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布提

拥有85万人口的吉布提位于非洲之角海岸线上，地处非洲、亚洲

和欧洲之间，位置具战略重要性，它还靠近全球第二繁忙的国际

贸易航运线（红海南大门的曼德海峡）。如今吉布提正在实施大型

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势将巩固其作为快速增长的东非市场主要物

流中心的地位。

吉布提�治稳定，社会相对安定。它成功地置身于东非地区各种�

府间的问题之外，除了与厄立特里亚有边界小纠纷外，一直与周边

邻国保持睦邻关系。吉布提向法国、美国和日本提供军事基地，这

里也是欧盟海军亚特兰大行动（打击海盗）的基地，吉布提在该地区

保持主权独立

由于1991年立国的厄立特里亚阻断了埃塞俄比亚出海的天然

通道，吉布提便成为连接埃塞俄比亚经济与世界其它地区的主要

港口。如今埃塞俄比亚多达90%的进出口货物均经由吉布提各

个港口进出。吉布提还是进入拥有4亿消费者的东南非共同市场

（COMESA）的主要通道，可优先进入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

集团（ACP）－欧盟以及非洲增长和机遇法（AGOA）等缔约国相关的

市场。它是自21世纪初明确将外商直接投资事宜纳入�策文�的非

洲国家之一，因此使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从2000-2010年的平均

3.5% 提高到2013年的5.5%。                                                                                                  

对中国的重要性

吉布提对中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主要是因为它位于曼德海峡、与东

非各市场接壤的战略位置。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已扩大了

在非洲的融资活动。中国承诺在2013至2015年间为非洲国家提供200

亿美元贷款，并且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已发放了逾100亿美元贷款。

吉布提和埃塞俄比亚是其中两个主要的贷款接收国。这些贷款的一个

显著特征是中国将重点从过去对非洲采掘业的大力投资转为向基础设

施、农业和制造业融资。这非常契合吉布提和埃塞俄比亚资源开发不

足的经济特征。随着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涌入埃塞俄比亚和吉布

提，中国加强了与吉布提的联系，具体表现在提升吉布提的进出口处

理能力，满足其作为物流中心实施扩张计划的需要。

从战略角度来看，自两国于1979年1月8日建交以来，吉布提和

中国的关系一直稳步发展。中国继续在亚丁湾执行海军护航任务，

进入东非及附近
地区的门户吉布提

并与吉布提�府就安全事务开展更密

切的合作。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

2014年初访问非洲时，赞扬了吉布提

所提供的“便利”，并呼吁两国在该领

域开展“更稳定和长期的”安全合作。

为此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与吉布提国

防部长Hassan Darar Houffane于2月

5日签署了安全和防务战略伙伴关系

协议。依照该协议，吉布提为中国提

供军事设施（例如供中国海军使用的母港）。

吉布提总统盖莱（Ismaïl Omer Guelleh）在接受《卓见商业国际》

独家专访时，详述了吉布提/非洲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比任何国家

都更相信非洲的未来。中国认为在不干涉其内部事务的情况下，中

国能与非洲开展合作，并为非洲的发展助一臂之力。这是中国的典

型作风。中非关系的质量和信赖已达到极高的水平。它是建立在商

业往来基础上的真诚关系，旨在实现互惠互利。中国是为数不多、

没有任何附加条�与非洲合作的国家之一。中国是对吉布提坦诚相

待的朋友，吉布提感谢中国长期以来的深情厚谊和大力帮助。吉布

提愿深化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并借鉴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

重要经验，并期待在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特区、开发能源等领

域继续得到中国的支持，也愿与中国加强在东非和平和安全事务上

的合作。”  

吉布提外交部长Mahmoud Ali Youssouf也就两国关系发表了看

法：“我们对于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充满期待。我们认为未来非洲将成

为全球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力，而中国将起到火车头的作用。这是

我们的现实，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非洲国家更清�地意识到了本国

所掌握的资产。吉布提的经济增长应纳入地区发展大计之中。吉布

提的人口不多，但是所代表的市场 —— 非洲内陆地区则不可小觑，

应将埃塞俄比亚、南部苏丹，甚至刚果东部的市场考虑在内。”

吉布提的投资计划

吉布提经济继续保持2012年开始的加速发展势头，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率从4.5%提高到5.5%。该国经济的两大传统支柱仍是外商直接

投资和港口业务。外商直接投资创下新高，达到2.77亿美元，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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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往非洲并不贵，令运费飞涨主要是内陆的运输成本。吉布提对基

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以覆盖内陆地区，将有助于缓解这一问题。

首先，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项目将于2015年底竣工。这

条长740公里的铁路将两国的首都连接起来，总投资额约为40亿美

元。投入运营后，火车时速为120公里，可将旅行时间缩短至7-8

小时，并将大幅降低运输成本。项目施工资金部分来自于中国进出

口银行的33亿美元贷款，其余由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府提供。中

国企业将对从设计、施工到监督的整个过程实施管理。默格莱至吉

布提的第�条铁路也在规划中，用于将钾肥从埃塞俄比亚北部运往

Tadjoura港。

在不久的将来，现有的海空转运基础设施将进一步升级。基建

及交通部长Moussa Ahmed Hassan指出，�府目前正在物色对新

的吉布提国际机场、航空货运村和机场工业区（作为吉布提免税区

项目的扩展）建设项目感兴趣的投资者。“目前，�府正在为机场升

级项目物色投资者。我们很快将全面了解所需的投资规模。”机场周

边的货运村和机场的年货物吞吐量预计分别为2万公吨和5万公吨。

目前的构想是在吉布提修建货运村，通过海运从亚洲和中东进口货

物，再将货物通过空运送抵非洲的主要经济区，甚至覆盖西欧和美

洲东岸地区。除了货运村外，将在港口和机场周边建成更多的免税

区，为吉布提作为转运中心提供支持，不仅在吉布提，而且还将通

过与中国招商银行和埃塞俄比亚�府的合作，在埃塞俄比亚建立免

税区。考虑到目前不断涌入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的投资以及吉布提

的地理位置，吉布提有望在该地区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与埃塞俄

比亚更紧密的经济联系以及基础设施的融合，看来已为经济增长提

供了相对稳固的基础。通过近期对港口设施和连接吉布提和埃塞俄

比亚的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资，吉布提在成本和货物处理能力方面已

拥有了超越该地区对手的显著优势。因此，其交通基础设施很可能

将越来越多地用作中非内陆国家以及非洲各主要首都进出口贸易的

转运枢纽。

中国已认识到吉布提在帮助进入非洲内陆市场方面的重要性，

2012至2014年签约的项目表明，中国和其它国际融资方仍将对吉布

提成为战略中心的经济愿景保持浓厚兴趣并提供积极支持。随着越

来越多基础设施建设就绪，再加上吉布提�府对改善本国商业环境

和机构管理的重视，今后势必会有更多来自中国私营部门的投资涌

入吉布提。

内生产总值的18.6%，超越了2006年至2008年建造Doraleh集装箱

港期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在目前旨在改善该国基础设施的大型投

资计划推动下，这一趋势在今后几年里应该还会继续。该计划是吉

布提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该国领导人正致力于打造地区性的贸易、

运输和金融�务中心。旨在加强该国在货物贸易领域相对优势的大

型投资项目正在规划中。这个投资额高达85亿美元的计划包括修建

新港口、铁路和公路、引水�、脱盐厂以及兴建房屋，主要由中国

投资者和国际援助团体提供资金。

要成功实施该计划，吉布提�府在和平及国家统一、良好治理、

经济多元化、培养国民能力和促进地区一体化这5大支柱的基础上

制定出长期发展战略 ——“吉布提2035年愿景”，为经济和社会发展

提供正式的规划工具。它将成为5年发展战略的基础，致力到2035

年将人均收入提高两倍。它还打算将吉布提打造为重要的地区经济

和金融中心，拥有多式联运基础设施、专用港口、新机场、两条铁

路走廊，以及创建一个配备现代化道路、电力、供水和卫生设施的

大型城市中心。

这个庞大的基建投资计划是该国一个重大转折点，目标是充分利

用其在非洲之角的战略地理位置，并减少在能源和水供应领域所面

临的结构性障碍。吉布提处于石油和其它货物贸易主要海上通路的

交汇处。通过充分利用盐、钾肥和牲畜的出口等专门业务、以及石

油和液化天然气贸易，对新港口设施的投资将会加强该领域的发展。

其它项目则旨在大力改善供电和供水，从而帮助启动经济多元化。

�府数据表明，2012年启动的这个总额达85亿美元的计划在

2012至2013年期间已筹集了近30%的资金。2013至2014年间，将

开始在Tadjourah和Goubet各建一座港口，分别用于钾肥和盐的出

口，还将修建吉布提至亚的斯亚贝巴的铁路线。开发地热能的钻探

工作预计也将开始，另外已宣布了将建造更加专业化的港口、一座

机场以及一条新铁路线。这些项目的建造和实施所带来的连带经济

效益将为未来几年的增长提供支持，从而可望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率到2014年和2015年创下历史新高，分别达到6%和6.5%。

改革和多元化

从2012年开始，吉布提�府意欲改革国

家结构并提升效率。吉布提财经部长Ilyas 

Moussa Dawaleh指出：“吉布提已制定出远

景规划，主要目标是将本国打造成为东非最

大的物流中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吉布提

需要提高国家治理水平。我们正在实施若干

项改革，包括法律体系改革，以及经济、行

�和公共机构改革，从而创建一套加强以顾

客为主导的行�体系。”

世界银行在《2014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指出，尽管公共部门

继续在吉布提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些改革已使该国的总体营

商环境实现了巨大的飞跃，创业便利度排名已从第188名上升至127

名，出现这种改善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吉布提国家投资署（NIPA）实施

了机构调整，致力于为国外投资者提供一站式�务。

自2001年创立以来，NIPA一直处于吉布提经济体系的核心。它

借助在投资操作上的�策灵活性、现代化监管框架，以及高效办事

程序，鼓励促进在吉布提的投资。在实施方面，吉布提借鉴迪拜、

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的最佳实践。NIPA署长Mahdi Darar Obsieh解释

说：“NIPA与吉布提港口及免税区管理局（DPFZA）携手合作，NIPA

负责吸引投资者到本国投资。DPFZA负责吸引对港口和免税区的投

资和相关活动，而NIPA则负责免税区外、不受关税控制的所有投资。

如果涉及任何与本地市场相关的事务，投资者应当与我们联系。”

�府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的实施将在短期内显著提升吉布提的投

资环境。水电的生产和供应项目将减少该国的结构性局限、降低生

产成本，并为全国经济多元化打下基础，对中国私营部门来说，这

是富有吸引力的投资选择。

除了基础设施投资外，吉布提正在推进公私营合作计划，以吸

引国外投资者与吉布提�府在其它多个经济部门开展合作，致力实

现社会融合。世界银行指出，旅游业、渔业、运输物流，以及电信

是吉布提具有增长潜力的四大部门。对外商直接投资开放的�级部

门 —— 能源和供水亦应得到改进。吉布提基建及交通部长Moussa 

Ahmed Hassan就此发表了看法：“能源部门是吉布提经济的主要制

约因素，供水短缺在某些方面也对经济构成制约。由于我们与埃塞

俄比亚的密切关系，目前我们已制定了从埃塞俄比亚边境地区取水

的计划，首条能源输送线已投入使用，第�条正在规划中。除了进

口能源和水外，吉布提�府正在投资开发本国能源，主要是地热。

吉布提的地热能潜力在全球位居前列，目前正在开展可行性研究。”

达之路国际控股集团是中国企业抓住机遇投资吉布提经济的范

例，该集团将为吉布提若干旅游业和开发项目提供支持：为在Obock

新建造船厂、豪华酒店、在Ras Syan和Seven Brothers岛为游客建造

机场提供融资，进一步开发吉布提几乎尚未触碰的旅游业潜力。

电信部门是另一个具有真正投资潜力的部门。吉布提通讯部长Ali 

Hassan Bahdon指出：“吉布提是5条海底电缆的登陆点，2016年将

增加“亚洲-非洲-欧洲1号”，目标是�务非洲中部的内陆国家。”就

信息与通信技术而言，非洲仍有待大力开发，才能赶上世界其它地

区的水平。互联网、手机和固定电话供应的市场规模巨大。鉴于吉

布提的连通性，它有潜力发展成为非洲大陆数据存储中心。吉布提

正在与多家有投资意向的中国企业商讨。Bahdon先生继续说道：“我

们必须看到吉布提的竞争优势。我们在推广上存在不足，在这方面

应当更加主动。电信领域展现出潜力，吸引了华为、中兴通讯等中

国企业以及包括谷歌在内的其它企业前来对这些商机进行分析。”

港口设施和转运

然而，对外贸易仍是吉布提经济的支柱，侧重于处理位于内陆的埃

塞俄比亚和南部苏丹的进出口业务。吉布提利用其在亚丁湾以及处

于重要海上贸易航线交汇处的战略地理位置，打造专业化的港口

�务。新港口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始于2012年，通过提高专业化程

度、在Tadjoura和Goubet新建港口，从而在短期内促进港口业务。

DPFZA指出，�府还计划分别建造牲畜出口港及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储运港，施工计划于2014年下半年启动。此外，还有3座新港口正

在规划中，将于2015年动工，也就是说在未来几年，总共有7座待

建新港。

DPFZA主席Aboubaker Omar Hadi解释

道：“值得一提的是，非洲东海岸与西海岸不

同。从埃及到南非只有9个沿海国，而从摩洛

哥到南非则有23个之多。这就意味着在东海

岸一侧内陆国家数量更多。再加上在我们这

个地区，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等国动荡不安，

真正能发挥作用的港口为数不多。在索马里

有4座港口，要么近乎关闭状态，要么运营规

模很小；厄立特里亚有两座同类港口。因此，吉布提的目标是在未

来尽量多建港口基础设施，并修建公路和铁路，将我们的港口与内

陆国家连接起来，使它们能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我们正在建造通

向非洲腹地的通道，那里有17个内陆国，人口接近3亿。”

吉布提正在崛起成为中国等地与非洲大陆开展贸易的最重要通道

之一，它也致力于成为非洲大陆的转运业务领导者。就货运量以及

转运货物而言，转运业务的增长势头超过了对埃塞俄比亚的进出口

贸易量，从历史上来看，进出口一直是该国的主要商业活动。

目前的扩张计划考虑到要将吉布提打造为功能完善的多式联运

转运枢纽，实现海陆空协同运输。这将大幅缩减运输时间并降低运

输成本，尤其是向中非内部市场的运输。非洲运输的一大弱点是缺

乏与港口配套的一体化铁路和公路网。将一个集装箱从中国运往埃

塞俄比亚的成本几乎是从中国运往巴西的三倍。一般说来，将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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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ar Hadi

财经部长Ilyas Moussa 
Dawaleh

吉布提欢迎中国投资者。

吉布提的港口基础设施。

广告专刊



Ad_DPFZA_2014_Mise en page 1  6/3/2014  22:45  Page 6

释放非洲的
经济潜能

海陆空协同运输：
吉布提位于三个大陆交汇处，�邻曼德海峡，靠近全球最繁忙的一条

海运线，该国将海、陆、空协同运输放在首位，以释放非洲的经济潜

力。吉布提�府的目标是将该国港口打造成高效率、高效益多式联运

的转运中心。为满足非洲大陆日益增长的需求，吉布提已投资逾85亿

美元，新建基础设施，从而对现有运输设施进行现代化和升级改造。

各项设施：

•	 连接吉布提和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等区域市场的国际走廊

•	 改善供应链以实现转运过程的完美衔接

•	 正在新建7座港口，包括钾肥、盐、牲畜、原油和液化天然气的专用

出口港

•	 位于海平面高度的国际机场中心，一个配备先进航空货运村的全新

机场将于2017年投入使用

•	 新的航空货运于2014年第四季度开始运营

•	 可停靠新一代集装箱货轮，在该地区走在前列

业务机遇：

•	 紧贴增长中的地区市场

•	 在国际运输领域极具增长潜力

•	 出口型产品的制造和加工

•	 优先进入东南非共同市场

•	 通过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ACP）与欧盟达成的协议， 

优先进入欧盟市场

•	 通过非洲增长和机遇法（AGOA）协定优先进入美国市场

•	 与美元挂钩的本地货币保持稳定

吉布提免税区：

•	 零企业税

•	 免税环境

•	 无货币限制

•	 可将利润100%汇回本国

•	 100%外国所有权

吉布提 —— 进入非洲的天然通道

吉布提机场 
（Djibouti Airport）

P.O. Box 204

Republic of Djibouti

电话：+253 21 34 16 47

传真：+253 21 34 07 23

aeroport@intnet.dj

www.aeroport-jib.aero

Doraleh Container
Terminal S.A
P.O. Box 2081

Republic of Djibouti

电话：+253 21 317 317

传真：+253 21 361 504

customercare.dct@dpworld.com

www.dpworld-doraleh.com

吉布提港
（Port of Djibouti S.A）

P.O. Box 2107

Republic of Djibouti

电话：+253 21 32 75 45

传真：+253 21 34 07 62

customercare@port.dj

www.portdedjibouti.com

吉布提免税区
（Djibouti Free Zone）

P.O.Box 198

Republic of Djibouti

电话：+253 21 35 90 49

传真：+253 21 35 90 39

fz@intnet.dj

www.djiboutifz.com

Horizon Terminals LTD
P.O.Box 2630

Republic of Djibouti

电话：+253 21 31 50 24

传真：+253 21 36 1100

mohammed.hassan@horizon-terminals.com

www.horizon-termina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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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深（18米）、最有效率、
技术最先进的港口之一

包括海空货运的多式
联运首选物流中心，
�务东/西非洲、西欧
和美洲东岸地区。

吉布提 —— 进入非洲的天然通道
吉布提港口和免税区管理局（DJIBOUTI PORTS & FREE ZONES AUTHORITY）

P.O BOX 197 - DJIBOUTI- REPUBLIC OF DJIBOUTI
电话：+253 21359070   传真：+253 21359059 - info@d-portsfz.dj - www.djibouti-portsfz.dj

吉布提港口和免税区管理局欧洲办事处
6 AMBERSIDE - WOOD LANE - HEMEL HEMPSTEAD - HERTS - HP2 4TP - UNITED KINGDOM

电话：+44 870 760 5794   传真：+44 870 760 5795 - david@d-portsfz.d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