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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7 年伊始，苏丹经历了很多转折点。美国在

今年 1 月宣布取消对苏丹的制裁，对苏丹 20

年的经济禁令将终结。特朗普政府将于今年确

定，永久解除经济制裁。此外，苏丹总统奥马

尔·巴尔·巴希尔（Omar Al Bashir）不久前

组建了新政府，任命了一些反对党成员担任职

位。这些重大事件表明，苏丹在未来几年将逐步进入政治更加

公开、经济稳定发展的时期。

几项指标显示，苏丹未来几年的经济环境将出现改善。

2016 年，苏丹经济增长缓慢，原因之一是由于厄尔尼诺天气

现象影响到了对农业。从今年起，随着石油产量的持续增长，

苏丹的实际 GDP增长率预计将提速，在 2017年至 2021年达

到年均 3.8%的水平。

随着美国放宽制裁，苏丹的政治公开度和经济稳定性提

高，其经济前景尤其看好。制裁放宽预计将使苏丹在 2017 年

的外国直接投资出现大涨，该国所有投资领域都会发生新的经

济活动。这一新气候据信将使从事农业、进出口服务、交通、

科技、医疗设备和石油的企业尤其获益。

未来几年，苏丹将引起西方国家的兴趣和新投资。苏丹拥

有肥沃的土地、大量的牲畜和制造业潜力，再加上它地处南撒

哈拉与中东的交汇之处，在苏丹的竞争预计将加剧。

多年来，苏丹和中国的关系一直保持良好，而且还有进一

步发展的巨大潜力。总统中国事务助理阿瓦德·艾哈迈德·阿

尔贾兹（Awad Ahmed Al-Jazz）说：“苏丹和中国的关系有着

深厚的历史渊源，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方面。苏丹石油业

的诞生能证明这一点。”阿尔贾兹已经向中方展示过 170 个

战略性投资项目，涉及多个重要领域。苏丹外交部长伊布拉

欣·艾哈迈德·甘杜尔（Ibrahim Ahmed Ghandour）也说：

“苏丹的经济发展与中国有着紧密关系，无论是油田还是其他

方面，尤其是基础设施，中国一直在做。”苏丹投资部外事部

长奥萨马·法伊萨尔（Osama Faisal）提到两国扩大合作的可

能性：“非洲有很多机会，有巨大的潜力尚待开发。两国有进

一步开展的合作机会。”

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变将带来新的投资，
加快苏丹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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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的公路网络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2016年，国家公路管理局要修建 1,000公里的
新公路，服务工业区、农业生产带和矿区。

国家公路管理局：建设新道路，带动苏丹发展

成为地区交通枢纽
苏丹拥有战略性的地理位置，是连接北

非和东非的桥梁，同时连接起中东和

非洲、欧洲和南部非洲，该国有多个

地方具备成为地区交通枢纽的良好条

件，而这也是苏丹政府的愿景。目前，

苏丹需要资金建设公路、铁路，持续

扩建港口。交通、公路和桥梁部部长

马卡维·莫哈迈德·阿瓦德（Makkawi 

Mohamed Awad）表示：“苏丹的位置

非常重要。发展公路、桥梁、港口、铁

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不仅使我们获益，也

会让邻国获益。”

他还说：“要让苏丹能最好地利用它的自然资源，它就必须

拥有良好的交通。与我们相邻的内陆国家要想开发它们的资源

并进入红海，也同样离不开良好的基础设施。”中国一直是我

们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里的战略合作伙伴。阿瓦德强调，苏丹

有潜力成为中国经红海通往欧洲的门户。说到公路和铁路，他

指出：“目前，苏丹的铺面公路为 8,000 公里，另有 8,000 公

里道路在修建之中。”

阿瓦德明确感示，支持未来与中国开展合作：“铁路方面，

苏丹制定了《2016-2029 苏丹全国公路战略规划》，已经获

得内阁批准。该规划划特别重视在铁路建设方面与中国进行合

作。我非常骄傲能与中国合作，他们为苏丹的发展提供了很大

的帮助。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是双赢的局面。他们尊重我们的政

策，我们也尊重他们的。”

国家公路管理局（ N a t i o n a l 

Highway Authority）是交通、公路和

桥梁部下属的机构，致力于建设新公路

和整修旧公路。该机构为政府决策提供

支持，发展可持续的交通网络。国家公

路管理局正在建设连接苏丹及其邻国的

走廊，确保苏丹各地的经济活动能与各

国市场和交通枢纽对接，提升苏丹在地

区和世界贸易中的地位。

国家公路管理局的主要目标是，

通过发展健全的公路网，提高苏丹的

通商能力。管理局总经理贾法尔·哈

桑（Gaafar Hassan）表示：“我们计划再建设 8,000 公里的

道路。这些建设不仅将苏丹与其邻国连接起来，尤其是让那些

内陆国家能用上苏丹港，还使苏丹工业区和农业区接通各国的

市场及港口、机场、物流中心等交通枢纽。”哈桑肯定地说：

“中国是苏丹发展基础设施的关键合作伙伴。我们的合作是习

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的组成部分。中国计划投资

9,000 亿美元，用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

国家的公路和铁路网络。”他还说：“我们加大招商力度，支

持在迈达尼等苏丹其他地区的建设。因此，跟中国的资本投资

者保持关系非常重要。”

哈桑对苏丹的未来表示乐观：“放眼未来，苏丹的安全和稳

定在本地区首屈一指。这个国家拥有非常好的资源，无论是自然

资源还是人力资源。这是最强有力的信号。其次，苏丹现在非常

稳定。第三，我们想把自己定位于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让

中国的私营部门愿意更多地了解苏丹，亲自来看一看。”

一个非洲顶级港口的转型
作为非洲邻国的门户，苏丹的港口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苏丹

的海港公司（Sea Ports Corporation）的主要工作是不断现代

化和扩张，包括建设新的码头和新的物流及工业区。各邻国已

经与苏丹签订了港口使用协议，享受苏丹港的服务。苏丹港的

整体目标是成为货物中转枢纽和非洲的顶级港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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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苏丹的铺面公路为 
8,000公里，另有 8,000公里 
道路在修建之中。”
 交通、公路和桥梁部部长马卡维·默哈迈德·阿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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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您一起成长

苏丹港拥有进入世界最繁忙货

运航道的最为便捷的通道，现

代化的基础设施的设备，能满

足您的所有出口需求，尤其是

矿产、石油、农业、畜牧业等

高增长行业。

Sudan Railways Corporation
 www.sudanrailways.gov.sd

通向 2029
我们要以铁路重走 

丝绸之路，请帮助我们创造 

历史吧。征求合作伙伴， 

建设由苏丹港通向中非 

共和国的铁路线， 

实现我们的战略愿景。

海港公司总经理贾拉尔·埃尔丁·谢利亚（Jalal Eldin 

M.A. Sheila）表示，这一目标可能达到：“苏丹港很有可能

成为货物中转、物流枢纽和真正的非洲顶级港口。苏丹港将

在习近平主席的将亚洲和非洲连接起来的倡议中发挥关键的

战略作用，尤其是当计划由沙特吉达的伊斯兰银行（Islamic 

Bank）提供资金支持的达卡尔至苏丹港铁路完工之时。”

中国向海港公司提供起重机等重型机械设备，也是港口扩

建的关键合作伙伴。中国港湾建设（集团）总公司已和海港公

司合作过很多项目，目前正在探索在萨瓦金和苏丹港之间开发

一个新的自由区。

苏丹港位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因而也是中

国的“一带一路”计划通向非洲的入口。对于与中国的合作，

谢利亚提供了更多细节：“我们与中国公司的合作要追溯到上

世纪 90 年代初。我们共同建设了几个基础设施项目。我们特

别想在未来 5 到 10 年加强和发展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使之达

到更高的水平。这将帮助海港公司在苏丹的 800公里沿线建设

更多的港口设施。”

铁路由窄轨变为标准轨
苏丹铁路公司成立于 100 年前。在 1970 年至 1990 年间，

由于可用的公路有限，大部分苏丹人乘火车旅行。然而，苏丹

自 1997 年以来遭受的经济制裁对苏丹铁路公司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

苏丹的铁路规划与公路相似，旨在服务于生产区，尤其是

采矿业、农业以及下游产业地区。此外，加强与邻国的连通也

是铁路网络规划中的一项关键内容。

《2016-2029苏丹全国公路战略规划》是一个投资达160

亿美元的项目。通过这个项目，苏丹将把铁路由窄轨过度到标

准轨，发展客运和货运服务。相关的可行性研究已经进行，规

划的设计阶段正在展开。

要建设这一铁路网络，苏丹铁路公司和政府都需要财务支

持。公司多年来没有进口新列车，也没有进口零部件，修理其

美式列车。中国是苏丹铁路公司的关键合作伙伴，提供了新的

列车以及用于升级铁轨的轨枕。

苏丹铁路公司总经理莫哈迈德 · 塔哈 · 阿赫迈德 

（Mohamed Taha Ahmed）说：“我们主要的目的和挑战是建设

铁路线。战略规划的预估成本大约为 160亿美元。铁路线的建

设成本在 135 亿美元至 140 亿美元之间，余下的费用用于购

买车辆。”

塔哈讲述了整体目标：“我们计划将所有邻国连接起来。我

们最想要的，是利用这种连接，努力把苏丹打造成本地区的商

业枢纽。”

“苏丹铁路公司和海港公司都是交通、道路和桥梁部下属的

政府公共用事业企业。两家公司合作为邻国提供良好设施，以

便让它们使用苏丹港来进出口货物。”

他还说：“我们与中国公司有着很好的工作关系。我们呼

吁中国公司提供更多支持，让苏丹铁路公司实施它的战略规

划。目前，该规划已经获得政府的正式批准。计划完成之时，

我们将拥有每年运送 700 万旅客和 2,200 万吨货物的能力。

这份规划旨在把苏丹所有地区连接起来，并且把苏丹和埃塞

俄比亚、乍得、中非共和国、南苏丹和埃及所有邻国连接起

来。”

农业机遇尚待利用
苏丹国会在 2014 年通过的《临时减贫战略文件》（Interim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和《经济改革五年规



帮助实现苏丹的商业和经济宏图
美国放宽制裁打开了在苏丹的商机。苏丹重要的 
工业企业 Elbarbary Group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卡梅尔·埃尔巴巴利博士（Dr. Kamel 
Elbarbary）说：“这将让苏丹进入一个新的经济 
时期，采用新的治国理念。”Elbarbary Group与
世界各地的机构都有联系，准备成为苏丹新的 
商业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度多元化的工业集团

苏丹的工业对于该国的五年计划至关重要，因为 
工业有望为苏丹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Elbarbary成立于 1906年，是苏丹历史 
最长、最受尊敬的企业之一。它是一家重要汽车供应商以及农产品和矿产的 
出口商，并且是物流运输业的知名领先企业。公司以高效的运营帮助苏丹成为 
贸易枢纽。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对于苏丹这家最大的综合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资深总经理恩格·莫哈迈德·埃尔巴巴利说：“我们的成功归结于很多 
事情，比如奉献精神、团队合作和家族企业结构。当前，集团正聚焦于赞助和 
培训很多苏丹年轻人，让他们成为未来的领导者。”

打造富有成果的经济合作

本集团自上世纪 70年代，就与中国公司成立了赢利的合资企业。集团认为， 
50多年来，与苏丹关系最好的国家就是中国，而且这种关系还在不断发展。

苏丹的棉花出口市场是两国签定很多重大贸易协议之一。中国拥有影响力和 
专业知识，苏丹予以配合协作。未来，这种非常特殊的关系将使两国持续 
受益。

Elbarbary 集团
地址: Industrial Area, Khartoum South   P.O. Box 996, Khartoum Sudan
电话: +249 1 83483952-98 | 传真: +249 1 83484248 | info@elbarbary.sd | www.elbarbary.sd

Elbarbary Group的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卡梅尔·埃尔巴巴利博士
（Dr. Kamel Elbarb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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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Five-year Program for Economic Reforms）表明，苏丹

政府现在认为，对于农业和畜牧业需要给予更大的重视。

农业和畜牧业对于苏丹经济的多元化至关重要，能有助于

保护中期宏观经济的稳定。尽管这两个产业目前占到苏丹 GDP

的 35%-40%，但如果有了投资，它们还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苏丹的水资源也极具潜力，对红海沿海和麦洛维大

坝（Merowe Dam）水域的渔业领域的投资者有吸引力。国际

投资者正在勘探这两个领域。

说到与中国的合作，苏丹投资部外事部长奥萨马·法伊萨

尔表示：“我们在寻找食品工业项目，当然包括农业、肉类生

产、家禽、仓储和其他相关的经营活动。这是我们与中国的商

业关系的新的一页，也将对私营企业打开大门。”

“中国的农业部长也主管畜牧业。他的访问打开了新的大

门。食品安全肯定是 世界各地都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尤其是

在中国。因此，我们很高兴向中国开放。”苏丹投资部正瞄准

中小投资项目，发展生产，扩张提供机遇，尤其是在农业生产 

领域。”

法伊萨尔还说：“丝绸之路计划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

为在很久以前，同样的线路就曾经过苏丹港。我们在跟中国谈

好几个与这一计划相关的项目，其中一个是设立自由区，帮助

于丝绸之路在非洲的部分。对于中国公司来说，这是一个重大

机遇，它们可以自由区内开展贸易和制造业务。”

法伊萨尔强调，协作不仅对于两国政府重要，对于私营企业

也同样重要。“我想，人们很快会看到，苏丹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经营便利指数（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dex）排行

榜的排名上升。我们的目标是找到新的合作领域。”

对阿拉伯胶的需求在增长

苏
丹在生产和出口阿拉伯胶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令其极为 
自豪。阿拉伯胶是一种极为古老的天然物质，能为人体提供 
有益的肠道菌。这种非常受抢手的农业产品用途广泛，是食品、 

制药、化妆品等多个行业的原料。苏丹的阿拉伯胶产量占全世界 80%， 
年产 12万公吨，在种植金合欢树并从中提取阿拉伯胶方面，苏丹的 
农民是国际专家。中国是苏丹阿拉伯胶非常重要的市场，对这种珍贵 
原材料的需求正快速增长，为此中国与苏丹阿拉伯胶委员会（Gum 
Arabic Board of Sudan）在中国共同成立了一家研究中心。

广告专刊



身为出色的金融服务提供商，埃尔尼兰银行是
投资者的理想伴侣。

中国投资者在苏丹的首选专业合作伙伴

喀土穆联合国广场埃尔尼兰银行总部
HQ Khartoum United Nation Square  
P.O. Box: 1722 or 466 Khartoum - Sudan 
Tel: +249 183 785293 | Fax: +249 183 774745
service@nileinuae.com | www.nileinuae.ae

Sudanese French Bank P.O. Box 2445, Khartoum, Sudan
Tel: +249 183 771 730 | Fax: +249 183 790 391

SWIFT: SUFRSDKH | info@sfbank.net | www.sfbank.net

在苏丹经商，中国
公司可以信赖的
合作伙伴：苏丹
法国银行

出口发展银行
Gamhoria Avenue, Khartoum  
Sudan  P.O. Box 3575
Tel: +249 183 782 819 
Fax: +249 183 782 394
edb@edbank.sd  www.edbank.sd

我们提供多种服务，包括银行、
金融和投资、微金融、
社会和出口支持。满足客户需求，
助推苏丹经济。

出口的领先者

随
着美国宣布取消制裁，苏丹的银行业目前

正在致力于重建它与海外银行的联系。由

于中国已经成为苏丹的主要投资者，苏丹

银行对与中国的私营企业建立联系尤其感

兴趣。

战略性出口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不久前，美国政府决定放宽对苏丹的持续 20 年的经济制裁，

这使苏丹有可能增加贸易和采购，并让本国经济吸引到新的投

资。奥默尔·希达赫迈德（Omer Sidahmed）新近被任命为

出口发展银行（Export Development Bank）总经理，负责实

现银行的复兴和现代化。他说：“取消制裁肯定会带来积极影

响。”然而，他警告说，尽管取消制裁

有助于复兴经济，“苏丹政府和私营部

门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出口发展银行是该国最大的银行之

一。希达迈赫德说，为了让苏丹做好准

备，踏上经济发展的新征程，该银行

将进行重组，重新确立自己的市场定

位：“我们将同时进行垂直与水平的扩

张。”他强调，苏丹有很多尚待开发的

资源，银行的工作重点是支持生产增

长，促进苏丹大宗商品的出口。苏丹出

口发展银行认为，农业生产者是发展的基础，它将增加针对农

业生产者的产品，同时持续为中小企业提供支持和微融资，推

进以出口为导向的产生。

出口发展银行深知自己在加强苏丹和中国的互利贸易关系

方面的优势。苏丹从中国进口重要的产品，同时是非洲最大的

对华石油供应国，对于中国来说，它还是个商业枢纽。希达迈

赫德强调，两国的这种合作关系有提升的潜力：“中国很懂得

经商，了解苏丹的潜力……我们国家资源丰富，基本没有开

发。”

他认为，尽管苏丹面临不少挑战，但两国关系加强的潜力

巨大。他又说：“苏丹已经准备好，持结发展与中国的合作，

苏丹的经济发展为银行业、 
石油业和采矿业的带来了新的增长机遇。

一个充满机遇的
新时代

出口发展银行总经理
奥默尔·
希达赫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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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抓住机遇，请选择这家战略性合作伙伴
Larrycom Investment公司旗下的RAM Energy是苏丹的主要 EPCC承包商，提供多种与石油天然气、
电力、可再生能源、水和卫生系统相关的服务。公司成立于 2003年，被认为是苏丹增长最快的 EPCC公司。

RAM Energy公司
首席执行官
艾曼·阿布尤克

向中国的私营部门提供在农业、增加值制造、工业和基础设施

投资的诱人机会。”

吸引微金融投资
苏丹银行当前力图让中小企业融资达到放贷总额的12%。苏丹

法国银行（Sudanese French Bank）任命奥斯曼·哈马德·莫

哈默德·卡伊尔（Osman Hamad Mohamed Khair）为该行总

经理，领导该行在新经济环境下的转型和重组。苏丹法国银行

成立于 1997 年，是苏丹最主要的金融机构之一，目前正在提

高微金融贷款，希望将对小企业金融的投资增加到今年放贷总

额的 9%。

埃尔尼兰银行（El Nilein Bank）的目标是将放贷总额的

10% 用于中小企业部门。银行的总经理奥斯曼·埃尔·图

姆·莫哈迈德·埃尔哈桑（Osman El Toum Mohamed 

Elhassan）说：“一些地区的人们不把钱存银行，让这些人享

受到金融服务，就会带来存钱的需求。只要我们针对这些人有

清晰的战略，我们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和更多的小企业加入银行

系统。”他强调：“如果中国银行愿意和我们本地银行有业务

往来，我们可以提供多种方式的帮助。”

对石油公司的新一轮招标
苏丹石油和天然气部正在准备面向国际石油公司的新一轮招

标。石油和天然气部部长莫哈迈德·阿

瓦德（Mohamed Zayed Awad）确认：

“我们正在寻求更多对石油行业的投资，

以充分利用石油行业的潜力。在南苏丹

分离出去前两年，我们开始考虑，一旦

分裂发生时保住石油行业的必要措施。

我们预见到了这些事件，并讨论了加快

生产和勘探的计划。在 2010年至 2013

年间，我们勘探了北部的很多地区。”

他继续说：“我们还在努力制定发展

新计划，补充石油生产，比如利用天然

气。在开发气田之前，你首先要有一个新市场。”

自 1995 年以来，中国在苏丹的石油业发展中起到了关键

作用，目前掌握了对苏丹 75% 的投资。中国还通过培训推动

了石油业的苏丹化，并且给 RAM Energy、PetroNeeds 等本

国的 EPCC 承包商提供支持。对于中国为发展苏丹石油工业所

做的贡献，阿瓦德表示感激：“我要感谢中国政府和中石油公

司，让我们达到了这一阶段。在我们受到西方制裁时，中国对

苏丹有着巨大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苏丹的基建和石油行业发

展。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种良好的合作模式，中国已将这一模

式输出到非洲其他国家。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合作。”

EPCC承包商提供关键支持
RAM Energy 公司在为生产企业提供服务方面发挥了战略性作

用，是石油行业苏丹化的组成部分。该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是苏丹主要的设计、采购、施工、试运（EPCC）的公司之

一。RAM Energy 的首席执行官艾曼·阿布尤克（Aimen M.A. 

Aboujoukh）强调，苏丹具备加强石油勘探的潜力：“最近 5 年

里的首次勘探表明，苏丹拥有大量石油。以当前的潜力看，石

油产量现在是很低的。”

石油始终是 RAM Energy 的核心业务，包括管道施工、钻

井和油田服务，但公司正努力在油田之外实现多元化。阿布尤

克强调：“我们国家有很多机会，拥有巨量的资源，不是有石

油，还有矿产、农业、土地、水和牲畜。”RAM Energy 推进

苏丹的石油行配备了庞大的现代化管道网络

广告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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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7年诞生以来，PetroNeeds作为苏丹服务公司，在石油行业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公司推行

极度多元化的市场战略，以此作为相对的竞争对手的优势来源。如今，让 PetroNeeds 扬名的，

不仅有它的人力和供应服务，还有在其他 5个新的大型商业领域中的卓越表现。

PetroNeeds, 借多元化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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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于力实现
安全和质量保证

天空是我们的极限

在基建、电力、可再生能源、水处理和

卫生设备等领域的增长，它的多元化努

力为促进苏丹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发挥了

关键作用。

PetroNeeds 公司也是苏丹主要的

EPCC 承包商之一。公司实施了多元化

战略，实现了持续增长，并打入了采

矿、可再生能源、信息通信技术等战略

性领域。

PetroNeeds 的总经理奥萨马·马古

布（Osama Mahgoub）指出了公司的进

步：“我们对自己目前在苏丹的地位和已经达成的目标感到满

意，现在正寻求在这一地区扩大我们的服务。现在，我们拥有

11 台装备，包括 6 台修井机和 5 台钻井机。与华为的合作给

我们的带来了增加值，我们正与很多政府机构和部门接触，寻

找在苏丹使用和部署 eLTE 宽带集群的解决方案。这些项目在

2017年推行。”

该公司的核心业务是为石油行业提供人力。公司高度重视

培训、照料在油田工作的团队。马吉布说：“我们与自己的熟

练技工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从一开始，我们就对他们在运宽

商那里的工作提供全程的支持。”

马古布强调，要让公司度过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实施多

元化战略十分重要，这将它带入了新的领域。PetroNeeds 有很

多国际扩张项目，目前在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埃塞俄比亚都

有项目，公司还打算到西部非洲发展。

PetroNeeds 的多元化领域还包括了通信。公司与中国的通

信巨头华为开展了合作。PetroNeeds 强烈希望与中国的私营企

业在油田或是其他多元化业务，比如可再生能源，达成新的合

作关系。“中国是苏丹最大的投资者，在未来仍将支持苏丹的

经济增长。PetroNeeds 想支持中国企业进入非洲其他地区，在

邻国复制在苏丹搞成的互利模式。”

“中国企业在苏丹的邻国会有很多机会。在建立了基于信任

的伙伴关系之后，知识交流和技术转让工作对于我们来说就很

容易了，因为我们拥有经验、合格的员工和标准。”

马古布强调了更新投资和发展的重要性：“当国家不幸发生

分裂时，苏丹开始觉醒，发现没有人在北部投资，搞勘探和开

发。分裂逼迫政府重新考虑它的战略，意识到北部也有巨大的

石油储量。不过，由于低油价的大环境，勘探和生产工作有所

放缓。”

运输和存储苏丹的石油
Petrodar Operating 有限公司（PDOC）的主要业务是以自有

PetroNeeds公司
总经理
奥萨马·马古布



Petrodar Operating Company (PDOC)
petrodar@petrodar.com | www.petrodar.com

润滑行业的
车轮

PDOC是一家
世界级的运营商，
以在苏丹国内外安全
而可靠地加工和运输原油著称。

Ariab 矿产公司
Corner Baladia & Osman Digna Streets,  
Khartoum East   P.O. Box 2350, Khartoum , Sudan
Tel: +249 183 770 127 | Fax: +249 183 770 404
info@ariabmining.com | www.ariabmining.net

非洲领先的
多种矿业开采公司

管道运输原油，并负责原油的存储。

公司总裁莫哈迈德·阿布德尔·拉希

姆·马赫茂德（Mohamed Abdel Rahim 

Mahmoud）表示：“PDOC 现在加工和

运输来自南苏丹的石油，这些石油不仅

来自南苏丹政府，还来自从前的合作伙

伴中石油、中石化、马来西亚石油公

司（Petronas）和埃及公司 Tri-Ocean。

到 2017 年底，苏丹政府持有的 PDOC

股份将达到95%。政府开展的勘探活动

显示了苏丹的潜力，但要全面了解已勘

探地区的地质学性质，需要进一步的地震学调查。”

拉希姆还说：“苏丹的潜力已经得到证明。我们目前只利用

了 40% 的产能。我们鼓励世界各地的石油企业来苏丹，参与

扩大勘探和生产。苏丹目前有 6 条管道，我们需要专业服务。

工程服务行业也有巨大的机会，包检查、修理、改进和技术研

发。”

如计划实施顺利，PDOC 将由一家中国、马来西亚和印度

合作伙伴的合资企业转型为由本国政府担任大股东的苏丹公

司。目前，石油行业的“苏丹化”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工作。这

一步的实施完全由中国支持。中国多年来一直在苏丹落实新技

术并培训、领导技术人员。

具备战略重要性的矿业
苏丹的矿业具有战略重要性。在 2011 年南苏丹分裂出去后，

苏丹面挑很大挑战，黄金生产的兴起解决了燃眉之急。目前，

开发苏丹的矿产财富仍然潜力巨力，目前已证明，苏丹至少有

30个待开发矿产。

苏丹矿业部部长阿赫迈德·阿尔萨迪格·阿尔 - 卡罗

里（Ahmed M.M. Alsadig Al-Karory）说：“矿业会为苏丹经济

做出巨大的贡献，单是开采黄金，从业人数就达 100万人。”

这是一个依旧年轻的行业，我们每天都能发现新矿藏，苏丹企

业有可能成为供应非洲市场的矿业生产中心。

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预计在苏丹的竞争也会加剧，

矿业也不例外。然而，这个行业需要注入资本和新技术。

阿尔 - 卡罗里强调，在矿业领域，中国公司与苏丹开展了

稳固的合作：“我们在一些细分领域，如铁矿、金矿其他金属

矿藏，与中国公司开展了合作。”

25 年来，Ariab 矿业公司一直是苏丹黄金开采的主导企

业。该公司在这一时期已经转型为一家开采多种矿产的巨头。

Ariab 矿业公司总经理纳赛尔·埃尔汀·埃尔侯赛因（Nasr 

Eldin Elhussein）表示：“在未来数年，矿业对苏丹 GDP 的贡

献将上升到 15%。”Ariab 树立了非常好的发展榜样，人们借

鉴它，从采矿个体户发展成小型甚至中型矿业公司，还有部分

发展成了大型矿业公司。这是矿业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也使

它在苏丹的市场经济中令人瞩目。

埃尔侯赛因说，公司的主要职责是向行业提供专业知识。

公司与当地社区合作，创造互利的结果：“现在，我们正致力

于让当地社区从服务的接收者转型为生产者。”

他认为，中国是行业的世界领先者：“目前，中国的黄金产

量最高。同时，中国还是全球铜的主要消费国。我们认为，中

国开采黄金多年，积累了专业知识。中国可以向我们转让知识

和技术，我们从中国的经验中获益。”

苏丹矿业部部长
阿赫迈德·
阿尔萨迪格·
阿尔 -卡罗里

苏丹是非洲第三大黄金生产商，2016年出口黄金 28.9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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