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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非每日电讯

每日电讯20190805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1

外汇储备：448.78 亿美元(至 01-Aug)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一（08 月 05 日早上七点）报 60.970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805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美 元 370.75
人民币 53.55

每日电讯20190806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1

外汇储备：448.47 亿美元(至 02-Aug)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二（08 月 06 日早上七点）报 60.443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806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美 元 370.75
人民币 53.55

每日电讯20190807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1

外汇储备：447.56 亿美元(至 05-Aug)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三（08 月 07 日早上七点）报 58.714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807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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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元 370.75
人民币 53.55

每日电讯20190808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1

外汇储备：447.22 亿美元(至 06-Aug)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四（08 月 08 日早上七点）报 57.443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808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美 元 370.75
人民币 53.55

每日电讯20190809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1

外汇储备：446.93 亿美元(至 07-Aug)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五（08 月 09 日早上七点）报 57.326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809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美 元 370.75
人民币 53.55

华非财经资讯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805

1，Vivo 将目光投向中东和非洲市场
手机公司 Vivo，原本是一家设备制造商（OEM），表示计划向中东和非洲市场（EMA）
进军，并在该地区推出其 Y系列手机。
作为全球扩张的一部分举措， Vivo 产品目前在阿联酋、摩洛哥、肯尼亚、埃及、
沙特等国上线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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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高级副总裁倪旭东表示 EMA 对企业的增长计划非常重要，“2014 年进入国际市场
以来，我们一直在通过深度调研，致力于了解客户的需求，为消费者带来更具创新
型产品和服务”。
“MEA 市场非常重要，Y系列的上线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还将向这些市场投放我们其
他系列的产品”。
该手机品牌从回报上看，已经进入全球前五大智能手机制造商行列。

2，UK 因替邪教头目洗钱的罪名，逮捕三名尼国人
根据英国皇家检控署表示，三名尼国人因涉嫌为尼日利亚三角洲州政客和疑似邪教
“黑斧头”头目 Augustus Bemigho-Eyeoyibo 洗钱。
这三人来自同一家庭，是三兄弟。
黑斧头也叫 Neo-Black 运动，是一个邪教组织，几十年来，杀害了很多人，特别是
部分公立学校的年轻人。
三名犯罪嫌疑人据说是在 2007 年到 2015 年间，多次为该头跨境洗钱。
警方确认了 174 起违法交易，众多受害者的钱汇入该头目的账号，然后由三兄弟操
作，洗白。
“三名犯罪嫌疑人实际上是 Augustus Bemigho-Eyeoyibo 的小舅子，在尼国该邪教
组织是非法的，从事过谋杀、强奸以及贩毒等多项违法活动，成员要通过血誓才能
加入”。
不过据检查官的说法，尽管跟该头目结婚 14 年，其妻子，也就是三名犯罪嫌疑人的
姐姐，否认其丈夫与该组织有关，并相信他是一个合法商人。但是后来根据手机短
信的内容，警方发现此人与洗钱有着深刻的关联，也被检方带走。

3，企业每年发电成本 5万亿奈拉
尼国国家矿业和农、商协会(NACCIMA)对国内各企业高发电成本，表示遗憾。
协会主席表示，在尼国，每年消耗在发电一项上的成本，就花掉企业 5万亿奈拉的
成本，主要是发电机采购、维修以及燃油购买等成本。
这巨大的成本是对企业资源的严重浪费，也是众多企业破无法继续生存的一个主要
原因。
“假设这笔资金能够用于促进企业发展，假设政府能够理顺电力行业的一团乱麻，
我们就能变得更加具有竞争力，企业和国家经济发展也会繁荣起来，特别是在我们
进入非洲大陆自贸区之后，竞争力变得尤为重要”。

4，到 2030 年，服装行业可创造就业岗位 5 万个
到 2020 年尼国失业率将达到 33.5%，一家服装行业企业 Xirea Apparels 有限公司
表示，到 2030 年，该公司将为国家创造 5万个就业岗位。
公司创始人 Obinna Eneh 在河流州的官方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公司雇佣人员 400 人，
95%是女性，公司还在西非地区推出了第一家个人防护装备品牌 Buphalo。
“我们是一家服装制造公司，从服装的设计到成衣，一手包办，面料辅料采购、技
术开发、样式开发、尺寸表分级、样品开发、裁剪缝纫、刺绣/印花、生产、织物定
制、质量管控、标牌以及包装等等，我们全部自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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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有生产的能力和技术，且能够向国外出口高质量服装、武装部队制服、企业员
工服装、时尚品牌服饰等等。

5，NAICOM 禁止保险公司通借款调整资本结构
国家保险公司 NAICOM 禁止受监管的保险企业，通过借款来满足资本机构调整的需
求。
其政策和监管部主管表示，保险公司的资本金至关重要。
实缴股本是该行业正在进行的资本结构调整的关键部分，且绝对实缴股本才能满足
监管要求，而非偿付能力资本。
就改善企业治理上他表示，管理层和董事局对企业拥有绝对控制权，可通过优先股
和发债的方式筹集资本。
企业债的所有者/持有者不享有企业投票权。
企业资本结构指的是，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和其他内部资金的方式为投资和资
产进行融资的一系列方式的组合，它决定了资本结构的资金借贷比率（固息与可变
股息的比例）。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806

1，央行下达指令，要求银行在放款之前先查客户征信记录
央行向金融贷款机构，下达指令，在向客户放款之前，需要先进行客户征信记录的
调查。
央行发布的消费者保障原则下的“责任企业行为准则”中，表示该准则适用于央行
许可和监管下的金融机构的所有交易。
包括商业银行、招商银行、特殊银行、小额信贷机构、融资开发机构、融资公司、
BDC、初级抵押贷款银行、信贷局以及支付服务银行等等。
“金融机构放款之前需要从信用风险管理体系、信贷局以及其他信用备咨处获得借
款人的征信记录，以确认借款人的欠款以及还款记录，然后决定是否放款”。
债务回收要有礼有节、公平公正，不要出现不应有的威逼、恐吓、骚扰、羞辱以及
威胁等行为。贷款合同中要向借款人列明还款程序，在回收款项程序开启之前，主
动和提前向借款人做还款通知，只有在确认放款成为坏账，也就是其他合理回收放
款的方式都已经尝试过且没有成功回收之后，才能启动抵押品赎回权被取消的决定。

2，油价下跌
国际基准原油，布伦特原油，价格在周一时候跌破尼国财政预算原油基准价，每桶
60 美元的关卡。
截止到尼国时间昨日下午七点四十五，布伦特原油每桶下跌 2.1 美元，收于 59.79
美元。
尼国 2019 年财政预算中，原本设定的原油产量是每日 230 万桶，基准价 60 美元。
2018 年 10 月份，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至 86.74 美元，使得联邦执行委员会决定，
将财政预算的基准价格从 2018 年的 50.5 美元上调至 6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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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去年 11 月份，油价跌破 60 美元，一些专家就表示，政府需要调整财政预算
基准油价，但是今年 4月份，油价再次攀升至每桶 75 美元。

3，FG 与谷歌合作，为 5600 万学生推出网络课程
谷歌与尼国政府合作，向尼国所有的小学和中学生推出网络安全课程。
谷歌尼日利亚大区主管在该网络课程发布会上表示，课程旨在为更多的尼国和非洲
人提供有益的知识。
课程就包括了为摩托车和汽车设置的尼国口音导航指令、新的街景图等等，甚至还
包括了尼日利亚烹饪技巧。
这些服务还将在贝宁、加纳、卢旺达、多哥以及乌干达上线。
在未来几个月，谷歌还将为拉各斯非正式的大众交通推出出行指令，将 Danfo 线路
纳入到谷歌地图当中，让人们更加便利的在拉各斯各个角落进行探索。
两年前，谷歌就在拉各斯推出了街景服务，从今日开始将为阿布贾、贝宁城、埃努
古和伊巴丹推出同样的服务，共计涵盖大约 1.2 万千米的街景图。

4，阿联酋航空：增加航班指数为了满足客户需求
昨日，阿联酋航空公司表示，增加航班班次，只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尼国航空运营协会（AON）上周末对阿联酋航空增加航班的做法大声控诉，该公司将
飞往尼国的航班从两次增加至四次。
但是阿联酋航空解释道，公司航班每日从拉各斯双飞迪拜，从阿布贾单飞迪拜。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增加至阿布贾或者拉格斯的航班，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对阿布
贾和拉各斯增加了班次，目的是为了满足大量前往沙特王国进行朝拜的客户的需求，
有些居心叵测的人称我们是受到了政府的补贴，在进行不公平竞争，但是这些言论
都是错误的，多年来我们也一直在为这样的说辞在澄清”。
公司一直是一个商事企业，成功的秘诀是为客户提供良好的服务，密切关注成本，
为股东创造良好的收益。

5，I&E 窗口，奈拉兑美元收于 N362.57
周一，拉各斯投资者和进口商（I&E）窗口，奈拉兑美元收于 N362.57，交易量 2.93
亿美元。
黑市收于 N359，兑英镑和欧元分别收于 N445 和 N397。BDC 窗口六，奈拉兑美元收
于 N359，兑英镑和欧元同样收于 N445 和 N397。
尼国通讯社报道称，由于央行持续的外汇注入，I&E 窗口外汇汇率仍持续保持稳定，
截止到七月底，窗口外汇交易量从六月份的 29 亿美元上涨至 41.2 亿美元。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807

1，法院向 EFCC 下令，冻结拉各斯州政府账户
联邦拉各斯最高法院法官向经济和金融犯罪委员会 EFCC 下达指令，要求其冻结该州
政府所属的拥有 99 亿奈拉的所有账号。
EFCC 在其脸书官方账号上称，被冻结的账号与前州长 Akinwumi Ambode 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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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来自不同的银行，包括了第一城市纪念银行 FCMB，万通银行以及 Zenith 银行。
法院的指令是根据此前 EFCC 的单方面申请，EFCC 恳请法院在对 Adewale Adesanya
进行调查和起诉之前先冻结账号，此人是前州长的常任秘书。
EFCC 在去年九月份，曾发现有巨额资金从州政府账号流入上述银行账号。当时前任
政府还在当政期。
对此，现任拉各斯州政府匿名官员回应，政府在对此案配合调查。“我们确实无法
对此事进行回应或者评论，因为事情发生在上任政府期间，且现在法院介入，本届
政府也会配合法院的调查”。

2，大量中国二手车进入尼国市场
汽车制造商、经销商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均表达了中国大量向尼国和其他市场出口
二手车辆的做法的不满。
尽管还没有与汽车行业相关的政府官员出面对此发表看法，但是本报走访发现，过
去两个月内，进口的 4万辆车辆，不少于 25%属于中国制造。
本地汽车制造商和经销商对此均表示反对，认为这会扼杀本地汽车行业的发展。
他们认为允许中国向本国释放二手车辆，而目前本国汽车制造商正在与不断来自欧
美的品牌进行抗争，可谓是雪上加霜且十分荒唐。
这是在将尼国视为二手车辆的倾销地。
有业内人士表示，二手车辆没有附加值，对本地汽车行业发展毫无意义，政府应该
遏制外国此类商品的进口。
“政府既鼓励本地汽车生产，又不拒绝进口二手车辆，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3，NNPC 寻求对乍得盆地石油的重新开采
尼国国家石油公司 NNPC 表示，已经做好了重新进入乍得盆地，全线开采、运营的准
备，同时寻求全面的军事安全支持，对员工和高科技设备加以保护。
集团总经理Mallam Mele Kyari率领NNPC高级管理层与国防部参谋长在阿布贾会面。
此前因为乍得盆地等地频频出现骚乱事件，无法正常开采。
此次访问就是寻求军方的安全支持，这对于石油开采生产至关重要。同时还寻求军
方对 NNPC 油气管道和全国各个角落的安全的保障。
NNPC 面对多方危机，包括管道被炸毁、石油产品遭盗窃以及其他对企业运营制造的
破坏活动，他同时向参谋长陈述了 NNPC 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表示与军方密切
合作，对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也是非常必要的。

4，利益相关者敦促 FG，调整与外国航空公司的签订的合同
航空部门专家要求联邦政府重新调整其与外国航空公司签订的所有商业协议，特别
是除了双边航空服务协议之外的、那些给予外国公司多个航班、落地点许可的协议。
航空安全专家表示限制外国公司的航班频率可以帮助国内航空公司更好地生存，为
本国公司保留和维护好本地航线和市场，是非常必要的。
即将上任的新部长应该与航空部门密切合作，限制外国公司的落地，不应该在阿布
贾或者阿拉格斯落地。
“外国公司不应该在拉各斯或者阿布贾着陆，但是可以任意往国内其他机场安排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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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一天几次或者一周几次都没问题”。
政府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什么对国家最好，就应该做什么。
因本国能够飞国际航线的航空公司不足，很多航班和航线都给了外国公司，但是长
此以往，会让本地航空公司无法继续生存下去。

5，喀麦隆监狱犯人发出“饥饿抗议”
大赦国际表示，喀麦隆政府使用暴力镇压犯人，且希望对在骚乱中使用武器和实弹
的进行独立和有效的调查。
喀麦隆媒体有报道称，被逮捕的 Sissiku Julius Ayuktabe 等人表示如果抗议领导
人不能被示众（证明还活着），将发起饥饿抗议。
该领导人在监狱暴动后被逮捕，随后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说他已经被政府执行了
死刑，但是政府称此人仍旧活着，但是拒绝透露其下落。
大约有 600 名分裂分子，主要是喀麦隆讲英语地区的分裂分子，近期曾在 Kondengui
监狱发生暴动，对监狱条件发起抗议，人权律师 Agbor Nkongho 曾表示，“很多人
被投入监狱两年了，还没有机会进行庭审，这是不公平的，希望政府能够将这些人
释放”。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808

1，拖网渔船运营者对外国船只非法捕鱼发出谴责（Anna Okon）
拖网渔船运营者对外国船只在尼国水域无所顾忌的捕鱼，发出强烈的不满。
拖网渔船所有者、前尼日利亚拖网渔船运营者协会主席 Margaret Orakwusi 在拉各
斯接受采访时表示，尼日利亚是联合国农粮组织港口国措施协定（PSMA）的成员国，
该协定 2016 年生效，目的就是为了消除沿海国家非法、非监管以及未上报捕鱼的活
动，其精神是阻止、消除和威慑非法捕鱼。
为了加强本国捕鱼业的发展，今年三月份 143 家渔船获得本国领海和沿海水域捕鱼
许可。
但是外国船只前往本国水域非法捕鱼的行为屡禁不止。
“政府和国际组织出台的政策不奏效，我们没办法有效的监督公海上发生的事，大
量的外国船只来到我们的海域，捕猎我们的资源，肆无忌惮”。
“我也从未听说有任何外国非法捕鱼船只被捕，而我们去别国海域捕鱼，没有许可
证是根本行不通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此前有报道称，有超过 400 多艘来自中国、香港、台湾的船只在尼国等国水域下网
捕鱼。
中国不顾配额许可和国际法则，在几内亚湾限制性地带捕捞违禁海洋生物。
根据全球渔业观测站的报道，中国渔船捕捞的 75%的鱼类，来自非洲水域。

2，欧洲炼油厂大量进口尼国原油
尼国最新出产的 Egina 级别原油，受到了欧洲各大炼油厂的青睐，这种类别的原油
析出产量高，主要由 Total 石油公司运营的油田生产，目前每天产量大约为 20.8
万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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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ina 深水油田出产的这种原油于去年 12 月底开始生产，目前平均每日 20 万桶，
占尼国原油产量的 10%左右。
现货油和期货油的购买热潮都是非常高涨的，特别是来自法国和荷兰的炼油厂买家。
印度和意大利也是此类原油的老客户。
来自贸易流量软件的数据显示，来自中国、挪威、斯里兰卡、英国和美国的炼油厂
也下了订单。
Egina 被证实是一种轻质原油，酸性比较低，中间馏分油产量高。在亚洲、美洲和
欧洲都比较受欢迎。

3，尼国未来一个月将受到洪水的威胁
尼国水文服务局表示，尼国未来将受到来自其他国家洪水的威胁。
周三服务局表示，随着尼日尔盆地洪水下泄，下个月全国将有更多的州受到河水和
城市洪涝的影响。
该盆地包括了八个非洲国家，几内亚、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贝
宁、乍得和喀麦隆。
水文服务局局长在阿布贾召开的 2019 年度洪水展望预测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局里进
行的调查显示，未来全国范围内，水位将上涨。
包括拉各斯、和联邦首府在内的 15 个州就面临极大的洪水威胁。
暴雨、长时间强降雨造成的下水道堵塞、河流水位上涨、沿海洪涝等预计都会再次
出现。

4，FG 与摩洛哥政府就建设石油管道会面
尼国联邦政府与摩洛哥政府以及国际石油公司于周三在阿布贾会面，就尼日利亚-
摩洛哥天然气管道 NMGP 建设进行商讨。
据悉，此前两国高层领导会面时，就曾提出要就管道建设签署协议。
NNPC 代表尼国政府与国际石油公司高管和摩洛哥政府代表商讨管道建设的模式。
NNPC 表示该管道主要是向摩洛哥以及其他非洲国家以及欧洲运输尼国油气产品。
也算是对尼日利亚-贝宁-多哥-加纳油气管道的一个延伸建设。
NNPC 集团总经理表示该管道的建设对尼国具有战略性意义，是对尼国油气产品市场
的一个开拓。

5，前 INEC 主席因诈骗面临提讯（Adelani Adepegba）
经济和金融犯罪委员会 EFCC 因 12 亿洗钱案将对前国家独立选举委员会主席
Maurice Iwu 传讯。
此人将在拉各斯联邦最高法院被提讯，其罪名包含了洗钱和诈骗等四项。
EFCC 代理发言人 Tony Orilade 在昨日对此事做了确认，但是没有透露具体的传讯
时间。
据悉，Maurice Iwu 在 2014 年至 12 月至 2015 年 3 月期间，在尼日利亚生物资源研
究所有限公司的银行账号里藏匿了 12 亿奈拉，该账户系非洲联合银行账户。
这笔钱被认为是用于影响 2015 年大选结果的贿赂款，且这笔钱与前石油产品部长
Diezani Allison-Madueke 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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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u 被指认是这笔巨款的受益者之一，部门其他 INEC 官员也受到牵连，正在面临法
院的起诉。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809

1，BUA 与 Netafim 签署滴灌协议
BUA 集团与以色列 Netafim 公司昨日签署了一项全面自动滴灌项目，该项目属于 BUA
拉苏克糖厂，项目建设地点在夸拉州的 Lafiagi。
协议在尼日利亚糖作物开发协会总部签署，预计一期工程要覆盖 4000 公顷。
在签署仪式上，BUA 集团执行主席、尼日利亚糖料机构主席 Kabiru Rabiu 表示，“我
们发起了该项目，就是要不遗余力的建设技术上最复杂的糖作物种植园，除了糖的
加工和精炼，我们还对乙醇生产和甘蔗渣发电进行投资”。
此次协约的签署，UBA 的 2 万公顷糖料作物种植面积都将获得人工智能和高科技滴
灌技术的灌溉，进而增加产量。

2，AfCFTA 或增加尼国 251%的进口
根据伊巴丹大学贸易和开发中心的研究数据显示，在进入非洲自贸区 AfCFTA 的 15
年内，尼国进口量大约会增长 251%。
数据还显示，尼国从其他非洲国家的商品进口其实是最少的。
“进入 AfCFTA 之后，显然，尼国会成为其他非洲国家的出口地，当前尼国与紧随其
后的南非、坦桑尼亚、喀麦隆和埃及等国，进口渗透率在 30%左右”。
进入自贸区后，关税最会从 5%、10%和 20%降至零，会造成外国商品大量涌入。
其中，粮食、饮料和烟草的进口会上涨 91%，化学品以及药品会上涨 180.7%，塑料
和橡胶产品 111.6%。
木材和木制品，96.2%，纺织品、服装和鞋，55.2%，汽车和汽车组装，200%，等等。
鉴于尼国制造业高成本的现实，加入自贸区后，对尼国制造业的冲击势必是非常严
重的。

3，NDDC 威胁要对石油公司提起法律诉讼
尼日尔三角洲发展委员会（NDDC）要求所有在三角洲地区开采石油的公司负起他们
对 NDDC 的法定责任，该支付的款项必须上交。
据悉，所有在该地区进行油气生产的石油公司向委员会支付的年度预算中，都存在
3%的违约。
负责催收的公司别无他法，表示如果在七天的最后通牒结束后，没有完成上交的企
业，将被提起诉讼。届时，石油公司不仅要缴纳拖欠的款项，还要随附利息。
被发出通牒公司甚至包括了 NNPC、国家液化天然气公司、壳牌石油和 Agip 等大型
石油公司。

4，辣椒、公羊价格上涨
在民众准备庆祝宰牲节之际，奥贡州 Obafemi Owode 地方政府的主要市场上，易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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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以及公羊的价格都在上涨。
本报记者走访各大市场，发现，番茄、大米、辣椒、公羊以及牛的价格均走高。
但是这些产品在过去一个月价格还属于比较稳定的状态。
有市场商贩表示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于季节性价格波动和即将到来的宰牲节。目前市
场上红灯笼椒价格上涨 160%，还有部分其他品种上涨 50%。不过事实上，在这个时
节，新鲜果蔬的价格从未稳定过。
不过也有部分商品价格仍旧保持稳定，比如花生油、豆子、木薯和花生等。
作为宰牲节庆祝时，主要的家畜产品，公羊的价格基本上在不同地区差不多，市场
上比较小的公羊价格在每只 3.5 万奈拉，比较大的大约在 10 万奈拉。

5，AfDB 寻求更多的中国投资，发展非洲农业
非洲发展银行 AfDB 与来自中国的私有行业财团会面，旨在通过发展特殊农、工加工
区建立合作关系的方式，吸引更多的投资。
AfDB 在周四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银行高管代表团对尼国副总统澳新巴乔进行了
一次礼节性访问，澳新巴乔向代表团表示，尼国有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双方会面主要探讨了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以及与尼国农商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与尼国州政府成立合营企业，大力发展尼国农、工行业。
澳新巴乔表示，“尼国有潜力成为世界的粮仓，但这还要看我们使用正确技术的能
力，与银行的合作能够让我们掌握释放国家机遇的能力和技术”。

中投俱乐部文章推荐

尼日利亚外交政策，该做调整了

外交政策，是一国的关键性基础，它制定和阐述的是一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框架结构，
与整个国际体系相对接。

他集合的是一国利益，与其他国家合作、交流，维护国际体系，但是更重要的是为
本国经济、实力、财富以及影响力带来切实的、有意义的利益。

国际体系或者说国际舞台在特定的时刻创造机会，各国据此解决各自的国内紧要问
题。

但是外交政策无法做直线预判，因为国际事务存在迂回曲折的特点，在国际关系上，
有句老话说，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但这句话，其实也并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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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国的外交政策只是通过对国际体系的研究，寻求为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途径，
那就意味着理解国际体系的转折起伏等特点是制定良好的外交政策的标准。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只关心自己想要什么，对国际事务的走向和总体趋势一知半解，
难免出现自我沉溺，也无法制定出能够为国家带来切实利益的优秀外交政策。

尼国的外交政策自满、停滞，基本上无缘为国家带来切实利益。其传统的思维走向
远远落后于当前国际动态的走势。

它还活在自己的舒适区里，对国际舞台上出现的各种巨变基本上懒得抬一下眼皮，
也许是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

但是对于尼国这样一个大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差不多的状态会引人注意，但
是不会受人重视，而受人重视则完全是另一码事。尼国外交政策长久以来循规蹈矩，
似乎这个国家多年来没有新的需求，也不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寻找新的机遇。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已经逐步松散，21 世纪之初，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加速瓦解战后的
秩序。西方自由国际秩序也逐步战胜两极世界的意识形态。

当前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美国的特朗普、欧洲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各类
领土收复主义者都在挑战国际自由主义秩序的权威，当然步履蹒跚的自由主义秩序
不会是历史的终点，我们逐步向包容以及可协商的国际新体系迈进，霸权主义已经
成为了历史。

曾经最坚实的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也正走在进入历史博物馆的道路上，就像
当年的华沙协约一样。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近期从俄罗斯购买了先进的防空系统装备，
而触碰了警戒线。

二战战后的国际秩序建立时，尼国没有能力或者说话语权参与其中，因此也无法在
其中享有影响力。当旧的国际秩序瓦解，新的国际秩序再次建立之时，尼日利亚为
何仍旧不能认清新的形势，参与到国际结构和运营机制的建设当中？

前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当政时期，华盛顿了解到全球 60%的国际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
都围绕亚太地区展开，因此启动了“回归亚太地区”的政策，当时亚太地区就是国
际外交的“震中”点，拥有德国和法国得欧盟也将主要力量转向了亚太地区，而尼
日利亚，仍旧醉心于西方国家。

这并不是以东方还是西方为轴心的单纯的外交问题，而是如何发现制衡国际力量平
衡的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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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作为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重要
的机构建设所支撑，新开发银行（金砖银行）拥有 2000 亿美元的资产，不可忽视，
假设尼日利亚加入不了金砖组织，为什么不能想想其他办法，参与到当前的国际事
务、跟上国际步伐，为了加强自身的国力看看有什么是可以做到的。

此外，另一个能够撼动当前国际金融秩序的，就是中国领导的亚投行（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尽管有来自美国的反对，但是德国、荷兰、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
家均加入了亚投行，包括南非、埃及、肯尼亚、埃塞、加纳以及多哥共计一百多个
国家都加入了该行列，而此时，尼国当局似乎对亚投行的存在还一知半解。亚投行
不仅为各国提供基础建设和发展项目的资金，它更代表了新的国际金融结构，而只
有成为其中一员，才有可能对新的国际金融蓝图留下自己的印记。

到底是什么样的外交政策胆敢在国际秩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之际，仍旧置若罔闻。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去年在中非合作论坛上，尼国加入了由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
议。

这是一个横跨和联通大陆、海洋以及数字基建的国际网络，从巴基斯坦到阿富汗、
从哈萨克斯坦到塔吉克斯坦，从埃塞到肯尼亚，从希腊到塞尔维亚，从厄瓜多尔到
危地马拉，从拉各斯到柬埔寨，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它连接了众多经济走廊，冲
击和消灭贫困。

尼国的外交政策应该敏锐的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机遇，在为国家争取利益最
大化的同时，也不要忘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最高宗旨，那就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尼国的外交政策需要全面、重新调整和思考，对新出现的国际体系做详实的了解。

华通社李然编译（作者：Charles Onunai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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