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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非每日电讯

每日电讯20190715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1

外汇储备：451.26 亿美元(至 10-July)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一（07 月 15 日早上七点）报 66.843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715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美 元 370.75
人民币 54.85

每日电讯20190716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1

外汇储备：451.13 亿美元(至 12-July)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二（07 月 16 日早上七点）报 66.535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716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美 元 370.75
人民币 54.85

每日电讯20190717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1

外汇储备：451.09 亿美元(至 15-July)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三（07 月 17 日早上七点）报 64.637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717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美 元 370.75
人民币 5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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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电讯20190718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1

外汇储备：450.99 亿美元(至 16-July)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四（07 月 18 日早上七点）报 63.758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718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美 元 370.75
人民币 54.85

每日电讯20190719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1

外汇储备：450.94 亿美元(至 17-July)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五（07 月 19 日早上七点）报 62.960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719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美 元 370.75
人民币 54.85

华非财经资讯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715

1，阿达马瓦、博尔诺、约贝以及塔拉巴州因 YEDC 工人罢工而停电
阿达马瓦、博尔诺、约贝以及塔拉巴州因为约拉电力输送公司 YEDC 工人抗议，而无
电可用。
工人罢工的原因是抱怨工作环境差。罢工由电力和联合公司高级职员协会（SSAEAC）
发起，并获得了贸易工会委员会 TUC 的支持。
SSAEAC 要求对雇员的工作环境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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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州的大部分居民受到了影响，他们不仅无法为自己的预付电表买卡消费，此
前对输电公司提出的投诉也没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罢工导致国家东北部很多城镇无电可用，加之上周四暴雨来袭，使得供电更是困难。
“截至到现在，上述几个州仍旧无电可用，暴雨又使得很多输电设备被淹，且无人
修理，从上周三开始，迈杜古里就已经停电了”。
政府无视该部门工人的升迁、薪水差异大、工作环境中设备陈旧等问题，到目前为
止双方也没有达成解决方案。

2，LASG 与 BCPG 合作，解决非法建筑问题（Maureen Ihua-Maduenyi）
拉各斯州政府与建筑防坍塌行会（BCPG）联合呼吁建筑行业以及公众与政府携起手
来，解决国内的建筑坍塌问题。
人们可以通过将自己遇见的违法建筑和劣质建筑结构问题向政府部门投诉。
联邦实体规划和城市开发展部常任秘书长 Foluso Dipe 表示，政府的大门永远向来
自不同部门、各行各业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敞开大门。
拉各斯州政府对未获得必要的许可和批准条件就进行建筑建设的行为，采取零容忍
的态度，并决定简化建筑申请审批程序，减少审批时间。
BCPG 主席 Solomon Ogunseye 敦促州政府加速对城镇规划法的调整，行会和政府部
门之间在建筑监督方面做好协调和协同，为了减少建筑坍塌、粗制滥造、偷工减料
等问题，BCPG 会继续支持相关部门的工作。

3，最低工资：TUC 发出罢工威胁
贸易工会委员会（TUC）新当选的主席 Quadri Olaleye 周日发出了一项通牒，假设
政府继续延迟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政策，将掀起一场行业罢工。
在接受独家专访的时候，他表示 TUC 正在调动所有工人准备罢工，并指责政府毫无
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意向。
在最低工资标准出台后，政府又表示对7-14级别的雇员公司上调9.5%的工资，15-17
级别的雇员上调5%，但是委员会表示，坚决捍卫7-14级别的雇员工资上调30%，15-17
级别上调 25%的的最低要求。
“最低工资标准 3万奈拉的政策在去年 4月份就已经获得了总统的批准，但是政府
却在无条件延执行，貌似政府根本就无意执行”。

4，JAMB：很多腐败官员从考试作弊开始
国家联合招生和录取委员会表示，计划对尼国的各类入学、入职考试进行审查，并
认为很多腐败官员就是从考试作弊开始的。
“腐败不是非洲或者尼国的独有现象，很遗憾的是，大部分铲除腐败的措施基本上
都没什么效果，假设腐败不从入职考试阶段就全盘、彻底杜绝，那么日后很有可能
成为官员腐败或其他腐败问题的根源”。
“今天的很多贪官在入职考试时就存在过舞弊行为，长期来看腐败产生的破坏力不
可忽视，因此对入学、入职考试的全盘审查是非常必要的，需要从学校阶段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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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埃塞航空计划在尼成立一个国际运输公司（Okechukwu Nnodim）
上周五埃塞航空宣布，已经与尼国联邦政府和私有部门行业参与者召开会议，为尼
国建设一个国际航空运输公司。
埃塞航空集团首席执行官在阿布贾向记者表示，尼日利亚缺少一个完全投身于国际
航空运输的本土企业，对尼国和非洲航空业都是一种劣势。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尼国没有强大的航空公司，但是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满足国内、
国际和区域市场的一个国际性航空运输企业，我们也与加纳政府协商建立一个加纳
航空公司，但是最大的市场其实还是尼日利亚”。
其他国家的国际航空公司在非洲大陆的国际航线上，占有相当大的分场份额。“外
国与本地公司在国际航线的比例大约为 8:2”。
“而此前本土企业占比还没有这么低，按照这种局面下去，很有可能非洲大陆国际
航班被外国企业占领，他们会完全将我们踢出局，因此发展强有力的本土航空运输
业，势在必行，我们也志在必得”。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716

1，NBA：用州长的安全专款交绑架赎金
尼国大律师协会 NBA 奥沃分部昨日在翁多州表示，应该拿州长的安全专款为绑架受
害者支付赎金。
该分部主席向记者表示，假设真的这么执行，各位州长们一定立马清醒过来，抓进
解决本州民众不断被绑架的问题。
“州长安全专项款的本质作用就是保证民众的安全，人们被绑架的时候，就应该拿
来解救民众的生命，本身大部分民众的收入就非常微薄，当他们被绑架以后，哪里
去找寻赎人的钱？所以拿州长的安全专款缴纳赎金能够激发他们的责任感”。
各州绑架案高发，他认为与腐败息息相关，“腐败助长了绑架的风气，大量道路路
况糟糕或者年久失修，成为绑架犯的有利因素”。
州长们聚集伊巴丹商讨如何解决暴徒和牧民的屠杀问题，但是这并非问题的根本，
问题的根本是如何铲除腐败，发展基建，修好路，让绑架等暴力行为得到遏制。

2，NLC：电力用户不会接受电费价格上涨
尼国劳工委员会 NLC 周一表示，如果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NERC 对全国内的消费者继
续提高电费价格，全国的电力用户都不会同意。
NLC 还警告 NERC 不要向来自电力输送企业的压力投降。
NLC 主席表示即便是很多比较富有的消费者也用不上电，因为电价太高了。
“现在这个阶段，任何增加消费者生活成本的举措都是不应该的，不论作为个人还
是某个选区的代表都不会同意，就尼国当前的贫困度，很多人根本担负不起”。
他敦促委员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寻找其他能够提高收入的途径，而不是在电力供
应都不稳定、不充足的前提下，设法从群众身上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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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国航空公司在 11 月 3 日之前，将暂停使用波音 737 Max
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在 11 月 3 日之前，将暂停使用 737 Max 机型，比之前的两个月
的暂停期要长一些。
公司在声明中表示，此举会导致大约每日 115 次航班被取消，对波音机型“仍旧保
持”信心。不过部分航空公司 CEO 对 11 月恢复使用波音 737 MAX 的时间表持怀疑态
度。
而此次向后推迟使用 737 MAX 机型已经是美国航空公司的第五次决策。
近期接受美联社采访时，三角洲航空公司 CEO 表示，“MAX 机型重新投入使用的时
间可能会比我们预想的要长很多，不过谁也没法给出具体时间”。
美国航空监管局正在进行彻底调查，但是对于何时能够给出鉴定结果，并不确定。
华尔街日报则刊登文章表示，恢复时间也许要等到 2020 年了。

4，Ajaokuta 钢铁厂需要 6.52 亿美元完成建设和启动运营
尼日利亚和乌克兰专家经过审计后表示，Ajaokuta 钢铁厂需要 6.52 亿美元才能完
成全部建设并启动运营。
从该公司网站上的信息显示，审计是 2018 年 4 月份由本土工程师、技术人员和专业
人士以及两名乌克兰专家进行的。
该钢铁厂可谓充满争议，1970 年就开始建设，目前已经完成了 95.7%的工程。
历经数年，多个政府更迭，该钢铁厂仍旧未能完成建设，为国家创造财富。为了响
应本届政府鼓励本地企业和工业发展、公共工程本地取材的政策，去年进行了这次
审计，对内部技术细节、已经完成的部分和未完成的部分进行充分了解，为以后的
建设做好铺垫。
2018 年众议院曾拒绝政府向私有部门出售该钢铁厂的提案，他们要求政府完成建设
任务。

5，DPR 对油气行业违规行为发出警告
尼国石油资源部 DPR 表示，对国内非法进行天然气生产的燃油销售商将处于制裁措
施。
DPR 代理部长周一在一次新闻简报会上发出该警告。
他表示部门官员出门走访调查，在拉各斯的 Ayobo 发现了违法进行天然气生产的工
厂。
“目前工厂已经被查封，但是此前该工厂胆大妄为，竟然私自撕了封条，继续经营，
后来我们的人员再次贴上封条，该工厂无所畏惧，竟然二次撕封条”。
“鉴于此，DPR 不得不出台措施，对国内所有非法进行天然生产的工厂给予处罚”。
“我们对获得经营许可的油气行业企业违法相关监管条例的，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希望通过有效监管，为消费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务和产品”。
近年来，全国范围内非法油气生产工厂不断出现，“我们每个周都会进行实地考察，
每天都会发现违规行为，凡是发现有违规操作的，我们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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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非财经资讯 20190717

1，第一银行推出多币种银行卡
在一则声明中，第一银行表示，随着银行推出多币种维萨卡，国内外的消费者可以
将自己不同币种的银行卡与一张借记卡进行绑定。
此卡主要是为了解决全球消费者进行无现金交易的问题，可以在 POS、网上以及 ATM
机上使用。
银行电子商务以及零售产品集团执行负责人表示，“第一银行能够首次在尼国推出
多币种银行卡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的产品和服务是银行的使命
所在，此卡可以让消费者畅游全球，在旅行、出差的时候，进行无缝交易”。

2，FAAN 开始对国家各大机场周边的食品摊位进行肃清
联邦机场管理局 FAAN 昨日表示，如果全国各个机场周边的食品货摊再出现出售不卫
生、不健康甚至有毒、被污染的食品，将进行关闭处理，一旦发现出售被污染或者
腐坏变质的货摊，将移交给国家药食监督管理局(NAFDAC)进行严肃处理。
FAAN总经理Rabiu Hamisu Yadudu昨日在拉各斯举办的首期世界食品安全日上表示，
FAAN 将部署人员对各个食品摊摊主进行为期 6个月的定期体检，保证他们的个人卫
生和健康，因为食品行业关系重大。
并且要提高这些摊主资格申请的标准，确保能够符合全球最佳惯例，与尼国民事航
空局、NAFDAC、港口卫生部、拉各斯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保证在
机场提供食品的摊主符合世界级别的健康、监管以及环境要求和标准。

3，Oando、Trafigura 等中标 NNPC 原油互换合约
国家石油公司 NNPC 周一发出原油互换合约招标书，此类招标竞争可谓竞争非常激
烈。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总计 34 个企业获得候选人资格，但是最终的合约还没有签署，
但是实际上目前各类细节已经敲定，上榜的企业基本上就是最后的中标名单。
此次中标的企业数量要比此前预想的多。
此类合约是各油气企业极力想要获得的，因利润极为可观。
过去两年，汽油供应基本上全部来自此类原油、燃油互换交易，尼国人口接近 1.9
亿左右，每日汽油消费 4000 万升，是西非最大的燃油消费市场。

4，Wema 银行推出网上数字银行 ‘ALAT’
Wema 银行成立了非洲第一大数字银行，ALAT，近期又推出了一个新的网上平台，为
消费者和商户提供无缝数字支付服务。
该平台主要向买家或者说消费者提供一系列的数字服务，包括数字支付、活动、电
影票购买、机票订购、钱包以及公用服务缴费。
该平台还能让入住的商户接受来自 Wema 银行和非 Wema 银行账户持有者的商品或服
务消费的转账。
即便是没有 ALAT 或者 Wema 账户，消费者都可以使用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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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样的平台，消费者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就不用到银行大厅、电费缴纳处、签证
申请处以以及电影院等排队等候办理业务。

5，牧民：CAN 对国内骚乱局面发出警告
尼国基督教学会 CAN 东南部区域分部表示假设政府不采取措施，尼国逐渐抬头的混
乱转状态将恶化。
CAN 呼吁该地区的人民站出来，捍卫自身的权益。
“我们强烈反对、谴责以及拒绝以行政令、法律和联邦项目为名义的、任何形式的
将个人或者集体土地划拨给牧民或者游牧民的做法，特别是东南部的牧民”。
“养牛是个人行为，政府不应该介入进而引发冲突或者危机以及不必要的紧张局
势”。
CAN 还敦促骚乱比较严重的地区的民众，不要屈服于北部某些民族的威胁，自己的
土地不允许以任何的武力方式被夺取。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718

1，NERC 对国家盗电的现象表示遗憾
尼国电力监管委员会 NERC 认为，大量电力用户抱怨高额电费账单是因为盗电所引起
的。
委员会副主席 Alhaji Sunusi Garba 在卡杜纳与利益相关者召开公共听证和咨询会
时表示，“偷电是当前群众反应的高额电力账单的元凶”。
他呼吁利益相关者联合起来，与委员会合作，解决该问题。
目前委员会正在制定三个草案，向国家电力供应网络注入更多的效率和竞争意识。
“委员会正在全国范围内不断的举行听证会，希望从利益相关者处获得更多的有效
信息，制定更加包容性和强有力的监管规定，彻底解决国家电力部门面临的问题和
挑战”。

2，NASENI 开始本地生产变压器
国家科学和工程基建局 NASENI，表示计划在本地生产变压器。
NASENI 执行副主席 Mohammed Haruna 在阿布贾向 60 名即将前往中国进行制造流程
培训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发表讲话，说道 60 名人员回国后，将在科吉州的 Okene
成立电力设备和电力机械发展机构。
目前 NASENI 正在与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合作，中方向尼国提供培训的设施和
人员，培训时间大约持续 4到 6个月。
“我们的人员将前往中国学习用计算机帮助设计和制造现代化变压器，当前尼国的
变压器不进来自中国，也来自其他国家，我们自己却没有自己的制造能力”。
此次学习还包括电压测试技术等，因为本国出现的一些电力故障，常常需要外国专
家或者将损坏的设备拿到外进行维修。
本国制造电力设备也能够减少进口依赖和资本外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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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警方在阿布贾控制抗议活动
根据一则声明，尼国警察总署署长下令，禁止在联邦首府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抗议
活动，抗议人员不得毁坏国家关键型基础设施，不过他们有权利和自由在首府的某
些地区，比如 Unity Fountain 处，进行集会和举行和平抗议。
2018 年 10 月 30 日，阿布贾不同地区曾发生过多次抗议活动，导致首府地区一度陷
入瘫痪，经济活动停滞，给司机和出行人员带来极大的不便，此后的抗议活动还导
致警察巡逻车被点燃。
尽管宪法规定公民享有最基本的自由表达权、和平集会和运动的权利，但是这些权
利需要在不影响公众安全、秩序以及确保他人的基本权利不受到损害的情况下，才
能实施。警方有权为了确保他人的生命、财产权不受到侵害的前提下，对抗议者的
活动进行控制。

4，海关在救护车内发现 280 万奈拉曲马朵
尼国海关总局阿帕帕港口宣布，在一辆救护车上截获了 10 箱曲马朵。
该救护车车型为现代，被截获的时候司机正在计划将这批曲马朵运出港口。
我们的记者获悉，该救护车属于 Medbury 医院，是一家紧急医疗服务供应商。
海关人员透露，两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
且进一步调查发现，这批曲马朵属于从正在港口等待检测的集装箱里盗窃所得。
海关人员表示，“尽管海关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打击非法商品进入国内，但是仍旧
有很多没有爱国心的人，喜欢与海关对着干”。

5，UBA 计划在阿布贾举行 SME 展会
非洲联合银行 UBA 计划在阿布贾，为 100 个中小企业 SME 举办一场能够吸引 2万个
参观者的展会。
据悉该展会将在 7月 26 日和 27 日举行，在 Tony Elumelu 创业论坛召开时举行，该
论坛是非洲最大的创业者参与的集会活动，将会为食品、时尚、美妆、家居以及小
设备小玩意等行业召开分会，会吸引来自各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前来参加。
还会为 SME 的融资举行全体会议和讨论会，并且就 SEM 遇到的问题和挑战给予解惑。
UBA 一直致力于走在非洲创业的前沿，承办了很多促进非洲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项目。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719

1，FG 向石油公司发出警告：要么提交生产数据，要么失去出口许可
FG 通过石油资源部（DPR）向石油公司发出指令，从明年开始，任何没有向国家生
产监管部门提交原油生产数据的石油公司，将面临无法获得出口许可，还将面临其
他一系列制裁措施。
DPR 周四在拉各斯表示，生产数据是财政和收入系统计算的关键性数据。
此举也是为了加强利益相关者对油气行业的深入了解，监管机构对油气行业的把控，
提高企业生产和出口数据上传的合规性。
“油气行业收入占据尼国收入的 90%左右，因此政府加强原油生产和出口数据的合
规性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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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行业生产和出口数据透明了，能够帮助吸引投资者，加强投资者对行业的信
心，同时也有利于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目前政府已经成立了监察小组，对油气行业的合规操作进行监管和监督以及督促。

2，NERC：电力消费者可以先买电表后交费
尼国电力监管委员会 NERC 表示，下个月开始，电力用户可以先买电表后交费。
并且可以在一年甚至十年内，分期付款，一相电表 3.6992 万奈拉，三相电表 6.7055
万奈拉。
四月份在 11 家电力输公司进行了严格的帅选之后，该监管机构批准通过 42 家电表
供应商。从 5月 1日开始出售电表。
“这种分期付款因为文件和电表供应的原因没有能够立即执行，到 8月 1日将正式
开始”。
预付电表的分发、消费者注册以及安装等已经开始逐步有序进行。

3，农业：4年内美国向尼投资 1.65 亿美元
周四美国宣称，过去四年通过“给养未来”倡议，向尼国农业行业发展共计投资了
1.65 亿美元。
此外美国还与联邦政府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在未来的五年内，发起一项名为“给
养尼日利亚国家未来”的总计划。
美国驻尼大使馆临时代办 Kathleen FitzGibbon 在总计划的揭幕仪式上表示，未来
将继续向尼国的粮食安全、改善家庭营养水平、增长家庭抗风险能力能方面增加投
资。
该五年计划将提高尼国的农商经济发展，帮助社区更好的抵御洪涝、干旱等影响粮
食生产的不可预知的素。改善最贫困落后地区的健康水平。
主要聚焦的地区为贝努埃州、十字河州、三角洲州、埃博尼州、卡杜纳州、凯比州、
阿达马瓦州、博尔诺州、贡贝州、约贝州等。主要发展的领域包括水产养殖、豇豆、
玉米、大米种植等。

4，波音公司承诺向空难家属提供 5000 万美元
美国飞机制造公司波音公司承诺在最短的时间内向空难受害家属以及遇难机组人员
提供 5000 万美元的经济赔偿。
在一则声明中，波音公司表示，此前波音承诺拿出 1亿美元解决受空难影响的家庭
和社区面临的需求，比如在狮航和埃航空难中受害家属的教育、生活开支等，此次
这 5000 万是首批拨款。
两次空难共计 346 人遇难。波音也是雇佣了赔偿法中的资深专业人士 Ken Feinberg
协助监管这笔经济补偿的分配和发放。
Ken Feinberg 在经济赔偿方面履历深厚，受雇于一家位于纽约的律师事务所，曾经
处理过 911 事件家属赔偿问题。
当前波音因两次空难事件，受到了多起诉讼和联邦部门的调查，可谓是多事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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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UNCTAD：原产地规则能够加强非洲内陆贸易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 (UNCTAD)在 2019 年非洲经济发展报告中指出：对非洲来说
原产自原则(RoO)能起到关键性作用，能够加强非洲大陆自贸协议区域一体化的催化
作用，为大陆产生更多的效益。
RoO 类似一个“护照”，凡是能够证明是本地生产的商品，可以在自贸区内自由流
通。
因此是促进本地贸易发展的一个基石。
如果 RoO 得到简化并体现出其经商友好的特性，大部分非洲国家的 GDP 可至多因此
提高 3%。
非洲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大量年轻人没有工作、没有事业、没有未来。60%的非洲
人口年龄在 25 岁以下，到 2100 年非洲年轻人口数量会是欧洲人口的两倍。
但是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不匹配，失业成为年轻人面临的做大问题，促进贸易加强
就业是非洲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

中投俱乐部文章推荐

西非单一货币体系：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西非 15 国同意从明年开始，将采用统一货币制，也就是 eco。对其整个地区的经济
可能会产生的影响，专家给出不同意见，特别是对西非法郎区国家。

西非经济共同体（ECOWAS），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联盟，表示随着各国逐步开始满
足加入单一货币体制的条件，eco 的影响才会逐步显现。

使用法郎的八个国家受法国支持，实施盯住欧元汇率制，其他的七个国家使用自己
的货币，但是均不可自由兑换。

eco 的支持者认为，单一货币体系可促进贸易、降低交易成本以及加强 ECOWAS 区域
内 3.85 亿人口的交易结算便利。

不过，批评人士则认为，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尼日利亚，会把持（主导）货币政策，
削弱单一货币体制的优势。

对于经济学家 Ferdinand Backoup 和 Daniel Ndoye 来说，单一货币体系是国际货币
体系中非常具有价值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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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跟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一样，无法避免遭受因其他国家政策执行所带来的
货币冲击”。

单一货币体系可以让各成员国联合筑起一道有效的、集体的防御墙，抵御外界的冲
击和波动。

货币联盟可以设置一个特定的通胀率，作为统一的目标，但是该目标明年可能实现
吗？看起来，15 个国家均满足这个目标是不太可能的。

2003 年，单一货币体系被提出，但是被多次推迟执行。

部分国家到 2020 年可能会满足四大执行标准，也就是财政赤字低于 GDP 的 3%；平
均年通胀率低于 10%；央行为国家预算赤字的融资不得高于上一年税收收入的 10%；
外汇储备至少要能够覆盖三个月的进口需求。

到 2019 年年底，ECOWAS 将对各成员国按照上述标准外加两项其他标准进行评估。

各国满足标准，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连续性，也就是说可能成员国们明年满足了
上述标准，但是次年又无法满足。2016 年的时候利比里亚曾经满足了上述所有标准，
但是其他国家一个完全满足的也没有。

经济学家 Martial Belinga 表示，对于西非国家来说，2020 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最后
期限，“实施单一货币体系，更关键的是过程，设定一个年份会督促各国尽快满足
标准”。

随着时代的变迁，ECOWAS 或许会调整加入单一货币体系的要求，满足条件的就可加
入，无法满足的可以继续努力满足。

不过，如果单一货币体系的目标是促进贸易，部分分析人士则怀疑，单一货币体系
是否能起到关键作用。

非洲阿尔法咨询公司负责人 Sanyade Okoli 表示，“在尼国，我们将北部地区生产
的农产品运输到拉各斯和其他南部地区都很困难，假设连货物都无法做到自由运输，
何谈单一货币制？我们需要解决的是基建问题、官僚问题”。

对 Belinga 来说，该地区真正阻碍贸易发展的不是缺少一个单一货币体系，而是各
国没有多少可以用来贸易的东西。

“西非国家必须彻底变革自身的经济发展，增强多样化发展，增加工业附加值，这
才是面对外部冲击和波动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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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西非国家所依赖的商品价格由国际市场决定，对经济学家来说，单一货币体系
不是最终的目标。

而这其中又涉及到多少主权的问题？

尽管多次讨论中，政治联盟并未成为主题，但是批评人士指出，单一货币体系没有
政治联盟的依托，就是个陷阱。

“由加纳、尼日利亚、科特迪瓦以及各国央行委员会领导人组成总统特殊任务小组，
对单一货币体系的成立过程进行监督，尽管各国都在不断向前推动，但是很多人还
是害怕本国主权被侵犯”。

尼国总统布哈里就曾表示，“作为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和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无法
仓促加入该货币体系，需要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充分以及适当的商讨”。

有些经济学家将尼国比作欧元区的德国，但是在整个西非统一货币体系中，尼国能
够起到更具主导的作用，这就是问题所在。

“对此我们需要彻底谈明白，二战以后德国在很多方面有所收敛，但是尼国并不存
在这些顾虑”。

“每个联盟当中都有一个领导者，我们希望尼国在该体系当中能够起到积极的作
用”。

同时尼国应该将单一货币体系看作进入一个更广阔市场的机遇。

华通社李然编译（作者：Louise Dew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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