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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国家和地区援非农业动态 

日本与冈比亚签署粮食援助协议  日本驻塞内加尔大使荒井达男与

冈比亚外长坦加拉在班珠尔签署总额为 233 万美元的粮食援助协议。

坦加拉表示，冈比亚将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农业投资、基础设施和青年

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合作。 

信息来源：冈比亚旗帜报，2019-10-07 

欧盟支持培训利比里亚渔业及水产养殖管理人员  受欧盟支持，利比

里亚渔业及水产养殖管理局（NaFAA）在梅苏拉多码头区为 200 多名

管理局员工举行为期两天的“互联网展望”技术培训。欧盟顾问里德

表示，希望通过培训，加强利资讯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吸引更多投

资。 

信息来源：利比里亚首页非洲报，2019-10-16 

德国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农业贷款  埃塞俄比亚农业部、国家开发银行

与德国国家开发银行 KFW 签署贷款协议，获得德国 1500 万欧元资

金，用于农业机械化发展和能力建设。 

信息来源：埃塞俄比亚每日观察报，2019-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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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组织援非动态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利比里亚开展牲畜安全培训  在美国国际

开发署（USAID）的资金支持下，FAO 与利农业部密切合作，为 24

名牲畜生产和检疫人员以及 Cuttonton 大学员工举办了为期三天的牲

畜安全能力培训，以加强食品安全、肉类健康。 

信息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2019-08-22 

世界银行（WB）向布基纳法索提供农业贷款  WB 向布基纳法索提

供 2 亿美元的国际开发协会（IDA）优惠贷款，以提高小农和农业企

业的生产率和商品率。 

信息来源：世界银行，2019-08-30 

非洲开发银行（AfDB）赠款支持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肥料价值链建

设  AfDB 和非洲肥料与农业综合企业伙伴关系（AFAP）将签署两

项赠款协议，在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实施肥料贸易信贷担保项目以支

持肥料价值链建设，提高坦桑尼亚和尼日利亚的肥料进口和分销能力。 

信息来源：非洲开发银行，2019-09-05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为埃塞俄比亚提供紧急牲畜应对措施  在联

合国中央应急基金（UN CERF）和欧洲委员会人道主义援助部（ECHO）

的资助下，FAO 向埃塞俄比亚受干旱影响的农牧区提供紧急牲畜应

对措施，并帮助农户出售牲畜。 

信息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2019-09-18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援助利比里亚改善家禽饲料生产  FAO 与

利比里亚内政部、农业部签署促进家禽饲料生产技术合作项目协议，

提供 43.6 万美元的资金援助，在两年内帮助当地农户改善玉米生产，

建设玉米加工、处理、干燥、仓储等设施，降低牲畜和家禽的养殖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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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成本，从而提高饲料生产商和家禽养殖户的利润。 

信息来源：利比里亚内政部，2019-09-19 

非洲开发银行（AfDB）向几内亚提供融资扶持农业企业  AfDB 向

几内亚 VISTA 银行提供 800 万美元融资，用于扶持几内亚中小农业

企业。 

信息来源：驻几内亚使馆经商处，2019-10-08 

非洲开发银行（AfDB）等贷款支持加纳可可生产  AfDB、瑞士信贷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加纳可可委员会签署了一笔 6 亿

美元的贷款协议，以提高加纳的可可生产能力。 

信息来源：非洲开发银行，201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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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洲农业发展动态 

粮食作物 

科特迪瓦计划到 2025 年实现大米自给自足  科特迪瓦新任水稻种植

促进部长加乌苏〃图雷表示，承诺到 2025 年实现科特迪瓦大米自给

自足，到 2030 年实现对外出口大米。 

信息来源：科特迪瓦博爱晨报，2019-09-05 

尼日利亚水稻需求量将持续增加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发布的

尼日利亚水稻产业年度报告指出，受尼日利亚人口快速增长（今年底

将突破 2 亿）、城市化、消费习惯改变和粮食人道主义援助等因素影

响，尼水稻需求量将持续增加。尼日利亚政府将农业作为促进经济增

长的关键产业，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商业化。 

信息来源：埃塞俄比亚每日观察报，2019-10-21 

坦桑尼亚玉米价格近期上涨  由于肯尼亚当地玉米收割时间推迟，需

求旺盛造成玉米短缺，肯依赖于从坦桑尼亚进口玉米，导致坦玉米价

格开始攀升。据调查显示，目前每公斤玉米粉售价在 1500 坦先令（0.6

美元）至 1800 坦先令（0.7 美元）之间，而上季度价格在 1000（0.4

美元）至 1200（0.5 美元）之间。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每日新闻，2019-11-06 

经济作物 

坦桑尼亚本年度咖啡豆产量大幅增长  坦桑尼亚咖啡协会执行主席

普里默斯〃基马尔约日前表示，得益于本年度良好的气候条件，2018

年至 2019 年，坦咖啡豆产量约达 65500 吨，比上一年度同期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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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0 吨，创近四年最高纪录。 

信息来源：走进非洲，2019-08-26 

科特迪瓦到 2021 年将拥有世界最大可可豆加工厂   科特迪瓦

MICAO 可可豆加工厂目前正在实施扩建工程。该工程总投资 720 亿

西郎（约合 1.1 亿欧元），预计到 2021 年竣工后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可

可豆加工厂，科将成为世界可可豆加工产量最大的国家。 

信息来源：科特迪瓦博爱晨报，2019-08-31 

坦桑尼亚建成茶叶国际拍卖中心  坦桑尼亚工贸部部长巴尚瓜表示，

在达累斯萨拉姆市建成的茶叶国际拍卖中心，将更好地推广本土茶叶

品牌，便利茶叶出口销售。农户和经销商不需再赴肯尼亚蒙巴萨销售

茶叶，产品运输成本大大降低，农民收益大幅提高。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每日新闻，2019-09-03 

加纳可可产业获得资金支持  加纳可可委员会（COCOBOD）签署了

一项 13 亿美元的贷款协议，这些资金将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

改善加纳可可产量，确保农民及时得到劳动报酬。 

信息来源：African Farming，2019-09-18 

摩洛哥椰枣年创收 20 亿迪拉姆  摩洛哥农业部近日表示，今年摩椰

枣创收 20 亿道拉姆（约合 2 亿美元）。据悉，椰枣是摩东部绿洲城镇

的支柱产业，收入约占当地农业收入的 60%，而摩有 200 多万人在椰

枣行业工作。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11-05 

突尼斯有望成为世界橄榄油第二大出口国  突尼斯农业、水资源和渔

业部负责人 Ezzedine Chalghef 表示，预计 2019-2020 年突橄榄油产量

将达到 35 万吨，有望重新成为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仅次于西班牙。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2060.html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2060.html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14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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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11-08 

畜牧业和渔业 

坦桑尼亚与盖茨基金联手促进养牛业发展  坦桑尼亚政府与盖茨基

金联手推动一项养牛产业新举措，即实施为期三年的农业转型工程，

通过新建和维护牛浸池，减少病害，实现养牛数量大幅增加。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公民报，2019-09-10 

坦桑尼亚渔业产量持续走高  2018-2019 财年，坦桑尼亚渔业产量超

过 44.8 万吨，总值超过 2 万亿先令（约合 8.72 亿美元），成为非洲最

大的鱼类产品出口国之一，坦政府预期下财年渔业产量将增至 70 万

吨。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公民报，2019-09-16 

农资和农贸 

加纳全国最大的化肥混合厂落成  加纳东部的 Asuboi 地区投产了一

座化肥混合厂，日产混合化肥 2400 吨。该厂能根据土壤和作物的特

定需求，生产混合化肥。据悉，该厂是加纳全国最大的化肥混合厂。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8-27 

乌干达将建设灌溉系统以推进农业发展  乌干达议会国民经济委员

会日前通过一项贷款申请，乌政府将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太阳能灌溉系

统，以保障农业供水安全，提高农业产量。 

信息来源：乌干达新景报，2019-08-29 

乌肯两国总统就双边食糖贸易进行沟通  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与肯

尼亚总统肯雅塔在出席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期间，就乌干达食糖出

口肯尼亚事宜进行沟通。如达成共识，乌将成为东非地区的食糖出口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18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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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 

信息来源：乌干达新景报，2019-08-29 

莫桑比克第 55 届马普托国际博览会（FACIM）召开  第 55 届马普

托国际博览会（FACIM）于 8 月 26 日到 9 月 1 日在莫桑比克马普托

省举办。该展会为工农业生产者，以及贸易和投资者提供交易和服务

平台，促进生产、贸易和消费。 

信息来源：莫桑比克国家报，2019-08-26 

坦桑尼亚政府允许自由出口农产品  坦桑尼亚农业部长杰菲特·哈桑

加表示，坦拥有足够的粮食储备，政府将不再限制农产品出口贸易。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每日新闻，2019-09-15 

几内亚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  几内亚总统孔戴在接受《美国之音》

记者采访时表示，几内亚政府今后发展经济的主攻方向除大力吸引外

国投资外，还要大力发展农业、农副产品加工业。 

信息来源：驻几内亚使馆经商处，2019-09-19 

农业是非洲企业创业成功的重要领域  非洲开发银行主席 Adewumi 

Adesina 近日在尼日利亚做了题为“非洲的未来：大学要向支持企业

创业转型”的演讲。他认为农业是支持创业的重要领域，条件成熟，

极有可能成为未来非洲出亿万富翁的产业，并强调到 2030 年，非洲

农业产业规模将达到 1 万亿美元。 

信息来源：埃塞俄比亚每日观察报，2019-11-04 

农业合作项目 

利比里亚可可产业发展获新一轮资金支持  利比里亚向国际农业发

展基金（IFAD）贷款 1191 万美元用于林业作物扩展项目二期。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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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将恢复废弃的种植园，帮助洛法郡等地小农户提高可可种植产量并

改善收获后加工、仓储和销售环节，预计将惠及约 10000 名小农户。 

信息来源：利比里亚新晨报，2019-09-19 

非洲农业适应倡议第二届年度部长会议在摩洛哥召开  11 月 5 日，

非洲农业适应倡议第二届年度部长会议在穆罕默德六世理工大学召

开，摩洛哥农渔大臣与国际组织代表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包括与联

合国粮农组织达成了一项在非洲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农业投资计划的

协议，旨在促进南南合作；与非洲开发银行签署了一项关于发展气候

智能型农业的投资计划，旨在确保粮食安全。 

信息来源：驻摩洛哥使馆经商处，2019-11-05 

坦桑尼亚特色农产品在中国进博会上大受欢迎  据报道，在第二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坦桑尼亚特色农产品腰果、咖啡等大受欢迎。

坦桑尼亚工贸部长巴尚瓜表示，坦希望增加对华出口，进博会为此提

供了很好的平台。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每日新闻，2019-11-08 

孟加拉国与尼日利亚签署农业双边协议  孟加拉国驻尼日利亚高级

专员 Shameen Ahsan 先生近日表示，该国将与尼日利亚在农业领域签

署协议，以建立更好联系促进两国商业发展。 

信息来源：尼日利亚今日报，2019-11-14 

埃塞俄比亚将与韩国进一步加深农业领域合作  埃塞俄比亚和韩国

商业论坛在亚的斯亚贝巴举办，共有 90 多家两国企业参加。埃塞俄

比亚国务部长表示，埃塞政府支持外国企业前来投资，特别欢迎韩国

企业投资农业与农产品加工等领域。2018 年两国贸易额达到 18 亿美

元，埃塞向韩国出口咖啡、油籽和谷物等，主要进口韩国的药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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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和电子设备。 

信息来源：埃塞俄比亚每日观察报，201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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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非农业合作动态 

中国向肯尼亚捐赠 3 万袋大米  根据肯尼亚国家干旱管理局（NDMA）

的数据，受干旱影响，约 250 万肯尼亚人面临饥饿。肯尼亚已获得中

国捐赠的 3 万袋大米，此批大米是中国政府承诺捐赠 1.1 万吨大米的

一部分，以帮助肯尼亚对抗干旱。 

信息来源：African Farming，2019-08-30 

中国支持南苏丹落实重振和平协议首批援粮顺利交接  为支持南苏

丹落实重振和平协议，推进和平进程，中国政府决定向南苏丹提供一

批援助物资。首批运抵的粮食援助交接仪式于 9 月 2 号在南全国过渡

预备期委员会（NPTC）物资仓库前举行。 

信息来源：驻南苏丹使馆经商处，2019-09-02 

中国农业专家助力安哥拉马铃薯产业发展  由中国科技部国际合作

司主办，黑龙江农科院、江洲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马铃薯

高效生产及病害检测技术应用国际培训班”日前在安哥拉万博省举行。

此次培训班招收了安哥拉从事马铃薯研究、教学和生产推广工作的

20 名学员，帮助安哥拉培养更多农业技术人才，提升农业生产能力。 

信息来源：新华非洲，2019-09-08 

山东企业积极开拓肯尼亚农产品市场  第二届肯尼亚—山东商品展

和中国（山东）—肯尼亚经贸合作论坛暨山东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

全示范省全球路演（肯尼亚站）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中肯农产

品和农机装备合作成为展会亮点。多家山东企业表示，希望积极开拓

肯尼亚市场，助力肯尼亚发展农业。 

信息来源：新华非洲，2019-09-12 

中非共和国总统参观中国援中非菌草种菇技术生产线  日前，中非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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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总统图瓦德拉来到中非农学研究院，参观由福建农林大学菌草专

家指导建立的中非首条菌草种菇技术生产线。图瓦德拉表示，菌草技

术打破了中非野生蘑菇生长的季节限制，可缓解中非粮食安全问题，

将切实造福中非百姓。 

信息来源：新华非洲，2019-09-15 

中国同多哥签署农业技术援助项目交接证书  9 月 18 日，中国驻多

哥大使巢卫东和多哥农业、畜牧业与渔业部长巴塔卡签署了援多哥第

六期农业技术援助项目交接证书，并就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农业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交换了意见。 

信息来源：直通非洲，2019-09-18 

中国与非盟将加强粮食减损领域合作  非盟总部召开的有关粮食的

会议上，中方和非盟与会代表都认为，应进一步加强在粮食减损方面

的合作，通过介绍中国粮食减损的管理经验和相关技术，深化双方合

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信息来源：新华网，2019-09-19 

首届中纳农业培训班在纳米比亚开班  10 月 9 日，首届中纳农业培

训班开班式在纳米比亚中北部城市奥塔维举行，张家口农业科学院的

三位专家专程赴纳展开为期 6 天的培训，从谷子、马铃薯和农业机械

三个方面与纳学员进行交流。 

信息来源：新华非洲，2019-10-10 

塞舌尔输华野生海捕水产品检验检疫合作机制建立  11月 11日至 13

日，中国海关总署倪岳峰署长率团访问塞舌尔，与塞舌尔副总统文森

特〃梅里顿共同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包括双方将建立塞输华野生海捕

水产品的检验检疫合作机制，保障产品质量安全，加强双方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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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塞水产品对华出口创造了条件。 

信息来源：驻塞舌尔使馆经商处，2019-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