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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政策 

非洲联盟宣布将建立泛非洲知识产权局 

致力于非洲一体化的区域性机构“非洲联盟”的各国首脑决定建立泛非洲知

识产权局（PAIPO），尽管关于 PAIPO 对非洲经济的潜在影响尚存各种担忧。 

来自 2013 年 1 月 28 日举行的非洲联盟峰会的消息称：“非洲各国首脑决定

建立 PAIPO。他们要求委员会召开一次会议，邀请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各利益相

关方，在 2013 年 5 月召开峰会前，共同讨论实施该决策的事宜。”从非洲联盟

获取有关上述事宜的公开信息比较困难，目前尚无进一步的消息。 

于 2012 年秋季召开的与科技有关的非洲联盟部长级会议，因无法消除各方

的担忧而推迟了对 PAIPO 建议的表决。建立 PAIPO 草案似乎对非洲大陆各知识

产权局又增添了新的控制。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对这份草案进行了进一步修改。 

第 20 届非洲联盟峰会常会于 2013 年 1 月 21 日至 28 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

的斯亚贝巴召开，主题是“泛非主义与非洲复兴”，这或许预示着该建议有可能

被各国首脑接纳。 

非洲联盟网站指出该组织的目标是“加速非洲大陆一体化进程，使之能在国

际经济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解决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多方面问题，因

为上述问题对全球化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非洲联盟的主要目标是使非洲大陆

摆脱残余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促进非洲国家之间团结统一；协调和加强合作促

进发展；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联合国框架内促进国际合作。” 

有人可能会问加入全球知识产权体系——尽管在全球知识产权体系中非洲

实体所占知识产权微乎其微——是否符合上述目标。  

目前没有一个能处理整个非洲知识产权事务的知识产权局，只有国家层面的

知识产权局和两个区域层面的知识产权局：非洲区域知识产权局（ARIPO）和非

洲知识产权组织（OAPI）。  

在另一项行动中，非洲各国首脑批准建立非洲科学、技术及创新观察站

（AOSTI），由赤道几内亚共和国主办。各国首脑呼吁非洲各国和发展伙伴提供

必要的技术和财政支持以维持 AOSTI 及其项目的运行。 

（张小云 摘编） 

 



来源：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http://www.ipr.gov.cn/guojiiprarticle/guojiipr/guobiebh/zhzhishi/201302/1729548_1.html 

发布日期[2013-02-07]  检索日期[2013-04-22] 

生态环境 

北非气候变化、脆弱性和适应性——以摩洛哥为例 

20 世纪后半叶北非的气候特征表现为气温上升和降水减少，可能还会导致

未来的持续升温和干旱。气候变化相关研究表明，预计到 2050 年，北非平均气

温将上升 2～3℃，降水量将减少 10～20%。这种变化趋势在北非西北部表现

为明显，该地区在 21 世纪升温幅度可能将达到 6℃。虽然未来气候变化具有不

确定性，但北非地区旱灾的发生频率和持续时间都呈增加趋势。 

气候变化直接影响着自然环境，还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这是北非地区面临

的巨大挑战之一。聚焦摩洛哥能使我们深入分析研究相关数据和政策措施，并评

估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其社会经济意义。 

在摩洛哥，旱灾还可能加剧社会不公，影响到社会稳定。气候变化使摩洛哥

主要农产品在 21 世纪减产 15～40%。未来，干旱会加大食品价格波动幅度从而

增加社会不稳定性。如果不转变当前的生产发展模式并建立合理的社会调节机

制，生产能力的下降和旱灾都将加重土壤退化，并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激化社

会矛盾。 

摩洛哥以往的农业发展激励政策不能有效地缓减旱灾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以

农业收入为生的贫困人口。相反，扩大耕地面积、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种植小

麦代替大麦等农业措施，都可能增加气候变化条件下的农业脆弱性。 

“绿色摩洛哥”农业发展计划（PMV）是应对上述问题的一项农业新策略，

该计划基于两个重要方面：农业产量 大化和提高小农户收入水平。计划强调了

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创造更多农村就业机会。然而，农业作为摩洛哥未来相当

长一段时间内的经济支柱，面临因提高当前产量而牺牲长远可持续发展的风险。 

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些可供选择的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主要包括： 

（1）农业生产应由 大化向稳定化转变。这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

是减小农业产量的年际变化，提升农业可持续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在干旱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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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在较肥沃的土壤上生产并优先利用地下水资源来减少农业损失，以便减轻

干旱时期的食品价格波动，同时还会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从而减少气候变

化引起的社会矛盾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稳定农业生产，还必须更加注重土壤盐

碱化治理问题，制定合理的灌溉及其监测系统。 

（2）摩洛哥降水在时间上分布不均，季节性降水特点突出。因此，季节性

天气预测具有较大潜力。可通过该途径降低雨养农业的投资损失。季节性天气预

测甚至可以帮助农民提高化肥利用效率从而促进增收。 

（3）摩洛哥政府建设太阳能发电厂的计划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另一个重

要途径。该计划可通过太阳能发电替换薪柴，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研究结果

表明，以太阳能发电替代传统薪柴能源，在干旱牧区对应对气候变化具有明显的

补偿作用。 

总体而言，对于农业部门，相关政策措施应主要集中在保护生产性资源方面，

而不是大量消耗这些资源而达到农业产量 大化。土壤质量管理不善、牧场退化、

地下水资源过度开采都将扩大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带来严重的后果。 

北非气候变化适应性问题显得尤为严峻，适应性对策必须能有效降低生态脆

弱性。并且，应对气候变化也不是某一个部门能够单独实现的。因此，气候变化

适应策略将是区域长远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摩洛哥、北非，乃至全球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吉宏 编译  张小云 校对） 

来源：Janpeter Schilling, Korbinian P. Freier, Elke Hertig, Jürgen Scheffran. Climate change,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in North Africa with focus on Morocco. Agriculture, 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 2012, (156):12–26 

检索日期[2013-04-19] 

土耳其在非洲实施防治荒漠化项目 

土耳其林业部门和水务部门欲通过实施相关项目与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合作，

项目主要致力于发展中国家的荒漠化防治工作，特别针对非洲 不发达国家，以

改善干旱对该地区的影响。 

土耳其为非洲的 不发达国家提供了一系列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其中尼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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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项目的第一站。土耳其代表团到尼日尔进行了实地调研，启动实施了“土耳

其-尼日尔友谊花园”项目，并参加了尼日尔首都公园的开幕仪式。该项目占地

面积 10 公顷，预算约为 1.15 万美元。项目还将利用太阳能开发地下水井，以及

扩建草坪和建立树木绿化带等。 

土耳其政府期望通过努力能够帮助非洲地区人民喝上安全的饮用水。在尼日

尔已经挖井 116 口，可以保障超过 55 万人的饮用水安全。今年将会继续开凿 20

口井，以保障非洲更多地区人口的饮水安全。 

（尤源 编译） 

来源： http://www.aa.com.tr/ar/news/117885

原文题目： المشاريع التركية لمكافحة التصحر في أفريقيا 

发布日期[2013-01-03]  检索日期[2013-04-10] 

北非中东地区亟需应对水资源短缺问题 

北非和中东是世界上 干旱的地区，水资源极度匮乏。地区各国为此都采取

相应措施，来应对水资源短缺。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和卡塔尔等人口

较少，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通常用出口石油获取的巨额收益来进口水资源，以

解决缺水问题。但在另一些缺乏石油资源的中东北非国家，如埃及、也门，水资

源短缺情况更为严重。根据美国宇航局卫星数据研究发现，土耳其、叙利亚和伊

朗等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国家，河流流域水资源量减少了 144 立方千

米，144 立方千米的水，（2003-2009 年）相当于死海大小。 

数据预测显示，到 2015 年，阿拉伯地区将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每年人

均水供应约为 500 立方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估计约为人均 6000 立方米）

的十分之一。根据 2010 年阿拉伯环境与发展论坛（AFED）的一份报告，海湾六

国及周边地区（科摩罗、伊拉克、黎巴嫩、索马里、苏丹和叙利亚）水资源短缺

形式严峻，估计每人每年的供水量低于 1000 立方米。该地区人口占世界总量的

3%，土地占 10%，但可再生的水能蕴藏量只有世界的 1.2%。中东和北非地区水

危机 严重。根据梅普尔克罗夫特发布的 2012 年水紧张指数，（1）巴林，（2）

卡塔尔，（3）科威特，（4）利比亚，（5）吉布提，（6）阿联酋，（7）也门，（8）

沙特阿拉伯，（9）阿曼，（10）埃及，被列为水压力 大的国家。如果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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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下去，到 2080 年，该地区的农业产量可能减少 20-40%。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东和北非地区将竭尽可能地共享水资源，加强国家

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合作，并注意环境保护问题。虽然海水淡化可以缓解一时的

农业用水问题，但是在内陆国家这种方法并不适用，同时完全依靠化石燃料发电，

必然会引起其他环境问题，目前这些国家正着手发展太阳能发电。 

（尤源 编译） 

来源： http://arabic.irinnews.org/Report/3572/

原文题目：   اقتصاديات الشرق األوسط المحفوفة بالمخاطر-تصدير النفط واستيراد المياه 

发表日期[2013-03-06]  检索日期 [2013-04-10] 

阿尔及利亚改善水平衡和土壤生产力，以应对气候变化 

阿尔及利亚国土面积240万平方公里，土地类型多样，主要分布于干旱和半

干旱区域。该国84%的国土位于撒哈拉沙漠，降雨极少，76%的农田位于不利于

农业生产的气候区。气候变化引起的温度上升导致了干旱程度加剧，并加速了生

态系统退化。阿尔及利亚平均气温上升了1～2℃，是全球平均水平（0.74℃）的

两倍（Tabet-Aouel，2008年）。 

水资源和土壤是至关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但在阿尔及利亚正在发生着水土

资源数量和质量的双重退化，而且情况仍在持续恶化。阿尔及利亚土壤侵蚀速率

在全球范围内居较高水平，约有 2000 万公顷土地受影响，在山区尤为严重。该

国 90%的水坝位于山区，受水土流失影响的人口多达 1000 万。因此，为应对上

述问题，开发推广相应的管理技术，使水资源匮乏和短时间过量降雨的负面影响

小化，该国提出了阿尔及利亚“水土保持及管理”（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and soil，WSC）项目。 

相关研究主要基于对阿尔及利亚西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专业调查，同时结

合定量和定性分析，在传统水土保持和管理策略与技术的基础上，充分考虑适用

性、可重复性、成本和耐久性等因素，将相关技术按照水土经营和管理模式，结

合其不同功能分为以下 5 类： 

（1）径流和洪水调度储存系统：系统设施多为具有中小容量的土质堤坝，

容量一般为几百到几十万立方米。这类设施用途多样：小区域灌溉、农村地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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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供水、河流管理、淤积物管理等。这些蓄水设施的径流调度和储存功能，对环

境和社会经济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缺水严重的贫穷落后区域效果尤为显

著。但这类系统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可行性研究不足，未得到及时维护，缺乏管

理，易受侵蚀危害等。 

（2）排水和山谷径流收集系统：系统能够收集非耕作区域的径流水资源，

主要包括裸地和过度放牧的土地。收集的径流水可用于农田或者树木灌溉。其中，

在半干旱区域利用“农业蓄水池”（因为收集的径流水通过侵蚀作用含有丰富的

有机质）具有其独创性，形成雨养农业，在亚干旱生态系统具有良好的可持续性。 

（3）土壤渗透性改良系统：实验研究表明，阿尔及利亚一些简易农业措施

在水资源治理和防治侵蚀方面潜力巨大，如深耕可以改善土壤的保水能力，犁过

的土地土壤含水量是未扰动土壤的 2-16 倍，这是研究区域应对土壤退化的一种

有效途径。但耕作时间、土壤保水力持续时间、不同情况下的耕作类型等问题仍

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另外，农田起垄是一种常用而有效的技术，可以收集更多的

雨水，使其渗入土壤并降低侵蚀作用。起垄后径流和侵蚀损失比未起垄的农田降

低 6 倍，比裸露或者未加整理的土地低 20 倍。仍需进一步开展降雨对垄的大小、

方向和类型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4）径流能量耗散系统：在坡耕地，暴风雨形成的地表径流并没有使土壤

储水量达到饱和，因此作物在生长期不仅受到土壤侵蚀的影响，也受到土壤含水

量不足的影响。一般地区径流损失超过 30%，部分土壤退化严重的区域径流损失

高达 80%。该系统在许多流域比较常见，可以通过树篱、石柱、石墙、斜坡、植

树等措施分散径流，并可收集大量的水和沉积物。 

（5）泄洪道系统：泄洪系统用于直接控制和管理洪水，通过渠道进行农业

灌溉或者牧场浇灌。该系统目前在干旱草原区域的应用取得了良好效果，并极大

促进了饲料生产。 

综上所述，上述技术和设施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治理并利用径流水资源，以及

防治土壤侵蚀。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有大量传统的水土保持和管理设施。许多类似

的技术和措施还未被发现和充分推广，但这也为降低气候变化的风险和不良影响

提供了更多的可选措施。在水资源严重匮乏、水资源治理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

以及土壤较脆弱并受到持续侵蚀的区域，推行上述水土保持和管理措施能极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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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区域水供应和水平衡。 

（马吉宏 编译  张小云 校对） 

来源：Mohammed Habi & Boutkhil Morsli. Mohammed Habi & Boutkhil Morsli. Impact of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WSC) strategies in improving water balance and soil production in Algeria: 

options to alleviate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rab J Geosci. 2013,( 6):1073–1080 

检索日期[2013-04-12]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市气候与城市生物气候的基本分析 

达累斯萨拉姆市是坦桑尼亚发展 快的城市。城市化主要由经济增长驱动，

像非洲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该市生态环境脆弱，主要环境问题包括：山洪、空

气污染和城市生物气候等。由于海岸侵蚀、海平面上升，以及气温持续升高带来

的不适应性等因素，气候变化对当地城市生活产生了不良影响。 

达累斯萨拉姆位于印度洋西南沿岸，海表面温度以及海陆风对城市小气候和

生物气候影响较大。总体来说，达累斯萨拉姆是一个具有典型湿热气候特征的低

地，3-10 月主要受盛行东北季风的影响，10 月到次年 3 月受西南季风影响较大。 

对其城市气候和人类生物气象条件的评估主要依据 2001-2011年期间易获取

的气象数据进行。评估结果还综合考虑了当地由于城市快速发展尤其是城市扩张

引起的土地覆盖变化对小气候的影响。相关分析研究显示，当地主要气象特征如

下： 

气温：低于20℃的 低气温每年出现的频率较低，出现在当地标准时间

03:00-06:00。而30-35℃的高温天气出现频率较高，通常出现的时间段为午后

12:00-15:00。高于35℃的气温出现频率较低，出现在当地标准时间15:00。 

相对湿度：达累斯萨拉姆来自海洋的水分丰富，伴随着持续的较高气温，使

其相对湿度也较高。然而，相对湿度的日变化较大，通常昼夜循环变化， 大值

出现在黎明， 小值出现在午后。总体来说，相对湿度明显受热效应的影响。 

蒸汽压：蒸汽压在低温下比在高温情况下更不容易控制水蒸气。通过对日常

数据分析来看，该类型明确显示：37-40hPa的极端蒸汽压力出现极少，通常出现

在当地标准时间12:00-15:00，出现率仅为0.1%，同时13-16hPa的蒸汽压力仅出现

在当地时间下午15:00，出现率也仅占0.1%。该类型进一步显示，从全天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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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压力主要包括三个范围：22-25、25-28、28-31hPa，28-31hPa这个数值区间

出现几率的占优势，全天超过30%。这种特点可能会有稍许变化：蒸汽压力为

34-37hPa会出现在当地标准时间09:00，出现概率为0.1%，这个变化主要是由于

在当地标准时间09:00以后空气对流会增强， 大值出现在当地标准时间15:00。 

云覆盖：依据2007年的数据分析可知，通常情况下，达累斯萨拉姆云量在正

午时间达到 大频率，接近午夜时分减小。这种现象体现了赤道附近热带地区的

特点。 

风：研究风的频率分布是为了解当地盛行风的情况。分析2001-2011年期间

气象站11年的数据可知：早晨（当地标准时间06:00左右）主要是偏北风和部分

西南风。下午则为东北风和东南风交替出现。风分布的季节分析显示：12月到次

年2月以偏北风到东北风为主，3至5月转为偏南风和东南风。在偏冷的6至8月仍

然是南风和东南风盛行，到9至11月转为东风。 

PET（生理等效温度）类型：PET类型研究对沿海热带城市人类生物气候评

估尤其非常重要。相关研究表明：35℃以上的强高温胁迫通常出现在午后，尤其

是从10月到次年4月间，出现比率达50%左右。10月到次年4月在日出时段为弱暖

气温，6-8月弱冷气温出现频率占10%。2-3月晚间PET显示，人体适宜温度（29-35

℃）出现频率占10%。此外，昼夜变化的季节性周期显示：12月到次年2月PET

范围为22-37℃，6-8月为15-32℃。季节性峰值出现在3-5月，出现的时间段早一

些，一般在正午时段，12月至次年2月出现的时间稍晚一些，在当地标准时间

15:00。不可思议的是，出现高于41℃的温度应力较大频率为当时地时间09:00，

午后逐渐降低。即便如此，正午时间是PET大于35℃的高频时段，其次是午后时

间。此外，中度低温胁迫（PET在8-13℃之间）间或出现在当地时间06：00左右。 

（张小云 编译） 

来源：Emmanuel L. Ndetto & Andreas Matzarakis. Basic analysis of climate and urban bioclimate 

of Dar es Salaam, Tanzania.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Climatology,January 2013 

检索日期[2013-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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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埃及水土保持可持续农业发展政策 

埃及是一个以干旱气候为主的国家，北部地区只有零星降雨，根本无法满足

农作物生长的需求。农业灌溉主要依赖于尼罗河水，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

求，该国利用了所有的水资源（河水、地下水和处理过的污水）来扩大农业灌溉

面积。 

由于农业灌溉必然会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埃及既要发展灌溉农业，又要减

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这样使得需要兼顾水土保持的可持续发展和管理政策陷入

了两难的境地。因此，必须改善灌溉管理，主要包括：（1）提高土壤水平衡构成

的精确性，并且计算出淋洗分数的可靠估计值，（2）估算淋洗需水量和灌溉需求，

（3）在充分考虑配水均匀性的基础上，决定不同区域盐度控制的 低淋洗分数，

（4）考虑到定期淋洗盐分比频繁灌溉更加实用，除了滴灌以外，没有必要通过

增加灌溉频率来控制土壤盐分，（5）监测根区盐度，尤其是在定期淋洗之前。对

特殊土壤类型应采用适合的灌溉系统，例如喷灌系统适合于沙质和壤质土，但不

适于重质或粘质土壤，而滴灌系统适合于壤质土或粘质土。此外，滴灌为利用咸

水灌溉提供了机会。 

该国控制根区盐、碱和毒性的管理实践主要包括：（1）在现有盐、碱和毒性

条件下，筛选高产品种（根茎）；（2）采用能减少盐分在种子周围积累的栽培手

段；（3）使用能促进灌溉水均匀入渗的整地方法；（4）采用能保持充足的土壤有

效水分，并对土壤剖面进行定期淋洗的灌溉方法；（5）安装并维护排水系统，以

促进淋洗、生根，提高土壤渗透性；（6）使用化学改良剂和有机质等，以保持土

壤的渗透性和可耕性。 

此外，埃及灌溉管理策略还包括：对高敏感作物（玉米、胡椒、洋葱、苜蓿

等）用尼罗河淡水灌溉，然后与用排水灌溉的耐盐作物（小麦、棉花、甜菜等）

进行轮作；对中度敏感的作物（西红柿、莴苣、马铃薯、向日葵等）可用排放水

灌溉，但在种苗定植后用尼罗河淡水灌溉。 

总之，埃及需要促进农业生产来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粮食需求，这可通过一

整套综合方法来实现，包括水土保持、利用多种替代水资源（咸水、排放水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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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过的污水）灌溉，用石膏改良土壤碱度，通过混合使用淡水降低水的咸度，并

且根据土壤类型和作物特点选择适当的灌溉系统等。 

（张小云 编译） 

来源： A. Z. El Bably, S. A. Abd El-Hafez.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Policies 

for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Egypt // S.A. Shahid et al. (eds.), Developments in Soil 

Classification, Land Use Planning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Innovative Thinking of Soil Inventory 

for Land Us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Land Resources, 2013:633-647 

检索日期[2013-04-12] 

埃及农业部调整棉花价格政策，扩大耕地面积 

埃及农业部为鼓励农民种植棉花，批准提高了棉花的价格。同时，农业部部

长指出，政府目前正考虑从国外进口棉花，并希望从希腊进口，而希腊则同意从

埃及进口土豆。 

部长还强调，埃及目前尚无明确的土地改良计划，主要是因为没有足够经费

预算用于国家层面上的新增地区土地改良。另外，其他因素还包括水资源短缺和

水消耗的持续增加，这两个因素也影响了农业耕种面积的扩大。农业部建议农民

积极利用节水灌溉技术，以增加水供给，从而可以扩大农田耕种面积。此外，推

广循环农业的应用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责任，农业部希望官方和民间都共同努

力，支持政府的相关行动计划。 

（尤源 编译） 

来源：http://www.el-balad.com/405598

原文题目：   جنيه200 إلى 150رفع دعم قنطار القطن من : وزير الزراعة

发布日期[2013-02-21]  检索日期[2013-04-11] 

能源矿产 

加拿大总理宣布将支援非洲开采自然资源 

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近日在渥太华接见贝宁共和国总统及非洲联盟主席

席托马·博尼·亚伊时表示，将通过自主、快捷、透明的经营方式，支援非洲各

国开采当地自然资源，从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落实相关附加援助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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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史蒂芬·哈珀说，开发矿产、石油及天然气资源对非洲大陆未来的繁荣发展

至关重要。同时宣布的相关附加协定也将会帮助非洲各国以自主、公开的经营方

式开采本地自然资源，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减少贫穷。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决定，由加拿大向中非国家提供发展矿产工业方面的

援助。中非集团将对本地区矿产资源领域采取自主、公平的开发经营模式进行地

区性战略指导。同时，这项协定将通过提供和推广各种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技术，

使非洲在减少贫穷问题上获得更多途径。然而非洲国家因担心该领域发展会对环

境产生不良影响而持有一些不同看法。该项目的主动援助，使非洲联盟更加坚定

了透明、公正及合理地开发利用非洲自然资源的意愿。 

一方面加拿大通过援助项目实施会促进中非地区矿产资源产业的发展，另一

方面，也为加拿大相关企业开辟了新的资源途径。同时，加拿大政府认为，加拿

大相关企业也有责任在项目实施的非洲国家推广先进的矿业技术，促进其经济可

持续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减少贫困。 

（米亚赛尔 编译） 

来源：http://pm.gc.ca/fra/media.asp?id=5219

原文题目：Le PM annonce un soutien à l'exploitation responsable des ressources naturelles en 

Afrique 

发布日期[2013-01-08]  检索日期[2013-04-22] 

坦桑尼亚发现储量可观的新天然气田 

英国天然气集团（BG）宣布，在坦桑尼亚发现新的天然气田，将成为坦桑

尼亚经济腾飞的催化剂。当前，共有包括英国天然气集团、挪威国油、巴西国油

及泛非能源等 17 家外国石油公司在坦桑尼亚从事油气勘探开发作业。 

继 2012 年 5 月美国独立石油公司 Anadarko 和意大利埃尼公司先后在莫桑比

克近印度洋区域发现 30 万亿立方英尺大型气田（注：1 立方英尺=0.0283168 立

方米），英国天然气集团宣布，在莫桑比克近邻坦桑尼亚发现新的天然气田，储

量足以确保坦桑尼亚正在建设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工厂正常运转。2012 年 12 月，

挪威国油在该国海上 2 号区块也找到了 3 个天然气田，储量尚有待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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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海上的天然气储量潜力可观。据该国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经济学博士

卡索嘎称，坦桑尼亚已探明天然气储量约 11326.7 亿立方米，其价值相当于坦桑

尼亚目前年 GDP 的 6 倍。世界银行有关人士表示，这些已探明和未探明的天然

气储量，将成为坦桑尼亚经济腾飞的催化剂。  

坦桑尼亚油气勘探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但 初 40 年几乎没有任何成果，

直到 1995 年坦桑尼亚开始加大油气勘探力度，该国油气勘探局面才有所改观。

但迄今为止，坦桑尼亚所发现的均为天然气资源，尚未发现任何商业石油资源。  

据 2009 年国际能源署数据，坦桑尼亚石油产量为零，天然气产量为 54.2 万

吨油当量。而近几年来新天然气发现为该国油气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当前已

投产和正在钻探的海上探井共有 59 口。  

随着坦桑尼亚天然气潜力逐渐显现，该国有识之士呼吁为确保天然气使用对

本国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应将其应用于提高生产力的经济领域，并从政策层面取

消天然气供给限制。  

为适应新的天然气勘探开发形势，坦桑尼亚政府制定了新的天然气法案，提

高天然气矿区使用费（现为 12.5%）和签字费。为配合新法案通过，2012 年 9

月，坦桑尼亚国家石油公司还将原定于该月举行的新一轮 9 个深海油气区块招标

的时间向后推迟，并对原先与油气勘探公司签署的所有合同进行审查，据称这是

由于其中有些合同不符合坦桑尼亚国家利益，应该被取消。  

非洲整体上石油探明储量比较可观，截至 2011 年年底，其探明储量为 1277

亿桶，排在北美洲地区（733 亿桶）和亚太地区（422 亿桶）之前，占到世界总

探明储量的 9.6%。由于新勘探技术的运用和新油田的发现，非洲石油储量还在

不断增加。据预测，未来 5 年内，非洲探明石油储量将至少增加 150 亿桶。国际

市场新增非海湾地区生产的石油中，至少将有 1/4 产于非洲国家。  

（张小云 摘编） 

来源：中国石化新闻网. 

http://www.sinopecnews.com.cn/news/content/2013-01/25/content_1256584.shtml 

发布日期[2013-04-19]  检索日期[2013-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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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非洲是信息技术发展的下一个前沿地区 

非洲的劳动力优势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了众多 IT 巨头的目光，非洲无

疑会成为信息技术发展的下一个前沿地区。2 月 16 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

刊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2012 年 5 月，IBM 在非洲塞内加尔的达喀尔设立办事处，这暗示着 IBM 相

信非洲蕴含着巨大的商机。目前，IBM 销售区已覆盖 20 多个非洲国家。IBM 或

许在非洲走在了前边，但绝非独树一帜。2013 年 1 月，谷歌董事长埃里克·施

密特到访非洲南撒哈拉地区多个城市。内罗毕的景象让他激动不已，“这里俨然

是一个高科技中心，将来更有可能成为非洲的领军者”。 近，法国电信运营商

Orange 及中国百度在非洲和中东联合推出一款智能手机浏览器。微软打算在肯

尼亚部分地区推行宽带。据国际数据公司分析师分析，这些 IT 跨国公司在非洲

有很多切身利益，在过去三四年中，这些公司或是在当地居民身上投资以便传递

正确的相关知识，或是投资设立办事处。现在这些公司都做好了长驻打算。吸引

这些跨国公司的是在全球其他“富人区”停滞不前之时，非洲大陆蓬勃发展的势

头，及其巨大的劳动力优势。当美国、欧洲面临人口老龄化时，非洲正以其劳动

力优势迎来生产鼎盛期。而且，非洲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也日益提高。据麦肯锡

全球研究所提供的数据，2002 年只有 32%的非洲居民接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

2020 年这一比例将提高至 48%。 

在非洲那些更富足、更稳定的国家更愿意发展 IT 业，肯尼亚是意愿 强烈

的国家。肯尼亚信息和通信部表示，希望在短期内 IT 产业占肯尼亚 GDP 的份额

能由目前的 5%增至 35%，并缩小农业的比重。想要如愿，政府必须下定决心并

给予必要的支持。非洲存在许多问题，而计算技术将有望帮助非洲人解决这些难

题。 

（张小云 摘编） 

来源：赵纪萍.《经济学家》：非洲是信息技术的下一个前沿.社会科学报[N]，2013-03-1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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