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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邵珍

中国之邀， 应者云集。

扩大进口非洲商品特别是非资源类产品， 支持非

洲国家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免除非洲最不发达

国家参展费用……今年9月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上， 中国向远道而来的非洲朋友再次发出邀请， 并以

一系列务实举措欢迎他们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

两个月后， 旧友新朋如约而至。

连日来， 在琳琅满目 、 精彩纷呈的进博会国家

展中， 来自非洲国家的展馆成为亮眼的存在 。 香气

馥郁的埃塞俄比亚咖啡、 口感醇厚的加纳可可 、 入

口顺滑的南非国宝茶……在非洲这片广袤无垠的土

地上孕育出的独特物产 ， 吸引着参观者纷纷驻足

品赏 。

近年来， 中非贸易合作发展迅速 。 目前 ， 中国

已经连续九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 2017年

中非贸易额实现两位数增长 ， 达到了1700亿美元 。

对于此次进博会， 来自非洲的参展国个个有备而来，

心怀期待———“希望借进博会东风， 让本国的咖啡走

进更多中国百姓家” “进博会是一个绝好平台 ， 可

以让我们在中国找到合作伙伴 ， 并让我们的产品走

进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 “我们希望借助进博会加

大出口的同时， 也能学习中国经验 ， 提升加工制造

能力” ……

“四叶草” 内， 一幅幅开放合作的画卷正徐徐展

开。 新时代， 中非合作之手必将相握更紧。

非洲参展国：“进博会是绝好平台”

“冻龄茶”明年引入中国
南非国家馆———

一踏入南非国家馆，人们仿佛就

能闻到来自非洲大陆的热情气息。相

比于其他国家馆的通透、开放，南非

馆布局十分紧凑，来自南非各地的明

星企业纷纷拿出了自己的得意产品，

吸引专业观众们的注意。

记者发现，其中一个展台人气特

别高。“这是用什么植物做的？”“在哪

里能买到？ ”来自交易团的各路买手

将一个卖茶叶的展台团团围住，不停

抛出各类问题。 原来，有着“彩虹之

国 ”美誉的南非 ，除了钻石 、黄金之

外，还有一样在南非人心里能与之并

驾齐驱的珍品———南非国宝茶。

据介绍， 这款南非国宝茶不含

任何咖啡因和草酸， 却有镇静中枢

神经系统的神奇效果， 十分适合有

过敏、 头痛、 睡眠失常等症状的人

群饮用。 此外， 它的抗氧化能力是

普通绿茶的五倍， 因而也有了 “冻

龄茶” 的美称， 十分受到女性消费

群体的青睐。

南非国宝茶的原料来源于一种

南非特有的灌木 ， 经过发酵之后 ，

将其切碎制成茶袋。 本身就有饮茶

习惯的中国人对于这款南非国宝茶

的接受度很高， 它的口感近似于红

茶， 入口柔和顺滑。 据了解， 目前，

这款南非国宝茶还处于手续办理阶

段， 预计明年将与中国消费者见面。

届时， 人们只要登录各大电商平台，

就可直接购买。

■本报记者 祝越

茶香自东非高原上飘来
肯尼亚国家馆———

用金属框架支起简易的大棚 ，

天蓝色的阳光板吊顶象征着蓝天 ；

地上用植物模型模拟各种动物， 象

征肯尼亚丰饶的草原———简约的设

计理念， 突出了肯尼亚的热带风情，

让参观者的目光更聚焦在肯尼亚宣

传片所展示的内容上： 阳光下的城

市与浪漫岛屿 、 发达的工业之旅 、

非洲草原上的鲜花王国、 著名的国

家公园。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肯

尼亚渴望将其优质的茶和咖啡引入

中国市场。 受几千年茶文化熏陶的

中国人喜茶世人皆知， 但很多人可

能还没意识到， 来自数千公里外东

非高原的肯尼亚的茶香已悄然飘来。

肯尼亚官方提供的数据显示， 肯尼

亚如今每年有400万至500万公斤的

茶叶向中国出口。 不过， 作为非洲

最大的茶叶生产和出口国， 这一数

值与其每年动辄数十万吨的茶叶产

量相比， 远不能令肯尼亚出口商们

满足， 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更是肯

尼亚普通茶农的期盼。

凯迈尔国际贸易投资公司常务

董事任华德是土生土长的肯尼亚人。

此次进博会上， 他与肯尼亚最大茶

叶品牌Ketepa谈成了进口的初步意

向。 他认为，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为优质的肯尼亚茶提供了一个

展示良机，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其在

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

稻草顶棚下品一杯咖啡
埃塞俄比亚国家馆———

稻草建成的顶棚， 配搭上泥黄

色墙面， 埃塞俄比亚国家馆的设计

精准还原了这个有着 “非洲屋脊 ”

之称国家的真实面貌。 一旁的互动

区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看， 这

是馆内专为咖啡开辟出的介绍区 。

肤色黝黑的埃塞俄比亚姑娘穿着一

身明亮的黄色连衣裙兴奋地为观众

们倒上咖啡， 热情邀请人们品尝这

份来自家乡的美味。

人们最初认识这个来自非洲东

北部的国家还要感谢 “耶加雪菲”。

这一拥有独特花香、 果香的咖啡品

种， 在年轻群体中十分走俏。 埃塞

俄比亚代表团的比斯莱特告诉记

者， 咖啡是埃塞俄比亚人生活里必

不可少的一部分。 据传， 埃塞俄比

亚是如今风靡世界的重要饮品咖

啡的原生地 。 如今 ， 埃塞俄比亚

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直接或间接

参与咖啡生产 ， 是非洲最大的咖

啡生产国之一 。

在埃塞俄比亚人的生活里， 咖

啡代表着一种特殊文化， 品尝这种

美味需要配合特定的仪式感。 每天

清晨， 埃塞俄比亚人都会亲自煮上

一壶咖啡 ， 在馥郁的咖啡香气中 ，

人们获得了一整天学习与工作的动

力。 “我们常常一边与家人谈心聊

天， 一边喝咖啡。” 比斯莱特说。

可可在此呈现各种可能
加纳国家馆———

在西非国家中， 以农业为主的

加纳经济较为发达。 黄金、 可可和

木材三大传统出口产品是加纳的经

济支柱。

加纳国家馆工作人员摩西·阿托

布拉曾在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时展示

过加纳的可可。 这次进博会上， 他

让观众尝试加纳的新产品———可可

味的沐浴露。 阿托布拉说， 加纳有

不少可可加工企业， 都希望借助进

博会平台， 向中国消费者展示自己

最好的产品。

可可蛋糕和可可粉是这几天达

成意向的大户。 尼什可可是一家可

可加工企业， 位于加纳首都阿克拉

以东 25 公里的特马自由贸易区内。

公司质检经理弗朗西斯·坎加在展馆

内让观众试吃公司的产品 ， 他说 ：

“公司目前主要的出口目的地是瑞

士 、 德国 、 荷兰等欧洲国家 。 中

国市场正在强势崛起 ， 具有良好

的前景 。”

随着中国市场近年来对蛋糕和

可可粉的需求量大量增长， 尼什可

可公司未来不久也会接到更多来自

中国的订单。 “对中国的发货量正

在增加。” 坎加相信中国最终会成为

公司商品出口的一大市场， “尼什

可可公司一直希望在中国设立分公

司， 使公司的产品更贴近中国消费

者， 而进博会正是实现这一想法的

大好机会。”

肯尼亚是非洲狮、非洲象、犀牛、非洲豹和非洲水牛的故乡，来

到肯尼亚国家馆就像置身在国家公园之中。 这里的商品货架设计

在树木上，上面摆放着咖啡、茶叶、坚果、鲜花、蜂蜜、香料、纺织、宝

石等特色展品。

埃塞俄比亚可能是在中国知晓度较低的非洲国家之一， 但若

提起 “耶加雪菲”， 人们的脑海里就会立刻跳出一幅清香果园的

画面。 在传统的非洲建筑里品一杯咖啡， 享受埃塞俄比亚式的闲

适自在， 这个非洲国家的形象一下子便立体起来。

■本报记者 王嘉旖

走进加纳国家馆就像走进了一个大集会———黑星广场的设计

元素就在门口醒目位置；七个平行排列的竹条编成了建筑顶部；多

个加纳特产在一个个分隔的“杂物店”内，观众可以品尝加纳的可

可，试用椰子油……

■本报记者 祝越

地处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南非拥有举世闻名的黄金、 钻石矿

藏。 在南非国家馆， 人们还惊喜地看到了它的别样风采———香气

馥郁、 入口顺滑的南非国宝茶在南非人心目中丝毫不逊于黄金和

钻石， 这是他们引以为豪的 “南非三宝”。

■本报记者 王嘉旖

花生系列产品吸引眼球
塞内加尔国家馆———

我们平时吃的花生来源地是哪

儿？ 很可能是塞内加尔。 经过五年时

间，塞内加尔从对华几乎零出口变为

了中国最大的花生进口来源国。

塞内加尔出口促进署隶属贸易

部，负责支持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也是塞内加尔贸易部指定的负责筹备

政府及企业参展进博会事宜的机构。

塞内加尔出口促进署署长马利克·迪

奥普表示，进博会是一场特别的盛会，

为包括塞内加尔企业在内的世界各国

企业搭建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平台。

塞内加尔国家馆内，花生类产品

仍是大部分观众关注的焦点，花生放

在手工编织的盘子内，花生油、花生

壳都成为花生的衍生产品。 马利克·

迪奥普说，塞内加尔国家馆旨在向公

众推介该国极具发展潜力的产业和

特色产品。 作为第一个和中国签署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西非国家，塞

内加尔对进博会高度重视，希望借此

契机促进国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塞内加尔人经常前往上海、广

州， 非常了解中国的东部和东南部。

我们还会研究如何在贸易、旅游等方

面加强合作。 ”马利克·迪奥普说，塞

内加尔正积极推动振兴计划，是非洲

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此次进博

会是塞内加尔扩大对华出口，增强两

国经贸合作的良好契机。

渔业、花生、磷酸盐和旅游是塞内加尔四大创汇产业。 塞内加

尔国家馆内处处体现中国与塞内加尔的紧密合作： 夜幕下中国援

建的迪亚姆尼亚久儿童医院灯火通明， 建设中的迪亚姆尼亚久开

发区让当地人看到了振兴经济的希望……

■本报记者 祝越

寄望“阿迪莱”更受青睐
尼日利亚国家馆———

尼日利亚自然资源丰富， 已探

明具有商业开采价值的矿产资源包

括天然气、 煤、 矾土、 钽铁矿、 黄

金、 铁矿石、 石灰石、 锡、 铌、 石

墨和锌等 30 多种。

翱翔天际的非洲雄鹰———尼日

利亚国家馆白绿相间的展台在进博

会国家展展区特别引人注目。 尼日

利亚工业、 贸易与投资部常务秘书

桑迪·阿克潘亲临现场， 推介尼日利

亚农业、 矿业、 房地产、 油气和金

融业等优势投资项目。

桑迪·阿克潘说， 中尼合作潜力

巨大 ， 尼日利亚希望从进博会及

“一带一路” 倡议中获益： “进博会

让各国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以尼日

利亚为例， 我们有很多方面需要同

中国加强合作取得发展， 在基础设

施建设 、 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 ，

双方都有巨大的合作空间。”

尼日利亚国家馆外， 一套带有

特殊图案的灰色服装 “阿迪莱” 受到

不少采购商关注。 此次进博会上， 尼

日利亚有多家从事纺织品、 饰品和旅

游产品生产的企业参展。 首次到访中

国的尼日利亚商人马丁斯·奥兰莱乌

阿朱介绍： “与尼日利亚出口最多的

石油、 可可和芝麻等产品相比， ‘阿

迪莱’ 更能体现尼日利亚的传统文

化， 能够让中国和世界更多地了解尼

日利亚。”

奥兰莱乌阿朱坦言： “我并不

奢望第一次参加进博会就能签很多

订单、 做很多生意。 我希望的是能

与中国同行建立联系、 寻找合作商

机。 中国人口众多、 市场潜力巨大，

我坚信 ‘阿迪莱’ 今后能成为尼日

利亚出口中国的拳头产品。”

尼日利亚国家馆不仅带来了紫水晶、铜矿石等矿产，还带来了

起源于西南部阿贝奥库塔地区的一种传统服饰———“阿迪莱”。 “阿

迪莱”漂染工艺已有百余年历史，因其颜色鲜艳、图案精巧而深受

西非地区人民的欢迎。

■本报记者 祝越

本版照片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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