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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 年世界部分国家援非农业动态 

欧盟 

欧盟帮助埃塞俄比亚发展咖啡产业  欧盟斥资 1500 万欧元帮助埃

塞俄比亚发展咖啡产业，重点是咖啡品种改良和种植技术改进，以提

高产量和质量。 

信息来源：埃塞俄比亚芳纳广播公司，2019-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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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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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向乌干达提供资金援助  欧盟向乌干达提供 1.9 亿资金，用于支

持其生产优质牛肉的项目，旨在提高面向市场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牛

肉产品价值链。 

信息来源：新景报，2019-11-19 

欧盟同冈比亚渔业部召开联委会  欧盟同冈比亚渔业部就可持续渔

业伙伴关系协议召开第一次联合委员会会议，冈渔业部长戈麦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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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欧盟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有助于帮助冈渔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信息来源：综合冈自由报，2019-12-09 

美国 

美国爱科集团（AGCO）和德国政府联合实施非洲农业机械化项目

AGCO 是一家全球农业设备和解决方案制造商和经销商，目前已与

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签署了意向书，在非洲联合实

施农业机械化项目。该项目旨在增强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农业生

产力和技能，提高非洲农村家庭的收入和就业，计划到 2030 年消除

极端贫困和饥饿，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信息来源：African Farming，2019-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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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赠款支持阿尔及利亚难民营养鱼场  美国捐款 56 万美元，以支

持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在阿尔及利亚廷杜夫难民营的创新养鱼场。

该活动为难民提供了谋生机会，并增强了难民营的粮食安全。 

信息来源：African Farming，2019-12-15 

德国 

德国为南苏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因南苏丹人道主义需求不断增加，

德国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向南苏丹提供 400 万欧元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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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笔资金将用于向南苏丹全国各地的流浪者和 2 岁以下儿童等弱势

群体提供粮食和营养援助。德国驻南苏丹大使表示，“除了向南苏丹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外，德国还将继续支持当地的恢复性建设活动，帮

助该国成为长期粮食安全国家。”2018 年，德国成为 WFP 的最大

捐助国之一，同时也是 WFP 在南苏丹提供援助的长期合作伙伴，自 

2011 年以来，已捐助了近 1.41 亿美元。 

信息来源：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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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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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援助埃塞俄比亚农业机械化发展  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

宣布将向埃塞俄比亚提供 3.525 亿欧元援助，其中 1.1 亿欧元为直接

预算援助。此外，德国还转交了 144 种包括配件在内的农具以支持埃

塞俄比亚农业机械化发展。 

信息来源：埃塞俄比亚芳纳广播网，2019-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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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英国为莫桑比克的粮食营养和复原力建设提供资金  英国向世界粮

食计划署（WFP）捐赠 750 万英镑，用于帮助莫桑比克受营养不良

和粮食安全威胁的弱势群体，避免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对当地生活和生

计的破坏，减轻营养不良对当地孕妇、哺乳期妇女和儿童健康的不利

影响。 

信息来源：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02-13 

英国为索马里旱灾提供资金援助  英国政府拨款 800 万英镑为索马

里受干旱影响的人们提供粮食、清洁水、基本保健服务和牲畜疫苗接

种，为生活在困难条件下的数千名索马里人提供生活和生产援助。 

信息来源：APO Group，2019-05-24 

法国 

法国向几内亚种植项目提供资金援助  根据签署的协议，法国向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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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开发署向冈比亚提供预算支持  法国开发署（AFD）与冈比亚政

府签署了一项融资协议，宣布向冈提供 200 万欧元以支持冈农业领域

发展，还将执行总额达 2650 万欧元的援助计划，以增加冈粮食供应。 

信息来源：冈比亚观点报，2019-12-11 

荷兰 

荷兰企业在埃塞俄比亚农业投资趋势良好  荷兰驻埃塞俄比亚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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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席一家荷兰食品加工厂（Senselet Food Processing PLC）开业仪

式时指出，埃塞俄比亚农业发展潜力巨大，埃塞总理推行的经济自由

化改革极大改善了营商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荷兰投资者赴埃投资

农业。Senselet 工厂自 2015 年试运营以来，累计投资一千万美元，

为当地提供优质的原料，并提供培训机会，创造了 115 个就业岗位，

帮助当地农户增加产量与收入。 

信息来源：The Daily Monitor，2019-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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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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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与冈比亚签署粮食援助协议  日本驻塞内加尔大使与冈比亚外

长在班珠尔签署总额为 233 万美元的粮食援助协议，双方将进一步加

强在农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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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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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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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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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意大利对马拉维家庭进行援助  意大利向世界粮食计划署（WFP）提

供 24 万美元捐款，为马拉维 6500 名受冲突影响而流离失所的人民

提供三个月以上的现金援助，并让其参与以渔业和农业为重点的项目，

重建生计。 

信息来源：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02-05 

芬兰 Finnfund 公司投资坦桑尼亚 Africado 公司鳄梨种植业 

Africado 成立于 2007 年，是坦桑尼亚第一家国际级商业鳄梨生产商。

自鳄梨被德国人引进以来，已经在坦桑尼亚乞力马扎罗山地区广泛种

植，供家庭消费 100 多年。此次，芬兰金融发展 Finnfund 公司将向

该企业提供 286 万美元的担保贷款，以扩大鳄梨种植园和现有包装

环节。该地区 2000 名当地农民将从该项目中直接受益，获得就业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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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African Farming，2019-02-05 

瑞士为阿尔及利亚撒哈拉难民提供资金援助  瑞士向世界粮食计划

署（WFP）捐款 200 万瑞士法郎（约合 196 万美元），为 WFP 在阿

尔及利亚撒哈拉难民营的学校供餐计划提供支持。 

信息来源：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05-23 

比利时为莫桑比克飓风灾民提供援助  Idai 飓风给莫桑比克造成严

重影响，致使约 185 万人受灾。比利时通过紧急和恢复特别基金

（SFERA）向莫桑比克提供捐款，为马尼卡和索法拉省约 7.5 万灾民

提供锄头、砍刀、玉米和豆类种子等援助。 

信息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2019-04-15 

奥地利帮助莫桑比克灾民提高粮食安全和营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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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非农业合作动态 

阿里巴巴盒马鲜生赴卢旺达进行市场考察  中国阿里巴巴集团与卢

旺达政府签署多项电子商务合作协议，双方决定共建世界电子贸易平

台（eWTP）。为进一步推动合作落实，阿里巴巴旗下的生鲜配送新

零售超市连锁店——盒马鲜生赴卢进行市场考察。考察团到访卢多个

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就推动卢牛肉、小龙虾、鳄梨、灯笼辣椒、树

番茄等特色农产品对华出口进行深入探讨。卢国家发展署首席执行官

表示，卢政府将与阿里巴巴共同优化双方农产品贸易政策，降低航空

物流成本，为卢农产品加工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支持，并提供更多培

训以提升卢企业家的网络营销能力。 

信息来源：卢旺达新时代报，2019-01-08 

中国援布隆迪杂交水稻示范田迎来丰收季  布隆迪布班扎省吉航加

县的中国援布杂交水稻示范田迎来丰收。此次丰收是援布第四期高级

农业专家组 9 个多月来连续第二季的杂交水稻示范成果，从第一季的

5 公顷已经扩展到第二季的 48 公顷，受益农户 134 户，涉及 1072 人。

布政府将中国杂交水稻示范成果纳入“2018 国家发展重大成就”。 

信息来源：人民网，2019-01-15 

中国向布基纳法索捐赠农机设备  中国援布基纳法索农机设备捐赠

仪式在布首都瓦加杜古水稻中心举行。中国驻布大使李健表示，此次

中国政府向布方提供农机物资援助，再次表明了中方帮助布发展农业

的坚定决心。 

信息来源：新华非洲，2019-01-16 

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农业企业开展投资需求对接  埃塞俄比亚驻华大

使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举办“埃塞俄比亚—中国豆类、油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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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料卖家—买家对接研讨会”，以促进两国农业、畜牧业投资。埃塞

俄比亚豆类、油籽和香料加工商和出口商协会（EPOSPEA）主席介

绍了埃塞豆类和油籽发展现状与合作领域。内蒙古港口办事处主任司

青表示，埃塞是中国最大的芝麻供应国和第四大农产品供应国，自治

区政府及企业愿意在现代农业、畜牧业、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面与埃方开展合作。 

信息来源：African Farming，2019-01-29  

中国援佛得角紧急粮食援助交接仪式举行   2 月 8 日，佛得角政府

在佛首都普拉亚举行中国援佛得角紧急粮食援助交接仪式。本批粮援

将由佛社会学校行动基金会负责分发，佛国内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及受

旱灾影响严重的贫困家庭将受益。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中方根

据佛方请求，继 2016 年、2017 年后连续第三年为佛提供紧急粮食

援助，希望帮助缓解旱灾对佛民众造成的影响。 

信息来源：新华非洲，2019-02-09 

中国对布隆迪首批次 500 吨紧急粮食援助运抵布琼布拉  2 月初，

中国对布隆迪首批次 500 吨紧急粮食援助运抵布琼布拉。此批粮援

价值 5000 万元人民币，总计 5000 余吨，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达成的重要成果之一，将由布政府组织安排发放至受灾和困难群众手

中，剩余批次也将陆续从国内起运。 

信息来源：商务部新闻办，2019-02-11  

肯尼亚园艺果蔬产品出口瞄准中国市场  因需求大、价格好，肯尼亚

园艺产业收入较去年增长了 33%，成为肯第三大创汇产业。其中鲜

花创汇最多，其次是蔬菜和水果。目前，肯政府正积极开拓中国市场，

作为对欧洲传统市场的补充，以牛油果为代表的园艺果蔬产品成为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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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推动输华的产品之一。 

信息来源：肯尼亚商业日报，2019-02-13  

大连国合中利渔业公司新建渔船开赴利比里亚  大连国合中利渔业

公司在山东黄海造船有限公司建造的国际 836、国际 837 渔船，于 

2019 年 2 月 13 日从大连起航开赴利比里亚，替代该公司的两艘老

旧渔船。新渔船入渔提高了该公司船队装备水平，将进一步改善当地

市场鱼类供应，扩大就业，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信息来源：中国驻利比里亚使馆经商处，2019-02-22 

中国向南苏丹移交首批紧急援粮  2 月 21 日，中国政府向南苏丹政

府提供的紧急粮食援助首批 1000 吨大米移交仪式在南首都朱巴举

行。在南救灾委等有关部门的努力下，援粮将尽快发放到亟需帮助的

南苏丹人民手中。 

信息来源：南苏丹国家广播公司，2019-02-24 

中非总统盛赞福建农林大学林占熺教授  3 月 2 日至 6 日，由福建

农林大学林占熺教授率领的工作组到访中非首都班吉，实施中国援中

非菌草技术项目，帮助中非人民减贫就业。中非总统表示，林占熺教

授一行的到来，为中非农业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将有力提高

食品安全和增加人民收入。 

信息来源：新华社，2019-03-08  

种植中国杂交水稻改变布隆迪农民生活  中国农业专家组将中国杂

交水稻引进布隆迪后，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宁加村等地进行水稻试

验。试验成功后，专家组于 2018 年 9 月开始指导宁加村村民在约 

48 公顷的土地上进行成片示范生产，全村 130 多户共 1000 多名农

民参加。自 2009 年以来，中国已向布隆迪派遣四期农业专家组。当



 

11 

前在布隆迪的第四期专家组包括来自水稻、土肥、果蔬、畜牧、农产

品加工、农机和水产领域的农业专家。专家组组长兼水稻专家杨华德

介绍，宁加村中国杂交水稻示范生产第一季效果良好，目前该村已开

始第二季水稻示范生产。目前，专家组正积极推动中国杂交水稻种子

在布隆迪本土化生产，品种“川香优 506”去年已通过布隆迪政府审

定，允许在当地生产。 

信息来源：新华网，2019-03-15 

中国援助利比里亚杂交水稻制种喜获成功  在中国、利比里亚两国技

术专家的精心培育下，位于中国援利农业示范中心的杂交水稻制种试

验田开镰收割。此次杂交制种试验在利比里亚尚属首次，试验田面积

1.5 亩，经现场测产共收获杂交水稻种子 291.6 公斤，平均亩产达 194.4

公斤，达到国内中等制种产量水平。这一成功解决了杂交水稻种子需

要从中国进口的瓶颈，实现生产本地化，还为杂交水稻在非洲大面积

推广奠定了基础，促进了非洲地区和世界粮食安全。 

信息来源：驻利比里亚使馆经商参处，2019-04-04 

中国援助赞比亚玉米粉加工厂项目动工  中国援助赞比亚玉米粉加

工厂项目在卢萨卡省琼戈韦地区举行开工奠基仪式。赞比亚总统埃德

加〃伦古为该项目动工揭牌。现今，三个玉米粉加工厂分别建在卢萨

卡省琼戈韦地区、南方省蒙泽地区和穆钦加省姆皮卡地区。琼戈韦厂

区既作为玉米粉加工厂，又作为玉米粉加工生产实训基地，建成后可

日加工玉米 40 吨，每年培训 200 名技术员。蒙泽、姆皮卡厂区建成

后可分别日加工玉米 240 吨。该项目由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承建。 

信息来源：新华社，2019-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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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牛油果进入中国市场  根据中肯两国近日在北京签署的贸易

协议，肯尼亚牛油果得以出口到中国市场。此协议将为肯尼亚牛油果

打开中国这个逾 14 亿消费者的市场，而中国市场将吸收 40%的肯尼

亚牛油果产量。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4-27 

摩洛哥迎来中国在非洲的首家茶叶公司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非

洲不断深化，摩洛哥已经成为中国茶叶的主要进口国，2018 年从中

国进口茶叶 7.76 万吨，占摩洛哥茶叶进口总量的 97%，几乎占同期

中国茶叶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在良好的贸易基础下，中国茶叶公司

Jinli 在摩洛哥 Mohammedia 开设分公司，成为了非洲地区的第一家中

国茶叶公司。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05-15 

埃塞俄比亚为提升咖啡价值链期待中国投资  在埃塞俄比亚—中国

咖啡合作会议上，埃塞创新与技术部长向中国咖啡行业人士宣布，埃

塞计划设立咖啡工业园，希望通过吸引外商投资，提高咖啡生产效率，

提升加工技术，增加出口咖啡产品的附加值。 

信息来源：环球时报，2019-05-15 

中国向塞拉利昂提供紧急人道主义粮食援助  中国向塞拉利昂提供

紧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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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举行。驻塞大使胡张良表示，中方愿为塞促进农业发展、改善人民

福祉和实现粮食安全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愿继续同塞方探讨扩大和

深化农业领域合作，造福塞方人民。 

信息来源：新华非洲，2019-05-16 

中国对布隆迪第二批 1080 吨紧急粮食援助运抵布琼布拉  中国对布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18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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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迪第二批 1080 吨紧急粮食援助运抵布琼布拉。按照计划，此批次

粮援将由布政府组织发放至受灾和困难群众手中，剩余批次也将陆续

从国内启运。 

信息来源：驻布隆迪使馆经商处，2019-05-17 

中国向乍得农民捐赠优良稻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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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中方践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所提出的“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

共同体”和“八大行动”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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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完成了中国援布隆迪

http://bi.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905/201905028639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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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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已于 2019 年 2 月运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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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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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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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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援塞拉利昂物资移交仪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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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将继续与塞方密切配合，通过

粮食援助、农业技术合作等举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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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局与冈比亚农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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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方已派出农业专家赴冈开展工作。 

信息来源：驻冈比亚使馆经商处，2019-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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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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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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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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首届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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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稻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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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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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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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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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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news.afrindex.com/zixun/article118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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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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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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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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援中非菌草技术海外培训班开班  8 月 23 日，中国援助中非菌

草技术海外培训班开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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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正式开班。 

信息来源：驻中非使馆经商处，2019-08-23 

中国向肯尼亚捐赠 3 万袋大米  受干旱影响，约 250 万肯尼亚人面临

饥饿。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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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举办非洲四国投资推介活动  9

月 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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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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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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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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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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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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非总统参观中国援中非菌草种菇技术生产线  中非总统来到中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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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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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大使和多哥农业、畜牧业与渔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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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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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为埃塞俄比亚建造气象监测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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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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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塞签署系列协议，中方进一步向塞舌尔开放渔类产品市场  海关总

署倪岳峰署长率团访问塞舌尔，并与塞方就推动中塞野生海捕水产品

检验检疫合作，保障输华海捕水产品质量安全，加强双方野生海捕水

产品贸易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倪岳峰署长与塞方签署了系列协议，有

关协议将建立塞输华野生海捕水产品的检验检疫合作机制，加强双方

信息交流，为塞水产品对华出口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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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驻塞舌尔使馆经商处，2019-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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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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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公司与肯尼亚签署合作协议发展农业  肯尼亚肯恩布郡与中国

山西地矿海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价值 255 亿先令（约合 2.4 亿

美元）的投资协议，以刺激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根据该协议，中国公

司将建设农业示范中心、产业园和矿产资源勘探与加工中心等。 

信息来源：中非贸易研究中心，2019-11-22 

中国与埃塞俄比亚签署中小企业合作备忘录  中国工信部副部长王

江平与埃塞俄比亚贸工部国务部长塔卡签署关于推动中小企业领域

双边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信息来源：埃塞俄比亚通讯社，2019-11-29 

中国投资者有意在坦桑尼亚投资设立木薯加工厂  据报道，中国投资

者考察坦桑尼亚期间表示，计划于 2020 年从坦桑尼亚购买 5 万吨木

薯，并有意在坦桑尼亚卡盖拉省卡拉格威区设立一家木薯加工厂。 

信息来源：坦桑尼亚公民报，2019-12-12 

中非农业技术培训在安哥拉开班  12 月 13 日，由中国农业农村部主

办，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与江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承办，安哥拉中

国总商会、《安哥拉华人报》协办的 2019 年“助企出海”中非农业

技术培训班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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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新华非洲，2019-12-13 

中国向纳米比亚提供紧急粮食援助  12 月 17 日，中国向纳米比亚提

供紧急粮食援助的发放仪式在纳米比亚北部卡万戈西地区的恩库雷

恩库鲁举行。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张益明表示，中国政府在纳米比亚

5 月宣布进入干旱紧急状态后不久即向纳米比亚人民伸出援手，通过

中国红十字会向纳米比亚先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信息来源：新华非洲，2019-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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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信息来源 

1.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http://www.fao.org/home/en/ 

2.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https://www.ifad.org/home 

3. 世界银行：http://www.shihang.org/zh/news  

4. 世界粮食计划署（WFP）：http://www.wfp.org/ 

5. 非洲开发银行（AfDB）：https://www.afdb.org/en/ 

6. 非盟：https://www.au.int/ 

7. 第 22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http://www.au.int/en/cop22 

8. 中非合作论坛：http://www.focac.org/chn/ 

9. African Farming：http://www.africanfarming.net/  

10.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http://www.nepad.org/ 

11. 非洲经济转型中心（ACET）：http://acetforafrica.org/ 

12. 中非友好经贸发展基金会：http://www.chnafrica.org/ 

13. 坦桑尼亚农业与食品安全署：http://www.kilimo.go.tz/index.php/en 

14. 赞比亚农业部：http://www.agriculture.gov.zm/ 

15. 肯尼亚农业部：http://www.kilimo.go.ke/ 

16. 肯尼亚国家统计局：http://www.knbs.or.ke/ 

17. 南非农业部：http://www.daff.gov.za/daffweb3/ 

18. 非洲棉花网站：www.cottonafrica.com 

19. 安哥拉农业-农村发展-渔业部：http://www.minadrp.gov.ao 

20. APO：http://www.africa-newsroom.com/sources?lang=en  

21. ODILI.NET：http://odili.net/ 

22. Phys.org：http://phys.org/ 

23. Farmer's Weekly：http://www.farmersweekly.co.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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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埃及金字塔报（Ahram Online）：http://english.ahram.org.eg/  

25. 埃及每日新闻报（Egypt Daily）：http://www.egyptdailynews.com/  

26. 埃及独立报（Egypt Independent）：http://www.egyptindependent.com/ 

27. Sudan News Agency：http://suna-sd.net/suna/index/en 

28. 尼日利亚先锋报（The Journal Pioneer）：http://www.journalpioneer.com/ 

29. 尼日利亚抨击报（Punch Newspapers）：http://punchng.com/ 

30. 尼日利亚卫报（The Guardian Nigeria Newspaper）：http://guardian.ng/ 

31. 尼日利亚每日信报（Daily Trust）：http://www.dailytrust.com.ng/ 

32. 尼日利亚商业日报（Business Day）：http://www.businessdayonline.com/ 

33. 尼日利亚今日报（THIS DAY LIVE）https://www.thisdaylive.com/ 

34. Leadership News：http://www.leadership.ng/ 

35. 安哥拉日报（Jornal de Angola）：http://jornaldeangola.sapo.ao// 

36. Angola Press Agency：http://www.angop.ao/angola/en_us/index.html 

37. 津巴布韦先驱报（The Herald） http://www.herald.co.zw/  

38. The Zimbabwe Independent：http://www.theindependent.co.zw/  

39. The Financial Gazette：http://www.fingaz.co.zw/  

40. 南非金融 24 小时（News24）：http://www.news24.com/  

41. SA News：http://www.sanews.gov.za/  

42. Daily Maverick：https://www.dailymaverick.co.za/  

43. 利比里亚观察家日报（Liberian Observer）：http://dailyobserverliberia.com/ 

44. Liberia News Agency：http://www.liberianewsagency.org/  

45. The News Newspaper：http://thenewslib.com/  

46. 坦桑尼亚卫报（The Guardian）：https://www.theguardian.com/international 

47. 坦桑尼亚公民报（The Citizen）：http://www.thecitizen.co.tz/ 

http://jornaldeangola.sapo.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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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坦桑尼亚每日新闻（Daily News）：http://www.dailynews.co.tz/ 

49. 今日埃塞俄比亚（Ethiopia Today）：

http://www.africanadventuretours.net/ethiopia.html 

50. 埃塞俄比亚通讯社：http://www.ena.gov.et/en/ 

51. Addisfortune：https://addisfortune.net/  

52. 埃 塞 俄 比 亚 先 驱 报 （ The Ethiopian Herald Home ） : 

http://www.ethpress.gov.et/herald/ 

53. 肯尼亚商业日报（Business Daily）：http://www.businessdailyafrica.com/ 

54. 肯尼亚民族日报（Daily Nation）：http://www.nation.co.ke/  

55. The Standard：https://www.standardmedia.co.ke/ 

56. Capital FM Kenya：http://www.capitalfm.co.ke/  

57. 乌干达镜报（Daily Monitor）：http://www.monitor.co.ug/ 

58. 乌干达新景报（NEW VISION）：http://www.newvision.co.ug/ 

59. 赞比亚每日邮报（Zambia Daily Mail）：http://www.daily-mail.co.zm/ 

60. 赞比亚时报（Times of Zambia）：http://www.times.co.zm/ 

61. Malawi News Agency：http://www.manaonline.gov.mw/ 

62. 刚果网络电台（Radio Okapi）：http://www.radiookapi.net/ 

63. 南苏丹朱巴观察（Juba Monitor）：http://www.jubamonitor.com/ 

64. Seychelles News Agency：http://www.seychellesnewsagency.com/ 

65. 突 尼 斯 国 家 通 讯 社 ：

https://www.tap.info.tn/fr/Portail-Economie/8990935-loi-72-une-perte 

66. 马 格 里 布 经 济 学 人 报 ：

http://www.leconomistemaghrebin.com/2017/05/04/ote-loi-72-engendre-perte-devises

-colossale-tunisie/ 

https://www.standardmedia.c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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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Business Day Ghana：http://businessdayghana.com/ 

68. Botswana Daily News：http://www.dailynews.gov.bw/ 

69. Cameroon-Tribune：http://www.cameroon-tribune.cm/ 

70. The Namibian：http://www.namibian.com.na/ 

71. 赤道几内亚公报（La gaceta de Guinea）：http://www.lagacetadeguinea.com/ 

72. 驻外经商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http://www.mofcom.gov.cn/mofcom/guobiebaogao.shtml 

73. 新华网：http://www.news.cn/ 

74. 中国商务新闻网：http://www.comnews.cn/ 

75. 新华日报-重要新闻：http://xh.xhby.net/mp3/pc/layout/201701/09/l1.html 

76. 大公网：http://www.takungpao.com/ 

77. 非洲-国际-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9/ 

78. 非洲新闻网-海外网：http://africa.haiwainet.cn/ 

79. 非阅网：http://www.africaread.com/news/index.action 

80. 牛津大学非洲经济研究中心：http://www.csae.ox.ac.uk/ 

81. 中东非洲研究网-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http://waas.cass.cn/ 

82. 北 京 大 学 非 洲 研 究 中 心  : 

http://caspu.pku.edu.cn/pages/index.aspx?id=4fb368ce-8d70-4869-96b3-2690c3c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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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http://ias.zjnu.cn/  

84. 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http://www.cas.y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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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人民币兑非洲部分国家货币汇率月平均表（2019年） 

国家 货币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埃及 
埃及镑

（EGP） 
2.638  2.637  2.601  2.591  2.476  2.448  2.422  2.337  2.333  2.293  2.295  2.303  

摩洛哥 
迪拉姆

（MAD） 
1.410  1.426  1.433  1.436  1.401  1.394  1.398  1.359  1.366  1.368  1.370  1.373  

突尼斯 
第纳尔

（TND） 
0.446  0.454  0.447  0.449  0.433  0.429  0.419  0.405  0.403  0.402  0.405  0.406  

肯尼亚 先令（KES） 14.974  15.062  14.925  14.871  14.638  14.863  14.957  14.717  14.643  14.665  14.671  14.728  

乌干达 
先令

（UGX） 
545.295  548.664  547.581  545.606  543.691  549.783  537.945  522.513  520.031  527.405  527.645  529.686  

赞比亚 
克瓦查

（ZMW） 
1747.946  1783.797  1783.591  1777.158  1912.277  1914.681  1820.845  1823.002  1844.751  1887.777  1888.636  1895.940  

卢旺达 
法郎

（RWF） 
128.189  134.662  134.591  134.105  131.066  132.687  132.416  128.564  129.803  130.892  130.951  131.458  

纳米比

亚 

纳米比亚元

（NAD） 
2.029  2.073  2.146  2.151  2.080  2.090  2.030  2.147  2.072  2.147  2.091  2.041  

南非 兰特（ZAR） 2.041  2.090  2.153  2.159  2.079  2.079  2.024  2.145  2.097  2.105  2.089  2.043  

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

（XOF） 
77.749  78.873  78.700  78.416  76.423  77.154  76.871  74.635  74.534  75.067  75.101  75.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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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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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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