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 牙买加

是一个以速度闻名的国家。 在2008年

北京奥运会上，牙买加 “飞人 ”博尔特

以9秒58的成绩打破男子100米世界

纪录 。随后 ，他又以19秒30的惊人成

绩打破男子200米世界纪录 ， 完成了

在一届奥运会上包揽100米 、200米金

牌并同时打破两项世界纪录的伟绩。

除了盛产体育健将，在去年11月举

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出口博览会上，牙

买加丰富的美食和优美的环境，也给中

国消费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今年， 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亲自

带队参加第二届进博会。 作为主宾国

的牙买加， 显然对今年的盛会有着更

高的期待。

传统 “田径强国 ”端来
高质量海鲜

牙买加位于加勒比海西北部 ，东

隔牙买加海峡与海地相望， 北距古巴

约145公里。1972年11月21日， 中国与

牙买加建立外交关系 。2005年2月 ，两

国建立 “共同发展的友好伙伴关系”。

近年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发展顺利，

高层往来不断， 在国际事务中保持良

好配合。

中国与牙买加在“一带一路”建设

框架下合作进展顺利，前景广阔。牙买

加是世界第四大铝矾土生产国，中国是

全球最大铝产品消费国之一，双方合作

互利双赢，符合两国共同利益。

在经贸合作方面， 中国是牙买加

第三大贸易伙伴， 去年两国贸易总额

达到6.60亿美元。同时，牙买加也是中

国在加勒比地区英语国家中最大的贸

易伙伴。 中企投资在当地创造了近万

个就业岗位， 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广

泛好评。

在人文交流方面， 体育领域交流

是中牙“一带一路 ”建设 、实现民心相

通的重要部分。从2005年开始，中国已

累计向牙买加提供2000多个短期培训

和政府奖学金名额； 而牙买加作为世

界田径强国， 也为中国培训了多名田

径教练和运动员。

值得一提的是， 中牙两国近年来

在发展海洋经济方面的合作也成为新

亮点。牙买加有丰富的渔业资源，而中

国有先进的远洋捕捞技术和装备 ，同

时坐拥庞大的消费市场。 中牙两国政

府正在进一步磋商， 计划将更多牙买

加高质量海鲜产品送入中国市场 ，端

上中国家庭的餐桌。

牙买加的“中国速度”，

让蓝山咖啡“香飘天下”

从经济结构看 ，旅游业 、矿业 、农

业和新兴的信息技术服务业是牙买加

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目前，以旅游业为

核心的服务业收入占牙买加国内生产

总值（GDP）的60％以上。

近年来， 中牙两国经贸关系增长

较快。有统计显示 ，十多年前 ，中牙两

国贸易额不足三亿美元；2018年，中牙

贸易额超过六亿美元，增长了一倍多。

中国主要向牙买加出口纺织品、服装、

食品、化学品 、轻工产品和机电产品 ，

从牙买加进口铝矾土、氧化铝等。

牙买加铝矾土资源丰富， 是世界

第四大铝矾土生产国 。2005年6月 ，中

国五矿集团和牙买加国家发展部签署

联合开发牙买加铝矾土资源等项目的

协议书。

横亘在牙买加岛中东部的蓝山山

脉最高峰海拔2256米， 是加勒比地区

最高峰，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蓝山拥

有肥沃的火山灰土壤，空气清新，气候

湿润，终年多雾多雨，这一气候条件培

育了享誉全球的蓝山咖啡， 在世界市

场上供不应求。2011年3月， 牙买加农

业和渔业部准许蓝山咖啡出口中国。

虽然蓝山咖啡大名鼎鼎， 但因其

生长在蓝山上， 客观地理条件增加了

向外运输的难度———从南到北直线距

离不到70公里，却因盘绕山路，运输往

往需要耗费三个小时。

为消除这一天然屏障而修建一条

横跨蓝山的公路，是牙买加人的梦想。

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 牙买加先后进

行了五次可行性调研， 但都因施工难

度较大或成本太高等原因不了了之。

2013年， 中国港湾公司全额投资

七亿多美元， 仅用三年时间就为当地

铺设了一条联通南北的高速公路 。公

路贯通之时， 牙买加举国欢庆，“中国

速度” 让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变为现

实。 这条南北高速路也是牙买加迄今

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

牙买加南北高速路监控中心班长

雅尼克曾说，在这条高速路开通前，她

居住的地区几乎没什么就业机会 。为

了工作，她每天凌晨四点就要起床，赶

到首都金斯敦上班，而高速路开通后，

周边发展很快， 她如今上班的地方离

家仅15分钟路程。她满怀感激地说，高

速公路的开辟， 给牙买加民众带来了

更多机会。

互利合作共建“一带一
路”，释放更多“进博红利”

今年4月11日，中牙两国政府共同

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牙买加

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

录》。根据这一备忘录，双方将在共商、

共建、共享的原则指导下，尊重彼此利

益和重大关切，深化互信和互利合作，

在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

金融通、民心相通、能力建设等领域开

展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牙买加是最早表达参与 “一带一

路”合作意愿的加勒比国家之一。而双

方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 ”谅解备忘录 ，

也将开辟两国友好关系新时代。

可以预见，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在牙买加进一步走深 、走实 ，大

量中国投资将为牙买加带来更多融

资、知识 、技术转让 、就业以及进入中

国广阔市场和联通世界市场等诸多利

好。相信在中牙共同努力下 ，共建 “一

带一路”一定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牙买加：“飞人”故乡借力“中国速度”终圆“高速梦”
江时学 （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上海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

这里是牙买加———世界短跑名将博尔特的故乡，

一个名副其实的体育强国， 田径运动尤其是短跑项目

极为出色。

这里盛产铝矾土， 享有 “加勒比铝矾土之国” 美

誉； 这里出产的优质咖啡， 与巴西咖啡、 哥伦比亚咖

啡齐名， 被视为全球味道最好的咖啡之一……

今年是中国与牙买加建交 47 周年 。 近五十年

来， 中牙两国关系不断发展， 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

硕， 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 今年 11月 4日， 习近平

主席在上海会见专程来华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开幕式及相关活动的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 两国

领导人同意将两国共同发展的友好伙伴关系提升为战

略伙伴关系。

对牙买加来说 ， 以主宾国身份参加第二届进博

会 ， 必将进一步激发对华出口 ， 有助于实现牙买加

“宜居、 宜工、 宜家、 宜商” 的发展目标。

第二届进博会牙买加国家馆，

主 题 开 门 见 山 ———Do Business

Jamaica （和牙买加做生意）。 牙买

加是加勒比海地区第一大海运中

转港， 其展台通过绿色和黄色的

组合， 呈现出和牙买加国旗一般

的动感和活泼。

除了 “飞人 ” 博尔特 ， 牙买

加最出名的 ， 当属蓝山咖啡 。 在

牙买加国家馆中 ， 坐在有顶棚的

茅草屋咖啡馆吧台边喝一杯蓝山

咖啡 ， 体验浓浓的 “加勒比风

情 ”。 蓝山咖啡不仅口味浓郁香

醇， 而且咖啡的甘 、 酸 、 苦三味

搭配完美 ， 仅有适度酸味 、 不具

苦味。 蓝山咖啡的咖啡因含量较

低， 不到其他咖啡的一半 ， 更符

合现代人的健康理念。

此外， 牙买加还盛产高烈度的

朗姆酒， 酒精含量通常在 42-70度

之间。 制糖剩余的黏稠糖浆在微

生物的作用下进行发酵 ， 使得朗

姆酒有着自然而浓郁的芳香。

“蓝色经济 ” 将是牙买加未

来发展的重心之一 。 牙买加拥有

丰富的渔业资源 ， 200 海里专属

经济带管辖海域面积达 8.9 万平

方海里 ， 盛产金枪鱼和龙虾 。 这

次， 不少牙买加企业还带来了物

美价廉的龙虾 ， 可烧烤 、 腌制 、

烹煮， 适合多种加工方式 。 现场

试吃环节估计会吸引一大群同样

爱好美食的中国游客前往。

另据了解 ， 今年进博会上 ，

牙买加还将隆重推介其投资与营

商环境。

牙买加矿产资源丰

富， 铝矾土储量约 25亿

吨， 居世界第 4位。 其他矿藏包括钴、 铜、 铁、 铅、 锌和

石膏等， 森林面积达 26.5万公顷。

2018 年， 中牙双边贸易额 6.6 亿美元， 其中中方出

口 5.83 亿美元 ， 进口 0.76 亿美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6.8%、 12.88%和 100.04%。

浓浓“加勒比风”期待吹入中国市场 从蓝山咖啡到鲜美龙虾，

展台人气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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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买加是加勒比海中

面积仅次于古巴和海地岛

的第三大岛， 首都金斯敦

是牙买加政治、 工业和交

通中心， 也是世界第七大

天然深水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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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买加丰富的美食和优美的环境， 给中国消费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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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虾

▲蓝山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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