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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的第⼀篇以中国-英国-坦桑尼亚三⽅疟疾试点项
⽬和中国-澳⼤利亚-巴布亚新⼏内亚三⽅疟疾防控合作试
点项⽬为例介绍中国参与中⾮公卫三⽅合作的形式。第⼆

篇介绍万宝项⽬⸺莫桑⽐克⼈口近3000万，每年进口⼤
⽶约50万吨，万宝农业项⽬每年供应⼤⽶约1.3万吨，保
障了项⽬所在地周边市场粮⻝安全，也增强了⺠众抗疫信

⼼。第三篇换个视⻆看待新冠疫情对⾮洲粮⻝安全的影

响，新冠疫情可能成为⾮洲粮⻝安全的⼀个重要节点。除

此之外，本期通讯还提供线上活动的回顾与预告以及有关

中⾮健康与发展的更多参考资料。

“中⾮健康与发展合作101”是由Diinsider主办的中⾮健
康与发展合作知识平台，致⼒于为中⾮健康与发展领域的

传播⼯作者和实践者提供获取中⾮发展合作必要知识和故

事素材的渠道。“中⾮健康与发展合作101”共分为发展
合作理论与政策、发展合作相关⽅、中⾮发展合作热点话

题等系列，将通过媒体专栏、⾃媒体、中⾮健康与发展⽹

（www.chinafrica101.net）等渠道定期发布。本系列
知识产品免费开放。如有合作意向，请发送邮件⾄邮箱

zhaojiguo@diinsid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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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三⽅合作成为中国与经合组织发展委员会成员讨论的
重要议题，也是国际发展合作的前沿议题。本⽂将以中国-英国-坦
桑尼亚三⽅疟疾试点项⽬和中国-澳⼤利亚-巴布亚新⼏内亚三⽅疟
疾防控合作试点项⽬为例介绍中国参与中⾮公卫三⽅合作的形式。

阅读全⽂：
https://mp.weixin.qq.com/s/sIB4bnfT_Xzg4kn2Al7xfw

2020年7⽉，第5期 本期⽂章

作者：周瑾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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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继国

⾮洲疫情严重 这家
央企⼲了啥赢得当地

⺠⼼

近⽇，中国在⾮洲最⼤⽔稻合作种植项⽬⸺莫桑⽐克万宝农业园
2019—2020年⽔稻种植季喜获丰收。受疫情影响，劳动⼒短缺、供
应链中断，⾮洲粮⻝安全⾯临极⼤⻛险。莫桑⽐克⼈口近3000万，
每年进口⼤⽶约50万吨，万宝农业项⽬每年供应⼤⽶约1.3万吨，
保障了项⽬所在地周边市场粮⻝安全，也增强了⺠众抗疫信⼼。

阅读全⽂：
https://mp.weixin.qq.com/s/j--23tXrvlr5wck1t9Wv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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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批医疗队，中⾮卫⽣合作已持
续了57年，形成了援⾮医疗队、援建医院、疟疾防治中⼼、捐赠药
品和设备、医疗⼈员培训等全⽅位⽴体式医疗援助体系。新冠疫情
暴发以来，中国向10多个⾮洲国家派出防疫医疗专家组，多主体进
⾏物资捐赠，还同⾮洲国家分享抗疫成功经验。为促进社会和公众
更好的了解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形式和作⽤，倡导积极务实的中
⾮合作，助⼒⾮洲国家更好应对疫情带来的社会经济挑战，
Diinsider将于8⽉下旬举办主题为“援⾮抗疫中国在⾏动”在线媒
体研讨会，欢迎报名参加。

2020《世界粮⻝安全和营养状况》近⽇发布，到2030年世界上⻓
期饥饿⼈数中将有半数以上位于⾮洲，这直接影响到2030年可持续
发展⽬标2能否实现。⾮洲国家可以通过⾃⾝努⼒，加强国际发展
合作应对可能到来的危机。如果换个视⻆看待新冠疫情对⾮洲粮⻝
安全的影响，新冠疫情可能成为⾮洲粮⻝安全的⼀个重要节点。

阅读全⽂：
https://mp.weixin.qq.com/s/2Du0jm9wjY4pLP6AGaA-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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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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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线上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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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部分媒体发布的活动相关稿件：

1）央视⽹：中国媒体⾮洲报道⾼层论坛举⾏ 探讨后疫情时代媒体责任
http://m.news.cctv.com/2020/07/19/ARTI7urDzn2GjGT4xZ0Du54E200719.shtml

2）中国社会科学⽹：第四届中⾮报道⾼层论坛暨第三届中⾮报道奖颁奖活动举办
http://jour.cssn.cn/xwcbx/xwcbx_pdsf/202007/t20200719_5157260.shtml?
from=singlemessage

3）CGTN法语频道：第三届中⾮报道奖：重思后疫情时代对⾮公共卫⽣报道
https://m.weibo.cn/status/4528134604727432?
sourceType=weixin&wm=20005_0002&featurecode=newtitle&from=singlemessage&isap
pinstalled=0

4）光明⽹：疫情⻛险下重思新闻报道与中⾮互信
https://share.gmw.cn/www/xueshu/2020-07/19/content_34006552.htm

5）清华全球传播：第四届中⾮报道⾼层论坛暨第三届中⾮报道奖颁奖活动举办
https://mp.weixin.qq.com/s/-Pm_RqwZCTi4FWeVSJnaIg

本次活动由清华⼤学主办，Diinsider协办，⽐尔及梅琳达·盖茨基
⾦会⽀持。与会中外资深媒体⼈、专家学者以“重思疫情⻛险下的
新闻报道与中⾮互信”为主题进⾏分享与探讨。由Diinsider主办的
中⾮健康与发展⽹正式发布，内容包括中⾮健康与发展合作理论、
相关⽅、热点话题等系列内容，致⼒于为关注中⾮发展的专家学者
和媒体记者提供有深度、有趣味的公共知识产品。

阅读全⽂：
https://mp.weixin.qq.com/s/pDmxqOcH31pY1ll6QHukSA

2020年7⽉，第5期 线上活动

7⽉活动回顾：
第四届中国媒体⾮

洲报道⾼层论坛暨

第三届中⾮报道奖

颁奖典礼



有关新冠疫情、疫苗、粮食安全参考资料

1、后疫情时代，气候风险 “灰犀牛”不可忽视（0701）

http://www.beijingreview.com.cn/shishi/202007/t20200701_800212322.html

在全球 200 多个国家与地区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全球政治、经济与社会格局造成了巨大

的影响。由于疫情对经济活动，尤其是交通活动的影响，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今年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下降。全球气候危机并没有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减轻；相反，各种气候灾害性事件的频

发将我们带入了多危机并存的复合型风险时代。

2、欧盟委员会批准第二款埃博拉疫苗上市（0701）

https://news.sina.cn/gj/2020-07-01/detail-iircuyvk1487409.d.html?vt=4&wm=ttt

当地时间 7月 1日，欧盟委员会给强生公司生产的埃博拉疫苗发放了上市许可，这是一年之

内欧委会批准上市的第二款埃博拉疫苗。去年 11 月，默沙东公司生产的埃博拉疫苗率先获

得欧盟许可。欧洲药品管理局则在写给欧委会的推荐意见中表示，研究人员已在欧洲、非洲

及美国对这款疫苗进行了 5项临床研究，试验对象包括 3367 名成人、青少年及儿童。研究

表明，疫苗具有安全性，且能够引发对的免疫应答。因此，欧洲药品管理局推荐在一岁及以

上人群中使用这款疫苗来预防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的感染，而西非三国埃博拉疫情和刚果

（金）自去年以来的新一轮疫情均由这种类型的病毒引起。

3、中美对非医疗援助有何不同？（0703）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106547?from=qrcode

新冠疫情给全球所有国家都带来了新的挑战，对于公共卫生体系相对薄弱的非洲国家就更是

一次严峻的考验。对中非公共卫生合作的理解也需要从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中去看。抗击

疫情的过程充分说明了公共卫生治理不止是各国政府的职责，疾病无国界的今天迫切需要的

是公共卫生的全球治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非医疗援助是撒哈拉以南国家重要的医疗

资金来源。疫情期间，美国对非洲各国提供了大量公共卫生援助。了解美国对非医疗援助的

历史和美国对非抗疫援助与“中国方案”有何不同有助于我们理解中非公共卫生合作的特点

及前景，进而展望公共卫生全球治理的方向。

4、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下，艾滋病防治工作陷入停滞（0706）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detail/06-07-2020-who-access-to-hiv-medicines-severely-im

pacted-by-covid-19-as-aids-response-stalls

世卫组织开展的一项新调查显示，73 个国家由于 COVID-19 大流行面临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缺货的危险，24 个国家报告说本国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存量极低或这些救命药物供应中断。

5、新冠或致艾滋药物断供价格上涨（0708）

http://m.caixin.com/red/2020-07-08/101576885.html?s=733a135e42c35fd2cf2a04f5223a4ab6ce19

9e04cc4336f421c0489d8ba4aecd84d41c9bb6ff81aa&code=0&msg=%E7%AC%AC%E4%B8%89%

E6%96%B9%E7%99%BB%E5%BD%95%E6%88%90%E5%8A%9F+

http://www.beijingreview.com.cn/shishi/202007/t20200701_800212322.html
https://news.sina.cn/gj/2020-07-01/detail-iircuyvk1487409.d.html?vt=4&wm=ttt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106547?from=qrcode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detail/06-07-2020-who-access-to-hiv-medicines-severely-impacted-by-covid-19-as-aids-response-stalls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detail/06-07-2020-who-access-to-hiv-medicines-severely-impacted-by-covid-19-as-aids-response-stalls
http://m.caixin.com/red/2020-07-08/101576885.html?s=733a135e42c35fd2cf2a04f5223a4ab6ce199e04cc4336f421c0489d8ba4aecd84d41c9bb6ff81aa&code=0&msg=%E7%AC%AC%E4%B8%89%E6%96%B9%E7%99%BB%E5%BD%95%E6%88%90%E5%8A%9F+
http://m.caixin.com/red/2020-07-08/101576885.html?s=733a135e42c35fd2cf2a04f5223a4ab6ce199e04cc4336f421c0489d8ba4aecd84d41c9bb6ff81aa&code=0&msg=%E7%AC%AC%E4%B8%89%E6%96%B9%E7%99%BB%E5%BD%95%E6%88%90%E5%8A%9F+
http://m.caixin.com/red/2020-07-08/101576885.html?s=733a135e42c35fd2cf2a04f5223a4ab6ce199e04cc4336f421c0489d8ba4aecd84d41c9bb6ff81aa&code=0&msg=%E7%AC%AC%E4%B8%89%E6%96%B9%E7%99%BB%E5%BD%95%E6%88%90%E5%8A%9F+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表报告称，全球未能实现 2020 年防艾预期目标。新冠疫情威胁药物

供应，增加了价格上涨风险，或将使中低收入国家的艾滋病治疗规划倒退。

6、抗艾受阻，2030 年前终结艾滋病目标或难实现（0710）

https://gongyi.ifeng.com/c/7xzJv2jL3gW?_share=weixin

7 月 6 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报告《抓住时机：解决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以终结流行疫

情》。报告显示，抗艾工作取得显著但不平衡的进展，特别是在扩大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方面，

但远未实现 2020 年将艾滋病死亡人数和新发感染者分别控制在 50 万人以下的目标。

7、HIV,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 how can the impact of COVID-19 be minimised?（0713）

https://www.thelancet.com/action/showPdf?pii=S2214-109X%2820%2930317-X

In The Lancet Global Health, Alexandra Hogan and colleagues report the findings of a modelling

study in which they estimate the number of excess deaths from HIV,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 that

could plausibly occur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They conclude that, in

high-burden settings, HIV,tuberculosis, and malaria deaths over a 5-year period could increase by

10%, 20%, and 36%, respectively, and that although the loss of life-years from this knock-on impact

will probably be less than the direct impact of COVID-19, in high-burden countries, it could be of

the same order of magnitude.

8、Dexamethasone for COVID-19: data needed from randomised clinical trials in Africa（0714）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glo/article/PIIS2214-109X(20)30318-1/fulltext

Despite a slow start in Africa, the incidence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 infections is rapidly evolving, with more than 468 000 confirmed cases and 11 144
known deaths as of July 5, 2020. As SARS-CoV-2 spreads through Africa, already weakened health

systems and the few critical-care facilities will come under increasing strain, with potential for

higher COVID-19-associated mortality and more collateral damage than observed in high-income

countries. The African pandemic has not yet reached its peak in most countries, many of which are

easing social restrictions to minimise the effect on livelihoods. Hence, COVID-19 prevalence and

mortality are likely to accelerate further over the coming months. Dexamethasone has substantial

potential to prevent death as this treatment could be easily deployed in an African setting.

Nevertheless, the medical and scientific community should be wary of assuming that evidence for

steroids generated in Europe also applies to African populations and robust African data are urgently

needed.

9、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疫苗接种数量下降（0715）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detail/15-07-2020-who-and-unicef-warn-of-a-decline-in-va

ccinations-during-covid-19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说，世界各地接种拯救生命疫苗的儿童人数出现令人

震惊的下降。原因是 COVID-19 大流行干扰了免疫服务的提供和接受。根据世卫组织和联合

https://gongyi.ifeng.com/c/7xzJv2jL3gW?_share=weixin
https://www.thelancet.com/action/showPdf?pii=S2214-109X%2820%2930317-X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glo/article/PIIS2214-109X(20)30318-1/fulltext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detail/15-07-2020-who-and-unicef-warn-of-a-decline-in-vaccinations-during-covid-19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detail/15-07-2020-who-and-unicef-warn-of-a-decline-in-vaccinations-during-covid-19


国儿童基金会的新数据，这些中断有可能逆转使更多儿童和青少年获得更多种疫苗领域来之

不易的进展，而这种进展本已因十年间覆盖率难以提高而受到阻碍。例如，2020 年前四个

月的初步数据表明，完成三剂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疫苗（百白破疫苗）接种的儿童人数大

幅下降。这是 28 年来全世界第一次看到百白破疫苗接种覆盖率下降，而百白破疫苗接种率

是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免疫接种覆盖率的标志性指标。由于 COVID-19 大流行，至少 30 个

麻疹疫苗接种活动已经或正面临被取消的风险，这可能导致 2020 年及以后暴发更多麻疹疫

情。

10、八国领导人发表署名文章，强调新冠疫苗公平分配（0716）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294467?from=qrcode

7 月 15 日，韩国、加拿大、新西兰、南非等八国领导人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

章，强调保证新冠病毒疫苗全球公平分配。文章指出，将基于自由精神敦促各国领导人致力

于建立公平的疫苗分配机制。除非所有国家都安全，否则没有国家真正安全。疫苗接种是遏

制传染病大流行的最有效途径，但前提是所有国家在疫苗问世后都能够平等地获取。此外，

世界各国应为疫苗的成功研发和公平分配而努力，这是对国际合作精神的重大考验，我们应

当构建高效的多边合作机制，加强互利互信，确保疫苗面市后能够依照公正、透明、科学、

合理的原则分配。

11、Ebola prepared these countries for coronavirus — but now even they are floundering（0721）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0-02173-z

Health officials who fought Ebola during the world’s deadliest outbreak of the disease in Liberia,

Sierra Leone and Guinea have resurrected the tools they used during that crisis to stave off the

coronavirus. Initially this led to a swift and coordinated response, and these nations have kept the

number of infections low compared to many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But coronavirus is

presenting additional challenges, and cases are on the rise.

12、英中两项新冠疫苗试验获重大进展（0721）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science-53484138

7 月 20 日，英国与中国两支新冠肺炎疫苗研发团队分别表示他们的试验出现积极进展，给

疫苗早日问世带来了一些希望。两个团队分别为英国牛津大学团队及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薇团

队。牛津大学疫苗试验已在所有接受试验的人身上产生免疫反应，且没有出现令人担忧的副

作用。陈薇团队疫苗也显示出安全性，且绝大多数志愿者出现免疫反应。这些发现虽然十分

振奋人心，但目前判断它们是否足够帮助人类预防新冠病毒仍然为时尚早，这些团队也需要

进行更大范围试验。

13、非洲超过一万名卫生工作者感染新冠病毒（0723）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7/1062891

世界卫生组织7月23日对新冠病毒病大流行对非洲各地的卫生工作者造成的威胁发出警告：

40 多个国家的 1万多名卫生工作者已报告感染了这一病毒。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公室主任

马奇迪索·莫提（Matshidiso Moeti）表示，非洲新冠病例的增长给整个非洲大陆的卫生服务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294467?from=qrcode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0-02173-z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science-53484138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7/1062891


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卫生工作者也遭受了真实的后果，感染病毒的卫生工作者人数不断

增加就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世卫组织指出，无法获得个人防护设备或感染防控措施薄弱会

增加卫生工作者的感染风险。全球对防护装备的需求激增以及旅行方面的限制引发了供应短

缺。卫生工作者也可能接触那些没有出现新冠症状、在医疗机构中接受其他服务的患者。世

卫组织还在帮助填补个人防护设备的供应缺口。目前，预计将从中国发货的 4100 万件个人

防护设备可以满足 47 个非洲国家的需求。

14、New Research Identifies Six Potential Strains of COVID-19（0723）

https://www.thisdaylive.com/index.php/2020/07/23/new-research-identifies-six-potential-strains-

of-covid-19-2/

There could be six distinct types of COVID-19, according to a new research from the King’s College,

London, United Kingdom.One of the initial conclusions from a team of researchers from the college is

that the symptoms experienced in the first few days of a COVID-19 infection could help predict the

course a patient ’ s illness will follow.Their research identified six possible sub-divisions of

COVID-19, using machine learning to analyse data from a symptom-tracking app.These findings –

from a pre-print paper, reflect how the thinking regarding the disease is evolving and how

technologies are being leveraged to fight the disease.

15、《柳叶刀》社论 | COVID-19 与中国：经验与前路（0724）

https://mp.weixin.qq.com/s/HlpLr7DlfBC_P_9IwHKV-g

中国大体上已经控制新冠疫情。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国家，其国土面积与欧洲或美国相近，

现今只有聚集性病例报告，而没有发生广泛的社区传播。世界其他国家可以学习中国控制

COVID-19 疫情的成功经验：1）中国的应对体现了国内研究和公共卫生能力的重要性；2）

强有力的高层政治承诺，用科学来果断地抗击疫情；3）迅速有效地落实 COVID-19 控制措

施需要广泛的社区参与。中国在内政和外交政策的诸多领域都面临着正当性质疑，但在

COVID-19 问题上，若要把中国当做此次疫情的替罪羊，并非一种有建设性的回应。应对像

大流行这样的全球卫生突发事件要求各国进行开放式的协作。在地缘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

缺少应对 COVID-19 的全球团结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威胁。

16、非洲疫情态势现差异 抗疫和恢复措施并推（0725）

https://mp.weixin.qq.com/s/LaMKAxqEYcsg9q6eNVcXZw

当前非洲国家疫情发展呈现不同态势，新近推出的疫情相关举措既涉及遏制病毒传播，也包

括重启社会活动和修复疫情影响措施。津巴布韦本地传播病例已占新增确诊病例的 80%以上，

疫情从输入病例为主转向本地传播为主，未来疫情全面暴发的风险较大。津巴布韦警方根据

政府要求，已开始全面执行宵禁命令。警方要求居民尽量待在家中，减少外出，如外出必须

携带合法证件证明身份和出行目的。鉴于马里疫情逐渐稳定，连续多日仅有少量新增病例，

马里总理府宣布从 7月 25 日 0 时起开放领空，从 7月 31 日 0时起开放陆路边境。

17、新冠病毒病不受季节变化影响 “第一波”疫情仍在继续（0728）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7/106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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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发言人玛格丽特·哈里斯（Margaret Harris）7 月 28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在线记者会

上强调，季节似乎不会影响病毒的传播，这与很多人深信不疑的想法相反。她说：“影响病

毒传播的因素是大规模聚集，即人们聚集在一起且没有保持社交距离，没有采取防护措施以

避免密切接触。”哈里斯表示，美国仍是疫情暴发规模最大、最激烈，确诊人数最多的地点，

那里已进入仲夏。巴西尽管位于赤道附近，但感染率也很高。哈里斯表示，南半球国家已经

迎来冬季，样本检测显示出新冠感染率高、流感感染率低的迹象。因此预计南半球的流感季

节将推迟。这一动态与世卫组织最新流感数据更新是一致的，即全球范围内的流感活动正处

于低于预期的水平。

18、肯尼亚暂时击退沙漠蝗虫 但东非风险犹存（0728）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7/1063341

在肯尼亚 2月份发生蝗灾的 29 个郡中，如今只有两个郡仍有沙漠蝗虫。在接下来的三周之

内，肯尼亚将完全摆脱大规模的蝗虫侵袭。虽然在该国取得了成功，但年底前蝗灾可能卷土

重来，因此需要仔细和持续地开展监测。埃塞俄比亚仍在遭受第二代蝗虫的侵扰，而且部分

地区还在遭受来自肯尼亚蝗群的再次侵扰。同时也受到来自也门的新蝗群的威胁。该国的防

蝗战将持续到年底。索马里尽管存在安全问题，但在治蝗方面也取得了进展，预计在北部会

出现蝗群繁殖。粮农组织同时预计苏丹和厄立特里亚西部也会出现夏季蝗虫繁殖。到目前为

止，粮农组织已经在 60 万公顷的土地上消灭了超过 4000 亿只蝗虫。这个庞大的数字意味着

4000 亿到 5000 亿只破坏农作物和牧场的蝗虫已被阻止。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7/10633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