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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非每日电讯

每日电讯20190902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60

外汇储备：436.73 亿美元(至 29-Aug)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一（09 月 02 日早上七点）报 59.058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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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03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59.5

外汇储备：436.73 亿美元(至 29-Aug)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二（09 月 03 日早上七点）报 58.586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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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04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59.5

外汇储备：436.07 亿美元(至 30-Aug)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三（09 月 04 日早上七点）报 58.598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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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05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59.5

外汇储备：433.58 亿美元(至 02-Sep)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四（09 月 05 日早上七点）报 60.530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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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06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59.5

外汇储备：431.88 亿美元(至 04-Sep)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五（09 月 06 日早上七点）报 61.014 元/桶。

今日参考 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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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902

1，航空部门正式确认三角洲机场国际机场的地位
航空部长 Hadi Sirika 昨日，表示三角洲州政府已经满足了对监管设施的要求，因
此授予三角洲 Asaba 机场国际机场的地位。
“ Asaba 是尼国一个重要的战略城市，对商业和民事航空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很
高兴该州州政府将其作为促进州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引擎，了解航空业对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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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作用”。
就机场的地位而言，国际机场并不意味着建筑的规模有多大、跑道有多长、或者航
站楼需要能承载多大的客流量，国际机场意味着有能力提供海关、移民等服务。

2，尼国民众因汽车采购对参议院议员发起诉讼
包括社会经济权力和责任倡议组织（(SERAP）在内的 6721 名个人和组织，周末时候
在拉各斯联邦最高法院对九名参议院议员提起诉讼，因为这部分参议员计划花费 55
亿奈拉为自己配车。
在诉状中，原告敦促法院“约束、预先阻止国会服务委员会，在参议院对这部分配
车预算进行彻底审核完毕之前，不要为参议员支付”。
他们还要求法院发布声明，称配车违反了宪法中《公共部门采购法案》相关条例、
《公职人员行为准则》相关条例以及就职宣誓誓言。
“立法人员斥巨资为自己采购豪车，既不公平也不公正，没有考虑到公民的福祉和
国家的繁荣，是对就职誓言的违背”。
他们还提出质疑，购买这样的豪车，对国家经济的经济价值和贡献何在？这些车从
哪里购买？衡量公职人员对国家和人民服务的指标又是什么？参议院立法人员无视
或者说拒绝依宪法行事，就是任意妄为。

3，外汇储备下跌至五个月最低水平，436.7 亿美元（Femi Asu）
周日从央行获得的数据显示，尼国外汇储备下跌至五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436.7
亿美元，在过去的 29 天内，降低了 12.3 亿。
今年 6月 10 日，外汇储备曾攀升至 451.8 亿美元，到 7月 31 日，跌回 449 亿美元。
8月 29 日，外汇储备下跌至 436.7 亿美元，是继 3月 22 日之后的最低水平。
央行在其网站上表示，从原油和国家其他渠道获得的美元收入，由央行购买，根据
宪法和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央行通过外汇收入和向联邦账户释放等币值的本币，
来调节货币政策，达到稳定奈拉的目的。

4，拉各斯将采取措施，改善垃圾分类
拉各斯垃圾管理人员 Olugbenga Adebola 表示，将依照州长的指示，对拉各斯的城
市面貌进行彻底改善。
“垃圾在被浪费之前还不是垃圾，垃圾管理协会正在与州长合作，保证市民产生的
垃圾得到合理分类，促进垃圾回收、利用和转化”。
通过拉各斯垃圾管理局，州政府和公私部门的参与人员，将很快像市民发放彩色编
码的垃圾袋，鼓励市民对垃圾进行分类。
当前垃圾处理端面临相当大的挑战，对处理效率造成严重影响，州政府计划对垃圾
处理厂追加投资，增加垃圾车的周转率。
当前，拉各斯成为了尼国垃圾处理的最佳做法示范城市，垃圾处理公、私部门合作
项目其实是一个与中小企业合作模式，在非洲其他国家被广泛采用。

5，DHL 快递计划到 2020 年在全球 40个国家推出 APP 服务
敦豪快递公司表示在尼日利亚等 7个非洲国家推出敦豪移动 APP 服务后，计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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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在非洲 40 个国家推出该项服务
APP 服务提供一系列关键功能，包括跟踪和更加方便快捷的货物送达。
目前 APP 服务已经在包括尼日利亚、南非、肯尼亚、加纳、埃塞俄比亚、毛里求斯、
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 8个非洲国家推出。
公司驻撒哈拉南部国家 ECO 表示，“消费者可以通过 APP 获得准确的报价，找到最
近的服务网点，便于服务人员揽件和发件，实时跟踪运输状况”。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903

1，航空用油短缺，威胁航空公司运营（Louis Ibah）
航空运营者正在考虑增加飞机票价，来抵消航空燃油短缺和价格升高。
航空用油一般被称为 Jet A1，由业内消息显示，这种产品价格从每升 N200 上涨至
N220。
航空公司，特别是在拉各斯之外，基本上很难采购到燃油，使得他们在维持正常航
班运营商出现困难。有内部消息透露，有航空燃油被部分燃油销售商囤积，仅卖给
愿意比本土航空公司出高价购买的国际航空公司。
还有一个燃油被迫提高价格的原因是，阿帕帕港口路况差，进口的燃油被堆积在港
口内，无法外运。
“在拉各斯，人们可以以 N220 价格买到航空燃油，但是在阿布贾和其他北部地区，
价格更高”。

2，CBN：客户不需要在银行兑换破损纸币的时候缴纳费用
周日，央行表示从 9月 2号开始，客户前往银行进行破损纸币的兑换，不需要缴纳
任何费用。
央行企业通讯部部长 Isaac Okorafor 在一次电话访谈中表示，6月至 9月期间，商
业银行将破损纸币在没有进行分类之前拿到央行进行兑换是免费的，但是在此之后，
就是要收费的。
但是他表示，这些因未分类产生的费用，商业银行不允许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因为
这是商业银行的责任，属于他们的运营费用。
他呼吁银行客户在央行设定的截止日期后，仍旧要前往商业银行把手中破损的纸币
拿去兑换。

3，移民局：电子边境监控将于 2021 年实施（Maureen Ihua-Maduenyi）
尼国移民局（NIS）局长 Muhammad Babandede 表示，联邦政府计划到 2021 年在边境
全面执行电子边境监控。
上周五他表示电子监控能够让官员通过网络实施监测边境状况。
尼国边境线长达 4047 千米，拥有 86 个边防哨所，包括 6个大的哨所，16 个中等和
64 个小型哨所，电子监控部署需要两年的时间。
其中包括对路人的高清监控摄像，在可见度低的环境中的可视热和光学双频谱摄像
头，视频会议设备以及先进的电子 LET 多媒体步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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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电力供应的问题，边防哨所处还需要安装太阳能和其他混合动力发电装
置”。
前内政部长 Abdulrahman Dambazau 表示该项目已经在两个边防哨所进行了试验，此
后除了其他哨所，还将在 1400 条非法走私和其他犯罪行为使用的边境通路上全面部
署。

4，南非人在此袭击尼国公民，烧店铺，烧房子
南非再次掀起仇外的高潮，对外国人的商铺、房子和财产进行袭击、焚烧和掠夺，
在此期间杀死三人，另有一个因烟雾吸入被送医治疗。
此次事件发生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 Jeppestown 地区，周日早上一座建筑被愤怒的暴
徒点燃。
随后警方遣散了暴徒并逮捕数人。
根据当地部门的信息，当晚有超过 50 家商铺和房屋被毁、洗劫以及点燃，暴徒据称
是有组织以及高度配合的“专业”抢劫外国人的一伙人。
在此过程中，一家尼国人所有的网咖也被袭击，电脑及其配件被抢夺。
此外一家尼国人所有的汽车经销店也在被焚烧之列。
尽管警方称已经将暴徒逮捕，但是抢劫和焚烧持续到周一早上。
在约翰内斯堡的不同地方，多次发生针对外国人抗议活动。

5，EFCC 因网络诈骗，逮捕 393 名犯罪嫌疑人
因为涉嫌参与卡诺和埃多州的金融犯罪，EFCC 在今年 1月至 8月期间，逮捕了至少
393 人。
其中 51 日经过了法庭审判，剩下的案件还在不同的调查阶段。
此外，EFCC 从犯罪分子手中追回 7.985 亿奈拉。
EFCC 表示对社会中的网络犯罪深表不安，这些犯罪分子的行为大大损害了尼国的形
象。
EFCC 建议公众千万不要在网络上泄漏自己的银行账户信息。
犯罪分子进行网络犯罪的常用手法非常简单，就是搜索受害者的邮件地址，特别是
企业官方邮箱，然后发送钓鱼链接，诱骗不知情的受害者。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904

1，尼国人袭击并破坏位于 Lekki 的 Shoprite（Timileyin Omilana）
周二，尼国民众对位于 Lekki 的 Shoprite 发起袭击，明显是对南非的报复。
有目击者向本报表示，有年轻人突然对 Shoprite 的这家店铺进行破坏，安全人员随
后及时前往该地点进行秩序的维护，使用催泪弹和枪支强制性的遣散了暴徒。
近期在南非，有超过 50 个外国商铺被毁，南非警察部长 Bheki Cele 对近期发生的
仇外袭击却给予了辩解。
“仇外仅仅是人们犯罪的一个借口，这不是仇外，这是赤裸裸的犯罪”。
尼国总统布哈里周二向南非派遣代表，表达对此事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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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国驻南非大使馆大使称目前的状态始于混乱状态，在约翰内斯堡尼国所属企业成
为被攻击的目标，并呼吁尼国民众站出来对发生的自己事件如实上报。

2，电力：尼国、加纳等国批准能够反映成本的电费费率
周二，西非电力联营机构（WAPP）表示，西非各国政府对该地区的电力设施实施能
够反映成本的电费费率，对低收入用户提供补贴。
WAPP 是西非经济共同体的一个专门机构，成员为 15 个共同体成员中的 14 个。WAPP
主席也是尼国电力传输公司的总经理，Usman Mohammed 表示到 2020 年，这 14 个国
家将在电力传输和供应上进行互相联通。
“西非国家电力体系整合的任务非常重要，去年我们向上级提交了 2018 年电力传输
和发电总计划，该计划一直覆盖至到 2023 年。且得到了成员国政府和西非经济共同
体的一直支持”。
实施能够反映成本的电费意味着，各国政府需要对补贴提前制定预算。

3，“为什么市场上见不到木薯面包”
尼国联邦农业商品协会主席 Victor Iyama 表示，面包店对使用小麦制作面包的倾
向，对实现木薯面包生产产生不利影响。
他向尼国通讯社表示，尽管该协会一直极力提倡不要进口小麦，哪怕面包制作中仅
使用 10%的木薯，不需要 100%，但是宣传并不起作用。
面包行业对使用木薯制作面包，并不敢兴趣。
原因是部分面包制作商铺属于外国人开的，他们不喜欢吃木薯。
“有的国家会使用 40%到 50%的木薯制作面包”。

4，波音 737Max 开始试飞（Wole Oyebade）
联邦航空局 FAA 将从 10 月份开始，对 737Max 机型开始进行认证，该认证需要长达
几个月的测试，预计到 12 月恢复运营。
尽管该机型曾经在 5个月内造成 346 人死亡，但是波音公司并没有停止飞机制造，
飞机交付暂停，全球各个国家大约有 5000 架波音飞机被暂停运营，包括尼国。
波音公司工程师一直在回复各界包括监管机构和 FAA 的问题，且时时对客户跟进最
新进展。
FAA 却在一直致力于保证 737 软件系统满足所有的安全需求标准，不过对于该机型
合适能够适航且获得认证，没有明确的时间。在该机型获得安全认证之前，有无数
的问题要解决。

5，油价下跌
周一，随着美国再次对中国增加新一轮关税并生效，油价下跌，引发人们对全球经
济增长和降低对原油需求的担心。
布伦特原油下跌 16 美分，至每桶$59.09，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下跌 7美分，至
每桶$55.03。
国会表示，2019 年预算赤字 1.9 万亿奈拉，占国家 GDP 的 1.37%。
该预算的设定的基准原油生产量为每日 230 万桶，每桶 60 美元，汇率为 N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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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国，是非洲最大的原油生产国，去年经济增长 1.93%。
上个月，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产量上涨，是该组织成员和非成员签署产量削减协议
后的首次上涨，其中上涨量最大的是尼国和沙特，根据彭博社的调查，共计每日上
涨 20 万桶，至 2999 万桶。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905

1，尼日尔有 MTN 营销点暂停营业
位于尼日尔州 Minna 地区的 MTN 电信营销点，因为惧怕尼国人对该南非集团的仇恨
和袭击，选择关闭营销点。
该地点位于繁忙的 Tunga 市场，据悉早晨开门，但是大约上午 10 点就关门了。
不过，全国其他地区大部分的 MTN 运营商都选择继续营业，并向本报表示，并没有
收到任何威胁。而且称，他们相信可以安全营业。
此外，在尼日尔州，这些南非企业营销点的周边，并没有警卫人员的把守。
记者在走访相关营销点的时候，发现他们比周边的关门时间要早。

2，AfCFTA 为尼国制造商提供 5亿美元信贷（Chikodi Okereocha）
非洲进出口银行（Afreximbank）透露，为了协助尼国制造商尽可能的体会到非洲自
贸协议（AfCFTA）为他们带来的机遇，向尼国制造商提供 5亿美元的便利贷款。
银行董事会主席兼总裁 Benedict Oramah 周二在拉各斯举行的尼日利亚制造协会
（MAN）“2019 年制造商年度讲座”上表示，这批信贷是为参与非洲自贸协议的尼
国制造商和企业所设，非洲自贸协议将在 2020 年正式执行。
非洲大陆自贸协议内成员国 GDP 大约为 3万亿美元，该协议旨在最大限度的利用好
12 亿人口红利。帮助成员国进行国内外贸易的扩展和多样化，提高国内外投资力度。
他还表示，能够从该自贸协议中获得多少收益，取决于参与其中的深度和广度，以
及是否积极的参与各项政策的谈判和讨论，比如原产地原则。

3，移民局：尼国新电子护照获得阿联酋长国等国的承认
尼国移民局局长 Muammad Babandede 透露，关于阿联酋长国是否承认尼国电子护照
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他表示，新的电子护照已经被阿联酋长国和其他国家接受。
此前有位女士，详细描述了她是如何在使用电子护照时，在迪拜被为难且被该国海
关当局遣返的。
但是 Muhammad Babandede 在一则声明中表示，“因尼国新推出的电子护照与阿联酋
产生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妥善解决，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感谢阿联酋长国驻尼大使
馆和尼国驻阿联酋大使馆所做出的努力”。
他鼓励本国民众尽快获取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且确保与护照信息一致。因为信息一
致是新电子护照的一大特点。目前公民可前往阿布贾和 Ikoyi 办理。

4，Sirika：机场特许经营能够促进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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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国航空部长 Hadi Sirika 表示，对国内的机场实施特许经营，能够促进行业增长。
“机场发展的最佳措施就是出让特许经营权，移至私有部门的手中，进行更好的管
理和运营”。
行业内的部分利益相关者认为，当前向政府倾斜的机场管理和运营，效率低，发展
慢。
航空部门专家 John Ojikutu 表示，出让后，联邦机场管理局应该作为控股公司，所
有的机场让私有部门代表政府进行管理。
全国 20 个机场应该全部出让，同时减轻政府每年需要预算拨款对机场维护和升级的
重担。
但是他也表示，出让的部分不能超出乘客航站楼和货物操作楼，其他较为敏感的部
分仍旧需要掌控在政府手里。

5，尼国退出在南非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
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在南非的开普敦举办，尼国因南非仇外情绪且对本国
人士的袭击等因素，选择拒绝参加。
周三总统布哈里媒体助理表示，“尼国政府抵制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在南非的举
办”。
因为南非的仇外兴情绪卢旺达、刚果以及马拉维宣布他们也将不会参加此次会议，
“鉴于近期南非发生的仇外袭击，前往南非可谓风险极大”。
南非警察局局长和驻尼高级专员均称对外国的袭击属于犯罪行为，并非仇外。
总统拉马福萨向商界领导人表示，非洲必须要杜绝对外国人的袭击。
此前他承认对外国人的袭击属于仇外，但是政府不会让事件继续恶化。
南非近期发生的排外事件在尼国民众当中产生极大的愤怒情绪，特别是年轻人，纷
纷呼吁政府向南非表达强硬态度。
原本今年 10 月份布哈里将与拉马福萨会面，但是临时决定派遣一支特殊代表团就此
次仇外事件进行深入探讨和解决。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906

1，尼日利亚计划撤离在南非的本国公民
《卫报》9月 4日消息，针对尼日利亚人在南非遭遇的袭击事件，尼联邦政府表示
将协助撤离自愿离开南非的本国公民。尼外交部长 Geoffrey Onyeama 本周三证实了
这一消息，他透露，和平航空公司将从 9月 6日起每天提供一架免费航班用于撤离
在南非的尼日利亚人，有意愿撤离的公民可与尼日利亚驻比勒陀利亚外交使团或尼
日利亚驻约翰内斯堡总领事馆联系。

2，南非关闭驻尼日利亚大使馆
9月 5日《今日报》消息，南非共和国政府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 Naledi Pandor 女
士在参加开普敦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期间向路透社表示，在尼日利亚爆发
了持续的仇外危机后，南非政府决定暂时关闭了驻尼日利亚大使馆。她说：“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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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间目前存在怨恨情绪，引发了一系列暴恐活动，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南非
政府一直与尼日利亚当局保持联系，试图平息混乱。”

3，尼日利亚宣布退出世界经济论坛
《卫报》9月 4日消息，尼联邦政府已正式宣布退出将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的世界经
济论坛，布哈里总统的新媒体发言人 Bashir Ahmad 本周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
于尼日利亚人在南非遭受仇外袭击事件，尼联邦政府将拒绝参加在南非开普敦举行
的世界经济论坛，借此表示对袭击事件的强烈抗议。此外，他还透露，尼联邦政府
下一步将召回尼日利亚驻南非大使。

4，专家预测非洲电子商务发展潜力巨大
9月 5日《今日报》消息，尼日利亚电子商务专家约瑟芬·瓦维拉女士表示，电子
商务为全球许多国家提供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重大机遇。过去三年非洲正在大力发展
物流，以打破电子商务向农村偏远地区渗透的阻碍，使在线零售商的服务能够惠及
偏远地区的用户。约瑟芬女士称，当前全球超 50%的人口已经接通互联网，但是只
有 36%的非洲人口享受到了互联网服务。互联网业务普及度不够、网络速度差将会
是制约电子商务在非洲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因此非洲国家还应大力发展网络基础设
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度。

5，FG 将 9 月 16 做为国家 ID 日
鉴于此日对联合国宪章就促进政治、社会和文化、人权等问题，所做出的贡献，尼
国联邦政府批准并确认每年的 9月 16 日做为国家身份日。
推出该身份日，也是为了提高公民对身份在国家发展和社会凝聚力上所起到的重要
性的意识。
联邦政府秘书（Boss Mustapha）向国家身份管理委员会（NIMC）发出信函，表示我
们考虑并批准尼国应该加入国家身份日联盟，认为此日在合理规划、政府治理服务
效率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这使得尼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拥有世界身份日的国家（ID-Day）。

中投俱乐部文章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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