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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非每日电讯

每日电讯20190428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0

外汇储备：447.87 亿美元(至 25-Apr)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日（04 月 28 日早上七点）报 71.13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428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美 元 371.75
人民币 55.45

每日电讯20190429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0.05

外汇储备：447.87 亿美元(至 25-Apr)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一（04 月 29 日早上七点）报 71.12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429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美 元 371.75
人民币 55.45

每日电讯20190430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0.05

外汇储备：447.92 亿美元(至 26-Apr)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二（04 月 30 日早上七点）报 71.73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430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华非财经周刊 一周政治经济财经动态 仅供参阅

5

第 5 页 共 11 页

美 元 371.75
人民币 55.45

华非财经资讯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428

1，沙特国王同意与尼国达成多项石油投资协议
沙特阿拉伯国王 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 以及王储同意与尼国签署谅解备忘
录，双方在多项油气项目上进行合作。
尼国石油资源部昨日在一则声明中表示，此次备忘录包含的合作项目包括了对瓦里、
哈科特港口和卡杜纳炼油厂进行翻新，建设新炼油厂，对液化天然气进行投资，以
及原油和石油产品的交易。
该备忘录的初期草案将于 5月第一个周制备完成，后续还需要通过各个批准程序。
沙特认为尼国是进军、开拓非洲大陆的最佳选择，未来有可能在尼国建设独立炼油
厂。

2，世行：到 2020 年，石油均价每桶 65美元
世行预测，到 2020 年油价将实现平均每桶 65,美元，2019 年平均价格或浮动在每桶
66 美元。同时 2019 年金属价格很有可能一改 2018 年的大幅下跌趋势，实现增长，
原因主要是中国在结束了大约一年的经济放缓之后，经济活动开始趋向稳定。
今年农产品价格预计下跌 2.6%，而明年随着电力和肥料价格上涨，农产品产出下降，
价格恢复反弹。
“商品价格对政策相关的风险，非常敏感，特别是石油”。OPEC 和其合作伙伴是否
会扩大原油削减产量，美国取消对伊朗制裁豁免所产生的影响等，都是影响石油价
格的因素。

3，四家发电公司因天然气短缺，停止向国家电网供电（CHINEME OKAFOR）
尼日利亚传输公司 TCN 表示，四家电力发电公司因天然气供应短缺，无法向国家电
网供电。
TCN 在一则声明中表示，尼日利亚天然气公司 NGC 对
向 Egbin, Omotosho, Olorunsogo和 Paras 发电站输送天然气的管道进行紧急维护，
导致发电中断，电力供应短缺。
管道紧急维护的原因是为 Escravos 至拉各斯管道系统中的部分管道被发现漏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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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时不得不全部不关闭。
同一天，副总统澳新巴乔表示，国家电网平均供电量 3930 兆瓦。

4，尼国等 125 个国家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驻尼大使馆临时代办赵勇在上周五宣布，超过 126 个国家和 29 个国际组织签署
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BRI。
中国驻尼大使馆组织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会上他表示，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会
议于 4月 25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主旨还是要继续发展一带一路项目。他还表示，到
目前为止 BRI 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中国与其他加入该倡议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了 6万亿美元，中国向这
些国家的投资也超过了 800 亿美元”。
去年九月份，尼国总统布哈里参加了北京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与尼国签署 BRI
谅解备忘录。
“自此，尼国正是成为 BRI 大家庭的一员，中尼两国的合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该倡议在尼推行，给尼国带来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5，希思罗机场无需出示护照，便可登机
从今年夏天开始，通过希斯罗机场安全检查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不需要出示护照。
该人脸识别项目耗资 5000 万英镑，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生物识别技术的应
用。使用该技术后将大大减少旅客在机场的耗时。
出行旅客需要先行将自己的护照信息和人脸信息通过自动信息采集柜台录入，下次
机场安检的时候只需要将面部对准机场的摄像头，等待系统的信息匹配和确认即可
完成各项安全检查。
希斯罗机场客流量每年大约为 7800 万，目前机场安检需要出示三次护照，包括进入
机场、安检和登机。
有航空顾问向泰晤士报表示，“美国一些大型机场已经使用该技术，亚洲国家在该
项技术上也领先很多年，尽管很多人担心自己的信息是否能获得安全保障，机场必
须要对此给一个说法，不过人脸识别技术确实大大缩短了机场各项检查的时间”。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429

1，人民币升值趋势
随着中国的崛起，人民币也势必会逐步走强，也许这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当前世界
正在去美元化。
Investec 资产管理公司表示，包括中国和欧盟在内的一些受美国地缘政治和势力
“困扰”的国家，希望逐步减少美元持有量。
UBS 资产管理亚洲太平洋固收部门负责人海登布里克斯表示，“去年，我会见的每
个央行都在询问如何减少美元持有量，目前在伦敦，人民币的交易量已经超过了英
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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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只有中国开始实现人民自自由化交易，人民币在国际上才有可能崛起，随着
中国对资本管控力度加大，人民币跨境支付率也在下降。

2，Mouka 启动杀虫剂生产线
拉各斯 Mouka 有限公司是一家床垫和其他床上用品制造商，目前为了迎合市场需求，
追加了一条杀虫剂生产线。
公司首席执行官 Raymond Murphy 表示，此次追加生产线也是公司为抗击疟疾做出的
一份贡献，杀虫剂能够有效的驱除蚊虫。
除了蚊子，臭虫、蜘蛛、蟑螂以及螨虫和霉菌等也在杀虫剂的打击范围内。每使用
一次，消费者能享受到连续三个月的保护。
对该杀虫剂进行了化学性评估、有效性以及毒性测试后，证明包括孕妇和儿童在内
的群体均可使用。
位于拉各斯大学的药理、毒理和理疗学部门教授表示，该公司出产的杀虫剂是从植
物提取的，对人类不会产生有害性。

3，丹格特集团为 AUB 建设学生宿舍
非洲首富、阿里科丹哥特基金会主席丹格特向位于Zaria的 Ahmadu Bello大学（ABU）
捐献了一个拥有 2160 个床铺学生宿舍楼。
该宿舍楼 360 个房间，建设费用 12 亿奈拉。
据悉为了对丹格特的慈善义举表示感谢，学校授予他荣誉博士的学位。
丹格特表示之所以捐赠这做宿舍是因为他看到学校学生在不断在增加，但是基础设
施相对滞后。
他还表示，单单联邦政府，无法承担为整个高等教育提供各项资金的负担，因为政
府需要兼顾的部门众多。

4，尼国每年因盗版活动损失 30 亿美元
尼国版权委员会 NCC 昨日表示，尼国每年因为盗版问题损失 30 亿美元，委员会主席
John Asein 在 2019 年世界知识产权日上敦促政府出台充足的、有效的法律框架，
保护知识产权。
他表示随着全球网络的发展，可携带设备以及网络平台数量的激增，使得追踪和解
决盗版问题更加困难，“大量的网站都在传播盗版内容，包含体育、娱乐等内容”。
他敦促利益相关者继续在建设有效版权体系上支持政府的工作，对内容所有者的版
权加强保护。

5，移民局在 MMIA 的办事效率，提高了尼国友好经商氛围
使用落地签进入尼国的潜在投资者和国际旅客，对在穆塔拉默罕默德国际机场
（MMIA）的移民局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给与赞扬，表示移民局的人能够及时让他们过
境，这符合布哈里政府增强友好经商环境的政策。
一位肯尼亚商人 Charles Ituzu 在达到尼日利亚后很快就拿到了签证，表示尼国实
施的落地签非常方便。
他透漏，在非洲，到访另一个国家，基本等于被困在一堆文件和支付高昂的签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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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且签证的有效期非常短。
“即便是拿到了签证，在海入境口在移民官员的不断盘问和检查下，仍旧需要缴纳
各项额外费用，因为有时候移民官会很疑惑，为什么其他非洲国家的人要来我们这
儿旅游？”。
另一位来自欧洲的游客 Adrian Bryan 也对尼国的落地签和移民局机场工作人员的
工作表示了赞扬。
希望尼国能够继续努力，争取出台更过的友好政策，吸引国际游客。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430

1，NNPC：欧洲部分炼油厂关闭将有利于尼国
尼国 NNPC 集团总经理麦坎迪巴鲁表示，欧洲部分发达国家计划关闭炼油厂，很有可
能迁移至石油产品需求较高的国家，比如尼日利亚，观察当前全球油气行业的发展
趋势，尼国炼油厂的前景将会是非常光明的。
NNPC 还计划向欧洲国家出口天然气。
除了欧洲部分炼油厂计划关闭，本国丹格特集团在拉各斯建设的炼油厂会增加炼油
行业的竞争激烈度，同时他也对尼国炼油厂的能力提出质疑，敦促卡杜纳等国内炼
油厂的工作人员加强产能利用率，逐步达到国家标准。

2，央行部分回收流通中的污损纸币
尼国央行表示 7.9 万亿流通中的纸币中有很大一部分受污受损，已经不适合 ATM 机
和柜台支付，因此央行计划将受污受损的纸币进行回收。
央行副行长表示央行有义务提供清洁、完整的纸币，促进公众、政府和银行交易的
无缝支付和结算。
明日央行行长 Godwin Emefiele 明日将在拉各斯正式公布清洁纸币和钞票适用指导
原则。为清洁和适用纸币的流提供统一标准。

3，壳牌等石油公司因不可抗力原因暂停原油出口
尼国原油出口再遇挫折，两大国际石油公司宣布因不可抗力原因关闭输油管道。
尼日利亚牌石油发展有限公司周一在一则声明中表示，从 4月 25 日中午开始暂停伯
尼轻质原油出口。
NCTL 是用于输送出口原油的主要管道，向伯尼轻质原油码头输送原油，由 Aiteo 东
部开采和生产有限公司运营，4月 21 日宣布因不可抗力原因暂停使用。
不可抗力的原因是管道破裂起火，周边相关的设备都不得不同时关闭。
此外，由 Total 石油公司负责出口的 Amenam 级原油也因不可抗力原因暂停出口。

4，尼交通部长谴责中企，违反合约
尼日利亚将增加采购 10 节火车车厢，用于阿布贾-卡杜纳和拉各斯-伊巴丹铁路线。
据悉，这些进口的车厢由中国中车公司（CRRC）生产，应该在今年 6月份抵达尼国，
是尼国采购的总计 65 节车厢中的一部分。
交通部长 Rotimi Amaechi 率领一支代表团前往中国，对 CRRC 的生产进度进行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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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表示该公司未能按合约日期，如期交付产品。
他表示中车公司生产进度缓慢，敦促其提高进度。
实际上，合约已经到期了，“我们没有付完全款但是也付了三分之一，因此中车公
司应该加快速度，合约是 2017 年 12 月签署的，2019 年 2 月份到期，因此按法律来
说，他们已经违约了，我们需要看看根据法律判断，如何解决此事”。
不过他又表示，此事与 CRRC 关系不大，合约是尼国与中国土木工程建设公司 CCECC
签署的，问题需要在尼国解决。
CRRC 总经理对此表示，客运车厢零部件 100%来自中国，但是生产还需要根据客户的
要求来进行，未来也将与 CCECC 一起合作，生产高质量高标准的产品，满足客户的
需求。

5，尼当前人口数量 2.01 亿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表示，尼国当前人口 2.01 亿。
该机构出具的世界人口报告周一公布，“目前尼国成为非洲人口数量最大的国家，
其邻国贝宁共和国、尼日尔、乍得和喀麦隆分别为 1180 万、2320 万、1580 万和 2530
万人”。
“截止到 2015 年，尼人口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是 55 岁，产妇死亡率是每 10 万有
814 位产妇会不幸去世”。
2010 年到 2019 年尼国平均经济增长率 2.6%，从 1969 年到 2019 年内女性生育率从
6.4%下降至 5.3%，这意味着平均每个妇女生育孩子数量至少是 5个。
尼国 32%的人口年龄在 10 到 24 岁之间，10 到 14 岁之间占了 44%。
54%的人口在 15 到 64 岁之间，超过 65 岁的人口近占了 3%。
“很多女性没有生育掌控权，就是说很多女性不想怀孕，但是无法获得现代避孕信
息避孕避孕服务”。

中投俱乐部文章推荐

英国广播公司：非洲的自由与安全

根据研究机构 Afrobarometer 的调查结果显示，如果能够去往愿意去的地方，说自
己想说的话，非洲民众甚至愿意放弃自由，如果能够获得安全，他们甚至愿意被监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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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很多非洲人愿意拿自由换取安全

Afrobarometer 表示，要自由还是要安全是政府用来说服人们接受限制自由的一个
很好用的说辞。为了生活在一个更加安全的国度，越来越多的人用自由来换取。

数据显示，为了安全起见，62%参与调查的人愿意接受夜晚宵禁以及政府设置路障。

这在马达加斯加尤为明显，其比例为 83%。原因是该国仍旧努力在走出多年政治动
荡的局势。

2，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感觉缺少言论自由

在所有参与调查的国家中，感觉拥有言论自由的人的数量越来越少。大约三分之二
（68%）的人表示他们对自己的政治言论需要注意。

其中，言论限制最严重的是马里，自 2012 年该国就出现了政治危机。

其次是赞比亚和坦桑尼亚，两国政府专制主义越来越严重。

3，众多非洲人愿意接受自己的私人通讯被监控。

43%的受调查者为了安全，愿意接受自己的私人通讯信息被监视。

最为突出的国家仍旧是马里，75%的人表示愿意接受政府监控，比如手机通讯信息，
政府以此确保他们没有参与暴力活动。

4，越来越少的人会在乎是否有权（获得政府批准）参加某集团、组织，比如组织或
者加入工会、政党以及其他自愿组织、协会。

61%的受访者表示，“不论政府同意与否，我们应该有权加入任何组织”。甚至是反
政府组织，比如近期苏丹和阿尔及利亚政府就被反政府组织推翻。

5，对宗教言论自由的支持，半对半

人们会问，政府是否应该有权对在宗教场所的言论进行监管，49%的人支持宗教场所
言论完全自由，47%的人愿意忍受政府对宗教言论进行限制。

其中支持宗教言论自由水平最低的国家是突尼斯和马里。

这两个国家 70%的人同意政府有权对宗教言论进行监管，特别是牧师或者集会者会
威胁公众安全的情况下。

华通社李然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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