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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国家和地区援非农业动态 

韩国向乌干达提供粮食援助  韩国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向乌

干达提供 5000 吨大米，用于救济约 21.3 万难民，帮助其提高营养水

平并重建生活。 

信息来源：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07-11 

荷兰与坦桑尼亚签署渔业畜牧业合作谅解备忘录  荷兰与坦桑尼亚

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双边在渔业和畜牧业领域的

合作，促进坦水产养殖以及鸡、鸭、鹅等家禽类养殖业发展。同时为

该领域的专家提供相关培训，使更多的养殖户受益，进一步满足其对

蛋白质食品的需求。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每日新闻，2019-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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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组织援非动态 

非洲开发银行（AfDB）推广韩国无人机以提高非洲粮食生产力  在

世界银行近期举行的活动中，AfDB 与韩国共同展示了韩国无人机技

术在提高非洲粮食生产力方面的积极作用。未来四年，这种无人机将

在非洲 16 个国家陆续推出，重点应用在农业产业加工区（SAPZ）。 

信息来源：非洲开发银行，2019-06-14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支持尼日利亚种子交易会  在尼日利亚东北

部 Yobe 和 Adamawa 地区近日举办的种子交易会上，FAO 向 5000 名

参与者每人发放了 25 公斤的氮磷钾复合肥料和秋葵、苋菜等蔬菜种

子包，旨在提高当地种子生产者的能力，确保生产高质量种子。 

信息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2019-06-18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援助尼日利亚粮食生产  FAO 在尼日利亚

启动雨季计划，向约 10 万农民提供作物生产支持以及粮食生产投入，

以提高当地粮食安全和营养水平。FAO 驻尼日利亚代表 Suffyan 

Koroma 称，该计划的核心是恢复尼日利亚东北地区的农业生计，雨

季是对农民粮食安全和营养水平影响最大的时期。 

信息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2019-06-19 

非洲开发银行（AfDB）向利比里亚提供援款发展农业价值链  AfDB

与利比里亚财政部于 6 月 14 日签署援款协议，其中 27.4 万美元用于

农业价值链发展，15.5 万美元用于促进旅游业发展。 

信息来源：利比里亚观察者报，2019-06-21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与卢旺达签署农业融资协议  IFAD 主席

和卢旺达农业部长签署了 Kayonza 项目第一阶段的融资协议。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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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包括 IFAD 提供的 1780 万美元贷款和 830 万美元的气候融资赠

款，将使 7167 个贫困和粮食不安全的卢旺达农村家庭受益，改善其

粮食安全和营养水平，提高农民收入和气候适应力。 

信息来源：国际农业发展基金，2019-06-24 

非洲发展基金（ADF）向加纳提供贷款支持农产品加工  ADF 批准

了 8167 万美元的贷款，用于加纳东部开展社区支持计划。除技能培

训外，还包括修复学校和保健设施、建立市场和牲畜、鱼类、木薯、

水果和谷物等农产品加工设施。 

信息来源：非洲开发银行，2019-06-27 

联合国向东非三国提供粮食援助  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CERF）近

日宣布拨款 4500 万美元，用于向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受旱

灾影响的人民提供粮食援助。 

信息来源：东非人报，2019-06-28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批准索马里新的畜牧业发展战略  在 FAO

的支持下，索马里政府通过了一项新的畜牧业发展战略。该战略运用

气候适应性方法确定了增长和发展的优先事项，将促进对加工、生产

和营销的投资，提高质量和确保食品安全。 

信息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2019-07-08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采取早期行动帮助苏丹农业应对干旱  苏丹

70％的农村人口依赖雨养农业和牲畜养殖。随着干旱的持续加重，

FAO 重点支持 5000 个苏丹农民家庭在干旱之前就保护其牲畜繁殖，

包括在 Hameshkoreb、Tulkouk 和 Aroma 地区分发 600 吨浓缩饲料，

并为 3 万只牲畜提供健康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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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2019-07-09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援助尼日利亚社区农业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过

重建房屋、分发玉米和水稻种子进行种植，并提供现金购买化肥、农

具或渔具等措施，为尼日利亚东北部乌罗达迪受武装冲突和暴力局势

影响的家庭提供援助。 

信息来源：African Farming，2019-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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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洲农业发展动态 

粮食作物 

肯尼亚农产品价格上涨推高 6 月通胀率  根据肯尼亚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因玉米粉、豆类等农产品价格上涨，6 月份肯尼亚通货膨胀

率上升至 5.7%，较 5 月上涨 0.21%。 

信息来源：肯尼亚民族日报，2019-07-08 

经济作物 

美国成为埃塞俄比亚第二大咖啡出口目的地  埃塞俄比亚咖啡和茶

叶管理局数据显示，2017-2018 财年，美国仅次于沙特阿拉伯，成为

埃塞第二大咖啡出口目的地。2018-2019 财年，美国从埃塞进口了超

过 2 万公吨、价值 1.06 亿美元的咖啡，占到埃塞咖啡出口总量的 10%

和总价值的 16%。 

信息来源：埃塞俄比亚芳纳广播网，2019-06-18 

科特迪瓦和加纳大力支持可可产业发展  科特迪瓦制定了为期 9 年

的“提升可可产量以及附加值”计划，希望到 2023 年重新种植 80 万

公顷可可。加纳可可委员会则计划通过修复可可种植社区道路、解决

病虫害、改善营销设施以及提供种子、肥料和化学品等措施支持可可

产业。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6-20 

阿尔及利亚实现部分水果和蔬菜价格下降  阿尔及利亚贸易部长杰

拉布在国际博览会上表示，在政府的努力下，部分水果和蔬菜的价格

得以下降。主要做法包括开放全国 500 个邻近居民点的果蔬市场、针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8493.html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16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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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些产品（如土豆）采取去库存操作以及与消费者协会和代理商合

作组织宣传活动等。 

信息来源：阿尔及利亚阿新社，2019-06-22 

肯尼亚当地公司积极投入茶叶加工和包装业  在肯尼亚 Gazette 的公

告中，17 家本地公司正在寻求在肯尼亚从事茶叶加工和包装活动的

许可证。据悉，分别位于肯尼亚 Nyeri 县和 Narok 县的 Horera 茶叶厂

和 Mara 茶叶厂正在申请茶叶加工许可证；Bomet 县的 Greenfield 茶

叶厂正在申请茶叶包装行业的授权。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7-08 

肯尼亚 2018-2019年咖啡收入锐减  据内罗毕咖啡交易所市场报告显

示，因国际市场咖啡价格下降，2018-2019 年肯尼亚咖啡收入仅为 102

亿肯先令（约合 6.86 亿人民币），同比减少 26 亿肯先令。50 公斤装

的咖啡豆平均价格从去年的 21000 肯先令下降至 15000 肯先令，降幅

达 24.67%。 

信息来源：肯尼亚商业日报，2019-07-08 

马达加斯加重点发展香料产业  马达加斯加政府表示将继续支持香

草等优势产业发展，并将“促进农业相关领域投资”列入 2019 年重

点工作。日前，马达加斯加经济发展局（EDBM）发布马达加斯加香

料产业投资指南（Invest in the Spices Sector in Madagascar），为外国

投资者投资该领域提供信息指引。 

信息来源：驻马达加斯加使馆经商处，2019-07-11 

几内亚企业计划生产高质量棕榈油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报

道，几内亚新建企业 Eleis 计划生产高质量棕榈油，秉持质量重于数

http://mg.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906/20190602872159.shtml
http://mg.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906/201906028721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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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原则，生产可追溯、标准化的高质量棕榈油。 

信息来源：驻几内亚使馆经商处，2019-07-18 

畜牧业 

津巴布韦寻求乳制品投资推动自给自足  由于原料奶生产商无法满

足市场需求，津巴布韦每月进口奶粉和黄油的支出超过 700 万美元。

为此，津巴布韦政府正在与一个由当地和国际乳制品投资者组成的财

团进行谈判，以期达成乳制品投资协议，实现乳制品自给自足。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6-20 

苏丹牲畜疫苗接种计划成效显著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苏丹动物资

源部从 2013 年开始联合实施疫苗接种计划，为牲畜接种常见疾病疫

苗。预计到 2021 年，将实现为达尔富尔和西科尔多凡地区 70 万只牲

畜接种疫苗的目标。 

信息来源：African Farming，2019-06-24 

摩洛哥肉类食品卫生安全状况亮红灯  据相关卫生情况报告显示，摩

洛哥境内仅有 5 家屠宰场卫生达标。7 月 4 日，摩全国兽医协会宣布

停止对绝大部分地区出产的红肉进行卫生状况检查，直至相关屠宰场

卫生设备设施得到改善。 

信息来源：摩洛哥经济学家报，2019-07-07 

渔业 

阿尔及利亚计划从 2020 年起增加金枪鱼捕捞配额  阿尔及利亚农业

和渔业部长谢里夫〃奥马利近日表示，阿尔及利亚已提前用完今年捕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17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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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季的金枪鱼捕捞配额。2020 年捕鱼季将增加配额，以满足生产需

求。 

信息来源：阿尔及利亚阿新社，2019-06-30 

马达加斯加重点发展水产养殖业  马达加斯加政府已将“实施渔业和

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计划”列入 2019 年重点工作，并发布了马达

加斯加水产养殖业投资指南，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投资信息指引。 

信息来源：驻马达加斯加使馆经商处，2019-07-11 

农资和农贸 

冈比亚向农民分发肥料与花生种子  冈比亚政府实施农业援助计划，

于 7 月 2 日向全国农民分发了 6000 袋化肥和 1000 袋花生种子。该计

划是日本“贫困农民粮食安全项目”（KR2）的一部分，旨在协助政

府以折扣价出售化肥，帮助贫困农民发展生产力。 

信息来源：冈比亚旗帜报，2019-07-05 

坦桑尼亚政府将推出农业保险计划  受干旱、暴雨等极端天气以及病

虫害的影响，坦桑尼亚小农损失严重。近日，坦桑尼亚政府表示将推

出农业保险计划，以减少自然灾害给农民造成的损失，提高粮食安全，

吸引更多投资者加入农业行业。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7-19 

  

http://mg.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906/201906028721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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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非农业合作动态 

中国杂交水稻香飘尼日利亚  袁氏种业专家近日抵达尼日利亚，实施

万亩杂交水稻的规模种植。为了在没电的田间精选谷子，专家们从国

内带去了定制的手摇风车，使当地农民抛弃了传统的生产方式。未来，

尼日利亚有望在 2万公顷稻田种上杂交水稻，可比当地品种增产 1倍。 

信息来源：走进非洲，2019-06-19 

中国科学院向赞比亚移交农业遥感监测数据产品  6 月 20 日，中国

科学院向赞比亚农业部移交了赞比亚全国尺度 10 米分辨率高精度耕

地分布数据产品，有助于赞比亚农业部门掌握确切耕地分布，为进行

科学合理农业规划、土地管理提供依据，加强赞比亚粮食安全。 

信息来源：新华非洲，2019-06-20 

李连和大使会见阿尔及利亚农业部部长谢里夫  6 月 20 日，李连和

大使会见阿尔及利亚农业、农村发展和渔业部部长谢里夫。李连和大

使表示，中阿关系十分友好，农业合作是中阿友好合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方高度重视同阿尔及利亚的关系，愿进一步加强两国在农业等

各领域合作，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信息来源：驻阿尔及利亚使馆经商处，2019-06-20 

张学谦参赞出席中国援塞拉利昂物资移交仪式  中国援塞拉利昂第

13期农业技术合作项目物资移交仪式在塞首都弗里敦奥古农场举行。

驻塞拉利昂使馆经商参赞张学谦出席并表示，中国自上世纪 70 年代

起即向塞派遣农业专家开展技术合作，数以千计的塞农民从中国援助

农业技术合作项目中受益。鉴于塞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并致力于

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中方将继续与塞方密切配合，通过粮食援助、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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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合作等举措，不断提高塞粮食自给能力，为塞农业发展提供更

多力所能及的帮助。 

信息来源：驻塞拉利昂使馆经商处，2019-06-20 

肯尼亚将在中国建立花卉分销中心  肯尼亚将在中国湖南开设花卉

分销中心，旨在建立中肯鲜花产品的直接销售联系，并扩大对中国市

场的出口。据悉，肯尼亚国营出口促进委员会、肯尼亚花卉理事会和

大型花卉生产商将与中国企业签署谅解备忘录，合作运营该中心。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6-21 

援冈比亚农业技术援助项目实施协议在长沙签署  中国商务部经济

合作局艾音方副局长与冈比亚农业部部长艾米·法布瑞近日签署了援

冈比亚农业技术援助项目实施协议。该项目是中冈两国自 2016 年复

交以来首个技术援助项目，也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八大行

动”农业领域的重要举措，中方高度重视，目前已派出农业专家赴冈

开展工作，此次实施协议的签署标志着项目实施取得又一重要进展。 

信息来源：驻冈比亚使馆经商处，2019-06-26 

袁隆平：让杂交水稻在非洲扎根  6 月 27 日，在长沙“中非经贸博

览会”期间的“2019 中非稻作发展研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袁

隆平宣布，我们将每年派出青年科学家前往非洲相关国家，从事杂交

水稻的科研、推广、普及工作，薪火相传老一辈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衣

钵，继续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农业和水稻，提高非洲国家的粮食安全，

让杂交水稻技术在非洲扎根。 

信息来源：科技日报，2019-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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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机在非洲大显身手  6 月 27 日，在中非农业合作发展研讨会

上，中非双方嘉宾就中非农业合作政策、中非农业合作实践等进行了

深入交流，为中非双方建立利益联结机制以及提升非洲农业机械、农

业技术水平共商对策，让中国先进农业机械在非洲热土作出更大贡献。 

信息来源：走进非洲，2019-06-27 

中企助力乌干达“荒地变良田”  乌干达中资民营企业中亿农业园借

助自然优势，运用工业化生产方式，使水稻种植的各个环节分别由区

块经理组织完成，实现了“全年播种、全年收割、全年销售”的农业

流水线生产模式。中国专家带动乌干达农民种植水稻，将荒地打造成

万亩良田，打造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为乌干达实现粮食自给贡献力

量。 

信息来源：新华社，2019-06-28 

我国杂交水稻在马达加斯加创高产纪录  在袁隆平院士的指导下，中

国农业技术专家成功培育出 3 种适合马达加斯加当地土壤气候的高

产杂交水稻种子。使用后，水稻产量达到每公顷 10.8 吨，远高于当

地平均每公顷 3 吨的产量。 

信息来源：央视新闻，2019-06-28 

中方计划投资尼日利亚农产品加工业  由于尼日利亚在提供优质农

产品加工产品方面相对落后，中国投资者计划投资尼日利亚农产品加

工区，从农业到制造业的延伸将大大带动尼日利亚农产品加工业的发

展。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8-08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18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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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项目动态 

中国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与非洲绿色革命联盟联合举办 

“加强非洲政府国家能力建设——中国农业转型学习交流项目” 

 
1. 中国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李志平副主任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2. 来自尼日利亚、肯尼亚、莫桑比克、加纳的 14 名学员以及世界银行、国际食

物政策研究所的代表与中国农机企业代表进行现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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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员实地考察湖北省安陆市禾丰粮油集

团，工作人员现场展示水稻育秧设备。 

4. 安陆市禾丰粮油集团员工为学员介绍水

稻插秧机的使用方法及成本投入。 

  

5. 学员现场参观大米加工、包装流水线。 6. 学员考察湖北省仙桃市中垦集团锦绣

华农公司种植的优质高产杂交水稻试验

田。 

  

7. 学员在仙桃市农机交易市场了解农药喷

洒无人机的作业方法和使用成本。 

8. 学员参观湖北大地国际经济合作有限公

司农业大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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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项目总结会上，全体学员畅谈此次中国学习之行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