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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非每日电讯

每日电讯20190812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1

外汇储备：446.57 亿美元(至 08-Aug)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一（08 月 12 日早上七点）报 58.224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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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3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1

外汇储备：446.57 亿美元(至 08-Aug)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二（08 月 13 日早上七点）报 58.142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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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4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1

外汇储备：446.57 亿美元(至 08-Aug)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三（08 月 14 日早上七点）报 60.692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814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美 元 370.75
人民币 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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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电讯20190815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0

外汇储备：446.17 亿美元(至 09-Aug)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四（08 月 15 日早上七点）报 58.334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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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6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0

外汇储备：444.55 亿美元(至 14-Aug)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五（08 月 16 日早上七点）报 58.864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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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812

1，NULGE：州政府占用地方政府资金
周日，尼国金融情报局（NFIU）表示尼国地方政府雇员工会（NULGE）有报告称，有
州长涉嫌“盗窃”地方政府拨款。
NULGE 曾经在 8月 9日向全国 774 个地方政府写信，提醒他们州长们正在计划如何
窃取地方政府拨款。
NULGE 国家主席向本报表示，尽管 NFIU 有着相关规定，但是州政府已经拿出了另外
的能够“吸纳”地方政府资金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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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IU 也已经向州政府下达指令，要求他们停止任意动用地方政府的资金，指令生效
期为 6月 1日。
但是州政府就拨款向地方政府征税。
据悉，此事不仅被 NULGE 踢爆，其他利益相关者也曾经出面曝光此事。
但是记者就此事向州长论坛发言人 Abdulrazaque Barkindo 寻求说法时，他表示此
事并没有在论坛会议上获得讨论，“你也知道现在已经闹到了法庭上，因此我们需
要谨慎发表看法”。
还有消息表示，NULGE 称州长们绕过相关规定非法行事的言论，是错误的，此事不
能一概而论。
“NULGE 说有州长在另谋他法，窃取地方政府的拨款，那么 NULGE 指的是哪位州长？
州长们在论坛会议上商讨出来的计策？到底指的是哪位州长？地方政府主席应该学
会有自己的立场，学会坚持自己的信念，假设作为一个委员会主席或者财政主管，
你的上级州长让你去做违背原则的事，你难道不会拒绝吗？”。

2，非洲航空公司客流量上涨 11.7%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表示六月份非洲大陆内的本土和其他航空公司客流量上涨
11.7%。
5 月份增长率为 5.1%。
同时，非洲各大航空公司的满载率上涨 2.6%，至 70.5%。
“几大非洲国家总体经济环境改善，刺激了对航空出行的需求”。
IATA 首席执行官 Alexandre de Juniac 表示，六月份延续了此前航空出行需求的趋
势，各大航空公司的上座率也显示出，航空公司的效率也在不断增强。
不过他也表示，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与一年前相比，经济增长率有所下滑。2018
年 6 月份的航空出行需求量比之今年，高出 5.4%。

3，逃税：阿夸伊博州税务总局查封西非银行、联合银行办公点
阿夸伊博州税务局上周五查封了西非银行和联合银行在该州的办事处，原因是这两
家银行涉嫌逃税。
我们的记者获悉，州税务局是在接到了阿夸伊博州最高法院的指令，下达的查封令。
两大银行违反了相关税法。
税务局相关官员向记者表示，已经多次向涉事银行下达通知，邀请对方能够就此事
展开会谈。
但是银行既没有答应邀约，也没有回复。
“银行有 14 天的时间，与州税务局联系处理此事，但是 14 天以后，如果仍旧未能
依法行事，我们将按照银行授权，出售银行在本州内的资产，然后清缴被拖欠的税
款”。

4，美国轻质原油对尼国市场带来威胁（ Chika Izuora）
美国总统特朗普“能源主导”的战略正在对全球石油市场进行重新洗牌，这给尼国
石油出口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
根据报道，尼国石油八月份出口量出现年度新低，因为美国轻质、中质类原油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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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入欧洲和亚洲市场。
6月份美国原油出口每日 26 万桶，月出口量 316 万桶。
由于美国原油产量上涨，在过去十年，逐步降低了对尼原油的进口。美国能源信息
局 EIA 表示，7月份尼对美原油出口降至零。
根据相关数据，2019 年年初以来，尼国 46%的原油去往欧洲，18%去往印度，剩下的
10%左右去往了亚洲。

5，丹格特炼油厂竣工期发生变化（Peter Uzoho）
由于钢铁和其他设备进口的问题，计划日产量 65 万桶的丹格特炼油厂的建设竣工期
将被延期至 2020 年年底。
此外，原本投入运营的时间为 2020 年年初，也不得不被延后，目前预计为 2021 年
初。
集团执行总监 Devakumar Edwin 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集团将使用炼油厂的贮
油站作为油库，提前为炼油预热。
炼油厂所使用的部分设备进口自中国。
同时集团正在与 NNPC、两家其他国际石油公司和两大石油贸易商展开对话，对原油
供应、输送和产成品采购等事宜进行商谈。
此外，作为集团的贸易计划的一部分，将设立自己的交易柜台，由三名高级专员和
30 几名员工组成，对国际油价进行实时监测。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813

1，政策反复，影响旅游行业发展
有旅行公司总经理 Daisy Olotu 表示政府政策反复，对旅游业造成消极影响，无法
实现预期中的发展和增长。
他认为，除非政府调整现有政策，支持旅游业的发展，否则实现行业发展也是南柯
一梦。
在拉各斯接受访问时，他表示，旅游机构的合并也会加速物流企业的发展。
“成功来之不易，在行业内呆了 30 多年，我深知规矩和持续不懈的努力是实现目标
的不二法则”。
五家最大的旅行机构合并成为旅行投资有限公司（TICO）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物
流行业的规模。
“但是 TICO 远远不足以实现行业繁荣，他只是一个有限公司，还无法完全对内部和
外部的风险和不稳定因素免疫，这就需要政府政策的强大后盾，促进行业的整体向
好”。

2，交易商建议政府，大力开发外汇市场潜力（Collins Nweze）
MBA 外汇和资本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经理表示，联邦政府 FG 需要利用好外
汇市场，来创造就业、消费贫困，因为，外汇市场潜力无限。
他呼吁政府加强对外汇市场的监管，保护外汇投资者的利益，“这会对外汇交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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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欺诈活动进行有效的遏制，保证人们是通过正确的渠道进入外汇市场的，投资
者的钱不会无故打水漂，当前外汇欺诈活动频繁，很多人对外汇市场持观望态度”。
他希望人们不要将外汇市场看作是赌博，自己所管理的 MBA 公司就是在央行注册并
获得认证的正规企业。
也获得了 EFCC 的清查。
“MBA 每日外汇交易 6.4 万亿美元，我们拥有外汇交易的技术、专业知识以及为投
资者赚钱的人才储备”。
随着政府加强外汇市场的监管，更多的人会投入到该行业内，人们在行业内获得了
金融知识和必要的操作技术，能够减少失业率，而外汇市场仍旧是一个潜力巨大的
市场。

3，尼日尔三角洲地区，将有 10 个小规模炼油厂上线
尼日利亚油气生产社区委员会（HOSCON）国家主席表示，在整个三角洲地区，未来
将上线 10 个小规模（模块）炼油厂。
周日，他获得主席的连任资格，表示联邦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满足 HOSCON 提出的要
求，保证产油社区的应获得的补偿款能够到位。
HOSCON 还进行了安保人员的培训，做好对管道的保卫和监督工作，因为一旦模块炼
油厂上线后，需要管道的运输。
不过，同时他也表示政府一直拖延支付补偿款，令当地民众十分不满。
他敦促政府加快向社区补偿款的发放，因为这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他还呼吁国际石油公司将他们的总部迁移至该地区，“法律要求对产油社区进行环
境恶化、污染以及资源剥削进行补偿，国际石油公司将钱交给了国家石油资源部，
但是在接到这些钱后，资源部把钱又给了央行，央行把钱划给了联邦账户，这样的
做法对我们来说公正吗？”。

4，资金不足以及违法乱纪将加重洪水灾害
国际紧急救援管理局以及尼日利亚水文服务局、国家水利研究机构均表示，治理资
金不足加上环境法频繁遭违反，或加剧洪水灾害的肆虐程度。
各州的民众和企业未能很好的遵守环境法，贝努埃、高原、塔拉巴、河流州或发生
较严重的洪水灾害。
拉各斯、三角洲、埃多、奥约、凯比、联邦首府地区和十字河州也将成为洪水威胁
的地区。
遵守环境法，是有效遏制洪水的最好办法。
根据水文局的调查结果，未来几周尼国会面对来自周边八个国家洪水的影响。
相关官员表示，“人们需要在行为和态度上做出改变，立法应该得到有效的执行，
环境法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
水文局局长还敦促地方政府，移除涝原内的违规建筑，清理被堵的下水管道、排水
渠、阴沟以及其他水道。

5，农民瞄准迪拜 1000 亿农产品进口市场（Okechukwu Nnodim）
尼国的农民们将目标瞄准了迪拜广大的农产品进口市场，该市场预计可达 1000 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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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多，纷纷表示要抓住向迪拜出口农产品的机遇。
上周六有农产品咨询公司在阿布贾组织了一场“农民面对面”的会议，会上有农户
表示，“我们了解了迪拜的农产品市场巨大，每年从全球各国的进口量超过 1000
亿美元，因此我们必须抓住机会”。
该公司管理层还表示，会议上政府机构和农民均到场，进一步了解迪拜农产品市场
的潜力。
“迪拜进口的农产品，只有很少的部分来自尼国和非洲市场”。
此外，进入迪拜的非洲农产品也并非通过非洲人之手完成。此次会议的目的之一也
是为了促进尼国和阿联酋长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814

1，布哈里：我将任命具有农业专业知识的部长管理农业部
布哈里总统周二表示，已经向央行下达指令，不要为任何粮食进口商提供外汇。
布哈里在一次活动上说道，他将为新的部长设定绩效标准，任命具有农业专业知识
的人来领导联邦农业部们。
他相信，国家已经实现了“粮食安全”，近期农业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奥贡、凯
比、拉各斯、卡诺以及埃邦伊等州，都已经在水稻生产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此
向央行下令停止为粮食进口商提供外汇，与其在进口粮食上大量投入外汇，不如省
下这些外汇进行国家经济多样化的发展。
有国会声明援引布哈里的原话，“不要给粮食进口商一分钱（外汇）”。
同时布哈里透露，新一届内阁将很快完成组阁，将为各位部长设定绩效要求。

2，外汇储备在单月内下降 4.82 亿美元（Nike Popoola）
从尼国央行获得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 8月 8日，尼国外汇储备从 7月 8日的 451.4
亿美元跌至 446.5 亿美元。单月内下降了 4.82 亿美元。
近期一直保持上涨态势的外汇储备，突然开始出现下滑。
FSDH 在其经济和金融市场展望报告中表示，外汇储备下降跟近期油价下跌相关。
“7月份，伯尼轻质原油均价为每桶 66.24 美元，6月份为 66.52 美元”。
但是在过去几天，油价突然跌至每桶不足 60 美元，这与中美两国的贸易战相关。“这
对尼国的外汇收入和其他商品价格会产生直接影响，对外国证券组合投资也会带来
消极影响”。因此央行就表示，尼国的财政收入对油价具有高度敏感性。

3，招聘诈骗：NIMASA 对不知情申请人发出警告
尼日利亚海洋管理和安全局 NIMASA 发出警告，该机构并未通过任何网络平台招聘任
何干部、职员。
该警告发出的原因是，网上突然出现一波假信息在大面积流传，称 NIMASA 正在招聘
人员。
在一则官方声明中，该机构表示当下并没有任何招募人员，各大社交媒体上的广告
也与本机构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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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称是 NIMASA 咨询顾问的诈骗犯们利用社交媒体或者/和短信、信件的形式，对职
位申请人进行欺诈。

4，NCAA 警告航空公司，小心埃博拉（Maureen Ihua-Maduenyi）
尼国民事航空局 NCAA 向所有航空运营商下达指令，特别进入本国的区域和国际航空
公司，要提高警惕，因为刚果共和国埃博拉疫情再次出现。
NCAA 表示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已经根据国际卫生监管条例的规定，宣布此次疫情为公
共健康国际紧急关注事件。
NCAA 在向航空公司下达的指令中，要求所有的飞行员在发现任何可疑埃博拉感染病
例后，要及时向空中交通管制台上报，填写公共卫生乘客定位点通用申报表。
此外，飞机上还必要配备急救包、通用预防措施装备以及紧急医疗包。

5，央行今日开始进行国债拍卖
周三，央行开始进行总计 340 亿奈拉的国债拍卖。
Zedcrest 资产管理公司的分析家表示，宰牲节假期结束后，鉴于近期债市行情不乐
观，
国债释放量不会很大。
上周，国债市场走势较平稳，本周早些时候投资者大量抛售，收益率同比上周上涨
50 个基点。
但是随着投资者对长期债券的兴趣恢复，主要集中在 2034 年到期的国债，收益率出
现微幅下跌。
“本周剩余时间，投资者对通胀走势继续下跌的预期以及 2020 年到期债 470 亿奈拉
息票支付的节点，我们预计本地投资者将维持对债市的兴趣，收益率有所下降”。
中短期国债持续被抛售，熊市状态持续。
由于央行持续向 I&E 窗口外汇市场注入外汇，市场流动性紧缩，货币市场收益持续
走高。
公开回购和隔夜收益率收于 12.14%和 12.86%%，均高于上周水平。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815

1，粮食进口外汇禁令：给点缓冲的余地
最初央行下令限制向牛奶进口商提供外汇，随后布哈里向央行下令停止向粮食进口
商提供外汇。
该指令立即生效，在不考虑长期效应下，短期内会对生产商和相关行业会造成严重
的消极影响。
要知道，部分按照粮食类别进口的商品，实际上在进入本国后，是用来喂养家畜或
者当做工业原料来使用的。
短期内也会对就业造成消极影响。
当然，实现粮食自给自足是一件值得欢迎的好事，布哈里从未隐藏其实现粮食安全
的愿望，但是，如果该指令完全无视部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可能会导致央行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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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法律纠纷，因为一定会受到影响的某些企业原本与央行和政府部门就外汇达成
的协议，在执行上会出现问题，他们难免会诉诸法律解决问题。

2，NNPC 就缓解石油泄漏与 NOASDRA 合作（Kingsley Jeremiah）
假设国家石油公司 NNPC 遵守承诺，在全国范围内通过技术解决石油泄漏的问题，那
么尼国的该问题将得到很大的缓解。
国家石油泄漏检查和应对局(NOSDRA)昨日，对石油管道破坏者发出警告。
同一天，NNPC 总经理 Idris Musa 对 NOSDRA 进行了礼节性访问，表示目前正在与各
利益相关者合作，尽力减少全国范围内的石油泄漏事件。
石油泄漏是一种环境污染的形式，特别是对海洋生态环境。对人类和动物带来严重
健康威胁，属于全球性问题。
同时他还表示将与 NOSDRA 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采取主动性措施，防止石油泄漏。

3，NNPC：油价下跌不会影响我们的产出
尼国国家石油公司 NNPC 表示，尽管近期国际油价不断波动，但仍将遵守石油输出国
组织 OPEC 成员和非成员国达成的产出协议，不会改变产量。
7月 2日在维也纳召开的 OPEC 会上，各成员国表达了对合作宣言的承诺。
近期，全球油价跌破每桶 60 美元大关，就有行业观察员表示，部分石油出口国可能
会考虑调整产量。
NNPC 表示在遵守协议的同时，也敦促其他成员国按照协议进行量产。
NNPC 集团总经理表示，鉴于国际石油市场较为稳定的基本面，这种价格的短期、暂
时性的向下波动不会维持很久。

4，脸书引入约鲁巴、伊格博、斯瓦西里语等
脸书与 Africa Check 合作，在其平台上加入了非洲本土语言，以此来加强其事实核
查的能力。
此举能够加强起新闻的准确率，减少假消息的传播。
Africa Check 是非洲第一大事实核查组织，此次与脸书合作，为尼国推出约鲁巴和
伊格博语，为肯尼亚推出斯瓦西里语，为塞内加尔推出沃洛夫语等。
该消息在南非商业之都约翰内斯堡发布，本报调查显示，截止到今年年初，非洲 6700
万脸书用户中，尼国用户就占了 2700 万，日活跃用户 1400 万，预计到 2023 年将增
长至 3040 万。

5，尼国牧师在中国死亡（Abike Dabiri-Erewa）
有尼日利亚牧师 Joseph Nwajueze 在中国境内死亡，尼国外侨委员会主席
Abike Dabiri-Erewa 对此表示不满，并要求对此事进行调查。
据称，该牧师签证过期并试图逃脱安全人员的拘捕，随后被安全人员射杀。
但是在一则声明中，Abike Dabiri-Erewa 认为没有正当理由对其射杀。她同时对住
在中国的尼国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表示谴责。
不过她也敦促在华尼国人，要遵守当地法律，政府会给死者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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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塔拉巴警察被杀案：超过 25 名军方、警方人员被捕
有绑架主犯 Hamisu Wadume 被逮捕后，三名 IGP 情报应对小组的警察和一名平民被
杀害，随后不少于 25 名士兵和警察被逮捕，据称与上述绑架犯被捕事件有关。
有消息表示，这批士兵和警察与绑架犯存在勾结行为，可从中获得百万奈拉的抽成。
根据内部消息，Hamisu Wadume 贿赂了这些国家安全人员，包括来自塔拉巴州的警
察和军方人员，他们向 Hamisu Wadume 提供被绑架者的地点、动向，甚至向其透露
哪些人是比较能支付得起大额赎金的以及案发后可以藏匿的地点和逃跑路线。
根据追踪和截获信息的途径，调查人员发现了参与绑架案的警方和军方具体人员。
就是因为军方和警方内部人员的情报信息，Hamisu Wadume 才得以在多次得手后逃
脱警方的追捕。此人多年来制造了大量的绑架案。
据悉，调查委员会人员将齐聚塔拉巴，对军方和警方的代表发起质询。

2，政府将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婚姻登记处
联邦政府表示，计划在全国 36 个州内设立婚姻登记处，确保合法婚姻的有效执行。
内政部长常任秘书周四在哈克特港口表示，目前正在阿坝州首府和阿夸伊博州首府
进行设立，解决东南部和南部地区民众在婚姻登记上面临的问题。
“有利益相关者向内政部提出建议，比如延长婚姻庆典举办地点证件的有效期，下
调婚姻登记的费用等等”。
此外，该部门计划重新修订婚姻法，以适应 21 世纪的要求，对不符合婚姻法要求的
夫妇，给他们一个合规的机会。

3，FG 向 IOC 给出两个周的最后期限，支付拖欠码头工人的工资
联邦政府 FG 敦促国际石油公司（IOC）尽快向码头工人支付未清偿的工资，这些工
人由尼日利亚港口局委任的承包商所雇佣。
尼日利亚海洋工人工会（MWUN）主席 Adewale Adeyanju 表示，该指令由联邦运输部
下达。
在上周阿布贾召开的会议上，政府部门达成决议，给予 IOC 两个周的最后期限。
Adewale Adeyanju 表示希望 IOC 逐步按照政府规定行事，工会的要求会得到满足，
工人的工资能够拿到手，如果 IOC 仍旧拖延支付，工会不放弃采取罢工的形式表示
抗议。
“我们只是暂停了罢工，任何人胆敢不拿与联邦运输部达成的决议当回事、耍手段，
该负责的人要负责，该付出的代价要付出，不过目前事件的进展我们还是比较满意
的”。

4，PDP：布哈里的指令，反人民
人民民主党 PDP，敦促总统布哈里撤销向央行发出的粮食进口外汇禁令，该禁令会
对穷人带来更多的苦难，不仅时机不对，也违反民众的利益和福祉。
PDP 发言人在周四的一则声明中表示，该禁令会加剧粮食短缺，使得经济环境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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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化，引发经济衰退，加剧民众的憎恨与绝望的情绪。
“政府不仅没有拿出措施提高人们越来越差劲的生活水平，反而对粮食提出进口外
汇禁令、取消粮食补贴，布哈里的政策简直令人目瞪口呆，很明显当前政府虽然耗
资巨大，但在实现粮食安全上没有取得一点进展”。
通过该指令，我们看得出布哈里和 APC 政府对民众因食品价格高和短缺所遭受的饥
荒，漠不关心、熟视无睹。

5，CBN 向 MFB 发出警告，不要囤积低面值纸币
央行向小额信贷（MFB）发出警告，不要囤积小面值的纸币，也不要作他用。央行在
此之前通过 MFB 向市场释放小额纸币，并且对此下发了相关指导原则。
“MFB 必须同时接收新纸币和旧纸币，小额纸币需占总存款的 20%”。
银行客户最高可兑换 5万奈拉，非银行客户可兑换 1万奈拉。
且储户在在取款后，其流水条需要列明纸币的面值大小和数量。

中投俱乐部文章推荐

尼国的抗议运动

当人们需要为自己的最基本权益进行争取时，会选择走上街头抗议，但是很多国家，
例如新加坡，是不允许街头抗议的，即便是因为争取和平等原因，也不允许，并且
新加坡还属于第一世界之列。

抗议，作为一种对现状的反抗、追求更好的社会结构的方式，在尼日利亚似乎并不
凑效。抗议貌似针对的是广大民众、某个地区，借着仇恨的外衣，对人们进行嘲讽，
而不是对制度的反抗。

过去在拉美，地主剥削农民的耕地和房屋，与政府勾结，农民为夺回自己的财产奋
起反抗，举行抗议活动，地主是政府的手，富得流油，但是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
中，辛勤劳作却收获无几。

抗议行动后，民众争取到了对农田和财富的重新分配，尽管不是特别成功，但是平
息了很多农民心中的愤怒。

妇女参政权论者，是英国的一个组织，因女性无选举权发起抗议，最终还通过抗议
的形式获得了在一战时期像男性那样担任军官、农场志愿者、邮递员等职业。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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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战争时期做出的贡献，超过 30 岁的女性获得了选举权，后来年龄的门槛逐步
降低至 21 岁。

在尼国，内战时期，超过 300 名伊巴丹农民因为交不起税被送进了监狱。当时因为
战争的原因可可价格低廉，可可收获都成了问题。那些同情被投入监狱农民的农民
在该州发起抗议，解放自己的同胞。历史学家有记载，此次解救同胞的抗议中，超
过 30 多人丧生。

毕竟，贫穷是个比较词，不是绝对词，人们无法对贫穷进行绝对的量化，在尼国，
有的州与其他州相比，不那么贫困，一州的抗议无法代表所有的民众，尼国人在本
国的境况与马丁路德金当年在美国所遭受的苦难也完全不同，因此，尼国的抗议运
动应该所有不同。

我看到有人大肆发表分裂性言论，还有的抗议者根本不关心人性的尊严、政治平等
以及社会公正。大多抗议活动都并非似乎基于贫穷，但是各州人民的生活水平、政
治承诺以及预期相对其他州来说都是不同的，当你试图用抗议来控制政治的时候，
就是在制造混乱，真正的聪明的抗议者，关心的民众的生活水平、法制执行力、同
胞情谊，并非种族帮派的利益纷争，他们明白，语言是团结的来源，不是宣扬分裂
的借口，也明白他们发出的言论会激起他人的期待，所以需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真正的抗议，是有组织有纪律有战略、目标明确、在法律和秩序的框架内，依法举
行的。

华通社李然编译（来自尼国卫报，无作者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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