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中国在非洲大展拳脚，目前中非贸易额已逾2000亿

美元，中国对非洲采掘业和基建项目的投资大幅上扬。位于

“非洲之角”中心、拥有9000万人口的埃塞俄比亚正在与中国

开展战略合作，以保持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两位数增长趋势。

埃塞俄比亚往往被描述为动荡之地，这主要是不了解该国的人们

产生的误解。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是非洲联盟总部所在

地，该国对于加强地区稳定至关重要。埃塞俄比亚经济正从农业

主导型向工业化迈进，目标是到2025年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为了

实现这一目标，以海尔马里亚姆（Hailemariam Desalegn）总理为

首的埃塞俄比亚�府正在带领该国按照连续两个五年增长与转型

计划（GTP I & II）所制定的国家发展战略向前迈进。

埃塞俄比亚�府的一项关键优先事务是大力建设公路和铁

路基础设施，以促进贸易并降低非洲内陆货运的高成本，目标

是鼓励外商投资并增加出口。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博士（Dr. 

Mulatu Teshome Wirtu）在接受《卓见商业国际》独家专访时指

出，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提的铁路无疑是该国最重要的基建项

目之一。这条造价40亿美元、长740公里的铁路将使内陆国埃塞

俄比亚至吉布提港口的交通彻底改观，大幅缩减运输时间，并

埃塞俄比亚

降低四分之三的成本。这条铁路将由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共同

拥有，这个合资项目亦与中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中国不仅提

供资金支持，而且是主要的承建方。在埃塞俄比亚路段正由中

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施工，该公司在国际竞标中胜出，并

已承建了埃塞俄比亚境内逾2,000公里的公路。

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的角色

中国最近已成为埃塞俄比亚的首要贸易伙伴，出口占13.0%，进

口占13.1%，中国企业如今是埃塞俄比亚基础设施开发的主要

承包商。埃塞俄比亚交通部长Workneh Gebeyehu解释道：“在

所有道路工程项目中，60%由我国企业承担，

40%包给国际企业。而在这40%中，85%由中

国企业承建。除了道路施工，中国企业还参与

了与能源相关的项目，以及铁路、电信、机场

和水坝建设。私营部门也发现了埃塞俄比亚蕴

含的商机。华坚集团正计划投资近10亿美元建造大型鞋厂，以

利用埃塞俄比亚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 

埃塞俄比亚工业部长Ahmed Abetew介绍说，工业领域的

主要投资商机是皮革和制衣业、农产品加工以及冶金和工程等。

埃塞俄比亚皮革产业发展研究院（LIDI）是为皮革行业提供支持

的一个重要机构。LIDI为皮革行业提供技术支持，并通过培训

和教育协助开发人力资源潜力。LIDI代理总干事Berhanu Negus

解释说：“ 华坚等国际集团的大笔投资项目要求获得高质量的成

品材料，这样将为本地皮革业带来积极影响。” LIDI已成功地为

华坚的鞋厂培训和输送了3,300多名工人，LIDI确信涉足皮革相

关行业（包括屠宰场和肉类包装厂）的厂商亦大有可为。Berhanu 

Negus先生说：“中国对于埃塞俄比亚的皮革业至关重要，该行

业超过一半的外商直接投资来自中国。我们的总职责是以一切

必要的方式为本地和外国皮革企业提供支持，长期目标是将埃

塞俄比亚打造为非洲的皮革中心。由于该行业是�府一项优先

支持的领域，投资者将可享受优惠�策并获益于有竞争力的环

境（牲畜大量供应、可培训的劳动力），以

及良好的�府支持。” 

私营制革厂同样对国际企业前来投

资表示乐观。埃塞俄比亚领先的制革厂

Bahirdar董事总经理Yigzaw Assefa解释

道：“这为我们提供了从国际上获得知识

和专业能力的机会，不过我们主要是向

国际企业提供本地原材料。”成立于1998

年的Bahirdar如今生产酸皮和蓝湿皮作为原料，以及成品革和

皮革产品，供应本地和国际市场。Assefa指出：“最近几年，我

们成功打入了国际市场，供应配饰手套、运动

手套和鞋面。”Bahirdar正在建造生产手套和

其它皮革制品的新厂，并且正在为该项目物色

来自欧洲或中国的合资伙伴。在埃塞俄比亚设

厂的一个好处是可直接进入东南非共同市场

（COMESA）以及非洲增长和机遇法（AGOA）缔约国市场，从而

优先进入美国市场。

采矿部长Tolossa Shagui Moti说：“除了工业和基建领域的

商机外，采矿是个有待开发的领域。”即使尚未完成的地质研究

亦显示，已发现了黄金、钽、铂、磷、铁矿石、钾、纯碱、宝

石、煤、地热以及其它工业和建筑矿物质。至于化石能源，在

奥格登、甘贝拉、青尼罗河和南部裂谷等大型沉积盆地，石油

和天然气勘探和开发也大有可为。然而，埃塞俄比亚缺乏必要

资金，无法进行较大规模的自然资源开采，因此正在物色有意

参与采矿业发展的外商进行合作。

鉴于埃塞俄比亚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投资潜力，中国对埃塞

俄比亚的投资兴趣与日俱增就不足为奇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在2014年5月对非洲四国访问期间，与埃塞俄比亚总理签署

了16项协议，包括道路和工业区建设的贷款和合作协议。

通信领域

埃塞俄比亚经济对外商投资持欢迎态度，但电信是为数不多的

几个仍主要由�府控制的行业之一。虽然中兴通讯和华为参

与了该国电信领域基础设施的改善工作，但埃塞俄比亚电信

（Ethio-telecom）是该国主要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固话、手

机和互联网运营商。副总理兼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长 Debret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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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邮政局

在马克·扎克伯格发明Facebook之前的一个世纪， 

我们就已在帮助人们保持彼此的联系。我们为能够 

在今天和未来继续为您搭建交流的桥梁而深感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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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P.O. Box 5555, Addis Ababa, Ethiopia
电话：+251-115-512999   传真：+251 - 115 - 515011

www.ethiopostal.com

埃塞俄比亚皮革产业 
发展研究院

LIDI
是埃塞俄比亚皮革产业发展研究院的

简称，它作为埃塞俄比亚的�府机构，

为埃塞俄比亚皮革产业的研究与 

发展及相关事项提供支持。

电话：+251-114-391700, +251-114-391492;  传真：+251-114-392259

邮箱：P.O. Box 24692 code 1000 Addis Ababa, Ethiopia

www.elid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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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h Floor, Room No. 9C, Addis Ababa, Ethi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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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小资料：

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人口：9000万

国土面积：1,104,300平方公里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9-11%

总统：穆拉图博士

总理：海尔马里亚姆

政府战略：增长与转型计划（GTP I & II）

财政年度：7月8日至翌年7月7日

国际贸易协定：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

欧洲（EBA-Everything But-Arms）、美国（非洲

增长和机遇法AGOA）等

在建基建项目：
- 复兴大坝：发电量6,000兆瓦

- 吉布提至亚的斯亚贝巴的铁路

- 亚的斯亚贝巴城市轻轨

- 持续兴建的道路工程

- 与中兴通讯和华为合作，投资电信领域

- 规划中的机场扩建工程

蕴含商机的领域：

采矿业：有待开发的领域，黄金、稀有金属、 

石油、工业矿物和规格石料的开采大有可为。

农业：主要农作物为谷物、豆类和油籽。主要商

品作物为咖啡、棉花、烟草、甘蔗、茶叶和香料。

能源业：预计经济可行的水电潜力为45,000兆

瓦。外商直接投资可采用公私营合作的形式或

直接投资。请联络埃塞俄比亚电力公司（EEP）。

制造业和贸易：皮革和制衣、农产品加工、医

药、化学品以及建材等行业是�府优先支持的

领域。

本报告由卓见商业国际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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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工业和基建领域
的商机外，采矿是个有

待开发的领域。”



Gebremichael解释说：“现阶段�府希望维持国有垄断，因为电

信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动力。因此，它仍不应该由市场力量

和盈利宗旨所驱动，而应成为一种公共利益。�府认为，应该

利用这一工具来解决贫困问题。”

埃塞俄比亚邮�局长Gidey Yohannis解释说，邮�局也处在

�府控制之下。然而，他们已设法与上面提到的中国企业以及

移动设备提供商Techno Company合作。埃塞俄比亚的投资法

明确规定，邮��务只能由�府提供。但快递�务则不受限制，

DHL、FEDEX和UPS等全球运营商均已成功在

这一领域开展运营。Yohannis认为与中国企业

开展合作的前景光明，他说：“国内及国际贸

易，尤其是埃塞俄比亚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正在

快速增长。所有贸易支持文�（例如信用证等）

均经快递�务办理。在这方面，埃塞俄比亚邮

�局正在寻求与中方达成双边协定。我们在物

色与�府或非�府机构合作，以改进我们的�

务，并应对业务量的增长。”

需要提及的一个有趣现象是，除了邮递业务

外，埃塞俄比亚邮�局已涉足公共交通领域，目前已向中国制

造商采购了17辆巴士投入运营，而且计划再采购25辆，目标是

在不久的将来有100辆巴士投入运营。

埃塞俄比亚的能源潜力

埃塞俄比亚最近修订了长期能源战略，这个25年总体规划的目

标是到2037年使发电量达到37,000兆瓦。能源、水利和灌溉部

长Alemayehu Tegunu解释说：“我们的能源战略对于地区和�

治一体化相当重要。周边国家将更加依赖我们的能源供应能力。

埃塞俄比亚致力于增加能源出口，我们已

经与也门、肯尼亚、吉布提、南苏丹、索

马里和坦桑尼亚签署了协议。我们预见埃

塞俄比亚将成为一个能源中心，这有助于

我们获得外汇收入，为未来的项目赢得投

资资金。”

从埃塞俄比亚的地理和地质结构来

看，实现37,000兆瓦的目标是有可能的。

该国可开发的水电和风能以及地热潜力非常

可观，发电潜力可分别达到45,000兆瓦、130

万兆瓦和7,000兆瓦。如今，虽然总装机容量

仅为2,300兆瓦左右，但是几个巨型项目竣工

后，这一数字将大幅增加。埃塞俄比亚复兴大

坝（GERD）是世界最大的开发工程之一，也是

非洲最大的水电站大坝，预计发电量可达6,000

兆瓦，将于2017年初投产。其它在建项目包括

将于2015年竣工的Gibe三期水库（1,870兆瓦），

以及工程已完成一半的Genale Dawa三期水电

站（256兆瓦）。

由于经济的两位数增长使电力需求每年增长25%，埃塞俄

比亚现在仍在设法解决能源供应问题，但毋庸置疑的是，供电

能力将在几年内翻两番以上。埃塞俄比亚电力公司首席执行官

Azeb Asnake表示，这将使埃塞俄比亚成为能源净出口国，供

应东非市场。她继续说道：“未来几年，�府的目标是致力于实

现平衡的能源供应组合，使总发电量达到15,000兆瓦。这些项

目将促进输电、配电和其它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资商机。为此，

埃塞俄比亚需要吸引有合作意向的投资者。在15,000兆瓦中，

12,000兆瓦将是水电，其余是风电、太

阳能和地热。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企业大

力投资于埃塞俄比亚的能源领域，包括供

应、建筑施工、土建工程和机电项目。我

们乐意与中国合作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能够

提供有竞争力的融资计划。”

农业和制糖业

农业仍是埃塞俄比亚经济的主导因素，占国内生产总值43%，

外汇收入85%，以及总劳动力85%。�府的头等大事是为小农

户（生产90%以上的农产品）引进技术，使经济实现工业化，农

业部门的逐步改造在其中起到带头作用。

埃塞俄比亚气候多样，地势包括高（海

拔4000米）、中、低三类，土地肥沃，可

生产多种谷物和150种农产品。农业部长兼

糖业公司（Sugar Corporation）主席Tefera 

Derebew解释道：“埃塞俄比亚气候非常适

合园艺和花卉栽培，包括咖啡、甘蔗、棉花和油籽的生产。我

们正在按照增长与转型计划发展这些产业，供应增值的制成品，

而不是仅出口未加工产品。”

5年前，国有糖业公司启动了投资额大约53亿美元的扩张计

划，加工厂从3个增加到10个。这10家工厂中有7家将于2015年

落成，其中5家获得了来自中国的贷款。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提供

的5亿美元贷款为未来两家新建工厂提供资金，工程由埃塞俄比

亚国有金属工程公司（Metals and Engineering Corporation）以

及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承建。埃塞俄比亚的目标

是在这些工厂投产后，到2025年成为全球10大糖出口国之一，

总产能达225万吨。预计2014年产能将从2013年的30万吨上升

至50万吨，到2015年预计达到150万吨。该产业投资回报快，

投资者对于后续投资兴趣高涨。

糖业公司总干事Shiferaw Jarso博士说：“我们生产的糖在国际

市场竞争力极强。每100公斤收购价约仅0.26美元，而国际市场的

平均价为0.82美元。我们收到来自世界各地买家的询价，他们购

买原糖用于进一步加工。目前周边国家从遥

远的巴西采购原糖，通过提高产能，我们希

望能为这些国家供应价格更好的原糖。”

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埃塞俄比亚快速

的经济增长很可能将持续数十年，投资者

有望在农业、轻工制造业、能源、纺织和制

衣、建筑施工，甚至采矿等各种领域获得可观回报。对于那些

仍在权衡发展中的非洲国家所面临相关挑战（例如电力短缺、交

通不发达）的人来说，这些弱点很快将转为优势。在非洲投资也

许存在挑战，但世界上鲜有国家能提供与埃塞俄比亚比肩的大

好商机。

埃塞俄比亚电力公司首
席执行官Azeb Asnake

农业部长兼糖业公司 
主席Tefera Derebew

埃塞俄比亚

Shiferaw Jarso博士
埃塞俄比亚糖业公司总干事
部长级别

•	 埃塞俄比亚当前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力争在短期内将本国出产的糖打入国

际市场。

•	 埃塞俄比亚现有3家制糖厂，另有10家制糖厂正在加紧建设，竣工并全部投产

后，全国每年产糖量将达到480万吨。

•	 新建与现有的3家制糖厂加起来每年共可生产近40万公吨乙醇。

•	 制糖业将直接为20万居民创造就业机会。

•	 制糖开发项目正在埃塞俄比亚边远的不毛之地展开，切实帮助当地土著居民

实现享用各种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的权利。

ETHIOPIAN ELECTRIC POWER

埃塞俄比亚电力公司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电话：+251 11 554 6830  电子邮�：eep.ceo@gmail.com  传真：+251 11 554 6844

为非洲之角及周边 
地区构建能源中心
埃塞俄比亚电力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负责国内能源产业的投

资与开发。我们正与国际上各能源利益相关方合作，准备将埃

塞俄比亚建造成为本地及周边地区的能源中心。

水电工程项目

1,900兆瓦
Gibe三期工程

广告专刊

“未来几年，政府的目
标是致力于实现平衡的
能源供应组合，使总

发电量达到15,000兆
瓦。这些项目将促进输
电、配电和其它相关基
础设施的投资商机。”

“我们生产的糖在国际市场竞
争力极强。每100公斤收购
价约仅0.26美元，而国际市
场的平均价为0.82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