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经济 

概况：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世界第六大石油出口国，也是石油输出国组

织 OPEC（欧佩克）成员国之一。石油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尼原为农业国。20 世纪 70

年代起成为非洲最大的产油国，为改变本国经济对石油工业的过多依赖，尼政府已实施天然

气开发战略，大力开发国内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以达到推动经济发展和增加政府收入的目的。

农业日渐萎缩。资源丰富。尼日利亚石油天然气资源十分丰富。自 1970 年代以来，石油出

口逐渐成为该国最主要的经济来源。石油出口收入占出口总收入的 98%，占国家总收入的

83%。尼日利亚的是非洲第一大经济体。 

1992 年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列为低收入国家。1995 年起政府对经济进行整顿，取得一

定成效。1998 年由于国际市场油价下跌和国内炼油厂停产，经济增速减慢。1999 年奥巴桑

乔上台后，积极推行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严格限制举借新债，大力

扶持农业，加强石油、天然气、矿业等产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争取外资、外援和

债务减免。由于国际市场油价持续上扬这一有利的外部因素，尼经济形势趋于好转。主要制

造业为纺织、车辆装配、木材加工、水泥、饮料和食品加工，大多集中在拉各斯及其周围地

区。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技术水平较低，多数工业制品仍依赖进口。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

占 40%。全国 7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农业主要产区集中在北方地区。农业生产方式仍以小

农经济为主，粮食不能自给，每年仍需大量进口。  

自然资源：尼日利亚自然资源丰富，截止 2014 年已探明具有商业开采价值的矿产资源

包括天然气、煤、矾土、钽铁矿、黄金、铁矿石、石灰石、锡、铌、石墨和锌等 30 多种矿

藏。尽管这些自然资源有很大的储量，但该国的采掘工业还处于初级阶段。截止 2014 年 9

月已探明石油储量 372 亿桶，居非洲第二位，世界第十位，以开采速度可再开采 30 年。尼

日利亚天然气资源也很丰富，已探明天然气储量达 5.3 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八和非洲第一

位，已开发量仅占总储量的 12%。煤储量约 27.5 亿吨，为西非唯一产煤国。森林覆盖率为

17%。  

滑石：尼日利亚滑石储量估计超过 1 亿吨，主要分布在尼日尔、奥雄、科济、夸拉、奥

贡、塔拉巴和卡杜纳等州。尼日利亚目前处于运营状态的滑石加工厂仅有两家，为中等规模，

均位于尼日尔州。尼日利亚滑石颜色差异较大，分为白色、乳白色和灰白色等。滑石可以作

为多种工业产品的原料，因此，尼日利亚滑石的开采将极大地满足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  

铁矿石：尼日利亚拥有 30 多亿吨的铁矿石，主要分布在科济、厄努古、尼日尔、赞法

拉和卡杜纳等州。正在开采的是位于科济州 Itakpe 地区的晶体状铁矿，主要供应给 Aladja

和 Ajaokuta 两家大型钢厂。而位于科济和厄努古两州的鲕粒岩铁矿尚有待大规模开发。  

黄金：尼日利亚西部地区片岩带分布有冲积金矿和原生金矿。部分地区的冲积金矿正在

开采中。在尼日利亚西北部和西南部已发现适合于大规模商业化开采的原生金矿。这些原生

金矿处于浅层，等级相对较高，每盎司黄金的生产成本估计为约 50 美元。  

沥青：尼日利亚天然沥青主要分布在翁多州，为 420 亿吨左右，几乎为该国原油储量的

两倍探明储量，仅次于委内瑞拉。如能得到充分开发，不仅能够满足该国道路建设的需要，

还能够创造外汇收入。技术分析显示，尼日利亚沥青可直接制成沥青粘接料。  

岩盐：盐泉主要分布在高原州的 Awe 地区、埃本伊州的 Abakaliki 地区和依莫州的 Uburu

地区，岩盐则主要分布在贝努埃州。据统计，尼日利亚岩盐储量为 150 亿吨，但其食盐、烧

碱、氯、小苏打、次氯酸钠和过氧化氯等产品的国内需求量超过 100 万吨。尼日利亚制革厂、

食品厂、饮料厂、造纸厂、瓶装厂和石油公司等每年大量进口上述化工产品。  

石膏：石膏是生产水泥用的重要添加材料，也可用于生产熟石膏（又称烧石膏）和粉笔。

据估计，尼日利亚石膏储量为 10 亿吨左右。  



铅锌矿：大约 1,000 万吨的铅锌矿分布在尼日利亚的 8 个州境内。  

石灰石：石灰石是生产水泥和其它建筑用产品的重要原料。尼日利亚石灰石探明储量为

120 万吨，主要分布在贝努埃州、夸拉州、包奇州、索科托州、尼日尔州、厄努古州、阿南

布拉州、十字河州、奥约州、依莫州和联邦首都区等地。  

斑脱土和重晶石斑脱土（由火山灰分解作用形成的一种黏土）和重晶石是原油钻井作业

所用泥浆的主要原料。尼日利亚斑脱土探明储量为 7 亿吨，重晶石探明储量超过 750 万吨。

该国所产的重晶石特有比重为 4.3 左右。 

高岭土：高岭土可广泛应用于涂料、橡胶、滤纸、水泥、化妆品、陶瓷以及砂纸、金刚

砂等研磨料的生产。尼日利亚优质高岭土储量为 30 亿吨（其中 340 万吨高岭土纯度达 90%

以上），主要分布在翁多州和埃基提州等 12 个州。 

煤炭尼日利亚是西非地区唯一的产煤国，煤炭具有低硫、低灰分、环保、富含沥青等特

点，预计储量约为 30 亿吨，主要分布在埃努古州、贝努埃州、科济州、纳撒拉瓦州、埃本

依州、十字河州、依莫州、阿南布拉州、三角州和埃多州等州的 17 个矿区。探明储量为 6

亿多吨。尼日尔河流域有大量褐煤，形成于地质第三系，可制成工业用型煤和民用煤球。  

宝石：宝石开采在高原州、卡杜纳州和包奇州兴盛了多年。尼日利亚宝石主要包括蓝宝

石、红宝石、海蓝宝石、祖母绿、电气石、黄宝石、石榴石和锆石等品种。 

钽铁矿钽铁矿主要用于电容器等电子产品和其它特殊合金产品。尼日利亚纳撒拉瓦、贡

贝和科济等州和联邦首都区分布有较大的钽铁矿。上述地区的伟晶岩含有冲积钽铁矿和原生

钽铁矿。 

锡储量约为 14 万吨，主要分布在尼日利亚高原州、包奇州、卡杜纳州、卡诺州、尼日

尔州和贝努埃州等地区。 

铌铁矿储量约为 2 万吨，主要分布尼日利亚北部诸州。 

锂主要分布于中部 AngwanDoka 地区以及西南部 Ijero 和 Egbe 地区，可用于生产特种合

金、润滑剂、高性能电池和医药产品等。  

大理石：大理石属于变质岩，可用于建筑、水泥、石灰、玻璃和钢铁工业，主要分布于

科济州、夸拉州、高原州、奥约州、卡奇纳州和尼日尔州等地。  

磷酸：盐磷酸盐是化肥、火柴和炸药的重要原料，主要分布在奥贡州和阿比亚州等地。  

硅砂：硅砂可用于建筑和玻璃制造业，主要分布于卡诺州、翁多州、拉各斯州、阿南布

拉州、埃多州、厄努古州、河流州、三角州和十字河州等地。  

硅藻土：尼日利亚硅藻土主要分布于包诺州等地，可用于生产吸收剂、磨料、过滤剂、

填充介质、高温绝缘体、光滑剂、色素和着色料等产品。  

黏土：黏土可用作石油钻井作业作用泥浆的重要原料，主要分布于联邦首都区、包诺州、

埃多州等地。 

花岗岩、紫苏花岗岩、辉长岩（飞白岩）和片麻岩上述岩石美度和质地良好，可切制成

特定尺寸的石材，主要分布于包奇州、卡杜纳州、高原州、埃多州和翁多州等地。 

油气业：石油产业是尼日利亚最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2013 年，尼日利亚石油工业产

值约为 14.09 万亿奈拉（896 亿美元），占 GDP 的 14.4%；原油出口 15.5 亿万奈拉。 

农业：尼独立初期为农业国，棉花、花生等许多农产品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随着石油

工业的兴起，农产品产量逐渐减少。上世纪 80 年代起，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降

至 20%左右。2011 年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 40.2%。全国现有可耕地约 30 万平

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 32.3%。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数的 70%。农业主产区集中在北方地

区，主要粮食作物有高梁、小米、玉米、小麦等。中南部地区主要种植水稻和木薯。农业生

产能力较前有所提高，2001 年粮食产量约 10 万吨，2011 年约 17.7 万吨。粮食不能自给，

每年仍需大量进口。主要进口农产品为大米、棉花，主要出口农产品为木薯、可可和腰果。 



通讯：尼日利亚的通讯市场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市场之一，主要新兴市场电信运营商（如

MTN,Etisalat,Zain 和 Globacom)都在该国最大和最具利润的中心地区开展了业务。政府开发

展卫星通讯服务。尼日利亚有颗宇宙卫星，由总部为于阿布贾的尼日利亚国家空间研究与发

展局监控运行。 

金融：尼日利亚国有金融服务相对落后，有本地和国外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证券经

纪公司、保险公司和经纪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及投资银行。 

制造业：尼日利亚的制造业包括皮革制造和纺织工业（集中在卡诺、阿贝奥库塔、奥尼

查和拉各斯），汽车制造（比如法国汽车制造商标志和英国卡车制造商 Bedford，是通用汽车

的一个子公司），T 恤、塑料制造和食品加工业。 这个国家的国内收入相当可观，使尼日利

亚电影在当地和国际上得到了销售，并且在非洲其他国家和部分欧洲地区得到了普遍欢迎。 

在国际贸易中，因为经常有拖欠货款或者骗货的情况发生，信誉极差，被大使馆和贸促会列

入严重监控的黑名单中。 

旅游业：旅游资源丰富，如瀑布、海滩、赤道森林等。多数旅游点管理不善，游客很少。

主要旅游景点有：奥逊州的奥索博神树林，阿达玛瓦州的宿库卢文化遗产，夸拉州的奥乌瀑

布，博尔诺州的乍得湖寺院，十字河流州的奥布都大牧场，伊莫州的奥古都湖，翁多州的温

泉和包奇州的杨卡里野生动物园。 

外国援助：主要援助国和国际组织为美国、英国、加拿大、联合国、欧盟和世界银行等。

2005 年 6 月，巴黎俱乐部宣布减免尼 180 亿美元债务。2006 年 4 月，尼向巴黎俱乐部偿还

共 45 亿美元债务，得到 90 亿美元债务减免。尼不再欠巴黎俱乐部债务。2008 年，尼接受

外国官方援助约 12.9 亿美元。2011 年，世界银行将向尼提供 5000 万美元援助，用于支持

发展农业商业化发展项目  。 

外国资本：外国投资领域主要是石油、银行、制造和建筑业。2010 年外国对尼直接投

资 23 亿美元，比 2009 年下降 60.4%。 

交通：铁路：截止 2014 年尼日利亚铁路总长 3557 余公里，全国统一为 1.067 米轨距的

单轨线。尼国家铁路公司在 15 个州有 268 个车站。机动车日运行能力为 190 辆。但因年久

失修，运行能力低。1995 年，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与尼政府签署协议，并开始对尼铁路

系统进行全面修复，尼铁路运力得到提高。但因服务质量下降，客运量急剧减少，2001 年

运量仅 130 万人次，利润大幅下滑。2006 年 8 月，尼政府宣布用 25 年完成铁路现代化改造。  

（2014 年）5 月 5 日，中国铁建下属的中国土木工程集团与尼日利亚联邦交通部签订尼

日利亚沿海铁路项目框架合同，总金额 131.22 亿美元，刷新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单体合同

额最高纪录。 

中土集团相关负责人说，2010 年 3 月 29 日，尼交通部正式致函中土集团，邀请中土集

团对沿海铁路进行勘测设计。经过 3 年努力，中土集团成功签约。 

该项目经由沿海地区 10 个州，横越整个尼日尔三角洲产油区。线路全长折算单线里程

1385 公里，为标准轨距，设计时速 120 公里，全线设 22 个车站。 

中土集团董事长刘志明表示，项目建设可带动中国装备出口，涉及 30 亿至 40 亿美元的

施工机械、机车车辆、钢材、机电产品等。建设期间可提供 5 万个直接就业机会，15 万个

间接就业机会，运营期间可提供 2 万至 3 万个固定就业岗位。 

尼方相关人士表示，该项目是西非经济共同体“互联互通”铁路网主要组成部分，建成

后可极大促进尼石油输出，对于拉动整个西非经济、建设沿海经济走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公路：截止 2014 年尼日利亚公路总长 19.32 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5.9 万公里。已基

本形成一个连接首都阿布贾和各州首府的交通网，利用率逾 90%。公路运输分别占国内货运

量的 93%和客运量的 96%。  

水运：截止 2014 年尼日利亚内河航线总长 3,000 公里，承担内河航运的主要是贝努埃



河和尼日尔河。全国有 11 个海港，总吞吐量为 3,200 万吨。尼拥有一支 10 条船的海上运输

船队，总吨位为 44.2 万吨。2001 年海洋运输量（不含石油）3,023 万吨。主要港口有拉各

斯的阿帕帕港、丁坎港、科科港、瓦里港、哈尔科特港、卡拉巴尔港和萨派勒港。  

空运：尼日利亚航空公司为国有航空公司，曾开设有许多国内和国际航线。但由于经营

不善，亏损严重，长期只有一架飞机勉强维持运营。2005 年 7 月，尼政府将其私有化，改

称维京－尼日利亚航空公司。尼投资者持股 51%，英国维京大西洋航空公司拥有 49%的股权。

航空业的主力军为私营航空公司，主要运营国内航线及少量国际航线。2004 年，尼私营航

空公司客运量为 620 万人次，占国内客运总量的 96.4%。在尼经营的外国航空公司有 24 家，

国际航线基本被这些公司垄断。全国有 37 个主要机场，主要分布在联邦首都区和各州首府，

其中 5 个国际机场，分别在拉各斯、阿布贾、卡诺、哈尔科特港和卡拉巴尔。尼与 65 家国

际航空公司签有航空协议。 

中国在尼经贸合作区：经中国商务部批准，中国企业在尼投资建设了两个经贸合作区。 

（1）中土北亚投资有限公司与尼拉各斯州政府合作开发的莱基自由区于 2006 年 5 月开

工，规划总面积 165 平方公里，计划首期开发 30 平方公里，现正在进行园区内的土地平整、

道路、水、电、天然气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工程。莱基自由区地理位置优越，离拉各斯港口约

60 公里，公路交通十分便捷。 

2010 年 11 月，莱基自由区正式通过中国财政部、商务部考核评估，列入中国政府批准

和支持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截至 2012 年底，共向 84 家企业颁发了营业执照，其中正式

签订投资协议的 28 家，已入区运营企业 6 家，在建企业 3 家。产业范围涉及石油仓储、汽

车制造、药品生产、建材加工、家具生产和服务贸易等。 

（2）广东新广国际集团中非投资有限公司与尼奥贡州政府合作开发的奥贡广东自由贸

易区，规划总面积 100 平方公里，计划首期开发 9 平方公里，2007 年 11 月正式动工，现正

进行区内主路的修建及土地清理工作，截至 2012 年底，已经签订土地租赁购买合同企业 43

家，其中，已经入区运营企业 6 家，在建企业 7 家。 

两个自贸区建成后可以为入园企业提供完善的水电等基础设施、良好的安全保障以及便

捷的审批和海关手续服务，入园企业还可享受尼政府为自贸区提供的一系列优惠政策。 

二、政治 

政体：尼日利亚实行联邦总统制。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

相互独立，相互制衡。2012 年 1 月，尼政府宣布取消成品油补贴后一度引发全国罢工和游

行示威，在政府采取控制油价涨幅措施后抗议活动得到平息。尼政局总体保持稳定，但种族

和宗教冲突、恐怖爆炸事件时有发生，北部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博科圣地”多次在首

都等地制造恐怖爆炸事件，南部产油区反政府武装不时制造恐怖事件。 

宪法：尼日利亚独立以来制定过 5 部宪法，即 1960、1963、1979、1989 和 1999 年宪

法（1989 年宪法从未颁布）。现行宪法是以 1979 年宪法为基础修订而成，于 1999 年 5 月 5

日颁布，同年 5 月 29 日奥巴桑乔总统执政之日起正式实施。主要内容包括：尼是不可分割

的主权国家，实行联邦制；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总统为最高行政长官，领导内阁；国

民议会分参、众两院，是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最高法院为最高司法机构；总统、国民议会均

由直接选举产生，总统任期四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议会：国民议会由参、众两院组成，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任期 4 年。本届国民议会于

2011 年 4 月选举产生。在参院 109 席和众院 360 席中，人民民主党分别获得 72 席和 202 席，

行动大会党获得 18 席和 66 席，进步变革大会党获得 7 席和 35 席，全尼日利亚人民党获得

7 和 25 席。参议长戴维·马克（David Mark）；众议长阿米努·坦布瓦尔（Aminu Tambuwal）。 

联邦执行委员会即内阁。2011 年 7 月组成，纳马迪·桑博（Namadi Sambo）任副总统，另



共有 30 位部长和 11 位国务部长，主要是：外交部长奥卢本加·阿希鲁（Olugbenga Ashiru）、

财政和经济协调部长恩戈齐·奥孔乔-伊韦拉（Ngozi Okonjo-Iweala）（女）、石油资源部长德

齐亚妮·艾利森-马杜埃凯（Diezani Alison-Madueke）（女）、内政部长阿巴·莫罗（Abba Moro）、

农业和自然资源部长阿金文米·阿德西纳（Akinwunmi Adesina）、教育部长鲁卡娅图·鲁法

伊(Ruqayyatu Rufai）（女）、科技部长巴锡·埃瓦（Bassey Ewa）、新闻和通信部长拉巴朗·马

库（Labaran Maku）、交通部长阿卜杜拉希·奥马尔（Abdullahi Umar）、司法部长兼总检察

长穆罕默德·阿杜克（Mohammed Adoke）等。 

司法：联邦设有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和高等法院，各州设高级法院，地方政府设地方法

院。有的州还设有习惯法上诉法院。现任首席大法官阿洛玛·穆克塔尔（Aloma Muhktar）

于 2012 年 7 月宣誓就职。 

政党：1998 年 6 月开放党禁。共有 50 多个正式注册的政党，其中人民民主党、全尼日

利亚人民党和行动大会党在尼政坛影响最大。各党主要情况如下： 

（1）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PDP）：执政党。1998 年 8 月成立。

该党目标是：维护尼统一、团结与主权；主张各民族和睦相处，建立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社

会；促进和巩固尼日利亚政治、经济和社会独立。在尼北部、中部和东南部地区影响较大。

该党拥有参议院 72 个席位、众议院 202 个席位。现任主席：巴曼加·图库（Bamanga Tukur）。 

（2）尼日利亚行动大会党（ACTION CONGRESS OF NIGERIA, ACN）：前身是前副总统阿提

库 2006 年 1 月组建的先进民主党人大会党（ACD）。2006 年 8 月，先进民主党人大会党同民

主同盟中的阿坎德派、进步大会联盟党的奥科里派以及全尼日利亚人民党的部分成员联合后，

成立行动大会党（AC）。2010 年 8 月，行动大会党与民主人民党等合并后改为现名。2011

年大选后成为议会第一大反对党。该党的口号是：“永恒民主！”。在尼西南部和东北部地区

影响较大，尼经济中心城市拉各斯是该党的大本营。该党拥有参议院 18 个席位、众议院 66

个席位。现任主席阿德毕西·阿坎德（Adebisi Akande）。 

（3）进步变革大会党（Congress for Progressive Change, CPC）：2009 年 12 月成立。该党

的目标是“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筑就安全、稳定、繁荣的尼日利亚”。在尼北部地区影响

较大。该党拥有参议院 7 个席位、众议院 35 个席位。现任主席托尼·莫莫（Tony Momoh） 

（4）全尼日利亚人民党（ALL NIGERIAN PEOPLE’S PARTY, ANPP）：1998 年 9 月成立，

原名全民党，2002 年 5 月改为现名。该党目标是：追求公平自由、维护法治、促进团结和

政治安定、维护主权、消除贫困、促进经济发展。在尼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影响较大。该党

拥有参议院 7 个席位、众议院 25 个席位。现任主席克里斯托弗·奥格布纳亚·奥努（Christopher 

Ogbunnaya Onu）。 

政要：总统古德勒克·乔纳森（Goodluck Jonathan）。1957 年 11 月生于巴耶尔萨州，

伊贾族。信奉基督教。获尼日利亚哈科特港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从政前曾在河流州州立教

育学院等部门任教。1992 年至 1998 年担任产油区发展委员会副主任。1998 年加入人民民

主党，参加州长选举并出任巴耶尔萨州副州长。2005 年 12 月因该州州长遭弹劾，接任州长。

2006 年 12 月成为人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亚拉杜瓦竞选伙伴，作为该党副总统候选人参加

2007 年总统大选。2007 年 4 月当选副总统，5 月 29 日就职。2010 年 2 月任代总统，5 月 6

日继任总统。2011 年 4 月蝉联总统，5 月就职。已婚，有 1 子 1 女。 

副总统纳马迪·桑博（Namadi Sambo）：1954 年 8 月 2 日出生于卡杜纳州，信奉伊斯兰

教，曾就读于尼日利亚阿马杜·贝罗大学建筑系，获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85 年成立建

筑公司，并在多家全国或地方建筑公司任职。其间于 1986 年至 1990 年先后被任命为卡杜

纳州农业厅厅长和工程、交通与住房建筑厅厅长。2007 年 5 月至 2010 年 5 月任卡杜纳州州

长，2010 年 5 月 19 日就任副总统，2011 年 4 月蝉联副总统，5 月就职，已婚，有六子。 

外交政策：现任政府奉行广泛结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促进和平与合作的外交政策。



主张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加强国际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建

立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积极推动西非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并参与联合国和非洲地区组

织的维和行动，谋求发挥非洲大国作用。将经济外交作为优先发展方向，重视同西方国家及

新兴大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尼与 100 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共设 100 多个驻外机构。

尼是联合国、不结盟运动、77 国集团、15 国集团、非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石油输出

国组织等成员国，现为非洲气候变化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委员会成员国。2011 年 10 月，尼

成功当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成员国，任期为 2012-2014 年。 

同中国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于 1971 年 2 月 10 日建交。建

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顺利。2005 年，中尼两国元首就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2009

年两国举行首次战略对话。 

中尼签有贸易、经济、技术、科技合作和投资保护等协定，并设有经贸联委会。尼是中

国在非洲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也是中国主要投资目的地国。2011 年中尼

贸易额 107.88 亿美元，其中中方出口 92.07 亿美元。2012 年 1－10 月双边贸易额 86.81 亿

美元，其中中方出口 75.19 亿美元。中方出口商品主要为机电产品和建筑型材等，进口原油

和液化天然气等。截至 2011 年底，中国企业在尼累计签订承包工程合同额 316 亿美元，居

非洲第二位。中方已承揽铁路改扩建、阿布贾体育中心运动员村、发电站、农村程控电话网、

石油区块开发等项目。 

中尼签有文化合作协定和高校合作议定书。尼拉各斯大学和阿齐克韦大学各建立了 1

所孔子学院。2009 年 10 月，“2009 中国文化聚焦非洲”活动在尼举行。2010 年，中央电视

台第 4 套和第 9 套节目在尼落地。2012 年 3 月，中尼签署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5 月，尼

日利亚文化中心在北京设立。 

1993 年起，中方每年向尼提供奖学金名额。2010/11 学年，中方向尼提供奖学金名额

138个。苏州大学和拉各斯大学已作为合作伙伴入选中国教育部“中非大学 20+20合作计划”。 

中尼两军交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2001 年 9 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

部长迟浩田上将访尼。同年 7 月，尼国防国务部长阿德拉贾率团访华。2004 年 5 月，尼国

防部长宽库瓦索率团访华。2007 年 4 月，尼国防部长伊龙西访华。2008 年 6 月和 2009 年 7

月，尼国防部长穆斯塔法两次访华。2009 年 4 月，尼海军司令易卜拉欣访华。2010 年 11

月，尼空军参谋长乌玛尔访华。  

同美国的关系：尼美 1960 年建交后，两国关系密切。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因阿巴查

军政府废除大选结果和处死人权活动分子萨罗－维瓦而对尼实行制裁。奥巴桑乔民选政府上

台后，两国关系迅速改善。奥巴桑乔曾多次访美。克林顿和布什总统先后访尼。2007 年亚

拉杜瓦总统访美。2010 年，乔纳森总统赴美参加核安全峰会并与美总统奥巴马会晤，美宣

称尼属于美“战略优先国”之一。两国签署了设立双边委员会的协议、可再生能源合作协定、

美为尼提供防治艾滋病技术支持框架协议、培训和部署航空安全的谅解备忘录。2010 年 12

月，尼美在华盛顿举行外长级磋商。2011 年，乔纳森总统赴美出席联合国艾滋病问题高级

别会议期间与奥巴马总统会晤。2012 年 4 月，尼副总统桑博访美；6 月，尼美双边委员会在

华盛顿召开高层会议，总结成立两年以来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8 月，美国务卿希拉里

访尼。尼在美有超过 100 万侨民。美是尼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尼产品的 40%销往美国。尼

是美国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框架下向美国出口最多的黑非洲国家。2011 年尼美进出口贸易

总额为 385亿美元，其中尼向美出口337亿美元。美在尼石油工业中的投资占尼外资的 30%，

尼约 50%的石油出口至美。美连续多年是进口尼石油最多的国家。2012 年以来，美由于本

国石油产量增加和两座适合尼轻质油炼油厂的关闭，大量削减了从尼石油进口，降幅达 70%。

尼由美国的第五大石油进口来源国降至第六位，印度取代美国成为尼最大原油出口国。  

同英国的关系：独立后两国关系密切，英国曾是尼日利亚最大投资国。尼在英约有 100



万侨民。上世纪 90 年代，英国对尼阿巴查军政权实行制裁，并推动英联邦中止尼的成员国

资格。奥巴桑乔当选总统后，两国恢复合作。2002 年布莱尔首相访尼，2003 年伊丽莎白女

王访尼并在阿布贾主持召开英联邦首脑会。2005 年 6 月，奥巴桑乔访问英国。7 月，奥巴桑

乔出席在英国召开的八国集团领导人和非洲国家领导人对话会。2008 年 7 月，亚拉杜瓦总

统访英。2011 年 7 月，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尼。2012 年 2 月，乔纳森总统访英。2011 年尼对

英出口 13 亿英镑，英成为尼第二大出口国。英在尼投资约占尼外资总额的 20%，主要投资

领域是石油。  

同法国的关系：阿巴查军政府时期，法国曾中止对尼经济援助和军事合作。1999 年和

2000 年，希拉克总统和奥巴桑乔总统实现互访。2005 年 5 月，奥巴桑乔对法国进行工作访

问并与希拉克会晤。法国将尼列为开展南北合作和提供援助的优先国家之一。2006年 11月，

尼海军总参谋长阿德克耶(Adekeye)上将访法。2008 年 6 月，亚拉杜瓦总统对法进行国事访

问，同萨科奇总统举行会谈。2009 年 5 月，法国总理菲永访尼。2010 年 6 月，乔纳森总统

参加在法国尼斯举行的法非峰会。2011 年 5 月，法国总统萨科奇和乔纳森总统在出席科特

迪瓦总统瓦塔拉就职典礼期间举行了双边会晤。11 月，乔赴法出席国际投资者荣誉理事会

会议期间，会见萨科奇。2011 年尼法双边贸易额为 73 亿美元。  

同俄罗斯的关系：1961 年尼与苏联建交，两国签有军贸、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合作协定。

奥巴桑乔政府执政后，双边交往与合作增多。2001 年 3 月，奥巴桑乔总统对俄进行正式访

问，双方签署“关于友好与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决定加强两国在军事技术和贸易等方面的

合作。2009 年 6 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尼，双方签署了投资促进与保护、和平利用

核能合作、和平探索外太空合作、石油合作、在押人员引渡、司法互助等 6 项协议或谅解备

忘录。2003 年，俄为尼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2011 年，俄为尼发射第二颗地球探测卫星和

另一颗试验卫星。2011 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为 3 亿美元。  

同德国的关系：尼是德国在非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主要石油供应国之一，德是尼第六

大贸易伙伴。1993 年 6 月德参加欧共体对尼的经济制裁。1999 年尼实现还政于民后，两国

恢复经贸合作。同年 12 月奥巴桑乔总统对德进行国事访问。2000 年两国政府签署《尼日利

亚与德国投资保护和促进协定》，2001 年 12 月签署债务重新安排协议。2004 年德国总统约

翰内斯·劳访尼。2005 年，奥巴桑乔总统对德进行工作访问。2007 年 6 月，亚拉杜瓦总统

应邀出席在德举行的八国集团与非洲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11 月，德国总统克勒赴尼出席

第四届德国-非洲论坛。2011 年 7 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尼。12 月，两国外长在柏林签署成

立双边委员会的协议。2012 年 4 月，乔纳森总统访德。2011 年，尼德双边贸易额超过 30

亿欧元。  

同南非的关系：尼日利亚曾长期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两国于 1994

年建交。1995 年尼阿巴查军政府处决人权活动分子萨罗-维瓦后，南非总统曼德拉呼吁对尼

制裁。1999 年两国成立双边合作委员会，确定两国副总统会晤机制化。 2008 年 6 月，亚

拉杜瓦总统赴南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会议。2009 年 5 月，亚拉杜瓦总统赴南非出席当选总

统祖马的就职典礼。2010 年 6 月，乔纳森总统赴南非出席足球世界杯开幕式。2011 年 5 月，

南非总统祖马出席乔纳森总统就职典礼；12 月，祖马总统访尼。2012 年 4 月，两国副总统

共同出席尼南双边委员会会议；6 月，尼副总统桑博访南。  

同喀麦隆的关系：两国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为争夺位于两国边界的巴卡西半岛爆发武装

冲突，尼日利亚军队进占巴岛大部分地区。2002 年 10 月国际法院作出喀麦隆对巴岛拥有主

权的裁定。尼日利亚拒绝接受。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调解下，尼喀两国元首同意建立后续行

动委员会落实国际法院有关裁决。2006 年 8 月，根据双方达成协议，尼方从巴卡西半岛撤

军。亚拉杜瓦当选后即访喀，喀总统比亚出席亚就职仪式。2008 年 8 月，尼方向喀方移交

巴卡西半岛管理权。2010 年 10 月，喀总统出席尼独立 50 周年庆典活动。2011 年 7 月，尼



喀混委会第 28 次会议在尼举行，会议要求尽快完成两国边界划定，以解决有关巴卡西半岛

争端遗留问题。2012 年 5 月，两国宣布计划在年内完成边界立碑工作；10 月，尼政府正式

宣布放弃上诉国际法院关于半岛归属喀麦隆的判决。  

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与邻国贝宁、乍得、尼日尔等经贸往来密切。但同贝宁、乍得等国

在领土或领海划分上存在争端。在非洲和次区域事务中努力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斡旋利比里

亚、苏丹达尔富尔、塞拉利昂和科特迪瓦等热点问题。2009、2010 年担任西非国家经济共

同体（西共体）轮值主席国期间，推动西共体干预几内亚军事政变、尼日尓政治危机和科特

迪瓦选举危机。2011 年 3 月，尼作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投票赞成在利比亚设立

禁飞区的决议。7 月，乔纳森总统访问利比里亚期间，被利方授予最高国家特别荣誉。同月，

乔出席南苏丹独立仪式。2012 年马里和几内亚比绍相继发生军事政变，尼参加西共体派遣

军队赴几比维和的行动，支持西共体维和部队出兵马里的计划。 

三、社会 

教育：1976 年起实行小学免费教育。但由于经济困难，自 1985 年起改为收费。1999

年 9 月尼政府出台全国基础教育计划，恢复小学免费义务教育。学制为小学 6 年，初中 3

年，高中 3 年，大学 4 年。全国 21%的人口只受过小学教育，成年人 36.7%为文盲。全国现

有大学 88 所，著名大学有艾哈迈德·贝罗大学、拉各斯大学、伊巴丹大学、尼日利亚大学

和伊费大学等；中等专业学校近 200 所；师范学校近 250 余所；商业学校 80 所；普通中学

12610 余所；小学 59340 余所。大多数学校教学设施陈旧，师资不足。  

医疗：尼日利亚医疗卫生条件较差，缺医少药的问题比较严重。全国改善饮用水覆盖率

达 58%，卫生设备覆盖率 31%。全国约有 20210 余名医生，106453 张病床，患者与医生的

比例为 4400:1。截至 2005 年底，尼约有 290 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 15-49 岁成年人 260

万，成年人感染率为 3.9%，93 万儿童成为艾滋病遗孤。2010 年 11 个州爆发霍乱疫情，造

成 700 多人死亡。人均寿命 48 岁。人口增长率为 2.7%。每年 30 多万人死于疟疾，占全球

总数的 1/4，是全球唯一小儿麻痹症发病率上升的国家。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1 年尼日利亚全国医疗卫生总支出占 GDP 的 5.7%，按照购买

力平价计算，人均医疗健康支出 143 美元。2006-2013 年间，平均每万人拥有医生 5 人，护

理和助产人员 17 人，牙医 1 人，药师 2 人。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尼日利亚卫生医疗体系综合指数在 191 个成员国中

排第 187 名。  

媒体：新闻和出版事业较发达。全国各种报刊杂志近百种，电台和电视台有几十个。联

邦和各州政府设有主管宣传事务的新闻部。主要报纸有《笨拙报（英文）、《每日时报》（英

文）、《卫报》（英文）、《新尼日利亚人报》（英文和豪萨文）、《民族和睦报》（英文）、《先锋

报》（英文）。 

尼日利亚通讯社（简称 NAN）是 1978 年 10 月成立的官方通讯社，泛非通讯社西非地

区总分社的工作亦由尼通讯社承担。尼日利亚联邦广播公司（简称 FRCN）的前身是 1952

年成立的尼日利亚联邦无线广播公司，1978 年 6 月改为现名。 

尼日利亚国家电视台(简称 NTA)成立于 1962 年，由联邦政府新闻与文化部领导，有工作

人员 5000 多人。全国划为 6 个电视区。目前有 45 个电视台，其中 13 个为私人有线电视和

卫星转播站。  

体育：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令他们引以自豪的是，有 200 多名尼日利亚的

职业足球运动员在世界各国踢球，其中包括欧洲联赛，中东国家，亚洲以及美洲。自 1994

年美国世界杯上首次亮相以来，尼日利亚球员与生俱来的足球天赋就得到了世界足坛的肯定。 

在 1994、1998 两届世界杯上，尼日利亚这只雄鹰被视作是非洲大陆成功的希望与寄托，但



是他们最好的成绩也只是通过了首轮的比赛。2014 年巴西世界杯，尼日利亚时隔 16 年再次

跻身十六强。知名球员有拉瓦尔、耶基尼、马丁斯、卡努、奥科查、阿莫卡奇、米克尔等。  

治安：据 Financial Standard 报报道的 121 个国家的全球安全系数排名，尼日利亚排在

117 位，是非洲最不安全的国家之一。 

全球安全系数排名参照了 24 项指标，其中包括在国外死亡的士兵人数、国内暴力犯罪

活动水平、与临国关系等。影响尼日利亚排名的主要因素包括：尼日尔三角洲地区危机、政

治谋杀、街头帮派冲突、武装抢劫等暴力犯罪、走私、选举暴力等。 

2010 年 12 月 24 日以来，尼日利亚多个城市接连发生炸弹爆炸或恐怖袭击事件，造成

至少 80 人死亡。12 月 31 日夜，尼首都阿布贾市区一处闹市再次发生爆炸，据报道已有数

十人伤亡。  

人民生活：尼贫困化现象严重，“每天 1 美元”贫困线下的民众比例为 62%，官方统计

失业率为 24%，北部多州高达 60%。截至 2011 年底，尼移动电话用户约为 9300 万，但由于

不同运营商网络间互联互通较差，许多移动电话用户同时持有多个手机号码，实际普及率远

不及此数字。固定电话用户总量仅有 102 万左右。截至 2012 年 4 月网络用户为 4400 万，

居非洲第 1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