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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国家和地区援非农业动态 

欧盟帮助埃塞俄比亚发展咖啡产业  欧盟将斥资 1500 万欧元帮助埃塞俄

比亚发展咖啡产业，重点是咖啡品种改良和种植技术改进，以提高产量和

质量。咖啡是埃塞俄比亚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约有 2000 万国民从事

咖啡相关产业，每年出口约 7.5 亿欧元，约占总出口额的 1/3，是埃塞俄

比亚最主要的创汇产品。 

信息来源：埃塞俄比亚芳纳广播公司，2019-02-27 

荷兰企业在埃塞俄比亚农业投资趋势良好  3 月 9 日，荷兰驻埃塞俄比亚

大使 Benget Loosderecht 在出席一家荷兰食品加工厂（Senselet Food 

Processing PLC）开业仪式时指出，埃塞俄比亚农业发展潜力巨大，埃总

理推行的经济自由化改革极大改善了营商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荷兰投

资者赴埃投资农业。Senselet 工厂自 2015 年试运营以来，累计投资一千

万美元，为当地提供优质的原料，并提供培训机会，创造了 115 个就业岗

位，帮助当地农户增加产量与收入。 

信息来源：The Daily Monitor，2019-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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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组织援非农业动态 

非洲开发银行（AfDB）致力于与布基纳法索萨赫勒地区的营养不良和贫

困作斗争  自萨赫勒 1 号项目 2015 年在布基纳法索设立以来，AfDB 已

经发放了 1954 亿非洲法郎（1 人民币约兑换 86.5 非洲法郎），旨在消除影

响该国若干地区约 500 万人的营养不良和赤贫现象。在该项目的帮助下，

布基纳法索中西部博尔基姆德省萨赫勒地区的牧民们建造了围栏，有越来

越多的妇女参与生产劳动，畜牧业不断发展，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日益建立。 

信息来源：非洲开发银行，2019-02-18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与埃及签署促进沙漠环境恢复力项目融资协

议  IFAD 总裁和埃及投资与国际合作部长签署总额 8160 万美元的促进

沙漠环境恢复力项目（PRIDE）融资协议，其中包括 100 万美元的 IFAD

赠款。该项目将与埃及政府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通过恢复农田，

持续为青年农民提供创业机会，帮助其改善生计、减少贫困、提升粮食和

营养安全水平，并借鉴 IFAD 的经验在新土地上建设安臵社区。 

信息来源：国际农业发展基金，2019-02-19 

世界银行（WB）批准马达加斯加农业农村发展和土地管理项目  WB 董

事会近期批准向马达加斯加提供 5200 万美元的国际开发协会（IDA）优

惠贷款，用于继续支持其农业农村发展和土地管理项目。该项目自 2016

年 9 月实施以来，已使 22.8 多万户当地农民受益。该项目还将进一步支

持当地政府实施国家土地认证战略，开展土地登记和农业统计工作，为政

府决策提供依据。 

信息来源：世界银行，2019-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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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开发银行（AfDB）与科特迪瓦签署五个转型项目协议  2 月 28 日，

AfDB 与科特迪瓦政府在阿比让签署了五个转型项目的融资协议，共计

2750 亿非洲法郎（1 人民币约兑换 86.5 非洲法郎）。五个项目分别侧重于

城市交通、道路基础设施、农村地区电力、农业和次区域一体化。这些项

目不局限于阿比让经济中心，因此有助于开放跨境地区的农村电气化，并

能改善可可生产部门的管理能力，进而提高科特迪瓦农民的收入。 

信息来源：非洲开发银行，2019-03-01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与塞拉利昂签署农业价值链发展项目协议  

IFAD 总裁和塞拉利昂财政部部长签署总额 7260 万美元的农业价值链发

展项目（AVDP）融资协议，其中包括 590 万美元的 IFAD 赠款。该项目

旨在通过投资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灌溉、道路、仓库、农民培训学校等

基础设施，帮助约 3.4 万个脆弱的农村家庭改善粮食和营养安全并提高收

入。 

信息来源：国际农业发展基金，2019-03-04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呼吁确保北非地区枣椰树生产的可持续性  日

前，FAO 总干事格拉齐亚诺〃达席尔瓦在阿布扎比呼吁各方在农业投资

创新和研究方面继续采取行动。他指出，枣椰树是北非数百万人的宝贵食

物和生计资源，植根于当地经济文化，投资创新和研究是确保枣椰树生产

可持续性的关键。他强调，有必要在整个粮食系统中促进创新，而不仅仅

是在农业部门。即将在迪拜举办的 2020 年世博会将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个

良好的机会，讨论创新思想和伙伴关系，以应对粮食安全等诸多挑战。 

信息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2019-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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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积极帮助北非国家应对棕榈树害虫   红棕象鼻

虫是一种源自东南亚的昆虫，在近东和北非地区迅速传播，是世界上最危

险和最具破坏性的棕榈树害虫。FAO 正在开发移动应用程序，以帮助受

灾地区农民更好地监测和处理这一入侵性害虫，并建立全球平台，以便更

好地制定治理决策。 

信息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2019-03-10 

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向坦桑尼亚提供 60 万美元援助  坦桑尼亚铁路

公司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于 3 月 13 日签署了一份备忘录，据此，WFP 将向

坦桑尼亚铁路公司提供 60 万美元援助资金，用于维修其拥有的 40 节货车

车厢。据悉，WFP 一直通过坦桑尼亚铁路公司的货运服务，向坦桑尼亚、

乌干达、卢旺达、刚果（金）、南苏丹等国的难民营运输粮食等生活物资。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卫报，2019-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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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洲农业发展动态 

粮食作物 

加纳拟停止进口大米促进农业发展   加纳农业部部长 Owusu Afriyie 

Akoto 表示，加纳力求在未来四到五年内停止进口大米以节省大量资金。

为此，该国政府计划大力发展农业，采取收购补贴、良种优惠和农机免费

等措施，提高国内稻米产量，降低进口量。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2-18 

南苏丹预计逾 600 万人持续面临粮食危机  2 月 22 日，南苏丹国家统计

局发布报告称，受谷物歉收、气候变化和南部境内冲突影响，2019 年 1

月南苏丹共有 617 万人（占总人口的 54%）面临粮食危机，并且预计未

来 5 个月南苏丹将持续有超过 600 万人面临粮食危机。 

信息来源：南苏丹朱巴观察报，2019-02-23 

津巴布韦预计逾 700 万人面临粮食短缺  3 月 7 日，津巴布韦公共服务、

劳工和社会福利部常务秘书朱迪丝〃卡泰拉在议会发言中称，因干旱及粘

虫灾害等，今年津巴布韦玉米产量将仅有 90 万吨，而年需 180 万吨才能

满足自给。因此，预计今年津巴布韦将有约 450 万农村人口和约 300 万城

镇人口面临粮食短缺，超过全国总人口的 40%，创近年新高。 

信息来源：新华社，2019-03-08 

利比里亚 2019 年将自产 4 万吨大米  利比里亚农业部部长 Mogana 称，

政府每年花费 2 亿美元进口 2600 万袋大米在当地市场销售，2019 年，政

府将加大农户能力建设并引进机械化农具，实现利比里亚本年度自产大米

http://news.afrindex.com/g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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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万吨。 

信息来源：利比里亚探询报，2019-03-12 

坦桑尼亚加强木薯加工能力并拓展国际市场  坦桑尼亚贸易、工业和投

资部副部长 Stella Manyanya 表示，该国新建的木薯加工厂已于 2019 年 1

月试生产。小工业发展组织（SIDO）和坦桑尼亚工业研究与发展组织

（TIRDO）将为木薯加工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咨询。2018 年 6 月，

坦桑尼亚总理要求设立专家委员会，帮助木薯生产者应对国际市场面临的

挑战。 

 信息来源：每日新闻，2019-03-17 

经济作物 

埃塞俄比亚咖啡出口下滑明显  埃塞俄比亚 2018-2019 财年（当年 7 月 8

日至次年 7 月 7 日）上半年咖啡出口量为 10 万多吨，出口额为 3.34 亿美

元，同比分别下降 4.2%、12%，未实现出口量超 13 万吨，出口额达 4.75

亿美元的目标。据专家分析，埃塞俄比亚 60%的咖啡种植由于气候变化、

森林砍伐和病虫害等面临灭绝。许多产地因气温上升不再适宜咖啡种植。 

信息来源：埃塞俄比亚记者报，2019-01-19 

马达加斯加香草上年度出口大幅增长  据统计，2018 年马达加斯加香草

出口额逾 8.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2%，占马出口总额的 28.5%。 据悉，

优质香草售价可达每公斤 800 美元，5 年间增幅高达 900%。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 ABC，2019-01-22 

利比里亚与 Golden-SIFCA 公司签署棕榈油加工厂投资协议  利比里亚

国家投资委与 Golden-SIFCA 公司签署了一项投资 3400 万美元、持续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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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投资协议，拟在马里兰州的 Pleebo Sodoken 地区投资建设棕榈油加工

厂。该工厂的处理能力为每小时 80 吨粗棕榈油。 

信息来源：利比里亚新闻报，2019-01-31 

坦桑尼亚取消糖业公司进口许可证  坦桑尼亚农业部部长哈桑加在达累

斯萨拉姆宣布，坦政府将取消所有糖业公司的进口许可证，以减少对当地

糖类产业的冲击。他表示，目前糖类库存可供应至 5 月，6 月起将逐渐发

放临时许可证，进口 28000 吨糖以弥补不足。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卫报，2019-02-13 

肯尼亚牛油果出口大幅增长 肯尼亚牛油果出口比上一季增长了 80%，需

求国主要是阿联酋、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肯尼亚牛油果年均产量 19.1

万吨，出口约 1.15 万吨，2017 年起，肯尼亚成为非洲最大的牛油果出口

国。 

信息来源：肯尼亚商业日报，2019-02-15 

乌干达茶叶出口创新高  2018 年乌干达出口茶叶 7100 万袋，出口量增长

了 15%，创下新高。乌茶叶协会秘书长塞基图莱科表示，良好的产量归

功于种植面积的增加。此外，乌通过蒙巴萨拍卖间接出口了大约 6 万吨茶

叶。 

信息来源：乌干达每日观察报，2019-02-19 

科特迪瓦促进腰果产业发展   据科特迪瓦棉花腰果委员会消息，科 2018

年腰果产量达 76.1 万吨，较 2017 年增长了 5 万吨，2019 年预计达到 80

万吨。为保障腰果产业良性发展，科政府制定了腰果质量标准及田间收购

保护价，2019 年腰果田间收购保护价为每公斤 375 西郎（约合人民币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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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内陆仓库保护价为每公斤 400 西郎（约合人民币 4.61 元），港口

仓库保护价为每公斤 459 西郎（约合人民币 5.29 元）。 

信息来源：科特迪瓦阿比让新闻网，2019-02-21 

摩洛哥制糖业发展良好  在第三届国际糖业大会上，摩洛哥糖业协会主

席、摩糖业巨头 Cosumar 总裁 Mohamed Fikrat 表示，摩洛哥糖的年产量

达 165 万吨，为五个种植甜菜和甘蔗地区的 8 万名农民提供了就业。近年

来，摩洛哥制糖业总投资额已超 10 亿美元。 

信息来源：摩洛哥经济学家报，2019-02-27 

畜牧业 

乌干达乳业合作社与奶农进一步共享信息  一款由乌干达农业综合企业

发展中心、乌干达 Laboremus 科技公司以及荷兰合作银行基金会共同研发

的手机应用程序 Emata 问世。最先使用该应用程序的 20 多个合作社可以

收集有关乳品行业的产量信息，以及奶农的培训和融资需求信息。奶农可

以通过此应用程序获得低息贷款。该应用程序可离线操作，且能在数据信

号不稳定地区工作。 

信息来源：乌干达新景报，2019-02-20 

渔业 

坦桑尼亚停止进口鱼类保护渔业发展 坦桑尼亚政府正在采取措施禁止

进口鱼类，特别是来自中国和越南的鱼类，以保护当地渔业发展。据悉，

该决定是在政府出台“渔业法”之后做出的。目前，该国鼓励渔民组建渔

业合作社，政府对购买现代捕鱼设施（包括船只）给予约 40％的补贴。

此外，政府还计划引进大型渔船，并在印度洋沿岸建立渔港。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99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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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2-14 

乌干达培育出短生长期罗非鱼 乌干达国家渔业资源研究所培育出一种

新鱼类品种“NARO 罗非鱼”。该品种生长期从最初的 8 个月缩短到了 6

个月，这意味着渔民可节省饲料和养殖时间，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目前，

新品种鱼苗已分发给一些当地渔民养殖。 

信息来源：乌干达新景报，2019-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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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非农业合作动态 

肯尼亚园艺果蔬产品出口瞄准中国市场  因需求高，国际价格好，肯尼

亚园艺产业收入较去年增长了 33%，达 1530 亿肯尼亚先令（约合人民币

10.12 亿元），成为肯第三大创汇产业。园艺产业中，鲜花创汇最多，达

1130 亿肯尼亚先令，其次是蔬菜和水果。目前，肯政府正积极开拓中国

市场，作为对欧洲传统市场的补充，以牛油果为代表的园艺果蔬产品成为

肯优先推动输华的产品之一。 

信息来源：肯尼亚商业日报，2019-02-13 

大连国合中利渔业公司新建渔船开赴利比里亚  大连国合中利渔业公司

在山东黄海造船有限公司建造的国际 836、国际 837 渔船，于 2019 年 2

月 13 日从大连起航开赴利比里亚，替代该公司的两艘老旧渔船。新渔船

入渔提高了该公司船队装备水平，将进一步改善当地市场鱼类供应，扩大

就业，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信息来源：中国驻利比里亚使馆经商处，2019-02-22 

中国向南苏丹移交首批紧急援粮  2019 年 2 月 21 日，中国政府向南苏丹

政府提供的紧急粮食援助首批 1000 吨大米移交仪式在南首都朱巴举行。

中国驻南苏丹大使何向东、南救灾与重建委员会主席罗摩勒、南外交部人

道主义事务司大使罗米苏出席仪式并讲话。中国驻南苏丹使馆经商参赞蔡

森明、南外交部中国司官员、救灾委官员及当地群众等参加移交仪式。 

罗摩勒主席和罗米苏大使代表南政府和人民衷心感谢中方长期以来

向南提供的慷慨援助，强调南苏丹与中国永远是好朋友、好伙伴。何向东

大使表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宣布向南提供紧急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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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援助。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南苏丹人民的深情厚谊，不仅有助于

缓解南粮荒，也将有力支持南和平进程的推进。相信在南救灾委等有关部

门的努力下，援粮能够尽快发放到亟需帮助的南苏丹人民手中。 

信息来源：南苏丹国家广播公司（SSBC），2019-02-24 

中非总统图瓦德拉盛赞福建农林大学林占熺教授  2019 年 3 月 2 日至 6

日，由福建农林大学林占熺教授率领的工作组到访中非首都班吉，实施

中国援中非菌草技术项目，帮助中非人民减贫就业。3 月 2 日和 4 日，工

作组分别在总统府和国民议会举办菌草技术研讨会，中非政要高规格出席

活动。 

图瓦德拉总统亲自宣布研讨会开幕并致欢迎辞。他说，中非人民一直

是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的受益者，中非愿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愿望始

终强烈。林占熺教授应总统本人邀请，来到中非传授菌草技术，为中非农

业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将有力提高食品安全和增加人民收入。为

此，总统通过林教授向中国人民的慷慨援助表示感谢。 

信息来源：新华社，2019-03-08 

种植中国杂交水稻改变布隆迪农民生活  中国农业专家组将中国杂交水

稻引进布隆迪后，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宁加村等地进行水稻试验。试验

成功后，专家组于 2018 年 9 月开始指导宁加村村民在约 48 公顷的土地上

进行成片示范生产，全村 130 多户共 1000 多名农民参加。 

自 2009 年以来，中国已向布隆迪派遣四期援布农业专家组。当前在

布隆迪的第四期专家组包括来自水稻、土肥、果蔬、畜牧、农产品加工、

农机和水产领域的农业专家。专家组组长兼水稻专家杨华德介绍，宁加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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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杂交水稻示范生产第一季效果良好，目前该村已开始第二季水稻示范

生产。 

目前，专家组正积极推动中国杂交水稻种子在布隆迪本土化生产，

品种“川香优 506”去年已通过布隆迪政府审定，允许在当地生产。 

信息来源：新华网，2019-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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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项目动态 

中国专家组应邀实地考察刚果（金）拟新建的农业示范园 

（南南合作系列连载之九） 

中国专家组于 2017 年 7 月 29 日起，在刚果（金）上加丹加省卢本巴

希市执行南南合作任务，主要工作内容是：以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刚果

（金）农业示范园为基地，通过农业技术示范、推广和培训，在蔬菜种植、

渔业网箱养殖、水旱作物种植、畜牧业养殖等领域取得可喜成绩，得到了

东道国农业部门的高度肯定，深受周边老百姓喜爱，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卢阿拉巴省（Province de la Lualaba）省政府希望能尽快引进中国的先进

农业生产技术。该省是刚果（金）的矿业大省、经济大省，但农业生产仍

面临技术落后、产量低下、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的现状。 

为此，省政府邀请中国专家组考察该省拟新设立的农业示范园项目。

3 月 14-15 日，专家组派出陈启华、石梦龙等组成考察组赴卢阿拉巴省进

行实地考察，共同筹划该示范园建设。 

在卢阿拉巴省政府办公厅官员 Vincentkibi 先生、省国土厅代表

Cadastre 先生的陪同下，考察组一行实地考察了位于科卢韦奇市郊的

Katebi 村拟定新建设的农业示范园，着重调研、了解园区的土壤、地势、

水文气候，以及附近卢阿拉巴河的水位变化和附近村民生产、生活等状况。

通过考察，考察组对园区的规划布局和发展方向提出了许多可行性的意见

和建议，如建议示范园区在河边发展水稻、蔬菜等生产，水面开展网箱水

产养殖；旱地种植玉米、旱稻、谷子、大豆等，多领域、全方位开展中国

先进实用农业技术的示范与推广。通过示范带动，逐步提升其农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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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含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解决当地的粮食安全问题，推动当地农村

经济向前发展。陪同考察的两位政府官员高度认可考察组的建议，并表示

将尽力配合农业示范园的建设，希望早日建成使用，有机会能够观摩和学

习中国先进的农业技术，以提高当地的农业生产水平。 

 

与省府办公厅官员 Vincent Kibi（右 2）、国土局代表 Cadastre（左 1）先生一同考察 

卢阿拉巴省省长 Richardmuyej 先生亲自接见了考察组成员。省长先生

对考察组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中国给予刚果（金）农业技术援助表示感谢。

对中国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给予了高度评价，希望能尽快在卢阿拉巴省得

到推广。同时也对农业示范园区建设显出极大的兴趣，表示要促成刚果

（金）政府从国家层面推动卢阿拉巴省农业示范园项目，争取早日建成使

用，为中刚友谊、刚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做出卓有成效的贡献。他对卢阿

拉巴省农业示范园区的未来充满信心与期待，希望中国专家组今后对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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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特别是卢阿拉巴省的农业发展提供技术援助。 

 

卢阿拉巴省省长 RICHARD MUYEJ 先生（中）接见专家组成员 

（韦向新  李玉好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