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毛完成自貿協定談判
中國與非洲國家首個自貿協定 審核文本後最終簽署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從中國商務部獲

悉，中國與毛里求斯於 2日結束中毛自由貿易協定談

判，這一協定是中國與非洲國家商簽的首個自貿協定，

下一步雙方將為最終簽署協定作好準備。據介紹，中國

是毛里求斯最大的貿易夥伴國和進口來源國，兩國貿易投資合作規模逐年上升，反映出中毛經

貿投資合作發展的勃勃生機。在基礎設施建設、金融合作以及文化交流等領域，中毛兩國合作

也取得了豐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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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中國商務部副部長高燕與毛里求斯共和國外交、地區一體
化和國際貿易部部長盧切米納賴杜共
同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與
毛里求斯共和國外交、地區一體化和
國際貿易部關於結束中國毛里求斯自
由貿易協定談判的諒解備忘錄》，宣
佈談判正式結束。
據了解，中毛自貿協定談判於
2017年12月正式啟動，它是中國與
非洲國家商簽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協
定。雙方經過四輪正式談判和多輪
會間磋商，最終於2018年8月30日
在北京就協定全部內容達成一攬子
協議。談判實現了「全面、高水
平、互惠」的目標，範圍涵蓋貨物
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經濟合作
等眾多領域。

為經貿提供制度性保障
專家指出，中毛自貿協定的達成

不僅將為深化中毛雙邊經貿關係提
供強有力的制度性保障，還將賦予
中非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以全新
的形式和內容，推動中國與非洲國

家形成更加緊密的利益共同體和命
運共同體，更好促進「一帶一路」
倡議對接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
商務部表示，下一步，雙方將開

始談判結果和文本的法律審核工
作，為最終簽署協定作好準備。
「毛里求斯地處『21世紀海上絲綢

之路』的自然延伸，具有獨特區位優
勢，在『一帶一路』框架下與中方開
展合作潛力巨大，前景廣闊。」中國
駐毛里求斯大使孫功誼日前在接受新
華社記者專訪時如是說。

兩國經濟戰略不謀而合
孫功誼表示，在國際局勢經歷深

刻變化、全球新挑戰不斷湧現的大
背景下，中毛兩國在各自創造經濟
奇跡的同時，雙邊關係始終保持健
康發展，雙邊高層互訪不斷。
在談到中毛兩國在「一帶一路」

框架下可開展的具體合作時，孫功
誼說，毛政府當前大力推進經濟振
興戰略，着力打造海洋經濟、信息
技術、航空和高端製造業等創新性
支柱產業，這與中國尋求轉變發展

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
力的大方向不謀而合。

毛里求斯在華人氣漸升
據孫功誼介紹，毛里求斯政府高

度重視並積極參與今次峰會籌備事
務，對有關成果文件提出了很多建
設性意見，這對在中非合作的大框
架下更有針對性地推動中毛合作不
斷深入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本次峰
會將為中毛雙邊合作轉型升級提供
歷史性機遇。
「當前，中毛合作結構正在悄然

發生變化：10年前，兩國開展多項
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合作，取得豐碩
成果，許多工程已成為毛里求斯地
標性建築；今天，中毛合作開啟嶄
新征程，金融、通信、旅遊等服務
業領域合作不斷加強。如今毛里求
斯在中國的『能見度』越來越高，
這裡獨特的自然風光、多元的社會
文化、穩定的社會秩序吸引了越來
越多的中國遊客、企業和投資者，
這為全面帶動兩國各領域合作開闢
了廣闊前景。」孫功誼說。

A2 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謝宗興

2018年9月4日（星期二）

20182018年年99月月44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18年9月4日（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訊 「中埃．泰達蘇伊士經貿合作區
是中埃兩國經貿關係的成功例證，它使兩國簽署的
各項合作協議得以落實。」埃及蘇伊士運河經濟區
副主席馬赫福茲．塔哈日前接受新華社專訪時說。
塔哈對泰達公司招商引資的成果表示讚賞。他

說，在經貿區的中國巨石埃及公司是傑出的玻璃纖
維製造商，是中國在埃及最大的生產項目，落戶經
貿區後一舉將埃及提升為世界主要的玻璃纖維生產
國和出口國。

中企為當地創逾2千職位
8月28日上午，塔哈出席了巨石埃及20萬噸級

玻璃纖維生產基地投產儀式。他說，巨石公司為埃
及當地人創造了2,000多個就業崗位，4年來向埃
及財政部門上繳稅費超過1,680萬美元，向埃及海
關上繳稅費3,350萬美元。「我們和中國投資商之
間是一種夥伴關係，經常碰面解決問題。巨石公司
在埃及的成功是這種合作模式的成果。」
塔哈說，中國在埃及不斷增加投資，讓兩國之
間達成的各項協議得以落實。「我們真誠歡迎中國
企業來埃及投資，埃及政府將提供全方位支持。」
他表示，埃及有許多投資方面的優勢，包括新的投
資法、友好的投資環境和大量熟練勞動力，是中國
企業在非洲、中東地區和阿拉伯國家中最佳選擇。

當中非合作插上「帶路」翅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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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埃蘇伊士經合區 佐證兩國合作成就

中非合作論壇
9月4日看點

全天

中非領導人圓桌會議：將通過《關於構建更
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的北京宣言》和
《 中 非 合 作 論 壇 — 北 京 行 動 計 劃
（2019-2021年）》

下午

記者會：習近平主席將同南非總統拉馬福
薩、新任論壇非方共同主席國領導人共同會
見記者，全面介紹北京峰會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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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前
往北京參加中非領導人與工商界代
表高層對話會暨第六屆中非企業家
大會南非標準銀行集團企業及投資
銀行首席執行官肯尼．菲拉（Ken-
ny Fihla）表示，中非合作對非洲意
義重大，中國是非洲實現發展的最
佳合作夥伴。
標銀集團是非洲以資產計算最大

的銀行，已有逾150年歷史，其總部
設在南非約翰內斯堡，業務遍佈20
個非洲國家。
在標銀集團工作十餘年的菲拉

說：「非洲確實蘊藏巨大發展機
遇，但也存在『瓶頸』。」非洲各
國面臨的當務之急，是盡快完善鐵
路、公路等交通基礎設施，讓各行
各業都從中受益。

中企開展基建 釋放非洲潛力
菲拉對中非基礎設施建設合作讚

不絕口，他特別表示，在「一帶一
路」倡議引領下，越來越多中企來
到非洲開展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這
有利於進一步釋放非洲經濟潛力，
加深非中合作關係。尤其是目前積
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非洲國
家經濟發展進步有目共睹，這將給
予更多國家信心。
在菲拉看來，中國是非洲實現進

一步發展的最佳合作夥伴。他分析
說，非洲人口年輕、城鎮化提升空
間大，而中國能提供成功發展經
驗、成熟專業技能和有效資金支
持，「所以我們很高興看到非中友
誼越來越牢固深入」。
「金融活，經濟活」，經濟發展
離不開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和服
務。隨着人民幣在非洲的使用，中
非金融合作亦加速推進。早在2008
年，標銀集團便與中國工商銀行建
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共同促進非
洲、中國與其他特定新興市場間貿
易和資金流動。

人幣結算日多 提高交易效率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對於中國和

非洲國家都非常重要。」菲拉表
示，非洲市場上許多消費類產品來
自中國，目前已經有一些非洲國家
央行計劃將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
菲拉介紹說，標銀集團正與中國工

商銀行攜手通過提供良好金融服務，
鼓勵其非洲客戶更多使用人民幣進行
交易。「目前來看結果是喜人的，客
戶對人民幣的接納程度不斷提升，得
到的反饋也非常正面積極。」
「隨着越來越多非洲客戶使用人

民幣，越來越多相關交易通過人民
幣進行結算。」菲拉說，這將有助
於降低交易成本、擴大交易範圍、
提高交易效率，「是我們非常樂見
的」。

■■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中國國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出席開幕式並發表主旨講話家主席習近平出席開幕式並發表主旨講話。。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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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一
帶一路」成為
53個非洲國家

提及頻率最高的詞彙之一。南非總統
拉馬福薩、乍得總統代比、吉布提總
統蓋萊、毛里塔尼亞總統阿齊茲、納
米比亞總統根哥布、尼日利亞總統布
哈里等非方領導人在致辭時表示，
「一帶一路」倡議很好地與非洲各國
相關經濟發展項目對接，非洲期待深
度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拉馬福薩
坦言，歡迎中國「一帶一路」倡議，
其有助降低中非貿易成本，提升中非
貿易額，推動非洲基礎設施發展。

中非合建鐵路 促進區域發展
近年來，中非「一帶一路」合作方

興未艾，蒙內鐵路、亞吉鐵路、阿布
賈城鐵、海信南非工業園、埃塞俄比
亞阿瓦薩工業園等一大批非洲基礎設

施、工業園區、經濟特區和產業產能
項目竣工投入運營，給非洲各國人民
帶來新的福祉。其中，中國與安哥拉
合作建設的全長1,300多公里的本格
拉鐵路，不僅帶動了沿線城市經濟的
發展，亦極大促進了整個區域發展。

中國技術產能 切合非洲需求
此次北京峰會，中方願同非方平等

和充分協商，本着共商、共建、共享
的精神，把「一帶一路」建設同落實
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非盟
《2063年議程》以及非洲各國發展戰
略更好結合起來。習近平主席昨日強
調，中國支持非洲國家參與共建「一
帶一路」，願同非洲加強全方位對
接，打造符合國情、包容普惠、互利
共贏的高質量發展之路，共同走上讓
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的幸福之路。

當前，絕大多數非洲國家正步入

新的發展階段，
普遍渴望實現工
業化和經濟多元
化，將脫貧減貧
和經濟發展放到
重要位置，急需
外來投資和技術轉讓，希望扭轉對
原材料出口的依賴，發展潛力巨
大，而中國亦正在進行產能結構調
整和轉型升級，其中很多技術適用
於非洲，中非攜手共建「一帶一
路」，正好實現優勢互補。

非洲需要中國，中國也需要非洲。
外界普遍相信，此次北京峰會之後，
整個非洲大陸都將有望進一步納入
「一帶一路」合作大框架內，很多非
洲國家料將與華進一步商簽共建「一
帶一路」合作備忘錄，中非合作未來
將借助「一帶一路」建設，行穩致
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