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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非每日电讯

每日电讯20190325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0

外汇储备：422.96 亿美元(至 28-Feb)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一（03 月 25 日早上七点）报 66.60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325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美 元 371.75
人民币 55.65

每日电讯20190326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0

外汇储备：422.96 亿美元(至 28-Feb)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二（03 月 26 日早上七点）报 67.33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326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美 元 371.75
人民币 55.65

每日电讯20190327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0

外汇储备：422.96 亿美元(至 28-Feb)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三（03 月 27 日早上七点）报 67.56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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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美 元 371.75
人民币 55.65

每日电讯20190328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0

外汇储备：422.96 亿美元(至 28-Feb)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四（03 月 28 日早上七点）报 67.08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328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美 元 371.75
人民币 55.65

每日电讯20190329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0

外汇储备：441.43 亿美元(至 26-Mar)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五（03 月 29 日早上七点）报 67.25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329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美 元 371.75
人民币 55.65

华非财经资讯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325

1，NSE：大量外国投资者撤资
尼国证券交易所 NSE 表示 2月份，国外投资者大量撤资，从 1月份的 278.1 亿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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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至 2月份的 550.1 亿，涨幅 97.8%。
NSE 在最新的外国资产组合投资报告中表示，同时境外投资者的资本内流也就是对
尼国投资额，也出现上涨，从 1月份的 229.7 上涨至 439.3 万亿。
2月份，尼国资本市场外国投资者交易量超过了本国投资者的交易量，外国投资者
交易量从 1月份的 668.5 亿奈拉上涨至 2月份的 989.4 亿奈拉，涨幅 48%，而国内
投资者的交易量仅上涨 8%。
与去年 2月份比，今年 2月份 NSE 总交易量上涨 11.3%。

2，奥贡至拉各斯铁路：利益相关者感叹火车车厢破旧
有众多利益相关者表示，尼国铁路局 NRC 部分路段用来运输旅客的州际和长距离的
火车车厢，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显得破烂不堪，成为人们的一大担忧。
有不少旅客投诉该情况，但是未得到 NRC 的积极回应，因此对火车的现状破口大骂。
有奥贡州的乘客被告知坐火车去拉各斯是最好的交通方式，但随后发现去往拉各斯
的列车，电扇不工作了，座位、车顶、车窗破旧，甚至有的车厢连上下车的台阶、
窗户、车顶、风扇和皮革包裹的座位都没有，实在令人震惊，对于 NRC 这样的部门
来说，实在是不应该的。
有时候因为超载，乘客的身体在途中被挤出列车门外，呈悬挂状态，与其他停泊的
拖车等车辆碰撞和剐蹭，造成死亡或受伤。
有人就质疑，把车厢装修一下能花多少钱呢，因为缺少窗口的遮挡，在雨季或者旱
季，乘客不得不暴露在雨水或者太阳炙烤之下。

3，卡诺州长选举，花落 APC
在卡诺州长选举中，尼国 APC 党战胜 PDP，以超过 PDP 党 8982 票获得胜利。
卡诺 INEC 分部官员 Shehu 宣布，APC 总计获得 1033695 票，而 PDP 获得 1024713 票。
因票选过程中出现的暴力和错误投票等问题，50861 票宣布作废。
不过包括 PDP 党在内的党派要求 INEC 在宣布结果之前，要先解决票选过程中出现的
违规问题。
“如果在充斥暴力和骚乱中产生的结果是作数的，那么 INEC 就是在助长不公平和不
公正，在此前的选举中就有因为暴力原因取消的选举结果，为什么卡诺选举出现暴
力的情况下仍旧接受最终的结果？”。
还有来自全民人民党 APP 党的核票官 Hon Fatima Abubakar Abdullahi，抱怨有些地
方政府根本没有进行票选，INEC 就公布了选举结果，重新选举仍旧是不公平和不公
正的，应该再次被取消。
不过 APC 代表卡诺的参议院成员表示包括 PDP 在内的党派都要尊重和接受卡诺选举
结果。

4，FG 将很快禁止使用化肥
联邦政府表示为了保证向人们提供健康食品，农业生产中将逐步废除化肥的使用。
农业和农村发展部部长周日在走访一家印度种植园的时候表示，对现在年轻人身上
出现的越来越多的肾病和和肝病表示非常担心，逐步取缔化肥的使用就是要去除这
些食品安全隐患。同时减少对土地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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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的就是自然的，长久使用化肥你会发现土壤对粮食都成了有害的，对人体也
是有害的，我国已经出现了太多的自我毒害的现象，食品健康必须要得到保证”。
“即便市场上使用的加工西红柿的机器，金属碰撞金属，重金属颗粒也会随着机器
进入我们的粮食，然后你还会看到，20 几岁的孩子得了肝病，得了肾病，你问他：
你喝酒吗，他说我不喝啊。但是他还是年纪轻轻就得了重病，所以大家都知道这是
怎么回事”。
“我们希望从农业开始，从根源开始杜绝有毒物质进入我们的人体”。

5，LAWMA：阿帕帕港口垃圾和卫生问题严重
拉各斯垃圾管理处 LAWMA 表示阿帕帕港口公共卫生和垃圾管理严重不到位，导致该
地区居民生活质量下滑。
由于当地车辆拥堵严重，管理处和其他相关部门解决该地区垃圾管理的举措都受到
阻碍，道路无法通行。
LAWMA 公共关系官员 Obinna Onyenali 表示，LAWMA 为了清理和运输垃圾做了大量的
工作，我们在拉各斯全州部署了卡车，防止无分辨的倾倒垃圾，然后组织相关部门
到各家各户指导人们如何处理垃圾。
我们发现阿帕帕环境质量严重下降，假设垃圾和废物得不到良好的管理，情况只会
越来越严重，人们在大街上洗澡、排便，长期下来，对沥青路也造成一定程度的破
坏。
“马路俨然已经成了人们的修车厂，重型卡车在马路上进行维修，到处都是汽油和
柴油，为了防止该地区出现大面积疾病的爆发，相关部门必须要对阿帕帕港口进行
垃圾的清理，提高卫生状况”。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326

1，尼国因天然气空燃每年损失 3020 亿奈拉（ Michael Eboh）
天然气空燃/野燃仍旧给尼国经济、环境和产油社区带来很大的损失和代价，2018
年尼国油气企业因野燃造成损失 3020.76 亿奈拉。
尼国国家石油公司 NNPC 有数据显示，2018 年天然气野燃损失较 2017 年所有下降，
降幅 1.93%。
2018 年，野燃的天然气总量占总生产量 2.836 万亿立方英尺的 9.94%。可见损失量
之大。
该数据还显示，野燃天然气占非商用燃气的 23.97%。2018 年共计 1.177 万亿立方英
尺未进行商用化，总值约为 1.126 万亿奈拉，约合 41.2 亿美元。
此外 2018 年家用燃气为 4302 亿立方英尺，出口 1.23 万亿立方英尺。

2，NEPC 将采取措施解决非石油出口面临的障碍（Ifeanyi Onuba）
尼国进出口促进会 NEPC 周一与非石油部门利益相关者会面，讨论如何解决该部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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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障碍。
会议在 NEPC 总部召开，目的主要是保证尼国出口能够满足国际标准。
NEPC 会长 Segun Awolowo 表示该部门已经开始执行出口促进行动计划（EPAP），根
据他的描述，该计划主要是简化出口活动和项目，保证实现预期设定的目标。
会议还将回顾出口能力发展项目，该项目的目标是向中小企业提供帮助，增加他们
的产品附加值。
就如何提高 NEPC 的工作效率和方向，他还征求了与会者的意见。对尼国未来得非石
油出口能力，他表示非常有信心。当前联邦政府 FG 大力发展非石油行业出口，到
2025 年，一定会有所成效。

3，新建航站楼：航空部门就申请贷款寻求参议院点头
为加快目前正在建设的航站楼项目，航空部门周一就 4618 万美元贷款申请寻求参议
院的批准。
航空部长 Hadi Sirika 在参议院向各位议员解释：此前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借款 5亿
美元，但是该数字并不足以解决航站楼建设中遇到的各类困难和挑战。
新航站楼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包括机场、地基和电梯等结构设计上需要作出变动、起
飞和降落楼层与火车站相衔接、足够的饮水供应、控制台和消防站建设地点变更。
上述这些变动和额外的工程需要追加资金来解决，也就是 4618 万美元，目前这笔款
项已经获得了联邦执行委员会的批准。
位于哈科特港口机场和阿布贾国际机场的新航站楼建设已经举行了落成仪式，而拉
各斯和卡诺机场航站楼将很快完成建设。

4，埃塞航空 CEO：仍旧相信波音飞机制造公司
埃塞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 Tewolde GebreMariam 表示尽管因 B737 Max 坠机造成 157
人丧生，但是仍旧对波音公司有信心。
周一，他表示两公司已是多年的合作伙伴，公司三分之二以上的飞机均来自波音飞
机制造公司。
“我们是非洲第一家飞行波音 767、757 和 777-200LR 的公司，是世界上在日本之后
第二家采购波音 787 的公司，不到一个月之前，发生坠机的机型推出不到五个月，
尽管出现了悲剧，波音和埃塞航空公司未来仍将继续合作”。
他还表示埃塞航空始建于 1945 年，当时存续的美国环球航空给与多方协助，包括飞
行员、机组人员、飞机维修人员和经理实际上都来自环球航空公司。
他还透漏目前坠机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届时公司将公布全部调查结果和事实。

5，FG 开始加强边境森林防护员部署
环境部长Suleiman Hassan Zarma 表示联邦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增加森林防护员数量，
特别是边境地区的森林。
在阿布贾召开的第 29 届国际森林日上，他透漏单凭政府的力量是无法承担起保护森
林的重任，因此设立了国家森林信托基金，主要目标是为森林防护和森林产业管理
等提供资源和资金。帮助增加森林覆盖面积，保证森林可持续存在，为尼国经济和
社会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森林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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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 也与国家木炭出口商协会、木材加工生产商和营销商协会以及尼日利亚热带木材
协会达成了公私合作协议（PPP），在全国范围内植树造林，发展人工林。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327

1，IG 下令加速港口货物清关速度（OYINLOLUWA OKETADE）
警察署代理署长 Mohammed Adamu 下令，为了加快港口清关速度，提高效率，要简化
所有港口内警察部门工作程序。
在与尼国船运委员会执行秘书（NSC）Malam Hassan Bello 会面后，该指令被下达。
指令同时加强了警察总署署长助手和各港口警方工作负责人的职权。
“尼国港口内，除了警署海洋部门下属人员，任何其他编制、部门和专门任务小组
的警员都无权执行警方例行工作和调查任务”。
此外关于港口清关代理的问题，也进行了统一协调，“未来海洋警署部门将与船运
委员会合作，保证警察总署下达的指令能够全力执行”。

2，CBN 削减利率，至 13.5%
周二尼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将基准利率也就是货币政策利率 MPR，从 14%下调至
13.5%。MPR 上 200 下 500 个基点的浮动空间。
MPR 用来决定借款利率以及计算信贷成本，自 2016 年 7 月以来，一直保持在 14%的
水平上。
央行行长 Godwin Emefiele 对此发表言论，此次修改政策利率在最近召开的货币政
策会议上，11 位出席成员中 6位同意削减利率。
不过现金准备比率仍旧保持在 22.5%，流动比率 30%。
他还表示削减利率是从整体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增加银行向企业的信贷水平。
“外汇领域基本实现了外汇汇率的相对稳定和价格稳定，现在货币政策需要寻找下
一个能够提高经济增长、减少失业、实现经济多样化的必要举措”。

3，伯尼轻质原油价格上涨至每桶$68.01
产油大国沙特为了实现原油$70 的价格水平，大力削减产量，尼国出产的主要原油，
伯尼轻质原油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上涨至每桶 $68.00。
其他原油级别，包括布伦特、美国西德克萨斯以及 OPEC 一揽子综合价格分别为每桶
$67.48、$59.98 和$66.67。
近期 OPEC 会议上成立了部长级联合监测委员会 JMMC，该委员会重申为实现国际石
油市场的稳定，各削减协议成员国在“合作”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为实现持续稳
定，要互相监督。今年 2月份按照协议要求，各成员国总体合规水平达到了 90%，1
月份为 83%。

4，黑市奈拉兑美元下跌至 N358.5/$
根据尼国 BDC 运营商协会实时外汇平台的数据，昨日黑市奈拉兑美元从周一的



华非财经周刊 一周政治经济财经动态 仅供参阅

10

第 10 页 共 15 页

N358.2 下跌至 N358.5，下跌 30 考包。
同时昨日投资者和进口商 I&E 窗口，奈拉兑美元上涨 14 考包，来自 FMDQ 的数据显
示，投资者和进口商窗口外汇汇率 从周一的 N360.39 上涨至 N360.25，收于
N360.36/$。
该窗口外汇交易量上涨 37%，从周一的 2248.5 万美元上涨至昨日的 3070.5 万美元。

5，三角洲州六座电力传输塔遭破坏（Everest Amaefule）
三角洲州电力供应受到威胁，原因是隶属于尼日利亚电力传输公司 TCN 的六座电力
传输塔遭到破坏。
周二在阿布贾，TCN 公共关系负责人、总经理 Ndidi Mbah 表示被破坏的传输塔需要
四周的时间进行修复。
被破坏的传输塔主要在三角洲州-贝宁输电线以及三角洲-撒佩莱-贝宁线，加上 3
月 17 日大雨，61 号输电塔彻底崩溃。
“电力输送出现问题后，一组巡逻小组前往现场调查事故原因，发现有输电塔已经
被破坏，有零部件掉落在地上，还有的输电塔部件直接消失了”。
自 2018 年 12 月以来，这两条线路上的输电塔一直遭人蓄意破坏。
输电公司已经向安全部门和当地传统领导人提交报告，求助解决该问题，但均未得
到满意的答复。
TCN 重申，希望当地社区能够給予协助，对电力设施进行监督，防止有人蓄意破坏，
同时一旦发现电力设施周边有行为诡异的，及时向相关部门上报。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328

1，尼国与挪威就鱼类等产品合理定价展开对话（Godwin Oritse）
挪威渔业委员会 NFC 与尼日利亚海关就鱼类和其他易腐产品定价信息交流展开对
话，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定价平台，共享信息。
上周在拉各斯，NFC 中西非负责人 Trond Kostveit 接到众多尼国鱼类产品进口商的
投诉，称易腐产品出港口被延期。
近期两机构召开会议，为尼国进口商成立一个共同平台，对部分产品定价给予确认。
此外会议的目标还包括促进两国在鱼类和易腐产品上的贸易合作，“加强合作，我
们可以对鱼类和易腐产品的定价有更高的透明度，尼国海关对进口商申报的产品价
格也会有更好的把控”。
目前挪威对尼国的鱼类产品出口量连年增加，尼国海关总局 Tincan 岛港口分局长表
示，商品市场随时在波动，共同的价格确认体系是非常必要的。

2，Axxela 为拉各斯 3000 万美元天然气管道落成揭幕
Axxela 有限公司是一家天然气和电力综合企业，刚刚为落成的拉各斯 IV 天然气管
道举行了揭幕仪式，周三在一则声明中表示，该管道网络由其附属子公司尼日利亚
Gaslink 有限公司与尼日利亚天然气营销公司联合建成。
该管道覆盖拉各斯 Ijora 到 Marina 中轴线一带，耗资 3000 万美元，能够为沿线的
商业和工业企业供应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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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首席运营官 Rasheed Olaoluwa 表示拉各斯很地方仍旧存在电力供应不足的情
况，此次管道覆盖面积扩大能够进一步帮助拉各斯市振兴工业发展，提高电力供应。

3，央行报告：经济活动恢复活跃
央行出具三月份经济报告，报告显示尽管经济增速比较缓慢，但是经济活动已经开
始恢复活跃，三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二月份的 57.1 点上涨至 57.4 点，表明
制造业连续 24 个月实现增长。
非制造业 PMI 从二月份的 58.4 上涨至三月份的 58.5。
31 个参与调研的部门，25 个部门实现正增长，4个部门负增长。
制造业出现增速的部门有水泥、食品、饮料、烟草、家具以及相关产品、纸张、化
工和制药产品、塑料和橡胶制品、电气设备、印刷和相关支持行业、交通设备和非
金属矿产品等等。
出现负增长的行业包括了纺织品、皮革和制鞋、化工产品和煤炭、初级金属。
非制造业增速排在前列的部门包括公用事业、医疗保健和社会救济、农业、信息和
通讯、房地产、租赁、汽车维修和维护、教育、金融保险等。

4，央行突然调低 MPR，分析家提出质疑
金融分析家对央行突然宣布调低货币政策利率 MPR 提出质疑，认为此举对提升私有
部门借款水平毫无作用或者作用几不可见。
鉴于通胀面临的风险以及国家经济的脆弱性，Vetiva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分析家表
示，“该举措声称通过降低借款成本来刺激经济增长，也许对借款利率有暂时性的
影响，但是我们怀疑实体经济在借款成本上最终是否会受益，因为银行贷款利率可
谓是长久以来成黏着（zhuo）下降的态势，也就是非常不愿意下降”。
“此外，该举措还忽视了通胀面临的风险，2019 年财政预算开始执行以后，系统流
动性会上涨、电费费率调整的极大可能性、以及最重要的最低工资预计上调 67%，
这些都有可能推升通胀率”。
“因此，此举不仅不会起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有可能往相反的方向发展，也
就是远离最初的目标，造成价格波动”。
Cowry 资产管理公司分析人士表示，“央行下调 0.5%个百分点是基于尼国宏观经济
指数长期以来处于稳定态势，这是合理的，因此此举应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此外
美国美联储有迹象表明 2019 年货币政策利率不变，很有可能 2019 年资本向新兴和
发展中国家市场流动的可能性提高，尼日利亚就属新兴市场，那鉴于私有部门信贷
与 MPR 之间的非弹性关系，调低利率并不会大幅刺激经济增长”。

5，NIMASA 与印度海事学院签署谅解备忘录（Godfrey Bivbere）
尼日利亚海洋管理和安全局 NIMASA 与印度海事学院签署谅解备忘录，对尼日利亚水
手发展项目 NSDP 中的学员进行海事培训。
NIMASA 局长重申要加强与国际海事机构的合作，大力提高本国海上工作者的能力和
水平，该备忘录包含了对尼国 60 人的干部培训，分为三期。
他同时还敦促第一批接受培训的人员，要时刻谨记自己是代表国家在接受培训，珍
惜机会，自我督促，展现良好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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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非财经资讯 20190329

1，2019 年总统大选：尼国的民主出售
有 2019 年大选中的外国和本地观察人员对贿选等问题，做出强烈反应。
他们表示“民主成为商品，标价出售”。
包括过渡监测组织、妇女倡议研究和记录中心等组织在内的下属观察员一致要求对
2019 年大选进行彻底调查，且提交报告，表示如果贿选得不到解决，会严重伤害尼
国民主进程。
在某种程度上国家独立选举委员 INEC 是无能为力的，有时候它并不知道或者不理解
有些异常是如何操作的，甚至拿不出应对方式。
选举官员被射杀、抢劫或者成为人质。选举官宣布选举结果却遭政治暴徒、安全机
构人员的干涉，他们认为他们有权影响选举结果，这令人悲哀。
真正经历过的选举官没有胆量站出来说实话，所以需要召开公共听证会，需要有人
站出来，向人们说出事实，避免历史的重演。有部分地区赢得选举的，其得票率还
不超过 25%，这样的民主并不是人们想要的民主。

2，DMO：FG 计划 2019 年借款 1.6 万亿奈拉
联邦债务管理委员会 DMO 会长 Patience Oniha 表示，2019 年财政预算，FG 计划借
款 1.6 万亿奈拉。
FG 一直在削减借款总量，2018 年借款 2.2 万亿。
此外，这 1.6 万亿奈拉中，内外借款比例设定在 1:1。
她还表示市场上有说法，认为部分企业和地方政府机构被挤出资本市场的说法是不
正确的。
“有些企业更喜欢到银行借款，因为风险要低于资本市场，不过为了吸引更多的人
进入资本市场，政府还需要从长计议”。
此外，有资本市场专家表示尼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阻碍了部分企业进入资本市场，
从而增加了政府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的难度。
有尼日利亚投资促进委员会执行秘书 Yewande Sadiku 表示，是时候增加资本市场自
主权了，政府需要做的是解决结构性和基建问题。

3，FG 向水力发电站建设和水资源供应企业等发放 21 个许可证
尼日利亚综合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向包括雀巢在内的几大水利供应和水力发电站建设
公司发放了多个许可证。
委员会执行董事 Reuben Habu 表示向各许可证申请企业发放的前提是他们全部满足
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为了进一步加强国家水资源监管，2017 年联邦执行委员会曾批准通过了水资源利用
和许可证监管，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执行。
FG 希望能够加强水资源利用的健康和稳定发展，同时释放水力发电的潜能，所以委
员会向水力发电和水资源活动相关的企业发放了 21 个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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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尼国鱼类产品进口年消耗 6000 万美元（Everest Amaefule）
尼国农业部部长 Audu Ogbeh 表示，年鱼类产品进口消耗 6000 万美元。
周四他在农业部接待了来自荷兰驻尼国大使馆大使 Marion Kappeyne 率领的私有投
资者代表团的访问，
他表示联邦政府非常愿意与荷兰政府就种子改良等方面进行合作，提高本国农产品
出产量。
他还对荷兰政府对尼国提供的农业等方面的支持表示赞扬。
除了改良种子方面，在农业研究和水产养殖等方面也需要需要荷兰的帮助。
对此领事 Marion Kappeyne 表示双方合作应该包含改良种子、园艺、水产养殖、家
禽饲养等方面。荷兰政府大力支持尼国农业改革，通过进口转出口改变国家命运。

5，黑市奈拉兑美元交易于 N359
根据 BDC 协会实时外汇网站的信息，昨日，黑市奈拉兑美元从周三的 N359.5 上涨至
N359。涨幅 50 考包。
同时，昨日投资者和进口商（I&E）窗口奈拉兑美元下跌至 12 考包，FMDQ 的数据显
示，该窗口外汇汇率从周三的 N360.68 下跌至 N360.80。外汇交易量从周三的 1162.9
万美元上涨至 2027.5 万美元，涨幅 74%。

中投俱乐部文章推荐

关于尼日利亚体制改革

已故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在位时，在海湾战争中战胜伊拉克，因此国内支持率飙升。
当时总统换届选举临近，其连任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对手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
对此并不担心。

当一切尘埃落定，大部分美国人还是选了克林顿这位来自阿肯色州的前任州长来领
导国家。因为更多的人还是希望有一个稳定、强劲的经济，而不是再次陷入任何战
争，战争并不能给民众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

尼国 2019 年大选已经结束，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大打口水战，互相指责。失败者已
经向选举申诉法庭上诉，要讨回公道，发泄自己的不满。

国际观察组织对大选结论也给出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民主的胜利，有一些国
家，比如英国，公开庆祝总统布哈里，但是也与部分国家 diss 尼国大选就是一场骗
局，为何这个“非洲巨人”在大选中连最基本的公平自由都做不到。



华非财经周刊 一周政治经济财经动态 仅供参阅

14

第 14 页 共 15 页

而基本上只见热闹不懂门道的普罗大众，还认识不到尼国的问题到底在哪儿。民众
要想享受民主的红利，只有靠国家的彻底改革。

当前政府权力集中于政府甚至是一人之手，对国家发展和经济增长肯定是不利的，
除了拉各斯之外，像河流州、三角洲州、阿夸伊博州，没有政府拨款肯本无法存活，
很多州连工人的工资都拿不出来，有的州政府过度臃肿，发完工资没钱进行基建。

有人呼吁在国家的东南部增加州政府的数量，从而与国家其他地缘政治区实现平衡，
在奥约州，有人要求成立伊巴丹州，奥贡州有人要求成立哲布斯州。而某个地方发
生政变实现独立成为州政府，一直是军政府的特点，但是现在的我们，绝对不能重
演这段失败的历史。

尼日利亚应该回归的是政府区域管理体制，这在国家实现独立前、第一共和国时期
的效果非常不错。当前的总统制太过于昂贵，成为腐败的沃土。中央立法机构（议
会）应该是一院制的。我们应该向塞内加尔学点什么，塞内加尔为了削减政府治理
成本，解散了参议院。立法机构不仅应该改成做一院制，还应该改为兼职机构，就
像政客不应该被视为一项全职职业，应被看是作为人民服务的工作。

资源管控能够在国家改革中产生主要的作用，南部地区对油田和油井应该享有分配
权，而不是阿布贾，如此一来大部分油田所有者将来自尼日尔三角洲本土产油社区，
中央政府最多只能从南部地区分得 20%到 30%的石油资源。

当每个地区自负盈亏的时候，博科圣地骚乱也会停止，因为政府没钱继续为武装叛
乱不断的地区善后。改革后的国家，人力资源发展会得到极大改善，因为在没有联
邦政府的“哺乳”之后，为了生存，地区之间的竞争意识会增强，北方地区会更好
的将牲畜和农田利用起来，南方地区人们的创业精神也会找到更好的出路，中部地
区会成为非洲大陆的“粮仓”，而西部地区能够走出更多的创新型管理人才。

奥多州是世界上出产沥青最多的地区之一，想象一下，如果西南部建设一座海港，
会产生多少财富。奥孙州建一座无水港，也将成为西南部地区的主要粮食产区。

尼国的国父犯了一个错误，当初脱离英国殖民者的统治获得独立的时候，没能举行
一场真正的国家主权大会，在起草独立宪法时，一些民族主义者希望能够在宪法中
加入一条脱离（退出）条款，但是遭到了北部地区的强烈反对，该条款本可以拯救
刚刚独立后七年的尼日利亚于内战。

体制改革，会触及很多人的既得利益，但是迟迟不进行改革，只会损害全体民众的
利益。如果不是和平的进行，早晚有一天，暴力和血腥会迫使改革的发生。所以作
为现代文明人，我们应该明智一点，做正确的选择。

华通社李然编译（作者：抨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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