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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1.

研究的背景和特点

研究的背景

联合国（UN）国际贸易中心（ITC）与中国中非发展基金（CADFund）和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合作实
施一个项目，旨在通过出口和投资促进以及加强非洲中小型企业（SME）融入全球价值链，显著提高选定非
洲合作伙伴国家的收入。 此项目被称为CADFund-DFID-ITC非洲投资与增长的合作伙伴（PIGA）。
中非发展基金（CADFund）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建立商业联系和促进经贸合作，支持那些有兴趣投资非洲的
中国公司。CADFund-DFID-ITC合作伙伴关系将通过解决双边贸易遇到的瓶颈，例如缺乏市场信息、
供应侧能力有限、贸易及投资障碍以及非洲中小型企业缺少获得融资和投资资本，来加强中国和非洲之
间的贸易与投资，从而进一步强化这些举措。
对于每个受益国，项目将寻求支持对选定部门的对内投资（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投资，但也有英国和欧盟其他
国家的投资）。 通过增加投资和根据项目承担的进一步能力建设举措，预计这些部门的企业（重点是中小型
企业）将会做好出口准备 - 这也将对改善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状况的努力起到积极作用。

2.

对要求的理解

在项目的设计阶段，ITC寻求更好地理解如果受到增加投资的激励，哪些是能为增加出口带来最大机会的特
定农业和轻工制造业部门。 为帮助实现这一步，有必要进行两项重点研究：
1）评估部门市场潜力和供应能力；
2）评估视为具有最大投资机会潜力的部门。
但研究并未忽视或忽略具有引起潜在投资者兴趣的投资潜力的其他部门。
这两项研究的结果将提交给当地利益相关方和专家并与之一起审议，以便就项目在实施阶段所支持的部
门达成一致意见。
研究工作将在选择的四个非洲国家进行，即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肯尼亚共和国、莫桑比克共和国和
赞比亚共和国。

3.

研究的设计

此次研究分六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是基于互联网。 它涉及研究和细读所有相关文件、报告、出版物、网站、新闻媒体及其他渠道以获
得适合本研究或对本研究有用的材料，作为背景、相关情境、参考或可改编的内容。
第二步涉及考察受益或目标国家，以调查和收集对帮助验证、证明、证实、支持、强化或以其他方式修订、
审查、编辑和修正部分或全部信息、研究中所作假设、论文、推论和结论而言非常重要的数据和信息，特别
是关于特定国家及其经济和评估的投资机会。
第三步涉及拟定报告，主要依靠可获得的材料，划分、推断、编辑和解释数据，以及顾问自己的观点、
知识和知情的假设。
第四步是分享并与内部利益相关方群体讨论初稿结论，并从初始评审和建议的编辑中有所收获。
第五步是提交报告并与外部利益相产方各个群体讨论，并在此重要阶段进行关键性的最后检查和回顾。
第六步和最后一步是完成并向客户正式发放最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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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的研究工具

以下内容是在此次研究中使用的主要信息收集工具和方式：
1.

互联网搜索和电子搜索

2.

物理和硬拷贝搜索

3.

访谈

4.

问卷调查

5.

主要的信息和数据来源

现实地说，提议研究的主要信息和数据来源如下：
1.

多种及动态的互联网搜索

2.

最近出版的相关书籍

3.

专业期刊和研究性出版物

4.

国家及地区性政策和会议文件

5.

智库和战略咨询机构的文件及报告

6.

相关政府部委、部门、监管及监督机构

7.

贸易与投资促进机构

8.

全国工商会

9.

贸易联合会

10.

商业银行的商业及中小型企业借贷部

11.

地区发展银行

12.

物流公司

13.

ITC提供的报告和出版物

6.

需考虑的问题及研究限制

工作范围受时间、资源和成本考虑因素的限制，未扩展到对经济体和部门历史及潜在表现执行完成和发表综
合观点所需的尽职调查和详细研究水平。
因此，本报告给出的结论为指示性，更针对性的深入调查和分析可能需要在重点领域的执行投资时以及在实
施本报告的建议期间执行。
尽管工作涉及对处于公有领域的或通过第三方安排访问的信息、数据和记录进行分析，但本研究并不包括对
所依赖信息的可靠性、准确性和真实性进行审核。
因此，不对任何信息或据此作出的任何结论或建议的完整性承担任何责任或作出任何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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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2010–2015年COMESA贸易便利化成就综述

经济增长
东南非洲共同市场（COMESA）地区通过许多国家有力的宏观经济管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和持续的结构
性进展已取得进步。 该地区经济增长率在2013年为6.6%，在2012年的基础上提高 5.5%。 2013年，
COMESA地区的综合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6,386亿美元，相比2012年则为5,539亿美元，增长
率为15.3%。
该地区的增长在以下方面的积极影响下继续繁荣：不断增强的与新兴经济体的更强贸易及投资联系，收入日
益增长的新的城市化消费者支撑的更大国内需求，以及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政府开支，改善的经济治理和
管理，这一改善又支持了宏观经济稳定并改善该地区许多国家的投资环境。

图1

实际GDP – 比较（2010–2016）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实际GDP预计在2015增长5.9%（比6.5%有所下降），在2016年
增长6.1%。
消除生产要素流动性障碍
优先领域的目标是通过关注改善市场准入机制和创造开放的贸易、投资及生产空间，消除生产要素流动
性障碍。 此优先领域下的出色进展如下：
COMESA贸易总额继续增长。 据报告，2013年的东南非洲共同市场内部贸易总额从2009年起增长超过64%。
埃及在东南非洲共同市场内部出口中占有24%的最大市场份额，随后是肯尼亚（19%）、赞比亚（18.6%）和
刚果民主共和国（17%）。 进口方面，赞比亚维持了其拥有26%的最大市场份额地位，随后是刚果民主共和国
（18%）和利比亚（12.8%）。
从该地区的价值方面来说，铜矿石和精矿在大多数出口产品中占鳌头。
位列铜矿石和精矿之后的是硅酸盐水泥，然后是其他发酵红茶和硫酸。
为巩固国内市场，非FTA成员国，即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国，在2011年和2015年期间加入东南非洲共同
市场自由贸易区（COMESA FTA）的过程中获得了援助。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共和国将参加的成员国
数量提高到16。 埃塞俄比亚已就自由贸易区适用性进行了重大能力建设，已举行多次利益相关方研讨会以
设立责任制并从最高政治层面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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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厄立特里亚，能力建设继续帮助成员国加入自由贸易区，斯威士兰王国在三边协议生效前仍处于豁免状态。

图2

东南非共同市场内部贸易表现（2004–2013）

来源：COMESA中期战略计划2016–2030

海关税则目录（CTN）目前以商品编码及名称的WCO 2012版本为基础。 截至2013年12月，15个成员国已
将HS 2012作为其海关税则目录，其中五个国家（毛里求斯共和国、赞比亚、津巴布韦共和国、吉布提共和
国和埃塞俄比亚）目标是到2014年底实现CTN本国化，成果将在2015年6月确定。 四个国家（科摩罗联盟、
刚果民主共和国、马拉维共和国和马达加斯加共和国）目标是在2015年年低实现本国化。 布隆迪共和国、
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立特里亚、肯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卢旺达共和国、苏丹共
和国、斯威士兰和乌干达到2013年底已提交最后的敏感产品清单。
COMESA共同对外关税（CET）：
四个成员国：
布隆迪、肯尼亚、卢旺达和乌干达已将其关税与
COMESA共同对外关税（CET）调整到74%一致，而赞比亚、津巴布韦、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马拉维
和马达加斯加目标是到2015年底实现CET本国化。
COMESA海关管理条例（CMR）： 六个成员国： 布隆迪、科摩罗、肯尼亚、卢旺达、塞舌尔共和国和乌
干达已将其国家条例与COMESA海关管理条例（CMR）100%协调一致，埃塞俄比亚、马拉维和赞比亚则已
协调99%，只余一条规定有待协调一致。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斯威士兰和津巴布韦还有两项规定未协调一
致；马达加斯加、厄立特里亚、苏丹和毛里求斯有11项规定未协调一致。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吉布提分别有
19和21项规定未协调一致。目前，没有成员国已实现CMR本国化。
非关税壁垒（NTB）： COMESA-EAC-SADC三方机制地区的非关税壁垒（NTB）联机报告机制于2008年
建立。 从2008年和2014年以来，已报告476项NTB，385（81%）项已解决。 其中171项报告存在于东南非
洲共同市场地区，其中92.4%已解决，还余13项未解决。
COMESA-EAC-SADC三方机制：
COMESA-EAC-SADC三方谈判期间提供了对市场一体化支柱的领导。
主要工具开发用来指导从2011年12月到2015年6月的谈判工作。 谈判的结果是在2015年6月推出了三方自由
贸易区（TFTA）。
服务贸易： 成员国就优先发展的服务部门达成一致，对此每个国家已编制具体承诺表。 四个优先发展部
门是交通运输、通讯、金融和旅游服务。
十五个成员国自此已提交各自的具体承诺表。
为满足服务
自由化的众多服务部门覆盖要求，成员国就三个额外优先发展部门达成一致，即商业、能源和建筑服务。
贸易便利化计划： COMESA继续实施各种贸易便利化计划，例如黄卡系统、地区海关过境担保、一站式边
境口岸、道路标准、海关文件、地区支付及结算系统（REPSS）、海关数据和管理自动化系统
（ASYCUDA）、简化贸易制度（STR）及小型边境贸易商最低待遇标准的规定、COMESA虚拟贸易便利化
系统（CVTFS）和COMESA电子市场交换系统（CEMES）。

4

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的投资机会研究

建立了COMESA货币研究所（CMI）和融合委员会。
此外，为促进该地区宏观经济稳定性，还实施了关于宏观经济融合和财政监督的计划。
合作与伙伴关系： 开展发分析工作，以指导和确认贸易事务方面的合作领域。 研究对今后活动的参与进
行了评估，特别是有关与印度和美国的贸易关系。 此外，还进行了关于东部和南部非洲国家（ESA）地位
的研究，以指导与欧盟（EU）的经济伙伴协定（EPA）谈判。
卫生与植物检疫（SPS）计划：
SPS条例的本国化方面已取得进展。
本国化确保SPS措施的应用并
不一定会妨碍该地区粮食和农产品的贸易。 激励措施包括针对优先风险的强化监督计划，例如赞比亚和津
巴布韦的果蝇监督，赞比亚、肯尼亚和马拉维的黄曲霉毒素缓解。
还通过提供设备和培训课程，强化卫星黄曲霉毒素分析实验室参与DRC、卢旺达、肯尼亚、马拉维、赞比亚
和津巴布韦的能力验证计划，提升负责动植物健康和食品安全的地区性基准实验室的能力。
提升能力是为了相互认可分析证书和一次性测试证书，以降低贸易成本和产品上市的延误等。
此外，COMESA还决议通过了2016至2020年期间的标准化及质量保证战略计划。
打造有竞争力的生产能力
此优先发展领域的目标是加强竞争力，并建设在农业、工业及服务业的地区性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
产业政策： 2015至2020年期间COMESA产业政策已由政策机构制定并采纳。 有关当局门督促成员国实现
政策的本国化，这一政策旨在建立经济转型的多样化工业基础，以有利于工业企业的机构性监管环境为支撑。
中小型企业政策和战略：
COMESA采用了中小型企业政策和略，通过打造有竞争力的生产能力以及向区
域性和全球市场供应增值产品与服务，创造并维持有利的环境，确保中小型企业长期发展。
集群举措：
COMESA在以下关键优先发展领域实现中小型企业集群：
皮革、棉花到纺织品，以及农产
品加工。 木薯集群计划旨在通过支持在木薯子部门形成国家和区域性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促进就业、区域内
贸易和减小贫困的机制）来促进增值。 该计划已在以下成员国实施： 布隆迪、肯尼亚、马拉维、马达加
斯加、乌干达和赞比亚。 此外，该计划还有利于在七个成员国建立农产品加工中小型企业集群。
东南非共同市场内部外国直接投资： 特定调查年度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表明，2007至2013年期间，
源自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进入埃及的平均FDI流入为3,800万美元，代表源于非洲进入埃及的FDI的
94%。
从COMESA流入马达加斯加的FDI在2007至2012年期间为9,400万美元，这些投资主要来自毛里
求斯。
南非共和国仍然是进入毛里求斯而源于非洲的对内FDI的惟一来源，在2007至2013年期间总计达
到平均5,600万美元。就乌干达而言，2007至2012年期间来自非洲的平均FDI流入量达到4,700万美元（来自
COMESA）和2,700万美元（来自南非）。2007至2012年期间，流入赞比亚的2,200万美元平均流入量来自
COMESA成员国。 同一时期，赞比亚的平均南非流入量价值9,200万美元。
按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趋势： 在总共20个部门中，头五个部门占大多数的项目。 金融服务是第一部门，
占所追踪项目的大多数。 该部门的项目数量在2009年达到峰值，追踪了20个项目。
到2012年，建筑材料的投资总额和平均投资额最高，总体为31.15亿美元，每个项目1.558亿美元。
食品及烟草产生了最大数量的工作岗位，建筑材料的项目规模却最大，平均来说每个项目450个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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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按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趋势
创造的岗位数
部门

资本投资

项目数
总计

平均

总计（百万美元）

平均（百万美元）

金融服务

54

125

17

0.50

0.50

食品及烟草

11

500

250

20

10

煤、石油及天然气

7

0

0

0

0

通讯

6

0

0

0

0

金属

5

204

204

7.50

3.80

建筑材料

4

450

450

311.50

155.80

汽车零部件

3

0

0

0

0

电子元件

3

235

235

61

30.50

化学品

3

48

48

37.60

18.80

饮品

2

225

225

0

0

其他部门

11

0

0

242.20

34.60

总计

109

1 787

1 429

680.30

254

来源：金融时报公司的FDI情报

商业环境： COMESA成员国正在努力通过适当的政策和监管改革，以不同的速度改善其商业环境；在所有
COMESA国家中，毛里求斯在全球排名中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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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国家经济背景和政策环境分析

本章讨论所有四个国家，以了解可实现的经济和业务格局以及对可预测未来的预计。
它还审视关键经济
指标、国家商业政策和监管环境，从而揭示重要的政策举措和目标、投资和商业激励措施、根据贸易集团成
员关系达成的现行有效主要关税或非关税协议，以及现有对内投资人规范和指引的主要特点。
它还通过审视分析商业促成因素和让营销成本下降的努力，探索潜在的国家经济竞争力，例如：


电力的可获性、可靠性和单位成本，以及电价的稳定性或电价稳定性缺乏；



油料可获性、可靠性和单位成本，以及油价的稳定性或油价稳定性缺乏；



不熟练人工的可获性、可靠性和单位成本，以及人工成本的稳定性或人工成本稳定性缺乏；



国家劳动法、劳动关系、有组织和无组织劳动的权利、特权及义务主要方面；



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相关环境法律相关部分主要方面；



根据最新的年度世界银行调查结果，“营商便利度”测量时的国家表现概要。

1.

肯尼亚：经济背景和政策环境概述

肯尼亚私营部门从21世纪以来，一直处于经济增长的前沿。
蓝图，为许多优先发展部门设定了发展基准。

作为推动者，肯尼亚政府通过2030年愿景

肯尼亚为在该地区的营商提供了多种便利，例如：


战略位置



多元化的经济让所有部门都有良好的经济业绩



出现新中产阶级和年轻劳动队伍的强大人口组成

但是，在2011年颁布新宪法后，该国在政策稳定性和实施主要经济改革方面面临一些问题和不确定性。
这些风险通过实施变革和现行司法改革的强大政治及社会愿望得到缓解。
在第十届世界贸易组织（WTO）部长级大会期间，肯尼亚投资促进局（KenInvest）与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
（UNCTAD）合作，启动了肯尼亚第一个促进投资的电子平台eRegulations。 eRegulations系统是一个联机
数据库，旨在让行政程序透明、快速、高效。
此外，在全国各地建立的Huduma中心还努力提高肯尼亚在世界银行“营商便利度指数”中的排名。
Huduma中心是由政府提供的电子政府服务中心，可在一个在线平台实现不同政府服务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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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概述了根据最新的年度世界银行调查，国家在“营商便利度”测量中的表现。
（www.doingbusiness.org ).

表2

营商便利度指数（在189个国家中的排名）
主题

肯尼亚
DB 2016排名

DB 2015排名

开办企业

151

148

办理施工许可证

149

152

获得电力

127

141

登记财产

115

121

获得信贷

28

118

保护中小投资者

115

114

纳税

101

99

跨境贸易

131

131

履行合同

102

102

破产处理

144

145

总体

108

129

随着金融部门大规模改革以及朝着获得更多金融机会和进一步深化的努力，肯尼亚在获得信贷方面已有明显
改善。 凭借过程自动化，它还在财产登记方面进行了明显改善，同时在根据政府举措连接电力以降低连接
成本以及投资发电以增加电力供应方面有明显改善。
肯尼亚是东南非洲共同市场（COMESA）的成员，COMESA由19个成员国组成，其中14个在自由贸易区
（FTA）内。
肯尼亚还是“东非共同体”（EAC）和COMESA这两个区域性集团的成员。
电力
肯尼亚电力部门由能源管理委员会（ERC）管理，委员会也制定零售用电和商业用电的电价。
表3给出了肯尼亚的有效电能。

表3

肯尼亚的有效容量（单位：兆瓦时）
水电

热油

地热能

热电联产

总计

728

469.2

189

26

1 412.2

2011

735

582.7

190.6

26

1 534.3

2012

769.9

610.6

199.6

26

1 606.1

2013

766.6

693.2

236.5

21.5

1 717.8

2014*

797

632

347.8

21.5

1 798.3

2010

来源：肯尼亚国家统计局（KNBS）2015年经济调查

工业用电单位成本： 该国仍有该地区工业用电的一些最高成本，达到每千瓦时0.18–0.22美元.
根据最低成本电力发展规划2011–2030，政府计划加快发电装机容量，作为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促
进和实现工业化的政策。 以下列表给出了未来15年内该国总体预计发电和供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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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发电及供电量（单位：GWh）

2016

17 957

2017

20 626

2018

23 502

2019

26 414

2020

29 794

2025

53 432

2030

93 850

来源：最低成本电力发展规划2011–2030

人工成本
工作时间：每周最多工作52小时，但正常工作时间通常是每周工作45小时。
加班：根据法律规定，平日加班应按1.5倍的小时费率（1.5:1）支付加班费，周日和公共假日加班应按2倍
（2:1）的基本小时费率支付加班费。
最低工资：劳动法未对工资作任何规定。 最低工资由《雇佣法工资与条件条例》并在第229章补充文件之工
资条例命令中规定。 但是传统已经确立，据此，劳工部长在行使《雇佣法工资与条件条例》第11节所授予
的职权时，可能会命令最低工资增长于每年5月1日生效。
平均人工单位成本： 肯尼亚在该地区仍有一部分不熟练人工最高成本，达到平均每月150美元。
熟练和不熟练工人
由于政府精心努力加快经济增，再加上权力下放，肯尼亚在过去几年创造的工作岗位数有所增加。

表4

2010至2014年间肯尼亚总记录就业人数
‘00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现代部门：
领工资员工数

2 016.2

2 084.1

2 155.8

2 283.1

2 370.2

自营就业者和无报酬家庭工人

69.8

73.8

76.9

83.8

103

小计

2 086

2 157.9

2 232.7

2 366.9

2 473.2

非正式部门

9 371.1

9 958.3

10 548.4

11 150.1

11 843.5

总计

11 457.1

12 116.2

12 781.1

13 517

14 316.7

来源：KNBS 2015年经济调查

城市化 – 城市化率、趋势和预测
肯尼亚是非洲城市化最快的国家之一 – 相比总人口增长率只有2.7%，城市化年速度达到7%。 出现这种情
况的原因有许多。 出生率上升和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占了城镇增长的约55%。 由于干旱、冲突和农村贫困等
因素导致农村向城市迁移，占了城镇增长的约25%（www.oxfam.org/en/pressroom/pressreleases/2009-0910/kenya-threatened-new-urban-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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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城市化趋势（1970–2050）
（%）（*预测）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2030*

2040*

2050*

肯尼亚

10.30

15.71

18.22

19.73

22.18

26.57

33.04

40.36

48.14

埃塞俄比亚

8.59

10.41

12.62

14.90

16.66

19.27

23.85

30.24

37.48

来源：世界银行

肯尼亚的人均GDP
表6显示的国民经济产出稳定增长可归功于个人原因。 2006/2007年和2012年观察到的重大提高源自重大政
策改革和实现的基础设施效益。

表6

国民经济产出增长（2005–2014）
2005

2006

2007

2008

530.08

711.72

857.93

34.3%

20.5%

年度
人均GDP
（当前美元）
逐年增长率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938.57

942.74

991.85

1 012.88

1 184.92

1 257.20

1 358.26

9.4%

0.4%

5.2%

2.1%

17%

6.1%

8%

来源：世界银行

主要基础设施成就与挑战

表7

肯尼亚基础设施部门的成就与挑战
成就

航空运输
ICT
港口

挑战与制约因素



领先的区域性航空公司



减轻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JKIA）的能力限制



非洲的主要航空枢纽



取得美国1类安全调查



重大机构改革



加强竞争以降低价格



GSM覆盖率非常高



确保有竞争力的国际门户



主要的地区性海运枢纽



缓解能力问题需要大量投资



进行机构改革以提高效率



重大机构改革



通过新投资提高可靠性



成本回收定价



降低供电成本



KPLC取得较高效率提高

铁路



战略区域性铁路走廊



重新考虑公路特许权的设计

公路



稳健的公路基金



积压了许多重大复原工作



提高公共投资的质量



获得服务的水平非常低



出租和不安全租赁的比率高



提高储水能力



增加灌溉面积50%



加强水资源管理（WRM）和江河流域机构



解决水费太低问题



减少分配损失

电力

城市基础设施
水资源

水与卫生






有适当的水资源管理部门

重大机构改革

来源：www.infrastructureafrica.org/countries/ke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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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的一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
10,000公里的公路：
2014年8月，政府建立了一个专项基金，为全国10,000公里的公路建设提供融资。
私人承包商先用自己的资金修建公路，以后分期付还（www.vision2030.go.ke/index.php/portfolioitem/10000-km-private-finance-initiative-2/).
标准轨距铁路： 肯尼亚正在为蒙巴萨（东非的最大港口）和内罗毕（肯尼亚首都）之间的客运和货运开发新
的标准轨距铁路（SGR）线路。 SGR项目的第一阶段旨在连接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和南苏丹共和国。
长609公里的铁路建设于2013年10月开始，计划到2017年12月完工
（www.railway-technology.com/projects/mombasa-nairobi-standard-gauge-railway-project/).
LAPSSET（拉姆港和拉姆-南苏丹-埃塞俄比亚运输）走廊： LAPSSET走廊发展局（2013）的职能是规划、
协调和管理拉姆港和拉姆-南苏丹-埃塞俄比亚运输走廊的实施（www.lapsset.go.ke/profile).
正在进行的电力发展项目： 表8给出了在规划的主要电力发展项目。

表8

在规划的主要电力发展项目
名称

类型

容量MW

投产预计

Menengai

地热能

400

2017

Lake Turkana

风能

300

2018

Olkaria V

地热能

140

–

Meru

风能

400

2017

Akiira I

地热能

70

–

Kajiado

风能

100

–

来源：肯尼亚电力公司（KenGen）

2.

埃塞俄比亚：经济背景和政策环境概述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唯一未被殖民化的国家，是非洲人口第二多的国家。
2000年7月，人口估计9,500万，增长率2.9%。

该国面积约为110万平方公里，

埃塞俄比亚的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但政府正在着力推动多元化成制造纺织品和能源生产。
40%，占出口的85%，占总就业人数的85%。

农业占GDP的

尽管农业部门受不理想种植方法和经常性干旱的影响，但埃塞俄比亚政府和捐助者加强了埃塞俄比亚的农业
复原力。
尤其是银行、保险、电信和小额信贷行业局限在国内投资者。 纺织、皮革、商业性农业生产和制造业部门也
吸引了大量国外投资。
该国的GDP增长主要由政府领导的基础设施扩建和商业性农业生产开发的驱动。
新的2016至2020年政府发展蓝图 -增长与转型计划（GTP）II，将电厂、交通运输、城市住房和消除贫困等
作为优先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的目标是在朝着GTP
II旗舰型项目发展的未来五年内取得80亿美
元的外国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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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按现行市价和逐年增长率的GDP（2009–2014）
百万美元

按现行市价的GDP（美元）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32.437

29.933

31.952

43.310

47.648

55.612

–

-7.7%

6.7%

35.5%

10%

16.7%

逐年GDP增长率
来源：世界银行

电力
埃塞俄比亚的人均用电量在过去10年内一直在令人满意地增长。 发电能力是主要的制约因素 – 但正在规
划的宏大发电项目在成熟时必将在一定时候让埃塞俄比亚成为一个有富余的电力国家。

表10

人均用电量逐年增长率（2006–2012）

人均用电量（千瓦时）
逐年用电量增长率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37

39

41

42

51

56

57

5.4%

5.1%

2.4%

21.4%

9.8%

1.8%

来源：世界银行

埃塞俄比亚的年用电量非常低，但需求却以年14%的速度增长。 到2025年，政府的目标是将埃塞俄比亚的
电力覆盖率扩大到75%，使能用上电的家庭户数翻番。 电力覆盖范围扩大需要有132,000公里长的输电线路
为支撑。
埃塞俄比亚同时还计划大幅增加向邻国的电力出口。
到2037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计划
将增加到37,000兆瓦。 这将耗资1,000亿美元。
尽管只有23%的埃塞俄比亚人直到2010年才接入电网，但电力生产在过去10年间却稳步上升，现在几乎完全
来自水电站形式的清洁能源。 埃塞俄比亚在非洲拥有第二大水力发电潜力。
净潜在出口量每年达到26.3兆兆瓦时，带来2.63亿美元收入，相当于约2%的GDP。
工业用电单位成本： 该国现在享有该地区一些最有竞争力的电力生产成本，平均单位成本为每千瓦时0.03–
0.05美元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za/Documents/strategy/za_ethiopia_growth_miracle_
july2014.pdf
劳动力
埃塞俄比亚法律没有以法令形式规定最低工资。 工资一般由雇主，通过集体协议或通过员工的雇佣合同确定。
平均人工单位成本：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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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便利度指数

表11

埃塞俄比亚在10个主题（每个权重相等）方面的排名（在189个国家中的排名）
主题

埃塞俄比亚
DB 2016排名

DB 2015排名

开办企业

176

170

办理施工许可证

73

70

获得电力

129

127

登记财产

141

140

获得信贷

167

165

保护中小投资者

166

165

纳税

113

113

跨境贸易

166

165

履行合同

84

84

破产处理

114

118

总体

146

148

来源：世界银行

埃塞俄比亚仍然必须对其商业环境实施许多改革。 唯一表现相对较好的方面是履行合同和办理施工许可证。
尤其在纳税、跨境贸易和保护中小投资者权利等方面，非常需要审慎的政府干预活动。 预计一旦Gibe III和
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项目开始产电，接入电网的情况将会显著改善。

表12

增长和投资的潜在力量（人口、人口增长率及人口特征）概述
千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总人口

87 562

89 859

92 191

94 558

96 959

人口增长率（%）

2.6

2.6

2.6

2.5

2.5

男性占总人口的比例%

49.9

49.9

49.9

49.9

49.9

女性占总人口的比例%

50.1

50.1

50.1

50.1

50.1

农村人口（%）

83

82

82

81

81

城市人口（%）

17

18

18

19

19

城市人口增长率（%）

5

5

4.9

4.9

4.8

来源：世界银行

表13表明该国已有成熟的人口红利。

表13

年龄划分、受抚养者和劳动力
年龄组

人口比例%

总计（百万）

0–14岁

43.94%

43.7

15–64岁

53.17%

52.9

65岁以上

2.88%

2.86

来源：: 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e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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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经济增长多样化
埃塞俄比亚经济增长的来源在过去十年间已逐渐从农业向服务业转变，从私人消费向公共投资转变。

表14

埃塞俄比亚的经济结构
2004/5

部门

2012/13

农业（%）

54.7

31

工业（%）

7.8

23.4

服务业（%）

37.5

45.6

总计（%）

100

100

来源：www.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nhdr2015-ethiopia-en.pdf；根据财政与经济发展部（MoFED）和世界银行的
原始资料编制。

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增长反映了多种因素，包括农业现代化、新出口部门的发展、强劲的全球商品需求和稳健
的公共投资。

表15

城市化 – 城市化率、趋势和预测
城市化趋势（1970–2050）（%）（*预测）

城市化率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2030*

2040*

2050*

8.59

10.41

12.62

14.90

16.66

19.27

23.85

30.24

37.48

来源：根据财政与经济发展部（MoFED）和世界银行的原始资料编制。

劳动力和生产率改善 – 潜在因素
2014年全国劳动力的绝对规模预计为5,290万人，比2005年预计的3,220万人增加不少。 总劳动力数量预计
会在未来25年内再次翻番。
劳动生产率增长在大多数部门一直强劲，这是因为每个工人的总产出在过去十年增长了一倍。 但仍存在较大
生产率差距，其中采掘业、水电、运输和通讯部门的每工人产出量是农业部门的10倍以上。
劳动生产率是人均产出增长率的主要促进因素，在1996–2011年期间约占90%，这主要是部门内部改
进的结果。

表16
人均GDP
美元

埃塞俄比亚的人均GDP趋势和收入增长（2011–2020）
2011
511

2012
547

2013
626

2014
676

2015
760

2016
830

2017
898

2018
987

2019
1 097

2020
1 206

来源：根据财政与经济发展部（MoFED）和世界银行的原始资料编制。

尽管服务行业的比重增长，但农业仍为该国经济的主要部门，绝大多数人口也是以农业为生计。
2004/2005年和2012/2013年期间，农业总增加值（价格不变）提高82.9%。 这是旨在改善该部门业绩的各
种政府项目带来的结果。 如果埃塞俄比亚可以重复近期每年10.7%的增长率表现，它到2025年就能被定为中
等收入国家。
获得融资： 总的来说，数据表明在迎合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方面存在缺失中间环节现象。 年轻企业和较小企
业比成立时间长的企业或较大企业更可能被拒绝给予贷款或信贷额度。 此外，尽管确实需要改善获得融资的
机会，但由于担保要求过高，让中小型企业对申请贷款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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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信贷机构（MFI）主要面向微型企业，从而在融资上将中小型企业排除在外。
风险高，大银行无意服务于这一市场。

表17

埃塞俄比亚基础设施部门的成就与挑战概述
成就

航空运输

挑战



三大非洲运输公司之一



改善巴博莱国际机场的空中交通管制



主要的地区性空运枢纽



发展国内航空运输



使监管框架现代化



获得第二个移动设备许可证



让ICT关税与成本重新平衡

信息通讯技术（ICT）

电力

由于感到回报率低而

* 蓝色尼罗河上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 – 6 000
兆瓦时；将于2017年7月调试，耗资48亿美元

* 承担重大投资项目
* 解决电价过低问题

* 奥莫河上Gibe III大坝 – 1 870
兆瓦时；到2016年完全投入运行，
耗资18亿美元
* Corbetti Caldera地热发电厂 – 1 000
兆瓦时；八年时间，耗资40亿美元 私人合伙企业
水陆运输



干线网路重大投资



改善农村交通面临巨大挑战



稳健的公路基金已到位



需要对铁路实行特许经营



发展额外储水能力



发展适合灌溉的可行区域



解决公用设施不足问题

水资源
水与卫生



覆盖范围迅速扩大

来源: www.infrastructureafrica.org/system/files/Ethiopia%20Country%20Report.docx_.pdf

近些年，埃塞俄比亚已将3%的GDP投资用于公路建设。
这是在非洲的最大占比之一，但这方面支出的绝
对值（每年约人均5美元）实际上与其他东非国家的投入相当。
投资计划主要集中在干线网络的恢复、
升级和拓宽。
埃塞俄比亚铁路公司正在建设一个5,000公里长的铁路网，但当务之急是在亚的斯亚贝巴和吉布提港之间建
立并投入运行一条长950公里的铁路线路。
（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za/Documents/strategy/za_ethiopia_growth_miracle_
july2014.pdf）。
全国公路网从2000/2001年的36,550公里增到2012/2013年的56,190公里。 每千人的公路密度在2011/2012
年增到0.8公里。
每1000平方公里的公路密度也从2000/2001年的30公里增至2012/2013年的57.4公里。
路况良好的公路所在比例也从2000/2001年的28%增至2012/2013年的86%，标志着公路质量显著提高
（www.r4d-employment.com/wp-content/uploads/2014/09/Ethiopia-Country-Pap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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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赞比亚：经济背景和政策环境概述

赞比亚经历了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
审慎的宏观经济管理、市场自由化政策和铜价急剧上涨的结合帮助
推动了对铜业和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资，在过去十年间取得了约6.4%的平均年增长率。 尽管经济依赖铜业，
但农业部门仍是主要雇主（从业人员占人口的70%）。
让经济多元化而不再依赖铜业和创造体面的工作岗位是该国政府的首要政策目标。 提高问责制和加强反腐斗
争也是政府日程上的重要工作。
但是，赞比亚的经济增长还没有显著实现减贫，60%的人口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42%人口处于极贫状态。
该国已通过2030年愿景和最近修订的第六个国家发展计划（SNDP）确定了自己的发展议程。 具体的发展
目标包括促进包容性增长，培育有竞争力的外向型经济，显著减少饥饿和贫困，以及达到中等收入状态。
区域合作
赞比亚拥有巨大的市场，处于东南非洲共同市场（COMESA）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的交汇处，
两者拥有超过5亿人。
投资者激励措施
赞比亚政府将许多贸易及投资促进实体合并为对赞比亚感兴趣的国际投资者的一站式资源，通过赞比亚发展
署（ZDA）寻求国外投资。
《赞比亚发展法案》规定了为获得财政和非财政激励措施而必须达到的投资门槛。
符合资格的项目可以是进行扩建或现化代的新项目或现有项目。
这些属于根据ZDA法案可以考虑的投资者类别。
电力的可获性、可靠性和单位成本
水力发电占约占赞比亚发电量的94%。 这是因为该国拥有丰富的水资源，约占南部和中部非洲水资源的40%。
2013年和2014年，总装机容量分别为2,038 MW和2,396 MW。 2014年，多能源发电结构如下： 水电 2,255 MW；火力发电 - 80 MW： 柴油 - 11 MW；重油（HFO）- 50 MW；太阳能 - 0.06 MW。
2014年总发电量14,453 GWh，2013年总发电量则为13,299 GWh。
但是，对“雨养”供电的依赖让该国的经济受到天气的摆布。
按部门的能量消耗
如表18所示，矿业部门是能源最密集的部门，占用电量的约55%。
的情况下，用来衔接更高制造和加工能力的电量几乎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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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按部门的赞比亚用电量（2013–2014）
2014

按部门的用电量

2013

2014（%）

2013（%）

矿业

5 871

54.8%

5 929.1

54.7%

生活用电

3 251

30.3%

3 360.8

31%

金融及地产

487

4.5%

499.7

4.6%

制造

479

4.4%

397.1

3.6%

农业

241

2.3%

270.3

2.5%

其他

99

0.9%

120.9

1.1%

贸易

107

1%

115.8

1.1%

能源及水

73

0.7%

71

0.6%

采石

62

0.6%

35

0.3%

运输

31

0.3%

28.3

0.3%

建筑

17

0.2%

17.5

0.2%

总计

10 718

100%

10 845.5

100%

来源：赞比亚供电公司（ZESCO）。

表19

赞比亚的电价
固定费用（美元）

每千瓦时电价（美元）

生活用电

2.75

0.08

商业用电

9.01

0.05

工业用电

43.21

0.03

来源：赞比亚国营能源监管会

表20

赞比亚的旗舰型发电发展项目
项目

类型

规模（兆瓦时）

开发者

成本（百万美元）

Sinazongwe

煤电

600

Emco Energy

690

Kalungwishi River

水电

247

Lunzua电力管理局

700

Ndola

热电

60

Ndola能源有限公司

75

Kafue River

水电

750

Zesco

2 000

Lusaka和Kitwe

太阳能

300

工业发展公司

500

来源：赞比亚国营能源监管会。

燃油发电


赞比亚进口大多数需要的石油和天然气。



2007年，在该国的三个省发现了石油踪迹。



2009年，国外公司被邀请与赞比亚合伙人投标勘探东方省、西北省和西方省23个区块的许可证。
首批许可证根据《2008年石油法案》于2011年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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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人口特征
1969

1980

1990

2000

2010

2014

人口

4 056 995

5 661 801

7 383 097

9 885 591

13 092 666

15 023 315

农村

2 864 579

3 403 232

4 477 814

6 458 729

7 919 216

8 787 529

城市

1 192 116

2 258 569

2 905 283

3 426 862

5 173 450

6 235 786

农村%

70.6%

60.1%

60.6%

65.3%

60.5%

58.5%

城市%

29.4%

39.9%

39.4%

34.7%

39.5%

41.5%

1969–1980
人口增长率%

3.10%

1980–1990
2.7%

1990–2000
2.4%

2000–2010
2.8%

来源：赞比亚中央统计局。

劳动力汇总明细
劳动力总数

5 966 199

总就业人数

5 499 673

劳动力就业比例%

92.1%

女性占劳动力就业人数的比例%

50.9%

男性占劳动力就业人数的比例%

49.1%

农村占劳动力就业人数的比例%

61.7%

城市占劳动力就业人数的比例%

38.3%

%自营就业者

44.2%

%无报酬家庭工人

34.8%

%正式就业者

20.4%

%农业部门就业者

59.9%

%非农业部门就业者

40.1%

%非正式部门就业者

84.6%

%非正式部门就业者

15.4%

来源：2012年赞比亚劳动力调查报告

赞比亚的经济增长与创造工作岗位或消除贫困工作不匹配，这主要是因为经济的增长是受采矿业和较高铜价
的推动。 在农村地区的非正式部门可以发现大量从事有偿工作的劳动力，大部分从重农业生产或农业活动。
赞比亚的正式部门非常小，只吸纳了总就业劳动力人数的15.4%。
但可取之处是宣布的失业总人数比例非
常低，只有7.8%，其中60%以上是女性。
平均人工单位成本： 该国拥有相对低的不熟练工人单位成本，大约为每月3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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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赞比亚的营商便利度（在189个国家中的排名）
主题

赞比亚
DB 2016排名

DB 2015排名

开办企业

78

73

办理施工许可证

110

116

获得电力

123

120

登记财产

157

154

获得信贷

19

24

保护中小投资者

88

87

纳税

46

81

跨境贸易

152

110

履行合同

134

133

破产处理

107

103

总体

97

91

来源：世界银行。

赞比亚在改革商业环境以及让私营部门和个人更容易在该国经商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 它在获得信贷或银行
货款、纳税便利度、开办新企业和保护少数群体权利等重要方面远远领先于其他非洲国家。 但赞比亚在财产
登记和所有权认证、争端解决和跨境贸易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些方面似乎从2015年以来有所退步。
同样，电力连接现在也是一个问题，因为该国几乎没有富余的电力。 然而，在文件合规超出限度导致跨境贸
易条件恶化的情况下，整体排名下降到第97位（1991–2015年）。

4.

莫桑比克：经济背景和政策环境概述

从1992年以来，莫桑比克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维持8%的平均年增长率。
稳健的经济管理、政策
改革、战后重建、大泛围免除债务、大规模项目以及发展合作伙伴的强大支持使得经济复苏成为可能。
这些推动了该国GDP的增长，从1993年的40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170亿美元。 政府的税款收取工作通过财
政改革得到改善，包括引入了增值税和海关服务改革。
实现了1,200多家国有企业（SOE）的私有化，降低了关税，精简并改革了海关管理。
于1999年引入，是增加国内税收工作的一部分。

增值税（VAT）

尽管这些方面取得成效，但还有半数以上的人口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根据非洲发展银行（ADB）数据，
莫桑比克每年需要花17亿美元才能赶上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这需要十年时间。
随着政府逐步展开解除Renamo（军事化反对派）武装的计划，莫桑比克中部和北部地区发生暴力冲突的次
数和强度很可能会上升。 由于非法武器贸易激增且Renamo据点地处偏远，先前于2012年至2014年期间的
尝试以失败而告终。
莫桑比克和南非成立了协调经济、贸易和商业事务的两国委员会。 迄今为止，主要里程碑包括：


让主要边境口岸Ressano Garcia 24小时开放；



入境签证免签期从30天延长到90天；



南非和莫桑比克之间的贸易额从24亿美元（2010年）增至40亿美元（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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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电、铁矿石及天然气代表该国出口量的63%。 所有三类出口都是由一家根据长期遗留勘探合同运营的外
国公司所主导，勘探合同比该国更加眷顾外国公司或其母公司。 遗憾的是，进入这些行业也受到此类合同的
规管，可以预见的是还会被否定。
参与性相对开放的其他出口领域由烟草、糖、腰果、面粉和对虾主导。
口占比。

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14.8%的出

尽管全球油气价格低迷，但埃尼集团（意大利共和国）和Anadarko（美国）仍致力于在莫桑比克发展液化天
然气（LNG）外输设备，这将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埃尼集团的浮动式LNG设备预计将在2020年
率先投产，每年2至4公吨的相对适中产量。
工业仍容易受到疲软国际价格的损害。
在莫桑比克出现以下双赤字后发生：

预计汇率在继2014年贬值24美元之后将进一步下滑。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下降



莫桑比克主要出口品价格长时间走低

这种情况

煤矿开采是继2007年以后Vale（巴西联邦共和国）对矿业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大笔投资后，另一个推动经济
增长的因素。 到2017年，煤炭预计将超过铝成为最大的出口收入渠道。
莫桑比克的人口特征
人口

2,300万

人口增长率

2.44%

年龄层次：15岁以下

46%

城市化

38%

年城市化率

4%

预期寿命

52岁

来源：经济学人智库（EIU）– 莫桑比克2015

商业改革
商业环境在过去十年间已有巨大改善。
境贸易。

政府正强力推行政策改革，以简化开办和经营企业的流程，促进跨

商业环境评估
挑战

机会

获得信贷机会有限

地理位置

复杂的规定

自然资源

货币估值过高

农业和农产品加工

基础设施薄弱

宏观经济条件稳定

熟练工人短缺

区域一体化

当地市场限制

食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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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便利度指数
莫桑比克将世界银行的营商便利度指数评级从2014年的第139名提升到2015年的第128名，但在2016年滑落
到第133名。
近期成果包括简化企业成立法规、精简获得土地和施工许可证的程序以及加强破产处理机制
方面取得的进展。 合同履行、电连接和获得信贷仍是在该国经营面临的最大挑战和阻碍。 开办和注册成
立新企业也没有那样轻松。
遗憾的是，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该国在2014至2015年期间仍保持不变，表明在提升生产
率方面未取得进展。

表23

莫桑比克的营商便利度（在189个国家中的排名）
主题

莫桑比克
DB 2016排名

DB 2015排名

开办企业

124

118

办理施工许可证

31

37

获得电力

164

166

登记财产

105

106

获得信贷

152

150

保护中小投资者

99

98

纳税

120

121

跨境贸易

129

129

履行合同

184

184

破产处理

66

65

总体

133

128

来源：世界银行。

劳动力市场概况


正式部门估计只涵盖700,000个工作岗位，而劳动力构成了1,160万名工人
正式就业人数只占劳动力的6%。



每年，约有300,000青年加入劳动者队伍，但劳动力市场没有在正式部门创造足够数量的工作。



非正式部门庞大- 强调自力更生。 10个莫桑比克人有8个为个体经营者或者是家族企业的无报酬工人。



农业部门是最大的雇主，雇佣了81%的劳动力。 失业率估计是25.3%。



2014/2015年最高每月最低工资是在金融服务业，每月228美元，最低则是在农业，每月84美元。
2004至2011年期间，最低工资增长了32%。

-

电力的可获性、可靠性和单位成本
电能潜力
已知水电资源所代表的巨大电能潜力估计为12,000兆瓦时，海上天烯气和煤炭储量资源估计分别为277万亿
立方英尺和20多万亿吨。 探明的陆上天然气储量为3.5万亿立方英尺（Pande、Temane和Buzi）。

21

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的投资机会研究

电力的单位成本
莫桑比克具有非洲大陆最高的电力成本之一，在这里有电就会这样的高成本。 在获得电力方面，该国在全
球189个国家中排在第164位。 可获得的平均电力成本为每千瓦时0.7美元（www.edm.co.mz/）。

表24

莫桑比克在规划的新能源生产项目
预期投产年度

项目（兆瓦时）

燃料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CTRG

天然气

175

–

–

–

–

Kuvaniga

天然气

40

–

–

–

–

Electrotec

天然气

–

100

–

–

–

Gigawatt

天然气

–

100

–

–

–

Moatize

煤电

–

–

50

–

–

ENI

天然气

–

–

75

–

–

Benga

煤电

–

–

–

300

–

CTM

天然气

–

–

–

100

300

Nkondedzi

煤电

–

–

–

–

–

每年合计

215

200

125

400

300

累计

215

415

540

940

1 240

来源：www.edm.co.mz/

城市化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2.2%（2015）
城市化率： 3.27%年变化率（2010–2015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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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潜在力量和价值驱动因素分析总结

本章节深入研究推动变革的潜在结构框架和潜在力量，变革使得整个非洲和选定非洲国家经济及投资的积极
发展成为可能。 对这些因素如何进一步相互作用的分析提供了市场活力和经济体可投资性因素的依据。
本章还总结并分析了各个部门内占主导地位的价值驱动因素。 为此，慎重地努力塑造和发展特定驱动因素，
它们推动并巩固为此选定分析的部门。 这些驱动因素一般来说有两种不同类型或性质： 一类是宏观基础，
也就是说，此类驱动因素横跨多个经济体，重叠更大范围的经济活动前沿，即城市化或正规化。 另一类是部
门特定，也就是说，此类驱动因素在物定部门起作用或主要在特定部门占主导地位，构成部门价值链的基础。
许多情况和各种情形下也有双重性，注意到一些驱动因素也在两个主要层面重叠 - 跨一个国家的各个部门
或在不同的国家遇到。
这些驱动因素然后运用到各部门，以便确定它们在所审查部门如何影响、改变、增添或创造价值。 这些结果
然后进行综合或转录为这些部门所预测机会的基础。
本研究正文部分和每个部门结尾部分给出的建议须结合对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概述采用，在此经济体中既存在
机会，也存在特定部门性分析所强调的制约因素。 当被解决或视为所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时，制约因素本身
通常提供或成为各种机会的基础。

1.

农业和联合

从一开始，这些基本的首要因素正日益显露，成为非洲有意义的大规模可行商业性农业生产的绝对重大障碍。
i.

资本和信贷的可获性及成本

ii.

交通运输和市场基础设施

iii.

技术 –价值链的所有层面

任何将商业模式围绕解决以上三大问题的有竞争力的长期解决方案的人都将是赢家。
初级生产主要是小农户、非技术的自给性农业，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70%至90%，具有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
部门最低记录的生产率- 因此贡献了20%–25%的GDP。 政治上敏感，由于是农民的主体 – 群众投票基
础和竞选叙事 –一般被认为不利于干预破坏性或革命性倾向。 任务和研究发现了围绕这些敏感现实的商
业和投资的有趣、可行干预活动。
非洲大规模以获利为目的的商业性农业以完全整合的商业模式执行，生产面向广大、永不满足的国际市场的出
口作物，围绕快速、经济的国内和地区配送的发展动脉，或者最终迎合多样的财力雄厚承购商的成熟市场，
承购商通常或一般通过商品交易所经营。
了解到基础设施发展前沿的发展动态（软硬件基础设施）以及恶
化的全球粮食平衡，再加上现有的激励措施，商业性农业在这四个国家的可投资性是不可错失的良机。
任务和补充研究已证明这些，多样化程度和方法在四个国家不同。
加工是一种概念，随着时间已跨过整个非洲大陆。 新鲜农产品浪费全年都存在，进口的成品出现在有组织零
售商的货架上，价格与初级生产价格无可比性或关系。 缺失的环节在哪里？ 任务确认了一些基于这些驱动
因素的战略，已在详细研究中充分论述，根据当地现实情况，在四个国家在该主题上存在不同。
我们在任务中面对的包装和配送在非洲农业生产中非常耀眼，是农业微本地化的包装和配送，大量存在于在
某国或地区的一些地方，在另一个地方则总是饥饿，导致农业市场的一些最大价格差异 - 让经典的套利情
况成为关注的焦点。 因此，或许非洲农业投资中最容易实现的目标是在包装和配送或再配送领域。 本研究
将提出在该领域在四个国家都可行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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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供应链 - 任务中最大的惊喜之一是在广大的农业投入物资企业方面。 不仅如此，如果可以被看作
农业价值链中一个最成熟、增值、多样化的风险调整环节，那么大多数情况下，它也是最盈利的或唯一盈
利的。 然而这是具有最大进口比重和最少当地投资者内容的市场分部。 本研究将运用以可行的当地投入物
资生产和供应为重点的干预活动，确认四个国家的差异和不同。
根据本研究和确认练习，所有四个国家的农业仍存在一些差距、挑战、不足和不最适宜的实际情况，构成了
部门转型投资的巨大潜力。


由于完全依靠雨水，因此该国完完全全受到收获季节丰富水资源和种植期间无水这种周期性的影响。
作物成熟期与市场需求不对称。



农村地区薄弱的公路支线基础设施阻碍了新鲜农产品的上市，特别是在雨季。



劳动力和资本生产率处于最低水平，因为劳动力是不熟练和未受过培训的工人，而且没有制定勤奋工
作的准则。 另一方面，除牛拉犁耕作以外几乎没有部署任何资本。



产量中规中矩，这是因为自古以来回收了再种植的近亲繁殖种子。



农业的前载性 - 即在准备和种植阶段一次性进行所有大规模投资- 加上严重缺少农业信贷，使得农户
连续数年从未超过他们传统的种植面积。



缺少搬运、储藏和保存基础设施导致许多粮食变质或腐坏。



缺少深入的结构化市场体系导致获得的作物反复堆放在粮仓，打击了种植更多作物或变得更高效的
工作。

农业价值驱动因素分析
根据前述内容，以下投资主题和战略或其组合对农业和农产品加工而言清晰、令人信服。
1. 赤字经济学 – 通过发展和提高当地产能和能力以弥合并满足各个部门的国家赤字来创造并解锁价值，
持别是成熟的现在有能力作为初级粮食产品的进口替代品的那些。
2. 资本和信贷部署 - 通过高效的获得信贷和信贷部署扩展价值，特别是在之前缺少它已造成停滞不前和价
值链低度发展的情况。 这将实现以下方面或使之成为可能：
a. 规模养殖 –大片土地的商业性种植；
b. 针对包装厂和加工厂的库存获取与积累。
3. 技术应用– 移植价值，新的经营模式使得不可持续高生产单位成本大幅度削减。 有两种基本方式：
a. 部署机械设备以加强经营，消除浪费和功能性损耗；
b. 使用适应天气和农业生态条件的优质种子。 这将能提高产量和提高每公顷或所部署劳动力单位
的生产率。
4. 储藏和保存基础设施 – 通过避免浪费的经济学提升价值。 这将给价值链注入两个重要的、迄今为止不
存在的构成：
a. 更高效地收集和保管初级产品；
b. 延长初级农产品的保存期限，缺乏这两个因素会导致25%–40%的收获后损失。
5. 加工和包装 - 通过将初级农产品转换成更高价值的产品来增值。 这具有三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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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引起农产品价值的极大提高。 扩展并锁定初级农业以外的更大价值链；
b. 将农业以外农产品的利用多元化为产业和产业转型；
c.

2.

实现卫生且可接受的交付和配送，范围更广，层次更深，距离更远；

轻工制造业

四个改变游戏规则的高绩效转型基本驱动因素已在四个国家制造业确认，具体如下：
i.

电力 – 可靠、持续、优质的电力连接；

ii.

交通连接 – 交通运输、物流、仓储和转运系统；

iii.

商业可预测性及活力性的财政、监管、法律政策机制和背景；

iv.

供应链 – 强大供应链和改善当地供应链，或面向激励的国外供应链。

制造业价值驱动因素分析
发现前述全部或大多数因素存在时或系统性就位时，以下价值驱动因素为工业和轻工业制造的投资主题提供
了模板，视为在四个选定国家逐渐展开。
1. 以当地原材料为导向 – 不容置疑的是，对于非洲制造业来说最容易实现的主张是有机或工业制品没有太
多合适替代品和在制成品在当地具有快销市场且适合出口的地区，全年可大量获得当地原材料。
研究任务以及案头研究和调查已确认该机制下的机会，将在后续章节中详细说明。
2. 新兴的、成长型、成熟的当地消费市场 –在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已超过特定可持续性门槛的国家，依据
是发展并为当地产业扩展获得动力。 以任务为支撑的研究已确认具有投资范围的领域，投资由发展壮
大的中产阶级不断提高的消费动力推动。
3. 国家进口替代潜力 - 同样，对于当前制造或海外定制的各种简单、不成熟、功能性产品，经证实当地存
在市场。 研究任务从进口替代的角度，确认了有制造潜力的领域。 岸上作业和锁定价值链对各国将具
有广泛的社会及经济意义。
4. 农业价值链
–作为考虑的农业干预活动和当地新兴可行农业供应链的一部分，以制造农具、工具和机
械以及先进投入和耗材的国内生产能力来提供支持已日益变得可行、急迫。
5. 针对出口导向型制造安置的、获取的或驾驭的产业竞争力 – 若已经存在出口导向型制造的能力以及有
机会通过技术改造或渗透进入新市场的方式使其升级或显著提高经济效益，则可以认为新投资将会起到
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报告在这一主题下进一步探讨并发展了各项战略。
6. 集群经济 - 由于交通运输、电力和通讯环节更高效，不断发展和多样化的中小型企业创业及有利的当地
环境和中间产品资源配置制度，非洲国家出现了以集群为基础的制造新趋势。 政府通过工业园、经济
特区以及农场集团发展及激励措施，为卓越中心和专业化提供支持。 本报告对此类安排可能带来的一
些机会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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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国家报告、理由和观点摘要

在本部分，第4章所述的许多参数，由于已在研究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检测和严格化，因此已用于四个国
家的各个商业部门。 目标是创建最有吸引力、最适合投资、最适合升级和盈利最大的部门。 另一个目标是
通过供应链现化代、经济一体化或整合 - 垂直或水平、地理或产品等，发现可潜在加快创造或实现价值的
领域。对于全部四个国家，经济和行业竞争力审查的范围已缩小到部门，以突出重点关注。
其他可行的部门和行业也加以考虑，大部分通过访谈和进一步研究及分析的方式引导。

1.

肯尼亚：投资报告、观点和理由摘要

肯尼亚正在经历发展走廊、物流、电力及能源、ICT和电信等领域大规模基础设施更新、现代化和扩建的阶
段。 但政策改革、激励方案和营商便利度仍有许多有待改进。 农业上，改革重点和技术部署被认为是在开
垦荒地和提高生产率方面。 最大的制约因素仍然是适合耕种的土地有限，其中大部分已被居民点和城市化
占去。 肯尼亚在食品安全方面远没有达到自给自足，4,000万人口中有1,000万生活在持续的饥荒和食物匮
乏威胁之下。 农业的基本成本仍然非常高。

1.1. 农业和农产品加工的案例


农业直接贡献了肯尼亚GDP的26%，另有25%则间接通过农产品加工和投入物资供应链提供。



它占总出口的65%，提供了18%的正式就业岗位和农村地区70%以上的非正式就业。



然而，肯尼亚适于耕种的土地只占16% – 这也是经济和人口实际上被挤压的地方。 其中只有31%
是农田，30%是牧场，22%是森林和国家公园，其余为城市、城中心、居民区和基础设施。



该国面积84%为干燥或半干燥地带，不适合靠雨水浇灌的农业。
主要被牧场主、农牧民和狩猎公园
作为牧场（狩猎场）使用。 这些干旱地带的土地占用制一般分为公共用地和政府信托土地。



肯尼亚被列为世界上水资源匮乏的国家之一，水资源分布不均。
全国水资源有56%处于维多利亚湖
（Lake Victoria）盆地。 全国平均降雨量为每年400 mm，因此肯尼亚应当获取和储存农业和其他
用的充分水资源。

制约因素：


粮食无保障。 4,000万肯尼亚人中有1,000万人始终受到粮食不足或没有粮食的威胁。 该国的年粮食
缺口为每年2,000万袋玉米。



可耕种的土地太少。
该国可耕种的土地只占16%，而其中有70%被永久居住点、建筑和设施占据，
因此无法提供农业转型所需的基础。



运输和配送。 该国一部分地区收获的农作物丰富，农场出现农产品浪费，生产价格直线降到底，而距
离仅250公里之遥的另一个地区正遭受严重干旱和粮食短缺问题，消费物价激涨得出奇的高。
据估计，运输和处理成本占该国粮食总成本的76%。



浪费和功能性损耗。
由于各种与现有基础设施不足和技术缺陷有关的原因，据估计农作物有15%到
35%损失在肯尼亚农场上。
依靠农场工人收获的制度让大约7%–15%的作物留在田地没人收割，该
数字随着农场规模变大而增加。 缺少适当的储藏和收获后管理导致农作物有10%–20%因黄曲霉毒素
污染而在粮仓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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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购和储藏。 国家大宗谷物购买者、营销者和价格稳定者的全国农产品与谷物委员会（NCPB）最多
只能购买该国粮食的15%。
剩下的流到从无望的小规模农户手上低价获买的中间商手上，小农户无
法等到NCPB晚到的付款，必须卖出农作物以偿还家里的各种债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肯尼亚农业和农产品加工领域的以下机会才视为令人信服且可行。
商业灌溉机会


肯尼亚有920万公顷土地具有成为灌浇农业的良好潜力。
目前，该国只有54,000公顷的土地接受
浇灌，完全出自私营部门的努力，没有政府的支持。 这主要用于种植花卉和园艺。



根据中期经济转型蓝图 - 2030年愿景，政府已确认农业为实现经济支柱下所预期10%年经济增长率
的关键部门之一，浇灌构成该举措的中心部分。



通过发展干旱和半干旱土地上的灌溉基础设施，可以开垦出更多土地用于种植农作物。 据估计，强化
灌溉努力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4倍，让该国收入翻10倍。



此处突出强调该领域的两个重大机会。
措施。

具有根据公私伙伴关系（PPP）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充分激励

Galana/Kulalu灌溉方案


肯尼亚政府率先在Tana River县的Hola启动了一项耗资25亿美元、占地100万公顷的庞大综合性灌溉
工程。 土地用途细分如下：
预计会给年玉米收获量增加4,000万袋，从而有效地让全国玉米产

-

500,000公顷为玉米作物。
量翻番；

-

200,000公顷种植甘蔗。
甘蔗；

-

150,000公顷为养牛场；

-

50,000公顷为牛奶场、水果、蔬菜和花卉种植。

该国当前528,000公顷土地增加了37%用于种植依靠雨水浇灌的



政府通过暂时放下必要的基础设施来发展这一领域，包括Tana河和Athi河上的大坝基础设施、工业级供
电连接、两个主要发展走廊（Mombasa走廊和Lamu走廊）内以及连接这两个走廊的公路基础设施。



以色列企业Green Arava Ltd开发了占地10,000公顷的示范农场，已投产并在运营。 根据规定条
件向私营部门参与者授予地块特许经营权正在进行。
经营活动预计会尽可能整合，只运送经过加工
的食品，即玉米种植户预计会在当地建立面粉厂和储藏设施。

Turkana水资源


雷达国际技术公司（RTIl）在荒凉Turkana北部的Lotikipi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地下蓄水层之一。
蓄水层含有2,500亿立方米的水，相当于东非大裂谷最大湖泊之一的Turkana湖的水量；这样可
满足肯尼亚每年的用水需求达70年。



更重要的是，年回灌率，即每年可持续利用的水量，估计达到34亿立方米，几乎是纽约市年用水
量的三倍。



Lodwar的15,000英亩土地使用蓄水层的水专用于灌溉，覆盖4,164平方公里的地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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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碾磨和营销：玉米、小麦


玉米在肯尼亚是主食。
全部谷物的80%。



尽管肯尼亚处于长期玉米赤字的状态，生产约3,000万袋玉米，消费却达到4,000万至4,200万袋.
短缺的1,000万袋主米一般从乌干达、坦桑尼亚和马拉维进口。



由于投入成本高和缺少规模经济的庞大小型生产体系，玉米价格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最高。



肯尼亚同样处于长期小麦赤字的状态，比玉米的情况还要遭；年产量约为350,000吨，而消费约为
900,000吨。 尽管国内生产已普遍进入稳定期，但消费仍呈跨越式增长；2004年只有671,00吨，自此
之后激增到2014年创记录的1,850,000吨。 缺口由来自俄罗斯、乌克兰、阿根廷和美国的进口满足。

每个肯尼亚人平均每年消费约98千克玉米。

玉米产量平均接近该国所生产

制约因素：


巨大的产量缺口： 该国消费的玉米和小麦分别有25%和60%为进口。 消费量继续以高于本国开垦更
多种植用地的能力的速度增长。



该国的玉米和小麦种植农长期以来面临恶性市场循环，让他们处于不能修复的不利地位。
农作物有
85%是在无组织的市场售给中间商，中间商则充分利用农户急需现金流和出于需要必须出售农产品这
种情况。 价格暂时崩溃，随着价格迫使出现人为稀缺性而快速上涨。 价格波动在一个季节可以高
达400%。



许多作物在田地里没有收获，要么是由于收割方法原始，要么是对非经济市场价格感到绝望。



同时，缺少储藏设施或储藏方法原始，导致许多作物在上市前就已腐坏或变质。 根据Agra出具的报
告“确定十一个非洲国家主要作物收获后损耗和领域状态（1期）”（2013年2月），肯尼亚的收获后玉
米损耗占作物总量的21.4%或平均2,350万美元。



由于再配送限制，粮食供应情况在肯尼亚从均匀过，国家内部价格差异是不再吸引人的套利活动
的根源。

机会：


最大的机会是以当地生产替代进口。 目前每年进口到该国的1,000万到1,200万袋玉米和600万袋小麦
可以通过Galana/Kulalu灌溉方案大规模并有竞争力地生产。 政府确保对投入的激励、机械和足够土
地的特许，以实现这些作物的盈利性商业化种植。



还存在数量巨大的采购和再配送机会；综合二级市场参与者，其在收获季节扮演从部分非结构化市场
大宗承购商品的角色，以及通过智能再配送稳定生产价格的角色。 涉及建立或获取巨大的储存能力，
拥有营运资本意味着建立宠大的库存，在干旱期以好得多的改善型市场价格慢慢放到市场上。



此外，这种谷物碾磨和销售以及从较低成本基础增值也存在机会。

糖


肯尼亚西部产糖区有大约173,000公顷土地种植甘蔗。 过去20年间，该地区见证了向不经济企业的土
地细分和划分，已将甘蔗种植用的土地面积分解给不经济的企业，每农户达2公顷之低。 这否定了规
模经济给农户带来的任何优势。



所有政府拥有的糖厂处于破败技术、大量遗留债务负担和不可行的外围种植户计划的压力下。 这种情
况引起甘蔗供应量逐渐减少，当地糖短缺和缓慢的价格上涨。 因此，肯尼亚消费者目前比COMESA
平均糖价多支出约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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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依靠雨水浇灌的西部产糖带严重不足，平均年产量为每公顷60吨，是其他COMESA国家所取得
产量的一半，例如 赞比亚每公顷生产115吨，马拉维每公顷生产105吨。



另一方面，肯尼亚的人均糖消费率比非洲大多数国家要高得多 - 肯尼亚人均每周消费约400克糖，
邻国坦桑尼亚的平均消费率约为每周230克。 实际上，只有斯威士兰和南非的消费率较高。

制约因素：


25%长期的结构性全国短缺。 该国消费800,000公吨糖，但国内只生产600,000吨。 200,000公吨糖仍
需要从COMESA地区进口。



该国已全部耗尽依靠雨水浇灌的甘蔗生产潜力。 除此之外，没有更多适合耕种的土地用于甘蔗种植。
实际上，种植用地正在大幅减少，主要是被居民区、住宅、基础设施和外围种植户流域（当地工厂不
再开工）替代农作物占据。



物价非常高。 货架上糖的消费零售价格一般与生产价格无关。 传统的磨房主也是高成本的生产者，
因此从结构上撑起了国内糖价。
肯尼亚西部地区雨养模式下生产一吨糖的成本是570美元，而在
埃及，灌溉条件下，成本分别为每吨240美元和290美元。

机会：


存在进口替代机会，可立即向该经济体输送多达200,000公吨糖而不改变任何指标。 进一步需求在人
口增长的背景下快速到达。



新的成熟期快的糖品种不久才在该国发展和商品化。 肯尼亚西部高地品种需要19个月成熟，而该新品
种是专为有灌溉条件的较炎热地域开发，可在9个月内成熟，产量大幅提高，达到每公顷（tch）120150吨，雨养农场的甘蔗产量则为每公顷70–100吨。
它将采用控水机制，可以将接受灌溉的甘蔗的
蔗糖含量提高到15%，依靠雨水浇灌的甘蔗的蔗糖含量则为平均13.5%。
这意味着，比雨水浇灌的
甘蔗，这样能提高糖产量2.5部以上。



有机会在灌溉的成熟期快的糖品种方面的价格竞争来提升产量，通过全面整合的栽培、研磨、自有品
牌营销和配送体系来控制生产成本。



精炼工业白糖的增长机会巨大，这种糖是饮品（汽水及啤酒）和药品的重要成分。

奶业


肯尼亚有100万奶农，饲养着非洲最大的乳畜群和最优质的品种 – 3,500万经过选育的奶牛，该国另
外还拥有具备较高原料乳贡献潜力的900万头两用瘤牛杂交品种。



访部门受制于合作社运动，这也是非洲最大的运动。 事实上，肯尼亚奶业部门的成功和稳定增长要归
功于这种结构。



肯尼亚在牛奶方面自给自足，还有富余可供出口，一般是输出进入亚洲和北非。



84%的牛奶直接以原料乳的形式售给城市和农村居民消费者。

制约因素：


消费物价波动大： 牛奶产量在雨季和旱季波动剧烈，消费物价也是如此。



雨季时，由于供过于求和缺少先进的转换技术，许多牛奶在农村地区被浪费掉。 根据粮农组织（FAO）
的一项研究，在肯尼亚，每年约损失9,500万升牛奶，价值约为每年2,240万美元。



奶牛生产力也比较低，主要是因为乳牛饲料供应不足、不一致或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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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


转化机会：
在肯尼亚，存在投资一流先进技术的机会，将牛奶转变成保存期较长的牛奶和奶粉。
对此，已有三家大型企业表示出兴趣。
相对于肯尼亚的乳业能力，北非和中东地区对保存期较长的
牛奶和奶粉的出口机会目前可谓用之不竭。



牛奶生产力机会： 还有机会从事由内部乳牛饲料生产驱动的先进的一体化奶牛养殖。

水果：芒果、菠萝和橙子


2005至2016年期间，肯尼亚水果子部门一直以每年12%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
的健康饮品需求和受收入上涨推动的新鲜水果消费的刺激。



肯尼亚具有令人吃惊的天气和气候条件，适合大规模种植热带水果作物。 由于天气炎热而气候温和，
果实成熟对热带水果口味、柠檬酸和纤维含量来说几近完美。



水果由小规模农户非正式种植，他们将水果卖给贸易商，在盲目信任体制下，把一部分水果直接
售给加工商。



在肯尼亚，水果作物约40%会被浪费掉，要么是在农场上未采摘，要么在运输过程中或市场上腐坏。



然则，该国生产的水果只有约8%得到加工。
47%的水果仍然为鲜果消费。
（相对较新的概念）的增长为跨越式发展 - 过去七年内数量翻了三番。

增长受到日益上升

也就是说，加工业

制约因素


气候因素导致的农产品质量和数量变化，这种变化难以测预。



缺少接触研究和相应标准规格及产品规范的机会。



EAC和COMESA市场没有完备的整体加工能力，来自南非及以外地区的进口商品上架销售，与当
地产品齐头竞争。



实际上，并不存在浓缩物生产能力（超过菠萝和芒果的有限能力），灌装公司被迫从南非或中东
地区采购浓缩物。

机会


制成品机会： 随着中产阶级继续壮大，消费主义继续增强，该国和地区范围内的软饮料和鲜果汁消费
正呈跨越式发展。 仅仅在肯尼亚，该部门的规模就超过每年10亿美元。 肯尼亚及该地区零售店的果
汁和果酱部分主要是当地产品，创记录的增长势不可挡。



中间产品机会： 通过对农户进行分包以种植果树，然后再加工并把浓缩物卖给当地和地区域软饮料和
鲜果汁公司，有机会从头建立起综合的果桨及浓缩汁行业。
可口可乐的长期存在和百事可乐的回归
预计会增强寻找当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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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


到2014年，该国家禽数量超过3,200万只，其中69%预计为本土品种，31%为商业化蛋鸡和肉鸡。
同一年，该部门每年生产约23,000公吨家禽肉，13亿只蛋。



城中心对家禽产品的较大需求极大推动了行业增长，当地孵化场难以应对日龄小鸡的需求。



随着城市化率继续在该地区飞速提高，农业用地继续变得稀少，强化的养殖形式变得更加可行
城市养殖的模式开始在肯尼亚和该地区其他大城市出现。



另一方面，对蛋白质和食物中蛋白质含量的需求增加与收入提高、进一步城市化和超级移动青年人口
成正比。



服务及接待部门（即酒店、宾馆、快餐和航空公司）的增长也增加了对蛋白质的需求。



健康意识的提高也正在把许多蛋白质消费者越来越推向白肉，更少地推向红肉。



零售商也在为加工、包装和冷冻食品更大范围的配送和消费者订购开放渠道。

-

制约因素


良种畜长期短缺制约着日龄小鸡的生产，使得它们的价格非常高，设定了该部门高成本生产模
式的基础。



短缺或缺乏优质鸡饲料继续制约这一部门的发展，使得产品相对昂贵。 该国鸡蛋价值的快速上涨是因
产蛋鸡饲料成本出现非可持续的上涨，三年内上升了66%。



其他仍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生物安全标准和措施，以及质量标准化。

机会


前述内容都确立了当地和地区范围内快速扩大的家禽部门的环境及背景。



健康蛋白质机会： 完全整合的结构、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响应能力以及密集性建议将家禽部门作为壮大
的、城市里的、移动性以及有健康意识的中非地区中产阶级的蛋白质首选。



全球快餐供应链机会： 主要的全球快餐链进入市场，即 美国的KFC、Subway、Domino’s Pizza和日
本的Teriyaki都增强了敏感性。



有健康意识的综合生产机会：
有机会大规模注资该部门，优化标准化作业，消除生物安全风险，以
及从数据驱动的商业分析前沿领导。

猪


肯尼亚的生猪部门在全国范围内有335,300头猪的总保有量，其中约150,000头为商业化生产。
可供屠宰的生猪数量不足以满足当地需求。



根据2011年FAO数据，2010至2030年期间，猪肉年消费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预计将增加155
%，全球低收入国家将增加167%。



主要的地区性猪肉交易商Farmers’ Choice每年向COMESA地区出口2,000吨猪肉。 为此，企业从
巴西、加拿大、德国和意大利进口660吨猪胴体。 这不包括来自中非地区内部的进口。



小农户生产由70%的养猪场进行，主要采取散养模式。 散养猪对出口出口市场没有吸引力，因为难以
满足严格的质量要求。 这对商业化猪养殖带来了非常重要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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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猪生成由于猪饲料供应问题在该国一直停滞不前 - 猪养殖总成本的70%是饲料成本。 由于育种质量
不高、养殖条件差而且缺少饲料，该部门的生产率也较低。



生猪整个都可以加工– 香肠、熏火腿、猪肉、腊腿、火腿、猪皮渣、猪蹄、猪头肉冻，以及将猪肝、
猪肠和猪血加工宠物食品、动物饲料、化装品和药品。 据估计，猪肉产生的总收入中有7.5%可以从
这些副产品上实现。



猪养殖需要的投入最小，劳动力也较少，饲料转化效率高，世代间距短。

制约因素


该部门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商业化养猪生产所需饲料的供应情况。



优良品种也缺乏，生产条件不合需要。 为提高该国生猪的质量，纯种繁育牲畜的需求非常大。



优质猪产品综合生产者，针对不能满足的国内和区域性市场。

机会


价值链机会： 通过规模化和技术投资综合商业化养猪生产，以充分利用整个生猪价值链并弥合该国的
猪肉不足缺口。



饲料生产机会： 投资猪饲料生产，以帮助消除由于缺少可靠饲料供应而造成的结构性增长停滞。

油料作物：葵花、芝麻、油菜和花生


肯尼亚当地只生产35,000公吨植物油，约占年需求量的15%。 据估计有536,000公吨是以初榨油形式
进口，使其成为继石油后输入肯尼亚的第二大进口消耗品。



净国内消费量约为491,000公吨，大约80,000公吨在精炼后再出口到COMESA地区–
赞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和布隆迪。



消费格局明显从固体烹饪油脂和动物油脂向液体植物油转变，因此需求急速上升。



大多数油料作物适合肯尼亚的热带气候条件，因为抗旱而且较不易染上植物病害
特别是葵花、
椰子、棕榈油、花生和油菜籽。 最好的条件是在西部国家，方法是通过与甘蔗间套混作。



从2010年以来，油料作物耕地面积现在为125,000公顷。 产量一直无法提高，尽管当地植物油公司有
这样做的呼吁和激励措施。 主要原因是无法在该国找到专门适合油籽的自由可耕地。



油籽的国内产量增加一直受到原料供应不足的制约。 FAO一直尝试在肯尼亚西部地区和维多利亚湖地
区的主要种植区发展原料中心。
该地区主要食用油生产商Bidco
Africa也制定了与本地区农户的
外围种植户计划，特别是努力加强棕榈油的种植。



主要植物油生产商已在该地区寻找种植或采购所需原料的替代地点。 占55%以上市场份额的市场领导
者Bidco Oil在维多利亚湖岛发展棕榈油，其农业生态条件与马来西亚的相似。

津巴布韦、

制约因素


植物油零售价格在过去十年内急速上涨，甚至未能对世界商品价格或当地交换升值的急剧下
跌变化作出反应。



该国缺少适合油料作物种植的耕种土地。 已有可用的土地已被甘蔗占据，甘蔗也是在类似的土壤和气
候条件下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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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


进口替代与综合生产机会： 有机会探索该国范围内灌溉条件下的油料作物种植，特别是在按甘蔗种植
确立的相同灌溉条件。 Galana Kulalu灌溉项目留出了200,000公顷土地用于甘蔗种植。



可以与本国的主要植物油生产商探讨合同性种植安排，或一些公司进行直接投资，战略目标是将其作
为确保食用油价值链中后向和前向关联的工具。
这将有助于弥补巨大的进口差距，同时保存急需的
外汇，根据国际市场动态的敏感性和回转降低消费物价。

1.2. 轻工制造业的案例
肯尼亚政府批准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路线图，寻求促进轻工制造业，同时复兴业已失败的但可望成功的
工厂，初期资金2.35亿美元。
总目标是将制造业对GDP的贡献率从当前的11%提升到20%。
个价值链尽量保持在经济体范围内。

重点是利用可在当地获得的资源，努力将整

为实现当地制造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政府正在推出一系列财政激励措施，以帮助降低启动成本和营运成本，
并大幅减少或降低沿价值链的结构性风险。
路线图取决于以下驱动因素：


改善的电力供应



增加供应农产品加工用的农业产品



有力的出口促进活动和举措



开明的贸易制度



扩大的市场 - 包括《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GOA）、COMESA和EAC。

工业化方面的主要历史挑战以及如何缓和这些挑战。


价值增加少： 由于当地缺少初级原料或缺乏吸收制成品以使当地采用先进技术合理化的深厚动态市场。
各种农业战略方面的举措以肯尼亚的农业为导向，使行业供应链调配多样化，各种开采面的推进，
包括油气、黄金、钛、稀土和煤炭，开始为各种行业企业提供原料。



公用事业和支持服务的高成本导致缺少竞争力： 供电程度低，配电网络有限，通讯和交通基础设施处
于崩溃或年久失修状态。
过去10年内，政府大量且有意投资于工业级发电和配电，目的是加快产业转型 电信和ICT服务目前在
该地区处于最佳之列，某些方面处于世界最佳之列。 以该国两个发展走廊为主题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发展正在精心实施，为本地区及其他地方提供一流物流解决方案。 这些也是以双车道公路网和标准轨
距铁路的形式存在。



工业用地成本高，土地所有制复杂。
政府推动建立工业园的主要原因是要一劳永逸地处理这种制约。 行业投资者投资参与政府确认、指定
和批准并提供服务的适合目的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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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伪劣商品涌入。
机构能力在口岸得到加强，监督、税收机构和海关及标准委员会掌控不合格商品向该国的进口。
保障、司法和处罚系统也提高了它们对这些问题的反应性。
消费者组织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指出和
曝光假冒伪劣商品私密操作者的非法勾当。 尽管不能完全杜绝，但危险已大幅降低。

计划是发展区域特定的工业和制造业集群，并为其提供服务。 提议工业园的地点和理由如下：
内罗毕 - 靠近最大的国内市场集群；有最好的基础设施，包括该国最大的国际机场。
蒙巴萨 - 通过港口进口原料和出口制成品容易；非常适合出口型加工。
埃尔多雷特 -地处高潜力的农业地区；国际机场货运业务繁忙。
基苏木 –进入区域性市场；具有各种原材料和全国56%的水资源。
以下确认是在肯尼亚轻工制造业部门存在的主要机会。
建筑材料


肯尼亚建筑部门过去十年来一直是增长最快的部门，推动因素是宠大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和竞相填补
并满足该国日益增大的长期住房不足。 2014年增长率为13.1%，总经济GDP增长率为4.6%。



该国城市化率现在为每年7%，相比总人口增长率为2.7%。
150,000间，累计缺口预计到2030年整个国家达到160万间。



2014年，水泥消费量的增长率为21.8%，达到520万吨，推动上涨的因素是整个国家建筑工程剧增。
建筑材料一般占总建筑成本的30%到50%，具体取决于建筑类型和从哪里采购建筑材料。



建筑工程和不动产购置的贷款是当地银行业增长最快的产品。
仅内罗毕在2014年就上升了7.8%。



随着政府进一步推出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以及追赶稳健的城市化和农村地区居住现代化的步伐，
上升趋势在可预见的未来有望继续。



银行杠杆作用将继续让房产经济人的努力翻倍，给市场增加承购能力。

仅内罗毕的住房不足额估计为每年

从2013年起，所报告建筑计划的价值

制约因素


该国经常出现的长期恶化住房不足情况是在高住房成本基数的背景下人口增长所导致。



行业面临高产能限制 - 没有足够的设备或当地供应的材料来满足该国快速的建筑业发展步伐。



许多情况下，制成品的质量不足，大部分是由于分包商使用了不合格的材料或行为不道德。



该国只有少数建筑材料是在当地生产- 这也是水泥、水泥制产品和一些木材制品的领域。
和玻璃以及大部分木制品都是从欧洲、土耳其共和国、中国和印度进口。



进口的主要原因是电动工具制造商和车间缺乏充足的电力供应。
另一个原因是原材料供应的渠道和
物流问题。 现在电力问题已解决，中间建筑用品可以在本国以有竞争力的方式完工。

所有金属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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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材料、门窗、油漆、厨卫、间隔和各种装饰材料。

农业机械和设备


到2012年，肯尼亚只有约18,000台功能性拖拉机。
该国农作物土地面积估计为350万公顷，分摊
到每195公顷只有一台拖拉机。
机械化率最近正在加速
–
从2009至2012的四年间，该国
共进口7,036辆新拖拉机。



已确定的是该国的粮食缺口严重，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长期受到饥饿的威胁。



为应对这种情况和帮助稳定上述农业部分所述的粮食价格飞涨，目前有多达100万公顷的土地正通过
灌溉方式发展集约型农业生产。



另一方面，当时较高的土地压力和土地轮用之间的激烈竞争，可耕种土地稀少和快速城市化的双重作
用更使其突出，让经济进入集约型或都市农业。 三个子部门成为这些制约因素下最可能成功的部门 高度整合和全面机械化的家禽、猪和奶业部门。



同样，其余农业耕种土地的产量优化和生产力提高正强烈地推动进入高度机械化。

制约因素


到目前为止，该国使用的所有农业设备以整件或半散装件的形式进口。



农业融资，特别是资产融资，没有与该国上升的机械化要求协同增长，需要引入另类投资模式以帮助
加快部门发展。

机会


农业部的战略计划表明各部委机构需要多达1,600台成套农业机械和设备，包括全国农业机械化服务部。



农业部还预计，完全优化时，Galana/Kulalu灌溉方案可能需要多达1,500台拖拉机和配套设备用
于收获前和收获后的农业活动。



如果当地商业农业跟上过去十年的机械化步伐，则完全有理由预计对新拖拉机和辅助农业机械的年度
有机需求可以维持在平均至少1,760台新的四轮拖拉机。



机械制造商可以考虑采购当地物资，进行当地生产，从而充分利用降低工业用电单位成本的机会。
但大多数原料和中间组分仍必须进口到国内，以充分满足农业机械的迫在眉睫的需求。



四轮牵引机会： 越来越急切地需要在国内装配拖拉机，以迎合不断增展的动力牵引需求。



成套设备机会：
有机会装配和推广灌溉系统、奶牛饲料系统、挤奶作业系统、家禽孵化系统、小鸡饲料系统、温室系
统、粗玉米粉厂（微型磨房主）、犁、水车、拖拉机、铰接式卡车、播种机、耙、制砖机、水泵、
磨碎机和刮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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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和包装行业


消费塑料制品的需求每年平均以15%–20%的速度增长，大部分是受经济增长、经济正规
化和城市化这三大推动力的刺激。 这些因素已造成对包装消费品的需求激增。



因此，塑性材料和树脂的进口在过去十年间呈现稳定增长。 该国制造业基础在不断扩展和深化，引起
对包装物品、原材料和机械的需求出现较高增长。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宣称收获后的损失削弱了肯尼亚在农业部门的资源，每年有20%的谷
物和40%的水果被浪费掉。 由于包装不善，肯尼亚在水果、蔬菜、牛奶和鱼等方面每年估计损失数十
亿先令。



缺少设备导致的收获被延误和运输期间包装不良，造成了会严重减少客户收入的收获后损失。 肯尼亚
收获的芒果有93%作为新鲜水果出售，这也是大部分水果腐坏的方面。



加工和包装农产品产面产生的价值估计约是初级产品的500%。
当地农贸市场上一个0.3美元的芒果
可以榨出半升包装的芒果汁，而包装的芒果汁在两个街道外的超市上卖1.5美元。



正是这种价值解锁原理在推动该国的包装定位。 新鲜、加工、转化农产品所需包装材料的需求预计也
因此而急速上升。



包装有三大功能，即保护内容物，提高搬运及运输的便利性，以及说明内容物及促销 -每件制成品在
出厂时都为包装状态。 随着国家越来越朝着正式经济迈进，更多地从正式零售渠道采购，预先包装商
品和货品的消费将继续增加。

制约因素


国内生产仍落在进口的后面。
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高能源和税务成本在过去使得当地生产的效率低下。



该部门在生产方法及技术、生产质量、生产规模和产品范围方面也处于落后地位。

机会


行业专家预测，东非地区塑料的使用量在未来五年内预计会增加到原来的三倍。 肯尼亚的人均塑料制
品消费量在2014年只有约10千克，到2020年有望增至30千克。



各种纸、铝、玻璃、塑料和橡胶制品，例如纸箱、纸袋、罐头、包装袋、板条箱和瓶子，以及各种塑
料容器，将以工业级数量消费，因此得有人生产它们。
市场参与者目前规模较小，不具多样化，
技术含量低，质量不高。



规模和技术机会： 有机会利用稳定增长的消费需求和消费主义给肯尼亚包装部门注入规模化的先进生
产技术和更大范围的系列产品。

皮革业


肯尼亚的皮革和皮革制品部门是一个1.47亿美元的部门，过去十年间以18%的复合年增长率（CAGR）
增长。 但湿蓝皮在该部门占主导地位，贡献了产出的89%。 成革和皮革制品只占其产出的6%。
-

门的竞争力是基于该国的天生相对优势。



非洲第三大家畜群：1,750万头菜牛、1,710万只绵头、2,770万只山羊和300万峰骆驼。



大部份价值是在制革厂实现，代表着价值链中资本最密集、工作最轻松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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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的竞争能力已被侵入国内和区域性市场的新样式、低体成本鞋类和二手鞋所侵蚀。 如今，肯尼
亚是无差别化、低端鞋靴的低成本生产国，约生产330万双皮制鞋靴，大部分为内销。

制约因素


制革方面：缺少优质的排污设施，从而增加加工成品皮革的环境及健康成本。



在手提包和旅行包方面：
技能。



鞋类方面：有来自二手鞋的竞争，国内皮革和皮革投入成本高，缺少适当的机械，制成品质量低。



生皮方面：采用低质生皮生产方法，导致生皮因屠宰期间破损或处理不当损失掉85%；同时，80%的
生皮为原料出口，未经加工。

优质生皮成本高、供应量少，难以进入和了解出口市场，缺乏设计和加工

政府举措


政府正在采取一些措施调整这一部门，以便成功将其定位为工业化和出口多元化的机会。
举措包括：



在Machakos县的Athi River建立一个占地500英亩的皮革城。 目标是让相关企业集聚在一起，通过集
中提供道路、供排水、污物处理和能源服务来降低生产成本。 皮革城有望减少湿蓝（半加工）皮革的
出口（目前出口90%），提高鞋、皮带、手提包、皮革服装和工业用手套等产成品的供应。



军警方从当地生产商订购皮靴。 军方订单数量大致为每年30,000双皮靴。



对生皮征收40%的出口税，
量54%。



投资激励措施，10年的公司税和代扣税优惠期，20年内100%投资扣除。



计划新设立8家屠宰场，以促进生皮供应。

其中一些

从而皮革厂数量增加，创造了7,000个新的工作岗位，增加皮革制品出口

机会


国内缺口巨大： 全国鞋类需求为每年3,800万双，当地生产商却只能生产其中的400万双。



如果生皮生产采用更好的技术，该国可从半加工生皮出口再实现4,600万到6,800万美元的收入。



对肯尼亚的皮革部门而言最有希望实现的目标如下：
-

足国内市场的低附加值皮质鞋类；

-

向美国和欧盟消费者的手提包及旅行包；

-

向中国和欧盟的成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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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


据官方所说，肯尼亚制的医药部门是一个每年创造2.4亿美元价值的行业（2010年）。 这不包括受捐助者资助的
流行病药购买和市场上大量的仿造品购买，金额估计每年为6,500万到1.3亿美元。



地方行业的市场份额不到30%，其余70%主要是进口的非专利药。
资助的采购。

由于技术标准低，地方行业无法参与捐助者



在需求侧，政府设有集中药品采购机构 - 肯尼亚医疗用品管理局（KEMSA），采购全国全部处方
药的30%。
它每年支出的预算约为5,500万美元。
另一个较大购买者是基本药物供应任务
（MEDS），为宗教非政府组织和一些捐助者采购。 它每年在药品上的支出平均为540万美元。



国家医院保险基金（NHIF）覆盖多达950万肯尼亚人，许多私营部门的雇主都有内部医疗保险计划。



全国有42家地方性注册药品生产企业，但只有一家跨国公司GlaxoSmithKline（GSK） 它们主要是非
专利药生产商，产能利用率低，生产效率低。 市场参与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世界卫生组织（WHO）
的良好生产规范（GMP），大多数企业都没有达到而且会继续抑制捐助者资助的采购的机会。



肯尼亚是COMESA地区最大的药品生产国，供应占市场需求50%以上的药品。 过去十年间，向该地
区的出口一直是以18.3%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根据UNiDO进行的一项研究“医药部门概况：
肯尼亚”，肯尼亚在内陆COMESA国家还有进一步的出口增长潜力。

制约因素


最重要的挑战是控制假冒伪劣药品的进入或缺乏这种控制。



另一个挑战是当地市场参与者在技术上没有能力取得WHO的（GMP）良好生产规范认证。
这就将它们排除在捐助者资助的大规模药品采购之外。



原材料可得性。 只有5%为当地采购，另外95%则为进口。

机会


技术与规模机会： 提高和升级当地能力以获得全面GMP认证，可以在当地处理庞大的捐助者资助采
购需求，估计该采购需求量每年约为9,700万美元。



研发与配方机会：
投资综合的研究驱动型原材料开发和配方系统，以帮助弥补原材料可得性方面
的差距。 肯尼亚医学研究院（KEMRI）和内罗毕大学药剂学系将牵头这一研究。



地区性出口机会： 发展实现卓越出口的平台，以进一步开发肯尼亚的COMESA出口潜力。

动物饲料


肯尼亚的乳制品业在全国拥有330万头奶牛，600,000个小规模农户根据零放牧制度经营，生产全国所
售牛奶的70%。



家禽部门每年生产家禽肉21,000吨，鸡蛋12.2亿个。



生猪部门的全国生猪总保有量为335,300头，44.7%为商业化养殖。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年猪
肉消费是目前正以每年155%的速度增长，预计直到2030年将维持这一水平。
由于缺少饲料（占生
产成本的70%），肯尼亚的商业生猪养殖停滞不前。



集约型和都市农业生产方式做的迹象及逻辑依据已在本报告的前一章节中说明。
这一模式基本上是以能够提供大量加工饲料为基础。



商业牛肉熟成和育肥是一种在该国开始广泛传播的做法，同样基于以加工饲料供应链为基础的集约化
饲养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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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因素


对动物饲料生产商来说最大的挑战一直是原材料的可得性。
当地玉米和小麦部门无法生产足够数
量的饲料来全年维持工业规模的动物饲料行业。
主要原因更在于结构而非产能
-由于大部
分是小规模和生计型农业生产，因此从分散的微型农场收集、聚集和供应原料不存在盈利的潜力。



同样，当地的杂粮布磨粉行业没有产出足够数量的副产品给饲料生产商。 副产品包括小麦糠、玉米胚
芽和小麦麸，这些都是小麦和玉米的副产品。

机会


随着该国有更多土地用于大规模灌溉农业，全年都将能获得丰富而大量的动物饲料生产用原料，
足以支撑集约型饮料行业。



预计对国内食用油生产的进一步投入也会引起大规模供应油渣饼 –家禽饲料的主要原材料和奶牛精料
补充料。



多样化、承购及生产机会： 存在投资规模化多元动物饲料行业的巨大开放机会，供应并满足本国飞速
发展的集约型和都市农业生产，成为通过缩小饲料供应限制来弥补或缩小结构性增长不足的基础。

2.

埃塞俄比亚：投资报告、观点和理由摘要

埃塞俄比亚正以整个非洲所能见到的一些最低单位安装成本，快速实施多个世界一流基础设施项目。 运输环
节和能源领域的产能过剩已显著降低经商成本。 商业和法律改革以及制造业激励措施真实可行。 工业园的
活力得以确保，使得出口驱动型制造业成为可能。 咖啡和插花以外的农业不太发达，为优化和现代化带来了
巨大机遇。 纺织业和皮革业也存在增值和出口的巨大新机会。 研究结论和建议将在这种背景下产生。

2.1.

农业和农产品加工的案例

埃塞俄比亚属于农业经济：


80%的埃塞俄比亚人依靠农业；



80%的出口收入来源是农业和以农业为导向；



农业为大型工业提供80%的原材料；



尽管如此，但农业对GDP的贡献率只占40%。

埃塞俄比亚是一个面积广大的国家，具有适合种植许多品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现金作物、饮料作物和油
料作物的普遍良好农业条件。


该国拥有1.115亿公顷的土地面积。



其中，7,450万公顷适合农业，意味着国土面积的66.8%适合耕种 - 这对非洲来说是个非常高的比例。



但目前只有1,360万公顷用于农业，给投资者驱动的农业生产留下了巨大潜力。



在GTP II范围内，政府为通过农业干预来消除贫困和粮食无保障问题，设定了优先级很高的议程。



扩建农村公路和市场基础设施可望推动从生计型农业向商业性农业生产转变。



政府已确认划拨300万公顷土地给投资者建立大规模的商业性农业生产。

埃塞俄比亚的农业价值主张包括一系列强大的基本特质，为长期的经济参与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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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消费群体深厚而且在增长。 埃塞俄比亚有9,500万人口，年增长率2.9%，人口数在非洲排二位，
但也是非洲最饥饿的国家之一。
-

人口资料局的统计资料，2025年和2050年，估计埃塞俄比亚人口分别将为1.2亿和1.74亿
正式成为世界上10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



高农业潜力国家非常靠近中东地区- 世界上最干燥的地区，一些居民点人口数量最多、密度最大。



宽阔、开放、友好、未开垦、开未发的农业用地– 7,450万公顷，相当于巴拿马共和国的大小。



埃塞俄比亚拥有丰富的地表水资源，但几乎未被开发。
该国有12个主要江河流域，构成四个主要排水体系：
-

lue Nile流域（包括Abbay或Blue Nile、Baro-Akobo、Setit-Tekeze-Atbara和Mereb）覆盖33%
的国土面积，将北部和中部水系向西排放。

-

ift河谷（包括Awash、Denakil、Omo-Gibe和Central Lakes）覆盖28%的国土面积。

-

hebelli-Juba流域（包括Wabi-Shebelle和Genale-Dawa）覆盖33%的国土面积，
将东南山区的水排向索马里联合共和国和印度洋。

-

北角海岸（包括Ogaden和Gulf of Aden流域）覆盖6%的国土面积。

但是，埃塞俄比亚农业主要存在环境、结构和技术上的挑战和限制。 基于这些限制，抓住机会，进行优化、
规模配置、提高生产率和增加价值：


小农户占多数；



原始农业方式造成的劳动生产率持续低；



对天气的过分依赖。

根据以上内容，因此，下列侧重领域和跨界类型已认定为对埃塞俄比亚的农业投资构成了极好的机会。
谷物类作物：小麦、大麦、玉米、大米和画眉草


埃塞俄比亚有多达1,065万公顷土地为谷物种植，年均谷物产量约为1,834万吨。
谷物生产使用总耕地面积的80%，雇佣了60%的农村劳动力。



这些土地在全国范围内由生计型农户种植 –产量低，粮食生产经常歉收，且还没有实现机械化。



这些作物构民该国的主食，因此，消费量很高。
要为原料形式，未经精炼和加工。



玉米为埃塞俄比亚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占其粮食耕种总土地面积的22%和粮食作物总产量的30%。
800万小农户生产该作物总量的95%。
它是农村地区的主食，农村年人均消费量为45千克，城市
为16千克。



小麦是该国重要性居第二位的粮食， 平均年产量为320万吨，但该国仍需进口33%以满足其小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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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麦也是如此，该作物主要用于生产啤酒用麦芽。
该国仅能生产所需量的35%，其余须从比利时和
法国进口。
目前，国有Asella麦芽厂曾经是仅有的本地麦芽厂，但到2014年，一家私人工厂开始
经营。 该国除了现有的四个酿酒厂外，还有两个正在建设。



粮食不足是长期现象，将粮食从丰产区配送到歉收区成为一大难题。
提高作物产量对实现粮食保障并为工业部门提供投入至关重要。



农户们热心于在收获后将收获物变成货币以购买非食品类产品，支付账单和其他债务。

制约因素


GTP
I和II的目标是分别到2015年和2020年将谷物产量增加一倍，但是，由于高原地区的人口密度
大和土壤退化严重，在没有技术和高级投入干预的情况下，几乎不大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由于没有种子培育设施或种子培育设施不足，农民仍在使用低质、低产和晚熟的种子。

机会


在收获季节大批购买初级产品，以便在收获后再分配并利用市场差价进行套利或用于储备进行碾磨
和加工。



以碾磨为目的建立与农户的外围种植户计划。
更多延伸帮助。



进口替代的商业化种植：
埃塞俄比亚进口的小麦占其消费量的33%，主要从俄罗斯、阿根廷和美国
进口。 目前，小麦种植面积为150万公顷。



大麦的商业化种植：
为替代从法国和比利时的进口，同时也给新建的麦芽公司提供原料和满足两家
在建新酿酒厂期望的新需求。

这包括在种子品种、土壤准备和天气数据等方面提供

豆类：大豆、扁豆、鹰嘴豆、云豆和小扁豆


豆类占耕地面积的约13%，约占农业增加值的10%。
最近记录的2013年生产数字包括：
扁豆－
102,394公吨；马蚕豆－38,985公吨；鹰嘴豆－46,338公吨；白豌豆－
59,628公吨；大豆－
35,606公吨。



它们在埃塞俄比亚的出口收入方面占显著地位，仅次于咖啡和芝麻。

制约因素


由于低投入用途导致的低生产率，尤其是化学肥料可增加产量达80%以上。



缺乏市场聚合系统。
由于存在大量没有效率的中间商，他们无法获得规模效应且经营的地理范围
有限，因此生产者和出口之间的关联很弱。

机会


生产效率优化商业生产： 更好的种植技术和投入的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体现在埃塞俄比亚的豆类产量
翻了一番。 例如，记录的小农户鹰嘴豆产量是每公顷1.2吨，进行适当的投入后，每公顷为2.9吨。



组织出口平台：
有机会通过改进中间商的网络和实现信息共享及流动的系统来发展和增强价值链，
使其对出口流需求响应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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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与花卉栽培


仅在十年间，埃塞俄比亚的插花业务已发展成为非洲第二位，仅次于肯尼亚。 在约1,700公顷土地上
有约120家高科技花卉种植企业，收入由2005年的仅2,850万美元增至2014年的2.65亿美元。



迄今为止，气候是埃塞俄比亚拥有的最大竞争优势。 亚的斯亚贝巴南部海拔2800英尺，非常适于花卉
栽培。 此外，该国有12个江河流域、18个自然湖泊和370万公顷的潜在可灌溉土地。 处于灌溉下的全
年作物生产是确定无疑的可持续发展命题。



除其他有吸引力的投资特色，如良好的出口导向型农业政策、全面的激励、廉价的电力和劳动力，
埃塞俄比亚已从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厄瓜多尔等更为成熟悉的渠道吸引了投资者。
其中有些是大型的综合花卉生产商，如Karuturi全球有限公司。



该国地处非洲之角，位于非洲、中东和欧洲的交叉处。 由于地处角部地区，距离主要出口港口不远，
埃塞俄比亚或许是与非洲大陆其他花卉生产国相比离传统市场最近的国家。



另一个主要优势是与欧洲和中东主要市场的良好航空连接和航空货运能力，使其能进行快速、利润可
观的运输和周转。



这一概念与政府对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的商业性农业生产的优先考虑相一致。

制约因素


主要制约因素是缺少足够的专业基础设施，即冷藏库和冷藏运输。



与出口的国际监管环境相关的因素。 如不能遵守，可能会对贸易关系和未来市场机会产生负面影响。
在生产或产品质量和流程的社会与环境方面，市场有不同的要求。

机会


生产激励机会： 供生产的土地面积预期到2020年将达到3,000公顷，收入预计达到5.5亿美元。 有机
会从事园艺和花卉的规模种植、包装和出口。



市场导向机会： 另一个机会是获得长期新市场供应合同或通过整合中间商、包装、营销和出口在出口
终端的批量商品销售并以此作为与当地小种植者、包装商和出口商进行外围种植户安排的基础。



供应链机会： 还有一个机会是从事灌溉基础设施、温室设备供应和配送、化学品和肥料的经营。

除明显的价值增加原因以外，推荐在埃塞俄比亚进行农业加工获得还有另外三个实质性因素。
1. 农业原材料可广泛地获得。 正是如此，可以从全年灌溉相关的商业性农业生产开始。
2. 非洲最具雄心的发电能力时代即将到来。
3. 政府建立农业园，以及通过高级加工、工业及商业联系优化埃塞俄比亚农业部门价值的专门激励中心。
油籽：芝麻、黑芝麻、菜籽、亚麻籽、花生和葵花籽


油籽是埃塞俄比亚仅次于咖啡的第二大重要出口商品。 目前种植面积为860,000公顷，从事种植的小
农户约400万，他们每年产量约占该国产量的86%。



主要作物是芝麻、黑芝麻和亚麻籽。 油籽生产中33%为芝麻，13%为亚麻籽。 埃塞俄比亚是世界第
三大芝麻出口国，排在印度和苏丹之后。



农业投入使用效率低、农场管理欠佳、缺少市场导向型生产（如合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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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油籽的用途有两个：一是通过挤压油籽榨油，二是用作动物饲料的油渣饼。



埃塞俄比亚的大多数油籽以原料和未经加工的形式出售。
大约有850家小规模和微型企业，占生产
企业总数的95%。 能力利用率受到严重制约，技术过时，设备陈旧。

制约因素


只有26家中大型企业具有精炼能力，占能力利用率的30%。 本地生产仅能满足埃塞俄比亚食用油需
求的30%，其余由进口的棕榈和大豆初榨油提供，成本占油籽出口收入的40%－50%。



油籽营销链较长，没有价值增加，而且交易成本高。



缺少包装服务，价值链内水平协作与垂直协作水平低。

机会


提高油籽产量的潜力巨大。
可用农业土地仅有20%在用，其中只有7%用于油籽种植。
如提高投
入水平，例如肥料和改良种子，单位公顷的生产率可以翻倍。
需要提高产量，因为由于人口增长和
收入的提高，埃塞俄比亚粮食需求预计到2020年将提高三分之一。



进口替代生产： 节省用于进口棕榈油的出口收入40%－50%。
同油籽农业来提高本地精炼能力并节省急需的外汇。



综合加工机会：
广泛：
−



埃塞俄比亚拥有良好机遇，通过合

锁定该国全部油籽价值的机会正在出现，这一机会还在增长。

油籽在该国的用途

于烹任，作为其他食物的配料或用作营养补充。

−

作为生产肥皂、身体及头发用油、洗涤剂和油漆的原料。 这些油当中有些也可用于取代某些以
石油为原料的润滑剂和燃料。
埃塞俄比亚成长中的个人护理和化妆品产业目前通过制成品的
直接进口或进口原料的本地加工来提供服务。 当地油籽加工部门有潜力逆转这种情况并从本国
寻找原料。

−

油籽饼成为该国乳牛及家禽饲料行业非常有营养和重要的成分。 乳牛及家禽饲料行业的成长和
动力现在构成工业规模油籽饼商业化销售一个有吸引力的情况，进行乳牛和家禽饲料的全年加
工与生产。

更多的出口潜力： 埃塞俄比亚芝麻籽以其可口的味道和丰富的营养价值在国际市场享有声誉。 埃塞
俄比亚的白芝麻在国际市场用作等级评定的参考。 政府也继续在新目的国推广其芝麻与亚麻籽出口市
场经验，这些国家对埃塞俄比亚油籽的兴趣在不断提高。
全球芝麻和橄榄油进口价格一直在急速
飞涨，目前为所有其他油籽作物价格的三到四倍。 埃塞俄比亚的油籽部门有潜力通过发现市场窗口和
落实支持性制度来扩大出口。

产业转型
棉花和纺织品


埃塞俄比亚在农业生态上适合棉花生产的总潜在面积估计为257万公顷，但现在用于棉花生产的仅有1
25,000公顷。
年生产量之前已停滞，但随着该行业开始响应可扩展的纺织及服装产业迅速增加的
需求，已有逐渐上升的趋势。



纺织与服装是GTP II优先发展的主要制造产业之一。 该产业独特地被视为该国走向工业化的第一步，
大量就业与贸易机会的创造者，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平台。
因此，政府努力在国内外市场上理顺、
改进、支持和扩大这一产业，以获得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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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的年产量约为40,000吨，预计到2016年将为43,500吨。
由于迅速扩大的纺织与服装产业的
需求，消费量已经开始超过当地产量。 2015年，约有8,000吨的进口填补了这一缺口，2016年，产量
预计将进一步上升到12,000吨。



政府政策和激励机制的重点是吸引一条龙式的外国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在当地纺织工业进行棉花
种植、轧制、纺纱和加工。 他们被视为是推动该产业成长的关键。



在这方面，政府已经在积极地争取外国投资进入该产业，包括开放大宗土地用于棉花种植。
这种支持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即大量垂直化整合的土耳其公司已经进驻当地。

全球竞争力的因素


埃塞俄比亚的纺织产业享受由当地深厚的棉花生产行业支撑的特别待遇。 此外，该国的纺织产业迄今
为止在本地内容加工方面综合程度在在非洲最高。



该产业的全球动力包括亚洲明显退出了大多数活动。
岗位，因此被列入政府优先考虑的范围。



该国拥有最廉价和最具竞争成本的能源，每千瓦时电仅0.06美元，甚至比中国还便宜，中国电价为
0.07美元每千瓦时。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电力成本约占纺织生产商经营成本的25%。



与毛里求斯一起在时尚领域和工业纺织的发展方面有创新的空间，或许是拥有最发达的AGOA激励竞
争力规模和国际上最好的作法。



也是新建工业园激励计划强大的候选对象。 工业园之一的Hawassa主要就是为纺织产业而设计建立。

它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可以创造许多工作

制约因素


优质投入的供应或利用有限，例如种子、化肥和现代的害虫控制化学品。 的确，种子的广泛使用约有
20年的历史，产量最多算是马马虎虎，长期容易受到害虫和疾病的影响。



历史上对出口的禁止产生了长期的结构性挑战，大多数农民完全转种其他作物。 说服他们重新开始种
植棉花并建立足够数量的本地生产基地需要花些时间和精力。



真实需求远高于实际需求－由于当地生产的制约因素和进口在物流或程序上的挑战，大多数仍然不能
令人满意。

机会


面向AGOA的合同生产；



AGOA发起的针对亚洲和欧洲市场的最佳实践生产；



针对国内市场的激励措施促进的进口替代生产；



优惠政策采购带来的多样化制服生产；



化学品、染料及其他纺织品生产耗材；



专业性工业用纺织品生产；



整合优质服装和时装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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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


以非洲最大的国内畜群为支撑的行业：
−

牛：4,930万头

−

绵羊：2,500万头

−

山羊：2,190万头



占该国农业的49%。



当地社会传统上对牛肉产品已较为喜爱。



壮大的中产阶层、较高的城市化率以及采用现代均衡饮食的烹饪习惯推动了牛肉、乳制品和蛋白质消
费的快速增长。

制约因素


没有协调良好的家畜供应链来连接生产者和买家。
可销售的家畜需要沿供应链通过许多渠道才能到
达消费者，这些渠道是生产商、中间商、贸易合作社、贸易商和活动物出口商。



难以到达未开发的地区–公路基础设施状况不佳。



缺乏高效的市场信息传递机制，即关于市场价格、需求和质量要求的信息。



生产商和加工商之间缺少合作或联系。

机会


综合屠宰场，进行家畜宰杀、分块、包装并将肉类产品配送到当地零售网络、餐馆、酒店、公共机构
和军事机构。



活牛、绵羊和山羊育肥和买卖，利用干旱和降雨的长期数据以及动物价格套利活动。



大宗购买并运到市场 - 直接与生产者联系，以排除中间商环节，保护利润率。



可到达未开发地区并使其与市场体系衔接的动物配送物流解决方案。 提高供应量，稳定生产价格。



肉类加工– 包括罐装、香肠、腌肉块和牛肉粒。 这些都可以用来出口。

奶业


埃塞俄比亚家畜存栏数较大，拥有相对有利的气候，适合改良的高产乳用奶牛品种，地区内动物疫病
压力小，让该国有发展奶业的巨大潜力。



但该国仍是乳制品的纯进口国，进口额远高于出口额。
从约560万美元增至1,030万美元。



牛奶营销体系不够发达，使大部分小农户牛奶生产者进入市场受到限制。 2010年，年牛奶产量只有
不到7%估计是在全国范围内销售。 2009年，全国有180家合作社参与牛奶生产和营销。



大多数情况下，现有奶制品合作社只在一些交通便利的地区和可进入的市场经营。 这意味着大部分牛
奶没有到达市场，大多数生产者生产牛奶还是处于生计层面。



从宏观层面来看，该国拥有非洲最快的城市化率之一，年增长率为5%。 城市人口现在达到1,900万。

在参考年度2005到2009年期间，进口额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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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的中产阶级 –由于更加重视国内节约、私营部门发展和改善贸易物流，埃塞俄比亚预计到2025将
达到中等收入状态。



加工乳制品的需求在快速增长，但供应还没跟上需求的步伐。

制约因素


牛奶和奶制品缺少市场销路。



人工授精（AI）服务效率低或不及时，胚种质量差，缺少交叉育种青年母牛。



饲料短缺，特别是农用工业副产品。



牛奶加工技术效率低、不足。



奶业价值链中不同参与者之间关联性缺乏或薄弱被认为是不利地影响该国奶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关于市售鲜奶和奶制品微生物特性的报告表明质量低于正常标准。

机会


高度集约型全机械化乳制品生产。



发展和适应优良品种。



综合的牛奶收集、加工和配送。



乳牛饲料生产和配送。



乳业品牌发展、营销、定位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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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

埃塞俄比亚家禽总数估计为3,800万只鸡，其中97.8%是自给性生产的本地鸡，2.2%则商业化养殖的
外来品种。


禽类消费在城市地区更为普通，节假日期间消费量最大。



自给性小规模部门的现有分配结构是农户向消费者的42%直接销售，只有39%通过零售贸易商的基本
交易系统进行。



对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和该国的大多数定居人口来说，家禽已成为综合食品生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粮食保障的根源。



近些年来，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收入上涨，购买力增强，促进了对禽类产品的需求，同时引起城
市和市区外围地带的家禽数量激增。



总部位于Debre-Zeit地区（距离亚的斯亚贝巴60公里）的几家公司，例如
Elfora、Alema和Genesis
农场，为亚的斯亚贝巴市场供应禽类产品，这也是该国目前最大的家禽市场。

制约因素


当地生产日龄小鸡的能力有限，此类小鸡是烤肉产业的家畜原料。
送中心（PMDC）从事这一业务。



但情况仍是需求大于供应，来自荷兰、沙特阿拉伯、埃及、英国、德国和肯尼亚的进口填补了
这一缺口。



除Alema Farms Limited和ELFORA Agro-Industries Pvt. Ltd. Co.拥有的屠宰设施以外，
再没有其他的专业屠宰设施。这意味着来自小规模养殖户的大多数屠体是在没有经过健康检查的情况
下制作和包装的，给食品链带来食品安全问题。

目前只有18个公共家禽繁殖和配

机会


孵化机会： 日龄小鸡生产和用于产蛋的母鸡存在尚未满足的巨大需求。



城市地区及周边发展综合性商业家禽养殖（鸡和鸡蛋）。



专业的鸡屠宰场，加工并将小规模鸡生产引入主流食物链。



为不断发展的城市集约化商业鸡养殖提供饲料的鸡饲料生产。

2.2. 轻工制造业的案例
埃塞俄比亚政府宣布其正式产业政策是“通过农业增长和农业与工业部门之间的密切联系实现工业化”。
该政策无疑是以农产品加工为导向。 主要目标是：


提高农业产量和生产力



提高工业产量和生产力



密切投入与产出之间两者的关联性

为实现这些目标，一般来说对埃塞俄比亚工业的投资预期性质可能是：


有助于经济多元化和价值增加；



以出口为导向，但侧重于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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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技术、管理方面专有技术和技术技能；



创造相对较大的就业机会；



开发可从当地获得的资源；



具有战略性进口替代作用。

市场机会在该地区前未所有：


自身市场：9,500万人，年增长率2.9%； 399亿美元GDP（按现行市价计算 – 2015年）；



通过AGOA和美国的普惠制（GSP）以优惠条件进入美国市场；



通过《除武器外一切都行》（EBA）协议以优惠条件进入欧盟市场；



距离中东和南亚地区最近。

支撑埃塞俄比亚工业基础的主要宏观结构因素是：






巨大的发电能力：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第二大发电和供电能力。
−

到2020年，装机容量达到17,347兆瓦时；

−

到2020年，输电线路从12,825公里增至21,728公里；

−

通过投资智能电网，将技术性损耗和输电损耗从22.3%降到11%。

交通运输和物流： 建造了非洲一些最好的世界一流基础设施。
−

到2017年将完成2,782公里的标准轨距铁路（SGR）；

−

连接所有主要运输走廊的高速公路；

−

博莱国际机场的非洲航空运输枢纽；
25个城市；

−

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全天候公路；

−

进出口的运输时间缩短50%；

−

货柜运输率从当前7%达到100%；

−

港口处理天数从40天缩短到3天；

−

多式联运的货物覆盖范围从当前30%扩大到90%。

ICT：大幅度提高的国际连接能力和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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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连接51个城市，欧洲和美洲16个城市，中东和亚洲

从20 GB到1,485 GB。

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生产要素成本：
−

半熟练的产业工人： 日工资率4美元；月工资率从110到250美元。

−

长期工业质量的可靠电力连接：0.03美元每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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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和皮革制品


埃塞俄比亚的牛群数量在非洲最大，在世界上第十大：5,400万头牛、2,550万只绵羊、2,400万只山
羊、700万头驴、200万匹马和100万峰骆驼。
畜牧业贡献了16.5%的GDP，1,100万到1,300万户家
庭从事这一行业。



该国每年生产约270万张牛皮、810万张绵羊皮和750万张山羊皮。 此外，该国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无绒
毛羊畜群，达到2,600万只绵羊。



2013年，行业收入达到1.32亿美元，比2008年的7,600万美元增长不少。 其中有3,000万美元来自鞋
靴出口。 埃塞俄比亚皮革制品出口到英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中国、日本、远东和中东。



作为优先发展部门之一，政府计划将其从初级产品出口转移到国内全部增值，从而建造更多工作岗位
，促进制成品出口并优化外汇收益。



但收入中有73%仍来自成革出口，具有转换成鞋靴、包袋、手套和服装等增值产品。 这才刚刚开始。
−

2012年，中国制鞋企业华坚集团在亚的斯亚贝巴城外工业园建立一家工厂，目前每天生产6,000
双鞋靴。 目前，该集团正在建立自己的工业园区，占地138公顷，造价达22亿美元。

−

英国的Pittards公司已设立公厂生产用于出口的优质皮革制品。

−

情况与台湾的George Shoes相似。

−

美国鞋业公司Brown正以自己的商品向中国出口鞋类产品。

制约因素


屠宰前后的不足之处影响着质量。 处理动物时不仔细，例如鞭打造成的划伤、刺伤、打烙印和体外寄
生虫等皮肤病降低了该国生产的生皮的质量。



质量标准执行发生变化。 部分有缺陷的生皮有时会进入生产系统，严重降低制成品的质量。



许多当地生产的产品或使用当地购买的原料制作的产品以国外品牌出售，降低了该国在全球皮革和皮
革制品贸易中的份额。



除大宗采购和保证的长期市场以外，与国外买家的当地合同制造安排的定价大多低于国内市场。



成革方面缺少足够的原料。 总需求量为每年4,000万件，而总产量仅为2,100万件。

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化的因素：


在上游和下游与欧洲和北美主要街道上零售店出售的优质埃塞俄比亚制鞋类、皮夹克、
皮带和手袋整合的传统。



工业园内由激励措施推动的高效加工环境。



与世界上一些巨大的未饱和满足消费市场的优惠条件交付和配送关联。



下游产品创新和上游质量改进都有空间。 埃塞俄比亚近些年实现了巨大的生产率提高，目前在成本竞
争力优势方面超越了肯尼亚。
确实，在肯尼亚生产一双低成本男式皮鞋比在埃塞俄比亚生产要贵
大概30%以上。



埃塞俄比亚正在成为皮革鞋类方面新的一流市场参与者，这是因为熟练工人工成本低、原料供应质量
提高、经营环境稳定和新建立了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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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他们将该国作为生产基地，主要是进入欧盟和美国市场
后者是通过AGOA计划。

-

机会


成革机会：
如果不考虑有机增长需求（过去五年间复合年增长率为23.7%），那么该国每年短缺
1,900万张皮革，需要弥补这一缺口。
因此，按照优质全球市场目的地的国际标准投资湿蓝皮和
成革加工的机会巨大。



进口替代机会：
埃塞俄比亚仍要花费数百万硬通货，从世界各地进口大量鞋、皮革制品和合成皮革
制品。
随着皮革行业现在依托世界一流基础设施变得更有竞争力，因此有机会发展有竞争力的当地
生产力，以替代这些进口和目前进入国外生产商口袋的弥补性收入。



出口潜力机会： 随着更多的生皮在该国加工成皮革，因此有机会优化成品埃塞俄比亚皮革制品在传统
市场和目的国的出口潜力。
随着埃塞俄比亚目前正在快速融入COMESA经贸集团，还有机会开发
该地区的出口市场。



皮革配饰机会：
随着更大规模和能力的逐渐发展成和融入该国皮革产业，可以确定该国有生产部分
或全部皮革配饰的当地生产商的情况，例如缝纫线、塑料亚麻布、鞋带、拉链、搭扣和鞋眼等。

医药


埃塞俄比亚年医药市场估计大约值4,000万到5,000万美元，年增长率达到惊人的25%。
经济稳定增长、卫生保健服务的改进和全国引入社会保险是这一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该国积极进行健康部门的投资和扩大。 覆盖率从2010年的30%增至2015年的89%。 卫生站和健康中
心的数量从2005年的4,811个增至2012年的约17,415个。 该国提前实现了与健康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
（MDG）： 也就是大幅度降低儿童死亡率，显著减少AIDS、TB和疟疾的流行。



公共部门通过医药基金及药品机构（PFSA）购买了埃塞俄比亚所有药品消费量的几乎70%。 但是，
付现费用仍然巨大，估计占46%。 PFSA采购量从2007年的2,700万美元增至2014年的3.10亿美元。



当地行业包括200多家进口各种药品和医疗消耗品的企业，22家药品和医疗服务提供商，其9家直接参
与药品生产，只有两家获得了GMP认证，无WHO预审产品生产商，无活性医药物成分生产商，并且
无研发公司。
−

只有一家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合资的公司在生产硬明胶胶囊产品，向许多非洲国家以及中东地区出口。



相应地，2014年，当地药品制造企业供应了价值4,420万美元的产品，远低于预期水平。
企业总产
出中约有35%–40%售给私营部门。 它们的产品组合有限，只能提供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超过380种产
品的90种。 这表明急需建立新的医药产业，以满足国内药品需求。



政府通过GTP I和GTP II举措向当地医药行业提供支持，以推动进口替代、出口增长、技术转移、
创造工作岗位，最重要的是提高基本药物的产量。 为此，向当地医药公司提供以下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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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优惠条件参加政府采购，预付30%的销售金额；

−

埃塞俄比亚发展银行发放贷款，贷款金额对新投资高达70%，对升级项目则高达60%，最初五年
内免税；

−

对所有产品100%免征关税和其他进口税，给予资本货物减税，例如成套装置、机械设备和建
筑材料；

−

在与国外供应商竞争时享受25%的价格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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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让企业沿着价值链移动的其他激励措施包括制定时间敏感进口产品限制政策，以创建“机会
窗口”，当地医药公司通过该窗口可以进行转型和改进，以便从遵守GMP标准和WHO惯例的当
地配方和生产厂家代替这些进口产品。



这些举措旨在促进投资，设立新工厂，升级并增强当地企业和包装等相关产业的竞争力。



为了克服由于少量购买活性医药物成分（API）、赋形剂和包装材料产生的高成本问题，为了解决质
量不稳定、外汇风险、前置时间长、运输成本高、港口费用和行政障碍的问题，食物、饮料、医药行
业发展研究院（FBPIDI）将推动综合大宗采购和重要进口原料的寄售库存，以成本加少量手续费的形
式向当地行业交付。

制约因素


当地医药生产商产品多元化有限；到目前为止，约有114项药品为本地生产；大多数市场参与者是进
口成品制剂。



当地制造商生产的产品重复。



PFSA一方也是当地行业一方的储藏空间限制。



供应商包装产品能力有限。



当地医药制造企业证明它们不能满足WHO的标准。
计对厂房现代化进行合理投资以获得资格。

目前，四家生产商获得了资格，其他生产商则预

机会


政府宣布的医药价值链发展战略计划2015–2025如下：
−

包装和标签公司-到2020年新增3家，到2020年新增7家；

−

WHO预审产品 – 到2020年为4种，到2025年为15种；

−

活性医药物成分制造–到2020年为4家公司，到2025年为20家公司；

−

研发能力 -到2020年为1家公司，到2025年为3家公司。



价值链发展机会： 当地医药制造行业的发展是确保全国各地（包括农村地区）基本药物不中断供应的
关键，符合埃塞俄比亚的主要医疗保健倡议。 投资该部门的主要参与者以便注入能力，扩大规模和沿
着价值链移动或多样化。



进口替代机会： 充分利用各项举措和审慎的政府行动以进口替代当地药品，实现节省10%–15%外汇
的潜力。



当地研发机会： 鼓励源于当地自然资源和丰富生物多样性的新药物配方。 该国草药补充物、食品增
补剂和美容药物消费量显著增加。

工业原料和建筑材料


建筑业是该国增长最快的行业，受GTP
办公、商场和公寓楼盘的推动。



政府的国家导向型发展战略导致亚的斯亚贝巴及周边地区建筑业蓬勃发展，在其他主要城市则要
逊色一些。 2015年，规划中的建筑项目价值约200亿美元，产出32亿美元。

I旗舰型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推动，建筑业资本激增受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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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亚的斯亚贝巴目前正在进行的两个旗舰型建筑发展项目是：
−

广东川惠集团在亚的斯亚贝展览中心的川惠国际国际大厦，共99层。 一旦完工，它无疑会是非洲
最高的建筑，领先于当前的记录保持者 - 约翰内斯堡高50层的卡尔顿中心。

−

埃塞俄比亚商业银行，一栋即将完工的52层建筑。



该部门以国家导向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为主，但也可以见到许多私人项目。
去年，旗舰型私人开
发项目是亚的斯亚贝附近耗资22亿美元的华建集团工业园，对纺织厂的许多投资，以及数量相当大的
房地产和公寓项目。



工业园区的开发为不受限制的部门提供外国投资者税收激励措施预计将继续，例如
程集团公司（CCECC）已着手Hawassa工业园耗资2.4亿美元的建设。



2016年，建筑业有望将贡献20%的GDP增长，在当前资本货物形成的势头下预计增长率为11.2%
（经济学人智库）。



这一势头以各项激励措施为支撑，即减税优惠和可即时获得土地。



过去三年间，创造了400万个建筑工作岗位。

中国土木工程工

制约因素


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由政府控制，采用重大政府间承包商协议，给私营部门参与者留下的空间很少。



主要材料，尤其是以石油为基础的材料和五金材料，由于运输成本高而仍然需要以较高成本进
口到本国。



几乎所有机械设备都是从中国和马来西亚进口。



私营部门发展融资是来自当地渠道的一大挑战。 本地信贷成本过高，对物业和房地产收益而言不经济。

机会


鉴于公共基础设施需求积压，该国主要城市商业和住宅空间长期不足，该国建筑业蓬勃发展态势预计
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这一蓬勃态势主要集中在亚的斯亚贝巴周围地区，但也可以开始看到这种态势向其他主要城市
（Dire Dawa、Nazret和Gonde）蔓延的迹象。



该国在当地有充足的原材料，为当地建筑材料制造部门的发展提供廉价、可靠的电力。



鉴于当地信贷成本过高（主要是短期信贷），外部资助的建筑项目将继续更有竞争力。



五金材料机会：
各种非核心中间建筑材料的当地生产和供应进入可扩展建筑业的扩展供应链的机会
很大。
这些可能是屋顶薄钢板和屋面瓦、钢筋、混凝土板层、cabro铺路砖、地下室门窗、金属大
门和油漆等。

农用化学品和肥料行业


埃塞俄比亚农业以小农户生产为特点，可耕地面积减少，因此需要提高生产率。 实现增长与转型计划
（GTP）中农业增长目标的主要宗旨是采用改进的技术与管理方法以增加产量，并因此将小农户的家
庭收入提高到超过目前水平。



该国有1,600万公顷的农业耕地，其中1,200万公顷用于谷物种植，需要经常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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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壤营养与肥力方面，埃塞俄比亚具有撒哈拉以南非洲最高的养分耗竭率之一。 估计每年全国由于
使用粪肥与作物残茬导致的磷与氮的损失相当于商业肥料使用的总量（根据2010年《政策与投资
框架》）。 尽管政府努力鼓励采用现代农业方式，但肥料与改良种子的使用仍然有限。



由于分布稀疏的小农户经济能力有限，很难获得信贷，埃塞俄比亚肥料市场的市场营销与经销的交易
费用高。 除了相对高的肥料价格，降水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生产的风险和肥料消费的不确定性。



过去10年来，肥料总进口量已增长超过50%，从2002年的370,000吨增至2011年的接近570,000吨，
其中2009年达到创记录的627,000吨。 2002至2011年间的肥料进口结转库存平均达到33%，其中最
高为2002年的61%，最低为2007年的12%。 这些库存为实际肥料需求与进口量之间不匹配的结果，
增加了肥料进口水平的年度不确定性。



埃塞俄比亚消费的肥料99%用于谷物，4.7%用于豆类，1.8%用于油籽。
非谷物作物仅占肥料使用
量的3%。
在谷物的总肥料用量中，埃塞俄比亚画眉草使用率最高，几乎占40%，其次是小麦
（26%）、玉米（17%）、大麦（9%）、高粱（3%）。



农业投入供应企业（AISE）目前是埃塞俄比亚肥料的唯一进口商。
AISE每年必须做出的重要决定是
进口多少肥料以满足农民期望的需求。 目前，该国使用的所有肥料的进口占用了其经济上的大量费用。



但是，在Oromia的Yayu地区的煤矿具有探明的丰富商用肥料原料。
的氨、250,000吨的DAP、20,000吨的乙醇和90兆瓦时的电力。



政府已经努力在该地区建立自己的肥料厂，有三个在Yayu，两个在Bale
问题和官僚相关问题，没有获得多大的进展。



政府以良好的激励措施鼓励私有部门投资，以帮助挽救这种局面。

这些原料可每年生产300,000吨

Melka

Arba，但由于资金

制约因素


埃塞俄比亚的肥料价格是由农业及农村发展部（MoARD）与利益相关方协商后确定，该过程可能没有考
虑所有价格形成相关因素。 结果是为投资者确定的利润率可能限制他们采取行动，损害受益人的利益。



作为内一个内陆通衢国家，埃塞俄比亚利用距亚的斯亚贝巴950公里的吉布提港作为其大部分进口的
主要入境点，在肥料的进口方面，内陆运输是主要的经营考虑因素。



从吉布提港到合作仓库的额外费用DAP为152.3美元，或吉布提报告进口价格的21%。
内陆运输费占74%，其次为保险、银行手续费和管理费用，占19%，清关费用、检验、
重新包装和泄漏损失，占到AISE仓库的总内陆费用的7%。

机会


假如在5年计划期间耕地面积没有显著的变化，作物产量按年增长率8%将增加约50%。
要达到2020年的GTP目标，在目前产量的基础上需要增加960万吨粮食。



GTP目标中，营养目标是612,000吨，相当于生产122万吨产品的肥料。
料消费量的两倍。



进口替代生产机会： 该国有一个已经得到证明的规模化、多样化的肥料生产机会。



执行转化过程的充足电力供应；



快销市场：每年平均花费1.5亿美元；



每年8%的肥料消费速度引起足够的有机物预期增长；



巨量的已确定的本地原料投入；

这相当于埃塞俄比亚目前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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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替代、创造就业机会和本地资源利用激励措施。

农业机械


农业在埃塞俄比亚经济中的地位已经得到确认。 确实，在官方的产业政策中，农业生产和价值增加是
其核心内容。



由于每个季节有1,600万公顷土地需要耕种，埃塞俄比亚实际上需要大量农业机械。



尽管农业是主要经济支柱，但埃塞俄比亚的农业机械化程度仍然是本地区最低的。
该国每100平方公里适于耕种土地的拖拉机拥有量是2.1台（肯尼亚为26.9台，坦桑尼亚为23.9台）。



农业部最近已成立一个农业投资机构来管理商业农业生产用农村土地的分配。
已确定将300万公顷的土地用于此目的。 新近有两家大公司已经成立了大型商业性农场：
−

Karuturi Global：拥有100,000公顷土地。 计划种植玉米、水稻、棕榈油和甘蔗。 项目总成本
为14亿美元；

−

Saudi Star农业开发：拥有129,000公顷土地。 计划种植谷物、油料作物、甘蔗并最终种植大米。
项目成本：25亿美元；

−

目前有73家新公司从事园艺业生产；

−

最近30多家新公司已经根据该计划获得了商业农业生产用的土地。



2013年，埃塞俄比亚进口了12,500台拖拉机。
Adama农业机械工业是一家进口和组装半散件
（SKD）拖拉机配件并在全国销售农业机械的上市公司。 其产品规模和范围太小，以致无法满足市
场需求。 该国有大量进口和囤积农业机械的私有公司。



2008年，该国单用于农业机械的进口就用了共1.75亿美元。其中拖拉机为1.387亿美元，收割机和脱
粒机为2,330万美元，土壤机械为710万美元，牛奶机械为30万美元。

制约因素


由于获得外汇的能力有限，该国不能大规模地进口大量必要的农业机械。



实际上该国的农业机械没有配件和售后服务。

机会
该部门对技术的采用已经十分成熟。


政府对全天候农村道路的投资迅速地使得在农村进行小规模的商业农业生产可行。



随着农业生产机会的采用导致竞争力提高，农业投资部门的激励措施证明是可行的。



农业金融稳定、有力增长，借贷产品专门用于机械和农具的购置与维护。
这意味着通过商业信贷的延伸，农民购买机械的能力在增强。



装配机会： 因此，拖拉机、收割机、机械化犁、耙、割草机、肥料播撒机和捆草机的制造、装配和销
售有大量的机会。



零部件机会： 该国各种农业机械零配件的机会甚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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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


该国正式购物的趋势和倾向正在加强。 购物正式化的一大直接获益者是包装行业。 实际上任何进行
零售的东西都要包装，甚至家具和白色商品都要用纸箱或泡沫聚苯乙烯进行包装后再交付。
私营标签品牌、即食食品等，都必须包装后再销售。



健康意识和偏执感让人们对杂货和其他食物的处理关心起来，导致一种初期但在发展的趋势，那就是
蔬菜和肉类产品必须预先装在“圆形浅底小篮”里。



坚定的努力，通过农产品加工给农业商品增加价值的深思熟虑的举措预计将带来包装产品需求的增长。



随着该国继续扩大其工业基础和加深并多样化其制造业，各种包装材料的需求将呈天文数字增长。
无论是国内使用，还是用于出口制成品和加工品，所有商品都必须包装。



埃塞俄比亚快速增长的农业加工业正面临大量的包装短缺。
过去20年间，数以千计的投资者被吸引
至农业加工业，主要是通过实行吸引人的激励政策，以及无需抵押即可从政府银行获得部分初始投资
贷款。

制约因素


报告指出，这些投资至少有一半由于众多原因没有实现或具完全操作性，包括该国没有可靠的食品包
装材料供应。
因此，埃塞俄比亚大多数食品加工公司是从国外进口现成的包装，用于包装饼干、
面食、果汁、食用油、牛奶和水等产品。



由于这些包装材料进口交货经常延误，食品加工公司被迫停止产品生产，例如最近成立的Anchor牛奶
公司由于用完了进口的包装材料，放弃了小包装奶粉的生产。

机会


一体化纸质包装机会： 建立了完全一体化的纸业，从造纸用树的外围种植户计划和生产利乐包装盒、
纸箱、随身小袋和包装纸开始。



塑料包装材料机会： 各种尺寸、形状和形式的塑料罐、塑料管、塑料杯和塑料包的生产。 主要原料
是铝、塑料和纸。 邻近中东以及与吉布提港的世界一流运输连接的便利使得散装塑料材料运到该国相
对廉价，而且周转速度快。

工业园
埃塞俄比亚目前有四个工业园在建，造价20亿美元，将在两年后竣工。 这些工业园位于该国东部的城镇Dire
Dawa和Kombolcha，南部的城镇Mekelle，以及首都以南的Adama。
一个纺织园已于2016年4月在
Hawassa启用。
埃塞俄比亚计划在未来十年内，每年在工业园投资10亿美元来促进出口，使其成为非洲的头号生产国。
政府可能会在这里投入全国园区所需投资100亿美元的一半，用于设置纺织、皮革、农产品加工和其他劳动
力密集型工厂。
世界银行的私有借贷公司国际金融公司与中国和欧洲的贷款方及私有股份资金对这些
项目表示出兴趣。
美国服装公司Phillips-Van Heusen - 该公司拥有Tommy Hilfiger和Calvin Klein品牌 - 正在考虑
使用位于亚的斯亚贝巴以南Hawassa工业园的供应商。
Hennes
&
Mauritz（H&M）AB是欧
洲第二大服装零售商，已经从位于埃塞俄比亚的三家工厂订货，这里的工资水平仅为中国的十分之一，根据
《非洲成长与机会法案》，其进入美国市场免税。
美国沃尔玛和法国家乐福以及V.F.公司和意大利服
装制造商Calzedonia等国际零售商也表示有兴趣在埃塞俄比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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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将使用最近从欧洲债券获得的一半资金来开发这些园区。
长25%，为埃塞俄比亚每年创造200,000个就业岗位。

政府的2025年愿景期望制造业一年增

世界银行目前花费2.5亿美元在亚的斯亚贝巴旁边的Bole
Lemi建第二个工业区。
Textile Solutions公司落户位于Bole Lemi的现有工厂园区，雇佣3,000名工人。

10月份，韩国的Shin

造价400万美元/公里的电气铁路将服务于环保型枢纽，私人公司可以在园区内几乎免租金发展公司，拥有多
达100,000公顷的土地。
开发商将获得长达15年的免税期和免关税特权，以及在首都周边进行建设的不断增多的激励措施。
生产商如从亚的斯亚贝巴以外的地方出口所有产品，将获得10年免税待遇。
一个连接亚的斯亚贝巴和Jimma、Bedele、Ambo等城市的铁路计划已经开始。 中国的银行“主要”为491公里
（305英里）长的铁路连接融资。
另一条从吉布提Tadjourah镇到Bahir
Dar市，从首都南部到城市
Hawassa和Arba Minch的铁路将在2020年7月前竣工。
一条由中国资助的从亚的斯亚贝巴到吉布提的轨道线将于今年竣工。 这方面的工作还在一条穿过Kombolcha
的17亿美元铁路上继续，由土耳其出口信贷银行和瑞士信贷集团提供资金。

机会
1. 电器与电子：
随着不断发展的更开明、更年轻的中产阶级拥有更高收入和更易获得消费金融服务，消费电子产品及其配件
的需求和消费在该国处于历史新高。
移动电话、电视机、收音机、扩音系统、汽车配件、照明系统、电灯和灯泡、开关、插座和适配器等大量进
口到该国，但使用时间短，因此更换速度快。
主要原材料是塑料和铜，可从国际市场廉价地获得。 中国对公共投资的激剧减少推动了石油和铜等全球商品
的价格下跌，多数电子产品都以石油和铜为材料生产。
工业园提供有竞争力的和在技术上先进的环境，以在本地建设或组装这些商品供国内使用或在本地区出口。
2. 信息通讯技术：
埃塞俄比亚政府规划建立一个造价2.50亿美元的技术园，名为埃塞ITC。 迄今为止，已有超过12家本地和国
际公司在此预订空间，包括中国的中兴公司和Techno移动及安全创新网络（SINET），二者均将建立自己的
ICT孵化中心。
3. 纺织与服装：
已在农产品加工章节的棉花与纺织一节提及。

3.

赞比亚：投资报告、观点和理由摘要

除了将各省主干公路进行网络连接外，赞比亚没有着手进行任何大型的基础设施项目。 各部门的重点是将其
农业房地产和农村地区大量的闲置淡水资源进行经济上的充分利用。 由于邻近八个与其签署了优惠贸易协定
的地区性国家，其中三个渴求食品和简单的功能性电器与设备 － 赞比亚有机会成为在农业与农产品加工方
面有竞争力的区域性市场参与者。
也就是说，该国历史悠久的采矿部门提供了机会，使其能够将供应链本国化，加工和经营以本地产品替代进
口品的物资。 木材行业也适合这些针对本地供应链中进口替代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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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农业和农产品加工的案例


赞比亚拥有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最有竞争力的农业部门之一，这是自然的农业竞争，其中有许多的积
极因素。



它拥有4,200万公顷的农业土地资源。



只有150万公顷现在为耕地。



拥有中南非洲淡水资源的40%。



适合全年农业生产的有利农业生态条件



7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给该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



政府通过预算倾斜和激励计划的精心支持，目的是提高生产力，确保粮食有保障、创造收入和就业及
减贫。



最近基础设施的恢复与发展目标是建设国内干道，便于农产品进入市场及供应。



处于两个地区经济和贸易集团 ― SADC和COMESA ― 交汇处的独特市场优势。



因此，可以确信赞比亚的农业部门有进行商业农业生产完全整合的机会。



另一个机会领域是在加工和包装行业。
已经确定的是农场的许多农产品被浪费掉，原因是收获供大
于求、市场暂时饱和或缺少采集方面的安排以进入有组织的农村市场基础设施。



因此在这方面，以下领域已经被确认为赞比亚农业的投资提供了绝佳机会。

棉花


赞比亚的棉花是根据外围种植户安排种植的小农作物，由主要皮棉生产者扩展投入信贷、农业延伸、
种子和肥料销售。



多达800,000公顷适合棉花生产的土地已经指定。 其中仅有300,000公顷目前用于棉花生产。



主要是小规模农户与轧棉公司根据外围种植合同进行。



政府已经指定100,000公顷土地给有种植棉花潜力的东方省投资者。 赞比亚棉花带的农业生态条件是
非洲棉花种植条件中最好的。 赞比亚位于世界第24大棉花生产国之列。



本地平均皮棉的产量为72,000公吨，本地消费约14,500公吨。



受世界皮棉市场价格和轧棉公司投入信贷扩大的影响，每年的作物产量起伏很大。
最好的年份是
2011/2012年，赞比亚的皮棉产量为275,000吨。 2013/2014年收获时，由于全球棉花市场的皮棉价格
崩溃，产量下降到75,000吨。
种植户很容易从棉花转种玉米，因为玉米与棉花种植的农业经济条
件相同。



该国棉花的附加值几乎为零。
再出口到海外市场。



该部门的主要参与者是皮棉生产商，它们主要是外资企业：
Cargill
Zambia、Dunavant、Great
Lakes、Alliance Cotton、Chipata China Cotton（CCC）、Birchand Oi Mills、Mulungushi
Textiles和NWK Agro。



原棉和纱线出口到南非、毛里求斯和东非已经确认更有出口潜力。

最常见的做法是将纤维（皮棉）与棉籽分离，然后将皮棉进行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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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最新的统计数据，但以往记录表明赞比亚棉花部门每年可生产多达30,000吨棉籽。
棉籽可压碎并制成乳品业和家禽业的饲料（见以下的乳品业机会）。

制约因素


采摘期间农民没有将棉花进行挑选和分级的动力。 无法再进行分选，而且最近的研究表明采摘时分选
能提高棉花的价格，给农民带来更多收入。



对面料和服装生产商来说有巨大的增值空间。 挑战是本地市场的规模和本地生产的费用现在仍然很高。

机会


合同商业棉花种植：
为根据外围种植户计划种植更多的棉花以便进入皮棉轧棉业务领域，可以有吸
引力的激励条件提供100,000公顷的土地。 具有更多的空间给参与者进入轧棉领域的合同棉花生产，
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全球市场准入或赞比亚棉花可选目的地。



还有潜力投资一些现有的轧棉公司，对外围农户种植计划外投入更多的资金扩大规模，获得更高的效
益和更高的购买力。



纪律部队、警察、私人保安公司、公立中小学、酒店人员和接待人员的制服及正式装束的进口
替代潜力。



棉籽饼机会：
成食用油。



随着赞比亚有更多的电能可供利用，因此存在少许但成长的空间可将赞比亚棉花加工成棉纱和面料，
以供应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毛里求斯无法满足且在快速增长的纺织工业。

轧棉厂的棉分离后棉籽的巨大机会，可将其加工成动物饲料用的棉籽饼以及把油加工

烟草


赞比亚有约36,000公顷土地种植烟草，雇佣45,000人，每年生产烟叶41,000吨，平均产值1.26亿美元。



该部门主要以外围种植户计划来组织，农户主要种植弗吉尼亚烟、白肋烟和熏制烟。



出口产品主要包括未经加工的烟草。 日本烟草国际公司（JTI）是主要市场参与者之一，它们与农户
签约并利用在主要烟草种植地区建立的红木销售区的体系承购烟草作物。
但是，中国仍是赞比亚干
烟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仅有13%的农户能够获得直接信贷 - 因此，投入信贷是该行业运作的唯一方式。 信贷的成本和条件
给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带来竞争优势。



已经证明烟草较玉米利润率高7.5%，较棉花利润高14倍。
该国拥有适宜的气候条件、耕地和水
资源，以及可获得的劳动力和市场，让赞比亚可生产更多的烟草，将产量由现在的每公顷40千克提高
到100千克。



种植烟草的需求在提高，欢迎新的烟草生产投资，尤其在新的地区，如铜带省、Muchinga省、
北方省、西北省、和Luapula省。



Roland帝国烟草
该国唯一生产香烟的公司，将投资2,000万美元在Lusaka多功能经济区
（LS-MFEZ）建立一家烟草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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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因素


现在最大的制约因素是农户伴售烟草而不是将烟草卖给其赞助者，以确保他们能向资助他们生产活动
的公司偿还生产贷款。

机会


该部门适合寻求长期购买力和稳定性并与低成本渠道市场整合的中国烟草生产商的后向联系。



通过针对投入供应和信贷成本形成当地和国际关联性，也存在扰乱外围植户计划经济学的良好机会。



油籽：葵花籽、大豆和花生。



过去10年间，该国对油籽的需求激增。 消费远超当地生产能力。



食用油总消费量：120,493公吨。



国内总产量：40,096公吨。



全国总缺口：80,397吨。



出口到该地区的食用油总量：24,039吨。



市场总缺口：104,436吨。



赞比亚的食用油行业主要将大豆、葵花籽和棉籽作为原料。
它可以产生更多的油。



该国的大豆产量自2003年以来增加了五倍。 牲畜饲料需求一直是商业性农户生产的豆饼的主要动力。
目前，商业性农业生产的大豆需求缺口达到24,924公吨。



这种情况已开始转变，但欣喜的是注意到有增长的势头。
畜牧业的需求正快速地给大豆和棉籽生产注入活力，行业已出现短缺就是证明。



多元化成乳质饲料和家禽饲料的多样化战略会给该国的油籽部门注入活力和动力，使加工和包装的当
地食用油成本降低。

全球来看，食用油的主要来源是棕榈，

制约因素


主要制约因素是购买进口食品油仍然比在当地生产要便宜得多 - 90%的进口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初榨
棕榈油。 作为仅以食用油为主的定位，该部门虽没有活力，但被看作是食用油-动物饲料结合，开始
呈现相当大的吸引力。



另一个制约因素提高生产率所需的改良油籽的可获性。



该国没有足够的电力来推动以工业化方式从当地原料生产食用油。 或许政府应该感到压力，加快该国
完工正在发展的新发电厂（参见3.3赞比亚：经济背景和政策环境概述）。



政府还需免除农户交纳农业设备的公路征费，这些设备不在公路上使用，因此不会损坏基础设施。

机会


第一个机会是朝着动物饲料生产探索并优化当前部门的原材料，直到确定关联性证据。



第二个机会是对之前闲置的油料作物用地进行生产性使用，直到食用油的全部闲置生产能力
得到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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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机会是根据多样化的原料使用特许，重新考虑用当地原料生产食用油的经
济意义。 重要的是，正是来自畜牧业的需求增长才会给当地油籽行业注入生命力。

奶业


赞比亚奶业部门拥有3,000–4,000个专业小农户奶农和大约300,000头也可产奶的乳肉兼用牛
，需要大力发展和加强上游部门。



据估计，在每年生产的2.53亿升牛奶中，只有4,400万升通过正式的市场渠道；剩下的作为鲜奶消费或
以未经加工或经发酵的方式在当地出售，或者被浪费掉。



由于国内奶制品的需求增长，乳品加工企业面临原料乳供应短缺的问题。
大多数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在60%以下。



加工企业对原料乳的需求最近已增加，导致依赖奶粉进口的恢复，以弥补缺口。



记录表明这是该国回报性最高的农业企业。



依托壮大的中产阶级和城市化，该国乳制品的需求增长可观。



酸乳、奶酪、黄油、UHT和奶粉的加工与保存的潜力巨大。 根据赞比亚奶业协会（DAZ）的数据，
该国的已安装加工能力为每年2.15亿，稍作调整后可以迅速提高到2.5亿。
但是如今，加工企业只
占该国牛奶产量的五分之一。



印度奶业集团Parmalat是该国领先的企业，已安装能力为每天120,000升，但却是以不到65%的产能
经营。 第二个是Finta集团，能力相似，但只利用了三分之一。

制约因素


主要限制因素之一是该国缺少纯种牛。 由于只有约15,000头，因此加速生产的话还需要大量纯种牛。



另一个最大挑战是让牛奶到达加工商。 从牛奶收集中心到加工厂的距离以及两者之间道路的状况目前
妨碍了许多农村养殖户。 合作社为小规模奶农的牛奶交货提供了一个框架。 合作社提供的主要服
务包括牛奶收集、检测和冷藏 - 对优化加工能力至关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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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


赤字改正机会：
借助上游融资的支持和管理生产成本的努力，赞比业和该地区存在乳制品赤字，
而这可以转变成机会，填补赞比亚的巨大缺口，继续出口到津巴布韦、刚果民主共和国、博茨瓦纳和
马拉维的类似赤字市场。



牛奶收集效率会围绕牛奶供应挑战会产生，为加工商获得尽可能多的牛奶。 与合作社合作以加强和扩
展它们接触更多奶农的能力，建立更多收集点并提高承购能力对该产业的所有新进入者来说最容
易实现。



纯种繁育机会： 上游部门的支持，特别是有了生物资产融资，将会是通过让更多纯牛到达奶农手上来
提高牛奶生产能力最快、最稳妥、经受住考验的方式。



包装机会： 包装牛奶、酸乳、奶酪、增香乳、黄油、灭菌奶和奶粉。 高于平均速度的城市化率将
需求向前推进，从原料乳向加工和包装牛奶转变。
组织零售也有助于将消费行为转向包装产品。
冲调奶粉甚至是远从欧洲购买。 以本地产品替代此类奶粉的机会唾手可得。

家禽


过去10年来，赞比亚家禽行业已从后院经济上升成为大规模的综合性业务。 赞比亚年产鸡量呈跨越式
发展，从10年前的年产1,300万只肉鸡增至2014年的7,300万只。
的确，家禽行业现在占畜牧部
门的42%，使其成为该国最大的畜牧行业。



鸡肉目前是赞比亚最普遍消费的肉类产品，约占总肉类消费量的50%，牛肉及其他蛋白质产品价格的
急速上涨帮助促进了对鸡的需求。



仅2014年，该部门生产了6,800万只日龄小鸡，360万只蛋鸡，约10亿个鸡蛋。
记录并维持了8%的肉鸡年增长率和10%的蛋鸡年增长率。



这一增长归功于中等收入群体增长以及有组织销售的形成和速食连锁店的到来。



商业生产者生产该国约65%的肉鸡和鸡蛋。 这主要是以少数几家综合性企业为主导，主要是Zambeef、
Zamchick、Eureka
Chicken、Hybrid
Poultry、Ross
Breeders、Tiger
Chicks、Copperbelt
Chicks和Golden Lay。 这些主要是外资企业，从南非采购设备、投入物资和饲料。 除扩大生产能力
以外（例如饲料生产、肉鸡和鸡蛋生产），它们还有兴趣投资于日龄鸡生产、肉鸡屠宰和进一步加工等
其他活动。



中小规模的家禽养殖户属于次级生产部门。
他们生产赞比亚大量的家禽肉和蛋类。
家禽是在简
陋的开放场所养殖，采用人工喂料。
使用简单的饮水器，供暖则是通过燃烧木头或木炭进行。
一些小农场生产饲料原料用的玉米和大豆。
为了跟上初级生产者的步伐，小规模农场必须从饲料效
率方面优化生产，以降低生产成本。



政府制定了取决于生物安全性考虑的严格卫生措施，以控制禽类产品输入到该国。



但是，饲料成本上涨让许多中小规模的生产者陷入困难境地。
下而一直上涨，因而不得不从南非进口，承担汇率波动风险。
价格。



行业参与者一致认为，有必要制定解决该国饲料高成本问题的长久本地解决方案，使得鸡肉产品的价
格可以停止上涨超出大多数低收入人群的能力范围。

过去十年内，该部门

饲料价格由于需求急增和本地产能低
这提醒了家禽养殖户提高鸡肉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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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因素


该国燃料的成本高。 这尤其会影响生产饲料和进行肉鸡加工的综合生产者。



疾病监测和控制能力弱。



该产业各大公司的资本利用率低 – 制约增长或多样化的因素。



上游加工能力不足。



家禽饲料严重不足，价格昂贵且质量不高。

机会


家禽饲料行业的机会多样而宽广。 原料供应性一直是主要挑战，但正如在油籽一节所述，这两者可以
由投资者打包经营，创造规模效应，提振这两种机会的可行性。



还存在发展父母代种鸡的机会。 赞比亚禁止进口父母代种鸡，因此把这留给了无法用完小养殖户需求
的八个主要市场参与者。
此外，当同一参与者首先想优先处理自己农场的需求时，交货质量和速
度方面也存在巨大的利益冲突。



了解刚果民主共和国Katanga地区的家禽产品短缺问题。
该地区有1,050万人口，矿产资源丰富，
但由于社会和政治长期不稳定，这里的农业生产活动极少，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渠道依赖赞亚比农业生
产。 记录表明每年的家禽肉类缺口为2,100吨，鸡蛋4,160万只。

激励措施：全国农场区块项目
为此，赞比亚政府已着手土地开发项目，涉及开放促进商业开发的新型农业区块并提供服务。
总共有10个地方已确认用于此目的：
农场区块

地点/省

面积/公顷

Kalumwange

Kaoma – 西方省

100 000

Mikilenge/Luma

Solwezi – 西北省

100 000

Musakoshi

Mfulira – 铜带省

100 000

Luena

Kawamba – 卢阿普拉省

100 000

Manshya

Mpika – 北方省

147 000

Mwase-Phangwe

Lundazi – 东方省

100 000

Nansanga

Serenye –中央省

100 000

Mungu

Kafue – 卢萨卡省

–

Senenga Citric Plant

Senenga – 西方省

1 200

Simango

Livingstone

100 000



每个区块设计为拥有一块面积10,000公顷的核心大规模农场，面积1,000公顷到5,000公顷的多个商业
农场，以及面积30公顷到3,000公顷的小规模农场，最好是根据外围种植户安排。



政府将为投资者提供已调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使用权。



政府还将提供主要外部基础设施，即干道、桥梁、电力连接、水库、学校和健康设施。



核心投资者需要在区块内开发当地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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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外围种植户计划，管理有关农业综合企业实体及其他农户。



核心投资者还将建立加工厂以增加价值，服务当地、地区和国际市场。



确认有优先潜力的作物如下： 小麦、甘蔗、棉花、咖啡、烟草、腰果、木薯、园艺和花卉作物。



以下三个试点区块已准备好首先推出：Nansanga、Kalumwange和Luena。

水果：芒果、菠萝、橙子和鳄梨


零售商最近扩张进入赞比亚不仅刺激当地食品市场发生变化，还为当地制造的食物产品提供了销路。
水果在当地加工成果汁、果酱和浓缩汁正是巨大价值增加或萃取的一个方面。



自从西北省的Mwinilunga菠萝厂于二十多年前倒闭以来，每年都会浪费掉几吨水果。 当地市场和相关
工厂的关闭则恶化了这一问题，让种植者陷于困境。 其中有些设法适应和寻找新市场，例如在刚果民
主共和国和安哥拉共和国，但这些最后由于距离问题或道路基础设施落后导致不可持续。



每年，当地生产的大量芒果、番石榴、橙子、香蕉、柠檬和番茄因为缺少进行加工和增值的市场而浪
费掉。
自从经济自由化以来，政府已尝试通过吸引国外和本地投资来复兴Mwinilunga菠萝厂和水
果加工行业。



从2007年以来，政府就计划在所有省级中心建立水果加工厂，以增强每年被浪费掉的水果（主要是柑
橘属水果）的附加值。
2009年，西方省政府在赞比亚发展署（ZDA）的协助下，计划建立价值超
过7,000万美元的柑橘属水果加工厂。



赞比亚Fresh Pikt与美国企业PLC最近签订的谅解备忘录给目前的情况带来新的希望。 该合资企业
将重点放在增值上，将帮助吸收卢阿普拉省、铜带省、西北省、西方省和中央省等省份每年浪费掉的
数百吨水果。 一个价值4,200万美元的合资厂很快将在Lusaka开设，到时大有希望在本地创造1,000
多个工作岗位。



Fallsway Timbers集团已开始在位于Livingstone的果蔬加工厂加工芒果及其他水果。 该果蔬加工
厂耗资300万美元建设。
它为南方省Livingstone、Kazungula、Zimba、Sesheke和Kalomo
地区的2,000多家小规模农户提供了市场。
工厂将把芒果、橙子、番茄、洋葱、大蒜头、柠檬、
辣椒、干豆和蜂密加工成各种最终产品。

制约因素


没有采收并向市场提供水果的成熟体系。



野生品种很可能不是消费产品的最佳选择。

机会




因此，存在弥补这一缺口的机会。 机会以两种方式存在：
−

以新鲜的包装果汁形式，适合国内和较近的区域性市场；

−

以浓缩物形式。 这可以实现非洲内及以外地区的出口。

最好的模式将会是外围种植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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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轻工制造业的案例
现在可以确立的是，在铜和钴以外，赞比亚的经济完全是农业经济，在地区竞争力和地区规模生产方面具有无
可匹敌的潜力。
因此，对于围绕农业企业和农基企业的轻工制造业来说，情况的确如此。
政府建立了
配备必要配套基础设施的多功能经济区和工业园，围绕它们制定了部门类型的激励措施，以吸引向园区投资。
该部门增长的两个主要制约因素仍然是：
1. 电力 - 该国没有足够数量的发电量来推动工业进步。 矿业用掉了该国全部发电量的55%，居民用掉
另外31%，剩下的在经济的其他部分以极小数量瓜分。 制造业目前只获得该国总发电量的3.7%。
2. 海上连接 - 由于为陆地连接而且缺少高产能、高效率的运输走廊，因此该国继续是以高得负担不起的
成本获得工业投入，而且交付周转时间也不经济。
出于这两大结构性制约因素，赞比亚的工业只能向内寻求生机和可持续发展，具体如下：


利用可从当地获得的原材料；



迎合农业部门价值链中赢利能力高的环节；



以确定且可预测试的消费方式为使用数量大的物品进口替代品；



围绕农业和粮食重视并进一步推动外部经济效果的边界；



较少资本密集而更多劳动密集型；



较少电动工具密集而更多机械或手动工具密集型；

因此，根据前述内容，可以确认以下领域对该国制造业具有最大潜力。
肥料和农用化学品


赞比亚修改了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CAADP）框架以及提高农业生产力的相关方法，以期提高
收入，减少粮食无保障问题。



根据有关假设，赞比亚的肥料消费量必须增加248,000公吨到大约500,000公吨，才能满足CAADP国
家投资计划规定的农业增长目标。



为了处理需要较多数量肥料产生的压力，肥料消费量增加对肥料价值链中每个节点的发展都有影响。



目前，赞比亚农业使用的肥料全部为进口，年平均价值2亿美元。



所有谷物主食 – 玉米、小麦和豆类 – 急需肥料来补充已耗竭的土壤并提高生产力。



同样，随着商业化农业在赞比亚扎根并发展，本土农用化学品行业的需求变得更为急切和紧迫。
几乎所有农用化学品现在都是采用基于碳水化合物的合成材料生产- 油、气和煤的副产品。

制约因素


价值链中还存在为满足这些需求而需要解决的多种制约因素。
共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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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阻碍私人投资肥料价值链的公

国有粮食储备机构（FRA）购买全部谷物而非富余谷物扭曲了市场价格，打击农户种植谷物热情
并因此打击到肥料的使用。 赞比亚政府审查了FRA只在稳定粮食价格方面发挥作用的命令，方法
是购买富余粮食，然后在供应枯竭时向市场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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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肥料投入支持计划（FISP）的肥料补贴。 政府正在实施“智能”电子券系统，目的是通过让私
人参与者，特别是零售一级的参与者参加进来，通过减少向农场交付的延误，使该计划更高效，
更有竞争力。

−

禁止用外币进行国内交易等宏观政策，增加了私人投资者的外汇风险。
该措施被认为是在鼓励
更多地利用当地原料进行农业投入物资的本地化生产，方法是保证价值链内部的交易尽可能以当
地货币进行。



硬件基础设施的状态： 港口服务水平低，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距离长且效率低，投入和产出的储存空
间有限，农场和农产品经销商能力不足都有利于建立当地肥料工业。
鉴于肥料价格对运输成本非常
敏感，因比更为可行的当地生产将是通过降低与进口肥料有关的港口、物流和运输成本进行。



但是，这一过程是能源集型约- 关键是运营商在供电及其成本方面能从政府获得多少优惠。

机会


该国具有大量的泥炭、石灰岩和磷酸盐探明诸量。 赞比亚大学地质系已确认肥料生产用的这些关键原
材料以商业规模出现。 同样，赞比亚以东Maamba矿的煤炭发现具有较高的含灰量。



还制定了以下煤矿采掘和加工肥料的激励措施：



−

Chilemba储量：160万吨；

−

Mumbwa储量：500,000吨；

−

Nkombwe储量：500,000吨；

−

Kaluwe储量/Luangwa：207,000吨。

赞比亚东部最近发现的煤炭和在Tanganyika湖床发现的天然气将针对农用化学品的潜力进一步勘探。

农业机械


赞比亚农业存在明显的生产力缺口，这都与农业的传统性、非机械化和非集约型有关。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特别是随着该国更商业化的农业做法继继增多，只有一个词 - 机械化。



农业机械的需用和使用呈现陡曲线形势，数量现在不只是让本地生产有理由。



目前，大多数或全部都从印度、中国或南非进口。

机会


制作和装配一些低端机器或工具的机会正在出现，特别是机械或手动操作类型。



政府激励和优惠措施对保护和促进半散件套件模式非常重要，最后阶段当地劳动力的投入处于
合理水平。



还有与当地钢铁行业合作的潜力 - 两家企业已在经营废金属业务 - 制作简单的低端农业机械和机
械设备。



可在该国制造、组装或制作的机械包括犁、拖拉机、耙、喷雾器、灌溉系统和各种手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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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饲料


赞比亚的动物饲料行业每年生产约420,000公吨饲料，正以8%的年平均增长率增长。



赞比亚的家禽部门是动物饲料的最大消费者，按产量计占正式饲料部门的80%。 目前，该国每年生产
约7,300万只肉鸡，比2003年只有1,300万只增加不少。
该产量中有超过88%是由商业性农户生产
他们消费该国全部加工饲料的50%，强烈倾向于从独立的饲料生产商购买。



该部门约有360万只产蛋鸡。
产162,000吨产蛋鸡饲料。



在奶业和牛肉部门，商业性农户倾向于自己生产青贮饲料作物、玉米和干草。 正式饲料生产商向奶业
部门供应55,000吨饲料，占总产量的13%。



剩余的7%用于猪、狗、马以及进入该地区的非正式出口，特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Katanga省。



饲料生产的主要原料是玉米和大豆。 这些原料主要由生计型农户种植，产量一般会波动。 玉米在饲
料构成中占60% - 这也是最常见的作物，被该国绝大多数农户所广泛种植。 2014年，赞比亚长势
很好的玉米收获量为335万公吨。



大豆油渣饼是重要性居第二位的原料，主要由当地商业性农户生产，目前每年生产140,000公吨。



其他核心构成是玉米糠、小麦麸、大豆油渣饼、棉籽饼和油籽，如棉籽饼和葵花。
户和饲料生产商之间的合同种植或供应，因此，数量和价格保持相对稳定。

同样，这些农户强烈倾向于使用加工饲料。

主要生产商每年生

这些原料根据农

制约因素


遗憾的是，作为主要原料的玉米波动情况相当大，具体取决于天气情况和粮食储备机构（FRA）
的构想。 饲料生产商通过囤积或使用不适合人类食用的玉米的方式来应对波动。



从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小农户收集和聚集原料在物流上是一个大挑战。

机会


家禽供应机会： 该国的家禽部门增长相当迅速，饲料行业需要赶上其步伐。 这表明饲料的供应限制
目前是家禽部门增长的最大挑战。 （参见上面农业的家禽部门。）



大量原材料机会： 该行业扎根于玉米和油料作物。 赞比亚在玉米生产方面具有天然的竞争优势，
玉米价格始终低于全球玉米市场水平。 利用并寻找到对全国各地农场因未采收而浪费掉的大量原材料
的盈利性利用。



油籽多样化机会： 该国家禽和奶业部门/国家的兴隆增长（参见上面的奶业和家禽章节）被认为将作
为不断扩大的饲料行业原料的来源，供应并为该国稳健的油籽部门增长注入活力。

木材制品


赞比亚的森林覆盖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67%
是非洲也是世界上森林覆盖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
这不包括根据农业生产体系的植树，例如果树和经济作物树。
还不包括城市公园、街道两旁的树、
树丛及任何其他观赏树植物。



气候和农业生态条件有利于成熟快的替代和质量增强体系，这对商业木材种植不可或缺。



木材制品或木材构成较大的材料的消费在该国较高且在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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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业消费了大量木材，不论是在脚手架、支架和支柱，还是在修饰材料，即隔板、面板、裙
板、天花板、门和框架等。

−

整个家具行业也以木材为基础，无论是对于机构（学校、医院、培训机构和军事基地）、办公
和经营场所（政府办公室、私人办公室、仓库和店铺），还是住宅（仅人住宅、政府住房项目
和租赁性住宅房产）。



木材制品和家具产品主要从中国进口。 它们数量大，价值低，不必要地用光了外汇。



木材和家具制作的工艺不成熟、劳动密集，而且几乎完全以当地产品为基础。
电量使用不多。

从用电量方面来说，

制约因素


可能过度开采，定价困难。



合成木材制品的威胁。

机会
进口替代和当地原材料机会： 当地生产各种各样木材制品的机会很大，即目前进口到该国的建筑装饰材料和
家具。
建筑材料


赞比业是世界上人口速度增长最快的国家/地区之一。 到2040年，城市居民预计将占大多数。 的确，
联合国预测指出Lusaka的人口在2015年至2035年期间将翻番。



经济投资增加引起受到基础设施项目驱动和私人发展项目补充的建筑业蓬勃发展。



建筑业繁荣的主要驱动因素与地区内的驱动因素相同：
城市化率高、非洲社会支持现代化、收入
上涨、建筑业获得信贷和按揭贷款，以及房子作为现代社会拥有权或所有权高级单位的地位出现。



政府预计到2030年住房缺口将超过300万单位。 可惜的是，住房成本在该国仍然很高
用的结果，包括资本供应性或缺少资本供应以及对当地材料的利用或缺少这种利用。

-多种因素作

机会


建筑业利用木材制品的情况已在上文阐明。
动力，在当地有竞争力地生产。



屋顶薄钢板和屋面瓦、石渣、cabro铺路砖、地下室门窗、金属大门、铝门窗、油漆和陶瓷制品等，其
中有许多目前是从中国、南非和亚洲其他国家/地区进口，对经济带来巨大外汇成本。 但是，基本原
材料随时可获得（如毛石和水泥），或者可以轻松大批进口（如金属薄板）。



工艺或制造工程较不复杂，主要是切割、成型、焊接和上漆。 这些活动可以最小的用电量和最优的劳
动利用率实现。

其他建筑材料也可利用可以从当地获得的材料和当地劳

皮革制品


赞比亚的皮革业由当地畜牧业和广大的动物资源基础提供原料，具体如下：
260万头牛、100万只山羊、100万只绵羊、237,000条鳄鱼和私人狩猎场上44,000只野生动物。



ITC于2010年进行的赞比亚皮革业需求情况调查表明，制革能力利用率增长稳定，从2000年只有23%
上升到2010年的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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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亚有四大制革厂，总装机容量为每天1,700张生皮。
两大制革厂是Kembe
Estate（每天生产
750张生皮，运营能力只有产能的60%），以及印度Tata集团拥有的Kabwe
Tanneries（每天生产
500张生皮，产能利用率只有40%）。
Zamleather（为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Zambeef拥有）的生产
能力为每天250张生皮，产能利用率100%。



赞比亚皮革价值链的整合程度较高，有些制革厂拥有饲养场、屠宰设施、制革厂以及成革加工能力。



如果全部生皮都转换为成品鞋类和皮革制品，赞比亚有潜力每年将皮革价值链发展到5亿美元。



赞比亚过去十年享受的经济增长在皮革部门创造了许多机会，主要是因为市民购买力提高，引起通过
消费肉类的方式促成原材料供应增加。



政府为皮革部门的投资者提供有吸引力的激励措施，特别是以加工当地生皮为基础的增值公司。
它还从根本上对皮革加工业使用的化学品及其他鞋类组件的所有进口实行零税率，如橡胶鞋底、绑鞋
带用的“金属眼”以及鞋带。



皮革业的最大优势是按设计而言更多的是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 赞比亚拥有撒哈拉沙漠以南
非洲地区皮革行业的一些最低人工成本 - 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为每月1,000美元，非熟练工人为每月
150美元。

制约因素


皮革制品部门的主要问题是有关投入的质量、可靠性和一致性。



其他问题是贸易物流、工人技能和技术。

机会


出口机会： 赞比亚湿蓝皮和成革向亚洲、欧洲和中东市场出口还存在更多潜力。 主要出口产品是生
鳄鱼皮、湿蓝皮、坯革和成革货物。



公共机构机会： 该国皮革制品的使用范围广泛且在增长- 军警靴、学童皮鞋、其他制服团体（如护
士和私人保安人员）用鞋、汽车内饰，酒店、住宅和办公室用的皮革家具、皮夹克、皮带、皮夹及其
他皮革质配饰。



COMESA地区机会：
赞比亚有潜力增加向国内和地区市场供应的潜力以及出口湿蓝皮和成革的
潜力，而且该部门得益于将随着时间支持更大竞争力的一些优势，包括相比中国较大的人工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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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桑比克：投资报告、观点和理由摘要

4.

莫桑比克在非洲东部和南部拥有独特的长期地缘战略价值。
长达2,700公里的海岸线为内陆邻国马拉维、
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提供了接近海洋的机会，使其成为该地区重要的运输服务提供者和贸易通道。
通过基础设施举措解锁潜力的努力仍大体受到不能接入世界资本市场的妨碍。 将基于印度洋的发展走廊扩
展到内陆并进一步深入邻国的努力大多受到缺少地区性协调的总体规划和实现努力的妨碍。 长期的电力和能
源缺口继续削弱对工业化和制造业平台的创立。 全球最好的农业生态条件，再加上广大的未开垦高潜力农
业用地，为当前发展走廊或附近集结的出口导向型商业性农业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情况。
进口替代和部分向非洲南部地区出口，以及支持市场活动的小规模制造及服务活动有针对性的发展和增长，
可能会有更大的机会。

4.1. 农业和农产品加工的案例
莫桑比克具有许多其他非洲国家希望得到但又不具有的农业潜力：


广阔的未利用土地： 估计为3,600万公顷的可耕种土地：
−

已利用：540万公顷，约占15%；

−

已利用：3,006万公顷，约占85%。



广泛的水道，包括灌溉潜力巨大的60条主要江河组成的网络。



全年生产潜力： 热带气候适合全年依靠雨水浇灌的农业。



经济增长最快：2005–2014 – 每年平均7.4%，经济增长率：每年7.1%。

农业是初级行业，占全部人口的72%。 它以小农户为基础，属温饱型，技术含量低。
毫无疑问，莫桑比克的农业具有巨大潜力。 但遗憾的是，该潜力与实现该潜力之间的差距仍很大，但因各
种原因差距一直如此。
首先也是最基本的是该国只是缺少农村基础设施。
农产品无法轻易到达市场，
但到达市场时，运输成本会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使得莫桑比克农业在国内、地区及其他市场上不相称地缺少
竞争力。 这意味着，莫桑比克进口粮食比种植然后在国内再分配要便宜。
该国商业性农业的另一个主要制约因素是敏感性以及它被视为是对个体农民及其土地权利的威胁的认知。
该国已确立的许多项目碰上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阻力，有时威胁到这些投资的生存能力或实际操作方面。
该国也非常易受干旱和洪水极端气候条件的侵害，这些灾难常会损害靠雨水浇灌的农业，通常是无法弥补
的损害。
另一方面，政府努力为农业和农产品加工的投资创造有利的经济条件，即通过领域图法围绕农业生态区
设计国家战略，以确认更好地适合不同农业和作物类型的地区。
生产力提高、转为更具生产力的农业和推动农产品加工增长存在巨大机会。
战略性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发展与宏大项目（例如有吸引力的行业）的潜在供应关联性也有较好的机会。
来自上游和下游有吸引力的行业的关联和意外效果多样且众多。 矿业公司以及它们建立的生态系统构成食品
工业、制造业、轻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巨大市场。 辅助或衍生产业，如天然气制液体、肥料和石油化学
制品产业，也存在机会。
还存在支持服务业持续增长的进一步潜力，即建筑、金融、运输和通讯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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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为充分利用莫桑比克的地理位置相对优势和战略性发展走廊，将港口与国内和地区性新兴增长中心联
系起来- 成为区域性贸易及物流枢纽，并围绕其建立服务业。 Maputo、Beira和Nacala走廊将非洲南部地区
的陆联国家与印度洋上的港口和世界其他地方连接起来。
这些内陆地区也包括莫桑比克新兴的经济活动
中心，如Manica省的农业地区或Tete省的煤炭建设中心。
近些年来，许多投资者（包括中国的机构）尝试了数种商业性农业生产模式。 结果有很不成功的，也有说
得过去的。 正如所表明的，为了运用该国的全部潜力，政府在交通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领域还有许多基础设
施工作要做。
尽管是商业性农业，但通过摘樱桃法选择地点、接近遗留或规划的基础设施、激励措施、农艺现实情况和当
地政治，这些在该国仍然可能。 唯一可行的方法是：
1. 外围种植户计划：
投资者承包、培训、装备并为农户提供部分资金以种植作物，投资者将全部购买
这些作物，扣除成本然后付清余款。
2. 合资企业：当地投资者提供土地和自然资源，国外合作伙伴则提供资金、技术、知识和材料。
为此，在资质深厚、高度专业的国际农业专家和机构的帮助下，莫桑比克政府确认并筹划了六个增长走廊，
以促进特定农业价值链的发展。 以下假设引导了这一过程：


土壤和天气状况



到达市场的战略位置



现有或规划的基础设施



最佳和互补的多元化战略
增长走廊

优先发展的作物

Pemba/Lichinga

马铃薯、小麦、蚕豆、玉米、大豆、林业、棉花、芝麻和家禽

Nacala

木薯、玉米、棉花、芝麻、水果、花生、腰果和林业

Zambezia

大米、玉米、马铃薯、牛、芝麻、棉花和家禽

Beira

玉米、小麦、园艺、大豆、大米、芝麻、牛、糖和林业

Limpopo

大米、园艺、红肉和家禽

Maputo

大米、园艺、红肉和家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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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性农业和农产品加工的最高潜力作物
大米


据估计，莫桑比克适合种植水稻的土地面积为900,000公顷，但只有230,000在耕种。
它在SADC的大米消费量中排第三位，进口所消费大米的约60%。
因此，该国本地生产157,000吨大米，每年以1.4亿美元进口350,000吨大米。



莫桑比克的水稻大部分是在靠雨水浇灌的低地生态系统下生产，这里的农户遵循传统的种植做法。
在靠雨水浇灌的低地地区，Zambézia（57%）是主要地区，随后是Cabo
Delgado（14%）、
Nampula（10%）和Sofala（9%）。
灌溉地区集中在Gaza，这里有该国最大的灌溉项目
Chokwe灌溉项目。



大米消费量在过去十年间翻了一倍，因此进口水平大幅增长。
求增长。



尽管大米有巨大的增长潜力（非常适合全年水稻生产的气候和土壤），但国内产量只按与进口相同的
速度增长。



中期来看，国内需求预计将每年增长7%。 到2020年，莫桑比克有望减少大米进口20%。 未来两年内，
莫桑比克仅在本国南部加扎省的Chokwe和Limpopo河下游地区加工180,000到200,000吨大米。



重大投资正在进行中，可能会显著改善目前的基础设施并提高水稻产量（例如，
可持续灌溉发展项目和投资5,000万美元的奥兰国际有限公司）。

人口增长和收入提高将推动未来的需

投资9,000万美元的

制约因素


主要制约因素是雨养型农业下在水稻种植周期的关键阶段稻田缺水变干。 表明雨养型水稻种植不再是
该国可行的广泛选项。 为提高产量以进一步增加生产，生产模式必须从扩大生产向通过引入土地节省
技术（如发展灌溉）集约化转变。



另一个制约因素是水稻生产几乎完全缺乏机械化牵引。
效率低、小规模技术的蓄力牵引阻碍了这一
部门的增长和生产力。 如果该国要弥补不断飙升的大米缺口，机械化必不可少。

机会


进口替代机会： 该国每年有350,000吨大米，通过本地种植可以停止进口。
的500,000公顷土地用于种植，这还未考虑自动化带来的效率增益。



机械化机会：
莫桑比克的水稻生产要能在任何地方进行，就必须真正在机械化、灌溉模式的新平台
种植。 需要部署许多农业机械和灌溉系统才能实现可持续成果。

这大概需要将未开垦

万宝水稻农场案例研究


湖北-加扎友谊农场于2007年建立，自2011年以来由万宝非洲发展有限公司（WAADL）经营管理。
这是中国的农业综合企业项目。 到2013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已向该项目投资2,000万美元。



万宝拥有50年内经营20,000公顷土地的特许权，最初计划从2012年开始，在三到五年内
投入2.89亿美元。



到2014年，万宝只使用了7,000公顷土地，4,000公顷种植水稻，1,000公顷种植玉米。
种生产模式。

公司实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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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当地农民提供中国大米技术生产方面的免费培训。
万宝将从这些农民手中购买稻米，扣除服务费用。

到2013年有65家农户接受了培训，

分包中国农场 - 四家中国国有农业综合企业公司分包了7,300公顷的农场。 万宝建设了全部
基础设施，包括灌溉系统、公路改进和加工厂，还提供了所有农业投入和机械。
农场将
预付50%的费用，余额从销售收入中扣除。
农场要在三到五年内付还农具成本。
第二种模式的效果似乎更好。

不幸的是，2013年的大洪水淹没了Chicumbane的4,000公顷稻田。

挑战


政治和土地争夺诉求： 公司被指控让80,000家小规模农户流离失所；用水很可能促成Limpopo下游河
谷地区干旱；未能向当地转移农业技术和知识；以高价出售服务，不遵守当地劳动法。



当地官员不满意导致在项目上对当地人缺乏透明性以及裙带关系盛行。
游行，要求赔偿或终止项目并归还土地。



当地工人认为中国管理者粗鲁、专横，反过来中国人认为当地人懒惰、不负责任（发薪后消失，
但只在没有钱时又会出现）。

当地激进主义团体组织示威

政策教训


为避免土地冲突，马克思列宁主义时代的前国有农场现在被给予优惠。



提升透明性并且更多地与当地人和民间团体对话，更好的信息分享机制，面向当地社区制定公共政策。



如果要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政府需要进行农业基础设施投入。



由国家帮助农民接受中国的农业技术培训，以获得银行贷款；否则，只能继续分包给中国公司。

木薯


莫桑比克是全球第八大木薯生产国，2013年产量估计为1,000万公吨。 生产非常基本，大多数农民只
种少数供家庭消费。



木薯大多以传统食物方式消费；在北方，最常见是的用木薯粉制作的粥，在南方，则是用作rale
（一种经过发酵的油炸食物）。 过去10年来，产量一直以平均每年5%的速度增长。



新的加工技术为莫桑比克消费最多的作物
本优势，木薯还存在替代机会。



木薯的成本大概只有某些相关商品的一半。例如，面包使用的小麦至少有25%可以用木薯替代，
成本只有原来的55%。



新技术带来的潜在巨大市场机会，以及荷兰农业发展和贸易公司（DADTCO）创造的移动加工设备。
公司在农场一级提供和安装可以将木薯块根变成木薯糕的移动机器，有效地减少木薯快速腐坏和质量
损失（木薯含水70%，极易腐坏）。 生产的木薯糕可以保存长达两年或加工成木薯粉或淀粉。



南非米勒（SABMiller）的子公司Cervejas de Mozambique与DADTCO合作采购木薯，以代替自己低
成本啤酒品牌Impala（黑斑羚）中采用的价格昂贵的进口啤酒大麦。
到2014年，它们已取
得高达70%的进口替代，从而比该国任何其他活动都迅速地让许多农户从事木薯生产。
南非米勒准备在未来两年内再投入1.24亿美元，以继续发展自己的木薯啤酒（Imp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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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2008年的小麦价格疯涨后，莫桑比克的面包成本提高了50%，2010年再上涨17%。 政府宣布不
会再维持对进口小麦的补贴。
Millers迅速发现了这一商机，通过研磨成粉，以本地种植的木薯代
替进口小麦。 FAO预测用木薯替代做面包用的面粉，莫桑比克每年能节省高达1,500万美元。 生产商
完全知晓这一统计数字。



由于该国在木薯使用方面发生上述两大结构性变化，产量激增。
2012年则为970万吨，两年之内增加了66%。



对木薯的其他利用在原料饲料、工业原料和生物乙醇方面也在发展。

2014年，产量达到1,470万吨，

制约因素


几乎占全部木薯生产的小农户组织性差，广泛分布在难以到达的农村地区，使得难以持续地聚集足够
数量的木薯。



由于到达市场的南北方之间运输距离远，因此运输成本尤其高。

机会


商业性农业生产机会： 为了满足木薯新用途加速商业化引起的木薯需求激增，现在木薯的商业化生产
在莫桑比克已势在必行。



加工机会：
业原料。

有机会从农民和农民合作社承购木薯糕，用于再输入加工和转换成面粉、动物饲料或工

大豆


2014年，莫桑比克生产了大约50,035公吨大豆。
门的推动（97%的大豆由小规模农户生产）。



2006至2013年期间，大豆的农场交货价格增加了170%，产量则从每公顷450千克增至每公顷1,100千
克 – 仍低于该地区的生产潜力。



豆饼构成家禽行业的高额成本，可以在当地取得，从而成为进口鸡肉国内替代的主要驱动因素。



当地家禽部门呈现跨越式增长：

（吨）

2007

2013

家禽肉生产

6 231

12 460

家禽饲料生产

65 657

132 782

这一数字比去年提高了42%，主要是受国内家禽部



但当地生产目前不能满足当地全部需求。 2010年，莫桑比克的大豆缺口为119,000吨，是其年产量的
两倍以上。 该国南部地区– Maputo、Gaza和Inhambane – 完全靠来自阿根廷、印度和马拉维的大
豆进口满足需求。



大豆需求由于家禽和大豆油部门的发展而增加– 未来十年内，家禽业预计将以每年25%的速度扩大。
该部门仍具有巨大的未开发潜力。 从每年人均鸡肉消费量的尺度来看：
−

莫桑比克 – 1.56千克/年； 南非 – 31.94千克/年。



政府积极鼓励国内大豆行业的增长，以替代进口豆饼，而豆饼是家禽饲料重要且昂贵的饲料构成。



进口高价豆饼会推动国内家禽价格上涨，使得难以同进口鸡肉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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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家禽业成本中的主要构成是饲料（~74%）；

−

本地生产豆饼应能降低成本，从而提高家禽行业的竞争力。

非洲南部地区每年继续存在较大的大豆缺口–
2010年进口了265万吨大豆（不包括莫桑比克）。
如果未进行重大投资，预计将仍会有200万吨的缺口；
2020年，莫桑比克的缺口预计将达到85,000吨。

制约因素


莫桑比克大豆行业受到较高运输成本的不利影响，运输成本占种植后成本的17%。



家禽行业没有事先与小规模农户签订合同，而是在收获后从农户收购大豆。 主要原因是它们的产量非
常小，未经过组织进入营销合作社，合作社可以通过谈判为他们的农产品获得较好的价格和交易
条件。 因此，没有通过长期或远期合同来稳定价格的机制。

机会


根据与该国主要家禽企业达成的合同大规模商业生产大豆的机会很大。
售力，带来营销和产品销售的技术专业知识。



大豆的商业性生产还可以盈利地部署以替代进口，目前完全服务于Maputo和Gaza市场。



还有机会将副产品精炼成食用油，这将随着生产进一步提高。

这将带来规模角度来看的销

家禽


2004年以前，莫桑比克家禽部门几乎是不存在的，莫桑比克完全依赖通过中东地区从巴西进口冻鸡肉。
Technoserve
-美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NGO），受托开发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农业价值链，担当促进
者和中间人的角色，以推动这个从2005年的2,500万美元增长到2010年1.65亿美元的行业。



到2011年，该国在鸡肉方面已实现自给自足，占总需求的76%。
−

巨大的家禽产量增长：2007年– 6,231吨； 2013年– 12,460吨。
原因是孵化能力提高，通过控制进口和提供融资而具有良好的政府支持。



然而，由于该国鸡蛋生产的成本非常高，因此消费的鸡蛋中估计有90%仍来自进口。
当地鸡蛋产量仍然非常低：
−

2012年：1.216亿只鸡蛋，仅占总消费量的14%。



莫桑比克全国家禽协会（AMA）实施一项战略计划（2011–2015），目标是每年提升鸡肉消费
量26%，是2007至2009年期间所实现速度的两倍以上。



因此，2015年产量增长了23%，主要受国内需求上涨和正进行的生产技术改善投资的推动。
消费增长甚至更快，达到32%，表明生活水平提高，城市人口在扩大。

制约因素


唯一最大的制约因素是鸡饲料的供应性或缺少供应和激增的饲料成本。
饲料成本占肉鸡生产总成本
的75%。 仅豆饼一项就占了饲料成本的一半。 大豆生产在莫桑比克几乎不存在，豆饼主要是从南
美进口– 导致家禽行业竞争力较弱。



饲养和孵化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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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


进口替代的巨大潜力使家禽业成为有力的投资机会。



家禽需求在整个非洲呈现有意义的增长态势：
−

过去十年间，家禽消费在10多个非洲国家中增长了一倍以上，高度依赖从巴西、亚洲和美国的
进口；

−

当地参与者由于地理位置优势而有机会供应这方面的需求。



尽管莫桑比克国内需求在过去稍有增长，但预计在接下来的10年内，未来需求有望增长两倍以上，
消费量预计将从2014年的68,500吨增至2020年的130,000吨。



矿业和油气部门显著增长对就业人口的影响将有助于推动国内需求。



饲料成本约占总成本的74% – 随着国内豆饼行业增长，投入成本降低的潜力将进一步推动需求。
Technoserve现在已将重点转移到发展该国的大豆行业，当地家禽部门将能见到和享受到相应成果。
当干预活动取得足够规模时，莫桑比克家禽部门的前进势头将不可阻挡。

园艺和水果


作为一个热带国家，莫桑比克具有生产菠萝和芒果等大规模林果业（水果和蔬菜）的巨大潜力。



有利的农业生态条件和全年生产的潜力形成了一些水果的相对优势，创造了大量投资机会。



中东、亚洲和欧洲市场的反牌节需求 - 适合出口。



干果、果酱和果汁等增值水果产品也存在需求。



Shoprite和Massmart/Wal-Mart等重要超市买家最近的进驻引领着向加工或包装水果和蔬菜消
费的转变。



马普托和南非巨大市场可以供应番茄、洋葱和青椒等蔬菜。 例如，Chókwè灌溉项目（该国的南方）
具有供应这些市场的生产潜力。

机会


适合园艺生产的Beira走廊地区有550,000公顷土地。 通过商业性和小农户（家庭）生产，这些土地可
以可以产生多达27.5亿美元的年收入。
迄今为止，只有74,000公顷土地目前用于生产，主要是由小
农户生产。



该国拥有可支持不同作物生长的一系列小气候（例如，Sofala的湿度大有利于热带水果，较干燥的
Northern Manica则最适合蔬菜）。 这意味着，种植户可以更好地服务当地正式市场，因为Shoprite
等重要的超市买家需要多样化的选择。
不同的作物也促进了Beira走廊地区稳健农产品加工业
的发展。



荷兰、南非、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等国投资者已建立了六个高价值园艺农场，生产蔬菜（Compania
de Tabac de Chuara CTC、Waluru Arqueologia）、红辣椒（Pimenta de Mocambique）、玫瑰
（Vilmar Roses）、香蕉（Lonrho Metuchira）和芒果（EAM Fruits）。 这些农场如果能够获得扩
大规模所需的融资，将有潜力到2008年产生4,300万美元的年收入。



出口型生产将侧重于最适合该地区的六种特定作物（或作物模式）：
红辣椒、玫瑰、海棠花和夏季花、蔬菜、大型果园和水果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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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


莫桑比克香蕉业的定位很好，得益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潜在的成本优势。
蕉的条件，在全球具有商业上的竞争力。



目前，国内产量的85%为本地消费，只有15%出口到东欧、中东、南非、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市场。



莫桑比克的香蕉生产在种植园一级非常具有竞争力，每公顷生产52吨，几乎可以匹敌全球最大的生产
国菲律宾，其产量为每公顷56吨。 遗憾的是，种植后成本在降低莫桑比克香蕉竞争力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包括运输成本和贸易物流成本。

它具有非常出色的种植香

出口的制约因素


基础设施薄弱和港口效率低下导致运输成本高。



与码头/集散站、运输前检验和扫描有关的成本增加。



与整体商业环境有关的物流成本（法定税收和行政程序等）。

机会


Technoserve进行的研究认为，为实现将产品运到国际市场的规模经济，进入新鲜水果市场的第一个
切入点应当是香蕉。



以它的帮助下，一家商业性农场经营商Matanuska Africa有机会灌溉3,000公顷土地，向出口市场供应
Chiquita品牌产品。
目前有1,400公顷用于生产，2014年，Dole
Fresh
Fruits
Europe
（都乐鲜果欧洲）与Matanuska Africa建立销售及配送合作伙伴关系，向欧洲和中东出口香蕉。



Technoserve估计未来15年来内，莫桑比克可以种植超过30,000公顷的香蕉。 目前它正在协助其他投
资者获得和开发香蕉生产特许。



过去十年来，需求不平衡在各个出口市场以不同的速度增长，需求增长最大的在欧洲，非洲国家在欧
洲相比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具备有竞争力的出口关税优势（价格为每箱3美元）。



莫桑比克从农场到港口的成本比菲律宾的要低，再加上菲律宾产品向中国转移，这些增大了在中东的
机会，同时莫桑比克的全年生产和高生产率提供了额外的出口机会和更高的利润。

芝麻


芝麻是一种含有高浓度油的种子。
它香味浓郁，使其成为生产植物油和用于制作面包的常见原料。
白色或较浅色芝麻籽在欧洲、美国、西亚和印度次大陆广泛使用。 黑色或较深色芝麻籽大部分是在中
国和东南亚种植。



非洲的芝麻籽生产目前占全球贸易量的70%以上，主要来自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



国际市场，特别是日本、中国和荷兰，目前对芝麻的需求激增。
芝麻价格比2011至2013年期间上涨了一倍以上。



目前在中东和亚洲市场还出现了需求较大的价值链作物。
60,000公吨。



农户一般是小规模种植芝麻，然后通过为主要采购企业工作的人聚集起来。
主要买家包括出口贸易
集团、Indo Africa和Olam。 ETG是目前为止最大的买家，占高达65%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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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G与荷兰发展组织之间2010年开始的合作是一种合同农业计划；在该计划中，农户承诺以提供服务
作为回报向ETG出售产品，包括关于生产周期、农药和改良芝麻品种、收获后机械化和市场关联等技
术协助。

制约因素


尽管莫桑比克的芝麻生产潜力巨大，但由于服务无法到达大多数农民，因此产量非常低。
ETG和SNV干预只惠及大约1.3%的农民。



缺少农药、机械化和肥料的使用削弱了芝麻生产的潜力，因此农民以棉花、玉米和糖来替代芝麻。

机会


中国是第三大芝麻消费国，因此在国内已有稳定市场的中国公司具有与莫桑比克农民建立联系的良好
机会。 理想的是采用与ETG-SNV相似的服务提供合同农业安排。



考虑到这种潜力，私营部门存在根据外围种植合同计划，以莫桑比克的北部和中部地区推广这种作物
的大好机会
种子改良干预、通过作物系统的机械化提高生产力，使用肥料也将给农民带去巨
大价值，创造比在莫桑比克芝麻价值链上还要大的价值。



这也可以通过对活跃在该国价值链中一个或多个关键环节的一些公司进行战略和控制投资来取得，
将它们作为转变作物生产和营销系统的平台。

棉花


棉花是莫桑比克最重要的农业出口作物（占农业出口总量的17%）。
包括350,000家小农户 –以棉花种植或相关活动为生。



作为出口产品，莫桑比克的皮棉在进入重要国际市场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上是欧洲市场，
直到最近才是亚洲市场。 无论产量是否低，莫桑比克的棉花部门已出现巨大动力，特点是新的特许经
营公司和投资进入莫桑比克Nampula省和Cabo Delgado省传统棉花带以外的地理区域。



由于出色的农业生态条件和出口潜力，棉花在历史上一直是强大的部门。



莫桑比克的皮棉在进入重要国际市场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上是欧洲市场，最近才是亚洲市场。



2014年，生产了98,000吨棉花。 大部分生产活动是在该国北方的Nampula和Cabo Delgado。



自2014年以来，中非棉业发展有限公司计划在莫桑比克设立第一家棉花加工厂。
加工30,000吨籽棉，生产3,000升烹饪用油。

据估计，有超过150万人

–

工厂每年将有能力

制约因素


产量相比非洲其他产棉国家要低得多（平均低40%）。



相比非洲其他主要产棉国的价格，莫桑比克棉花学会（IAM）确定的生产价格相对较低。 生产商获得
的价格比起若没有现行国内政策时它们可能获得的价格要低。
2005至2009年期间，生产价格只
上涨14%。 出口价格同期则提高了70%。 生产价格与国际市场脱节，因此种植户不能从当前较高
的国际价格中获益。



由于设备维护不当，轧棉产出水平相比其他国家要低，轧花行业的特点是加工成本高。 这是因为采摘
技术不佳和混用种子品种导致棉花不清洁，混用则引起纤维质量不一致。



目前，加工和营销活动主要由控制总产量75%以上的三家企业主导。
植户的动力要大得多。

因此，加工企业在市场上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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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


全球价格上涨导致棉花生产有利可图，特别是由于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潜力大。



轧棉机会，以出口优质皮棉以及把棉籽加工成棉籽油和饼。 促进轧棉部门竞争将能提高轧棉能力和旨
在让该行业现代化的投资。 这将有助于增加出口棉花的数量和提高质量，并因此提高出口价格。



中国纺织企业通过以如今更好的条件投资轧棉厂并扩大或建立外围种植户计划来采购更多皮棉的机会
巨大。 这些包括给予更好的生产价格，为采摘时棉花分拣提供激励，促进采用机械化、肥料和农药。
这些措施将让更多农民从事棉花生产，鼓励更多农民回到棉花生产，产量提高更佳，交付的每吨棉花
的价格更好。



此类计划通过与活跃在农业价值链发展方面的非政府组织合作可以取得更好效果，例如，
非洲棉纺工业联盟（ACTIF）、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gra）和Technoserve。

4.2. 轻工制造业的案例
从政策和监管角度来看，莫桑比克政府似乎努力想把工业和工业制造业吸引到该国。 遗憾的是，政府甚至还
没有开始解决一些非常基本的必要之物，这些构成产业孵化的基础。 这些必要之物就是电和基础设施。
该国能源部门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最大的电厂Cahorra
Bassa和Mphanda
Nkuwa由南非电力公司
建立，根据预算紧、不可撤销的长期合同全部向南非输电。 因此，该国缺少工业级供电，小量商业和居民
用电是来自Electracidade deMozambique（136 MW）和400 MW Cahorra Bassa民用储备电的峰值供电。
几乎肯定没有任何重大发电厂开发项目，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该国预计继续会无电可用。
目前该国也没有任何在规划的重大运输基础设施开发项目。 主要原材料领域（铝、铁矿石和煤除外，已经有
拥有并经营这些原料的跨国公司开发）仍被主要城市中心和海港所隔断。
综上所述，很难从区域或国际性的任何重要产业潜力来看懂该国。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但对于围绕该国遵循该地区卓越轨迹启动农业和农产品加工所需的核心农业投入
的制造- 更为可行的主张，却存在令人信服的理由。 这就意说，要让农业和农产品加工的投资变得更加可
以实现并管理成本及外部经济效果的风险，一些关键投资不可避免地会围绕国家范围内广大农业供应链和在
供应链内发生。 为莫桑比克农业提供重要的注入活动的后向联系将是其产业逻辑的中心依据。
肥料


非洲的肥料平均利用率为8千克/公顷，莫桑比克只有5千克/公顷（FAO, 2012），表明生产力无法以这
种比例维持。
提高肥料的使用是强化莫桑比克农业生产以提高产量、增加农村收入的一种方式。
目前谷物和农业作物的肥料使用水平非常低（8%以下）；对于大多数作物，则根本没有使用肥料。



1999/2000年，全国肥料总消费量估计为18,000公吨，2002/2003年期间和2005/2006年期间分别增至
20,000公吨和28,000公吨。 进口商的估算表明2010年进口量为56,400公吨，其中28,500公吨由莫桑
比克烟叶公司（MLTC）购买用于烟草（总消费量的51%），23,784公吨用于甘蔗种植（42.2%），2,
225公吨用于粮食作物（3.9%）。



过去十年间，年肥料消费者已从18,000吨增至57,000吨，但潜在的年肥料需求为100,000吨。



根据该国的农业发展战略计划（PEDSA）和相关假设，肥料消费量必须从目前的每年51,600公吨增至
225,000公吨，才能通过提高生产力和增加种植面积来实现官方公布的10%农业增长率目标。



肥料的这种增长对肥料价值链的发展具有巨大影响。 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内陆地区运送肥料的物流面
临许多能力制约因素，从货物搬运、储存到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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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大多数国家一样，莫桑比克依靠海外进口肥料，因为当地生产基本不存在
或能力有限。 一些企业在当地进行混合调配业务，它们针对各种作物和土壤调配混合物。 莫桑比
克目前使用的肥料全部都从中国、印度和毛里求斯进口，90%用于甘蔗和烟草。



到2020年前实现PEDSA目标需要增加产出约250万公吨，高于目前产量（70%来自玉米）。
其他作物包括在内时，总增量产出为430万公吨。 这将会产生接近350万公吨的玉米产量。
据限制，获得其他作物的估算数据相对困难。



对于所有其他作物，根据PEDSA目标的430万公吨增量说明了额外需要93,000公吨养分的原因。 对应
目标作物增量生产的养分去除量为170,000公吨。



如果莫桑比克要以严肃的商业性农业参与者身份取得成功，国内肥料生产能力必须是这一议程的
核心。
在这方面，为了让这最可行，如果并非进行农业生产章节所推荐的全部投资，则肥料设施最
重要，不可或缺。 尽管有潜力增加对烟草和甘蔗等现金作物的肥料使用，但增加对谷物及其他粮食作
物（尤其是小麦、玉米和油籽）的肥料使用仍存在较大的机会；这些作物目前施肥不足，对粮食保障
会产生较大影响。

将所有
由于数

制约因素


运输物流的费用极高 – 通常占总物流成本的45%。 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利润也异常高 -为了补偿经营
的小规模性、经营风险和较长的再订购前置时间。



获得融资的能力在整个供应链受到限制，包括进口商、农产品经销商和小农户。 高利率（超过25%）
和担保要求限制了借款人使用银行贷款。 由于农业经营活动风险较高以及土地所有制限制，商业银行
对农业和农业综合企业是风险厌恶态度。

机会


为满足实现PEDSA中对目标作物战略目标所需的增量生产，莫桑比克需要增加肥料使用225,000公吨
的产品（尿素、磷酸氢二铵和氯化钾）。 莫桑比克目前的肥料使用水平极低，大多数作物根本没有使
用肥料。



PEDSA区分了许多需要优先考虑的主要措施： 加强农业研究并与延伸服务联系起来，发展由农产品
经销商组成的网络，以转移种子和肥料技术，开发产品价值链和市场，以及鼓励投资农业的公私伙伴
关系（PPP）。



为此，在伊尼扬巴内省现在可以使用基于天然气的合成肥料，南非化工集团Sasol正在该省开发用于P
ande和Temane油田生产的丰富天然气商业储量。



为肥料厂供电的当地电力解决方案也可从这一天然气资源取得。

动物饲料


家禽是莫桑比克畜牧业战略计划的第二大支柱。
全国家禽协会估计目前十年内消费量每年将
增长26%，是2007至2009年期间速度的两倍 – 反映出生活水平提高、人口扩大。



由于投入成本高，该国继续从邻国进口多达90%的所需蛋类。



扩大鸡肉生产的当务之急是当地饲料原料生产的可行性以及更好的饲料质量控制。



当地饲料生产能力非常有限，而且价格很高。 该国几乎依靠进口饲料和饲料原料。 2011年，该国进
口的饲料如下：
−

浓缩物（蛋白质和微量养料）– 9,4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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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混饲料 – 15,147吨；

−

豆饼 – 7,543吨；

−

磷酸钙 – 845吨。

−

当地家禽部门呈现跨越式增长：

（吨）

2007

2013

家禽肉生产

6 231

12 460

家禽饲料生产

65 657

132 782

制约因素


制约当地动物饲料行业稳健发展的主要因素或阻碍是无法全年从当地农民获得足够的原料供应。



另一个制约因素是缺少可行的从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小农户收集、聚集和交付系统。



另一个制约因素是到目前为止，该国在过去没有油料作物和棉花增长及生产的可升级投资情况，
其副产品、油饼和棉籽饼是动物饲料生产的核心原料。

机会


芝麻、棉花和大豆的预期巨大投资（具体机会见上面的农业章节）应该很快会释放巨大数量的饲料生
产原料进入当地市场。



在可预见的将来，家禽部门稳定而快速的增长将继续可持续地增大该国的家禽饲料需求。



有机会通过本地生产替代输入该国的大量饲料进口，有机会支配来自飞速发展的家禽和奶业部门预期
的高需求增长。

农产品加工有限： 从菠萝、橙子和芒果生产浓缩汁


该国具备各种热带水果品种有竞争力增长的巨大潜力已得到证实。
因为橙子和芒果在农村地区是野生的。



在成熟季节，许多水果都被浪费掉，因为它们是烂在农场上和野外。
地方偏远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
大因素，但缺少加工和保存供以后使用或远距离市场运输的技术也是一个原因。



水果潜力最大地区的莫桑比克农村的浓缩果汁制作情况想都不用想。
这使得成为收集、运输和交付
整个农村地区本会浪费掉的水果作物的动机。 它还允许有意栽培成熟季节交替的果树，确保全年向工
厂供应水果。



Micaia Foundation在莫桑比克马尼卡省经营一家加工野生水果、块根和块茎的工厂，这也是同类工厂
中在莫桑比克的第一家。 马尼卡省一些地区具有丰富的野生水果、块根和块茎。 工厂将重点放在
加工“madumbe”块根，这种块根被认为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南非公司First National Choice在2013年建立了一家工厂，加工莫桑比克索法拉省Muxungue生产
的菠萝。 菠萝用于向德国出口。 公司在该地对工厂投入600万美元，工厂有能力每天加工40吨菠萝，
变成首先向德国出口，然后向更广泛欧洲市场出口的17,000升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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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xungué农业地区有3,500家农户侧重于种植菠萝，面积4,150公顷，但有一半以上的产量因缺少水
果加工设施和市场而损失掉。



有竞争优势地区的全年水果生产以及鳄梨的专业熟化，目的是让Westfalia成为欧洲选定零售商的首选
供应商。 为此，Westfalia已在莫桑比克取得318公顷土地并新建工厂Westfalia Fruto Mocambique 几乎立即开始了Hass和Carmen-Hass鳄梨果园的发展。



购买的土地位于莫桑比克中部的Manica省，因较早的水果产区而闻名。 新农场生产优良鳄梨品种比
南非最早的水果产区要早得多。 鳄梨预计在市场出现严重短缺时达到成熟（1月到4月），从而帮助弥
补供应缺口。



这些工厂的能源需求不高 -农村地区的工厂现在由高产能太阳能电厂供电。



复原果汁的需求在该地区较高且在增长，特别是在东非以及无法满足的欧洲和中东市场。

制约因素


与其他农业问题相似，主要制约因素是在向自己种植水果的小农户购买时收集和聚集水果
的物流问题。



保持工厂运行的全年供应在依赖雨养型农业时是一个大挑战。

机会
综合水果加工机会： 要获得机会，运营商必须确认特定水果巨大潜力的领域和当地种植水果的合同农户 通过投入和信贷激励措施，在当地建立工厂加工水果，运出制成品进入该国的主要城市市场或指定出
口市场。 上面引用的三个例子提供各种可行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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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和建议
此次研究以PIGA项目下对内投资试点的四个非洲国家为对象。 研究发现了一些有用的见解，根据在显著改
善该地区商业环境的背景下进行的基本价值驱动因素分析，形成一系列可行的投资建议，在对营商便利度的
商业和政策及监管改革促进因素的公共投资的双重作用下产生。
显然，试点国家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投资取向： 赞比亚和莫桑比克已作为规模化农业单一经营企业出现，
当地市场定位的增值潜力巨大，当地农业供应链整个价值范围的可行性增加。 另一方面，肯尼亚和埃塞俄比
亚主要作为初级农业赤字经济体出现，通过灌溉型农业具有巨大的开垦潜力；此外，它们还系统和谨慎地安
顿面向出口竞争力的巨大产业和制造潜力。
根据第4章所述价值驱动因素的评估和运用于第5章所分析的机会，以下部门给四个非洲国家带来了最好的投
资机会：
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

糖

油籽

奶业

家禽

家禽

奶业

包装材料

皮革

医药

纺织品

动物饲料

医药
肥料
包装材料

赞比亚:

莫桑比克:

奶业

木薯

家禽

大豆

动物饲料

家禽

木材制品

芝麻
肥料
动物饲料

尽管本报告筛选和介绍的所有机会最终都可以执行，但需要符合新的资本、技术、管理能力、市场或者与全
球生产体系后向和前向融合，这些将加速它们的实现。
同理，实现这些机会的选项和方法根据不同的机会、各部门的结构和动力而有所不同。 如果存在良好且有前
途的企业，则最好是进行直接股权投资，采取适当的董事会代表和管理层共同指定机构。 其他选项包括支持
熟练的技术操作员的绿地投资经营、可转换权证、稳健管理合同支撑的控股收购以及创业本能和愿景的风险
资本型支持。
还存在与ITC和参与价值链优化的其他活跃机构合作的替代方案，以孵化、培育各部门和企业的潜力并使之
成熟，这些部门和企业受到环节缺失或缺乏通用组织平台所制约，但在解锁时会形成巨大的潜力和机会。
总之，重要的是注意到此次研究不构成执行要求。 为了解提出近乎本研究所述情况合适性和代表性的潜在
目标，需要在企业层面作进一步调查。 本报告带来的好处是投资执行阶段更有组织性、针对性更好的机会
筛选和评估。 它还将范围缩小到预先选择的、预审的和预合成的一组可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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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选定非洲国家的投资机会研究 - 摘要

肯尼亚–农业
部门概述
粮食：玉米、小麦
-

全国每年短缺1,000万袋玉米
构成谷物消费的80%
玉米价格远高于该地区的价格
国内小麦产量停在每年350,000吨左右
该国从俄罗斯、乌克兰和加拿大进口所消费小麦的60%

糖
-

完全依据小规模外围种植户计划
土地细碎化和分划威胁西部产糖地带的生产
所有国有糖厂陷入困境： 设备老旧、债务庞大、
外围种植面积缩小、政治干扰
甘蔗供应减少、本地生产成本高且长期短缺
该国从COMESA国家进口糖消费量的25%–40%
人均糖消费率比非洲其他地区的高（南非和斯威士兰除外）

奶业
-

100万奶农； 350万头奶牛 - 非洲最大且质量最好的牛群
主要根据合作社制度组织，目前向下游整合
国家自给自足，富余用于出口
牛奶总产量的84%以原料奶形式直接、非正式地售给消费者

水果加工
-

每年增长12%，实验室到健康意识和收入提高的刺激
适合热带水果种植的有利天气，主要由小规模农户非正
式种植
只有8%的水果被加工，47%为鲜果消费，40%被浪费掉
加工和包装正在增长

制约因素

机会
-

-

没有更多适合粮食种植的可耕种土地
中间商利用小规模农户，人为维持当地
高价
作物在收获、运输和储藏时浪费掉
整个国家分配和供应不均

-

25%长期结构性赤字
完全耗尽雨养型生产潜力
糖价格高、不可持续

-

-

数量和质量根据季节波动幅度大
供过于求和雨季时浪费
旱季时饲料原料限制
饲料供应和质量不一致导致牛奶生产力
仍很低

-

内部饲料解决方案的全面整合系统有更高的生产效率
保存和转变为保鲜奶和奶粉用于旱季市场和地
区性出口

-

气候因素导致数量和质量多变
缺少针对当地气候条件制定产品规范的
研究
缺少收集和聚集系统

-

针对40%浪费掉的水果更好的收集和聚集系统
将水果加工成果汁和果酱
将水果加工成浓缩物和果桨

-

-

-

-

GalanaKulalu可行的灌溉农业：专用土地500,000公顷
替代1,000万到1,200万袋进口玉米
替代600万袋进口小麦
再分配效率低下
碾磨和市场整合规模
Galana/Kulalu灌溉计划可行的灌溉型生产潜力：
专用200,000公顷土地
替代200,000吨进口糖
利用新甘蔗品种的生产效率
饮料和医药用精炼工业白糖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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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
-

3,300万只家禽，每年生产23,000吨家禽肉和130万只蛋
家禽产品的需求受健康意识、扩大的快餐概念和有织织零售
的推动
由于城市化和大面积缩小的可耕种农业土地的压力，对集约
型和城市农业更有吸引力

猪：

全国有335,000头猪； 150,000头为商业养殖
年消费量到2030年预计增长155%
整个地区深陷赤字困境 – 远从巴西、加拿大、
德国和意大利采购进口产品
70%由小规模农户以放养形式生产。
由于质量低而未受到加工商的青睐

-

油料作物/食用油：
只生产年需求量的15%
该部门进口用于国内需求和地区性出口
消费明显从烹饪用脂向烹饪用油转变
油料作物适合与甘蔗一样的土壤和气候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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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缺少良种畜和孵化能力
家禽饲料短缺、成本高
生物安全性标准低

-

壮大的、城市的、流动的、有健康意识的中产阶级的
领先蛋白质解决方案
快餐食品，航空运输供应链机会
以生物安全和质量标准为导向的综合生产

-

生产由于没有饲料而陷入停滞 占猪生产成本的70%
缺少优质良种畜
猪肉产品：香肠和熏火腿太贵

-

综合合同商业性猪养殖和加工
以本地生产替代进口
猪饲料生产

缺少油料作物种植用的可耕种土地
小规模生产单位相比大规模生产的原油
进口品无竞争力

-

Galana/Kulalu的灌溉潜力 –
200,000公顷专门用于甘蔗种植
国内价格非常高说明大量的加工能力投资合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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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 轻工制造业
部门概述
建筑材料和设备
-

正在进行的主要基础设施项目消费大量的建筑材料
住房长期短缺：仅内罗毕就缺少150,000套
2014年增长率13%，相比经济增长率为4.6%
城市化率为7%，而总人口增长率为2.7%
2014年水泥消费量增长22%
开发商和购房者获得无息贷款推动了增长

农业机械
-

-

-

-

低成本住房材料、技术和生产
当地装配和销售建筑设备及机械
当地生产各种表面装饰材料和间隔材料

-

依赖进口机械
农业金融和保险有限

-

100万公顷Galana土地灌溉需要多达1,500台拖拉机
估计有机增长速度为每年1,760台拖拉机
各种灌溉和温室设备；成套城市农业系统及农具

-

所有包装原材料都要进口
生产方式和技术质量低

-

塑料使用量有望在五年内增至三倍
规模化、高技术含量的包装材料生产
更好的综合原料供应及配送机会

-

没有优秀的排污设施
优质生皮的成本高、供应量少
来自二手鞋的竞争
皮革生产技术过时

-

进口替代： 3,800万双鞋，国内市场；
只生产400万双
湿蓝皮销售可产生超过6,000万美元的出口潜力
手提包和旅行包面向AGOA
成革面向中国和欧盟

消费性塑料包装的需求以每年15%–20%的速度增长
塑料材料进口同时增长
据报吿因包装简单而导致农业价值链上浪费巨大
城市化、组织零售和卫生有望进一步推动包装材料需求
农产品加工价值主张也被认为可推动快速发展的包装解决
方案需求

皮革制品
1.47亿美元的部门，过去十年间增长率为18% CAGR
非洲第三大牛群数量：1,750万头牛；
4,480万头绵羊和山羊
该部门主要以湿蓝皮（半加工）为主； 占产出的89%
竞争力被次品鞋和二手鞋进口所侵蚀

机会

部门巨大的能力限制妨碍弥补赤字缺口
的努力
制成品质量不好
建筑材料中进口占比高

-

2009至2012年期间农业机械化速度快：进口7,036台新拖
拉机
根据Galana/Kulalu计划将有100万公顷土地用于种植
城市农业推动对全部机械化或自动化生产系统的需求
可耕种土地面积大量减少情况下产量最大化的压力

包装材料
-

制约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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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
-

2.4亿美元的行业； 30%当地； 70%进口
肯尼亚政府购买30%的处方药
当地参与者主要是非专利药生产商，产能利用率低，
生产效率不高
由于技术标准低，无法参与捐助者采购
很少企业符合WHO的GMP，妨碍了与损助者的机会
该部门供应COMESA市场需求的50%；增长率为18.3%
CAGR

-

动物饲料
-

3,300万头奶牛为零放牧
每年21,000吨鸡肉和13亿只鸡蛋
335,000头猪，45%为商业养殖
商业菜牛育肥和促熟获得动力
以外包饲料为基础的城市和集约型养殖也开始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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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少对假冒伪劣药品进入的控制
GMP认证缺少或有限
当地原材料可得性低

-

9,700万美元捐助者采购：升级到GMP认证才有资格
参与采购
消除假冒商品，取得6,500万～1.3亿美元，导致萧条
本地研究和配方，以弥补原料供应缺口
进一步推动地区性出口潜力

-

从小规模农户获得原材料
养殖周期有季节性；因此，原料供应有
季节性

-

预计从Galana灌溉项目获得更多原料
预计进行油籽投资以生产油渣饼
更好地从小规模农户进行综合收集和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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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农业
部门概述
粮食作物：小麦、大麦、玉米
-

每年生产1,840万吨谷物，占总种植土地面积的80%
玉米占谷物作物总种植面积的22%，800万农民种植这些作物
小麦年产320万吨，但该国仍需进口33%以满足小麦需求
用于发芽以生产啤酒的大麦当地只生产35%；其余的远从意
大利和法国进口
粮食长期短缺，全国存在再分配难题

园艺/花卉：
-

继印度和苏丹之后最大的芝麻出口国
400万农民种植860,000公顷的油料作物
农业投入使用效率低，缺少市场导向型生产，如合同农业
大多数以原料和未加工形式出售
精炼能力有限；当地只生产30%的食用油需求

棉花和纺织品
-

-

-

机会

粮食生产受到人口密度大、土壤退化严重
的削弱
良种繁育设施不足
粮食作物再分配效率低，造成该国一些地区出现
结构性短缺

-

缺少充足的专业基础设施：冷藏库和冷藏运输
符合国际出口监管制度的挑战

-

十年前还不存在，埃塞俄比亚的插花部门在非洲现在
为第二大
该国可能具有全年灌溉型园艺所需的最佳气候条件
在物流方面，处于非洲之角，位于生产和销售的交叉地带
通过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具有出色的航空联系和航空货运
能力
该部门为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符合政府支持的优先
发展领域
在这方面，吸引着该地区及其他地区的投资者：
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和厄瓜多尔

油料作物：芝麻、加拿大油菜、葵花
-

制约因素

-

-

-

-

油籽营销链较长，没有价值增加，而且交易
成本高
缺少获得包装服务
尽管作物潜力巨大，但该国仍进口70%食用油

-

优质投入的限制：种子；肥料
以往的出口禁令迫使农民转向其他农作物

-

-

-

非洲最综合的纺织部门，以当地棉花为依托
年产量开始符合稳健的纺织及服装部门的需求
需求缺口仍超过当地皮棉产量： 2015年– 8,000吨缺口；
2016年–预计12,000吨
政府激励措施侧重于种植、轧棉、纺棉和加工棉花的综合投
87

商业种植和碾磨玉米、小麦和大麦以替代
进口
大宗购买和再分配谷物
有外围种植户计划支撑的碾磨机会

利用当前激励措施，利用宏伟目标增加种
植面积
市场中介： 承包种植带来的新市场机遇
供应链机会：
灌溉、温室、冷藏及运输等。

当地具有替代进口食用油的加工能力
面向出口的产量增加使得可利用稳定的全
球价格上涨
加工衍生物： 向当地动物饲料部门
供应的油渣饼，肥皂制造

面向AGOA的合同生产
非洲、欧盟市场的最佳实践平台
优惠条件的纺织品和服装政府采购
纺织品生产价值链消耗品
加强合同生产以获得优质和时尚产品系列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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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 承诺供应大片土地
电力成本非常低，这对竞争力至关重要。 电力成本占纺
织品生产成本的25%
新建工业园激励计划的强大候选对象。 Hawassa工业
园主要面向纺织品

-

畜牧业
以非洲最大全国畜群为依托：4,930万头牛；
2,500万只绵羊； 2,200万只山羊。 占埃塞俄比亚农业的49%
该国有以牛肉类蛋白质摄入的长期传统
城市化率高；中产级阶快速发展；信奉现代均衡饮食的烹
饪习惯
农村市场体系从偏远地区提供牛的传统，使得价格发现和透
明性低

奶业

该国处于奶业长期净赤字的状态：
2005至2010年期间，进口从每年560万美元增至1,030万美元
牛奶营销系统欠发达。 通过正式零售渠道销售的牛奶不到7%
商业化奶业主要通过在交通方便和容易进入市场的地区经营
的合作社进行
加工奶制品的需求快速上升：中产阶级发展迅速；城市化

家禽
-

3,800万只家禽； 98%为生计型农业下的本土品种
市场结构为42%向消费者直销，39%通过基本贸易体系销售
新兴城市中产阶级推动需求增长，引起家禽数量激增
不断流动的城市人口的快餐概念兴起也促进了积极的增
长趋势
航空公司及接待行业起了类似的助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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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少协调良好的家畜供应链
缺少到达未开发地区的物流
缺少高效的市场信息提供机制
生产商和加工商之间缺乏关联性

-

综合屠宰场
根据天气条件和寿命周期育肥、促熟
和交易
到达未开发地区的实际物流及市场平台
牛肉产品加工、包装和营销

-

牛奶和奶制品缺少市场销路
缺少优质品种和良种畜
饲料短缺
牛奶加工设施不足、效率低
价值链片断化

-

乳制品生产集约型、机械化
发展和推广优良品种
综合的牛奶收集和加工
乳牛饲料生产和配送
奶业品牌发展、营销和推广

-

生产日龄小鸡的能力有限
消费缺口巨大；由远从欧洲和沙特进口的产品弥
补缺口
缺少专业的屠宰设施
生物安全标准不足

-

孵化机会 – 加工肉鸡生产用的日龄小鸡
肉鸡和鸡蛋综合性商业生产
专业的屠宰场及加工
家禽饲料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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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 轻工制造业
部门概述
皮革和皮革制品
-

非洲最多的家畜数量： 5,400万头牛；
5,000万只绵羊和山羊
年生产270万张牛皮、810万张绵羊皮和750万张山羊皮；世
界上最大的无绒毛羊群
埃塞俄比亚政府产业整合的优先领域
73%的收入来自成革出口，转换成制成品潜力很大。
这才刚刚开始
华坚集团在亚的斯亚贝巴目前每天生产6,000双鞋
英国的Pittards、台湾的George Shoes和美国品牌Brown
Shoe等企业已在该国经营

医药
-

年销售额4亿到5亿美元，年增长率25%
继改善卫生保健服务的提供和引入普遍社会健康保险之后
（2003年：30% – 2012年：89%）
公共部门采购该国全部药品的70%，金额3.1亿美元（2014
年）
2014年当地医药企业供应了价值4,420万美元的产品，
35%–40%向私营部门提供
埃塞俄比亚政府制定了谨慎的措施和激励计划，支持并促进
当地医药部门的发展和当地药物生产

建筑材料
-

增长最快的部门，依托GTP
I和II旗舰型基础设施项目和快速发展的私营房地产
2015年，在规划的建筑项目总价值200亿美元，全国产出为
32亿美元
许多主要私营建筑项目正在进行或即将动工- 银行、酒店、
工业园、纺织厂和公寓楼
过去三年间，建筑业已创造400万个工作岗位，预计2016年
占GDP增长的20%
有吸引力的激励措施（如建设用地和一系列税收鼓励）让动

制约因素
-

机会

护理和处理不好造成生皮缺陷
加工质量标准执行力度低
与国外品牌拥有者的合同制造安排不经济

-

成革机会： 年缺口为1,900万张皮，
每年有机增长24%
进口替代： 更有竞争力的皮革部
门现在可以在本地生产所有进口皮革制品
出口潜力： 更高质量的产品可以更
好地销往亚洲和欧盟

-

产品多元化有限。 大多数基本药物不得不进口
包装材料的获得有限
该部门不符合WHO GMP标准

-

价值链发展：生产所有基本药物的当地能力
利用建立进口替代能力的激励措施
寻求GMP认证以参与捐助者采购

-

政府间议定的公共项目将私营企业排除在外
所有主要材料都为进口，成本高，外汇流出
所有机械设备也靠进口
私营部门的融资仍是一大挑战：贷款成
本高，获得贷款的机会有限

-

住房短缺：精心设计的采购、交付和融
资模式
当地丰富的原材料、便宜的电力和劳动力，
适合在当地生产基本建筑材料
综合融资投标对私营房地产项目更有竞争力
五金材料在该国精加工和组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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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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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化学品和肥料
-

-

埃塞俄比亚有1,200万公顷土地种植粮食，需要定期施肥
该国具有非洲最高的养分耗竭率之一
被进口肥料的高价所累，从港口的远距离运输让情况更糟
进口量每年继续增长，从2002年的370,000吨增至2010年的
627,000吨 结存库存导致进口同比不均
根据8%的年增长率，粮食生产预计在未来五年内
（GTP II）将增加50%。 这意味着有额外960万吨粮食
奥罗米亚（Oromia）州Yayu地区的探明煤矿储量巨大。
埃塞俄比亚政府尝试开发三家肥料工厂，但因官僚主义而没
有取得成功
现在通过激励措施鼓励私营部门投资者

农业机械
-

-

-

-

-

农业部制定的肥料价格没有考虑市场因素
从吉布提港口到亚的斯亚贝巴长950公里的运输
和物流费用极高 –到岸成本增加21%

-

全散装件套件进口受到外汇短缺的制约
没有配件和售后服务基础设施

-

-

该国每个季节有1,600万公顷土地需要耕种，根据GTP
II战略计划，另有300万公顷土地需要开发
但该国具有该地区最低的机械化率之一： 100平方公
里耕地只有2.1台拖拉机（肯尼毕 – 26.9台）； 坦桑尼亚–
23.9台拖拉机）
但最新的记录数据振奋人心。 2008年，该国在农业
机械进口方面支出1.75亿美元；到2013年，已进口12,500
台拖拉机
埃塞俄比亚还投资全天候农村通路，使得商业性农业生产成
为可能
农业信贷稳定增长，包括资产融资或以农业机械为担保的贷
款或农业机械融资

包装材料
-

-

该国正式购物和消费主义增长的趋势引起包装商品消费增加
农产品加工在从基本初级农产品获取更大价值的压力下变得
受欢迎
该国刚发展的产业驱动力开始将更多制成品推入市场
所有这些都引起对包装材料的爆炸性需求

-

-

许多农产品加工企业由于包装解决方案不足或缺
少而陷入停滞或未能取得成功
进口包装材料太贵以致包装企业难以依靠这些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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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额外的960万吨粮食需要612,000吨肥料
– 肥料使用量多一倍
进口替代– 依托以下内容，通过加工
当地探明的储量，节省外汇并避免极高的运
输和配送成本： 供电充足，每年1.5亿美
元的快销市场，足够的有机增长

当前开发计划下供应300万公顷耕种用地的直
接机会
建立配件和售后服务基础设施
根据进口替代激励措施，组装和制作简单机
械、工具及农具

农产品加工包装的综合纸质包装机会
行业包装的塑料包装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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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
埃塞俄比亚政府的2025年愿景计划将制造业从当前占GDP
的6%扩大到25%
目前有四个工业园在建，政府打算在未来十年内对工业园每
年投资10亿美元
目标（优先）领域： 皮革、纺织品、农产品加工、
电子器件和ICT
电气铁路将成为私人公司能够几乎免租金开发的枢纽。
标准轨距铁路也会将其与吉布提的海港连接起来
开发商获得15年的赋税优惠期，享有建筑材料和机械的免
税待遇，以及土地和接入公用工程的巨大优惠
领先的美国服装时尚品牌已登陆： Philips Van
Heusen、Hennes & Mauritz (H&M)、VF
Corp和意大利服装生产商Calzedonia。
国际零售超市Walmart和Carrefour也表示感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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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农业部门供应标准质量原材料的可靠性
进口中间商品及部件全球采购和物流
的可靠性
技能差距以及需要多长时间来弥合差距

-

-

-

电气和电子器件：受年轻人消费主义的
驱动。 移动电话、电视机、PA系统、
汽车附件、照明系统、灯等。
ICT：2.5亿的科技园EthioICT – 超过12家当
地和国际公司已预定空间，包括中国的ZTE
、Techno Mobile和SINET
纺织品（参见棉花和纺织品部分）
皮革制品（参见皮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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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亚–农业
部门概述
-

棉花
-

-

处于世界上棉花栽培的最佳农业生态条件之列
由小规模农户根据与主要皮棉生产商的外围种植户安排种植
多达800,000公顷土地用于棉花栽培；只利用了300,000
公顷。 政府已指定100,000公顷土地用于全国农场区块项目
下的棉花种植
平均年皮棉产量为72,000吨，当地消费量仅14,500吨，
籽棉每年30,000吨
除从棉籽分离纤维以外，该国再无其他棉花增值。
皮棉压缩后向海外出口

-

-

机会

没有采摘时对棉花分级的激励措施
无棉籽生产能力。 棉农采购和种植多种类型棉籽，
导致不可分类的棉花作物五花八门
该国本地市场的规模制约了增值

食用油需求远远超过该国供应量
总消费量为120,493吨，而当地生产量为40,096吨，导致全
国每年短缺80,397吨
但该国每年也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安哥拉复出口约
24,039吨。 因此，总年度进口约104,436吨
主要利用大豆、葵花籽和棉籽为原料，进口则是来自远
东的初榨棕榈油
目前大豆需求为每年24,924吨

-

农户伴售烟草而不是向承包和投入融资承购商提供

-

36,000公顷烟草种植，每年生产41,000吨烟叶，平均
价值1.26亿美元
主要由重要烟草买家的日本烟草国际公司（JTI）组织为
外围种植户计划
种植更多烟草的需求随着新参与者进入市场而增加
该国唯一的香烟生产商 - 罗兰帝国烟草公司（Roland
Imperial Tobacco），对位于Lusaka多功能出
口加工区（MFEZ）的一家初级加工厂投资2,000万美元

油籽（葵花籽、大豆）
-

-

-

烟草
-

制约因素

-

该部门仅仅以食用油定位一直不可行。 但进口初
榨的棕榈油仍比较便宜
提供改良的棉籽以取得更高产量是一大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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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企业后向联系寻求长期供应
安排
全球市场准入更好的参与者的轧棉能
力更强
棉籽饼机会： 每年至少能
将30,000吨棉籽加工成动物饲料
和食用油

适合中国烟草公司的后向联系和长期
供应体系
投入物资供应和信贷延长的当地及国
际联系

让许多闲置土地用于油籽种植
审查该国从当地油籽生产食用油的经
济效果
动物饲料行业油籽饼最好的收集和聚
集系统

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的投资机会研究

-

弥合巨大的需求缺口
为市场获得尽可能多牛奶的收集和供
应系统
奶牛的纯种繁育

-

饲料成本提高且不可持续，促使家禽养殖户提高鸡肉
产品的价格
疾病监测和控制能力弱
下游加工能力低

-

发展日龄小鸡的父母代种鸡
屠宰场及加工的综合家禽生产
饲料生产与食用油行业整合

-

没有采收并向市场提供水果的成熟体系
野生品种很可不是消费产品的最佳选择

-

新鲜果汁和果酱包装供国内消费
转换成用于出口和进入该地区的
浓缩物

-

奶业

该国纯种牛短缺。 只有15,000头优质奶牛
从农场向加工商运送牛奶是一大挑战

每年生产2.53亿升牛奶；只有17.4%是通过正式市场渠道
乳品加工企业面临短；大多数以不到60%的产能经营
主要依靠复原进口奶粉来满足短缺

-

-

家禽
仅在10年内就从后院活动变为大规模综合性活动。
现在占家畜部门的42%，到目前为止是增长最快的农业部门
360万只鸡繁育6,800万只日龄小鸡和100万个鸡蛋。
肉鸡生产从2004年的1,300万只跃增到2014年的7,300万只
大规模增长归因于中产阶级的发展、组织零售的成熟和快餐
现象的到来
由于生物安全问题导致政府也禁止进口

水果

自从西北省的Mwinilunga菠萝厂倒闭以来，每年都有数吨水
果被浪费掉
西方省政府计划建立柑橘属水果加工厂，价值超过7,000万
美元
赞比亚Fresh Pikt和美国PLC共同建立的合资企业给
该国的水果加工带来更大希望
Fallsway Timbers集团已开始加工芒果和其他水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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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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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亚– 轻工制造业
部门概述
-

肥料
-

赞比亚每年消耗242,000吨肥料。 全部都进口，
成本达到2亿美元
根据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CAADP），赞比亚肥料消费必
须增加248,000吨才能实现农业增长目标
谷物和豆类生产用的土壤耗尽，急需补充
通过莫桑比克港口交付进口商品的基础设施和物流限制有利于
当地肥料生产能力的建立

动物饲料
-

动物饲料部门每年生产420,000吨饲料，每年以平均8%的速度
增长
家禽是最大的消费部门，占饲料消费量的80%，
大部分从独立的饲料生产商取得
奶业部门每年消费55,000吨，约占总量的13%
主要原料是玉米和大豆，主要由生计型农户种植，
产量通常波动。 玉米占饲料构成的60%
大豆种植户每年生产140,000吨大豆

木材制品
-

制约因素

-

FRA垄断购买所有谷物扭曲了市场价格，
打击了农民种植谷物的积极性
肥料补贴分配不高效，排除了大部分私营
部门

机会
-

-

平米作物产量波动会严重阻碍向饲料生产
商的原料供应
原料收集和聚集构成一大物流挑战

-

-

可能过度开采，定价困难
合成木材制品的威胁

-

森林覆盖总土地面积的67%。 非洲和世界上覆盖
率最大的地区之一
农业生态有利于快速成熟的替代以及商业木材种植必不可少的
质量提升
建筑和家具行业的木材消费量巨大
所有家具和建筑业用的大部分木面层目前大多从中国进口
它们数量巨大，价值低，过多地使用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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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省有大量探明的泥炭、石灰岩和磷
酸盐储量
政府出台激励措施，开采和加工多达280万吨
肥料原料
开发Tanganyika湖区最近发现的天然气和东部
的煤炭，以发掘农用化学品潜力

供应家禽部门爆炸性、未满足的增长
利用并寻找到对农场因未采收而浪费掉的大量
原材料的盈利性利用
为刚刚开始的油籽部门提供多样化选择

进口替代– 当地加工目前要进口的产品
出口- 加工成较高价值的中间件，
向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地区出口

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的投资机会研究

建筑材料

-

资本成本高导致住房成本非常高
缺少当地生产的材料引起使用进口材料

人口增长迅速；到2040年，城市居民预计将占大多数。
Lusaka的人口到2035年估计翻番
投资增加引起受基础设施项目推动的建筑业蓬勃发展
和私营企业的房地产开发
政府预计到2030年全国住房缺口将超过300万套

-

皮革制品
资源基础一般： 260万头牛、200万只绵羊和山羊、
237,000条鳄鱼以及私人牧场上44,000只野生动物
制革利用率稳步增长。 四大制革厂，每天加工1,700张生皮
皮革价值链相对高的整合程度 - 从饲养场、屠宰场、
制革厂和成革
如果所有生皮都转换为成品皮革制品，将具有将皮革价值链发
展成每年5亿美元部门的潜力
有吸引力的激励措施，特别是根据当地生皮加工和制造的增值
公司
该部门劳动力密集型胜过资金密集型。 赞比亚具有撒哈
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皮革行业最低的人工成本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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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法始终保证质量可靠和一致
此类以产量为基础的企业缺少贸易物流、
工人技能和技术

-

许多品种的铝、水泥和黏土基材料产品可以在
当地生产
开发利用丰富岩石和石头原料的技术

生产并向亚洲、欧盟和中东地区出口成革
以优惠条件向所有公共机构供应皮革制品
根据COMESA/SADC协议，地区性供应和商业
整合潜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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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桑比克 –农业
部门概述
-

大米
-

900,000公顷土地适合水稻生产；但只有230,000公顷在种植
SADC内大米消费排第三位；进口占大米消费量的60%
生产157,000吨大米，每年以1.4亿美元进口350,000吨
大米消费量在过去十年增加一倍，中期来看预计保持7%的增长速度
加扎省Chokwe的水稻灌溉预计到2020年可替代20%的进口

-

-

-

全球第八大木薯生产国； 每年生产1,000万吨
主要是设立了非常基础的生计型生产体系。 过去十年间一直
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
它比其他淀粉类主食的成本要低，替代率更高
新技术以及荷兰农业公司DADTCO创造的移动加工设备使得新的大规模市场机会
成为可能。 可将木薯转换成能够储存两
年的淀粉块
SAB
Miller现在深入农村地区采购木薯，用以制作莫桑比克独有的木薯啤酒，从而替
代进口的啤酒大麦（现在替代70%进口），并让农民从事木薯栽培，比其他观察
到的趋势要多
继2003年小麦价格暴涨后，面包生产商已向木薯面包转变，从而替代进口
小麦，现在每年节省1,500万美元
因此产量从2012年的970万吨激增到2014年的1,470万吨
确认还可用于家畜饲料和生物乙醇

-

-

大豆
-

-

-

木薯
-

制约因素

2014年生产50,000吨，比去年增加42%，主要受家禽部门需求的推动
97%的大豆由小农户生产。 农场交货价格在2006至2014年间增长了170%
豆饼构成家禽行业的主要成本，成本快速增加
家禽部门增长率26%，年缺口120,000吨
政府积极鼓励种植大豆以替代从阿根廷进口的豆饼
预计仅2016年需弥合85,000吨豆饼缺口

-

机会

水稻生产时机械化牵引缺少或
不足。 畜力牵引妨碍了增长和生
产力
雨养型农业下在水稻种植周期的关
键阶段稻田缺水变干

-

组织不善且分散的小规模生产
者难以聚集
到达市场的南北距离远导致运
输成本高

-

从偏运地区的运输交付成本高，
占种植后成本的17%
没有与小规模农户的合同生产，因
此没有对长期现市和价格预测性的
激励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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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进口替代： 350,000吨可停止
进口并在本地生产
机械化机会： 通过在莫桑比
克实行水稻生产机械化可取得巨大
效率提高

合同商业种植并转变为木薯糕售给
加工商
最终用户机会： 转换为木薯粉、
木薯糕、啤酒用的淀粉、工业原料
和畜禽饲料

合同大豆种植或与家禽养殖整合
进口替代： 替代从阿根廷的高价
油饼进口
食用油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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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禽
-

无法获得鸡饲料，有饲料时成本却
激增

-

2004年以前，莫桑比克完全依赖通过欧洲从巴西的冻鸡进口
到2011年，可以满足高达70%的鸡肉需求，到2013年，生产12,400吨鸡肉，
2007年仅为620万吨
原因是孵化能力提高和禁止进口
然而，由于动物饲料的成本非常高，因此消费的鸡蛋中有高达90%仍从该
地区进口
全国家禽协会的目标是每年提升鸡肉消费量26%。 2015年，产量增长23%，
但消费增长速度更快，达到32%，说明生活水平
提高、城市人口扩增

-

园艺和水果

-

-

热带气候，大规模园艺生产的潜力大：蔬菜、菠萝和芒果
Shoprite和Massmart等重要超市买家最近的进驻引领向加工、包装水果和蔬菜消
费的转变。
中东、亚洲和欧洲市场的反季节需求适合全年出口

-

-

-

香蕉
目前，国内作物的85%为本地消费，15%出口到欧盟、中东、南非、津巴布韦和
赞比亚的市场
莫桑比克的香蕉作物非常具有竞争力，产量为每公顷52吨，接近全球香蕉产量最
好的地区- 菲律宾，每公顷56吨
Technoserve估计未来15年来内，莫桑比克最终可以种植超过300,000公顷的香
蕉

-

国际市场，特别是日本、中国和荷兰，目前对芝麻的需求激增
莫桑比克的芝麻价格比2011至2013年期间增加一倍以上。 全国产
量现在为每年60,000吨以上
农户小规模种植芝麻，然后通过为主要采购企业工作的人聚集起来。
主要买家是ETG、Indo Africa和Olam – ETG控制65%的市场份额
合同农业在获得前进动力，农户承诺以提供服务作为回报向ETG出售产品，
包括关于技术协助、改良品种和机械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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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薄弱导致运输成本高
与码头/集散站、运输前检验有关的
成本增加

-

-

-

芝麻

-

-

尽管潜力巨大，但产量非常低。
原因是服务无法到达大多数农民
农药、机械化和肥料的缺乏影响了
优化

-

-

根据未来饲料生产估算，进口替代
的潜力巨大，特别是蛋类
长期饲料解决方案的综合家禽生产

Beira走廊地区550,000公顷土地适
合园艺生产
随着超市买家需要多样化的选择，
种植护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当地正式
市场
为实现将产品运至国际市场的规模
经济，进入市场的第一个切入点应
当是香蕉
出口：从农场到港口的成本低，再
加上菲律宾香蕉作物向中东转移

以中国为重点的出口机会： 中国是
目前为止最大的芝麻消费国。
与服务提供合同农业安排后向关联
外围种植户合同计划– 种子改良
干预，通过机械化提高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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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花
-

莫桑比克最重要的农业出口作物，占农业出口总量的17%； 350,000农民
从事棉花生产
新的特许公司投资Nampula和Cabo Delgado传统棉花带以外的地区
2014年，该国生产了98,000吨皮棉
中国自2014年以来一直计划在莫桑比克建立第一个棉花加工厂 – 设计加工
能力为30,000吨籽棉，从而每年生产3,000升烹饪用油

-

相比其他国家，产量低得多
莫桑比克棉花学会设定的生产价
格人为低于市场价格
轧棉加工效率不高，轧棉产出水
平低而成本高
加工和营销由三家企业主导，控制
着75%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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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价格上涨提升了棉花作物的利
润水平
中国纺织企业通过投资轧棉厂和建
立外围种植户体系实现后向联系
将棉籽加工成烹饪用油和饲料
与棉花价值链开发商合作优化价值
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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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桑比克 – 轻工制造业
部门概述
-

肥料
-

莫桑比克的肥料使用量远低于非洲平均水平 - 前者为5千克/
公顷，后者为8千克/公顷
2010年，莫桑比克进口了56,400吨肥料，其中51%由莫桑比克烟叶公司
购买，42%用于甘蔗种植，只有4%用于粮食作物
肥料年消费量在过去十年间从18,000吨增至57,000吨。 所有肥料目前
都从中国、印度和毛里求斯进口
为了能在2020年前实现农业发展战略计划（PEDSA）的目标，仅玉米方面产出
就要高出目前产量250万吨，所有其他谷物作物需要增加430万吨
这要求再使用93,000吨肥料。 最大的生产力影响体现在粮食和谷
物生产用肥料的利用方面 – 玉米、小麦和油籽

动物饲料
-

-

-

-

-

家禽是莫桑比克畜牧业战略计划的第二大支柱。 当前十年内，
消费量预计以26%的速度增长
投入成本高，导致该国进口所消费蛋类的90%
扩大鸡肉生产的当务之急是当地饲料原料生产的可行性和更好的饲料
质量控制
当地饲料生产能力非常有限且价格高。 该国现在依靠进口饲料
和饲料原料
2011年进口细分： 预混饲料 – 15,147吨；浓缩物 – 9,400吨；豆饼 –
7,543吨；磷酸钙 – 845吨

水果加工
-

制约因素

在成熟季节，许多水果都被浪费掉，在农场上或运到市场时腐坏
已建立一些工厂来采摘和加工Manica省和Sofala省丰富的野生水果、块茎和块根
南非和德国也在开发Manica省的巨大菠萝和鳄梨潜力，该省有一
半以上的产量因缺少水果加工设施而损失掉
复原果汁的需求在该地区较高且在增长，特别是在东非、欧洲和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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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

进口肥料的运输物流费用极高，
通常占总物流成本的45%
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利润非常高，以补
偿低
产量、较长的再订购前置时间、巨大
的交货与配送风险
农产品经销商和供应商获得融资有限

-

缺乏充足的当地饲料原料全年供应
缺少从小农户收集和聚集谷物原料的
可行系统

-

-

-

-

没有针对未采用作物栽培技术而种植
的野生水果进行质量控制的机制
交货物流和动机不存在

-

为满足PEDSA下的增量生产，需
要再使用93,000吨肥料
合成肥料以Inhambane的天然气为
基础，位于Sasol经营的
Pande和Temane田

家禽部门的饲料需求飙升
对芝麻、棉花和大豆的预期投资应
能释放相当数量的油籽饼进入
饲料行业
以当地生产的饲料替代昂贵的
进口品

利用野生水果和无核浆果带来的萧
条及产能
在Manica省和Sofala省建立以合同
水果生产为基础的水果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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