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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合作重点国别（地区） 

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指南 

尼日利亚 

1.尼日利亚疫情发展基本情况 

1.1 最新疫情发展情况 

从2020年2月28日尼日利亚发现第一例确诊病例以来，每日确诊

数量呈显著上升趋势，至6月达到巅峰，平均每日确诊超500人，8月

初略有回落。截至2020年11月1日，累计确诊62964例，现有确认3028

人，累计治愈58790例，累计死亡1146人，确诊病例居非洲国家第三

位。感染者主要分布在31-40岁，男女比例为65:35。感染途径绝大多

数为未知（73%），明确为社区感染和输入病例的仅有23%和2%。

全国36个州和联邦首都区均存在确诊病例，主要集中在拉各斯州

（16187）、联邦首都区（4597）、奥约州（2895）和埃多州（2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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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官网，2020年11月10日 

1.2 预计未来发展趋势 

    自2020年6月2日起，尼日利亚为推动经济复苏，开始逐步放松

疫情管控，每日新增病例随之不断增加，当地医疗体系不完善问题再

次凸显，预计尼日利亚未来防疫难度将进一步加大，且不排除新冠肺

炎疫情二次爆发的可能。目前，尼日利亚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已出现失

控迹象，大量患者在未知情状态下自愈或死亡，真实新冠患者远不止

确诊数量。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尼日利亚核算检测能力有

限，无法完全覆盖全体人群、新冠肺炎症状与疟疾相似，对患病群体

缺乏精准判断和识别，官方指定医院和隔离点医疗饮食条件较差，多

数确诊患者未接受治疗，选择逃离隔离点等。拉各斯卫生专员阿金·阿

巴约米曾表示，拉各斯5月确诊病例达1037人，接受隔离治疗的患者

仅262人，其余已逃离隔离点。此外，奥约州、博尔诺州、卡诺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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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也存在此类现象。 

1.3 疫情对当地经济的总体影响 

受国内经济停滞及国际油价下跌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对尼日利亚

经济影响较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尼日利亚2020年

GDP将缩水5.4%。尼日利亚副总统奥辛巴乔近日表示，尼日利亚正

面临史上最严峻的经济挑战，2020年联邦政府综合收入预计下降

40%，约100亿美元或更多。若疫情继续扩大并实施更严重的封锁，

尼日利亚经济衰退可能会更严重，对近9000万人的生计造成影响。 

2020年一季度，尼日利亚GDP增速降至1.87%，较上季度回落

0.68；联邦政府税收较季度预算和上季度分别下降36.6%、4.8%。受

货币贬值及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尼日利亚通胀形势异常严峻。2020

年3月尼日利亚通胀率为12.26%，二季度达到12.56%，存款实际利

率为负。2020年4月份开始，尼日利亚经济活动指数、采购经理人指

数、就业指数等多项指标跌破“荣枯线”，已连续三个月在50以下。

尼日利亚中央银行发布的《4月份月度经济报告》显示，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及国际油价暴跌，尼日利亚外汇流入从2020年3月份的129

亿美元降至4月份的97亿美元，环比下降25％。6月，尼日利亚外汇

储备降至360亿美元，较2019年高点下降20%。总债务上升至795亿

美元，较2019年年底上升4.4%，其中外债为277亿美元。尼日利亚

国家统计局暂时未公布失业率，当地专家预测尼日利亚失业率将从

23.1%上升至30%以上。8月，尼日利亚中央银行发布的PMI调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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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显示，尼日利亚制造业连续4个月萎缩。14个制造业子部门实现扩

张，包括非金属矿物产品、水泥、塑料和橡胶制品、运输设备、化学

和医药产品、纺织品、服装、皮革和鞋类等；萎缩行业包括印刷业、

电子设备、石油和煤炭产品、初级金属、家具及相关产品、纸制品、

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以及金属制品等。 

1.4 疫情对当地跨境经贸活动的影响 

首先，进口货物清关时间延长。尼日利亚各大码头严重拥堵，三

大港阿帕帕港、廷堪港、奥尼港的饱和度高达80%以上，阿帕帕港入

港等候时间长达50天，仅有药品、冻柜、危险品、防疫物资等具有快

速通关资格的货柜才允许卸载阿帕帕港，其他货品需转移至内陆堆场。

第二，跨国商务人员流动停止。2020年3月23日起所有国际航班取消，

尼日利亚商务人员无法前往其他国家开展商务活动，导致商家库存空

虚，纺织品、电子产品、食品等价格上涨。第三，跨国劳务人员无法

返尼，耽误项目工期。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前恰逢圣诞节和中国春节，

许多外籍劳工和工程师归国休假。在3月底尼日利亚暂停所有国际航

班后，这些人员无法返尼，导致许多由外国承包商负责的工程项目人

员紧缺。第四，各州限制货车运送货物，很多生产商和运输商遇到物

流瓶颈，大量农产品无法出口。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不断发展，从2020年4月份开始尼日利亚对很

多国家的贸易额大幅减少。2020年5月尼日利亚对美国、西班牙、南

非的贸易额同比分别下降65%、65%、66%。2020年上半年，中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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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贸易额77.7亿美元，同比下降10.4%，其中中国对尼日利亚出口

67.6亿美元，同比下降10%；自尼日利亚进口10亿美元，同比下降

13.6%；贸易顺差57.7亿美元，同比下降9.3%。 

1.5 疫情对当地治安和社会秩序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尼日利亚社会治安总体稳定，仅发生少数几

起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物资紧缺有关的入室抢劫案件。2020年4月底

封城政策后期，出现多起居民因饥饿而拦停运输车辆哄抢食物的情况。 

1.6 疫情对当地涉华舆论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中，受相关政客及利益集团的煽动，尼日利亚各主

流媒体曾对“广州黑人遭歧视”、“中土公司医疗队赴尼”等事件进

行关注并有较多不实报道，造成尼日利亚民众仇华情绪高涨。但在中

国使馆、中资企业商会、中资企业、驻尼日利亚中国媒体等各方面的

及时澄清和协调下，各媒体相继发布辟谣文章以解除误解并获得良好

效果。尼日利亚总统发言人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在非洲大陆蔓延以来，

中国以实际行动支持非洲国家抗击疫情、恢复经济发展。如：中国向

非洲国家援助医疗物资、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分享抗疫经验。因携手

抗疫，尼日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稳固和提高，在“一带一路”

倡议下，疫后尼日利亚期待与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金融和贸易等

多领域加强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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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尼日利亚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 

2.1 跨境人员流动管控措施 

国际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开始，尼日利亚各国际机场对入境旅客实

施体温检测。尼日利亚出现第一例确诊病例后，尼日利亚政府要求所

有旅客入境后居家隔离观察14天，但因未采取强制统一隔离措施，隔

离观察成果收效甚微，全国输入型病例数量快速上升，社区传染开始

爆发。2020年3月23日，尼日利亚关停所有国际航站楼，预计将于9

月开放。在国际航班重新开放之际，尼日利亚每天只允许少量航班作

为试运行，以确保国际航班业务能够逐渐安全恢复，同时将执行对等

原则，只允许来自尼日利亚航班的国家和地区才可以进出尼日利亚。 

2.2 跨境货物流动管控措施 

为防疫物资、药品等货物提供优先清关服务，其他无。 

2.3 当地人员流动和生产生活管控措施 

【控制人员流动】2020年 3月 30日至 5月 4日期间，政府对新

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联邦首都区、拉各斯州、奥贡州进行封城，其他

各州按实际情况采取封城措施，具体包括：停止火车跨州运营、禁止

不必要的跨州人员流动等。4 月 27 日，尼日利亚总统宣布进行第一

阶段解封措施，5 月 4 日取消联邦首都区等三个州的强制封城举措，

允许民众出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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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商业、生产、宗教、教育等聚集性活动】2020 年 3 月 30

日起，除必要的超市、市场、药店可在规定时间营业外，封城地区其

他商铺、企业、工厂均停止营业，学校、教堂、银行、酒店等人流密

集场所一律关闭。 

【强化公共卫生管理】在公共区域活动要求佩戴口罩，进入主要

公共场所需进行体温检测，且各公共场所均向民众提供洗手液等卫生

防护用品。此外，禁止 20人以上在公共场所聚集，且强制保持 2米

以上社交距离。 

2020年 6月 2日起，尼日利亚进一步放松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

关的限制措施，具体包括：全国范围宵禁时间放宽至每日 22时至次

日 4时；继续禁止非必要州际出行；银行等非必要企业允许重新开放；

教堂和清真寺在采取必要卫生措施的基础上，允许重新开放；酒店和

现场餐厅可重新开放，酒店外的餐馆仅提供外卖/送货服务；酒吧、

健身房和夜总会保持关闭；允许少于 20人的集会等。此外，首都阿

布贾、拉各斯州、奥贡州逐步放宽封锁措施，卡诺州卡诺市的限制完

全解除。 

2.4 对病例及密切接触者的管控措施 

尼日利亚卫生部门对确诊病例及密切接触者实行强制定点隔离，

但执行并不严格。如第一章所述，大多数确诊病例逃离隔离点，造成

大规模社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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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尼日利亚出台的纾困政策 

3.1 金融支持相关政策 

为推动持续低迷的经济复苏，尼日利亚政府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

激政策计划，主要体现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该经济刺激计划总额

为5.8万亿奈拉（折合16亿美元，约占其GDP的3%），具体包括2.3

万亿奈拉（折合6.4亿美元）的经济可持续计划（ESP）和中央银行

3.5万亿奈拉（折合9.6亿美元）的货币刺激政策。 

关于金融支持政策，尼日利亚央行出台了一系列具体的相关支持

措施，主要包括： 

（1）成立 1000 亿奈拉（约 2.8 亿美元）的授信以支持健康卫

生领域。 

（2）为中小企业和受疫情影响的家庭提供 500 亿奈拉（约 1.4

亿美元）的信贷安排。 

（3）降息 100个基点以刺激经济，基准利率从之前的 13.5%下

降至 12.5%。 

（4）延长中央银行疫情干预措施的还款期一年，将利率从 9%

降至 5%。 

（5）提高银行存贷款比率，扩大对私营部门的信贷。 

（6）向经济相关部门注入 1.1万亿奈拉（约 30亿美元）。 

（7）下调官方汇率，从 306奈拉/美元调整至 360 奈拉/美元，

2020年 8月 6日再次下调至 379奈拉/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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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联邦拨款账户月平均收入低于一定阈值时，暂停农业、

贸易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门三个月的联邦和各州政府贷款还款

及利息支付等。 

此外，尼日利亚政府申请世行专项贷款，向国际金融机构积极寻

求资金支持。尼日利亚疾控中心已从世界银行获得9000万美元的专

项防疫资金。联邦政府将通过疾控中心和卫生部向世界银行再申请1

亿美元的专项防疫资金，用于满足36个州和联邦首都区的防疫需求。

为满足2020年预算资金储备，联邦政府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

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寻求69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具体包括：从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提取存款34亿美元，向世界银行贷款25亿美元，向非

洲开发银行贷款10亿美元。 

3.2 财税支持相关政策 

3.2.1 财政激励政策 

（1）实施特殊公共工程。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从774个地方

政府招募774,000人（每个地方政府1,000人），从2020年10月至12

月参加由国家就业局组织实施的特殊公共工程，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干

预基金为该工程预留600亿奈拉。 

（2）将海关缉私大米用于赈灾。除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外，将

海关缴获的150卡车大米用于赈灾。 

（3）增加联邦医护工作者的风险津贴。提高联邦公务员系统中

医护工作者的风险津贴，相关各州可比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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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立新冠疫情危机干预基金。将5000亿奈拉用于升级医疗

设施，开展特殊公共工程以及其他医疗干预。 

（5）削减2020年财政预算规模。国际油价下跌、非石油收入下

降将导致尼日利亚2020年财政预算失去基础。为此，尼日利亚削减

2020年财政预算规模，在财政预算中将基准油价定为57美元。 

（6）收集企业政策诉求。开展政企合作，及时准确了解、收集

企业诉求，如减免税款、降低关税、快速物流、提高审批流程等。 

3.2.2 税收缴纳政策 

（1）修正《2019财政法案》。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致信国民议

会，对《2019财政法案》做出如下修改：一是进一步明确新增值税

税率的行政生效日期。自2020年2月1日起，增值税税率将从5％调高

至7.5％。二是将“动物饲料”列入免征增值税的基本食品清单。三

是享受农业免税激励政策的企业仅限于从事初级作物、牲畜、林业和

渔业农业生产的中小型企业。 

（2）明确旧合同不适用新税率。尼日利亚联邦执行委员会会议

明确：在新增值税政策生效之日前，签订的应税合同仍按照5%的旧

税率缴纳增值税，不采用7.5％的增值税税率。 

（3）免征防疫抗疫医疗物资的进口关税。为有效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布哈里总统批准全面免除医疗设备和物资的进口关税。同时，

布哈里还指示尼海关总署对所有进口的医疗设备、物资和药品进行快

速清关。 

（4）对航空公司实施救助。尼日利亚航空公司受疫情影响损失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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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联邦政府除向本国航空公司提供一定数量的救助资金外，对航空

公司的机票收入免征增值税。 

（5）对外国数字服务商征税。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发布命令，计

划对具有重要经济地位的外国企业所提供的网络服务或数字交易征

收企业所得税。网飞（Netflix）、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

阿里巴巴和亚马逊（Amazon）等公司都被认为是征收对象。新规定

将适用于一年内从尼日利亚获得2500万奈拉（约合6.93万美元）或

等值的其他货币的公司以及在该国具有尼日利亚域名（.ng）或网站

地址的公司。这些外国数字公司将被要求在尼日利亚缴纳所得税，并

提交年度纳税申报表。 

3.2.3 税收征管政策 

（1）税收征管配套措施。为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减轻纳税人的纳

税负担、有效应对疫情对税收征管工作的影响、保证税务人员的人身

安全，尼日利亚联邦税务局出台相关的疫情配套应对措施，主要包括：

延长增值税和预提税的纳税申报时间。将增值税和预提税的纳税申报

从每月21日延长至当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将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

截止日期延长一个月；允许纳税人使用未经审计的账户提交纳税申报

表，但其必须在后两个月内提交经审计的账户；鼓励纳税人使用电子

平台进行纳税申报，如预提税、转让定价、企业所得税等；在联邦税

务局网站发布案头审核和实地审核所需要信息，纳税人可将税务机关

所需信息上传至网站，供税务人员在线审核。 

（2）纳税人税务登记。尼日利亚联邦税务局要求所有纳税人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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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4月12日之前完成税务登记并取得纳税人识别号。通知指出，

对《2019年财政法案》生效前已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开设账户的

纳税人，需在4月12日前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提交纳税人识别号以

升级账户。对新开户的纳税人，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将提供纳税人识

别号。根据《2019年财政法案》，企业或个人因生产经营需开立银

行账户时，必须向银行提交纳税人识别号。联邦税务局通过纳税人识

别号掌握纳税人的银行交易信息。 

（3）先锋企业税收管理规范。据尼日利亚相关法律，获得先锋资

格的企业可享受三年所得税减免。目前，部分在尼日利亚开展业务的

跨国公司为规避企业所得税滥用先锋企业资格，通过内部重组等方式

在三年优惠期的基础上再申请两年所得税减免。为防止税收优惠政策

被滥用，联邦税务局开始加强对先锋企业的税收管理，并呼吁国会尽

快修改完善授予企业先锋地位的相关法律。 

（4）油气行业税收征管。尼日利亚计划于2020财年年度实现石

油天然气行业税收收入达到4万亿奈拉，接近全年全部收入计划的

50%。目前，尼日利亚联邦税务局正在寻求经合组织支持、加强自身

建设和信息共享、深度挖掘数据，以打击跨国石油公司非法转让定价

等逃税行为，防止税款外流。 

3.3 行政审批便利化政策 

尼日利亚海关对药品、冻柜、抗议物资等疫情期间急需产品实现

快速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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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资企业政策受益情况 

（1）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资企业从中国大量进口防疫物资及其

制造设备，便利的海关清关措施和尼政府对防疫物资国产化的支持，

为相关中资企业提供了便利。 

（2）相关免税政策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中资企业减轻了负

担。 

4.尼日利亚实施的经贸政策调整 

4.1 产业发展方向调整 

（1）卫生领域。尼日利亚中央银行向卫生产业提供2.8亿美元贷

款以鼓励本地卫生产业发展（2）交通运输领域。新冠肺炎疫情对尼

日利亚交通业造成一定冲击，考虑到90%尼日利亚人依靠公路出行，

尼日利亚政府计划为交通运输业提供100亿奈拉（约2631.6万美元）

纾困资金，并出台针对该行业的改革方案。 

（3）能源领域。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封锁措施的缓解、国际市

场对原油的需求增加和价格走坚等因素提振，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

2020年6月原油和天然气出口额约3.8亿美元，较上月有较大增幅，

其中原油2.3亿美元，天然气和杂项收益分别为0.8亿美元和0.7亿美

元。近期联邦石油资源部声明表示，尼日利亚已出台《天然气运输网

络法》，以指导天然气运输网络体系的运营，通过持续影响LNG（液

化天然气）、LPG（液化石油气）和CNG（压缩天然气）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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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尼日利亚的电力供应，促进天然气工业（GBI）的发展。作为全

国范围内运输天然气的准则，该项法律将加深尼日利亚人对天然气的

接受和利用程度，提升尼日利亚国内天然气市场和生产效率。 

4.2 对外贸易政策调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尼日利亚将大幅增加防疫物资进口；此外，

尼日利亚总统曾公开表示，为应对国际油价下跌对经济的影响，尼日

利亚将促进非石油经济发展和收入来源多样化。目前，尼日利亚联邦

政府已经确定22种非石油战略出口产品，其中包括棕榈油、腰果、可

可、大豆、橡胶、大米、石化产品、皮革、姜、棉花、乳木果油、番

茄、香蕉、芭蕉、木薯，豇豆和香料等，预计年出口额超过1500亿

美元。尽管受到出口标准的限制，但尼日利亚农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潜

力巨大，可通过出口获利。 

4.3 外国投资政策调整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尼日利亚吸引外资金额大幅减少，政府并

未明确出台积极政策吸引外资。但为稳定尼日利亚中资企业，尼日利

亚工业、贸易和投资部部长于2020年6月4日特意约见中国大使及经

商参赞，重申尼日利亚政府将坚定支持中国企业在尼日利亚投资项目，

致力于为中资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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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中资企业应对当地疫情的建议 

5.1 开展疫情防控的建议 

（1）当地工人集中食宿。企业复工后若条件允许，对返工人员

先进行14天隔离观察并进行新冠肺炎病毒抗体检测后再安排工作，并

在生产过程中实行集中统一食宿，避免员工与外界接触。 

（2）严格执行卫生管理。每日开工前，统一对工人双手进行酒

精消毒；在工厂、办公室、卫生间等场所摆放酒精消毒液。为工人发

放卫生防护用具，严格佩戴口罩，视情佩戴防护手套、护目镜等；每

日工作结束后，对工作场所进行消毒。 

（3）视情实施网格管理。若无条件为工人提供集中食宿的，可

在做好卫生防护的前提下，对工人分组并实施网格化管理，降低新冠

肺炎疫情大范围传播的风险。 

（4）内勤外勤两套制度。企业负责物资采购、政府公关、客户

维护的外勤人员应与负责管理、生产的员工减少接触，并分别制定针

对内勤和外勤人员食宿、工作的不同制度。 

5.2 视情复工复产的建议 

在疫苗大规模普及以前，尼日利亚国内新冠疫情将常态化、普遍

化，若长期保持停工隔离状态，企业将不堪重负。企业可在根据自身

情况做好防疫准备的前提下，有序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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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争取当地支持政策的建议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财税减免政策，

企业应密切关注政府政策动向，与政府相关部门保持联络，及时按规

定提交申请。至于其他优惠贷款、补贴政策，数额较少，且主要流向

本地经营者，中资企业参与难度较大。 

5.4 应对不利政策调整的建议 

尼日利亚未出台不利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