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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非每日电讯

每日电讯20190916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59.5

外汇储备：428.44 亿美元(至 12-Sep)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一（09 月 16 日早上七点）报 65.367 桶。

今日参考 2019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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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17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59.5

外汇储备：428.44 亿美元(至 12-Sep)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二（09 月 17 日早上七点）报 67.456 桶。

今日参考 2019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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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18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59.5

外汇储备：427.60 亿美元(至 13-Sep)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三（09 月 18 日早上七点）报 64.783 桶。

今日参考 201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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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19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59.5

外汇储备：425.16 亿美元(至 17-Sep)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四（09 月 19 日早上七点）报 62.606 桶。

今日参考 2019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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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0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58

外汇储备：424.61 亿美元(至 18-Sep)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五（09 月 20 日早上七点）报 64.727 桶。

今日参考 2019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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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916

1，Aero 航空公司增开贝宁-拉各斯航线（Maureen Ihua-Maduenyi）
本土航空公司 Aero 出台计划，从今日开始，开通贝宁—拉各斯航线的航班。
公司地面运营总监 Peter Omata 表示，开通新航线是因为贝宁机场的乘客数量在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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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增加。有行业专家表示乘客增长速率是历年来少有的。
该航班将于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十分从拉各斯飞往贝宁城，另根据贝宁机场总经理的
说法，航班属于每日两次。
“年后还有可能增开其他航线的航班，基本上前往贝宁城的上座率都是满的”。
出行旅客数量的增多也对周边的商业带来推动作用。

2，南非向尼国派遣和平大使
最终，南非向尼国等国派出和平大使，就南非发生的仇外暴力问题展开对话。
南非总统 Cyril Ramaphosa 向阿布贾派遣和平大使与布哈里会面，向尼国表达南非
致力于“泛非团结与统一”的决心。南非发生的仇外暴力血腥事件已经让两国关系
骤然紧张起来。
布哈里也向南非派出大使，表达尼国对此事件的不满。
周日，南非总统发言人表示向尼国派出三名和平大使，随后将对其他六国进行和平
访问，包括尼日尔、加纳、塞内加尔、坦桑尼亚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赞比亚。
同时，大使团也重申了南非对法制的重视。
大使团将向访问各国阐述南非在制止和打击仇外暴力上错采取的措施，将犯罪分子
绳之以法。
除了此前已经因仇外事件归国的 189 人之外，还将有 320 人回到尼国。

3，Idyllic：智能家居是房地产发展的未来
地产开发公司 Idyllic 表示智能家居建筑将成为房地产开发的未来。
鉴于此，公司未来也将只建设智能家居建筑。
公司总经理 Tayo Anifowoshe 表示技术发展正在迅速取代和淘汰传统的房地产开发
模式，中产阶级的崛起也提高了对住房的要求。
“这就是未来的走向，公司刚刚出手了部分智能家居房屋，我们的智能家居技术来
源于波兰，智能家居意味着房屋内的整个系统都可以通过从内部或者外部进行遥控
式控制，房屋所有者只要通电通网就可以在任何地方监控自己的房子，现在人们与
智能手机形影不离，因此能够通过手机控制自己的房屋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4，尼国与波兰就水资源管理集思广益
波兰目前正在与尼国就水资源管理等社会服务领域展开讨论，此举将进一步加深两
国的友好关系，当前两国的贸易额为 1.5 亿美元。
波兰官方官员表示，“水资源短缺、净化以及可获得等问题不仅仅局限于哪一个国
家，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两国应该交换意见的领域”。
尼国在水资源管理、软件开发和能源利用等方面向波兰学习。
“尽管波兰没有尼国国土面积大，但是波兰对水资源的管理相对来说是优秀的，20
年前波兰的所有河流都受到了污染，但是现如今河水就是我们的饮用水，我们希望
通过召开研讨会的方式向尼国输送这方面的技术”。
此外，波兰投资和贸易局拉各斯分局局长 Justyna Sitarska 还指出，分局负责两国
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事务，正在帮助尼国进口商和分销商从波兰寻找优质的商品和合
理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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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VAT 增加会抵消最低工资标准带来的积极之处
私有组织部门（OPS）表示，联邦政府将增值税增加至 7.2%的决策会中和或者说抵
消其近日刚刚签署的国家最低工资标准 N30000 所带来的意义。
尼国雇员咨询协会（NECA）是 OPS 的分支机构，表示增加增值税会削弱民众的购买
力，导致物价和服务价格上涨，提升通胀率，进一步造成经济收缩。
NECA 会长，一旦民众的购买力被削弱了，就会导致很多企业被迫关门，而原本政府
的职责就是支持企业发展，促进就业。
鉴于当前全球经济放缓，在这个节骨眼上提高增值税是不妥当的，当前是政府出台
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发展的时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对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下调到了 3.2%。
政府不应该通过增加增值税来为最低工资筹钱，而应该拓宽征税范围，扩大税收网。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917

1，EU 为西非经济共同体产品标准化提供 10 亿欧元资助
周一，欧盟表示将为西非经济共同体（ECOWAS）各国商品和服务标准化提供 10 亿欧
元资助。
这笔资金的主要目标是确保该地区生产的商品能够满足全球市场标准，特别是满足
欧标和美标。
西非国家质量体系标准（WAQSP）欧洲项目经理 Frank Okafor 表示欧盟也同时致力
于促进西非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欧盟对西非地区的商品服务标准化支持已经持续了长达十几年，比如出资 1.4 亿欧
元支持西非竞争力项目，出资 4500 玩欧元支持产品质量管理和出资 6000 万英镑支
持区域贸易往来。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就表示，欧盟此举还能够促进和加速西非地区的包容性和可持
续发展。

2，NNPC 与中国企业达成 25 亿美元管道建设协议
尼国国家石油公司 NNPC 集团总经理 Mallam Mele Kyari 表示，已经就 25 亿美元的
管道项目融资与中国借款人达成协议。
在接受彭博社 TV 采访的时候他表示，该管道预计能够每日运输 200 万立方英尺的天
然气，用于发电 3600 兆瓦。
目前已经确定获得从来自中国的融资 4.3 亿美元。
“当前的国情下，加大发电力度是非常重要的，融资就是一切，我们已经与中企开
始就融资展开谈判，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过已经取得初步进展”。

3，丹格特番茄加工厂再次停产
据悉，位于卡诺的丹格特番茄加工厂现在处于停产状态。
彭博社报道，五月份雨季开始，向加工厂供应原料的农户开始停止种植番茄，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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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其他作物。
在此之前，该工厂已经停止生产长达三年的时间，今年三月份刚刚恢复生产。
根据丹格特农场总经理的说法，目前公司每月损失至少 3000 万奈拉，处于停产状态。
该加工厂是尼国最大的番茄加工厂，加工能力在每日 1200 吨番茄上，每日需要 40
卡车新鲜番茄才能满足生产需求。
尼国是非洲第三大番茄酱进口国，主要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进口。

4，专家将腐败、不公和治理差列为非洲安全问题的三大危害
尼日利亚海事大学教授 Pita Agbese 在“当代全球安全问题：非洲必须要做的事”
为主题的研讨会上表示，不公、政府高压和腐败是造成非洲安全问题的三大危害。
该研讨会汇集了安全专家以及大学学生和其他重要宾客。
会上有来自美国北爱荷华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表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免受安全问
题的威胁，关键是如何在问题到来时及时抵御，非洲国家要分清本土安全问题和全
球安全问题的区别，拿出区域性政策解决本土问题，同时增强抵御全球安全威胁的
能力”。
“减少统治阶层的腐败，增加年轻人的就业，当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别缩小了，怎
么还会解决不了安全问题”。
他还同时严厉斥责了政府治理差的问题。大量的失业青年是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
一切解决不了不公问题的社会，都绝不可能解决安全问题。

5，未注册 SIM 卡数量下降至 240 万
周一联邦政府宣布，国内未注册 SIM 卡数量已经从 920 万下降至 240 万。
通讯部部长 Isah Ibrahim 在阿布贾表示，上周四向国家通讯委员会下令，所有通
讯服务供应商，立即禁止所有未注册和未完全注册 SIM 卡的正常使用。
所有未注册 SIM 卡所有者的通讯服务，在进行正式注册之前，都无法获得。
就在该指令颁布之后，通讯委员会就发出报告，未注册 SIM 卡数量锐减。自 9月 11
日以来，大约有 6700 万 SIM 正式注册。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918

1，US 削减对尼国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
抨击报有报道表示，尼国东北部受博科圣地及西非伊斯兰国控制和蹂躏的地区，其
人道主义援助危机加深，因为该地区可能再也无法获得来自美国政府支持的任何机
构提供的任何形式的援助。
今年 9月 2日，有机构发出报告，表示几乎所有的联合国下属人道主义援助机构都
一致同意，停止向该地区提供援助。
但是有相关人士表示这违反了国际人权法。
“接受美国资助的人道主义援助机构受美国政府的要求，包括食品在内的所有援助
物资都不允许向居住在尼政府控制地区以外的人员发放，因为这些人很有可能是恐
怖分子，只有联 UNICEF 拒绝该指令，可能到 10 月份，UNICEF 的现用物资仓库就开
始出现物资短缺，其医疗机构也无法正常运转”。



华非财经周刊 一周政治经济财经动态 仅供参阅

9

第 9 页 共 14 页

美国此举可能会造成众多难民因饥饿而死。
尽管尼联邦政府称尼国所有的领土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但是路透社报道显示，事实
并非如此。
博尔诺的 Gubio 镇已经被博科圣地控制，且开始设置道路检查点，22.3 万民众的性
命在博科圣地手中。

2，央行开始对 50 万奈拉以上的存取款征收费用
周二，尼国央行表示到 2020 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无现金政策。
在向货币存款银行下发的一则指令中，央行表示，该政策预示着，需要调整对现有
存取款限额的费用征收。
从今天（周三）开始，个人账户，对于金额超过 50 万奈拉的取款，征收 3%的手续
费，超过 50 万奈拉的存款征收 2%。
企业账户，超过 300 万奈拉的取款，征收 5%，存款征收 3%手续费。
目前该指令在拉各斯、奥贡、卡诺、阿坝、阿南布拉、河流州以及联邦首府地区开
始执行。

3，最低工资标准执行：与 FG 谈判失败，利益相关组织发起罢工威胁
受国家联合公共服务谈判委员会贸易工会（TUS）管辖的有组织工会宣布，鉴于新的
最低工资标准的执行未能与联邦政府 FG 达成一致意见，全国范围内的 TUS 工人将随
时发起罢工。
TUS 代理主席 Anchaver Simon 向记者发出的一封信函中表示，需要向公众提醒，就
3万奈拉最低工资标准执行的问题，TUS 的所有努力都被联邦政府挫败，该标准在今
年 4月 18 日被总统写入法律，但是标准极其相关调整均未能实现。
TUS 表示政府方对此事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机构，TUS 已经给了政府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去满足工人的需求，
但结果显示，政府唯一应该得到的回应就是工人罢工。

4，比尔盖茨：尼国是全球收入最低的国家之一
美国亿万富翁比尔盖茨表示，尼国财政收入全球排名靠后，仅占 GDP 的 6%，一般国
家的占比在 15%左右。
这也是尼国无法为国民提供良好的基础医疗设施的原因之一。
他通过电话向记者说道，尼国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政府财政收入能力，与其他国家相
比，是比较弱的。
当政府希望对教育医疗等方面进行投资的时候，其税收能力、国内举债能力必须要
跟得上。
政府还需要增强获得民众支持和信心的能力，假设政府财政支出做得不好，不得人
心，人们就不愿意纳税。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前政府需要对医疗、教育等方面进行良好的投资，把钱
花在正确的地方，这样才能获得民众的信心，不然就是一个死循环”。
他还遗憾的表示，其实很多没有尼国富裕的国家，其医疗卫生和教育体系都要好于
尼国。



华非财经周刊 一周政治经济财经动态 仅供参阅

10

第 10 页 共 14 页

5，Oyetola 就职业教育，寻求法国帮助
为了解决失业问题，奥孙州州长 Adegboyega Oyetola 就职业教育问题向法国寻求帮
助。
周二法国驻尼大使 Jerome Pasquier 率领代表团对奥孙州进行了礼节性访问。
Adegboyega Oyetola 表示，来自法国的帮助能够为本州教育出更多的拥有商业技能
的人才，进而他们可以自我谋生。
“我们本国教育出了数量庞大的毕业生，但是他们没有一技之长，这也是为什么我
希望能够培养出更过拥有实用技能的人才”。
白领工作岗位少之又少，单靠政府是解决不了事业问题的。“随着收入逐渐下降，
政府能够聘用多少人？能够提供多少岗位？公务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人
们获得职业技能的时候，他们不仅能够自救，还能为其他人提供岗位”。
州长表示州内的九大职业学校将全面为州民提供技能教学，同时也希望在采矿、农
业和旅游业方面获得外国的支持。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919

1，尼国人因贩卖人口在南非获刑终身监禁
一位名为 Eziodi 的尼国人因人口贩卖的罪行，被南非的一家法院处以终身监禁。
Eziodi 所触犯的三项罪名还包括了强奸、贩毒等，三项罪名每一项都被判处终身监
禁，因此属于叠加的三次终身监禁。
南非有法官 Natvarlil Ranchod 周三表示，人口贩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不仅对
受害者产生创伤，对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也会产生精神上的恐慌。
Eziodi 是一个妓院所有者，不仅贩卖人口、强奸，还制作和销售毒品，被引诱强制
做妓女的女孩还被强制吸毒。很多无辜的女孩一旦吸毒，就难免不被引诱上当，不
惜一切代价获得毒品。
Eziodi 利用上当的女孩出卖身体，大量牟利。
随后因为 Eziodi 要迁址，被人举报，警方经过大量走访调查，将其抓获。

2，央行向三家支付服务银行颁布 AIP，加强无现金交易
全国性的无现金政策进一步发展，央行昨日向三家支付付付银行（PSB），下发 AIP
（原则批准书）。
就在此前央行表示到 2020 年 3 月 31 日开始实施无现金政策，以及对商业结算程序
进行大力调整，进一步促进无现金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财政收入。
央行认为无现金交易政策与其加强金融包容性和支付体系发展的目标一致，在一个
安全的技术环境内，人们可以更方便的接触存款产品，更加快捷的进行结算。
这三家银行分别为 Hope PSB、Money Master 和 9PSB。
央行表示在正式获得 PSB 资格之前，先拿到 AIP 是满足所有条件之一，还需要在六
个月内提交正式资格申请。
央行企业管理准则也同样适用于 P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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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OS 交易费用增加（Collins Nweze）
央行向商业银行下达指令，超过一定数额的个人交易需缴纳 N50 的印花税，这使得
通过 POS 机支付的消费者的成本上涨。
新政策下，废除此前的累积性纳税，需要对交易数额进行拆分，按照拆分后的数额
分类纳税。
其中，商业服务费从此前的 0.75%（上限 N1200）下调至 0.5%（N1000）。
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7 年，POS 机结算 1.463 亿次，结算总额 1.4 万亿奈拉，2018
年 2.859 次，2019 年 1 月到 6月 1.877 亿次。

4，电信行业谴责阿布贾土地限制政策
尼日利亚特许电讯运营商协会（ALTON）因无法在阿布贾建设新的电信基建发出谴责，
原因是阿布贾实施的土地政策非常严苛。
在进行了大量的努力之后，联邦首府地区开发局（FCDA）仍旧坚持，为了维护阿布
贾建设总计划，不会 ALTON 成员批准基建所需土地。
ALTON 领导层因此寻求通讯部部长 Isa Patanmi 的介入，与 FCDA 管理层进行交涉，
允许运营商建设新的电信基建。
而 ALTON 认为缺少必要的基建，首府地区是无法获得高质量的通讯服务的。

5，人权捍卫委员会抗议遭警方镇压
抨击报显示，周三，拉各斯警察局及其各分局对人权捍卫委员会（CDHR）秘书处、
网络新闻平台 Sahara Reporters 位于拉各斯的办公地点，进行了围堵。
警察人员全副武装镇压 CDHR 等成员的抗议活动，原因是“现在革命”运动的召集人
Omoyele Sowore 被捕。
我们的记者发现，抗议活动原本定在上午十点，因警方人员的镇压和阻挠，无法按
时进行。
前往协助镇压的警方车辆多达 7辆。
拉各斯特警部队、拉各斯安全信托基金成员以及警方巡逻人员均参与了镇压。
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CDHR 人员表示，“我们强烈谴责警方和军方对我们的围攻，这
也验证了我们的认知，尼国无真正的民主，人们只是想要表达自己的愤慨，要求政
府释放 Omoyele Sowore，他已经被捕数月，但是随即警方和军方的镇压就出现了”。
特赦国际也接连发文，谴责政府的行为，称这是对言论自由的镇压。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920

1，上半年原油盗窃，给国家造成 4819 亿奈拉损失
周四召开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会上，埃多州州长表示，上半年管道破坏和原油被盗给
国家造成了 2260 桶原油的损失，直接经济损失 113.5 亿美元，约合 4819 亿奈拉。
假设这种现象得不到遏制，截止到今年年底，国家将损失 27 亿美元，他建议 NEC
起草计划，对管道的所有者和维护维修进行改组，包括对犯罪分子的严惩以及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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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法官处理类似的管道破坏和原油盗窃案件。
此外与国家情报局合作，对受益于原油盗窃的国家和人员进行追踪调查。

2，尼国畜牧业改革预算，并不针对外国牧民
国家经济委员会 NEC 由副总统澳新巴乔领导，表示向国家家畜改革项目(NLTP)拨出
的 1000 亿奈拉的专款，并不针对外国牧民。
因为本周一包奇州州长 Bala Mohammed 在一次会议上表示，来自乍得、尼日尔和其
他临近国家的牧民都能够从该项目中受益，因为放牧属于游牧形式，将他们排除在
外是不合适的。
富拉尼人遍布非洲，他们血脉相连，跨越了国界。
NLTP 实施的主要目的是支持非洲家畜和牧业的发展，在阿达马瓦、贝努埃、卡杜纳、
高原、那萨拉瓦、塔拉巴和赞法拉州开展试点项目。
在刚刚召开的 ENC 会上，埃伯尼州代表坚决反对外国牧民从中获益。该项目不仅仅
是发展牧牛业，是对畜牧业存在的问题的全面解决，本国畜牧业问题尚且没有彻底
解决，如何照顾别国的牧民。

3，联邦首府等地遭洪水侵袭
季节性洪涝再次来袭，联邦首府、奥约州、夸拉州、河流州、埃多州遭遇洪水的侵
袭。
在伊巴丹一位中年男子直接被洪水冲走。道路和桥梁被淹没，多人被堵在家中或者
其他建筑物中。由于降雨量非常大，救援人员的工作被阻，水位不断上涨，失踪人
员无法及时搜寻。
在夸拉州的 Ilorin，大雨持续了 4小时，据报道已经造成一人死亡。
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没。州长已经派遣救援人员帮助搜寻失踪尸体。居民将洪涝的
原因部分归结为当地 Asa 大桥豆腐渣工程。州长呼吁联邦政府，让负责 Asa 引流泄
洪的承包商对排水渠道进行拓宽。
此外，环境部和住房部官员已经开始向预计会出现洪涝的地区进行防洪意识的宣传。

4，央行限制对木薯产品进口的外汇供应
尼国央行表示将不再向淀粉、乙醇等木薯副产品和木薯本身的进口提供外汇。
在与来自 20 个州的州长在阿布贾举行会谈时，行长表示，布哈里总统要求增加 10
种商品的产量，棉花、棕榈油、马铃薯、木薯、家禽、鱼、玉米、可可豆以及家禽/
奶制品。
央行对农业产业链种各行业的投资开始出现成效，尼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木薯生产
国，年产 5300 万吨。但是每公顷平均产量 20 吨，与其他地区相比是比较低的。
尼国每年进口木薯副产品超过 6亿美元，此次停止向木薯产品提供外汇也是为了提
高本国生产量、稳定市场价格和鼓励本地加工能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5，FG 计划再向世行筹款
目前联邦政府正在与世行就 25 亿美元贷款展会对话。
世行非洲地区副行长 Hafez Ghanem 在阿布贾接受彭博社访问表示，去年世行向尼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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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信贷 24 亿美元。
“此次新的贷款额度差不多在 25 亿左右，尼国的电力部门需要急需改善，引入更多
的投资，因为降低经济发展的成本是非常重要的，如此才能增强一国的竞争力”。
尼国内内债 556 亿美元，外债 256 亿。
近日尼国财政、预算和国家规划部部长也表示，尽管债务总额上涨，各经济学家提
出各自的担忧，但是尼国不存在债务问题，存在的问题是财政收入不足。

中投俱乐部文章推荐

布哈里经济顾问团新鲜出炉，各界观点不一

周一，布哈里总统公布经济咨询委员会（EAC）成员名单，成员直接对总统报告和负
责。EAC 取代了此前由副总统带领的经济管理小组（EMT）。

尼国制造协会 MAN 与拉各斯工商协会 LCCI 对此高度赞赏。

但是 Keystone 银行前执行总裁认为，没有副总统的参与经济管理团队，十分怪异。

前教育部长 Oby Ezekwesili 则坦言，Doyin Salami 领导的新 EAC 与副总统领导的
旧 EMT，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最终拍板的还是布哈里。

LCCI 会长 Muda Yusuf 表示，EAC 能够为国家经济管理指明正确的方向，EAC 成员的
背景、水平以及独立性是显而易见的，是经过技术统治论者们检验的。

“尼国经济需要连续的、协调的、可持续的以及透明的经济政策，也需要有一群经
验丰富、经得住考验的团队领导，需要私有资本的大量注入，需要私有部门投资者
的信心，将经济发展拉回正轨”。经济管理层需要能够利用好人民的智慧以及强大
的创业能量。

他希望布哈里能够给与 EAC 足够的权力，充足的施展空间以及责任感。

对于制造协会来说，EAC 的组成可谓非常及时，该协会表示，这显示出布哈里总统
重振经济的决心。

国家、民众以及私有部门，急需一个高效和博学的经济领导小组做好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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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 除了成员的背景深厚这一特点之外，还包括了来自私有部门的有识之士。

“我们相信 EAC 不会因政府官僚而束手束脚，也希望不会受到政治干预，能够接纳
来自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

“EAC 在尼国加入非洲大陆自贸协议之后诞生，而自贸协议无疑是当今非洲经济发
展的巨大引擎，委员会成员组合得当，与国内利益相关组织携手，势必能够成从非
洲大陆贸易中有所受益，我们对此十分期待”。

制造协会还表示，EAC 将每月与总统召开技术会议和季度会议，保证了政府的参与
以及建议能够得到讨论甚至是付诸实践。

而 Richard Obire 则表示，“就我的个人认知而言，还从未见过一国的二把手被排
除在外，副总统应该获得应有的尊重，从整个政治平台上看，其权力是仅次于总统
的人，假设总统出现其他情况，副总统势必要掌控全局”。

将副总统排除在经济管理小组之外，既不合理也会降低人们对政府的信任，这就好
像是在 2023 年大选之前，将 APC 党的一只手绑了起来。

不过就 EAC 成员，他认为其中几位在经济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Doyin Salami,
Chukwuma Soludo, Bismark Rewane，我个人都是认识的，他们经验老道，我有信心
他们能够做得很好，不过他们只是总统的顾问，其意见最终总统会不会采纳，还很
难说”。

有时候即便是总统采纳了建议，制定了政策，而政策执行往往要经过层层官僚主义
的过审，最终效果，谁又能保证得了呢。

EAC 应该着重取消石油补贴、对公务员体系进行改革，这能够为国家节省大量开支，
还要解决港口拥堵问题、统一汇率。

Sofunix 投资和通讯公司首席执行官 Sola Oni 认为，EAC 的每个成员都有实力能够
为国家经济发展带来改变，希望他们能够向总统提出具有实际意义的建议。

EAC 应该建议政府尽快结束增值税 VAT 税率增加的政策，因为增值税的增加对当前
的经济发展毫无益处，在尼国，消费者购买力逐年萎缩，企业生存环境艰难，增税
税的增加更像是一种对社会的惩罚。
华通社李然编译（作者来源：抨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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