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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非每日电讯

每日电讯20190722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1

外汇储备：450.94 亿美元(至 17-July)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一（07 月 22 日早上七点）报 63.328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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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23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1

外汇储备：450.86 亿美元(至 19-July)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二（07 月 23 日早上七点）报 63.531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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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24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1

外汇储备：450.86 亿美元(至 19-July)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三（07 月 24 日早上七点）报 63.531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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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25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1

外汇储备：450.43 亿美元(至 23-July)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四（07 月 25 日早上七点）报 63.418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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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26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1

外汇储备：450.43 亿美元(至 23-July)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五（07 月 26 日早上七点）报 63.436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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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722

1，牧民袭击：奥贡州儿童、老师无法正常上课
奥贡州的 Odeda 地方政府的 Alabata 周边的几个村庄，因牧民袭击导致老师和孩子
无法正常上课。
本报了解到，一个月以前，牧民袭击了该地区的 Seriki 村，然后将村长砍死。
Adao 村的一名 49 岁的农民也在一个周以前被砍死。
此后，周边的所有学校便无人前往学习和上课。
当地某学校的校长呼吁政府为村庄提供安全保护措施，比如部署警察岗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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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贡州州长首席媒体秘书向记者表示，“我们绝对不会遗弃自己的州民，政府会向
他们提供足够的安全保证”。

2，电力危机：FG 与西门子签署协议
联邦政府 FG 将与德国西门子电气于今日就电气化发展蓝图签署协议，目的是解决尼
国的电力危机。
本报上月独家报道，总统首席参谋长曾经与电力输送公司和其他电力行业的利益相
关者召开会议，表示德国政府可以在电力问题上给予协助。
据悉，西门子电器全球首席执行官 Joe Kaeser 将前往尼国与总统布哈里签署协议。
该蓝图一期工程包括为输电公司提供软件维护和支持。
尼国电力部门在私有化五年之后，仍旧没能解决原有的老问题，比如天然气供应不
足、输电网络不完善、输电线路不足、偷电等等。

3，阿布贾房地产住房博览会吸引大量游客
万众期待的拉各斯国际房地产/住房博览会将与明日举行，预计来自不同国家的 4
万名参观者和 400 个展商将参与此次活动。
博览会将为住房和建筑行业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一个学习和联络的绝佳机会。
博览会预计从 23 日到 26 日之间举行，地点在阿布贾国际会议中心，届时将吸引例
如美国的一些著名房地产公司的参与。
此外副总统澳新巴乔也将率领由高层官员、部长、住房和建筑行业协会以及私有企
业高管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参加。
埃多、拉各斯以及包奇州等州长也将参加。

4，NAMA 完成对拉各斯空中交通的疏通（Maureen Ihua-Maduenyi）
尼国航空管理局 NAMA 表示成功将拉各斯航班信息空域一分为二，也就是拉各斯西部
控制中心和东部控制中心。
NAMA 表示此举是为了加强尼国空中交通的安全等级，鉴于拉各斯航班数量逐渐上
涨，给飞行员和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带来诸多不便，区域分化变得非常必要。
此次分区将于 7月 18 日生效。
其实早在过去 16 年，这样的空中交通划分就应该实施。
NAMA 还对雷达地图以及雷达系统数据库进行了升级，对相关设备进行了初步测试，
保证空中交通的有效运作。

5，贸易商在沙特蒙骗部分来自尼国朝圣者
部分未受过教育的尼国朝圣者在沙特落入贸易商的陷阱，遭敲竹杠或者说蒙骗。
但是据本报了解，诈骗犯中的大部分人并非沙特本地人。
由于部分朝圣者不知道尼国奈拉和沙特里亚尔兑换汇率的差别，导致他们非常容易
受骗。
1里亚尔大约等于 100 奈拉。
这些被汇率蒙骗的朝圣者大部分来自奥孙、拉各斯、夸拉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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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夸拉州，部分本应该免费发放给朝圣者的 SIM 卡，在沙特以 1500 奈拉的价格卖给
了他们，一些原本只卖 500 奈拉的产品，以 2800 到 4500 的价格出售。且部分购买
者还以为买的很便宜。
一位来自拉各斯的朝圣者以 250 奈拉的价格买了一根原价 70 奈拉的手杖。
拉各斯州穆斯林朝圣福利局向本报表示，该部门其实已经向朝圣者多次召开会议，
提醒他们不要上当受骗，但是很多人无视警告，部分商品其实在本国买会更便宜。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723

1，美国签证：尼国投资者等或需要支付更多的费用
包括投资者在内的尼国人，未来几个月要想获得美国的 EB-5 移民投资者签证，预计
要缴纳更高的费用，美国公民身份和移民局(USCIS)出具的最新数据显示，投资者移
民最低投资费用为 135 万美元，此前为 50 万，涨幅 170%。
该移民项目允许任何条件合适的投资者（包括有合适的律师以及绿卡投资区域）以
及直系亲属拿到美国绿卡。
截止到 2018 年 11 月，113 名尼国人申请了该移民项目，其中 5人投资了 100 万美
元的 TEA 项目，108 人投资了 50 万美元的项目。
USCIS 通过美国国会，一直在提议提高绿卡获得申请费用。
EB-5 移民投资者项目于 1990 年由美国国会提出，为移民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获得合
法美国公民身份的渠道。

2，FG 与西门子签署协议，到 2023 年将发电 1.8 万兆瓦
周一联邦政府与德国西门子电气在阿布贾总统府签署了一项电力协议，目的是做这
个将国家总发电量提高至 2.5 万兆瓦。
布哈里希望本地电力公司和西门子电气到 2021 年能实现发电 7000 兆瓦，2023 年实
现 1.1 万兆瓦。
昨日的签约实际上是去年 8月份，布哈里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面的成果。
布哈里还承诺要大力发展水力发电，比如 Mambill 水力发电站项目以及各项太阳能
发电项目。
“一旦电力输送和分配系统面临的瓶颈问题解决了，协议的三期和四期将实现总发
电量 2.5 万兆瓦”。
“我们的宗旨是保证在政府-政府合作框架下实施，没有中间商的参与，能够为民众
实现利益最大化，所有的相关产品就将按照德标和欧标生产”。
布哈里同时承认，该协议也不并能解决本国电力部门的所有问题，但是他也相信能
够解决大部分行业面临的挑战。

3，奈拉兑美元微幅上涨
昨日，拉各斯黑市，奈拉兑美元上涨 50 考包，收于 N358.5，上周五收于 N359。
兑英镑和欧元分别为 N458 和 N403。
BDC 市场奈拉兑美元交易于 N360，对欧元和英镑分别为 N458 和 N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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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外汇窗口，奈拉兑美元收于 N361.48，外汇交易量为 2.3192 亿美元。
尼国通讯社报道，由于央行大量外汇干预，黑市外汇汇率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稳定。
目前投资者正在等待此次货币政策会议的结果。

4，外国商业贷款两年内上涨 78.7 亿美元（Everest Amaefule）
债务管理办公室周一有数据显示，尼国过去两年内，尼国境外商业贷款（CFL）已经
达到了 78.7 亿美元。
2017 年 3 月份，尼国 CFL 为 30 亿美元。
然而，截止到今年 3月份，外国商业贷款上涨至 108.7 亿美元，这意味着过去两年
CFL 涨幅 262.33%。
在这期间，尼国向多边机构的借款达到了 23.9 亿美元，上涨 26.98%。
大部分多边机构贷款属于优惠贷款，包括世行、非洲发展银行、伊斯兰发展银行等。
这些贷款不仅利率低，同时还有延长还款期的优惠。
而商业贷款的利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包括发行欧债以及国际资本市场融资。
尽管这两年内商业贷款呈逐渐上张趋势，但是从整个财政总借款的角度看，其比例
却在下降。

5，海关截获九卡车大米以及部分腐烂兽皮
尼国海关 Seme 分部表示截获了一批腐烂兽皮。
同时还截获了 5204 包大米，每包 50 千克，相当于九卡车，146 包印度大麻。
该分部总指挥昨日向记者表示，年初至今共计产生收入 44 亿奈拉，相当于国家分配
任务的 65%。
海关执法部门对走私活动加强了打击力度，大大降低了走私活动的数量，此次大米
完税价 7000 万奈拉，大麻完税价 168 万奈拉。
除此之外，截获的其他货物糖、家禽肉、意大利面、香皂、杀虫剂、纺织品、二手
衣服鞋子、番茄酱、二手轮胎等。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724

1，Fani-Kayode：不要把约鲁巴民族逼急了
前航空部长 Femi Fani-Kayode 昨日表示，尼国东南部民众遭受屠杀和绑架后，正在
努力控制自己的暴力和血腥欲，不要把他们逼急了。
该地区民众热爱和平和团结，但是并不会容忍无端暴力。
他也呼吁所有地区的约鲁巴人，要站起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不能任由牧民滥杀无辜。
“遵纪守法和维护和平本没有错，但是要懂得捍卫自己的生命权，约鲁巴人每天都
有被杀的事情发生，生活在牧民的威胁之下，这令人无法接受，在尼国没有哪个部
落或宗教能够凌驾于或者优于其他民族，我们都是平等的，也应该被平等对待”。
他敦促政府要彰显人性，负起责任，保护民众的生命安全，“我们不能仍旧只耍嘴
皮子功夫，需要拿出彻底的、强有力的措施，让约鲁巴人不再因政治冲突而丧失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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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埃及航空增加尼国运营航班
埃及航空公司计划增加其在尼运营航班数量，从 15 增加至 21 个班次。
同时该公司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将增加飞机的采购数量。
公司总经理在阿布贾召开记者表示，目前在尼国阿布贾、拉各斯和卡诺社设有航班。
公司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埃及开罗的旅游业发展，“宗教旅游是当前旅游业的一大重
点，我们为旅游机构等提供了非常优惠的服务选项，同时我们也致力于提高游客旅
行的质量”。
同时公司将为更多前往沙特朝圣的尼国乘客提供航班。

3，Air Peace 飞机在拉各斯机场紧急着陆
周二，Air Peace 公司飞机在拉各斯国际机场紧急着陆。
该飞机为波音 737 机型，注册号 5N-BQO，飞行过程中遭遇气流，在接近拉各斯的时
候飞行员要求到拉各斯机场着陆，作为一个国际机场，其跑道长度要相对长一些。
“在安全着陆后，飞机前起落架出现问题，部分损毁，前轮轮胎脱落，随后机组人
员向上级发出通知，迅速将机上乘客安全疏散”。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就事故原因进行调查，此次事故造成人员轻微受伤，无人员伤亡。

4，货币政策会议：维持原政策利率
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召开，货币政策利率维持在 13.5%的水平上。
央行行长 Godwin Emefiele 在会议结束后向记者表示，现金准备金比率仍旧维持
22.5%，流动性比率 30%。
该决策是在委员会 11 个成员一致同意下达成的。
他还表示，就放宽、紧缩或者维持当前各指标水平，委员会重点关注和考虑的是经
济增长，经济增长是货币政策的重中之重，价格稳定绝对不能忽视。
当前紧缩政策并不适合，而放宽政策会增加货币供给、刺激总需求，导致流动性过
剩，加剧通胀。
在改变当前各政策指标之前，更加安全稳妥的方式让当前的政策完全释放其对经济
发展的作用。

5，IMF 提高尼国增长率预测值（Nike Popoola）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周二将尼国 2019 年经济增长预测值提高了零点三个百分点，
至 3.2%。
在其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IMF 表示尼国经济增长缓慢，需要政策支持。
“我们预测尼国经济增长，2019 年为 3.2%，2020 年为 3.5%，与我们四月份的预测
值相差无几”。
2019 年的 3.2%主要反映出该新兴市场经济增长速度缓慢。
全球 70%的经济增长量依赖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表现，因此具有很大
的不确定性。
全球经济增长波动不定，“尽管近期中美贸易战挺火，但是贸易体系中仍旧存在不
确定因素，这就导致各国政策的不连贯性，同时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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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非财经资讯 20190725

1，阿提库：美国对尼国某些政客执行签证禁令，证实大选被操纵
PDP 党前副主席、总统候选人阿提库周三表示，美国对某些政客实施旅行禁令，就
证实了 2019 年本国大选是被被操纵的。
7月 23 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Morgan Ortagus 在一则声明中表示，“我们对那些伤
害尼国民众的暴力、恐吓、腐败行径以及破坏民主进程的人士给予谴责，选举应当
自由、公平以及可信”。
国务院对涉嫌参与或者策划大选操纵的部分人士执行签证限制，阿提库表示，“这
些人不惜牺牲人民的利益，破坏大选进程、民众原则和人权，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
罚，美国的立场清晰的说明我们的大选被破坏和操纵”。
“大选之日，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布哈里和其盟友们仍旧否认事实，谎言不论走的
多远、行的多快，最终都将被事实超越并战胜”。

2，NAPTIP：中东有犯罪团伙利用假工作岗位诱骗尼国人
反人口贩卖国家总局（NAPTIP）周三发出警报，有来自中东的某些诈骗团伙谎称可
以提供就业岗位和奖学金等，诱骗尼国人前往。
该部门表示，很多受害者最终成了性奴，有的器官被摘，最终惨死。
NAPTIP 局长 Julie Okah-Donl,在阿布贾召开的世界反人口贩卖日上表示，目前该
部门已经抓获并制裁了 403 名人口贩子。
“很多人口贩子声称可以为年轻人提供司机、护士、家政保姆或者奖学金以及并不
存在的足球俱乐部正在招聘等就业机会，前往的国家一般名声都比较差，年轻人还
是人体器官贩卖的目标，真正去往的目的地其实是地狱，有的人惨死，幸存下来的
也会经历非人的创伤”。

3，737 MAX 机型被暂停，波音公司公布损失数据
周三美国飞机制造公司，波音公司公布季度损失。由于波音 737 MAX 连续出现空难
事故，该机型飞机全球范围内被暂停运营。
波音 CEO 丹尼斯穆伦堡表示，2019 年二季度公司损失 29 亿美元。
而去年同期公司利润 22 亿美元。
“这对波音公司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的重点工作仍旧是保证服务的质量、
安全以及诚信，我们也在努力让 737MAX 重回市场”
但是他并没有给与该机型具体回归的时间，也不清楚该机型什么时候允许再次起飞。
波音原本希望该暂停令仅延续几个月，但是软件增强以及培训要求比预想的时间要
花的多。

4，全球创新排名，尼国位列第 114
周三 2019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公布，显示尼国成为中低收入国家中创新以及创新利
用率较低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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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尼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其创新力低于预期值。
其他创新力较低的中低收入国家包括加纳、赞比亚、玻利维亚、萨尔多瓦和尼加瓜
拉等。
总计 129 国家参与排名，尼国位列第 114 位，2018 年位列第 118 位。
而非洲国家中，创新力排名前三的是南非、肯尼亚以及毛里求斯。
向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肯尼亚、卢旺达、莫桑比克、马拉维以及马达加斯加的创
新力水平是比较令人欣喜的。
此外，尼国、中国、墨西哥、越南、印尼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创新有很大进
步。
但是在政府管理、基建、破产程序处理、维基百科编辑、创新性出口、高科技净出
口、ISO9001 质量认证、大学/工业研发、本地专利等方面尼国是比较落后的。
在保护小投资者、小额信贷/GDP 比例、国内市场规模、知识密集型就业、知识产权、
可引用文件以及国家故事影片等方面，能够看到很大的进步。

5，WACT 对 Onne 港口设施进行升级
西非集装箱码头(WACT)昨日为码头货物装卸上线了两台移动式港口起重机(MHCs)，
价值 1000 万美元，约合 36 亿美元。
MHC 的使用将能够提高码头集装箱的周转率。
WACT 是尼国效率最高的集装箱码头之一，此次起重机的安装预计能够使其未来在设
备和运营效率上，与阿帕帕港口码头、Tin Can 港口码头平起平坐。
该设备的上线增加了 700 个直接就业岗位，2000 多个间接就业岗位。
2017 年该部门创收增长率 17%，2018 年 21%，2019 年 20%。
“我们的目标是将 WACT 打造成西非最优秀的集装箱码头，假设政府能够帮助解决水
域上的各类安全问题，比如海盗、水上抢劫等，我们的目标能够更加快速的实现”。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726

1，FG 与尼国珠宝协会签署宝石开发协议
FG 与尼国珠宝协会签署了一项珠宝、宝石开发协议。
周四矿产和钢铁开发部门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该协议能够让双方就珠宝、宝石行
业制定和实施开发战略。
部门项目协调员 Linus Adie 表示此举是为了出台一项可持续发展计划，通过宝石行
业的开发，帮助国家消除贫困、创造就业和财富。
鉴于尼国人口众多，假设该行业得到有效开发，能够产生很好的市场规模。
协议主要聚焦本地市场扩展、技术获得以及手工人员的培训。

2，不合格进口变压器加剧本国电力供应不足
尼国电力管理服务局 NEMSA 周四表示，电力部门危机、供电不足因使用不合格进口
变压器更为严重。
进口假冒伪劣变压器让原本面临诸多挑战的电力行业雪上加霜。
该机构总经理、首席电力检察官在阿布贾召开的媒体见面会上表示，“就变压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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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和质量，我们出台了相关监管法律，这些监管法律清晰的、强制性的规定了配电
部门使用的变压器，从 50KVA 到 2500KVA”。
“而电源变压器，需要按照 2500KVA 到 3000KVA 的标准，但是我们近期发现，很多
进入国内的变压器，并没有满足监管要求和标准，给电力部门带来了不少麻烦”。
“有些变压器会引发电力设备和材料过热，有些本身存在内部缺陷，造成变压器自
爆”。

3，NIMC 开始为境外尼国公民身份证注册设立注册点
国家身份管理委员会 NIMC 表示，将在英国、沙特等国为本国公民设立身份证注册中
心。
NIMC 运营/企业通讯总经理 Abdulhamid Umar 在一则声明中表示，7月 29 日在沙特、
加纳、塞内加尔、科特迪瓦、马里、乍得、喀麦隆、利比里亚、贝宁共和国以及冈
比亚设立注册中心，同时在 8月 1日、4日、11 日和 14 日在英国、德国、美国以及
加拿大开设注册中心。
NIMC 表示，将在上述国家的主要城市开设，比如在沙特，就是吉达和利雅得，在加
纳是阿克拉，在塞内加尔是达卡，贝宁共和国是科托努和诺沃港口。
在德国将设在柏林和法兰克福，加拿大设在温哥华，英国设在伦敦和莱斯特，美国
设在休斯顿。

4，2018 年尼国境外公民资资金回款 250 亿美元
FG 表示，居住在外国的本国公民 2018 年回款 250 亿美元，占当年国家预算的 83%。
占国家 GDP 的 6.1%。
联邦政府秘书长 Boss Mustapha 周四在阿布贾举行的国家侨民日庆祝活动上表示，
该数据来自世行移民和汇款报告。
2017 年和 2016 年尼国获得境外居民回款 220 亿和 196.4 亿美元。2017 年的回款超
越了当年石油收入的 200 亿美元。
本国民众在外国辛苦工作，走在技术的前沿，为国家经济复苏和增长计划作出了重
要贡献。

5，联邦首府地区遭暴雨袭击，部分地区被淹
昨日，联邦首府地区，突降暴雨，长达四小时，导致马路、街道被淹。
机场路、Kubwa 高速路等已经无法通行。
Wuse, Jabi 等商业区也出现大面积堵塞，一些进入商业区的主路都被淹没。
Lokogoma 区的很多建筑物出现雨水倒灌的情况，居民苦不堪言，且无法控制。
还有学校已经因大雨无法正常上课。
有居民 Mayowa 先生表示他的房屋被大雨冲毁，政府应该采取有力的措施，解决问题。
有调查显示，首府地区很多水道两边仍旧有违章建筑未被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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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俱乐部文章推荐

央行五年计划：带着一帮被洗脑的国民，追影子

据报道，央行行长 Emefiele 于 7 月 24 日公布了未来五年计划(2019-2024)的目标、
总体概况。

Emefiele 宣布，他的团队将与财政当局密切合作，确保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包
容性，实现两位数字的经济增长率、单位数字通胀率以及为更多的企业拓宽融资渠
道，以此来刺激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特别是要照顾中小企业的发展。

进一步，他还解释，当前银行的资本基础已经不满足于向实体经济释放信贷，主要
是因为过去 14 年，奈拉大幅贬值。

因此央行向商业银行下达指令，要求其增加注册资本，也就是要超过 240 亿奈拉，
2004 年该数字相当于 1.95 亿美元，当时的汇率在 N127-N130=$1 左右，现在由于奈
拉贬值，缩水至 7500 万美元。

众所周知，国际上被广泛接受的最优通胀率在 3%以下，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尼
国一直未能达到该水准。事实上，1999 年到 2000 年曾经出现过短暂的 6%，自此一
直未能低于 10%，也就是说每 5年过去，国民的实际购买力将削弱 50%,严重破坏了
消费者需求，而消费者需求是促进生产和投资的关键。

然而在尼国，消费者需求从来没能成为制造商和投资者扩大企业和增加就业的动力，
这种未能够实现的宏观经济稳定和包容性增长，主要是央行多年来未能抑制通胀的
失败所至，大部分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通胀相对都比较低。

另一方面，央行的另一个主要目标或者是职能是维持价格稳定，而近期尼国当选世
界贫困之都，也主要是因为央行未能实现其价格稳定的目标。

很明显，消费者购买力因为价格螺旋式上涨，肉眼可见的被削弱，但是大部分人还
认识不到持久的通胀对宏观经济稳定、包容性增长所产生的广泛的、毁灭性的作用，
以低于通胀率的利率出借贷款，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毫无道理的，因此利率或者说借
款成本高于通胀率是不可避免的。

两位数以上的通胀率势必会导致更高的借款利率，反之又会导致更高的通胀率，进
一步抑制消费者需求、商品和服务的产出，如此往复，没有尽头，除非通胀率得到
遏制，否则这就是个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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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通胀的真正元凶与过度货币供给、信贷能力面临的挑战并存且持续存在，
我们不清楚央行将如何抑制通胀，至理想水平。

不幸的是，央行管理层以及其货币政策委员会仍旧否认通胀的主要原因是货币市场
奈拉过度饱和，仍旧每月向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旗下的部门机构，按照单边决定
的汇率，分配等额美元的奈拉收入，如此是一定会导致货币市场奈拉过度供给的，
从而出现通胀和利率居高不下，削弱消费者购买卖力和国家经济实力。

央行行长与货币当局密切合作，未来五年实现双位数字的经济增长率，显然是痴人
说梦，只要央行继续当前用奈拉淹没货币市场的政策，失业率就不会得到改善，且
会螺旋式上升，更过的人将陷入贫困，逃不出央行编织的政策牢笼。

不巧的是，商业银行每年从货币市场过多的资金中赚取6000亿到1万亿的利率收入，
这部分利息来自央行，央行为了吸收货币市场过多的流通会进行资金回收，目的是
抑制通胀，这就很有意思了，你自己买自己创造的货币，还要为此付出高昂的利息，
且这部分资金无法产生任何实质性或者有效的经济利益，到底图的什么呢？

华通社李然编译（原文作者： Henry B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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