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3⽉4⽇，全球基⾦临时批准5亿美元资⾦应对疫
情，并允许各国可利⽤现有赠款中⾼达5%的部分来应对
新冠疫情。2020年4⽉9⽇，全球基⾦在此基础上⼜批准了
5亿美元的应急基⾦，共计投⼊10亿美元。本期通讯的第
⼀篇⽂章将介绍全球基⾦的伙伴关系模型和在新冠疫情下

的相应举措。第⼆篇⽂章将介绍世界卫⽣组织预认证的历

史发展、流程、国际影响以及其与中国的故事。除此之

外，本期通讯也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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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通过专设⽹站、媒体专栏、⾃媒体、小程序

等渠道定期发布。本系列知识产品全部免费开放。如有合

作意向，请联系zhaojiguo@diinsid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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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文章

1、全球基金：为打赢传染病的持久战而创新
https://mp.weixin.qq.com/s/88g9926A5ESXWQNhiiE5UQ

2020 年 3 月 4 日，全球基金临时批准 5 亿美元资金应对疫情，并允许各国可利用现有赠
款中高达 5%的部分来应对新冠疫情；鼓励受资助的各国以灵活务实的方式重新规划现有赠
款的使用方式，充分利用已有资源，以减轻新冠肺炎疫情对卫生系统造成的负面影响。各国
将全球基金提供的部分资金用于防疫工作，同时需要最大限度减轻疫情对艾滋病、结核病和
疟疾项目的冲击；各国对资金的重新规划必须得到全球基金的批准。针对当前医疗卫生用品
供应链出现的问题，全球基金要求物资采购方比原计划提前 30 天下订单，能够更灵活地应
对交付产品时可能出现的任何干扰。2020 年 4 月 9 日，全球基金在此基础上又批准了 5亿美
元的应急基金，共计投入 10 亿美元。此外，全球基金重视已有卫生设施的重新利用。医疗
供应链、实验室、社区卫生工作者和疾病监测——这些为了战胜艾滋病、结核病、疟疾等疾
病所建立的医疗基础设施是应对新疫情所必需的。

2、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提高医药制品质量和安全的重要标准
https://mp.weixin.qq.com/s/QHx2pVi800HktSJSbhhqJg

全球各地的新冠疫苗相关临床试验都在紧锣密鼓地推动中，而疫苗临床试验成功后尽早
完成认证审批才可以真正被人们接种。对于许多没有能力自主评估和审批的非洲国家，世界
卫生组织的预认证就是他们对于质量和安全进行评价的主要标准。世卫组织预认证项目历史
悠久，涵盖了疫苗、药物、体外诊断各类医药制品，极大提高了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使用的
关键药物和疫苗的质量。中国尽管作为药品生产大国，通过预认证的产品数量屈指可数（疫
苗 5种，药物成品 40 种），远低于印度。中国的医药产品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有巨大
潜力造福世界。

https://mp.weixin.qq.com/s/88g9926A5ESXWQNhiiE5UQ
https://mp.weixin.qq.com/s/QHx2pVi800HktSJSbhhq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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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上活动

5 月活动预告：“应对 COVID-19 威胁，保障非洲粮食安全”线上媒体研讨会

为鼓励中国相关方了解新冠疫情对非洲农业及粮食安全造成的影响，推动中非合作，助
力非洲国家更好应对疫情，Diinsider 拟定于 5 月中下旬举办主题为“应对 COVID-19 威胁，
保障非洲粮食安全”线上媒体研讨会，敬请关注Diinsider 公众号，了解活动通知。

4 月活动回顾：专家谈非洲 COVID-19 疫情形势与应对
https://mp.weixin.qq.com/s/63BdxuM9FJQxPNdEysny-w

4 月 2 日，由Diinsider 主办的“非洲 COVID-19 疫情形势与应对”线上研讨会以直播形式
成功举行。非洲疾控中心疾病控制高级顾问王晓春教授、国际家畜研究所常驻埃塞俄比亚研
究员吴越分别做了专题发言，介绍了非洲国家疫情现状、防控措施以及疫情给非洲带来的影
响，讨论如何通过多方合作防止疫情在非洲蔓延。来自国际组织、学术机构、媒体和相关企
业代表 120 余人参会。

本次活动相关资料可以通过以下网盘链接提取：
https://pan.baidu.com/s/1-1dCfFNCY_8yzi8oZGc1mw 提取码: 4dj9

以下收录了部分媒体对活动及相关嘉宾的报道，供读者了解嘉宾观点和活动详情。
新华非洲：非洲如何抗疫，中外专家连线支招
https://mp.weixin.qq.com/s/DbhrHwBfkxCUpDSp7Ruqrw

中新社：非洲大陆面临新冠疫情“三重关”
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zw/gj/2020/04-05/9148390.shtml

环球网：非洲新冠确诊逾七千，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欧洲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3105721288201950&wfr=spider&for=pc

澎湃：非洲疫线｜非洲新冠确诊逾七千，会成为下一个欧洲吗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839398

财新：非洲确诊患者缘何十天翻四倍？ 多国现新冠本地传播
http://www.caixin.com/2020-04-04/101538859.html

凤凰周刊：中国人在非洲，见证东非抗疫
https://xw.qq.com/cmsid/20200407A065AU00

知识分子：应对新冠疫情，非洲面临的挑战有多大？
https://mp.weixin.qq.com/s/r_5lCUZVsgl9wUuCgX6yOg

https://mp.weixin.qq.com/s/63BdxuM9FJQxPNdEysny-w
https://pan.baidu.com/s/1-1dCfFNCY_8yzi8oZGc1mw
https://mp.weixin.qq.com/s/DbhrHwBfkxCUpDSp7Ruqrw
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zw/gj/2020/04-05/9148390.s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3105721288201950&wfr=spider&for=pc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839398
http://www.caixin.com/2020-04-04/101538859.html
https://xw.qq.com/cmsid/20200407A065AU00
https://mp.weixin.qq.com/s/r_5lCUZVsgl9wUuCgX6y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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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考资料

1、中非卫生合作 57 年特稿（背景材料）

2020 年是中非合作论坛成立 20 周年。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重点强调了中非合作的八项
重大举措，公共卫生被列为中非合作计划的重点。中非卫生合作由来已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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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促进了双方卫生事业
的发展，也有力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保障全球卫生安全。Diinsider 汇编了有关中
非卫生合作的两篇文章，供参考。

1.1、中非卫生合作 57 年：治病救人 互利共赢
https://mp.weixin.qq.com/s/ybqixXWJz-T0pGd2IVc2-A

本文回顾了中非卫生合作历史，展现这些年来的合作成就。

1.2、中非卫生合作 57 年：直面挑战 深化合作
https://mp.weixin.qq.com/s/oLGMx48gRrSLU_yKkXapLw

本文介绍了中非卫生合作面临的挑战，探讨未来如何深化合作。

2、播客访谈

2.1、疫情影响下的非洲发展挑战十问
https://mp.weixin.qq.com/s/1vbA09GSc_b-x9G2wEeO-A

COVID-19 在全球范围内感染了近 300 万人。有些国家的卫生系统比较脆弱，经济社会
受到冲击，非洲大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本期播客将关注疫情影响下的非洲发展挑战，
以及政府、国际组织、私营部门等如何携手帮助非洲应对这些挑战。

2.2、世界免疫周我们来聊人类大战病毒
https://mp.weixin.qq.com/s/Im50whfzuMNvXZD12bB27Q

2020 年世界免疫周是 4月 24 日–30 日，主题是“疫苗保护人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博士曾说“疫苗是我们预防疫情和保护世界安全的最重要工具之一。” 在 COVID-19
大流行的背景下，本期播客以疫苗为话题，结合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全球卫生合作组织——全
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和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讨论疫苗的开发、接种以及公
平分配问题，讨论如何利用全球合作的力量对抗传染病、守护人们的健康。

https://mp.weixin.qq.com/s/ybqixXWJz-T0pGd2IVc2-A
https://mp.weixin.qq.com/s/oLGMx48gRrSLU_yKkXapLw
https://mp.weixin.qq.com/s/1vbA09GSc_b-x9G2wEeO-A
https://mp.weixin.qq.com/s/Im50whfzuMNvXZD12bB27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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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关健康与农业发展领域更多参考资料

3.1、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中国应如何推动卫生多边合作？（4.21）
https://mp.weixin.qq.com/s/p6Aetmh23JXiyDjp8fFxBA

新冠疫情肆虐充分暴露当前卫生治理体系的短板，各国惟有同舟共济，加强合作，才能
有效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挑战。在形成基本共识前提下，还需要根据形势发展，思考以何
种方式开展合作，才能充分调动资源，将理念共识转化为行动成果。新冠疫情大流行前所未
有地显现出卫生多边合作的重要现实意义。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深入，全
球卫生治理多边合作趋势越来越清晰，如果仍然固守以往这种卫生服务于外交工作的理念，
拘泥于双边合作方式，中国将难以在全球卫生治理改革过程中充分释放能量、发挥独特作用。
因此，中国应认真思考国家安全与全球卫生安全之间的关系，将卫生安全视为一项重要的外
交目标，坚持以发展结果为导向，大力加强多边合作，以开放包容心态，与其他政府及非政
府行为主体搭建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推进卫生治理改革，构建全球卫生安全体系。

3.2、非盟和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启动“ACT 加速计划”（4.21）
https://africacdc.org/news/african-union-and-africa-centres-for-disease-control-and-preve

ntion-launch-partnership-to-accelerate-covid-19-testing-trace-test-and-track/

非盟和非洲疾控中心发起了一项加速 COVID-19 检测的计划。该计划旨在促进实施非洲
COVID-19 联合大陆战略，该战略于 2020 年 2 月 22 日在埃塞俄比亚得到非洲各国卫生部长
的认可，并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得到非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主席团的批准。该计划将
加强在整个非洲检测 COVID-19 的能力，这将确保至少 1000 万非洲人在未来六个月内得到
检测。

3.3、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公平获取”新冠疫苗（4.22）
http://m.cankaoxiaoxi.com/world/20200422/2408217.shtml?fr=mb

联合国大会 193 个成员国当地时间 4 月 20 日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公平获取”未
来的（新冠病毒）疫苗，强调“世卫组织扮演的关键领导角色”。这项决议要求“加强针对新
冠疫情的国际科研合作并加强协调行动”，甚至包括与私营部门的协调。这是联合国大会针
对新冠疫情通过的第二项决议。4月初，联合国大会通过第一项关于新冠疫情的决议，呼吁
为加强抗疫而合作。

相关链接：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CEO：新冠疫苗难在哪儿？
https://mp.weixin.qq.com/s/17yBNQBQarpkWiTXe_E6GA

如何生产一支可以拯救 70 亿人的疫苗？
https://mp.weixin.qq.com/s/uks2rXj4A1IOSta0B7JfmA

新冠疫苗全球研发的三大挑战：速度、规模和公平
https://mp.weixin.qq.com/s/Dc_iWfSp7RzH9vLRPlgp_w

https://mp.weixin.qq.com/s/p6Aetmh23JXiyDjp8fFxBA
https://africacdc.org/news/african-union-and-africa-centres-for-disease-control-and-prevention-launch-partnership-to-accelerate-covid-19-testing-trace-test-and-track/
https://africacdc.org/news/african-union-and-africa-centres-for-disease-control-and-prevention-launch-partnership-to-accelerate-covid-19-testing-trace-test-and-track/
http://m.cankaoxiaoxi.com/world/20200422/2408217.shtml?fr=mb
https://mp.weixin.qq.com/s/17yBNQBQarpkWiTXe_E6GA
https://mp.weixin.qq.com/s/uks2rXj4A1IOSta0B7JfmA
https://mp.weixin.qq.com/s/Dc_iWfSp7RzH9vLRPlgp_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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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如何把疫苗安全送到农村？
https://mp.weixin.qq.com/s/tYK-xhwrPFswXIlV7_fqBA

美研究发现羟氯喹恐无效，反而增加死亡风险
https://mp.weixin.qq.com/s/0hccnKFDaB9-dj2-F6Q1iQ

3.4、非洲会成为下一个疫情“震中”吗？（4.20）
https://mp.weixin.qq.com/s/BFwmTmrjVw1r2Y0ogSMpPQ

虽然目前非洲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 2万多例，只是全球 200 多万例的一小部分，但关于
非洲新冠肺炎疫情会暴发的警告声一直不绝于耳。4月 15 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非洲最终可能遭受新冠的最大冲击；4 月 16 号，世卫组织专家说，非洲可能会在 3 到 6 个
月内出现多达 1000 万确诊病例；4月 17 日，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称，新冠肺炎疫情可能
导致非洲至少 30 万人死亡。当下，新冠肺炎正在席卷全球，欧美等医疗资源相对丰厚的国
家都先后“中招”。中国平安的研究报告就指出，在欧美国家的第二波疫情过后，应尤为关注
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等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暴发的第三波疫情。

3.5、农村和城市贫民窟会加剧非洲疫情扩散？（4.23）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085013?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非洲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 2万例，远远少于很多单个欧美国家的确诊病例数，但公共
卫生体系脆弱、贫富分化严重、工业化程度不足，使非洲的疫情发展趋势不容乐观。世卫组
织总干事谭德塞认为，在广大农村地区，非洲各国原本已不堪重负的卫生系统将面临严重困
难，他因此主张非洲各国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加强现有公共卫生和初级卫生保健基础设施，
同时呼吁二十国集团加快对非洲抗疫的支持。不过即便是在医疗资源集中的大城市内部，大
量贫民窟的存在也让人难以放心。贫民窟面对的不仅是医疗物资、人员的短缺，其社会组织
和动员能力也受到严峻考验。

3.6、世界银行警告新冠肺炎疫情将使撒哈拉以南非洲陷入严重衰退（4.10）
https://mp.weixin.qq.com/s/DY096fzVU9zIIDxcqxnolA

世界银行警告称，由于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爆发，撒哈拉以南许多依赖大宗商品贸易
的国家将陷入 25 年来的首次经济严重衰退，预计该区域经济增长将从 2019 年的 2.4％降至
-2.1％至-5.1％之间，人口增长率也将远低于预期的 2.7%。

3.7、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超 30 万非洲人可能因新冠肺炎疫情而丧生（4.17）
http://m.news.cctv.com/2020/04/17/ARTI037pkdouU2AQEnvjOadw200417.shtml

当地时间 4月 16 日，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发布了题为《COVID-19：保护非洲的生命
和经济》的报告，称或将有超过 30 万非洲人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而丧生。最直接的原因
是，由于疫情持续在非洲大陆肆虐蔓延，非洲的经济增长率将由 3.2%至少降至 1.8%，这将
使近 2700 万人陷入极端贫困。联合国非经委执行秘书维拉·松奎强调，需要紧急提供 1000
亿美元的资金为所有非洲国家提供财政空间，来帮助建设非洲人民的安全防护网，这在非洲
非常重要，因为其 56%的城市人口集中在贫民窟或非正式住宅中，只有 34%的非洲家庭可以

https://mp.weixin.qq.com/s/tYK-xhwrPFswXIlV7_fqBA
https://mp.weixin.qq.com/s/0hccnKFDaB9-dj2-F6Q1iQ
https://mp.weixin.qq.com/s/BFwmTmrjVw1r2Y0ogSMpPQ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085013?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s://mp.weixin.qq.com/s/DY096fzVU9zIIDxcqxnolA
http://m.news.cctv.com/2020/04/17/ARTI037pkdouU2AQEnvjOadw2004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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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基本的洗手设施。此外，松奎还指出，“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比其本身更为严峻，在整
个非洲大陆，所有经济体都遭受了突然的冲击，为防备疫情采取的身体距离消没了经济活
动”。

3.8、援助：雪中送炭、杯水车薪还是危机中的机遇？（4.24）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118527?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迄今，中国已派出援非医疗队，政府、企业、慈善机构捐赠抗疫物资；欧美国家拨出了
专项预算，发出减债倡议；土耳其、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纷纷解囊相助，以示情谊。但对于
非洲这片尚未建立起基础医疗体系、有着“流行病博物馆”之称的大陆来说，目前的援助规模
似乎杯水车薪。数十年来，关于援助是否为非洲带来真正发展的争论不断。非洲领导人获得
援助往往并非难事，而如何利用援助、如何实现善治和发展，才是题中之义。

3.9、联合国粮农组织和非洲联盟致力于保障疫情期间的粮食安全（4.21）
https://mp.weixin.qq.com/s/ZrbHYtk7F3p-2djMycdW_Q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非洲联盟（非盟）及国际合作伙伴 4月 16 日发
表联合声明表示，粮食和农业系统"作为基础性服务，必须在实施封锁、应急响应、宵禁和
其他遏制措施期间确保其正常运转"。各方承诺，帮助非洲最脆弱人口获取食物和营养；为
非洲人民提供社会安全网；尽量减少对必要人员安全的流动和出行，以及对货物和服务运输
与销售的干扰；确保非洲各国边境持续对粮食和农业贸易保持开放。

3.10、G20 声明维护全球粮食供应链，新冠疫情下全球会陷入粮食危机吗？（4.22）
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200422/herald/2207ea3cb95fb7f954a75d869f432be7.html?

layer=3

二十国集团（G20）4 月 20 日召开紧急农业部长视频会议，对疫情下的粮食安全问题进
行商议。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显示，二十国集团农业部长一致同意，将防止对粮食和农产品
出口采取任何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指出这些措施可能导致国际市场的价格过度波动，并威
胁到世界相当一部分人口，特别是原本就面临着粮食短缺的群体的粮食安全。

3.11 盖茨基金会 CEO：要严防疫情后粮食危机，非洲面临其他更大风险（4.28）
https://ishare.ifeng.com/c/s/7w28p3lEmp6

近日，比尔·盖茨分享了他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思考，他将新冠肺炎病毒称为“1 号
现代大流行病”，即现代社会第一场真正意义的大流行病，认为此次疫情将重新定义这个时
代。他在文章中指出，大多数发达国家将会在未来两个月内进入疫情的第二阶段，并将这个
阶段描述为“半正常状态”——人们可以外出，但并不像以前那样频繁，也不会去人多的地方。

盖茨基金会 CEO马克·苏斯曼对此指出，对于有可能进入疫情第二阶段的国家，需要
快速采取行动，确保这些国家不发生广泛的粮食安全或者其他相关的危机，尤其是贫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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