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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非每日电讯

每日电讯20190603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1

外汇储备：451.09 亿美元(至 30-May)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一（06 月 03 日早上七点）报 61.26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603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美 元 371.75
人民币 54.85

每日电讯20190604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1

外汇储备：451.22 亿美元(至 31-May)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二（06 月 04 日早上七点）报 61.00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604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美 元 371.75
人民币 54.85

每日电讯20190605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1

外汇储备：451.22 亿美元(至 31-May)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三（06 月 05 日早上七点）报 61.49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605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美 元 371.75
人民币 5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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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电讯 20190606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1

外汇储备：451.22 亿美元(至 31-May)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四（06 月 06 日早上七点）报 60.88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606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美 元 371.75
人民币 54.85

华非财经资讯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603

1，银行坏账达 1.676 万亿奈拉（Nike Popoola）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 3月底，银行部门坏账已经达到了 1.676
万亿奈拉。
银行部门总贷款量 15.48 万亿奈拉。坏账率 12.2%。
近期，尼国资产管理公司 CEO 对银行业坏账抬头的风险表示担忧，他呼吁尼国监管
当局对银行法案进行重新审核，让出现不当行为的人员负起责任。
他还敦促银行立即加强风险管理框架，扭转负增长的局面。全球金融危机的一大原
因是就是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框架薄弱。

2，布哈里寻求西非银行的合作，建立特别农业基金
尼国总统布哈里正在寻求与西非银行跨国公司（ETI）合作，成立一个特别农业基金。
由集团主席 Emmanuel Ikazoboh 率领的 ETI 董事会对布哈里进行了访问，访问期间
布哈里强调本届政府仍旧致力于实现国家安全、包容性经济增长以及打击腐败的目
标。
“如果本国拥有的资产和资源得到有效合理的管理，国家一定能够实现繁荣与和平，
当前国家面临的贫困和骚乱皆因对资源的管理不当和忽视”。
同时 Emmanuel Ikazoboh 建议布哈里解决阿帕帕港口交通拥堵问题，因为该港口是
国家贸易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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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CCI：尼国税收制度不利于吸引投资
拉各斯工商会 LCCI 对国家的税收体制提出质疑，称对投资者不利。
在一则声明中，他表示，“这不利于国家实现经济多样化和吸引投资”。
“三级政府的税收目标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了投资者身上，而不是消费者，从税收领
域来讲，这不是最佳做法”。
尼国 50%的经济属于非正规经济，税收结构对投资不友好，难以帮助国家实现更大
的发展。
税务总局委托银行做的收税代理人，这对于投资者来说极为不公平。
“税收不能仅仅当作增加国家收入的工具，他也是刺激投资的有利工具”。他呼吁
政府调整税收政策，使其符合国家经济多样化的大目标。

4，FG：固体矿产出口可实现创收 12 亿美元
尼国进出口银行NEXIM与国家内陆水路局NIWA和Sealink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一项
三方谅解备忘，主要目的是加强本国非石油收入。
根据 NEXIM 总经理的说法，该项目预计通过大宗矿产出口实现 5亿到 12 亿美元的外
汇收入。
此次合作将通过发展逐步缩小基建不足，提高和加强贸易联通，刺激尼国区域和全
球贸易竞争力。
NEXIM 做出该决策的原因是看到尼国存在的巨大物流问题以及西非国家贸易走廊无
关税措施的事实。

5，IATA：波音 737 MAX 事故降低了人们对飞机出行的信心（Chinedu Eze）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对2018年印尼狮航和2019年埃及航空公司的空难事故公开
谴责，两起事故共造成 346 人死亡，且都涉及到了波音新推出的机型 737 MAX 8。
据悉，两起事故的发生大大削弱了人们对乘飞机出行的信心，而飞机出行一直以来
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出行方式。
2019 年全球航空预计创收 280 亿美元。
IATA 表示全球航空安全在过去几年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两起事故将航空运输的名
声置于镁光灯下。
不过尽管如此航空运输的安全标准仍然是非常高的，也将继续提高。
“两起事故的原因一定会彻查清楚，解决办法也一定能够找到，事故的影响远远超
越了技术层面，大众、监管部门以及整个行业对认证体系的信任感均下滑”。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604

1，军方：我们将重新评估军队的福利水平
军方参谋长 Tukur Buratai 陆军中将表示，军方将对部队的福利待遇进行重新评估，
以达到最佳标准惯例。
他向部队人员表示，在解决国家面临的安全问题上，要全力以赴。
此前本报曾报道过，在国家东北部打击武装叛乱分子时，士兵抱怨他们的定额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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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无法满足日常基本的需求，更无法满足任何突发状况时的需求。
不过 Buratai 则表示，“我希望大家不要满足于过去取得成绩，因为现在以及新出
现的安全威胁将更加凶险，我们必须时刻走在这些威胁的前面，铲除绑架、暴乱、
分裂主义以及所有形式的安全威胁”。

2，MAN 赞扬 FG 为固体矿产出口指定特别港口
尼国矿企协会 MAN 对联邦政府指定特别港口进行固体矿产出口的做法表示赞扬。
MAN 主席在接受访问时表示，FG 的此举是正确的，能够为该行业增值，促进经济活
动的增长。
“这对于 MAN 来说是令人振奋的消息，看得出政府对发展矿产行业是认真的，指定
专门的港口用于出口，在创收方面能够将矿产行业提升到一个新层次，港口正式开
始出口后，矿业的运输也将面临更加合理的监管”。
“同时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的加入，非法贸易和非法采矿活动也将得到有效的遏
制”。

3，Emefiele 宣誓就职
尼国央行行长 Godwin Emefiele 周一正式开始连任工作，根据央行企业通讯部总监
Isaac Okoroafor 的一则声明，Emefiele 已经完成了宣誓就职，随后向上帝、总统
布哈里表示感谢，感谢布哈里的提名以及参议院的最终批准通过。
他还感谢了央行的管理层和所有员工以及媒体朋友对其在任期间工作的支持。
他还透漏将与关键部门利益相关者会面，然后出台一份新的银行和经济计划书。
央行的重点工作是在创造国家财富和促进就业方面扮演主动角色，尽量让国家经济
发展不受全球经济动荡的冲击，建立稳健的金融体系，稳定价格和促进经济增长。

4，一季度银行电子交易突破 34 万亿奈拉
从尼国银行部门获得的电子支付渠道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电子交易量总额达到了
34.02 万亿奈拉。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银行部门信贷、电子支付以及员工等数据，表示及时转账成为了
电子交易量的主导力量，总计 24.17 万亿奈拉。
截止到一季度末，向私有部门注入的信贷达到了 15.21 万亿奈拉，油气部门和制造
业分别获得 3.49 万亿和 2.23 万亿奈拉。
同期，银行雇员数量同比上一季度上涨 0.33%。

5，央行行长将公布未来五年计划
昨日尼国央行行长政治宣誓就职，在向上帝、布哈里以及参议院表达感谢之后，他
敦促所有利益相关者继续努力建设一个稳健的金融体系，始终以人们的利益为主。
在央行公布的一则媒体声明中，Emefiele 重申他的决心，将央行打造成一个以人为
本的机构，在创财富和就业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他表示国家 GDP 的增长率仍旧不足，低于 2.7%的人口增长率，因此他承诺将继续与
财政部门合作，加强国家经济增长和创造财富。
同时下周，他将公布未来五年央行和经济发展计划或者说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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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家外汇储备 476.3 亿美元，央行仍旧不会停止向外汇市场的美元供应。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3 月，央行共计向外汇市场供汇 120.4 亿美元，今年前三个
月向 BDC 部门供汇 36.4 亿。
尽管央行持续支撑奈拉的决心是很足的，但是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油价下跌，央行
供汇的能力或受到削弱，截止到昨日油价每桶 62 美元。
“外汇储备因油价下跌会下降的潜在可能性或导致奈拉走低，进而导致通胀上涨”。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605

1，总统港口清理指令应该法制化
在尼国海关 Tin-Can 岛港口执行负责人、副指挥 Dera Nnadi 表示此前总统出台的为
期三天的港口清理法令应该保持下去且将其法制化。
在接受记者访问时，他表示，有了法律的支持，对港口交通问题的解决、缓和阿帕
帕港口内部和周边的本国和国际利益相关者所面临的压力，大有裨益。
“据我了解，港口周边的社区正在承受压力，尼国人在承受压力，外国在本地经商
的民众也在承受压力，因为拉各斯不仅仅是尼国的，它也是世界的，拉各斯是国际
供应链上的一环，你进口的商品得能够送到消费者手里，你也需要出口商品，交通
问题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人”。
他同时敦促司机师傅们遵守港口准则。

2，NAQS 为农产品出口提供新的指导原则（JULIANA AGBO）
尼国农业检疫局(NAQS)为本国农产品出口商出台 10 条重新修改的指导原则，目的是
为了防止被进口国拒收。
NAQS 媒体、宣传和战略部门负责人表示，某些出口商未能按照官方出台的指导原则
进行出口，还有些产走私品不适合出口。但是只要严格按照官方要求进行出口，就
不会有问题。
“出口商品的卫生条件应该与进口国所需要的进口准许证要求相一致，出口商要向
NAQS 提供出口产品样品，以进行检测认证，在装船之前拿到相关证书”。
出口的货物不得含有有害微生物和有毒物质，所有卫生/植物检疫证书要求的信息需
要以书面的形式提供。“伪造或者擅自修改证书信息，比如货物种类、重量、体积
和授权签名等，都会导致证书无效以及产品被拒，证书残缺将不予受理”。
证书信息需要与实际出口货物标签上的信息相符。
违禁品或者目的国家不允许进口的货物，不得向该国出口。

3，Muhammad-Bande 当选联合国大会主席
尼国常驻联合国大使 Tijjani Muhammad-Bande 成功当选联合国大会主席。
周二联合国大会召开第 87 届全体会议，作为唯一候选人，Tijjani Muhammad-Bande
在喝彩中胜出，他是第二个执掌该职位的尼日利亚人，已退休军官、外交家
Joseph Garba 曾家在 1989 年到 1990 年出任过。
今年九月份，Tijjani Muhammad-Bande 将正式就职。鉴于联合国大会主席任期为一
年，现任主席玛丽亚·埃斯皮诺萨女士将在今年 9月 17 日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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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联合国大会在其官网上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第 74 届会议主席以“充分尊重既
定的地域轮换原则”等规定，划归非洲。

4，CIBN：数字银行威胁传统银行业
尼日利亚特许银行家协会（CIBN）表示，数字银行正在不断成为传统银行体系的一
大威胁所在。
在其 2018 年年度报告中，CIBN 表示“未来，同比仅投资有形资产的银行来说，利
用世界范围内技术进步促进发展的银行将占领大部分市场份额，该部门需要接受新
兴技术，用于行业发展，尽最大可能促进经济增长”。
尼国成立了共享代理网络扩展部，使得国家银行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该部门旨在
帮助国家到 2020 年实现 80%的金融服务覆盖率。

5，NLC 等因铁路项目高成本抨击 FG
尼国劳工委员会以及社会公正中心和其他分析者，对国内部分地区正在建设的铁路
项目高成本发出批评之声。
他们表示，非洲其他国家的铁路建设成本普遍低于尼国。
近期加纳与中国铁建签署了一项 20 亿美元的铁路建设谅解备忘录，建设一条 560
千米的铁路，而他们认为，尼国与中国土木工程建设公司签署合同，建设拉各斯至
伊巴丹 156 千米的铁路，就需要 20 亿美元。
对此，NLC 秘书长向记者表示，“尼国基建的成本竞争力令人担忧，我们的建设成
本一直高于其他非洲国家，发展基建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需要以高效成本的方
式建设”。
前尼国国家会计师协会主席认为联邦政府在与中国签署铁路建设合同前，未能完全
了解协议条款。
据悉，因为违反保密协议等原因，加纳铁道发展部部长表示与中国铁建签署的备忘
录已经被取消。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606

1，BMO 公开批评经济学人杂志刊载不实文章
布哈里媒体宣传机构，对经济学人杂志刊发的有关尼国贫困现状的文章，公开给予
反驳，认为该文章有失偏颇。
机构主席发表的一篇声明表示，“经济学人杂志最新发表的关于本国贫困现状的文
章既不全面也无具体的一手或者二手数据的援引，纯粹是为恶意嘲讽本届政府和支
持自己先入为主的观点所论证，这种捕风捉影的观点、有失偏颇的论证，是无法经
受客观与专业性的检验的”。
“其中的观点与事实不符，是在故意引发人们对布哈里政府和人员的反感，很明显，
这家国际媒体机构也加入了业余分析的行列”。
“世界银行是唯一一家制定国际贫困线、编纂贫困人数比率的、被大众所认可的机
构，2015 年世行出具的报告显示，尼国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口为 8690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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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页

2，德国向尼国大米生产行业投资 200 万欧元（dickson）
在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德国政府出资 200 万欧元用于尼国大米发展
项目的二期项目。
项目总监 Jean-Bernard Lalannehe 周三在阿布贾表示，项目二期将在凯比、卡杜纳
以及吉加瓦州进行。
项目主要是帮助小农户增加收入，同时能够为本国提供高质量大米。
尼国通讯社有报道称该项目在四个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加纳和坦桑
尼亚启动，是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的项目，二期项目在 2018 年 6 月正式开展，
预计将持续到 2021 年 6 月。
项目聚焦增强大米行业的商业链接，生产者与市场、加工商、大米加工场以及生产
投入行业进行有效的沟通和连通。

3，丹格特炼油厂开展社区教育项目
丹格特炼油厂表示将采取措施提高炼油厂建设所在社区的教育质量，也就是拉各斯
莱基的 Ibeju。
公司表示措施包括为学生提供奖学金，为教师和学校基建项目项目增强能力建设，
以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
公司还与 NurtureHouse 有限公司合作，为学校老师教学进行手把手面对面的交流和
培训，为他们提供所需教学技能提供机会。

4，专家对蜡烛、空气清新剂的健康危害发出警告（Tunji Bosun）
就在大家在庆祝今年的世界环境日的时候，环境学家 Egbemuyiwa Olatunji 对蜡烛、
复印机、空气清新剂以及杀虫剂等对人体的健康危害发出警告。
周三他在尼国西南部城市 Abeokuta 由奥贡州环境部举办的世界环境日上发表演讲，
表示复印机以及其他家电都是室内污染的来源。可能会引发的疾病包括癌症、哮喘、
以及其他心肺疾病。
这些物质和电器含有对人类呼吸道有害的物质。
此外，目前尼国 72%的人口因为使用固体燃料，暴露在空气污染中。

5，布哈里第一届总统任期内，2.5794 万人死于暴力屠杀
尼国安全跟踪部门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布哈里第一任总统期间至少有不少于 2.5
万多人死于暴力屠杀。该机构属于一个非营利组织，是专门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和国
际事务的智库。
这些人死亡的原因包括武装反叛势力、博科圣地骚乱、农牧民冲突等。
其中 2015 年到 2019 年年间，博尔诺州死亡人数 9303 人，赞法拉 1963 人，阿达马
瓦州 1529 人。
卡杜纳、高原州、塔拉巴、贝努埃、河流州、十字河州、奥贡等州也存在上百甚至
上千人的死亡。
此外暴力死亡高发期分别为 2015 年 7 月和 2019 年 1 月。
在这四年中，博科圣地屠杀 5598 人，包括农牧民冲突在内的派系、宗教屠杀有 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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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而前任总统乔纳森在任期间（2011 年至 2015 年），共计死亡 3.4884 万人。

中投俱乐部文章推荐

非洲：拯救我们的语言，保护我们的未来

我记得当年从英国利物浦到拉各斯的时候，刚满十岁，从直觉上我就清楚的认识到，
未来要想有所成就，能够流利的讲一口我爸爸的母语—约鲁巴语，是非常必要的。

为了改变或者戒掉我半伦敦半利物浦的口音，我会努力的倾听我身边的约鲁巴人，
然后重复他们的话，最开始的时候因为说不好经常闹笑话。

约鲁巴语是一种语调性很强的语言，有时候三个字母组成的单词发音不准，或者重
音放错了位置都会导致很严重的错误。

我曾经在翁多州的圣约瑟夫学院上过寄宿学校，这所学院当时以学术严谨和纪律严
苛著称，但是回过头看，我特别欣慰的是当时入学前两年必须要学约鲁巴语。也深
深地觉得，对约鲁巴以及对整个祖国和文化给予的热爱是不够的。

所以很多尼国和非洲不断向上层社会流动的人士以及还够不上精英层的人，用他们
的本地语言向其后代们传播知识的时候，总是能给我很大的触动。

而我们的约鲁巴人，经常是带着特别自豪的口吻讲述他们的孩子只会说英语，不会
说约鲁巴语。

实际上他们的英语带着浓重的约鲁巴口音。

伴随着这种自豪感和对语言的歧视，其实我要问，为什么呢？

原因是多重的，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和人口迁移导致很多孩子生长的地方要么约鲁巴
语不普遍，要么学校已经停止教授。

在这个技术引领的世界上，只有几种国际语言占据主导地位，社交媒体、电视、儿
童节目、电脑游戏、移动 APP 和新闻内容等已经不太使用本土语言。



华非财经周刊 一周政治经济财经动态 仅供参阅

12

第 12 页 共 12 页

军事和政治冲突导致众多人口离开原本生活的家园。经济移民也导致农村地区说本
地语言的老年人被遗留了下来，没有后代传承的语言是无法存活下来的，随着这些
老年人人数逐渐减少，本土语言无疑会逐渐消失。包括约鲁巴语在内的很多非洲本
土语言都在面临相同的尴尬境地。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方式，它无所不包，它是历史、文化、价值观和传统风俗的
载体。

因此一种语言的消失或者灭绝不单单是无法用一种彼此能够理解的方式交流，也是
属性的消失，语言、文化、心理以及历史属性的消失。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濒危语种图册，全球大约有 7000 种语言，但是全球一
半的人口仅使用最常用的八种。超过 3000 多种语言，每种的使用人数不足 10000
人。

那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抱臂旁观，面对全球化这趟轰然开来的列车束手无策？

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出台政策，学生从幼儿园开始，强制性学习本土语言。

家庭和社区成员应该且可以在保护本土语言上起到集体性作用，其实在 21 世纪，很
多孩子 和老年人存在语言上的困难，他们需要学习。

政策制定者、节目制作人、广告人以及公有和私有部门可以通过合作，制作使用本
地语言的辩论节目，颁发学术奖项和奖学金、整版广告刊登、各界领导颁发奖项的
机会等激励措施，等来督促年青一代学习本土语言。

工商界以及科技领域的创业者可以开发具有价值和创新的本土语言节目，比如播客
和 APP，我还强烈支持向最优秀的非洲本土数字内容项目颁发奖项，可以是儿童节
目、电脑游戏、播客等。

每一种非洲语言都是口语历史和集体价值观的载体。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可以
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要去往哪里，一口流利的本土语言是带有自我属性的。

华通社李然编译（来源：抨击报 作者：Victor Olado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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