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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非每日电讯

每日电讯20190729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0

外汇储备：450.62 亿美元(至 23-July)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一（07 月 29 日早上七点）报 63.01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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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30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0

外汇储备：449.93 亿美元(至 26-July)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二（07 月 30 日早上七点）报 63.97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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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31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0

外汇储备：449.43 亿美元(至 29-July)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三（07 月 31 日早上七点）报 65.2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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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1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0

外汇储备：449.43 亿美元(至 30-July)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四（8月 1日早上七点）报 64.35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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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2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0

外汇储备：449.43 亿美元(至 30-July)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五（8月 2日早上七点）报 61.85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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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729

1，IYC：禁止本国人前往南非，避免遭屠杀
因担心被屠杀，Ijaw 青年人委员会（IYC）呼吁联邦政府立即对前往非洲的尼国民
众实施禁行令。
IYC 主席 Eric Omare 解释道，这种禁行令能够阻止很多因任何原因前往南非的人成
行。南非对本国人的屠杀行径令人发指。
他还称两国高层外交人员对此展开对话是非常必要的，“南非不是唯一一个有尼国
人的国家，所以他们他们对尼国的人攻击毫无道理，近期在南非一名女性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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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英国常常对尼国的部分地区和其他国家实施禁行令一样，本国政府应该对去
往南非的人颁布禁行令，将南非标为高危国家”。
同时解决本国面临的经济挑战，因为很多尼国人因为经济问题前往南非谋生存。

2，澳新巴乔等呼吁成立非洲创业企业家银行
昨日副总统澳新巴乔与非洲发展银行(AfDB)行长 Akinwumi Adeshina 以及 Tony
Elumelu 基金会创始人 Tony Elumelu 联合呼吁成为非洲企业家银行。
在第五届 Tony Elumelu 基金会创业论坛上，卢旺达总统、塞内加尔总统、刚果共和
国总统以及乌干达首相均到场参加。
澳新巴乔在会议上发出倡议，非洲的学校不要只教授科学和技术，也应该将重点放
在批判性思考和创业精神上。
“我们大陆仍旧被看作是腐败以及不受欢迎的，但是这并非非洲的现实及其能够提
供的机遇的真实写照，我们拥有大量的年轻人，需要为他们提供能力建设的机遇”。
Elumelu 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他呼吁利益相关者应该聚焦现实、关注年轻人以及
他们的梦想，如何为下一代创造条件。

3，LASG 对建筑指导标准不合规的企业发出警告
拉各斯州政府 LASG 向各大建筑建设承包商发出警告，需要严格遵守国内房屋建设的
指导标准，否则将被拉入黑名单。
州住房部常任秘书长 Wasiu Akewusola 表示，未按照政府给出的房屋建筑指导原则
进行住房建设的，一经发现将受到政府的惩罚。
这种伪劣建筑伤害的不仅是建筑的结构可靠性，还将破坏其持久性。
州政府的使命就是为民众提高高质安全的房屋。所有承建商，未能按照建筑标准建
设的，不仅建成的房屋会被全数拆毁，建筑款将延后支付，直到建筑完全符合政府
标准。

4，AfCFTA：布哈里批准国家执行行动委员会的成立
尼国总统布哈里批准成立非洲大陆自贸协议（AfCFTA）国家执行委员会。
目前布哈里已经签署加入 AfCFTA，但是仍旧未得到国会的批准。
周日总统媒体和宣传高级特助在一则声明中表示，“国家执行委员会由政府部门、
机构代表、私有部门和民间社会利益相关者组成”。
国会的批准程序将快开始，协议的内容也将被细化和本土化。在此之前，就该协议
的影响政府专门成立了评估委员会，广泛采集了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建议。

5，Zenith 银行推出迪拜签证网上申请服务
Zenith 银行向民众推出一款迪拜签证网上银行平台申请的服务，这使得签证费用缴
纳非常便利。
周日在拉各斯该银行表示，因为前往迪拜的本国人很多，且部分人一年会往返几次，
因此推出一项便捷、高效的签证申请服务可谓是非常有必要的。
“申请人只需在银行网上银行登录，在支付选项下，选择迪拜签证，然后填写个人
信息，上传个人护照照片，6个月银行账单以及国际护照信息页面，自出行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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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不少于六个月，然后申请即可”。
“签证费会自动从申请人的银行账户上扣除，36 个小时内就可以获得签证是否申请
成功的消息”。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730

1，阿南布拉报纸分销商对 Obiano 警察的勒索和骚扰，不堪重负，发起抗议
阿南布拉州 Awka 地区的报纸分销商周一掀起了一场无限期罢工，原因是所谓的
Obiano 警察频繁勒索和骚扰。
该发行人领导人向记者表示，旗下的成员将停止在 Awka 地区发行报纸和杂志，除非
政府能够给予安全保障。
他们的桌子和遮阳伞等都被 Obiano 警察所没收，员工被打伤。
已经向政府多方部门官员投诉，包括州秘书办公室。
“Obiano 警察在多个报纸销售点、报刊亭恐吓、骚扰或者没收我们报纸展示的设备，
有时候还会向我们勒索钱财”。
“由此，我们决定上访投诉，但是在听取了我们的投诉之后，秘书办公室的官员表
示这种没收、勒索和骚扰的行为是错误的，且该警察部门并不经常会骚扰报纸的发
行分销”。
随后报纸向 Obiano 警察部门上报，试图联系负责人，但是未果，州信息和公共关系
部门专员表示会将此事与警察部门领导详谈，给出解决办法。

2，美国海军对尼国访问，加强双边关系（Shehu Bello）
一艘美国海军舰艇昨日对尼国海军位于拉各斯阿帕帕港口的海军西部司令部进行了
访问，
该舰艇原本是前往西非参加和庆祝加纳海军 60 周年庆，在回航的过程中还将访问其
他五个国家。在拉各斯逗留期间，美国海军代表团将参与几项海军战术和机械培训
活动。
代表团团长表示，“此次访问旨在加强两国安全和友谊、繁荣，保证几内亚湾的贸
易、商业是安全的，与尼国合作，改善该地区的治安水平”。
双方的友好关系不仅对两国，对整个西非地区都是有利的。

3，消费者和银行错误导致 POS 机支付失败率达 19%
尼国民众时常会遇到 POS 付款失败的情况，昨日，尼国全国范围内 POS 终端机付款
失败的数量达到了 25.6228 万个。
从尼国银行间结算系统 NIBSS 获得数据显示，POS 机结算失败率高达 18.9%。
数据还显示其中 6.8874 万失败案例是汇出行错误导致，4.6147 万是由于接收行错
误导致的。
不过 NIBSS 在四月份表示，已经采取措施解决该单子电子支付系统的效率问题，以
及实现更短的交易时间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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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十字河州面条加工厂将很快上线
十字河州州长 Ben Ayade 近期对州政府所属的 Calavita 面条厂进行实地考察，该面
条厂正在建设当中，由州长发起，位于卡拉巴工业园。
根据该州长的说法，这是尼国近期首次由州长发起的大规模的州工业化进程。
“十字河州实际上在尼国工业化改革中起到了先锋的示范作用，Calavita 面条厂一
旦上线将为面条市场带来巨大的改变，Calavita 面条由大米制成，而非小麦”。
“大米也将来自本地产大米，是对现有面条品牌的一个革新”。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对该工厂进行检测，随后会发放许可证，面条厂才可以
投入运营。

5，三年内尼国从世行获得的贷款上涨 21.9 亿美元（Everest Amaefule）
在过去三年中，世行向尼国注入贷款总额上涨了 21.9 亿美元。
从阿布贾债务管理办公室获得的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6 年 3 月 31 日，从世行获得
的贷款为 67.2 亿美元。
到今年 3月 31 日，总计获得世行贷款 89 亿美元。
大部分来自世行的贷款属于国际开发协会。
该数据还显示，世行承认了尼国中等收入国家的地位，有资格获得来自国际复兴开
发银行商业窗口的商业贷款。
截止到 3月 31 日，世行贷款占尼国总贷款的 34.75%。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731

1，5G 服务能提高 56 亿撒哈拉南部非洲国家 GDP
昨日通讯行业贸易组织，GSM 协会（GSMA）表示，5G 技术能够为撒哈拉南部国家带
来巨大收益。
在其最新公布的 5G 全球影响报告中，GSMA 预测，假设非洲国家能够有效利用好 5G，
能够大大增加该地区的经济效益，到 2034 年，5G 将为东南亚发展中国家 GDP 提高
450 亿美元，拉美国家 208 亿美元。
全球 GDP 增长 5650 亿美元。
今年 10 月份将在埃及召开世界无线电通讯会议，会议预计会持续一个月，届时将或
就使用该技术签署一个全球性协议。
不过部分太空行业的人士的“保护主义态度”可能会阻碍 5G 技术的全球性发展，抑
制其经济效益的释放。
其中美国的 NASA 和国家海洋和大气协会就是 5G 技术全球普及的批评者，认为该技
术会干扰气候和大气数据的预测。

2，18 个月内，海关截获 144 万升走私汽油
尼国海关在过去 18 个月内，从走私犯手中共计截获汽油产品 144 万升。
这 114 万升汽油，按照油库出库价每升 133.28 奈拉计算，市场价为 1.92 亿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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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国国家石油公司 NNPC、海关以及石油资源部为解决走私问题，联合发起了一个委
员会，委员会召开会议时，NNPC 表示，汽油走私不但让国家损失了大量的财政收入，
还损害了政府为提供足够燃油所作出的努力。
损害国家经济增长，因为本身国家在为燃油补贴中就很耗费巨大。
海关人员也承认，汽油走私由来已久，海关部门在过去几年出台了各项措施，并且
与相关部门展开了密切的合作，加以打击，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鉴于尼国
与周边国家汽油价格存在较大的套利空间，走私活动依旧盛行。

3，机场工作人员频繁遭袭击，FAAN 对此发声（Maureen Ihua-Maduenyi）
尼日利亚机场管理局对机场工作人员频繁遭袭击，表示了谴责之声。
西南部机场区域总经理 Victoria Shin-Aba 周二表示，因违规停车，工作人员遭机
场治安人员的袭击。
他对这些穿制服的治安人员滥用权力表示不满，公众也不配合机场工作人员的工作，
特别是一些 VIP 客户，给机场的管理带来众多麻烦。
因此 FAAN 不得不成立了特别任务小组每日在机场按时巡逻，清除不规范的叫卖、兜
售以及自行车看管者。
一些违规摩托车也被没收，特殊任务小组还与拉各斯州政府合作，任何精神不健康
的人员将会被请出机场，送去治疗。

4，警方计划增加招聘 4万社区警力
尼国警察署长 IGP 表示为了为了提高治安水平，将扩招社区警力(CPOs)4 万人。
在过去 7个月内，警方与社区警力联合，抓获了大量的犯罪分子，因此社区警力概
念的提出是必要且急迫的。
此外他还表示犯罪分子最多的州为赞法拉州。
这些社区警力将在当地招聘，全国 774 个地方政府，每个政府招聘 50 名。
此外还将从专业机构处招聘 1300 名警力，比如学术部门、交通部门、贸易商协会、
宗教团体、妇女工会等。

5，布哈里：为什么我不会提供继任者
周二尼国总统布哈里表示不会提名 2023 年继任者。
他在接待学术界的访问者时，有人提出疑问，布哈里是否应该开始着手物色一名
2023 年的总统接任者。
布哈里表示，没有人能够一夜之间成为总统，在成为总统之前他已经连续失败了三
次，指定任何的接替者都会给他带来麻烦。
“我如果指定任何继任者，也会给这个人带来麻烦，所以我宁愿选择不做这件事，
让能够成为总统的人去经历磨难，其次我要感谢上帝和技术，我的很多支持者其实
都是过了今天没明天的，非常贫穷，为下一餐忧虑着，他们没钱请律师，所以我感
谢技术让大选无法得以被操纵”。
他还向年轻人发出挑战，要继续努力，不要认为事事都是理所应当的，成功需要信
念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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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非财经资讯 20190801

1，布哈里：阿帕帕港口交通堵塞使我难过
周三，布哈里总统表示，拉各斯阿帕帕港口交通堵塞问题持续存在，使其很难过，
交通拥堵给经济造成重大消极影响。
在与拉各斯工商会会面时，他对联邦政府和拉各斯政府所做出的努力表达了希望，
“但是我必须要承认，阿帕帕港口拥堵问题仍旧是一项挑战，商业受到损失使我非
常遗憾，我们正在全力以赴与拉各斯州政府合作，解决好这个问题”。
此外双方还就非洲大陆自贸协议的问题展开讨论，布哈里认为，“该协议的签署是
我们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我们设立的专门委员会与农民、
贸易商、制造商、银行家以及股票经纪人一一展开对话，寻求意见，我们听取并记
录了他们的意见，走访调查结论显示，尽管服务业发展尚可，但是其他例如制造业
和加工业等发展仍然落后”。
“非洲内陆贸易仅占非洲大陆总贸易的 14%，作为一个大陆，我们的消费品基本来
自国外，靠进口，我认为，这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机遇是我们本国制造商
可以大力发展，满足本地需求，而挑战是有人可能会利用原产地规则，大量向非洲
市场倾销大陆以外的商品”。
尼国下一轮的谈判将包含如何保证非洲本地制造商在执行该协议后，继续得到支持。

2，专家：尼国还未能充分探索森林储备资源
建筑行业的专家表示，尼国还未能充分开发其森林储备资源，作为一种潜在的可创
造财富、扩充国家财政收入的资源，这种资源储备量是很大的。
行业专家正在计划启动一个木材商品交易会，寻找利用森林资源的途径。
该木材交易会将在 10 月份在阿布贾召开，“此次交易会预计能够增强人们对该行业
的认识，促进木材和木制品的可持续使用，为木材专家、制造商、设备/机械制造商
等利益相关者带来额外的价值”。
此次交易会还能够让尼国成为一个合格的木材出口国，加入森林可持续发展国家的
行列，鼓励国民植树造林。

3，NCC 拨款 5 亿奈拉用于校园等公共场所基建的修缮维护
尼国通讯委员会 NCC 拨款 5亿奈拉，作为特殊社会借入款，用于对大学、技术专科
学校、公立学院以及初中等的基建维护、修缮和项目翻新。
NCC 表示，“可能很多州还没有了解过 NCC 的社会借入款，”
“我们的专项款到 2020 年，将达到 5亿奈拉，希望能够对学校进行修缮，为学校提
供教育设施、教学设备”。
此外他还表示，社交媒体在今天，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它能够促进社会经
济发展、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但同时也是仇恨性言论、诽谤以及不必要的个人和
政府被攻击的工具。
但是 NCC 并没有责任对网络内容进行监管，“NCC 的任务就是为社交媒体提供基建”。

4，丹格特炼油厂 53%的生产能力用在汽油精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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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格特集团表示，一旦炼油厂完成建设，将把 53%的炼油能力用在汽油生产上，这
意味着每日 65 万桶的炼油量中，34 万桶之多属于汽油精炼。
丹格特集团主席和首席执行官阿里科丹哥特在NNPC总部表示，丹格特炼油厂与NNPC
所属炼油厂不存在竞争关系，而是合作伙伴关系。
NNPC 四家炼油厂每日炼油量为 44.5 万桶，只不过多年来几乎没有实际生产量，其
生产力基本上半数都没有实现。
抨击报周二有报道，截止到 2018 年 5 月，NNPC 旗下的四家炼油厂，无盈利，且持
续亏损。

5，澳新巴乔：尼日利亚可以从提努布那里学习什么
尼国副总统澳新巴乔表示，尼国的多样化应该被视为是一种福祉，“因为任何一国
的真正财富都是其人力资本”。
他表示，多样化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美国和加拿大等国都会向来自全球各地
开放大门。
也是基于这种认知，前拉各斯州长提努布 1999 年组阁的时候不单单将眼光放在拉各
斯。
这对于拉各斯的经济繁荣非常重要。
澳新巴乔认为民族多样化是尼国的一个有利因素，不要将其视为问题。
“当我们为那些移民来的人才创造空间，让其发挥其才能、不要加以歧视的时候，
经济增长就会受益”。这种观点并不仅对于个人而言是正确的，对于整个国家的管
理更是可靠的。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802

1，拉各斯-伊巴丹公路暂停通行时间被移至下周一
本报记者了解到，需要暂停通行进行部分路段重建的拉各斯-伊巴丹高速路，暂停时
间被推移至下周一。
从拉各斯至 Sagamu 立交桥承建商，尼日利亚 Julius Berger 公司获悉，多出来的几
天希望政府能够向周边居民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充分传达消息，保证路况修缮顺利实
施。
联邦道路安全局此前曾表示，此次道路威胁暂停通行的时间大约为四个月。此外拉
各斯州联邦工程主管曾表示，重修的这 1.4 千米还包括了下水道的建设以及将两条
车道拓宽至三条。
“重建和拓宽都有，也就是说彻底重修，对 Kara 大桥的通行没有影响”。

2，NNPC 石油法案未能通过，限制尼国石油行业投资
NNPC 集团总经理 Mele Kyari 在接受尼日利亚编辑协会 NGE 访问的时候表示，如果
联邦政府通过石油法案，油气行业吸引投资的力度将大大提高。
NNPC 发表的一则声明中，双方表示将联合敦促第九届国会加速通过石油和天然气工
业相关法案，为吸引投资创造正确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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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石油法案就已经被提出，“我们也已经了解到本届政府对该法案非常重视，
在此我们也需要 NGE 的帮助，通过向国会、利益相关者阐明法案的重要性，并获得
通过”。
NNPC 将提高对电力和工业行业的电力输送，改善国家经济发展，油气行业的繁荣对
所有国民都是有益的。
此外 NNPC 掌舵人还表示要加强与土耳其除原油之外的的双边贸易合作。

3，NGO 对非法移民表示强烈谴责
非政府间组织 RARDUJA 国际，为伊莫州的护士们组织了一场研讨会，就非法移民的
危害进行宣传。
在此次研讨会上，RARDUJA 国际创始人 Endy Duru 表示，很多护士认为国外的月亮
更圆，国外的生活是舒适多姿的，因此在对外国没有任何了解的情况下就动身离开。
而大部分出走的护士，部分人在大街上游逛，无事可做，部分人沾染了恶习，被骗
为妓女。此次研讨会就是向计划出国的护士和其他医疗工作者宣传和普及非法移民
的危险和风险，以及向他们提供如何在国外找到合法工作、过上正常生活的信息。
目前在欧洲，有大量的尼日利亚非法移民，有组织 SWA，就此现象为大约 1000 名来
自非洲各国的护士在英国、美国等国家找到了合法工作或者帮助办理了常住居民身
份。

4，FG 在 26 个州设立垃圾回收厂
周四，联邦政府宣布将在全国 26 个州内建设废物管理和回收厂。
目前部分工厂已经完成建设，其他的正在不同的建设阶段，此举能够补充州政府在
清洁环境和防治环境污染上所做出的工作。
联邦环境部常任秘书 Ibukun Odusote 透露，回收厂能够帮助处理洪涝带来的污染，
防止下水道被堵。
在对纳萨拉瓦州某地方政府的社区固体垃圾处理厂进行走访时，她表示“现在全世
界都在寻找固体废物管理的方法，防止其在发生洪涝的时候阻塞下水道，在尼国，
每个城市都会有大量的固体垃圾产生，我们建设的垃圾回收厂就能够处理好这些固
体废物，且对部分垃圾回收利用”。

5,法律有效执行，能够结束建筑坍塌
尼日利亚工程监管委员会主席 Ali Rabiu 以及 Obafemi Awolowo 大学前副校长
Michael Faborode 表示，尼国工程师是实际上最优秀的一批工程师，并敦促联邦政
府为他们提供工作。
他们还认为，对本地技术投资以及进行有效的执法能够解决建筑坍塌的问题。
当前尼国建筑坍塌数量很多，有调查发现，其中 80%坍塌的建筑中都没有专业工程
师的参与。
“我们对建筑坍塌非常担心，但是联邦政府颁布的法律给与我们成立监管和监督部
门的权力，对坍塌建筑中涉及的工程师进行惩处”。
他还敦促联邦政府雇佣本地工程师，“我们的工程师得不到重用既不是他们技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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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不是他们没有专业精神”。本地工程师也要寻找自救的方式，增强自己的存
在感，以实际能力赢得重用。

中投俱乐部文章推荐

非洲大陆自贸协议正式来袭

在经历了很长一段的犹豫期，尼日利亚最终走出了大胆的一步，正式加入非洲大陆
自贸区，签署非洲大陆自贸协议（AfCFTA），该协议被认为是能够重新定义尼国经
济的发展轨道，毫无疑问尼日利亚加入自贸区，属迫不得已，非心甘情愿。

AfCFTA 的目标就是在非洲联盟 AU 国家中创造一个单一的商品和服务市场，就如欧
盟一样。预计能够对非洲国家 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当前很多非洲国家之间基本
上没有任何形式的贸易，这样一个拥有 55 个国家的大陆，其内陆贸易仅占整个大陆
贸易的 17%。

AU 是大陆自贸区成立的有利倡导者，其部分目标是就是在全球创造成员国最多的经
贸区，为加速非洲大陆海关联盟的成立铺平道路。

除了能够促进区域和大陆一体化，还能够通过规模生产、大陆市场准入机会以及更
好的资源配置，加强企业和行业竞争力。

一般来说，作为非洲最大的经济体，人口大约为两亿，尼国应该是非洲大陆市场受
益最大的一个国家。但是，尼国糟糕的政府管理和较弱的制造基础，很有可能成为
其他国家产品的倾销地，特别是来自欧洲和中国的商品，这些商品重新包装、改名，
被当做本大陆产品被销往尼国。这也是布哈里总统最初没有干脆利落的加入该自贸
协议的主要原因。

能够凭借成员国的身份，真正成为该协议的受益者，应该是尼国政府的主要目标，
比如电力部门发展不好，根本不可能公平的与其他国家制造商相竞争，专家表示，
电力占本国生产成本的大约 40%左右，在没有电力支撑的情况下，任何促进制造业
发展的计划都属水中捞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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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此类自贸区的主要优势之一就是吸引外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尼国需要提供
一个友好的经商环境，包括为企业运作制定法律框架、企业注册时长以及解决多重
税收并存的问题。

尼国路况和基建糟糕一直遭人诟病，也是阻碍外资的一大因素，不能忽视。此外，
骚乱只会加剧贫穷，问题严重化，民兵、暴徒以及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结合似乎钳制
住了尼国要害，绑架犯和武装抢劫更是让问题雪上加霜。因此，尼国成为全球第三
大恐怖主义国家。

尼国的走私问题也由来已久，要想真正的体会到自贸区所带来的利益，需要政府拿
出强有力的政治决心解决走私问题。

想要获得成功，尼国必须找出与其他非洲国家相比的比较优势，除了人口数量大之
外，尼国耕地面积大，非常适合发展农业，在石油成为国家支柱之前，农业一直是
国家的依赖性产业。加入自贸区后，尼国需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做出口，不能继
续出口初级产品，AfCFTA 应该教会尼国如何为农产品增值。

华通社李然编译（作者： 抨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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