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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援非农业动态 

德国为南苏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因南苏丹人道主义需求不断增加，德

国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向南苏丹提供 400 万欧元捐款。该笔资

金将用于向南苏丹全国各地的流浪者和 2 岁以下儿童等弱势群体提供粮

食和营养援助。德国驻南苏丹大使 Jan Hendrik van Thiel 表示，“除了向南

苏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外，德国还将继续支持当地的恢复性建设活动，帮

助该国成为长期粮食安全国家。” 

2018 年，德国成为 WFP 的最大捐助国之一，同时也是 WFP 在南苏

丹提供援助的长期合作伙伴，自 2011 年以来，已捐助了近 1.41 亿美元。 

信息来源：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01-24 

意大利对马拉维家庭进行援助  意大利向 WFP 提供 24 万美元捐款，为

马拉维 6500 名受冲突影响而流离失所的人民提供三个月以上的现金援助，

并让其参与以渔业和农业为重点的项目，重建生计。 

信息来源：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02-05 

芬兰 Finnfund 公司投资坦桑尼亚 Africado 公司鳄梨种植业  Africado 成

立于 2007 年，是坦桑尼亚第一家国际级商业鳄梨生产商。自鳄梨被德国

人引进以来，已经在坦桑尼亚乞力马扎罗山地区广泛种植，供家庭消费

100 多年。此次，芬兰金融发展 Finnfund 公司将向该企业提供 286 万美元

的担保贷款，以扩大鳄梨种植园和现有包装环节。该地区 2000 名当地农

民将从该项目中直接受益，获得就业机会。 

信息来源：African Farming，2019-02-05 

加强非洲－韩国合作伙伴关系 促进非洲农业工业化发展  非洲开发银

行（AfDB）行长 Akinwumi Adesina 呼吁加强与韩国的伙伴关系，以增强

非洲经济的发展势头，促进非洲农业部门的贸易和工业化。Adesina 表示，

“韩国和非洲已通过韩非经济合作组织（KOAFEC）建立了强大的伙伴关

系，在农业、技术和其他几个领域采取了联合举措。通过提高农业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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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收入，以及让韩国从非洲进口一些食品，能够进一步发展非洲与韩国的

合作伙伴关系。”他表示，AfDB 的非洲农业转型技术（TAAT）和主食作

物加工区（SCPZ）两大领域是韩国在非洲进行农业投资的潜在合资机会。 

信息来源：非洲开发银行，2019-02-13 

英国为莫桑比克的粮食营养和复原力建设提供资金  近日，英国向 WFP

捐赠 750 万英镑，用于帮助莫桑比克受营养不良和粮食安全威胁的弱势群

体。受干旱影响最严重的莫桑比克 Tete 地区预计将有 12 万人从该项目中

受益。 

WFP 驻莫桑比克主任 Karin Manente 表示，WFP 非常感谢英国的贡

献，这笔资金能够帮助 WFP 及时对贫困高峰期做出反应，避免严重的粮

食不安全对当地生活和生计的破坏，减轻营养不良对当地孕妇、哺乳期妇

女和儿童健康的不利影响。 

信息来源：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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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组织援非农业动态 

AfDB 资助项目改善尼日利亚化肥产业现状  Indorama Eleme Fertilizer

（IEF）项目是 AfDB 资助下公私合作（PPP）的成功案例。Indorama 化

肥厂每天生产 4000 吨尿素肥料，年产可达 150 万吨，其中 40％用于尼日

利亚营养植物，极大地提高了农业产量和农民收入，并为尼日利亚创造了

5 万多个就业机会。该项目的发展目标是使依赖化肥进口的尼日利亚（目

前该国 80％的化肥消费来源于进口）逐步实现自给自足，成为化肥的主

要出口国。 

信息来源：非洲开发银行，2019-01-21 

AfDB 向几内亚提供 1100 万美元混合贷款用于发展农业  1 月 18 日，

AfDB 常驻几内亚代表处首席代表与几内亚计划和经济发展部长在几内

亚首都科纳克里签署了两份融资贷款协议。该笔贷款一部分为无偿赠款，

另一部分为优惠贷款，合计 1100 万美元。该资金将重点用于帮助几内亚

博凯省和博法省发展农业，具体项目包括开垦 237 公顷土地种植大米和蔬

菜、修复 65 公里乡村道路和新建农贸市场。 

信息来源：非洲开发银行，2019-01-24 

AfDB 农业基础设施项目重振马达加斯加当地经济  经历了近十年干旱、

收成不佳和经济不安全等问题的马达加斯加两个城市——Ambahikily 和

Andranomangatsiaka，得益于 AfDB 灌溉基础设施项目的资助，迎来了农

业发展的春天。两个城市共有约 80％的居民从事渔业、畜牧业以及大米、

甘蔗、木薯、利马豆、马铃薯和豇豆种植，该项目的实施推广将极大地提

高农业生产力，改善农民收入和社区生产条件。 

信息来源：非洲开发银行，2019-02-12 

WFP 恢复在埃塞俄比亚达瓦地区发放粮食  自 2018 年 1 月 15 日以来，

由于安全问题，埃塞俄比亚达瓦地区发生了一连串粮食中断事件。近日，

WFP 开始在该地区分发援助粮食，提供包括谷物、豆类、油、玉米和花

生等在内的 1000 余吨粮食。目前，达瓦地区已有 19.86 万名难民（境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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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失所者和受干旱影响的社区居民）受益。 

信息来源：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02-14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呼吁非洲东北部国家保护作物免受沙漠蝗虫侵

害  近日，FAO 警告称，暴雨和飓风引发沙漠蝗虫数量激增，导致苏丹

和厄立特里亚的灾情迅速蔓延至红海两岸、沙特阿拉伯和埃及。为此，联

合国机构呼吁所有受影响国家加强警惕和控制措施，遏制破坏性虫害，保

护作物免受害虫侵袭。 

信息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2019-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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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洲农业发展动态 

粮食作物 

 

小麦是小麦系植物的统称，是单子叶植物，是一种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的

禾本科植物，小麦的颖果是人类的主食之一，磨成面粉后可制作面包、馒

头、饼干、面条等食物，发酵后可制成啤酒、酒精、白酒（如伏特加），

或生质燃料。小麦是三大谷物之一，主要食用，约有六分之一作为饲料。 

 

利比里亚税务商工部长宣布禁止面粉饼干等货物进口  近日，利比里亚

商工部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利商工部代表利政府宣布禁止进口面粉、饼干

等货物。利商工部部长塔佩称，利本国制造商有能力生产以上禁止进口的

商品，这是利政府支持本国制造的政策体现。因前期商工部发现部分伪造

的进口许可证，塔佩要求拥有进口许可证的公司尽快向商工部报告，以便

商工部将进行鉴别并取缔伪造证件。 

信息来源：利比里亚新闻报，2019-01-31 

坦桑尼亚粮食储备略有盈余  坦桑尼亚农业部长哈桑加于 2 日的媒体发

布会上表示，坦桑尼亚目前剩余的粮食储备已超过今年 6 月底，即

2018-2019 财年结束前的需要，为 301.3 万吨。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卫报，2019-01-03 

莫桑比克农业现代化水利项目助力水稻种植  可持续土地和水资源管理

项目（SLWRMP）是莫桑比克政府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项目之一，由 Af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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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该项目的重点是建设水利基础设施，以调节自然地表径流和控制洪

水。项目成功解决了莫桑比克农村地区的供水危机，使水稻能够在莫桑比

克 Massangena 地区种植。 

信息来源：非洲开发银行，2019-01-18 

经济作物 

 

咖啡是世界三大饮品之一，与可可、茶叶共同流行于世界。咖啡树属茜草

科常乔木，原产于非洲埃塞俄比亚西南部高原地区。据说一千多年前，一

位牧羊人发现羊吃了一种植物后，变得非常兴奋，进而发现了咖啡。还有

说法称，因野火偶然烧毁了一片咖啡林，烧烤咖啡的香味引起周围居民注

意。日常饮用的咖啡是用咖啡豆配合各种不同的烹煮器具制作出来的，而

咖啡豆就是指咖啡树果实里面的果仁，再用适当的方法烘焙而成。 

 

气候变化对咖啡生产威胁巨大  联合国经济和贸易司（Ecofin）报告显示，

由于气候变化和森林砍伐，世界上近 60％的咖啡品种面临灭绝的风险。

受影响较大的是栽培品种，如阿拉比卡咖啡、罗布斯塔咖啡以及野生近缘

咖啡品种。其中，阿拉比卡咖啡的故乡埃塞俄比亚受影响最为严重。作为

非洲大陆咖啡的主要生产和消费国，据预测，到 2080 年，埃适合种植咖

啡的区域将减少 85％。 

信息来源：马达加斯加财政部网站，2019-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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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市场波动导致非洲咖啡价格和产量下跌  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咖

啡生产商表示，纽约金融市场的波动导致世界咖啡价格跌至近 13 年来的

最低水平，也对当地价格产生直接影响。价格的大幅下跌将进一步导致非

洲各国咖啡产量的大幅下降，埃塞俄比亚等咖啡生产国的农民备受困扰。 

信息来源：Africa News，2019-01-29 

坦桑尼亚政府将着力提高咖啡产量  咖啡是坦桑尼亚七种传统出口作物

之一，根据坦桑尼亚银行的数据显示，尽管上一财年坦桑尼亚传统作物出

口收入从8.66亿美元上升至11.52亿美元，但咖啡和棉花的出口量在下降。

因此，坦桑尼亚政府计划通过对农民进行现代优质豆类种植培训的方法，

提高咖啡产量和出口量。该计划将与农业非国家行动者论坛（ANSAF）

合作，在乞力马扎罗地区展开，共安排 130 名农学家接受培训，其中 30

名来自坦桑尼亚六大咖啡种植区，30％的学员是女性。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公民报，2019-02-15 

腰果出口禁令给坦桑尼亚国际收支平衡带来影响  腰果作为坦桑尼亚最

有价值的出口作物，因坦政府决定停止生腰果出口并选择进行国内加工，

出口量和出口额急剧下降。据坦央行（BoT）数据表明，该国的总体国际

收支从 2018 年 10 月份 1.716 亿美元的赤字迅速扩大到 11 月底 7.53 亿美

元的赤字。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公民报，2019-01-15 

坦桑尼亚总理要求尽快完成腰果收购费用支付  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

曾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宣布，将通过坦桑尼亚农业发展银行，按照每公

斤 3300 先令（1 人民币≈347.6 坦桑尼亚先令）的价格收购农民手中的腰

果。截止目前，仅 44%已采购腰果对应的农民收到收购费。坦桑尼亚总

理马贾利瓦指示，坦农业部在完成腰果核验工作后，须于今年 2 月 5 日前

向坦所有腰果农户支付相应收购费用。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公民报，2019-01-28 

坦桑尼亚与肯尼亚采购商签署腰果销售协议  坦桑尼亚谷物和农产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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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肯尼亚企业 IndoPower 在东非共同体总部签署 4180 亿先令的腰果销售

协议。根据协议，坦将销售 10 万吨腰果给肯尼亚企业，后者承诺在一周

内完成付款。 

坦桑尼亚工业、贸易和投资部部长卡昆达表示，第一批收购的腰果完

成销售后，仍有 11.3 万吨库存，而坦本国每年只能加工 5 万吨。因此，

坦政府正在与潜在买家进行协商，提高所收购腰果的对外出口。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每日新闻，2019-01-31 

几内亚比绍 2019 年将重点发展腰果等产业  几内亚比绍位于非洲西部，

以农业和渔业为主要经济来源。尽管曾一度陷入内战与财政赤字，几内亚

比绍发展的列车已经启动。据悉，日前几内亚比绍修订了 2019 年经济振

兴计划，希望通过投资腰果等产业扭转经济颓势。目前，该国腰果产量持

续增加，并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力支持。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1-28 

2018 年肯尼亚茶叶收入达 5 年来最高  肯尼亚 2018 年茶叶收入达 1400

亿肯尼亚先令（1 人民币≈14.81 肯尼亚先令），达 5 年来最高。尽管去年

国际市场茶叶价格走低，但由于肯产量增加 14%至 4.74 亿公斤，因此收

入同比增加 8%。但肯茶叶委员会预测，受天气变化的影响，今年茶叶产

量将下降至 4.16 亿公斤。蒙巴萨拍卖市场的茶叶价格自去年 6 月以来一

直走低，目前已达 4 年来最低点 230 肯先令/公斤。 

信息来源：肯尼亚商业日报，2019-02-15 

畜牧业 

南非林波波省口蹄疫不会影响肉类和奶制品  南非农林渔业部（DAFF）

表示，南非林波波省 Vhembe 地区爆发的牛群口蹄疫（FMD）不会影响

人类，并且食用偶蹄类动物，如肉类和牛奶产品也不会受到影响。兽医服

务专家小组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以检查疾病传播的程度，并敦促当地牲

畜所有者向该地区的兽医或官员报告任何疑似临床病例的情况。 

信息来源：African Farming，2019-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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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计划改善乳制品大量依赖进口的现状  当前，尼日利亚每年花

费约 13 亿美元用于进口牛奶、酸奶、奶酪、黄油等乳制品。这是由于当

地乳制品面临质量难以保证、饲料价格高昂、道路建设以及牛奶冷却设备

等基础设施薄弱、市场推广服务低效等挑战。因此，尼日利亚政府计划推

出相关举措，改善本国乳制品发展现状，包括鼓励工厂加工优质饲料以提

高奶牛产奶量、引进技术以改善饲养系统、鼓励加工以牛奶为原料的增值

品，如巴氏杀菌奶、超高温灭菌奶、酸奶、奶酪、黄油等。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2-14 

渔业 

卢旺达渔业年产量到 2024 年将翻两番  卢旺达农业局最新数据显示，

2017-2018 年度，卢旺达渔业年产量 3.15 万吨，同比增长 20%。目前，卢

旺达渔业养殖刚刚起步，每年仍需进口鱼类约1.5万吨，以弥补市场缺口。

根据卢第四个农业转型战略计划，到 2024 年，卢渔业年产量将达到 11.2

万吨。卢旺达农业局动物研究和技术转让副主任 Solange Uwituze 表示，

为实现这一目标，该局正在着手开展三项工作：一是鼓励投资规模化渔业

养殖；二是通过基金和保险支持小规模养殖，并提供先进的养殖技术；三

是除罗非鱼以外，进一步丰富其他鱼类养殖品种。 

信息来源：卢旺达新时代报，2019-01-20 

坦桑尼亚政府推动当地渔业公司实现国有化  成立于 1974 年的坦桑尼亚

渔业公司因经营不善陷入困境，坦桑尼亚政府正积极通过振兴计划推动该

公司实现国有化。坦畜牧和渔业部长姆皮纳表示，政府已经完成对该公司

的资产评估，国有化程序和振兴计划已进入最后阶段。振兴计划包括加大

政府投入和吸引外国资金，目前，日本已拟出资 43 亿先令修建渔产品冷

库并建造渔船，坦政府也拟为公司添置 2 艘大型渔船从事深海捕捞作业。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每日新闻，2019-02-07 

利比里亚与塞内加尔达成的渔业协议正在积极推进中  利比里亚渔业局

局长 Emma Glassco 1 月 31 日在利信息文化及旅游部新闻发布会上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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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内加尔达成的渔业协议暂未完成全部法律程序，尚在积极推进中。据报

道，该协议一经签订，利将允许 300 艘塞内加尔渔船在利水域捕鱼作业，

其中 200 艘人工渔船、100 艘半机械化渔船，允许每年捕捞 4 万吨。这将

为利渔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保证利食品安全并减少非法捕鱼。 

信息来源：利比里亚首页非洲报，2019-02-07 

农资 

美国爱科集团（AGCO）和德国政府联合实施非洲农业机械化项目  

AGCO 是一家全球农业设备和解决方案制造商和经销商，目前已与德国

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签署了意向书，在非洲联合实施农业机

械化项目。该项目旨在增强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农业生产力和技能，

提高非洲农村家庭的收入和就业，计划到 2030 年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信息来源：African Farming，2019-01-23 

摩洛哥磷酸盐集团（OCP）在埃塞俄比亚设立分公司  近日，摩洛哥政

府发布政令，批准 OCP 在埃塞俄比亚设立分公司，该公司注资 5 千万美

元，OCP 与埃塞俄比亚化工集团分别持股 50%。 

信息来源：Telquel，2019-02-12 

农贸 

纳米比亚农产品进口需求持续高涨  由于纳米比亚雨量稀少，土地贫瘠，

农作物产出率低且不稳定，粮食不能自给，因此需要大量进口农产品。根

据纳米比亚 2017-2018 财政年度分析，水果和小麦的进口比例高达 96%，

珍珠粟和白玉米的进口比例也分别约为 60%和 40%。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1-17 

突尼斯 2018 年农业投资额同比增长 3.7%  据突尼斯农业投资复兴局在

其网站上公布的资料显示，2018 年突农业投资额达 7.193 亿突尼斯第纳尔

（1 人民币≈0.31 突尼斯第纳尔），2017 年农业投资额为 6.938 亿第纳尔，

同比增长 3.7%。其中，农业服务投资增长 45.8%，达 1.162 亿第纳尔；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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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加工企业投资增长 14.6%，达 0.645 亿第纳尔；渔业养殖企业投资下降

了 56.3%，为 0.112 亿第纳尔；海洋捕捞企业投资下降了约 11.6%，为 0.405

亿第纳尔。2018 年农业投资共为突创造了 6654 个就业岗位。 

信息来源：商务部新闻办，2019-01-18 

坦桑尼亚农产品有望搭乘坦桑尼亚航空公司航班出口欧洲  位于阿鲁沙

的坦桑尼亚经济作物公司称，正在与坦桑尼亚航空公司高层洽谈，希望可

以搭乘坦航的飞机直接将蔬菜、水果和香料等产品出口至欧洲，以降低交

通费用。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公民报，2019-01-21 

尼日利亚全国商人协会呼吁禁用非法进口食品  尼日利亚全国商人协会

（NANTS）的成员在联邦首都直辖区组织了宣传集会，向居民宣传非法

进口食品的危险性。NANTS 的全国女性领袖 Ruth Agbo 表示，告知营销

商、酒店经营者、交易商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出售或光顾非法进口商品十分

危险一事是必要的。她说，使用化学品保存的非法进口食品已经危及许多

人的生命，因此必须做出一致努力，确保符合规定的标准得以实施。 

信息来源：尼日利亚每日信报，2019-01-22 

安哥拉将停止进口部分粮食并提高国内生产力  近日，安哥拉经济和社

会发展部长 Manuel Nunes Júnior 表示，目前安哥拉政府已批准出口多样

化和替代进口（PRODESI）行动计划，以保护国内生产，同时着力提高

该国农业生产力和竞争力，实现粮食自给自足。按照实施步骤，首批选择

54 种粮食，主要面向国有企业。 

信息来源：安哥拉通讯社，2019-01-22 

摩洛哥与欧盟签署农业协议加强农产品贸易  近日，摩洛哥与欧盟签署

农业协议，通过增加出口保费等举措，帮助双方恢复农业贸易，加强摩洛

哥对欧盟的农产品出口供应，减少摩洛哥与欧盟的农产品贸易赤字。此外，

为了保障农民利益，摩洛哥政府将采取相应激励措施。 

信息来源：摩洛哥经济学家，2019-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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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共同体拟修订咖啡、茶叶和新鲜农产品出口规定  东非共同体秘书

处在其网站上发布招标公告称，今年 3-6 月中旬期间，东共体秘书处将修

订五个成员国（包括肯尼亚、乌干达、布隆迪、卢旺达和坦桑尼亚）咖啡、

茶叶、可可及园艺产品的出口规定，以解除相关产品出口到欧洲市场的限

制。公告称，东共体已与欧盟合作设立“欧盟－东共体市场准入升级项目”，

以解决上述产品供应链的供给侧和市场准入限制，使其与“技术性贸易壁

垒”及“卫生和植物检疫”标准相统一。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卫报，2019-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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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非农业合作动态 

埃塞俄比亚将不断加大对中国的咖啡出口   埃塞俄比亚贸易部称， 

2017-2018 财政年间，埃塞俄比亚向中国出口了 2.45 亿美元的货物，咖啡

在其中占据较大比重。2018-2019 财政年间，两国之间的咖啡贸易量也将

进一步增加。随着中国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预计到 2021 年，埃塞俄比

亚在中国拥有的咖啡馆有望增加到 300 家。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1-17 

驻非盟使团刘豫锡大使会见非盟农业与农村事务委员萨科  2019 年 1 月

23 日，驻非盟使团刘豫锡大使赴非盟总部会见了非盟农业与农村事务委

员萨科，就双方农业领域合作等事宜交换意见。经济商务参赞林治勇和萨

科委员特别助理阿戈斯迪尼奥等在座。 

刘豫锡大使回顾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有关情况，并表示在中方宣

布的“八大行动”中农业处于优先地位。中方愿结合非洲农业发展目标，

积极落实北京峰会涉农成果，推动中非（盟）和中非农业合作进一步发展，

助力实现非盟《2063 年议程》中的农业发展愿景。 

萨科委员对中国在农业现代化、减贫惠民等领域取得的成就表示高度

赞赏，充分肯定双方在农业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并期待早日访华，学习

借鉴中方在农业和减贫等领域的发展经验。 

信息来源：驻非盟使团经济商务处，2019-01-24 

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农业企业开展投资需求对接  2019 年 1 月 11 日，埃塞

俄比亚驻华大使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举办“埃塞俄比亚－中国豆类、

油籽和香料卖家－买家对接研讨会”，以促进两国农业、畜牧业投资。 

埃塞俄比亚豆类、油籽和香料加工商和出口商协会（EPOSPEA）主

席 Anteneh Zegeye 介绍了埃塞俄比亚豆类和油籽发展现状与合作领域。

内蒙古港口办事处主任司青表示，埃塞俄比亚是中国最大的芝麻供应国和

第四大农产品供应国，自治区政府及企业愿意在现代农业、畜牧业、制造

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与埃方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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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African Farming，2019-01-29 

中国援佛得角紧急粮食援助交接仪式在佛首都举行  2019 年 2 月 8 日，

佛得角政府在佛首都普拉亚举行中国援佛得角紧急粮食援助交接仪式。佛

得角内政部长罗沙在致辞中感谢中方无私援助，表示近年来佛得角遭受严

重旱灾，中方提供的紧急粮援将极大缓解因旱灾导致的粮食紧缺问题。本

批粮援将由佛社会学校行动基金会负责分发，佛国内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及

受旱灾影响严重的贫困家庭将受益。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杜小丛感谢佛方为本次紧急粮援顺利移交所做的

工作，表示两国有着 40 多年的传统友谊，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中方根据佛方请求，继 2016 年、2017 年后连续

第三年为佛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希望帮助缓解旱灾对佛民众造成的影响，

相信未来中佛两国在食品安全和减贫富民领域将取得更多的合作成果。 

信息来源：新华非洲，2019-02-09 

中国对布隆迪首批次 500吨紧急粮食援助运抵布琼布拉  2019年 2月初，

中国对布隆迪首批次 500 吨紧急粮食援助运抵布琼布拉。此批粮援价值

5000 万元人民币，总计 5000 余吨，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达成的重要

成果之一。2018 年 9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闭幕之后，中布双方第

一时间签署政府间立项换文，国内各部门协调合作，于 2018 年 11 月便迅

速发出首批次 500 吨粮援。此批次 500 吨粮援将由布隆迪政府组织安排发

放至受灾和困难群众手中，剩余批次也将陆续从国内起运。 

信息来源：商务部新闻办，2019-02-11 

中国参加首届国际食品安全大会  2019 年 2 月 12-13 日，由 FAO、世界

卫生组织和非洲联盟共同召开的首届国际食品安全大会在埃塞俄比亚首

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孙梅君参会并表示，食品安全具有

最广泛的利益相关方，治理食品安全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需要政府、

企业、行业组织、消费者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形成社会共治良好局面。



15 

 

随着食品供应链全球化，各国需要在法规标准、生产贸易、技术创新、污

染防治等多方面加强合作交流，共同应对全球食品安全面临的挑战，减少

食源性疾病风险。本次会议是一个良好开端，为更加有效的合作提供了良

好契机，提出的倡议有利于提升各国食品安全工作的领导力，构建一个更

加充足、安全、营养的食品供应体系。 

信息来源：新华非洲，2019-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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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项目动态 

FAO 总部项目协调官赴刚检查指导工作 

（南南合作系列连载之八） 

中国—刚果（金）南南合作项目临近尾声之际，FAO 总部南南合作

项目协调官王锦标、项目官员梁晓于 2 月 19 日至 24 日赴刚果（金）检查

指导项目实施工作。 

  

拜会刚农业部长（中） 拜会刚农业部秘书长（左 3） 

在金沙萨期间，王锦标协调官一行拜会了刚农业部长、刚农业部秘书

长、FAO 驻刚代表、中国驻刚大使馆经商处参赞，就如何加强南南合作

项目的实施进行了交流磋商，并对南南合作项目组织能力建设团到中国学

习考察、组织三方开展期终检查评估进行了工作安排。此外，根据三方协

商结果，将专家组成员的合同期调整至 24 个月；为保证成果的完整性，

对部分领域的专家进行了延期，以确保南南合作项目顺利实施，圆满完成

收尾工作。 

在卢本巴希期间，王协调官一行会见了上加丹加省农业厅检察官，就

加强合作交换了意见；还与上加丹加省的官员及合作伙伴们进行座谈交流；

在 FAO 卢本巴希办主任 Marcel 先生的全程陪同下，检查了华友钴业现代

农业示范园（SSC 的示范基地），并到周边的 3 个村检查了玉米、水稻、

黄豆、谷子和蔬菜的示范点。 



17 

 

  

检查示范园玉米 检查示范园水稻 

  

检查示范园旱稻 检查示范园谷子 

  

检查网箱养鱼 查看专家宿舍 

在华友钴业示范园，他亲切看望了专家组成员，听取了专家组的工作

汇报，实地检查了工作情况，充分肯定了目前示范项目取得的较好进展，

对专家组克服困难取得阶段性的成绩表示祝贺，赞扬了以华友钴业示范园

为平台的南南合作新模式，并提出要强化对南南合作项目宣传工作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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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Kasomeno 村检查玉米示范点 在 Kasomeno 村检查玉米、黄豆示范点 

  

在 Sapwe 村检查水稻示范点 在 Kashamata 村检查蔬菜示范点 

  

与上加丹加省农业厅检查官交谈 在粮农卢本巴希办与合作伙伴们交流 

在对 Kashamata、Kasomeno 和 Sapwe 等三个村示范点的检查中，尤

其对玉米、黄豆、谷子和蔬菜的示范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些作物具有

一定的种植规模、长势较好、合作方式较完善、具有发展前景。对路程偏

远、选地单一（FAO 只选择社员公共土地）、规模偏小的个别示范点，协

调员一行向项目实施三方提出了建设性的改进意见。 

信息来源：刚果（金）项目专家组成员韦向新、李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