非洲法律、历史文化研究回顾与展

望”5个专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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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腊香以“中欧非三方合作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为主题，介

绍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欧非合作的重要性。对于中欧非三方

关系的国内外研究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欧盟对非战略从

强调贸易和发展转向突出安全、人权、气候变化等领域；第二，

中非合作逐渐增多、增宽，中国对非援助不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第三，中欧非三方合作存在战略分歧和利益冲突等问题。目前已

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学理层面的解释为主，很少能够从中欧非内

部因素相互影响的视角，结合“一带一路”的新局势分析中欧非

合作的现实问题。最后郑腊香展开了对中欧非三方合作研究的进

一步展望。首先通过对中欧非之间“南北合作”、“南南合作”

的分析，以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新型国家关系模式问

题为基础，推动三方合作理论的研究。其次，在深入调研实证分

析的基础上，提出因果解释及可操作性政策建议，为政府决策提

供智力支持。最后，发挥欧盟在绿色发展方面的优势，促使三方

协同治理，创新全球治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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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腊香还介绍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以及由广外

非洲研究院等单位发起建立的“一带一路”非洲研究联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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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研究院与尼日利亚中国投资促进会

签署战略合作

6月12日下午，尼日利亚中国投资促进会会长刘长安先生到

访广州世杰铭车技术有限公司，洽谈对尼日利亚汽车维修技术转

移带动广州汽车零配件和用品贸易事宜。非洲研究院执行院长刘

继森、世杰铭车董事长程道喜、EVK汽车文化俱乐部理事长何家

康、一马传媒总经理刘福强以及与汽车后市场相关的企业家代表

参加了会谈。会议期间，非洲研究院与尼日利亚中国投资促进会

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会上，刘继森介绍广外非洲研究院的发展历史及科研方向，

他表示，双方本着“紧密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科学发展”

的原则，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推动中国（广东）外向型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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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转型升级、创新驱动产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升、企业“走

出去”战略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人才培养等领域开展合

作，既可以促进中国（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也可以增强非洲研

究院和中投发展促进会的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功能，实现合作“双

赢”。

刘长安对广外非洲研究院积极筹备合作事宜表示感谢，他表

示，中投发展促进会在尼日利亚深耕多年，秉持服务社会、与时

并进的宗旨，在维护尼日利亚华人利益、推动国内外商贸、教育、

文化与社区发展各个方面，扮演着积极和重要的角色。他说，广

外非洲研究院对广东的省情、各地市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求比较

了解，双方具有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合作条件，期待双方的

合作能结出丰硕的成果。

本次合作将以中国（广东）经济发展为契机，全面发挥中投

发展促进会服务企业多和国际合作网络广，以及非洲研究院科学

研究、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的功能，联合打造中国（广东）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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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战略发展合作平台。

中投发展促进会成立于2017年，由十几位扎根投资尼日利亚

十几年的企业家代表发起。目的是搭建中国和尼日利亚高层交流

桥梁，促进中尼深度融合，为愿意长期在尼发展并致力于推动尼

国工业化的企业家服务。

中投发展促进会下设秘书处和中投发展俱乐部、中投发展情

报中心、华非传媒通讯社等常设机构，定期举办中投发展论坛，

组织召开中投发展年会，出版《西非华文报》；与中国非洲研究

院、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尼政府高层建立了紧密联系，通过

中投发展俱乐部与不同机构和个人保持密切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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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研究院、国际经贸研究中心与佛山企业家双边交

流座谈会在广州大学城成功举办

2019年6月26日上午，非洲研究院、国际经贸研究中心与佛

山企业家双边交流座谈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校区校办公楼

第三会议室举行。本次座谈会主要议题为“多方合作，共同挺进

非洲”。参会人员包括广州、佛山地区的企业高管，以及广外非

洲研究院、国际经贸研究中心研究员等。会议由国际经贸研究中

心主任兼非洲研究院执行院长刘继森主持。

会议现场

会议伊始，刘继森院长致辞并代表学校向莅临广外的各位企

业家表示热烈欢迎，代表中心欢迎各位企业家多指导、多建言。

会议第二阶段是刘继森院长代表非洲研究院为佛山市含德

陶瓷公司董事长兼佛山市陶柏汇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士华先

生颁发非洲研究院荣誉副院长聘书，并寄言沈士华副院长多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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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研究院筹谋划策，融通校企两方，促进更多的合作。沈士华副

院长在发表获聘感言时亦雄心壮志，表示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

望，并努力做好校企沟通联合的“搬砖人”。

刘继森致辞

刘继森为沈士华颁发非洲研究院荣誉副院长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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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士华发表获聘感言

会议第三阶段是刘继森院长分享其对于“中非合作黄金十

年”的看法。刘继森认为，非洲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在客观

条件看来，在资源优势方面，它具有人口红利；在土地资源方面，

非洲广阔土地达3300多万平方公里；加之非洲内部国家联合自

强，将促进非洲一体化进程。其次，在政策条件看来，我国对非

洲的重视程度是日益加深的；我国外交部长每年新年第一访必去

非洲，习近平主席已有四次踏上非洲广阔辽远的土地。刘继森认

为，企业应当看准时机并且把握先机，重视非洲未来的黄金十年。

接着，刘继森从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利益所在提醒企业家在挺进非

洲市场时应注重“员工本地化问题”、“安保问题”等；从非洲

急需解决的问题着手提示企业家在寻求商机的同时注重靠拢“中

非合作八大行动”，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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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刘继

森为在座的企业家介绍了非洲研究院及国际经贸研究中心的研

究领域，及其在企业挺进非洲的过程中可以发挥的作用，帮助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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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国际合作、科学研究等方面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并希望能通过多次的校企交流促进更多的合作。

刘继森分享“中非合作黄金十年”

会议第四阶段是由盈科外服合伙人周思含女士进行投资经

验分享。周思含通过讲述其自身处理的个案情况以及多数企业对

非洲感兴趣方面的情况了解，分享其对企业在对非洲进行投资的

过程中应当遇到或即将遇到的问题的解决思路与看法，并提供一

些有效的解决途径。

会议第五阶段是交流互动环节。在莅临的企业家与专家学者

一一进行自我介绍后，会场立即进入了头脑风暴、集思广益的热

烈氛围。现场嘉宾畅所欲言，兴致高昂，会场气氛鼎盛。最后，

刘继森进行了总结发言。他表示，校企双方互动交流，在时间上

说已是难能可贵；今天的交流超出了会议效果的预期；他希望后

续能够多组织校企间的互动交流，加深彼此认识，在挺进非洲的

过程中互助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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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含分享投资经验

附：特别鸣谢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佛山市陶瓷学会

昊晟企业第二营销中心

中国银河证券佛山南海桂澜北路营业部

《陶城报》

佛山盛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含德陶瓷公司

佛山市陶柏汇陶瓷有限公司

广东新农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洲集团

宏宇集团

盈科外服

有马电商

广州致知教育集团对外汉语国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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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智库之声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需要更多惠及非洲国家民生

中非合作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写进了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北京宣言》，何为命运共同体？何为更加紧

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如何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这些都是未来在中非合作中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

一、对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理解

1.发展道路共商

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非洲国

家向中国学习借鉴的积极性很高，但不能照抄照搬，必须结合各

国国情，选择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中非双

方可以相互讨论，相互帮助。

2.发展责任共担

中非合作不是中非哪一方的责任，而需要中非双方共同努

力。中国承诺过的对非援助和投入，都已经兑现和正在推进，体

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非洲也必须联合自强，把自己的事

情办好，体现出非洲发展的内生动力。

3.发展成果共享

中非合作，帮助对方也是帮助自己，共享合作带来的成果。

中国将“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2063可持续发展规划》对接，

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共享发展带来的好处。

二、对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理解

1.非洲的发展要有充分的事实证明中国和非洲各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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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中国在非洲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非洲国家自身负责运

营管理，蒙内铁路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从火车司机到乘务员，中

国为蒙内铁路培训了近3000人的运营队伍。

2.中非合作要更多下沉惠及到普通老百姓的民生工程

非洲目前最大的民生，一是吃饭，二是看病，三是治安。

3.关注中非合作的可持续性，久久为功

非洲民生才是需要中非合作持续发力的重点。

三、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路径

1.了解非洲国家的真实需求

目前对非研究的数据分散，有些数据还是空白。有鉴于此，

中非智库合作空间巨大，可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弥补非洲数据信

息短缺。

2.设计可以共赢的商业模式

比如双向贸易，中国既可以向非洲国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

商品；也可向非洲国家进口其优质农产品，比如塞内加尔的花生、

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咖啡、乌干达的芝麻等。

3.搭建链接惠及非洲百姓民生的项目平台

非洲的民生项目要有一个权威发布平台，这个平台可由中非

合作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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