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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国家和地区援非农业动态 

比利时为莫桑比克飓风灾民提供援助  Idai 飓风给莫桑比克造成严

重影响，致使约 185 万人受灾。比利时通过紧急和恢复特别基金

（SFERA）向莫桑比克提供捐款，为马尼卡和索法拉省约 7.5 万灾民

提供锄头、砍刀、玉米和豆类种子等援助。 

信息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2019-04-15 

瑞士为阿尔及利亚撒哈拉难民提供资金援助  瑞士向世界粮食计划

署（WFP）捐款 200 万瑞士法郎（约合 196 万美元），为 WFP 在阿

尔及利亚撒哈拉难民营的学校供餐计划提供支持。WFP 驻阿尔及利

亚代表 Romain Sirois 表示，WFP 感谢瑞士人民和政府的长期支持，

瑞士的贡献是确保该计划持续进行的关键。 

信息来源：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05-23 

英国为索马里旱灾提供资金援助  英国政府拨款 800 万英镑（约合

6991 万人民币）为索马里受干旱影响的人们提供粮食、清洁水、基

本保健服务和牲畜疫苗接种。这笔资金将为生活在困难条件下的数千

名索马里人提供生活和生产援助。 

信息来源：APO Group，2019-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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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组织援非农业动态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援助利比里亚提高小农收入  IFAD 向利

比里亚提供价值 4760 万美元的项目援助，大约 1 万名利比里亚可可

小农生产者可从中受益。该项目旨在通过使可可种植现代化、增加产

量和开发市场来改善其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并提高生产者的收入。 

信息来源：国际农业发展基金，2019-03-25 

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将中国捐赠的大米运往刚果（金）、索马

里和南苏丹  WFP 已将中国捐赠的数千吨大米运往刚果（金）、索

马里和南苏丹，以帮助其改善粮食安全问题。用中国捐款购买的这批

大米约 8700 吨，将使约 30 万人受益。 

信息来源：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04-15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援助利比里亚发展可持续水稻生产  FAO

于 4 月 10 日与利比里亚农业部签署协议，援助 25 万美元用于为期一

年的综合可持续水稻开发。该项目旨在提高小农户的粮食生产能力，

持续增加粮食产量，从而提高农户收入和粮食供给水平。 

信息来源：利比里亚每日观察家报，2019-04-17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尼日利亚实施畜牧疫苗接种项目  畜牧疫

苗接种项目将在三年内帮助尼日利亚约 70 万畜牧生产者恢复生计。

该项目将使博尔诺州和整个尼日利亚的牲畜生产者受益，同时，改善

当地营养状况和粮食生产，促进就业增收等。 

信息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2019-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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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为尼日利亚农民分发新鲜食品和作物种子  

FAO 向尼日利亚东北部旱区农民分发新鲜食品，包括卷心菜、胡萝

卜、秋葵、洋葱和番茄，并向适合生产地区的农民分发稻米和玉米种

子。FAO 驻尼日利亚代表 Suffyan Koroma 表示，愿以这种方式为国

内流离失所者提供多样化食品以均衡营养，同时愿为农民提供出售其

收成的平台。 

信息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2019-05-06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预警索马里重度饥饿威胁  FAO 近日警告

称，灾难性干旱可能导致索马里近 18%的人口，约 220 万人在 7－9

月陷入重度饥饿状况，急性营养不良率也将急剧增加。 

信息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2019-05-15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和坦桑尼亚加强农村减贫伙伴关系  

IFAD 主席 Gilbert F. Houngbo 前往坦桑尼亚会见总统 John Pombe 

Joseph Magufuli 和其他高级官员，讨论如何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问题，为农村青年提供就业机会并减少贫困。Houngbo 将考察 IFAD

支持的营销基础设施和农村金融支持计划投资项目，该项目总约 1.7

亿美元，覆盖 141 个农村地区，成功地促进了小农进入市场，提供了

可持续金融服务的机会。 

信息来源：国际农业发展基金，2019-05-16 

世界银行（WB）支持中非共和国农业恢复和农业综合企业发展  WB

批准使用国际开发协会（IDA）提供的 2500 万美元赠款资助中非共

和国的农业恢复和农业综合企业发展支持项目（ARADSP）。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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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提高小农的农业生产力，加强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能力建设，

有效应对和化解危机。 

信息来源：世界银行，2019-05-17 

世界银行（WB）支持赞比亚田间学校气候智能农业培训  在 WB 可

持续森林景观生物碳基金倡议的支持下，赞比亚建立 239 所农民田间

学校，旨在培训近 11.8 万名农民使用智能农业技术改善环境，提高

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为超过 1.07 万名农民提供气候智能农业实践，

以提高产量和保护森林。 

信息来源：世界银行，2019-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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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洲农业发展动态 

粮食作物 

尼日利亚成为非洲最大的稻米生产国  尼日利亚稻农协会（RIFAN）

表示，尼日利亚目前的大米年产量为 800 万吨，超过北非国家埃及，

成为非洲最大的稻米生产国，非洲大米的平均年产量约为 1460 万吨。

在埃及政府决定限制种植以保护水资源后，埃及大米过去一年的产量

较之前的 430 万吨下降了近 40%。 

信息来源：尼日利亚华人网，2019-03-22 

马达加斯加近期大米价格略有下降  在丰收季节伊始，马达加斯加本

地白米和稻谷的平均价格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4 月第一周的有关报

告显示，本地白米价格已经被限价锁定，“Vary Gasy”牌大米本周销

售均价 1694 阿里/公斤（约合 3.56 人民币/公斤），略微下降了 30 阿

里/公斤，各类大米 4 月第二周降幅也有 1%-5%不等。稻谷价格在一

周内也从 999 阿里/公斤降至 950 阿里/公斤。 

信息来源：马达加斯加快报，2019-04-23 

几内亚 2018－2019 年种植季大米产量将达 160 万吨  2018－2019 年

种植季将于今年 9 月份结束，几内亚大米产量预计达到 160 万吨。得

益于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几内亚水稻种植面积达 181 万公顷，比

上一种植季节增加1.5万公顷。按照几内亚政府的发展规划，预计2025

年大米年产量将提高到 460 万吨，除了满足本国需求之外，还可出口。 

信息来源：瑞士媒体 Agence Ecofin，2019-05-07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15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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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作物 

乌干达政府调低咖啡产量目标  乌干达政府近日调整了咖啡产量预

期目标，从此前的到 2025 年生产 2000 万袋调低为 900 万袋。这主要

是由于目前乌干达咖啡产量的 90%是由分散的小农户生产，效率低下、

设备落后导致产量低、品质差，致使乌干达咖啡在国际市场上难以获

得高价。 

信息来源：驻乌干达使馆经商处，2019-04-08 

赞比亚鼓励农民参与棕榈油种植园计划  赞比亚农业部长 Michael 

Katambo 敦促农民参与 Muchinga 省 Kanchibiya 区的棕榈树种植者计

划，建议农民在棕榈油种植园间作其他作物，创造收入，促进

Kanchibiya 区经济发展。 

信息来源：赞比亚农业部，2019-04-28 

尼日利亚腰果出口商面临饱和的出口市场  由于全球供过于求，腰果

原料价格出现下跌。尼日利亚出口促进委员会（NEPC）指出，尽管

尼日利亚对腰果供应的贡献超过了整个非洲，但仅不到 10%的腰果在

当地加工。受价格影响，许多出口商腰果原料库存增加。 

信息来源：尼日利亚卫报，2019-05-14 

全球腰果供过于求，科特迪瓦欲开拓美国等西方市场  近日，科特迪

瓦棉花腰果委员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腰果累计销量约 37.2

万吨，较 2018 年同比减少 30%，出口量也较同期减少 6.5%。目前腰

果产业呈现的衰退主要原因在于供过于求，因此科特迪瓦希望拓展西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1796.html


 

7 

 

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市场。今年 3 月，科特迪瓦曾与越南企业签订了

供应 20 万吨腰果的协议。 

信息来源：科特迪瓦博爱晨报，2019-05-14 

非洲成为孟加拉国最大的棉花来源地  孟加拉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

花进口国，去年从东非和西非国家进口量占 37.06％，使非洲成为其

最大的棉花来源地。主要原因是一部分印度棉花供应商未能按合同交

货。 

信息来源：非洲棉花网站，2019-5-23 

畜牧业 

尼日利亚当地公司投资乳制品生产降低进口依赖  尼日利亚当地牛

奶年产量远低于年需求量，70%以上的乳制品依赖进口。Friesl and 

Campina 公司对当地乳制品生产进行投资，以减少进口依赖，扩大市

场占有率和就业机会。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4-04 

肯尼亚将从东非进口 2 亿升牛奶  由于收入增长和城市化进程，肯尼

亚当地牛奶的消费增加，持续干旱带来的产量下降更加供不应求。肯

尼亚乳制品行业监管机构近日表示，为了弥补供应缺口，肯尼亚可能

在今年从东非共同体（EAC）进口约 2 亿升牛奶。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4-23 

针对非洲猪瘟的疫苗可能会挽救局面  VISAVET 健康监测中心研究

人员表示，试验证明一种口服疫苗对非洲猪瘟的高致病性菌株有 92％

的免疫作用，该菌株目前在亚洲和欧洲流行。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14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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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African Farming，2019-05-21 

渔业 

马达加斯加渔业发展潜力巨大  马达加斯加海洋渔业资源丰富，主要

出产海虾、龙虾、海参、金枪鱼以及其他经济型鱼类，深受国际市场

青睐。而当前，马达加斯加海洋捕捞技术落后，许多渔民仍然沿用传

统的捕捞方式，渔业产能有待开发；马达加斯加淡水养殖业发展滞后，

完全是手工作坊式生产，导致鱼产量低、品种有限，有待进一步发展。 

信息来源：中国水产养殖网，2019-04-23 

赞比亚政府将在 10 个省开展水产养殖项目  在非洲发展基金的支持

下，赞比亚渔业和畜牧部将在 10 个省实施水产养殖企业发展项目

（ZAEDP）。该项目旨在加强水产养殖业，改善渔民生计。赞比亚公

民经济赋权委员会（CEEC）已被任命为该项目的执行伙伴，其负责

人 Likando Mukumbuta 鼓励公司和个人加入该项目，申请使用水产养

殖基金贷款。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5-15 

农资和农业设施 

摩洛哥灌溉农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高达 45%  摩洛哥国际农业

论坛协会（SIAM）表示，自 2008 年绿色摩洛哥计划农业战略支持当

地灌溉系统建设以来，农业产量大幅增长，灌溉农业对国内生产总值

的贡献达到了 45%，为农村创造了 50%的就业机会。预计到 2019 年

底，该系统将覆盖全国 38%的灌溉区域。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4-22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1718.html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1719.html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1719.html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1695.html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16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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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项目 

坦桑尼亚和埃及拟共建农场  坦桑尼亚政府和埃及政府拟签署一项

协议，共同建立大型农场以种植小麦、大米和棉花。双方还将开展农

业技术培训，以提高棉花、大米和小麦的产量。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农业部，2019-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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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非农业合作动态 

中国援助利比里亚杂交水稻制种喜获成功  近日，在中国、利比里亚

两国技术专家的精心培育下，位于我国援利农业示范中心的杂交水稻

制种试验田开镰收割。此次杂交制种试验在利比里亚尚属首次，试验

田面积 1.5 亩，经现场测产共收获杂交水稻种子 291.6 公斤，平均亩

产达 194.4 公斤，达到国内中等制种产量水平。这一成功解决了杂交

水稻种子需要从中国进口的瓶颈，实现生产本地化，还为杂交水稻在

非洲大面积推广奠定了基础，促进了非洲地区和世界粮食安全。 

信息来源：驻利比里亚使馆经商参处，2019-04-04 

中国援助赞比亚玉米粉加工厂项目动工  中国援助赞比亚玉米粉加

工厂项目在卢萨卡省琼戈韦地区举行开工奠基仪式。赞比亚总统埃德

加〃伦古为该项目动工揭牌。现今，三个玉米粉加工厂分别建在卢萨

卡省琼戈韦地区、南方省蒙泽地区和穆钦加省姆皮卡地区。琼戈韦厂

区既作为玉米粉加工厂，又作为玉米粉加工生产实训基地，建成后可

日加工玉米 40 吨，每年培训 200 名技术员。蒙泽、姆皮卡厂区建成

后可分别日加工玉米 240 吨。该项目由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承建。 

信息来源：新华社，2019-04-17 

肯尼亚牛油果进入中国市场  自中肯两国近日在北京签署贸易协议

后，肯尼亚牛油果得以出口到中国市场。此协议将为肯尼亚牛油果打

开中国这个逾 14 亿消费者的市场，而中国市场将吸收 40%的肯尼亚

牛油果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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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4-27 

中国成为南非水果的主要进口国  根据南非 SARS 数据显示，2018

年南非水果出口增长的市场主要是中国、葡萄牙、加拿大、孟加拉国、

美国、伊拉克和卡塔尔。去年，南非水果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增加了

70%，达到 18 万吨，另有 13 万吨运往中国香港。2018 年南非柑橘出

口量突破 120 万吨，其中中国是第二大进口国，占出口量的 40%，仅

次于荷兰。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5-10 

摩洛哥迎来中国在非洲的首家茶叶公司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非

洲不断深化，摩洛哥已经成为中国茶叶的主要进口国，2018 年从中

国进口茶叶 7.76 万吨，占摩洛哥茶叶进口总量的 97%，几乎占同期

中国茶叶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在良好的贸易基础下，中国茶叶公司

Jinli 在摩洛哥 Mohammedia 开设分公司，成为了非洲地区的第一家中

国茶叶公司。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5-15 

埃塞俄比亚为提升咖啡价值链期待中国投资  2018 年，埃塞俄比亚

生产咖啡 42.6 万吨，出口近 400 万袋，是全球第五大咖啡生产国。

为提升整个咖啡价值链，埃塞俄比亚开始寻求中国投资者的帮助。在

近日于北京举办的埃塞俄比亚—中国咖啡合作会议上，埃塞俄比亚创

新与技术部长向中国咖啡行业人士宣布，埃塞俄比亚计划设立咖啡工

业园，希望通过吸引外商投资，提高咖啡生产效率，提升加工技术，

增加出口咖啡产品的附加值。 

信息来源：环球时报，2019-05-15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18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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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塞拉利昂提供紧急人道主义粮食援助  中国 2018 年向塞拉利

昂提供紧急人道主义粮食援助项目第一批粮援交接仪式在塞伊丽莎

白二世港仓库举行。驻塞大使胡张良表示，中国向塞提供粮食援助是

习近平主席同比奥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

果落实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塞两国真诚友好的生动体现。中方愿为塞

促进农业发展、改善人民福祉和实现粮食安全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愿继续同塞方探讨扩大和深化农业领域合作，造福塞方人民。 

信息来源：新华非洲，2019-05-16 

中国对布隆迪 1080 吨紧急粮食援助运抵布琼布拉  近日，中国对布

隆迪 1080 吨紧急粮食援助运抵布琼布拉。2018 年 9 月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上，为帮助布隆迪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引起的粮食短缺，中国

承诺将向布隆迪提供 5000 吨紧急粮食援助。此批 1080 吨粮援是其中

第二批，首批 500 吨已于 2019 年 2 月初运抵并发放至灾民手中。按

照计划，此批次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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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运。 

信息来源：驻布隆迪使馆经商处，2019-05-17

http://bi.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905/201905028639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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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项目动态 

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中国驻刚果（金）经商处参赞一同考察 

中国—刚果（金）南南合作项目 

（南南合作系列连载之十） 

2019 年 3 月 28 日上午，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舒骆玫及中国

驻刚果（金）使馆经商处参赞徐元杰一行 9 人来到南南合作项目点华

友刚果（金）现代农业示范园考察交流，受到项目专家组热烈欢迎。 

专家组组长韦向新首先向舒骆玫副司长、徐元杰参赞全面汇报了

项目实施情况。自 2017 年 8 月以来，专家组以该示范园为基地，与

当地合作伙伴一起在水稻、旱作、蔬菜、植保、畜牧、水产和农机等

领域开展试验示范，同时还不断在周边开设示范点，走村入户，在田

间地头手把手教当地农户技术，取得了增产增收的好效果。特别是近

半年来，专家组克服种种困难，充分利用生产季节，在周边 9 个村(点)

开展以粮食作物为重点的种养以及农机等示范工作，中国专家的敬业

精神和专业技术得到了各方高度认可。随后，韦向新陪同舒副司长、

徐参赞进行了实地考察。 

汇报工作现场 参观展示产品 

在蔬菜生产区，黄鹏技术员介绍了园区内蔬菜生产规模、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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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成本和市场等情况,以及近期开展的工作。专家组除了做好园

区里的蔬菜示范生产, 还向 Kashamata 村的农户赠送了蔬菜种子，并

指导种植生产、帮助销售。舒副司长、徐参赞都对此表示赞赏。 

舒副司长、徐参赞考察观摩网箱养鱼时，水产专家邹德良重点介

绍了养殖的鱼类品种、收获周期、单一周期平均养殖规格及产量、效

益等情况。考察团领导非常关心鱼类饲料的来源，邹德良现场展示了

专家组自制“手摇式”颗粒饲料机的使用方法。饲料原料取自当地，

机械操作简便，考察团一行赞扬水产专家发挥了智慧、创意新颖。 

在旱作生产区，舒副司长等领导询问黄豆、玉米的高产栽培模式

考察水产养殖 观摩“手摇式”颗粒饲料机 

考察玉米生产 考察玉米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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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技术要点，专家周维刚、技术员朱旺泽分别作了详细的解答，并介

绍专家组用中国先进实用技术在周边地区指导农民大面积种植玉米、

黄豆、谷子长势均良好的情况。 

考察结束后，舒副司长、徐参赞充分肯定了专家组在现有模式下

加强合作、克服困难、开拓进取的精神，在周边地区开展的粮食作物

示范，以及帮助东道国解决粮食安全进行的有益探索和取得的成绩。

希望专家组做好新模式下实施南南合作项目的工作总结，为今后更多

项目提供借鉴经验。 

 

（韦向新、李玉好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