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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国家和地区援非农业动态 

德国向阿尔及利亚撒哈拉难民营提供粮食援助   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接受德国政府的 100 万欧元援款，用于向阿尔及利亚的撒哈

拉难民提供基本粮食需求。WFP 每月向每个受益人提供食物配给，

包括谷物（大米、大麦和小麦粉）、豆类、植物油、糖和强化混合食

品等。 

信息来源：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08-06 

日本向布隆迪提供资金援助预防营养不良  日本向布隆迪援助 100

万美元帮助其预防慢性营养不良，并为布隆迪北部基隆多省的孕妇、

哺乳期妇女和两岁以下儿童的弱势家庭提供食物援助。该项目由世界

粮食计划署（WFP）、公共卫生部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共同运作。 

信息来源：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08-08 

韩国国际合作署向埃塞俄比亚提供资金援助  韩国国际合作署宣布

将向埃塞俄比亚提供 1 亿美元资金援助，帮助其建立一批优质工程。

韩国国际合作署驻埃副主任 Kim Su Jin 称，工程将优先投资制造业、

农业加工业，帮助埃塞俄比亚实现其 2025 发展计划。 

信息来源：埃塞俄比亚每日观察报，2019-08-26 

微软支持非洲发展现代农业技术  微软推出 4Afrika（为了非洲）计

划，与非洲绿色革命联盟合作，共同开发适用非洲的现代农业技术，

探索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精准农业，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民收

入。4Afrika 项目负责人表示，农业是微软优先投资领域，微软相信

技术革新能够极大的促进非洲农业转型。 

信息来源：埃塞俄比亚每日观察报，2019-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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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非百名领导人论坛即将召开  2019 年秋季百名领导人论坛将于

17-18 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促进非洲工业化和

制造业发展，创造增值、就业与财富。论坛由盖茨基金会创办的全球

发展计划主办，邀请非洲和美国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领导人，就有关议

题共同开展讨论。 

信息来源：埃塞俄比亚每日观察报，2019-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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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组织援非动态 

非洲经济委员会（ECA）就创新和农业投资达成协议  ECA 和磷酸

盐集团（OCP SA 前称 Cherifien）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加强将科

学方法和技术用于农业创新和投资方面的合作。该协议旨在促进非洲

的农业和商业生态系统，并为实现非洲大陆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更有力

的贡献。 

信息来源：African Farming，2019-07-19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启动新农村金融项目推动莫桑比克农村

企业发展  7月 15日 IFAD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启动了一项新的农

村企业融资项目（REFP），该项目将帮助莫桑比克 10 个省的约 28.8

万名从事农业、渔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农村人口接入国家和区域市场。 

信息来源：国际农业发展基金，2019-08-08 

非洲的主要发展伙伴联合解决非洲饥饿问题  非洲的发展伙伴承诺

汇集资源，以应对非洲大陆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该活动的重点是加强

和加快支持非洲粮食安全计划，并通过加强伙伴关系，协调、帮助非

洲农业适应气候变化。 

信息来源：非洲开发银行，2019-08-08 

非洲开发银行（AfDB）吸引中国投资发展非洲农加工园区  尼日利

亚非洲开发银行会见了中国私营部门，通过伙伴关系吸引投资，发展

非洲特殊农加工园区（SAPZs）。AfDB 总裁与尼日利亚副总统重点讨

论了中国的直接投资和与尼日利亚农业企业的合作关系，以及与尼日

利亚政府和农业企业合作开发农业工业园区等事项。 

信息来源：非洲开发银行，2019-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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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敦促非洲各国规范城郊畜牧业发展  FAO

近期在加纳发布了一系列报告，称非洲城郊畜牧业的无序发展将对城

市公共卫生构成威胁。非洲各国需要进一步规范畜牧业尤其是城郊畜

牧业的发展，并向养殖者普及合理使用抗生素、安全处理废弃物等科

学养殖方法。 

信息来源：冈比亚自由报，2019-08-16 

世界粮食计划署（WFP）援助莫桑比克受艾德飓风影响的家庭  WFP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近日在莫桑比克索法拉省启动了一项联合代金

券计划，以解决受艾德飓风影响脆弱家庭的基本食物、卫生和家庭需

求，改善家庭营养和卫生安全。 

信息来源：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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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洲农业发展动态 

粮食作物 

非洲粮食安全领导人会议聚焦非洲粮食安全  非洲粮食安全领导人

对话会议在卢旺达基加利举行。会议聚焦于不断恶化的非洲粮食安全

状况，呼吁非洲建立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体系，激励农业投资，以遏

制不断恶化的粮食安全危机。 

信息来源：卢旺达新时代报，2019-08-06 

冈比亚今年粮食歉收  据报道，由于冈比亚今年降雨量偏少，粮食可

能歉收。冈比亚农民表示，近两个月来，雨水稀少，持久的干旱不利

于作物生长，甚至不少作物已经干枯而死，粮食歉收不可避免。 

信息来源：冈比亚自由报，2019-08-21 

乍得工商会实地考察苹乐玉米粉厂  7 月 18 日，乍得工商会主席阿

尔金赴苹乐玉米粉厂进行实地考察并表示，苹乐玉米粉厂是乍得农产

品加工业发展的典范，不仅采购大量玉米、提供优质价廉产品，还促

进了乍得农产品种植业和加工业发展。 

信息来源：驻乍得使馆经商处，2019-08-21 

经济作物 

尼日利亚近五年进口棕榈油花费 14 亿美元  据全球进口数据显示，

尼日利亚从 2014 年至 2019 年上半年共进口了 204 万吨棕榈油，花费

约 14 亿美元。尼日利亚主要从马来西亚、贝宁和科特迪瓦进口棕榈

油，弥补供应短缺。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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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蓝莓预计大幅增产  南非浆果生产者协会（SABPA）采集的数

据显示，南非今年蓝莓产量预计达到 17000 吨，相比去年增长约 45%。

南非蓝莓出口占其国内产量的 70%，因此将带动出口增长。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8-12 

肯尼亚将在沿海地区建立椰子加工厂  肯尼亚将投资 226 万美元在

沿海地区的 Mtwapa 建立椰子加工厂。该椰子加工厂将由肯尼亚农业

研究所建造，由棕榈酒合作社和私人投资者管理，由当地政府监督。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8-13 

乌干达发布新的棉花产业战略  该战略计划投资建设 5 家纺织厂，以

提高棉花附加值。同时，为棉花、纺织和服装行业创造约 5 万个就业

岗位，每年出口创汇 6.5 亿美元。 

信息来源：乌干达每日观察报，2019-08-16 

乍得棉花产量预计增长 56%  乍得棉花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

棉农欠款问题得到解决，大大提高了棉农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吸引

了许多改种其他经济作物的棉农回归。截至目前，本年度植棉面积已

达 30 万公顷，棉花产量预计将达 2.5 万吨，同比增长 56%。 

信息来源：乍得进步报，2019-08-19 

坦桑尼亚糖需求量将同比增长 16%  坦桑尼亚农业部副部长表示，

由于新产业发展带来的工业用糖量增长，今年坦糖需求量从上年的

61 万吨增长至 71 万吨。据报道，坦政府认为进口糖阻碍了本国生产

的发展，因此宣布禁止糖进口，鼓励民众购买本国生产的糖，以支持

本国糖厂发展。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每日新闻，2019-09-19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19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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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启动首个竹子发展战略  埃塞俄比亚启动首个竹子开发

利用战略，开发竹子资源，增加就业，减少贫困，缓解气候变化引起

的土壤退化，发展绿色经济。国际竹子和棕榈藤协会正在实施“荷兰-

中国东非竹子开发项目”，项目由中荷两国政府支持，埃塞俄比亚是

项目受益国之一。 

信息来源：埃塞俄比亚每日观察报，2019-10-11 

畜牧业 

冈比亚畜牧业发展受疾病和水资源制约  在冈比亚农业部长与牧民

近期的一次会见上，牧民们向部长反映疾病和缺水等因素严重制约畜

牧业的发展。他们表示，大多数牲畜都因疾病和缺水而死亡，希望有

关部门能够派更多的兽医和技术人员照料、治疗牲畜，并帮他们修建

水井和储水池，以减少损失。 

信息来源：冈比亚观点报，2019-08-23 

农资和农贸 

纳米比亚与津巴布韦达成贸易协议  纳米比亚计划从津巴布韦进口

新鲜水果和蔬菜，以满足纳米比亚对水果和蔬菜的需求。纳米比亚国

际关系与合作部长表示，两国已经开始实施协议条款，纳米比亚的任

务是确定进口的农产品类别，津巴布韦下一步将访问并考察纳米比亚

市场。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8-02 

非洲新兴农业技术市场价值 53 亿欧元  据农业农村合作技术中心消

息，非洲的新兴农业技术市场价值 53 亿欧元。移动数字和区块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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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将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能有效改善粮食安全水平，减

少贫困并促进非洲大陆经济整体增长。 

信息来源：全非网，2019-08-12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将为农产品开辟更多市场渠道  南非总统拉马

福萨表示，南非承诺与非洲大陆其他国家一道，为该地区生产的商品

在南非和其他地区开辟市场。南非农业商会表示，最近成立的非洲大

陆自由贸易区将为南非产品打开更多市场渠道。 

信息来源：南非独立传媒网站，2019-08-20 

加纳总统出席农机化企业中心仪式  加纳总统 Nana Akufo-Addo 出

席农机化企业中心仪式，现场推介拖拉机、耕地机等各式设备。建立

农机化企业中心是政府推广农业机械化的重要举措，旨在让买不起农

业机械的农户也能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农机服务。 

信息来源：全非网，2019-08-21 

农业合作项目 

尼日利亚总统要求中央银行停止向食品进口商提供外汇  尼日利亚

总统布哈里表示，他已要求尼中央银行停止向食品进口商提供外汇，

外汇储备应得到严格保护和利用，以实现经济多元化，促进国内农业

发展，实现全面粮食安全。 

信息来源：路透社，2019-08-13 

埃及总统塞西为中东最大农业大棚项目二期揭牌  8 月 17 日，埃及

总统塞西在穆罕默德纳吉布（Mohamed Naguib）军事基地为节水农

业大棚二期项目揭牌。该项目包括 1300 个大棚，是中东最大农业大

棚综合体，面积达 1 万费丹（1 费丹为 0.42 公顷），预计年产 18.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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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蔬菜。 

信息来源：埃及每日新闻，2019-08-18 

埃及农业和土地开垦部考虑与泰国进行动物饲料和疫苗合作  埃及

是泰国在北非的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约 10 亿美元。泰国驻埃

使馆官员称，埃及农业和土地开垦部与泰国 Better Pharma 公司讨论

签署动物饲料和疫苗接种领域的合作协议。 

信息来源：埃及每日新闻，2019-08-21 

中国为埃塞俄比亚建造地球观察卫星  埃塞俄比亚太空科学技术院

正在安装卫星地面接收站，准备发射首颗地球观察卫星，用于气象监

测，以更好的做好农业规划、干旱早期预警和林业管理。卫星由中国

建造，价值 800 万美元。埃塞将成为继南非、埃及、尼日利亚、加纳、

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肯尼亚之后，第八个拥有卫星的非洲国家。 

信息来源：埃塞俄比亚每日观察报，2019-10-09 

四、中非农业合作动态 

中国向乍得提供紧急粮食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恩贾梅纳举行  中国

向乍得提供紧急粮食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举行。李

津津大使，乍得农业生产、灌溉和机械部长莉迪·贝阿桑达，乍得国

家粮食安全办公室主任哈里梅·阿布德拉赫曼等出席仪式。 

信息来源：驻乍得使馆经商处，2019-07-12 

中国与非洲签署稻米产业合作倡议  近期举行的首届中国-非洲经贸

博览会上，中国与非洲各国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中非水稻领域南南

和三方合作的倡议》，旨在利用合作伙伴优势，加强中非在水稻领域

的合作。根据联合倡议，有关非洲国家及该倡议的合作伙伴将考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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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稻米行业技术，并开展实验工厂，以实现中国农业技术本地化。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7-29 

中方计划投资尼日利亚农业  尼日利亚副总统 Yemi Osinbajo 在接待

中国投资者代表团时表示，尼政府对合作伙伴关系持开放态度，致力

于促进尼农业工业部门的蓬勃发展。中国代表团团长表示，中国投资

者计划投资尼农产品加工园区，将大大推动尼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8-08 

中国首次在几内亚举办农业培训班  首届几内亚农业技术及发展规

划海外培训班于 8 月 12 日在几首都科纳克里举行开班仪式。来自中

国的农业专家为 50名几内亚农业领域从业者提供为期 21天的技术培

训。据介绍，本届培训班有 11 名中方官员、农业专家和讲师向几内

亚学员传授理论知识，进行实验和现场教学，并介绍农业发展规划等。 

信息来源：新华非洲，2019-08-13 

中国助力尼日利亚农业现代化  尼日利亚农业发展落后，粮食无法自

给自足，大量依赖进口。中国在尼投资兴建农场，经历探索创新，终

于摸索出机械化水稻直播耕作模式、水田移栽耕种作业模式，建立了

种子生产管理体系，并获得了尼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推动了尼农业

现代化。 

信息来源：走进非洲，2019-08-14 

中国向埃塞俄比亚捐赠农业设备物资  中国向埃塞俄比亚捐赠农业

设备物资交接仪式在埃塞农业部举行，148 台农业设备物资被正式移

交给埃塞政府。这批设备物资包括：拖拉机和与之配套的旋耕机、播

种机、挂车，以及发电机、稻麦脱粒机、棉籽脱绒机、汽油机水泵、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19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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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投饵机等，将由埃塞农业部和中国援助埃塞高级农业专家组项目

共同用于农业技术试验示范和推广。 

信息来源：新华非洲，2019-08-16 

中国援布基纳法索小米种植示范技术援助项目组培训活动开班仪式

在瓦加杜古举行  8 月 19 日，中国援布基纳法索小米种植示范技术

援助项目组 2019 年农业技术培训班开班仪式在布首都瓦加杜古举行。

本次农业技术培训班为期 21 天，内容涵盖小米育种、栽培、植保以

及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及中国文化等方面内容，通过技术讲解、讨论

交流、田间实践等方式与布方学员分享中方在小米种植管理技术和育

种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成果。 

信息来源：新华非洲，2019-08-19 

驻中非使馆举办援中非菌草技术海外培训班开班仪式  2019 年 8 月

23日，驻中非使馆举办中国援助中非菌草技术海外培训班开班仪式，

共 100 余人出席本次活动。福建农林大学林辉老师总结了学员们在华

期间的学习情况，宣布 2019 年中非菌草技术海外培训班正式开班。 

信息来源：驻中非使馆经商处，2019-08-23 

我国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与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联合举办

非洲四国投资推介活动  9 月 6 日在喜来登长城饭店，中国农业农村

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与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联合举办非洲四国投资

推介活动。埃塞俄比亚、赞比亚、肯尼亚、莫桑比克四国的农业和商

务官员进行了农业和投资宣介，共有来自农业等领域的百余名企业代

表到会。 

信息来源：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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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项目动态 

中国—FAO—刚果（金）南南合作项目能力建设团一行 9 人来华调研

交流 

（南南合作系列连载之十二） 

 

1.中国—FAO—刚果（金）南南合作项目能力建设团一行 9 人与中国农业农村部

对外经济合作中心座谈，李志平副主任出席并致辞，国际组织处、FAO 驻华代

表处项目官员参加会议。 

 

2.代表团赴江西乐平市三王牧业考察湖羊养殖，企业负责人向大家介绍该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以及通过科学发展、健康服务，带动区县、乡镇

和周边广大农户发展种草养羊，实现共同致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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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代表团考察种羊养殖。 

 

4.代表团来到富有“华东蔬菜之乡”之称的

乐平市考察蔬菜种植，交流两国蔬菜种植经

验和对不同品种的需求。 

  

5.代表团实地考察江西九江市淡水养殖基地，

结合本国水产养殖情况，就鱼饲料生产、自

动投喂机的使用和产业链发展问题进行讨

论。 

6.代表团与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座谈。 

 

 

7.代表团赴浙江省湖州市荻港鱼庄参观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桑基鱼

塘，了解中国江南鱼米之乡的发展历程，探索“四大家鱼”立体养殖新模式和水

质自然净化的生态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