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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非每日电讯

每日电讯20190826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0

外汇储备：440.67 亿美元(至 22-Aug)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一（08 月 26 日早上七点）报 58.916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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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27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0

外汇储备：440.67 亿美元(至 22-Aug)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二（08 月 27 日早上七点）报 58.849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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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28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0

外汇储备：440.07 亿美元(至 23-Aug)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三（08 月 28 日早上七点）报 60.074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828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美 元 3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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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53.55

每日电讯20190829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0

外汇储备：437.86 亿美元(至 27-Aug)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四（08 月 29 日早上七点）报 59.636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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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30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0

外汇储备：437.33 亿美元(至 28-Aug)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五（08 月 30 日早上七点）报 60.215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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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826

1，普华永道：尼国数字化进程，缺少技术
普华永道在尼分析家表示，尼国和非洲数字行业发展，技术短缺成为主要障碍。
该公司对私有企业进行的一项新研究显示，非洲 36%的领导人承认缺少所需的技术
人才来实现数字转型的潜力和优势。这导致企业收入损失。
参与研究的包括非洲九个国家和来自中东、非洲以及欧洲超过 2000 个私企领导人。
例如南非、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等国家，尽管他们就业水平较低，但是接近 8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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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企业表示，技术和技术人员才是造成收入损失的重要原因。
其中，对于非洲来说，销售专家是最稀缺的，此外就是工程师和技工、数字专家以
及管理人才。

2，拉各斯出现新网约车品牌
国际交通网络服务供应商 inDriver，表示已经在拉各斯投入运营。
网约车客户可以在网络上自行设定行程价格，也就是自己愿意为某一段行程付出的
价格，然而司机师傅可以选择最有利润和最方便的行程来接单。
目前该公司服务已经在全球 200 多个城市拥有 2600 万用户，拉各斯也成为该公司在
非洲第一个服务的城市。
公司首席营销官，表示乘客在设定好某一段行程的价格后，司机有三个选项，可以
接受，可以忽略，也可以与乘客讨价还价。
“在此之前，在尼国，网约车的收费方面，乘客是没有权利决定的，但是现在实现
了，inDriver 改变了这一局面，人们会发现，使用 inDriver，出行费用要比原先便
宜很多”。

3，黄热病疫苗短缺
尽管黄热病近期爆发，但是成年人仍旧是无法在医疗中心获得免费的黄热病疫苗。
实际上，黄热病疫苗只有在港口医疗服务中心为国际旅客提供，以及在婴儿出生后
为婴儿进行例行接种。
国家初级医疗发展局（NPHCDA）免疫部门负责人 Joseph Oteri 表示，“在尼国，疫
苗是免费的，九个月免费提供一次，一次终身有效，每针成本大约为 2美元”。
近日，埃多州和埃邦伊州出现黄热病疫情，Oteri 向卫报表示，此次疫情在范围、
强度和死亡率上，都是比较大的，目前在疫情爆发和周边地区，政府已经启动应急
预案和行动。
其中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向疫情爆发的地区提供了援助。
未来几个周，NPHCDA 正在计划向当地最有可能感染的人群注射疫苗。“不过本地无
法提供应急疫苗，需从国际协调组织处获取”。

4，中美贸易战升级，油价下跌
中国向美国发起 750 亿美元的报复性关税，贸易战继续升级，周五，油价下跌。
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 88 美分，截止到格林尼治时间 13：27，收于每桶 59.04 美元。
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WTI）期货下跌至每桶 54.02 美元。
FXTM 市场分析师表示，“中美贸易战似乎看不到尽头，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仍旧保
持观望态度”。
中国商务部长也表示，将对来自美国的 5087 种商品在原有 5%到 10%的关税基础上，
再增加 5%的关税，这些商品包括了农产品，比如黄豆，也包括原油和小型飞机。
同时，市场也在密切关注美联储主席的动态，希望美联储给出立场，今年是否会二
次削减利率来促进美国经济发展。

5，尼国成为印度第三大石油供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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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尼日利亚取代委内瑞拉，攀升至印度的第三大原油供应国。
印度原油大约每日进口 460 万桶，同比前一年上涨 1.5%。
伊拉克继续成为印度第一大供应国，其次为沙特，印度也是当今世界上第三大原油
进口国。
与去年相比，中东地区对印度原油供应，也从 60%下降至 56%，而尼国的供应从 18.5%
上涨至 20%。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827

1，尼国驶向喀麦隆的船只侧翻，预计超过 100 人死亡
周日一艘从尼国卡拉巴驶向喀麦隆的轮船在公海上侧翻，根据尼国港口总局 NPA 的
说法，这艘轮船大约有 180 人，还没有达到目的地。
截止到记者前往出发地时，官方还没有正式通报出来。
有人员透露，这艘船属于超载行驶，且有时候船只在救生衣不足或者根本不配备救
生衣的时候就出发，因为大多数时候，都是超载的。
还有消息表示，本应该负责船只检修保证安全行驶的尼国海洋管理和安全局
（NIMASA）和其他官方机构，互相之间说了些“礼让之词”就没了下文了。
且自多次出现翻船事件后，政府依旧无所作为。

2，央行为银行设定不良贷款上限
央行在向小额信贷银行、货币存款银行、抵押再融资公司、金融公司和开发融资机
构等下达的审慎指导原则征询意见稿中，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就不良贷款设定了
上限，需要在财务报表中列明。
对于抵押再融资公司来说，不良贷款最多不可超过总信贷的 10%，或者央行随时变
更的其他比例。
对于小额信贷银行来说，不得超过未清偿贷款余额的 2%，或者央行随时变更的其他
比例。
对于开发银行，必须要有效的管理好信贷风险，坏账不得超过总信贷的 5%。
就金融稳健指标和比率，金融机构需要制定金融稳健指标和比例的计算程序，比如
需要设定季度基准指标，实际执行结果与此可以做出比较。

3，拉各斯州政府开始对 Maiyegun 路进行翻修
拉各斯州政府开始对拉各斯州 Ojo 地方政府的 Maiyegun 路进行翻修，该路属于拉各
斯-伊巴丹的支路，连通高速路和周边地区。
州实体规划和城市开发部常任秘书向记者和利益相关者以及传统领导人表示，此路
的修缮表明了拉各斯州政府进行全州发展的决心。
道路修缮可以改善周边经济活动、减少行车时间以及加强周边居民的生活水平。同
时还能够有效的防洪涝。
不过道路周边的建筑，土地局将进行清点和处理，政府也敦促沿线居民给予合作，
目的也是为了整体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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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IRS 将于明年 1月份开始对网络交易征收增值税
联邦税务总局主席 Babatunde Fowler 表示，到 2020 年 1 月份，网络交易都需缴纳
增值税 VAT。
在非洲税收管理论坛举办的技术研讨会上，他表示，对网络交易征收 VAT，也需要
商业银行的支持，目前正在与利益相关者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同时他也敦促非洲国家对数字商品和服务征收增值税。因为消费者越来越多的喜欢
网络购物。
“这实际上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部分内容，我们已经进入数字时代，企业、家庭的
日常都离不开网络，因此这对 VAT 产生的影响需要我们仔细研究”。
2017 年非洲税收展望报告曾显示，增值税是第一大税收收入类目，此外是石油产品
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增值说平均占了总税收的 31%左右。

5，贷款违约者的存款将被没收
央行与其他信贷机构一直表示，贷款违约者或者说拒绝还款人士的其他存款将被没
收。
违约者在其他银行的存款应该被用来偿还他们的欠款。
在第本届银行家委员会上，各大银行决定借款人应该在借款之前先签署合同，违约
的情况下，信贷机构有权获得该借款人在其他银行的资产。
信贷机构还应当采集借款人的 BVN 号码、税标识号等信息，以备不时之需。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828

1，美国指控 80 名尼国人涉嫌大规模欺诈，部分被逮捕
尼国金融和经济犯罪委员会（EFCC）表示与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合作，就“雅虎男
孩”，也就是网络欺诈案进行的调查，已经有了结果。
双方就 80 起网络犯罪案进行调查，目前追回赃款 31.4 万美元以及 3.73 亿奈拉。
“2018 年至今，在与 FBI 合作之前，EFCC 已经对多起雅虎男孩发起的网络欺诈进行
持续性调查，200 多人被捕，130 被获刑，大量赃款、汽车和房产追回”。
被问到是否会协助逮捕美国 FBI 指控的 78 人尼国犯罪分子，EFCC 表示目前案件正
在调查中，不便多说，否则可能会扰乱正常的调查程序。

2，美国：我们为什么提高尼国申请者的签证费
从 8月 29 日开始，申请美国签证的尼国公民需要缴纳一个互惠费，也叫签证对等费。
该费用是在非移民签证申请费的基础上收取的，申请费属于在申请的时候缴纳。
美国驻尼大使馆周二表示，所有的签证类型包括 B、F、 H1B、I、L 和 R 类别签证，
都需要缴纳该互惠费。不过拒签的人就不需要了。
此外，这些费用一旦缴纳是不会退回的，不同类别的签证，各项费用不同。
“这种费用是基于对等原则，当别国政府对美国公民签证申请收入费用的时候，美
国也会对对别国公民申请美国签证时收取对等费用，当前很多国家申请美国签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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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缴纳互惠费”。
“2018 年早些时候，美国政府就与尼国政府交涉，要求其调整美国公民申请尼国签
证的费用，但是 18 个月后，尼国政府并未这么做”。

3，海难：七人死亡，108 人获救
上周日在尼国与喀麦隆之间的公海上发生的轮船侧翻事件中，至少有 7人死亡，尸
体已经被打捞，108 人获救。
据悉，船上的人大部分为妇女和孩子，在尼国度假结束后，返回喀麦隆。
不过目前剩下的失踪人员还在搜寻和救援过程中。
除了 108 名被救人员之外，8人严重受伤。
该轮船由海岸线物流有限公司运营。

4，60 名 NASENI 工程师将前往中国接受变压器制造培训
国家科学和工程基建局 （NASENI）周二表示，将有 60 名本国工程师，前往中国进
行 4个月的变压器生产培训。
NASENI 副局长在一则声明中表示，派工程师前往中国接受培训的目的是为了在尼日
利亚建设一个纯本土变压器生产厂，由本国人独立运作，发展国产作为第一要务。
此前政府就提出要在本国建设一个变压器生产厂和高压测试实验室。
NASENI 执行副主席在工程师临行前发表讲话，表示大家动身前往中国学习，就开启
了尼国变压器新时代，此次培训不仅是技术和制造方面的，而是要组建本国变压器
厂的全方位系统性学习，同时感谢布哈里总统和科技部部长对 NASENI 的信心，感谢
中国长城工业公司的合作与贡献。

5，FG 愿意与慈善家合作，发展医疗保健行业
联邦政府表示，有兴趣与慈善家和愿意支持医疗保健服务和人力资本发展的国际组
织合作，发展本国医疗行业。
卫生部部长 Olorunnimbe Mamora 在一则声明中表示，人力发展是布哈里政府政治议
程的一个关键领域。
政府欢迎这方面的合作，这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是百利无一害的。
目前国家正在努力结束小儿麻痹症，Emeka Offor 爵士基金会在国家医疗发展上就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基金会成立之初对关键医疗领域所表现出来的关注和兴趣，正
迎合了政府在医疗行业上的发展目标。
当前除了消除小儿麻痹症，政府还希望能够彻底结束河盲症，或者叫盘尾丝虫病。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829

1，恐怖融资：FG 将目标投向 NGO 和外企
联邦政府通过尼国金融情报机构（NFIU）出台计划，如何最广泛的遏制由非政府组
织 NGO 和外企在本国制造的犯罪和欺诈活动。
NFIU 表示，部分犯罪案件包括了恐怖融资、非法采矿以及武器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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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尼国由有 5.2 万个 NGO，那些没有合法注册的将被取缔，不允许继续运作。
NGO 并不缴税，但是可以通过这样的组织将资金转移至国外，成为非法资金流动的
一个途径，部分 NGO 活跃在金融界。
“我们也在全方位的审核在尼国运营的中企、印度企业以及其他从事非法采矿的外
国企业，有些外企利用尼国的法律漏洞，非法敛财，我们会像惩治尼国犯罪分子一
样，给与相同的处罚”。

2，布哈里：尼国与贝宁边境因走私活动被关闭（Juliana Taiwo-Obalonye）
布哈里将部分与贝宁边境被关闭的原因，归结为走私活动太猖獗，特别是大米的走
私。
此次部分边境的关闭是为了让尼国安全部门有时间拿出解决方案，如何彻底消灭走
私以及走私带来的影响。
安全部门包括了海关、移民局、警方和军方，由国家安全顾问做工作协调。
布哈里认为，走私破坏了本届政府自给自足农业政策所取得的成果。
就边境关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布哈里表示他会时刻注意，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就会
开通该部分边境。不过，他也表示会对走私犯进行全面的、严厉的处罚。

3，96 亿美元：FG 被敦促逮捕前政府官员
利益相关者敦促联邦政府逮捕和检举前政府官员，也就是与爱尔兰加工和工业发展
有限公司（P&ID）签署合约建设天然气工厂有关的官员，该项目最终流产。
在阿布贾发出的一则声明中，他发出了这样的呼吁。
反腐和研究基础数据部门此前还对前尼国首席法官 Walter Onnoghen 进行了调查，
表示与该公司签署的合约属于一场欺诈。
尼国通讯社此前有报道，一个英国法院批准 P&ID 没收尼国在海外的价值 96 亿美元
的资产。经仲裁判决，该公司拿到了 66 亿美元。
该天然气工厂的建设是由已故总统 Umaru Yar’Adua 在任期间批准的，建设地点在
卡拉巴。
项目流产，前任政府官员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此建议联邦司法部门对该起案件进行重新调查，对直接和间接涉及合约签署的前
政府官员进行检举。
“什么时候我们国家的官员才能在官方谈判上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似乎当权者
不管是公务员还是政治官员，已经习惯了将公职作为敛财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为国
家服务”。

4，消费者强烈反对电费上涨（Okechukwu Nnodim）
代表电力消费者的不同组织表示近期电费上涨是不可持续的，除非电力供应能够实
现稳定。
8月 22 日，本报曾经有报道，联邦政府通过电力监管委员会（NERC），同意提高全
国电费价格。
从 NERC 获得的数据显示，从明年开始，消费者每度电大约需要多缴纳 N8 到 N14。
不同组织谴责 NERC 没有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商讨，就擅自提高价格。且不明白为什么



华非财经周刊 一周政治经济财经动态 仅供参阅

11

第 11 页 共 15 页

在电力供应差到极点的时候，还想着要提高价格。这对消费者来说，是不公平的。
消费者的话语权完全被监管部门忽视，这不符合标准的电费调整程序。从 2020 年开
始，11 家电力配送公司都将提高电费价格。

5，NBS：柴油和家用燃气价格七月份上涨（Femi Asu）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上个月，柴油和液化天然气，也就是家用燃气的价格，均
出现上涨。
7月份，柴油价格环比上涨 0.12%，同比去年上涨 10.10%，至每升 N224.96。
其中价格最高的州是博尔诺州 (N258.89)，其次是尼日尔(N243.75) 、夸拉
(N243.00)，最低价出现在河流州 (N204.06)、高原州 (N202.00) 和巴耶尔萨州
(N195.00)。
而一个 5千克气罐的家用燃气价格环比上涨 1.47%，同比去年上涨 0.71%，至 N2028。
其中价格最高的州为阿达马瓦州、包奇、博尔诺州，价格最低的为河流州、高原州
和巴耶尔萨州。
此外，汽油价格和煤油价格均下降，汽油价格同比去年下降 1.2%，环比下降 0.2%，
至每升 N145。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830

1,央行：食品进口五年内消耗掉 140 亿美元
根据央行获得数据，在过去五年，尼国食品进口消耗掉 140.5 亿美元外汇。
占 2014 年至 2018 年总进口的 13.12%。
2015年央行在颁布41项商品进口外汇禁令之后，当年进口外汇消耗从2014年的342
亿下降至 247 亿，2016 年 171 亿，2017 年 151 亿，2018 年 158 亿美元。
这期间，食品进口外汇的消耗也在逐年下降。
随后，化肥、大米、蛋奶、鸡肉、番茄和番茄酱以及蔬菜和加工蔬菜等产品均进入
被禁之列。

2，埃塞航空将飞往埃努古的航班调整至哈克特港口
在埃努古 Akanu Ibiam 国际机场关闭后，埃塞航空表示计划将飞往埃努古的航班转
向哈克特港口。
公司首席执行官 Mesfin Tasew 周四表示哈克特航班将于 9月 3日开通。
埃塞航空仍旧致力于为国家的东南部服务，因此，公司在埃努古机场恢复使用之前，
会飞往哈克特港口。
尼国联邦机场管理局在大约两周前宣布，因维修问题关闭埃努古机场，随后在 8月
24 日正式关闭。
此外，该公司还表示计划与一家尼国本土航空公司联合成立一个飞机维修和维护厂。

3，非洲的问题在于教育落后
卫报专栏作家、大学教师 Tony Afejuku 昨日表示，尼国和非洲面临的大量问题的根
源在于未来的国民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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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独立的很多年后，大部分非洲国家仍旧在教育上苦苦挣扎，“明年之前，我
仍旧看不到我们国家走出当前教育困境的可能和可行举措，这让我非常难过”。
如果教育充足，民众能够打消互相不信任的壁垒，能够像兄弟一样团结友好，很多
问题能够迎刃热解，公民有自己的思维能力后，才能够问出有意义的问题，做明智
的选择。
“我们不需要每个人成为当政者才能创造自己的未来，政府中也不是每个都有作用，
但是人人需要知识、学习和教育来改变自己、改变这个国家”。

4，尼国与 EU签署 200 亿奈拉的东北部发展协议
昨日，尼国与欧盟 EU 签署了一项 500 万欧元（约 200 亿奈拉）的谅解备忘录，用于
支持尼国东北地缘政治区的发展。
总统布哈里感谢欧盟对尼国的帮助，将国内难民的境况描述为“悲惨”。
同时布哈里呼吁世界各国能够给与更多的协助，改善本国年轻人的教育状况，减少
贫困。
欧盟国际合作与发展署高级专员表示将会把对尼国的进一步协助放在重要议程上，
因为现在正值欧盟设定未来七年预算的节点。
布哈里欢迎欧盟投资者能够考虑向尼国的电力、可再生能源、石油天然、船运、港
口、汽车、农商、医疗、化工产品、ICT 以及铁路方面投资，因为投资回报是不错
的。
“本届政府将大力消除阻碍私有部门参与上述行业的障碍，制定更加连续、可预测
以及公平的政策”。

5，MAN、LCCI 与 NECA 对边境关闭警告 FG
尼国制造协会 MAN、拉各斯工商会 LCCI 呼吁联邦政府不要关闭尼国-贝宁边境，这
会破坏该地区的商业发展。
MAN 主席 Mansur Ahmed 表示，关闭部分边境，尽管政府的初衷是好的，为了保护本
国企业，减少走私，但是此举也必须保证不会影响在该地区合法经商的其他企业，
不要损害他们的生存。
LCCI 会长 Muda Yusuf 认为，政府在处理边境走私问题上，应该采取更加具有战略
性和战术性的措施，真正做生意的人不要被波及才好。
“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要治标不治本，要养成标本兼治的习惯，我们国家机构效
率低、能力弱，这是助长走私的原因，最后的结果是机构办事不利民众为此买单，
那些靠边境贸易为生的人，要怎么继续生活下去”。
在边境执行公务的政府机构，根本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履行好职责所在。
“如果没有政府部门官员的纵容和默许，边境走私不会这么猖狂，解决问题的首要
是让政府机构加强办事能力，关闭边境不是长久之计，只是对小规模经营者的一种
伤害，扰乱很多大企业的供应链和出口，会给国家造成几十亿奈拉的损失，打消投
资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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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FBI与尼日利亚的羞耻问题

周日，总统媒体助手 Garba Shehu 接受了本报的采访，就 77 名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指控一事发表看法，他承诺必要的时候将对这些人进行引渡，最重要的是，这
些人的恶劣行为不要玷污了其他无数在世界各国合法经商的尼国人的形象。

在此之前，尼国侨胞委员会主席 Abike Dabiri-Erewa 就建议被 FBI 列入检举名单的
人，要自首，她也担心尼日利亚的形象会被这些人影响。

就如很多尼国人一样，上述两人其实不需要太过于担心，因为这会影响她们的判断
力。现在很多人担心白宫或者西方国家怎么看待尼日利亚，这种态度，是个问题。

出了事，把自己的国民扔下车，并不是一个好的面对和解决问题的做法。确实，相
关部门应该与 FBI 合作，也应该要求对方把本国涉嫌欺诈的被告人的案宗拿出来，
然后在本国审理。
如果真的要交出这些人，尼国驻美大使馆起码要为他们请个律师，保证获得公平公
正的审判。因为美国政府就是这么对待他们的公民的，美国人就是这么向世界灌输
他们的理论的，他们的公民不论在世界哪个国家犯了罪，其美国人的身份就不允许
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也许我们还没有美国政府保护其公民的能力，但是假装尼国公民的命也是很值钱的，
也不失为一个正确的态度。

我的看法是，我们似乎仍旧处在“低等”民族的位置上，我们仍旧停留在努力为自
己辩解的思维模式上，美国最大的诈骗案，都是白人干的，涉案金额高达几十亿美
元，但是他们的种族使他们免于被社交媒体嘲弄和消遣，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发
生源于部分美国人的贪婪和掠夺成性。

危机席卷全球，包括对危机没有免疫力和自保能力的弱小国家，但是罪魁祸首仍旧
逍遥自在，没有被投入监狱，也没有人担心“无所不能”的美国人形象会就此灰飞
烟灭，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犯罪是资本主义文化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他们最多能做
的就是改善经济体制，避免下一次危机的来临。

所以，为什么我们国家的人总是陷入自我辩解的模式，好像这 77 个人的罪行就是我
们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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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企业例如银行、投资咨询公司以及 BDC 等，充斥着抢劫和欺诈。一旦发生这样
的事件，人们会找出系统漏洞并加以修复和和改善，像此次发生的跨国犯罪，确实
会对一国提出更高层次的质询，但是这种犯罪既不新鲜，也不会就此停止。

随着技术的发展，世界在“缩小”，越来越多的人获得出境的机会，未来这样的犯
罪也会更多。FBI 和国际刑警组织的成立，不是因为尼国人，而是因为人类喜欢不
劳而获的本性。我们没什么需要丢脸的，也不需要用自我辩白的方式妄自菲薄。

我认为，在人类范畴内，我们的种族/大陆/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少的太可怜了，有
时候我们中间的某些人突然取得一些壮举，我们会赏识他们，同时看做是自己的成
就。这些壮举印证了我们存在的价值，且相信要不是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作祟，我
们能够实现的是更加壮丽的辉煌，我们把自己存在的意义建立在同胞的成就之上。

所以的当一个尼国人犯了罪，对我们的冲击是很大的。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一个人
的荣辱得失，代表不了也代替不了所有人，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黑人聚居区，这意
味着，任何成就和
污点都可成为最显眼的新闻头条，前进的道路上，不论好坏我们都得照单全收，所
以在这个本就不完美的世界上，无需对自己的形象过于焦虑。

当然，在这 77 人被 FBI 指控之后，美国提高了对尼签证申请者的费用，说明部分人
的形象焦虑是有道理的。不难想象，也会有更多的美国签证申请人被拒、离岸现金
交易被拒以及其他对尼经济的限制性措施。这些都是全球反黑的结果，是黑人在世
界上没有做好自己的直接态度反应。

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黑客群体，而美国是世界网络犯罪之都，但是他们的公民不会
遭受尼国人可能面临的羞辱，即便是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尼国人。我们为世界贸易
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也应该为此获得一些礼让和回报。

告诉我们自己要小心谨慎行事并不会为我们挣回多少尊严和人权，只不过是自我惩
罚罢了。

最后，有人建议说我们应该审视一下我们金钱至上、物欲主义的文化，这是导致人
们犯罪的诱因，这也许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因素。

但是在此，我并不会浪费一分钟的时间来探讨我们的消费习惯，以及是不是我们对
奢侈品的追逐使我们易于犯罪，因为在资本主义时代，对物质的追逐不是尼日利亚
特有的现象。

那些愿意为自己的存在而表示“歉意”的，自便，如果让“对不起”变成一种民族
风气，也请不要捎带上我们，因为那才是真正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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