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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 年非洲重点作物生产情况和趋势 

粮食作物 

利比里亚政府向本国企业颁发大米进口许可配额  利比里亚政府向

本国企业颁发总额为 14.7 万吨的大米进口许可配额，以支持大米进

口市场发展。利政府表示还将在洋葱、冷冻食品等领域扩大本国企业

进口配额。 

信息来源：利比里亚通讯社，2019-01-09 

莫桑比克农业现代化水利项目助力水稻种植  可持续土地和水资源

管理项目是莫桑比克政府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项目之一，重点是建设水

利基础设施，以调节自然地表径流和控制洪水，成功解决了莫桑比克

农村地区的供水危机，使水稻能够在莫桑比克 Massangena 地区种植。 

信息来源：非洲开发银行，2019-01-18 

卢旺达政府着手降低仓储环节粮食损耗  由于卢旺达储存技术落后

导致玉米黄曲霉素超标，每年由仓储环节造成的玉米损耗占到总产量

的 16%。为此，卢旺达政府制定 7 年计划，到 2024 年，仓储环节的

粮食损耗将从目前的 16%降至 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计划向

农民提供干燥设施，建设粮食仓库，以提高玉米存储质量。 

信息来源：卢旺达新时代报，2019-01-22 

利比里亚政府禁止面粉饼干等货物进口  近日，利比里亚政府宣布禁

止进口面粉、饼干等货物。商工部部长塔佩称，利制造商有能力生产

这些被禁商品，这是政府支持本国制造的政策体现。 

信息来源：利比里亚新闻报，2019-01-31  

加纳计划逐步停止进口大米  加纳农业部长表示，加纳力求在未来四

http://news.afrindex.com/g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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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五年内停止进口大米以节省资金。为此，政府计划大力发展农业，

采取收购补贴、良种优惠和农机免费等措施，提高国内稻米产量，降

低进口量。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2-18 

坦桑尼亚加强木薯加工能力并拓展国际市场  坦桑尼亚贸易、工业和

投资部副部长表示，该国新建的木薯加工厂已于 2019 年 1 月试生

产。应总理要求，小工业发展组织（SIDO）和工业研究与发展组织

（TIRDO）将为木薯加工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咨询。 

信息来源：每日新闻，2019-03-17 

尼日利亚成为非洲最大的稻米生产国  据尼日利亚稻农协会（RIFAN）

消息，目前尼大米年产量约为 800 万吨，已超过埃及成为非洲最大的

稻米生产国。埃及政府的限制种植，导致其大米产量下降了近 40%。 

信息来源：尼日利亚华人网，2019-03-22 

几内亚大米产量将大幅增长  得益于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几内亚

大米产量在 2018-2019 年种植季大幅上升，约达 160 万吨。按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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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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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部长表示，力争到 2025 年实现大米自给自足，到 2030 年实现大

米对外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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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受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化、消费习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15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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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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桑尼亚玉米价格有所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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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四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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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每日新闻，2019-11-06 

摩洛哥固定软小麦进口税以稳定市场  2019 年，摩洛哥谷物产量约

达 520 万吨，其中包括 260 万吨软小麦。摩洛哥预计将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固定 35%的软小麦进口税，以确保该商品的正常

供应并保持价格稳定。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12-26 

经济作物 

气候变化对咖啡生产威胁巨大  联合国经济和贸易司的报告显示，由

于气候变化和森林砍伐，世界上近 60％的咖啡品种面临灭绝的风险。

受影响较大的是栽培品种，如阿拉比卡咖啡、罗布斯塔咖啡以及野生

近缘咖啡品种。其中，阿拉比卡咖啡的故乡埃塞俄比亚受影响最为严

重。据预测，到 2080 年，埃塞适合种植咖啡的区域将减少 85％。 

信息来源：马达加斯加财政部网站，2019-01-25  

坦桑尼亚与肯尼亚采购商签署腰果销售协议  坦桑尼亚谷物和农产

品局与肯尼亚企业 IndoPower 在东非共同体总部签署 4180 亿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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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腰果销售协议。根据协议，坦将销售 10 万吨腰果给肯尼亚企业。

坦工业、贸易和投资部部长表示，第一批收购的腰果完成销售后，仍

有 11.3 万吨库存，而本国每年只能加工 5 万吨。因此，坦政府正

在与更多潜在买家进行协商，提高所收购腰果的对外出口。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每日新闻，2019-01-31   

利比里亚与 Golden-SIFCA 公司签署棕榈油加工厂投资协议  利比

里亚国家投资委与 Golden-SIFCA 公司签署了一项投资 3400 万美

元、持续 28 年的投资协议，约定在马里兰州的 Pleebo Sodoken 地

区投资建设棕榈油加工厂，处理能力为每小时 80 吨粗棕榈油。 

信息来源：利比里亚新闻报，2019-01-31  

坦桑尼亚政府着力提高咖啡产量  据坦桑尼亚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

尽管上一财年坦传统作物出口收入从 8.66亿美元上升至 11.52亿美元，

但咖啡和棉花的出口量在下降。因此，坦政府计划通过对农民进行现

代优质豆类种植培训，提高咖啡产量和出口量。该计划与农业非国家

行动者论坛（ANSAF）合作，在乞力马扎罗地区展开，共安排 130

名农学家接受培训，其中 30 名来自六大咖啡种植区，30％的学员是

女性。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公民报，2019-02-15  

肯尼亚牛油果出口大幅增长  肯尼亚牛油果年均产量 19.1 万吨，出

口约 1.15 万吨。2017 年起，肯成为非洲最大的牛油果出口国，需

求国主要是阿联酋、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 

信息来源：肯尼亚商业日报，2019-02-15  

科特迪瓦政府保障腰果产业发展  为保障腰果产业良性发展，科特迪

瓦政府制定了腰果质量标准及田间收购保护价。2019 年田间收购保



5 

护价为每公斤 375 西郎（约合人民币 4.32 元），内陆仓库保护价为

每公斤 400 西郎（约合人民币 4.61 元），港口仓库保护价为每公

斤 459 西郎（约合人民币 5.29 元）。 

信息来源：科特迪瓦阿比让新闻网，2019-02-21  

摩洛哥制糖业发展良好  在第三届国际糖业大会上，摩洛哥糖业协会

主席、糖业巨头 Cosumar 总裁 Mohamed Fikrat 表示，摩糖年产量

达 165 万吨，为五个种植甜菜和甘蔗地区的 8 万名农民提供了就业。

近年来，摩制糖业总投资额已超 10 亿美元。 

信息来源：摩洛哥经济学家报，2019-02-27 

乌干达政府调低咖啡产量目标  乌干达政府将咖啡产量预期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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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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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日利亚腰果出口商面临库存积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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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尼腰果

供应量很大，但仅有不到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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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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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从东非和西非国家进口量占 37.06％，非洲已成为

其最大的棉花来源地。 

信息来源：非洲棉花网站，2019-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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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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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专员表示，预计 2019-2020 年埃塞咖啡出口量将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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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尼亚近年鲜花出口额持续增长  尽管国际鲜花市场呈现过度供给，

2018 年肯尼亚鲜花出口额较 2017 年增长了约 38%，2019 年仍将增长

20%。 

信息来源：肯尼亚商业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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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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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8493.html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16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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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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府的努力下，阿尔及

利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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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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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日利亚近年进口棕榈油花费巨大  据统计，尼日利亚从 2014 年至

http://mg.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906/20190602872159.shtml
http://mg.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906/201906028721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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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上半年共进口了 204 万吨棕榈油，花费约 14 亿美元，主要从

马来西亚、贝宁和科特迪瓦进口，弥补国内供应短缺。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8-09 

南非蓝莓大幅增产出口  南非浆果生产者协会（SABPA）采集的数

据显示，南非 2019 年蓝莓产量约达 17000 吨，相比去年增长约 45%

其出口占到产量的 70%，将极大带动该国出口增长。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8-12 

乌干达发布新的棉花产业战略  乌干达计划投资建设 5 家纺织厂，以

提高棉花附加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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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得棉花产量同比增长约 56%  随着棉农欠款问题得到解决，乍得

棉农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同时吸引了许多改种其他经济作物的棉

农回归。本年度植棉面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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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桑尼亚本年度咖啡豆产量大幅增长  坦桑尼亚咖啡协会执行主席

日前表示，得益于 2018 至 2019 年度良好的气候条件，坦咖啡豆产量

约达 6.55 万吨，比上一年度同期增长了 1.85 万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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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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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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桑尼亚糖需求量大幅增长  坦桑尼亚农业部副部长表示，新产业发

展带来工业用糖量的增长，从去年的 61 万吨增长至今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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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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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11-08 

坦桑尼亚计划大幅增加腰果产量  坦桑尼亚农业部长宣布，坦政府计

划在未来四到五年内将腰果产量增加三倍，达到 100 万吨。根据坦腰

果委员会（CBT）的数据，当前坦桑尼亚腰果产量正以 450%的速度

增长，为整个价值链上的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11-26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14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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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将于 2020 年一季度对部分糖厂私有化  埃塞俄比亚财政

部国务部长表示，政府正在对现有共 13 个糖厂项目进行技术分析、

设施检查和社会影响评估，其中 6个糖厂将于 2020年一季度私有化。 

信息来源：埃塞俄比亚芳纳广播公司，2019-11-27 

畜牧业 

南非林波波省口蹄疫未影响肉类和奶制品  南非农林渔业部（DAFF） 

表示，南非林波波省 Vhembe 地区爆发的牛群口蹄疫（FMD）不会

影响人类，并且食用偶蹄类动物，如肉类和牛奶产品也不会受到影响。 

信息来源：African Farming，2019-01-25 

尼日利亚多措并举改善乳制品进口依赖  尼日利亚每年约花费 13 

亿美元用于进口牛奶、酸奶、奶酪、黄油等乳制品。这是由于当地乳

制品面临质量难以保证、饲料价格高昂、道路建设以及牛奶冷却设备

等基础设施薄弱、市场推广服务低效等挑战。因此，政府计划推出相

关举措，改善本国乳制品发展现状，包括鼓励工厂加工优质饲料以提

高奶牛产奶量、引进技术以改善饲养系统、鼓励加工以牛奶为原料的

增值品，如巴氏杀菌奶、超高温灭菌奶、酸奶、奶酪、黄油等。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2-14 

乌干达乳业合作社与奶农采用手机共享信息  一款由乌干达农业综

合企业发展中心、乌干达 Laboremus 科技公司以及荷兰合作银行基

金会共同研发的手机应用程序 Emata 问世。最先使用该应用程序的 

20 多个合作社可以收集有关乳品行业的产量信息，以及奶农的培训

和融资需求信息。奶农可以通过此应用程序获得低息贷款。该应用程

序可离线操作，且能在数据信号不稳定地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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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乌干达新景报，201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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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制品行业监管机构近日表示，为了弥补供应缺口，可能在今年从东

非共同体进口约 2 亿升牛奶。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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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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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兽医协会宣布停止对绝大部分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1491.html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17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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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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冈比亚畜牧业发展受疾病和水资源制约  冈比亚牧民们表示，大多数

牲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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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帮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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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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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业 

卢旺达渔业年产量到 2024 年将大幅增长  根据卢旺达第四个农业

转型战略计划，到 2024 年，卢渔业年产量将达到 11.2 万吨。为实

现这一目标，农业局将开展三项工作：一是鼓励投资规模化渔业养殖；

二是通过基金和保险支持小规模养殖，并提供先进的养殖技术；三是

除罗非鱼以外，进一步丰富其他鱼类养殖品种。 

信息来源：卢旺达新时代报，2019-01-20  

坦桑尼亚政府推动当地渔业公司实现国有化  成立于 1974 年的坦

桑尼亚渔业公司因经营不善陷入困境，坦政府积极通过振兴计划推动

该公司实现国有化。振兴计划包括加大政府投入和吸引外国资金，日

本拟出资 43 亿先令修建渔产品冷库并建造渔船，坦政府也拟为公司

添臵 2 艘大型渔船从事深海捕捞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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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坦桑尼亚每日新闻，2019-02-07  

坦桑尼亚停止进口鱼类保护渔业发展  坦桑尼亚政府正在采取措施

禁止进口鱼类，特别是来自中国和越南的鱼类，以保护当地渔业发展。

坦政府鼓励渔民组建渔业合作社，并对购买现代捕鱼设施（包括船只）

给予约 40％的补贴。此外，政府还计划引进大型渔船，并在印度洋

沿岸建立渔港。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2-14 

乌干达培育出短生长期罗非鱼  乌干达国家渔业资源研究所培育出

一种新鱼类品种“NARO 罗非鱼”，生长期从最初的 8 个月缩短到

6个月，这意味着渔民可节省饲料和养殖时间，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

目前，新品种鱼苗已分发给一些当地渔民养殖。 

信息来源：乌干达新景报，2019-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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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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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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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公民

经济赋权委员会（CEEC）被任命为该项目执行伙伴，其负责人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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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9927.html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1718.html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17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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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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万吨。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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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渔业部长表示，阿已提前用完今年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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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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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桑尼亚将大力发展桑岛周边捕鱼业  坦桑尼亚桑岛总统宣布，政府

将通过制定政策、提供现代化捕鱼工具等措施，开发桑岛周边渔场，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0953.html
http://mg.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906/201906028721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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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捕鱼业。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卫报，2019-12-05 

农资和农贸 

摩洛哥磷酸盐 OCP 集团新开设两家分支机构  摩洛哥磷酸盐巨头

OCP 成立了两家分支机构。一家是与西班牙生物科技公司（Fertinagro）

共同设立，主要从事高附加值化肥的生产和销售；另一家是 OCP 新

加坡服务和生产中心，旨在加强 OCP 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市场占

有率。 

信息来源：摩洛哥经济学家报，2019-01-10 

厄立特里亚 Danakil 公司融资获全额认购  厄立特里亚库鲁里钾盐

矿开发公司 Danakil 的 2 亿美元辛迪加融资工具已被全额认购，认购

方由非洲开发性金融机构——非洲进出口银行和非洲金融公司牵头。

该企业顺利融资预示着库鲁里钾盐矿开发建设将全面启动。  

信息来源：Proactive Investors，2019-01-18 

安哥拉将停止进口部分粮食并提高国内生产力  安哥拉经济和社会

发展部长表示，安哥拉政府已批准出口多样化和替代进口（PRODESI）

行动计划，以保护国内生产，同时着力提高该国农业生产力和竞争力，

实现粮食自给自足。按照实施步骤，首批选择 54 种粮食，主要面向

国有企业。 

信息来源：安哥拉通讯社，2019-01-22 

摩洛哥与欧盟签署农业协议加强农产品贸易  摩洛哥与欧盟签署农

业协议，通过增加出口保费等举措，帮助双方恢复农业贸易，加强摩

洛哥对欧盟的农产品出口供应，减少摩洛哥与欧盟的农产品贸易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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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保障农民利益，摩洛哥政府将采取相应激励措施。 

信息来源：摩洛哥经济学家，2019-01-22 

摩洛哥磷酸盐 OCP 集团在埃塞俄比亚设立分公司  摩洛哥政府批准 

OCP 在埃塞俄比亚设立分公司，注资 5 千万美元，OCP 与埃塞化

工集团分别持股 50%。 

信息来源：Telquel，2019-02-12 

东非共同体修订咖啡、茶叶和新鲜农产品出口规定  东非共同体秘书

处发布公告称，将修订五个成员国（包括肯尼亚、乌干达、布隆迪、

卢旺达和坦桑尼亚）咖啡、茶叶、可可及园艺产品的出口规定，以解

除相关产品出口到欧洲市场的限制。并称，东共体已与欧盟合作设立

立“欧盟－东共体市场准入升级项目”，以解决上述产品供应链的供

给侧和市场准入限制，使其与“技术性贸易壁垒”及“卫生和植物检

疫标准”相统一。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卫报，2019-02-15 

尼日利亚重点发展化肥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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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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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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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比亚旗臶报，2019-07-05 

坦桑尼亚政府推出农业保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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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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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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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满足市场需求。纳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表示，两

国已经开始实施协议条款，由纳确定进口农产品类别。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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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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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纳总统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  加纳总统出席农机化企业中心相关

活动时现场推介拖拉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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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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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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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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贷款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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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干达肯尼亚两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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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有望成为东非地区的食糖出口大

国。 

信息来源：乌干达新景报，2019-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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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农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18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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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驻几内亚使馆经商处，2019-09-19 

埃塞俄比亚将大力发展农业加工产业  埃塞俄比亚近期大力发展农

业加工业的几点做法：一是将在四个地方州建设综合农业加工产业园，

总投资额为 8422 万美元。二是财政部近期与阿拉伯非洲经济开发银

行（BADEA）签署意向性协议，旨在与非洲开发银行开展三方合作，

为埃塞综合农业产业园建设等提供融资支持，帮助建立农业产业链。

三是埃塞宝布拉综合农业产业园进展顺利，将于 2019-2020 财年内竣

工。 

信息来源：埃塞俄比亚先驱报，201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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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干达农业部长呼吁农民提高谷物加工质量  乌干达农业部长表示，

农民在收获农作物后未能科学加工处理，极大影响了乌干达农产品在

当地和国际市场上的质量，因此呼吁农民提高谷物加工质量。 

信息来源：乌干达新景报，2019-11-18 

埃塞俄比亚向外资企业开放小麦、食用油、糖等食品进口  埃塞俄比

亚政府决定允许外资企业从事包括小麦、食用油和糖等基本食品的进

口，以缓解通货膨胀压力。未来，赢得竞标的外资企业将能够通过政

府渠道向当地市场批发小麦、食用油和糖。 

信息来源：埃塞俄比亚报道者，2019-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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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比亚启动水稻价值链转型项目  冈比亚副总统图雷出席水稻价值

链转型项目启动仪式。该项目由非洲开发银行（AfDB）和冈比亚政

府共同出资，总额达 770 万美元，预计惠及约 500 个农业经营者和

15000 多个家庭。 

信息来源：冈比亚自由报，2019-11-27 

坦桑尼亚农业部为保护农业用地拟修订政策法规  坦桑尼亚农业部

长表示，坦许多适合耕种的土地已被非法挪作房地产开发等用途。为

此，农业部将着手修改相关政策与法规，以确保农业用地不被侵占，

从而扩大粮食产量，供应日益增长的坦人民。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每日新闻，2019-12-03 

坦桑尼亚政府欢迎企业投资化肥行业  坦桑尼亚农业部长表示，农肥

是农业生产最大的投入，为节省每年用于进口农肥的大量资金，促进

食品安全，欢迎投资者在坦桑尼亚建设化肥工厂，坦国政府已为化肥

生产提供原料做好战略性准备。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卫报，2019-12-04 

埃塞俄比亚成立 3 万个农业商业化小组  为提高小农户产量，埃塞俄

比亚成立了 3 万个农业商业化小组，组织 130 万农民采用统一的改良

种子、环保化肥以及技术和设备支持，提升玉米、小麦和芝麻的产量。

该项目由丹麦出资 4700 万欧元，荷兰 4250 万欧元，欧盟 1000 万欧

元。 

信息来源：埃塞俄比亚每日观察报，2019-12-13 

马拉维政府帮助小农生产向商业化转型  农业是马拉维经济支柱，

3/4 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但超过一半的农户耕地面积不足 1 公顷。

为此，政府启动 1.25 亿美元的投资项目，帮助 30 万小农户通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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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种植与创办加工企业实现由自给自足农业向商业化农业转型。 

信息来源：埃塞俄比亚每日观察报，2019-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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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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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严格保护和利用外汇储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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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考虑与泰国开展动物饲料和疫苗领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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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与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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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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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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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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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农业适应倡议第二届年度部长会议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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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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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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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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 年国际组织援非农业动态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FAO 为利比亚农业部门组织培训  FAO 与埃及国际农业中心（EICA）

合作，向利比亚农业、畜牧业和海洋财富部门提供培训，来自利比亚

东部、西部和南部的 11 名动物卫生专家接受培训。该培训计划由

EICA 提供，属于利比亚农业部门能力建设计划的一部分，旨在提升

利兽医疾病诊断能力和兽医服务规划能力，推动利农业部门的发展。 

信息来源：African Farming，2019-01-04 

FAO 积极帮助北非国家应对棕榈树害虫  红棕象鼻虫是一种源自东

南亚的昆虫，在近东和北非地区迅速传播，是世界上最危险和最具破

坏性的棕榈树害虫。FAO 正在开发移动应用程序，以帮助受灾地区

农民更好地监测和处理这一入侵性害虫，并建立全球平台，以便更好

地制定治理决策。 

信息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2019-03-10  

FAO 援助利比里亚发展可持续水稻生产  F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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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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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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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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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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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O 帮助莫桑比克灾后重建农业  莫桑比克总统宣布，国际捐助者

将投入 12 亿美元帮助受灾地区重建农业。F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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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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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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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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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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O 在尼日利亚分发公牛和其他牲畜  FAO 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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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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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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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2019-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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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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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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2019-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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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利比里亚农业部密切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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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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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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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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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计划署（WFP） 

WFP 恢复在埃塞俄比亚达瓦地区发放粮食  WFP 在埃塞俄比亚达

瓦地区分发援助粮食，提供包括谷物、豆类、油、玉米和花生等在内

的 1000 余吨粮食，共有 19.86 万名难民受益。 

信息来源：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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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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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使约 30 万人受益。 

信息来源：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04-15 

WFP向坦桑尼亚提供 60 万美元援助  据坦桑尼亚铁路公司和WFP

签署的备忘录，WFP 将向坦桑尼亚铁路公司提供 60 万美元援助资

金，用于维修其拥有的 40 节货车车厢。据悉，WFP 一直通过坦桑

尼亚铁路公司的货运服务，向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刚果（金）、

南苏丹等国的难民营运输粮食等生活物资。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卫报，2019-03-14 

WFP 与肯尼亚签订粮食安全协议  WFP 与肯尼亚就粮食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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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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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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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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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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卫生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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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 

IFAD 与埃及签署促进沙漠环境恢复力项目融资协议  IFAD 总裁和

埃及投资与国际合作部长签署总额 8160 万美元的促进沙漠环境恢

复力项目（PRIDE）融资协议，其中包括 100 万美元的 IFAD 赠款。

该项目将与埃及政府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通过恢复农田，

持续为青年农民提供创业机会，帮助其改善生计、减少贫困、提升粮

食和营养安全水平，并借鉴 IFAD 的经验在新土地上建设社区。 

信息来源：国际农业发展基金，2019-02-19 

IFAD 与塞拉利昂签署农业价值链发展项目协议  IFAD 总裁和塞拉

利昂财政部部长签署总额  7260 万美元的农业价值链发展项目

（AVDP）融资协议，其中包括 590 万美元的 IFAD 赠款。该项目

旨在通过投资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灌溉、道路、仓库、农民培训学

校等基础设施，帮助约 3.4 万个脆弱的农村家庭改善粮食和营养安

全并提高收入。 

信息来源：国际农业发展基金，2019-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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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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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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AD 和坦桑尼亚加强农村减贫伙伴关系  IFAD 主席前往坦桑尼亚

会见坦总统和其他高级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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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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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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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yonza 项目第一阶段的融资协议。该项目融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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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AD 启动新农村金融项目推动莫桑比克农村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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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AD 向利比里亚提供资金发展农业  IFAD 与利比里亚财政部就小

农户转型和农业企业振兴项目（STAR-P）援助 2300 万美元，用于扶

持博米州、大角山州、洛法州、宁巴州和马吉比州的小农业主改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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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蔬菜和油棕生产率并提高商业化程度。 

信息来源：利比里亚每日观察家报，2019-11-25 

世界银行（WB） 

WB 提供 2500 万美元贷款支持利比里亚新农业项目  世界银行批准

了国际开发协会（IDA）2500 万美元贷款申请，用于资助利比里亚小

农农业转型和农业企业振兴项目（STAR-P）。STAR-P 符合世界银行

结束极端贫困和促进共同繁荣的双重目标，以及利比里亚新政府正在

推出的优先事项。该项目将通过促进私营部门对选定价值链的投资，

提高 Bomi、Grand Cape Mount、Lofa、Nimba 和 Margibi 县农民生产

力和小农商业化程度，并帮助其解决日益恶化的贫困挑战。 

信息来源：世界银行，2019-01-15 

WB批准马达加斯加农业农村发展和土地管理项目  WB批准向马达

加斯加提供 5200 万美元的国际开发协会（IDA）优惠贷款，用于继

续支持其农业农村发展和土地管理项目。该项目自 2016 年 9 月实

施以来，已使 22.8 多万户当地农民受益。该项目还将进一步支持当

地政府实施国家土地认证战略，开展土地登记和农业统计工作，为政

府决策提供依据。 

信息来源：世界银行，2019-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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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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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世界银行，2019-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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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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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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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B 为赞比亚东方省农民提供培训   WB 与赞比亚政府共同向约

2000 名东方省农民提供培训，为农民提供创新性的农业技能。该项

目主要目标为减少森林退化、促进可持续的农业实践、改善农村生活

条件以及保护自然资源。 

信息来源：赞比亚每日邮报，201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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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开发银行（AfDB） 

AfDB 资助项目改善尼日利亚化肥产业现状   Indorama Eleme 

Fertilizer（IEF）项目是 AfDB 资助下公私合作（PPP）的成功案例。

Indorama 化肥厂每天生产 4000 吨尿素肥料，年产可达 150 万吨，

其中 40％用于尼日利亚营养植物，极大地提高了农业产量和农民收

入，并为尼日利亚创造了 5 万多个就业机会。该项目的发展目标是

使依赖化肥进口的尼日利亚（目前该国 80％的化肥消费来源于进口）

逐步实现自给自足，成为化肥的主要出口国。 

信息来源：非洲开发银行，2019-01-21 

AfDB 向几内亚提供 1100 万美元混合贷款用于发展农业  AfDB 

常驻几内亚首席代表与几内亚计划和经济发展部长签署了两份融资

贷款协议，其中一部分为无偿赠款， 另一部分为优惠贷款，合计 1100 

万美元。该资金将重点用于帮助几内亚博凯省和博法省发展农业，具

体项目包括开垦 237 公顷土地种植大米和蔬菜、修复 65 公里乡村

道路和新建农贸市场。 

信息来源：非洲开发银行，2019-01-24  

AfDB 农业基础设施项目重振马达加斯加当地经济  经历了近十年

干旱、收成不佳和经济不安全等问题的马达加斯加两个城市

——Ambahikily 和 Andranomangatsiaka，得益于 AfDB 灌溉基础设

施项目的资助，迎来了农业发展的春天。两个城市共有约 80％的居

民从事渔业、畜牧业以及大米、甘蔗、木薯、利马豆、马铃薯和豇豆

种植，该项目的实施推广将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农民收入和

社区生产条件。 

信息来源：非洲开发银行，2019-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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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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DB 向莫桑比克提供资金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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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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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DB推广韩国无人机以提高非洲粮食生产力  在世界银行举行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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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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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DB 吸引中国投资发展非洲农业加工园区  AfDB 会见中国企业，



34 

希望通过伙伴关系吸引中国投资，发展非洲特殊农业加工园区

（SAPZs）。AfDB 总裁与尼日利亚副总统也重点讨论了中国企业的

直接投资与尼日利亚农业企业的合作关系，以及共同开发农业加工园

区等事项。 

信息来源：非洲开发银行，2019-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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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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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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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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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DB向马拉维提供资金援助  AfDB批准了一项 1320万美元的融资

方案，用于援助马拉维的渔业和水产养殖发展项目。该项目将有助于

提高营养膳食，增加鱼类价值链的就业，并在主要流域建立气候适应

力。 

信息来源：African Farming，201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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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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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经济委员会（ECA）就创新和农业投资达成协议  ECA 和磷酸

盐 OCP 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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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经济委员会，2019-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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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摘报由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主办，浙江农林大学〃非洲农

林研究院承办采编任务。本期为 2019 年合集（上），诚望相关人员

积极提供信息、为本刊撰写专题评述，并对本刊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

议。如需获取详细信息，请联系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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