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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非每日电讯

每日电讯20190819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0

外汇储备：444.25 亿美元(至 15-Aug)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一（08 月 19 日早上七点）报 59.549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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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20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0

外汇储备：443.85 亿美元(至 16-Aug)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二（08 月 20 日早上七点）报 59.825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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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21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0

外汇储备：442.48 亿美元(至 19-Aug)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三（08 月 21 日早上七点）报 60.418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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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22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0

外汇储备：441.86 亿美元(至 20-Aug)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四（08 月 22 日早上七点）报 60.179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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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23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0

外汇储备：441.29 亿美元(至 21-Aug)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五（08 月 23 日早上七点）报 60.164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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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819

1，反腐机构要求增加外汇交易透明度（Nike Popoola）
上周六在拉各斯，该机构表示透明度有利于国家外汇市场的增长。
机构主席 Ahmad Sulaiman 表示，“为年轻人提供就业，让他们有机会进入外汇行业，
合法参与和交易，政府必须要加强起透明度”。
他还建议民众不要参与不道德的行业和活动、庞氏骗局，本届政府全力打击欺诈交
易，任何缺少透明度的行业，也要谨慎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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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参与金融、外汇行业的企业需要进行正规政府部门备案，保证投资者的钱不会
无缘无故打水漂。

2，布哈里并未实施粮食禁令
总统媒体和公共关系高级特助 Garba Shehu 发布的一则声明显示，近期政府要求央
行停止向粮食进口商提供外汇，并非是对粮食进口直接颁布禁令的意思。
进口商仍旧可以从非政府金融机构购汇，照章纳税即可。
近期就此事，英国金融时报还做了相关报道，对该举措进行了抨击，认为尼国很多
方面还不足以实现完全禁止粮食进口的水平，禁令会造成物价飞涨，同时也损害了
央行的独立自主性。对此，该声明进行了澄清，且敦促各媒体报刊不要歪曲事实，
肆意报道。
“布哈里总统一直致力于加强尼国工业和农业基础发展，外汇储备尽可能的用来促
进本国制造业发展，而非用来进口海外产品”。

3，UBA、LCCI 支持拉各斯国际博览会的举办
非洲联合银行 UBA 与拉各斯州工商协会合作，保证 2019 年国际贸易博览会的成功举
办和顺利结束。
BUA 表示，此次博览会中小企业展商参展的 20%的成本将本银行承担。
该博览会将在 11 月举行，将为尼国和拉各斯企业提供一个互相交流联系的平台，促
进商业活动的发展和国际、国内贸易的增长。
“BUA 在非洲 20 多个国家拥有分支机构，与英美法等发达国家也建立了合作关系，
在加强非洲和国际企业合作和联网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拉各斯国际博览会已经举办了 32 期，成为国内外贸易企业会面、产品发布和政府机
构项目宣传的关键途径之一。

4，Kwande：2023 年北方仍旧能够掌握权力
有 APC 党理事会成员、大使 Yahaya Kwande 表示到 2023 年，北方仍旧能够推举出布
哈里的继任者。
各个政治党派发现，北部地区仍旧非常具有吸引力，会将该地区看做一个战略和战
术区域，赢得大选。
就在此前，有阿南布拉州前州长 Chukwuemeka Ezeife、约鲁巴族社会文化组织领导
人 Afenifere 在不同的采访中均表示，北方无意实现民族团结。
“我一直在说，北方地区对实现民族团结没有兴趣，除非我们能够改变宪法，否则
我们无法实现前进”。
还有人表示，即便民族团结惠及很多人，但是北方人对民族团结毫不关心。

5，奥巴桑乔对约鲁巴内部分裂表示担忧（Tunji Bosun）
奥巴桑乔本周日敦促奥贡州的民族领导人，要团结一致，抱团促进本州经济发展。
他同时告诫各传统领导人，就和平发展的问题，不要听信谗言。
要走出原有的框架，大力发展民族事业。“传统领导人要有主见，不要今天听这个
人这么说，明天又听其他人那么说，要想对得起你担负的责任，就要立场坚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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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原有的框架，寻找适合发展本地区的更好的出路”。
此外，传统领导人还需要与州长们做好配合，政府不可能事事做得完美，很多事情
无法顾及，需要人民和社会的良好合作，才能实现地区发展的目标。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820

1，Fayemi 禁止在传统活动中使用英语
埃基提州州长提出，禁止在本州举行传统节日的时候，使用英语作为沟通语言。
周一在埃基提州第一届艺术和文化相关利益者论坛召开时，他下达了该指令，表示
在传统活动中使用英语，属于违规行为。
此次论坛上，有超过 1.9 万人申请 1100 个小学教师的岗位。州长表示本届政府致力
于通过约鲁巴和埃基提语，促进州内的艺术和文化发展。
在 11 月份还将举办艺术和文化节，促进经济发展。“从今天开始，任何参与传统活
动、项目的人必须说约鲁巴语或者其他本土方言，不允许说英语”。

2，腐败：世行在尼拉黑六家中企
世界银行在尼国拉黑了六家涉嫌欺诈和腐败受贿的中国企业。据悉这六家公司的名
称被公布在了世行的官方网站上。
这六家企业不仅在尼国被拉黑，在其他国家的部分运作也被禁止。
据称，这些企业违反了世行的采购准则，在 2019 年 6 月 4 日和 2020 年 3 月之间，
不会获得任何世行的合约。
凡是参与世行的项目的承包商，均需严格遵守世行的高道德、专业标准，不允许出
现任何欺诈、腐败受贿、公款挪用等行为。
世行没有就拉黑企业具体违法的条例给予披露，也表示会给这些企业一个机会，对
指控出面回应。

3，布哈里：国家人口爆炸式增长，令人恐惧
周一布哈里总统表示，本国人口增长的速度，着实“吓人”。他敦促新上任的各位
部长们，拿出举措缓解这一问题带来的威胁。
“平均来说，我们今天的人口数量已经逼近 2亿，联合国估算，到 2050 尼国将成为
全球第三大国，仅次于中国和印度，达到 4.11 亿人，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如果我
们坐以待毙，靠发展伙伴们的援助是行不通的，我们的问题只能我们自己才能解决”。
新上任的 43 位部长将于周二上任就职。
此外布哈里还敦促即将就职的联邦执行委员会成员们，看看与 2015 年相比，我们现
在处于什么水平，要给自己一个清晰的定位。

4，央行行长：会有更多的商品被列入外汇禁令行列
央行行长 Godwin Emefiele 周一表示，本行商品进口外汇禁令下，将会有更多的商
品被列入该行列。
他还对此前的报道进行了澄清，对粮食进口的外汇供应限制，并不等同于禁令。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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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总统在卡齐纳州的说法，被误读。
部分商品外汇禁令在 2016 年颁布，到目前为止仍旧没有改变。
目前 43 种商品在列，不过总统并没有下令要增加商品被禁类目。
“大部分外汇被禁商品都是食品类的，我们的意思就是如果能够国内生产的，为什
么要浪费外汇储备去进口呢？总统的指导思想也是为了加强国家的自给自足能力、
加强央行的独立地位，他相信央行的政策，从 2016 年就给与了央行极大的自主权”。

5，腐败，导致国家 GDP 增长损失 1850 亿美元
国家经济和金融犯罪委员会（EFCC）表示，假设尼国腐败水平能够像马来西亚那样
得到很好的控制，GDP 增长能够少损失 1850 亿美元。
EFCC 学院院长昨日在阿布贾表示，腐败导致人均收入水平降低 380 美元，这是很多
发展中国家人均 GDP 的三分之一。腐败增加了国家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涉水
卫生的成本，480 亿美元，也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因腐败无法实现这些目标。
“我们需要定期的对反腐战略进行有效性评估”。在西方发达国家，机构化程度高，
基建发展先进，透明度高，这些也得益于电子化的政府治理，是反腐的一个有效方
式。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821

1，企业专门促进中、尼旅游项目
有旅行机构 1860 Travels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Francis Daodu 表示，最新启动了
Tours2china 项目，旨在促进中尼两国之间的旅行业发展。
该项目下，会同时向五名愿意前往中国旅行的尼国人提供一个团体签证的机会，可
前往中国的各个城市旅游或者经商。
该项目实际上是由一个中国旅行社发起的，叫做 Bravo 国际旅行社，和本土的
1860 Travels 合作，共同筹划成立。
他向记者表示，中尼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一定会通过该平台实现。
“我们不仅为尼国人前往中国旅行提供机遇，还为中国人来尼和整个非洲地区旅行
提供机会，我们预计圣诞节期间会有很多中国人来尼游玩”。

2，尼国与沙特就事故调查签署谅解备忘录
联邦政府通过事故调查局 AIB 与沙特政府签署了事故调查谅解备忘录。据悉，该谅
解备忘录预计在九月份签署，沙特将据此为尼国事故调查提供协助。
AIB 高级专员表示，沙特在事故调查方面具有很好的专业知识，可供尼国学习和借
鉴。
“2017 年我加入 AIB 的时候，该部门资金短缺，工作效率不足 35%，现在我们与其
他国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比如法国、贝宁共和国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共和国等，
下个月将与沙特完成签署”。
“事故调查的时候不仅仅是监控和录音上的数据能作为证据，因此获得其他国家的
协助和培训，是非常关键的，每个国家都有其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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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洗钱：阿提库女婿重获自由
经济和金融犯罪委员会 EFCC 释放了前 PDP 党总统候选人阿提库的女婿
Abdullahi Babalele，此人曾因为洗钱的指控被 EFCC 扣押。
Abdullahi Babalele 因洗钱的指控被联邦最高法院羁押待审后，上周五此人缴纳了
2000 万奈拉的保释金后，被法院释放，回到了阿布贾。
Abdullahi Babalele 对法院的两项关于洗钱的指控，拒绝认罪。
不过阿提库的律师 Uyiekpen Giwa-Osagie 和他的弟弟 Erhunse Giwa-Osagie 也因为
不同的洗钱罪名被 EFCC 逮捕，只不过目前还没有满足保释条件，仍旧未获得自由。
EFCC 指控 Babalele 在阿提库助手帮助下，洗钱 14 万美元。两名律师被指控洗钱 200
万美元。

4，海关与武装力量联合对边境进行安全检查
周二，尼国海关总局宣布，将与其他武装力量、情报和安全机构合作，保证国家边
境的安全。
该联合巡逻行动，是保证尼国陆路和海洋边境安全的部分内容。
参与联合安全行动的还包括尼国移民局 NIS、尼国武装部队、尼国警方和其他安全
和情报部门。
此次边境安全工作将在南部、西南部、中北部和西北部四个地缘政治区展开。
海关总局发言人在一则声明中表示，联合安全行动将能够促进部门间合作，加强跨
边境安全问题的应对能力，比如恐怖主义、武装暴徒、走私、中小型武器泛滥等等。

5，政府通过 PPP 模式，开始进行教学医院现代化发展
联邦政府开始对教学附属医院的现代化升级进行三期工作，升级的模式为公私合作
制（PPP）。
在阿布贾举行的会议上，基建特许监管委员会（ICRC）表示，对医疗设施的标准化
和现代化建设工作已经在 2003 年授权给了 CPL 医疗组织和 VAMED 工程公司。
不过卫生部门对过去 16 年项目取得的进展并不满意，因此向总统布哈里提交三期工
程进升级和现代化建设的提案。
布哈里总统给与批准，并下令以 PPP 的模式进行。
“PPP 模式下，私有部门负责设施的投资、运营和维护，通过收费和来自政府的收
入回收成本”。
此次教学医院设施的升级工作将在全国六个地缘政治区展开，共包括六个试点医院。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822

1，NDIC 与韩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存款保险制度
尼日利亚存款保险公司（NDIC）与韩国存款保险公司（KDIC）就多个领域签署谅解
备忘录，促进尼国各个地区存款保险的繁荣发展。
两大部门都是国际存款保险协会（IADI）的成员。
NDIC 通讯和公关部门主管发布的一则声明中，表示该谅解备忘录在韩国首尔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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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高层管理人员均到场，且都认识到大型金融机构逐步向复杂化和全球化发展，
给监管部门带来挑战。
双方均致力于加强现有的合作水平，促进交流。定期会有机构成员互访和交换学习，
定期召开双边会议，加强互相理解，促进韩国和尼国的存款保险行业发展。

2，参与朝鲜和伊朗交易结算的银行，将面临美国的制裁
有业内人士表示，凡是参与朝鲜和伊朗交易结算的银行，将面临美国的重罚，且很
有可能被切断与全球其他银行的联系。
因此，专家就建议尼国银行尽量不要参与被美国和联合国制裁的国家的相关银行交
易和结算。
目前朝鲜、伊朗和苏丹正在美国、欧盟和联合的制裁之列，他们被制裁的原因包括
了违反全球环境利益行事，以及被指控从事恐怖主义、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
威胁世界安全等。
尽管尼国的各大银行很少参与与朝鲜和伊朗的交易和结算，美国在中东、亚洲和其
他地区加强制裁力度，伊朗和朝鲜很有可能向世界其他地区寻找合作伙伴。因此为
了避免麻烦，尽量不要参与。

3，布哈里签署 6000 亿奈拉电力部门专款释放书
周三在阿布贾，总统布哈里签署专款释放协议，该 6000 亿奈拉专项款将为电力行业
提供。
2013 年 11 月，政府将电力行业传输和发电部门移交至私有投资者手里。此次专款
是政府促进电力行业发展的第三次资金释放。
2014年9月份曾经向私有电力企业释放了2130亿奈拉，2017年释放了7010亿奈拉。
不过此次专款并未说明是否是专门针对电力分配和发电部门的。
尼日利亚传输公司市场总监表示，“我唯一能透露的是这笔资金是投向市场的，不
论他是向发电部门释放的、向输电部门释放的，它都是向市场释放的，都是为了解
决电力行业运行不畅的问题，所以如果说这些钱是专门给谁的，都是不对的”。

4，AFBTE 建议央行就食品进口外汇问题，广泛采集行业意见（Nike Popoola）
食品、饮料和烟草雇员协会（AFBTE）敦促央行在实施食品外汇禁令前，要先于行业
参与者事先沟通，协议主席在一则声明中表示，“我们呼吁政府在最终做决策之前，
要与私有部门和行业利益相关者就相关问题深入探讨”。
央行在七月底的时候，宣布禁止向牛奶和其他乳制品进口提供外汇，“此举短期内
对涉及企业和总体经济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专家、业内人士和企业高管等已经多次
讨论”。
这样的举措除了对总体经济造成影响，还会导致大量失业。
央行需要给予奶制品企业一个缓冲的时间，做好准备，找出本地牛奶和其他奶制品
生产的原料采购途径。

5，布哈里统治下，死亡人数更多
PDP 党国家主席 Uche Secondus 表示，布哈里执政期间，死亡人数比 1970 年内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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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还多。
周三在奥贡州奥巴桑乔总统图书馆举行党会时，他表示，如果 2023 年 PDP 党能够获
得总统竞选成功，将结束暴力死亡的局面。
“我们还能够忍受被镇压和恐吓多久？还要继续自相残杀多久？APC 上台后死去的
同胞数量你无法想象，我们几乎每天都会看到有人死亡的新闻”。
他计划在 2023 年大选之前，先以奥贡州为起点，将 PDP 党员团结起来，明年开始将
在地方政府和州政府层面举行党会，“我们从奥贡州开始，逐步将所有州的党员团
结起来”。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823

1，海关截获象牙、犀牛角
尼国海关阿达马瓦州/塔拉巴州分部截获了大量象牙和犀牛角等违禁品。
有分部总指挥向记者表示，这些东西都是法律上严禁走私的商品，截止到目前为止，
该分部还截获了大量大米、摩托车、自行车、二手衣服、石油产品等等。
此外他还表示，尽管两个州在人力不足和路况较差、尼国与喀麦隆两国之间的贸易
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仍旧为政府实现了不错的财政收入。“边境线较长，但是巡逻
的人员不足，这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

2，大量尼国人涉嫌参与 30 亿美元诈案，遭美联邦调查局指控
尼国司法部对几十名涉嫌参与企业邮件诈骗和洗钱的人员发起指控，这些人员大部
分是尼日利亚人，涉案金额达到了 30 亿美元左右。
加利福尼亚州中央选区检察署发言人表示，周四发起的一起突袭检查行动中，逮捕
了十几人，据称共计 80 多人参与了欺诈活动。
该发言人表示，涉嫌参与欺诈的大部分人员的根据地在尼日利亚拉各斯。
尽管还不清楚这些人是否会被引渡至美国，不过两国之间存在引渡协议，是非常有
可能被引渡的。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表示，“自 2015 年开始，这种对个人和企业的诈骗已经超过了
30 亿美元，这些人包括生活在美的尼国人和生活在尼国本地的人”。
“不管这些人在哪里，我们都会将他们揪出来，严惩，把他们不劳而获的钱抠出来”。

3，布哈里：卡杜纳大坝项目耗资 118 亿奈拉
前总统布哈里昨日表示，联邦政府向卡杜纳 Galma 大坝项目建设投资了 118 亿奈拉。
同时，他也承诺将继续建设造福民众的项目。
“该项目是联邦政府和卡杜纳州政府、伊斯兰开发银行以及非洲开发银行共同努力
的见证，大坝的建设是为了向 Zaria 市和其周边提供用水”。
布哈里还敦促卡杜纳州水利局，对该大坝水利系统的运营和维护上，要积极尽责，
不要让政府失望，也敦促市民要对水利设施做好监督，及时缴纳水费。如果能够得
到良好的管理和维护，这样的水利设施可以用上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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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2 名尼日利亚学生获得中国奖学金
有官方数据显示，当前在中国留学的 6845 名尼国学生中，有 512 人获得了中国政府
提供的奖学金。
中国驻尼大使馆媒体负责人在阿布贾表示，这些学社包括了工程、医药和农业专业
的研究生和博士在读生。
中国驻尼大使馆大使周平剑建议学生要努力学习，实现自己的梦想，同时为祖国的
未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同时，强烈建议同学们能够掌握基本的汉语
语言，因为大部分课程是用汉语教授的，所以计划去中国留学的学生首先要学好语
言，在尼有很多汉语教学机构，包括阿布贾的中国文化中心，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
等等”。

5，商业银行未遵守央行小额纸币替换的指令
周四，有迹象显示，商业银行并未遵守央行的指令，将被污损的小额纸币替换成新
纸币。
央行为全国的消费者开设了一个窗口，也就是从 6月 3日至 9月 2日，可以拿着旧
纸币去到所有的商业银行替换成新的。
此前很多人抱怨流通中的纸币残破以及被污损、异味浓重，部分医学人士也表示，
这样的纸币会对人体会产生危害。
不过记者发现，特别是阿布贾 Wuse 2 和 Jabi 地区的银行，并未按照央行的指令执
行。
随后记者又扮做客户前往一些大的商业银行，在发出要兑换旧纸币的要求后，银行
人员要么很吃惊，要么一脸无措。
部分银行人员还回应道，如果要替换新的，要根据旧纸币污损的程度而定。
此外，我们的记者也发现，消费者也并未利用好这三个月的指令福利，前往银行兑
换旧纸币，也有部分人根本没听说过央行发出了这样的指令。

中投俱乐部文章推荐

中尼货币互换以及后续发展

2016 年 4 月 11 日至 15 日之间，总统布哈里前往中国进行了为期一个周的访问，同
行的还有央行行长 Godwin Emefiele，此行实际上主要目的是为了与中国敲定 150
亿美元，约合 7200 亿奈拉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协议为期三年。

央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各自代表本国执行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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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7月 27 日，该协议第一次得到执行，截至今日，央行已经执行了 11.85 亿人民
币的协议。

在过去12个月，该协议执行汇率有所不同，从N48/CNY到N58/CNY，约合互换了640.2
亿奈拉。

但是如果按照 N360 的美元汇率来算，相当于 1.778 亿美元，显然，如果没有该互换
协议，美元参与兑换，势必会对本国的外汇和汇率产生一定影响。

三年后，该协议的执行百分比不足 10%，还远远没有达到 7200 亿奈拉，这意味着央
行主导的双边货币介入政策，对涉及中国利益的尼国企业还有很大的贡献空间。

就像期货为进口商提前进行外汇报价（避免现购）提供了一个契机一样，货币互换
窗口为国家外汇储备管理层提供了一个本币免遭被迫贬值的途径，进口商的交易也
可以更加容易的结算。

鉴于当前该双边协议还出炉不久热度尚在，奈拉与美元兑换面临的挑战，切实落实
奈拉人民币互换协议是非常紧迫的。

此前，央行在执行该协议之初，曾表示人民币的出售方式将通过现货和短期远期合
约的方式，同时也会通过特别二级市场介入销售（SMIS）零售，向人民币信用证的
原材料、机器等产品采购，进行结算。

央行发言人 Isaac Okorafor 表示，在 SMIS-零售规定下，授权外汇交易商向最终购
汇方提供远期外汇（人民币）时，无需事先设定差价。授权交易商允许在购汇者的
报价上加价 50 考包出售。

货币兑换协议有助于加强中尼两国的贸易和投资，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促进其他
领域的务实合作。

数据显示，2013 年至 2016 年 2 月，尼国获得来自中国大陆 2.134 亿美元的资本流
入，占尼国总境外资本内流的 0.4%，成为尼日利亚外国资本来源的第 18 位国家，
如果将香港地区算作内，该时间段内，来自中国的总资本为 4.842 亿美元，仍旧不
足尼国总资本进口的 1%。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双边贸易逐渐上涨。

不过，双边贸易并不平衡，严重向中国倾斜，尼国从中国的商品进口总值是中国从
尼国商品进口总值的 7.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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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一季度，按照原产地进口计算，尼国总计进口了 9793 亿奈拉的中国商品，
占总进口价值的 26.44%，但是与此相比，尼国向中国的出口简直可以说，微不足道。

有经济学家、进口商 Tony Nwaka 表示，要适应低油价环境，采取合适的稳定财政和
货币政策，与中国的货币互换协议并非一个有效的替代方式，不过仍旧不失为一个
降低与中国贸易成本的途径，同时面对尼国贸易赤字的现实，还能够缓解尼国外汇
市场面临的挑战。

BDC 协会主席表示，这 25 亿美元的人民币/奈拉互换协议对于促进奈拉在非洲的主
权地位有着积极的意义。协会主席认为，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
篮子货币，使得两国的货币互换协议未来更加明确，也呼吁将 BDC 纳入到该协议内。

他还呼吁央行考虑对向 BDC 分配的外汇进行多样化，加入一定比例的人民币，满足
众多客户前往中国旅行和经商时对人民币的需求。

华通社李然编译（作者：Chijioke Ne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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