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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国家和地区援非农业动态 

法国向几内亚种植项目提供资金援助  法国与几内亚于 5 月 27 日

签署协议，法国将向几内亚提供 2007 万欧元的赠款，其中 1300 万

欧元用于职业培训，707 万欧元用于资助 Dabola 地区的花生种植项

目。 

信息来源：驻几内亚使馆经商处，2019-05-28 

欧盟向阿尔及利亚撒哈拉难民提供食物援助  欧盟向世界粮食计

划署（WFP）捐款 460 万美元，用于向阿尔及利亚撒哈拉难民提供

食物援助，包括大米、大麦、小麦粉、豆类、植物油、糖和混合型

强化食品等。 

信息来源：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06-06 

奥地利帮助莫桑比克灾民提高粮食安全和营养水平  今年 3 月的

Idai 飓风给莫桑比克索法拉省的 Chemba 地区造成严重洪涝灾害，

致使当地粮食减产和营养不良。奥地利向该地区捐款 300 万欧元，

为 5000 多户受灾家庭提供粮食援助，帮助灾民提高粮食安全和营养

水平。 

信息来源：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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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组织援非动态 

世界银行（WB）援助埃塞俄比亚农牧民恢复生计  WB 批准国际

开发协会（IDA）向埃塞俄比亚提供 3.5 亿美元的赠款项目，以帮

助 250 万农牧民应对旱灾及牧场水源冲突，恢复生计。该项目将对

牧场实行参与式和连贯性的管理方法，充分发掘埃塞俄比亚低地资

源，并提高农牧民的生计能力。 

信息来源：世界银行，2019-05-23 

国际开发协会（IDA）向莱索托提供资金发展农业  IDA 向莱索托

提供 5000 万美元融资以及 200 万美元的赠款资金，帮助其改革农业

部门，提高生产力及对抗气候风险能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信息来源：世界银行，2019-05-30 

非洲开发银行（AfDB）为非洲商业农业提供信用担保  AfDB 批准

向结构性融资公司 African Agriculture Impact Investments Ltd（毛里

求斯）提供 1 亿欧元的部分信用担保（PCG），以发展非洲商业性农

业。该项目符合世界银行非洲农业转型战略，有助于扩大农业金融

规模，提高非洲的粮食生产率。 

信息来源：非洲开发银行，2019-05-31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帮助南苏丹缓解营养不良  FAO 帮助南苏

丹 Marial Ajith 社区建立应对营养不良的能力。包括向社区妇女分发

代金券，以换取牛奶、肉类、鱼类和各种蔬菜，以及培训妇女们如

何正确洗涤、烹饪和保存各种食物等。营养不良状况有望在短时间

内得到改善。 

信息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2019-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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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联手帮助莫桑比克灾后重建农业  莫桑比克总统 Filipe 

Jacinto Nyusi 宣布，国际捐助者将投入 12 亿美元帮助受灾地区重建

农业。此外，联合国粮农组织将提供种子和工具，确保不会错过冬

季生产，缓解粮食和营养需求，增强农业抵御能力。 

信息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2019-06-03 

世界粮食计划署（WFP）与肯尼亚签订粮食安全协议  WFP 与肯

尼亚近期就粮食安全、复原能力建设和人道主义救济签订协议。该

协议以肯尼亚国家战略计划（2018-2023）为基础，从直接提供粮食

援助转变为帮助粮食不安全人群提高解决饥饿能力。 

信息来源：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06-04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为马达加斯加人民生计提供支持  在比利

时的大力支持下，FAO 启动了一项早期行动项目，用于应对 2019

年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干旱和生计问题。该项目主要在马达加斯加

Ambovombe、Amboasary 和 Taolagnaro 等受灾严重地区进行，向生

产者提供生长周期短的优质种子，同时改善水的供应与管理，以确

保作物能在适宜的季节生长。 

信息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2019-06-04 

非洲开发银行（AfDB）向莫桑比克提供资金援助  在莫桑比克贝

拉市近日举行的国际认捐会议上，AfDB 为受飓风影响的莫桑比克

提供 5000 万美元资金援助。这一资金将使 140 万人得到粮食援助，

马拉维和津巴布韦也将从中受益。 

信息来源：非洲开发银行，2019-06-05 

联合国向非洲拨款应对饥荒  联合国向非洲拨款 4500 万美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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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扩大对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食物和营养援助，向人们

提供安全用水、生计保护和其他紧急人道援助，解决这些地区的粮

食安全问题，帮助非洲众国应对饥荒，特别是干旱加剧的索马里地

区。 

信息来源：联合国新闻，2019-06-06 

非洲开发银行（AfDB）支持科特迪瓦可可产业链  AfDB 投入 1 亿

欧元支持科特迪瓦可可产业链建设，促进私营部门发展，提高当地

供应商和合作社的能力，加强可可供应链，推动可可出口。  

信息来源：非洲开发银行，2019-06-07 

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向阿尔及利亚撒哈拉难民提供粮食援助  

WFP 接受西班牙大加那利岛 Cabildo（理事会）100 万欧元捐款，向

阿尔及利亚撒哈拉难民提供粮食援助。WFP 利用这些资金向数千个

难民家庭提供烤玉米粉（Gofio）。Gofio 是最受撒哈拉难民欢迎的主

食，WFP 计划将其纳入学校供餐计划，以鼓励儿童上学，继续接受

教育。 

信息来源：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06-10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坦桑尼亚制定农业生计战略  FAO 在坦

桑尼亚制定了一项为期四年的战略，旨在通过综合保护、预防和减

少灾害风险等措施，加强农业生计和粮食生产恢复能力，改善粮食

安全和营养水平。该战略符合 FAO 国家规划框架（CPF，2017-2020），

也与联合国发展援助计划（2016-2021）保持一致。 

信息来源：African Farming，2019-06-10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尼日利亚分发公牛和其他牲畜  FAO 针

https://news.un.org/zh/story/2019/05/103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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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尼日利亚博尔诺州的弱势青年和妇女群体，发起了一项大规模的

牲畜补充运动。截至 2019 年 5 月，FAO 已分发 450 头公牛。预计

到 2020 年，将分发 2000 头公牛，和 2.4 万只母鸡。该项目将帮助

该国恢复农业生计，提高当地就业和收入，并提高家庭营养水平。 

信息来源：African Farming，2019-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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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洲农业发展动态 

粮食作物 

肯尼亚干旱导致粮食作物减产  肯尼亚干旱管理局称，因肯尼亚第

一季度降水量低于平均水平，位于干旱和半干旱的 23 个地区面临粮

食产量锐减局面，相较平均水平将降低 50%。 

信息来源：肯尼亚民族日报报道，2019-05-27 

埃塞俄比亚小麦等大宗农产品滞港  由于卡车短缺，小麦等大宗农

产品大量滞留吉布提港口，难以及时运往埃塞俄比亚。据悉，目前

只有 20%的到港小麦能运达目的地。因天气炎热等问题，剩余部分

面临腐败变质的风险。 

信息来源：埃塞俄比亚资本报，2019-05-27 

南非和津巴布韦计划大量进口玉米  受恶劣气候影响，南非和津巴

布韦计划提高玉米进口量。据津巴布韦农业部首席主任 Joseph 

Gondo 透露，津巴布韦粮食销售委员会将进口 75 万吨玉米，达到三

年来的最大量。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6-13 

经济作物 

肯尼亚纺织企业复苏带动当地棉花种植  肯尼亚 Rivatex 纺织公司

的经营复苏将极大地带动当地棉花产业的发展。该公司鼓励当地农

民大规模种植棉花，至少需要 50 万英亩土地来满足公司对棉花的加

工需求。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6-06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15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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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 2019-2020 年咖啡出口将创新高  美国农业部驻埃塞俄

比亚的专员表示，预计 2019-2020 年埃塞俄比亚咖啡出口量将达 24

万吨，创历史新高。有数据显示，2019-2020 年埃塞俄比亚咖啡产

量将升至 735 万袋（每袋 60 千克），同比增长 1.4%。其中，出口量

占一半以上，约为 400 万袋，同比增长 0.5%。 

信息来源：埃塞俄比亚芳纳广播公司，2019-06-07 

肯尼亚今年鲜花出口额预计将持续增长  2018 年肯尼亚鲜花出口

额约 1132 亿肯先令，较 2017 年增长了约 38%。肯尼亚鲜花委员会

称，尽管国际鲜花市场存在过度供给的现象，但相较 2018 年，2019

年肯尼亚鲜花出口额预计仍将增长 20%。 

信息来源：肯尼亚商业日报，2019-06-14 

肯尼亚食糖价格近日上涨  由于 Nzoia、Chemelil、South Nyanza 和

西肯尼亚等本地糖厂减产，以及 Mumias、Kwale 等国际糖业公司陆

续关闭当地业务，肯尼亚本地糖产量下降，加之高昂的进口价格，

肯尼亚食糖价格近日上涨。大多数品牌将其糖价从两个月前每两公

斤 205 先令上调至 230 先令。 

信息来源：肯尼亚民族日报，2019-06-14 

加纳和科特迪瓦实行可可豆收购保护价   加纳可可委员会

（COCOBOD）首席执行官 Joseph Boahen Aidoo 表示，由加纳和科

特迪瓦两国共同提出，并经买方、贸易商、加工商和制造商等利益

相关者认可，可可豆收购价格不得低于每吨 2600 美元，否则，两国

将不会出售任何可可豆。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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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 

科特迪瓦为增加乳制品产量寻求融资  近期，科特迪瓦动物和水产

资源部正在 PPP 框架下寻找融资，拟在 Toumodi 牧场建立乳制品加

工联合企业，以增加科特迪瓦乳制品产量。该项目计划投资 380 亿

西郎（约合 44801万人民币），预计产量将在投产第二年超 1.5万吨，

第十年达到 2.3 万吨。 

信息来源：科特迪瓦新闻社，2019-05-31 

渔业 

乌干达关闭非法捕捞点  在一次全国范围打击行动中，乌干达渔业

保护部队关闭了在卢万潘加地区的一个鱼类非法捕捞点，旨在加强

对非法捕鱼的管理，保持水体鱼类种群数量。 

信息来源：乌干达新景报，2019-05-27 

摩洛哥渔业产量预计持续增加  摩洛哥国家渔业局报告称，2019 年

1 月至 4 月期间，摩洛哥捕获鱼类、海藻和贝类共计 38.62 万吨，比

去年同期增长 15%。摩洛哥正在对其渔业进行战略投资，目标是到

2020 年将其渔业产量提高到每年 160 万吨。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6-06 

农资和农贸 

尼日利亚将重点发展化肥工业   尼日利亚工业国务部长 Hajiya 

Aisha Abubakar 近日表示，尼日利亚工业改革计划（NIRP）将化肥

工业确定为尼日利亚参与工业竞争的重要领域之一，制定工业肥料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0953.html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05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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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政策对于提高生产率、创造就业、促进粮食安全和加快政府工

业化进程至关重要。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5-31 

约旦投资 1.12 亿美元发展农业项目  国际食品公司德尔蒙特与约

旦巴迪亚发展基金（HFDJB）合作投资 1.12 亿美元发展马弗拉克项

目，旨在开发约旦农产品，增加农产品出口，并为当地居民提供预

计约 200 个就业机会。 

信息来源：约旦时报，2019-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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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非农业合作动态 

中国援助塞拉利昂粮食交接仪式在塞举行  5 月 16 日，塞拉利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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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塞拉利昂大使胡张良表示，中国向塞方提供粮食援助是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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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来源：驻塞拉利昂使馆，2019-05-16 

中国向乍得农民捐赠优良稻种  日前，第 6 期中国援乍得农业专家

组向恩贾梅纳地区、阿加拉密地区及帮戈尔地区农民无偿捐赠了 2

万公斤优良稻种。此次捐赠的稻种是从中国引进的“黄花占”和“中

农 1 号”常规种，经过农业组专家的提纯复壮，具有生长周期短、

抗逆性高、增产潜力大的优点，非常适合在乍得种植。 

信息来源：新华非洲，2019-05-18 

中国向津巴布韦捐赠农业设备物资  中国农业农村部 5 月 21 日在

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向津农业部捐赠价值13.6万美元的农业设备物

资，该批设备物资将交由津农业部和中国援津第三期高级农业专家

组共同使用，用于农业研究、生产、农技培训等领域。 

信息来源：新华非洲，2019-05-22 

中国援助中非粮食交接仪式在班吉举行  中国向中非共和国提供

的首批紧急粮食援助交接仪式日前在中非首都班吉举行。中国驻中

非大使陈栋和中非经济部长莫卢瓦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粮援交接

证书。陈栋致辞表示，去年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见期间，两国签署了

粮援协议，这是中方践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所提出的“构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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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和“八大行动”的具体体现。中方始终

关心中非人民的所急所需，希望粮食尽快分发到最急需的民众手中，

为改善中非粮食安全做出贡献。 

信息来源：新华非洲，2019-05-27 

中国援布隆迪农业示范中心项目顺利通过中期验收  6 月 1 日，由

国内派出的验收专家组通过现场的努力工作，顺利完成了我国援布

隆迪农业示范中心项目中期验收工作，项目施工质量得到验收组专

家一致认可，被评定为“优良”等次。 

信息来源：驻布隆迪使馆经商处，2019-06-01 

中国向布基纳法索提供第二批紧急援助大米  6 月 7 日，中国对布

基纳法索紧急粮食援助第二批大米运抵布基纳法索国家粮食安全储

备管理局粮库。中国政府于 2018 年宣布向布方提供紧急粮援，第一

批已于今年 2 月运抵，帮助布政府援助了因安全问题被迫逃离家乡

的民众。其余批次将陆续运达，分发给全国各地的困难阶层。 

信息来源：驻布基纳法索使馆，2019-06-07 

中国向肯尼亚提供 1.1 万余吨粮食援助  中国驻肯尼亚大使吴鹏在

粮援交接仪式上表示，中国决定向经历严重旱灾的肯尼亚民众提供

价值 12 亿肯先令（约合 1200 万美元）的 1.1 万余吨粮食援助。希

望这批粮食援助能够有效缓解肯尼亚旱灾，中国驻肯使馆也将与肯

方密切合作，确保粮食顺利分发至灾民手中。 

信息来源：新华非洲，2019-06-11 

中国向索马里提供食品援助  中国政府近日宣布，将向索马里人民

提供 6500 吨（约合 1000 万美元）的各类食品援助，包括大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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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豆类、植物油和专业营养食品。中国粮援的到来将进一步带动

国际社会对索马里的大力援助，除了从中国运来的大米外，世界粮

食计划署还利用中国政府的援助从当地购买玉米、杂粮、食用油等，

赈济灾民。 

信息来源：新华非洲，2019-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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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项目动态 

FAO 驻刚果（金）代表处代表和刚农业部秘书长终期检查南南合作 

（南南合作系列连载之十一） 

 

 

 

 

 

 

 

 

 

 

 

5 月 20 日-28 日，由 FAO 刚果（金）代表处代表 Aristide 先生、

刚果（金）农业部秘书长 Bopeming 先生、FAO 刚代表处代表助理、

FAO 协调员、刚农业部协调员等 6 人组成的高级检查组到上加丹加

（Haut Katanga）省，对实施的南南合作开展终期检查。上图为高

级检查组与中国专家组成员合影留念。 

  

专家组向高级检查组汇报工作 村民们现场演示中国专家组制作的农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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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金）农业部协调员 Azama 先生和 FAO 协

调员 Stanis 先生对核心样板田的水稻取样测产 

村民们现场演示中国专家组制作的农机具 

  

中国专家组编写教材并开展培训 FAO、中方专家、合作伙伴与 Bunkeya 全体培训

学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