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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应对艾滋病的经验证明，那些防控⼯作做得好的国家
都是歧视和污名化小，能满⾜脆弱⼈群需求的国家。这样
的经验同样适⽤于新冠疫情防控。本期第⼀篇⽂章将介绍

如何⽤⾮歧视的⽅式应对新冠疫情。如何拓宽并创新⾮洲

抗疫之路，如何在抗疫同时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成为⾮洲
当前的核⼼议题之⼀。⽬前，中国和⾮洲国家都在探索通
过数字化⽅式应对疫情。本期第⼆篇⽂章将介绍⾮洲抗疫

如何突破数字鸿沟。除此之外，本期通讯还提供线上活动
回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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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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琰

卫⽣条件落后、医疗系统薄弱、基础设施匮乏......⼤流⾏病使得⼈们
再度审视⾮洲⼤陆医疗体系的“捉襟⻅肘”。如何拓宽并创新⾮洲抗

疫之路，如何在抗疫同时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成为⾮洲当前的核⼼议
题之⼀。⽬前，中国和⾮洲国家都在探索通过数字化⽅式应对疫情。
那么⾮洲国家都采取了哪些抗疫举措？与中国有何不同？中国有哪些

经验可以“云分享”？

全⽂如下：

https://mp.weixin.qq.com/s/a0gm9dLjIbMA5z2f5jfCTQ

2020年12⽉1⽇是第33个“世界艾滋病⽇”，主题为“携⼿防疫抗
艾，共担健康责任”。新冠病毒和艾滋病病毒有着⼗分相似的地⽅，
那就是它会影响到最脆弱的⼈群，⽼年⼈、患有基础病的⼈群、贫困
⼈群，以及被歧视的⼈群等等。通过汲取艾滋病应对的主要经验教
训，新冠疫情的防治⼯作可以采⽤快速和持续的学习曲线，避免早期
错误，减少对公共卫⽣的负⾯影响。

阅读全⽂：

https://mp.weixin.qq.com/s/Yxwkx6VfKpM1t6x5qRxS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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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

https://mp.weixin.qq.com/s/nIk_4c2FiplrukIAFQydsQ

部分媒体报道：

新华社：中⾮公共卫⽣专家研讨⾮洲抗疫经验
https://mp.weixin.qq.com/s/Fjo7rqNDwod6NKWEJUt8ag
中新社：多国公共卫⽣专家分析⾮洲疫情好于预期原因
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chs/zw/9347969.shtm
财新：⼤流⾏⼿记

http://m.caixin.com/red/2020-11-27
光明⽹、中国⽹、腾讯⽹等平台也对活动报道做了转发：
光明⽹：https://m.gmw.cn/2020-11/26/content_1301841673.htm
中国⽹：
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news.china.com.cn/live/2020-
11/26/content_1053544.htm
新浪⽹：https://news.sina.com.cn/o/2020-11-26/doc-iiznctke3391202.shtml
腾讯⽹：https://new.qq.com/rain/a/20201126A08XJL00
中⻘在线：http://m.cyol.com/app/2020-11/26/content_18864331.htm
加纳华⼈传媒：https://mp.weixin.qq.com/s/MdXey1E-LIiTT5AweF9KAg
⾮常南⾮：https://mp.weixin.qq.com/s/ceG9WnM2dVFOrhS_9Q6m7Q
⾮洲之声：https://mp.weixin.qq.com/s/egMLvBbS26q3vzZC9Wqq5A
智库平台传播：
北京⼤学⾮洲研究中⼼：https://mp.weixin.qq.com/s/psxBDQyQu-8Izi4DEZWhqw

⽬前，⾮洲新冠确诊病例已经突破200万，死亡病例超过5万。从全球来看，⾮洲仍是

新冠疫情较轻的地区之⼀，新冠确诊和死亡病例占全球总数⽐例均不到4%，似乎某些

因素正使得⾮洲经受住新冠⼤流⾏的考验。11⽉25⽇，在Diinsider主办的在线研讨

会上，与会嘉宾分享了⾮洲国家抗击新冠疫情的举措，探讨抗疫成功经验。来⾃中国

和⾮洲国家的政府部⻔、⾼校、媒体和企业代表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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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新冠疫情、疫苗、粮食安全参考资料

1、全球新冠疫苗预购情况（11.4）

https://launchandscalefaster.org/covid-19

杜克大学全球健康创新中心汇总和分析了可公开获得的疫苗采购和生产数据（其分析显示 88 亿剂新冠疫苗已经

被预订），以跟踪采购流程，更好地了解新冠疫苗全球公平分配面临的挑战。目前的模型预测，在 2024 年之前，

将没有足够的疫苗覆盖世界人口。因此，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等多边合作机制对于确保为中低收

入国家公平分配疫苗至关重要。

2、全球严重饥饿加剧 四个热点地区面临饥荒风险（11.6）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11/107108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11 月 6 日联合发布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热点地区早期预警分析》

指出，全球严重饥饿状况正在加剧，如果情况"在未来数月进一步恶化"，涉及布基纳法索、尼日利亚东北部、南

苏丹和也门四个国家的热点地区可能很快会陷入饥荒。报告指出，全球拉响警报的远不止这四个国家，受地区冲

突、经济衰退、气候极端事件和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等一系列因素综合影响，全球严重粮食不安全水平创下历

史新高。另有 16 个国家正面临严重饥饿加剧的突出风险。

3、盖茨押注的中国小厂，如何倒逼跨国药企降价 6成（11.9）

https://mp.weixin.qq.com/s/G1ysdzXLhbWYcXnzdCUCiQ

这是一个神奇的故事。慈善组织只用了 1700 万美元，帮助一个员工百人左右的中国小厂去提升技术。最终，中

国制造的避孕产品成功拿到国际认证，截止 2018 年，已帮助低收入国家的女性避免了 130 万例人工流产造成的

伤害和近万例的孕妇死亡，为全球的公共卫生机构节省了 1.43 亿美元的医疗费用，还倒逼跨国公司把产品价格

几乎降到原来的 1/3。

4、抗击新冠：发展中国家做对了什么？（11.11）

https://mp.weixin.qq.com/s/cY3sF4qECW49oRbRCAXTyQ

新冠大流行期间，工业化国家艰难挣扎，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却悄悄表现出了惊人的备战力和创造力。非洲国家无

疑是传授传染病管理经验最好的老师。对非洲国家而言，新冠疫情并非唯一的难题。它们还需同时应对黄热病、

霍乱、麻疹等许多其他疾病。因此，面对新冠，它们更机警且愿意部署仅有的资源竭力在病毒蔓延前制止疫情。

他们的宗旨，一言以蔽之，就是“三行动”：果断行动，共同行动，立即行动。如果资源有限，控制和预防就是

最佳策略。

5、中非合作建立现代农业体系（11.12）

https://mp.weixin.qq.com/s/iIDHLzZCTHK-r3LOhVoX7g

今年以来，受蝗灾及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影响，非洲中东部地区农业生产受损严重，粮食安全问题日趋严峻。虽然

中国农业的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但粮食生产一直都是农业生产的核心。中国的农业发展经验，可以为非洲农业

摆脱目前面临的发展困境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6、联合国在南苏丹开展免疫行动（11.13）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11/1071692

尽管非洲地区在不久前宣布成功根除了野生的脊髓灰质炎病毒，但联合国 11 月 13 日表示，南苏丹在近期报告了

15 例 5 岁以下儿童感染疫苗衍生型脊灰病毒的病例，且已经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瘫痪。为应对本轮疫情，南苏丹

卫生部已经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基会，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组成了应急小组，迅速加强病例的监测和应

对工作。世卫组织表示，免疫接种是阻止病毒蔓延的唯一方法，因此南苏丹已经于 11 日启动了大规模的免疫行

动，旨在为全国 150 万儿童接种疫苗。



7、没有人患宫颈癌的未来：全球首次承诺消除一种癌症（11.17）

https://www.who.int/zh/news/item/17-11-2020-a-cervical-cancer-free-future-first-ever-global-commitment-to-eliminate-a

-cancer

世卫组织 11 月 17 日发布《 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其中概述三个关键措施：疫苗接种、筛查和治疗。到

2050 年，成功实施这三项措施可以减少 40%以上的新病例和 500 万相关死亡。这是一个历史性里程碑，标志着全

世界 194 个国家根据今年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决议首次承诺消除一种癌症。到 2030 年实现下列目标，将使所有

国家走上消除宫颈癌的道路:

90%的女孩在 15 岁之前完成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接种；

70%的妇女在 35 岁和 45 岁之前接受高效检测方法筛查；

90%确诊宫颈疾病的妇女得到治疗（90%癌前病变阳性妇女得到治疗，90%浸润性癌病例得到管理）。

8、盖茨基金会追加赠款用于研发新冠肺炎疫苗（11.17）

https://mp.weixin.qq.com/s/oP4H9epiGlUAug1jfnmpoA

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梅琳达·盖茨近日在巴黎和平论坛上宣布，盖茨基金会追加提供总额为 7000 万美元的新赠

款，用于研发安全、可负担的新冠肺炎疫苗，并推动疫苗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及时分配。

9、刚果民主共和国西部埃博拉疫情宣告结束（11.18）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11/1072022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省报告第一例病例近六个月以来，该国第 11 轮埃博拉疫情 11 月 18 日宣告结束。截至目

前已确诊病例达 119 例，疑似病例 11 例，死亡 55 人，其中包括两名儿童，75 人康复。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此次

疫情发生在茂密的雨林和拥挤的市区社区中，这给后勤方面带来了挑战。在世卫组织和合作伙伴的支持下，政府

和地方社区通过其领导力将这些问题克服。 世卫组织赞扬抗击疫情人员和所有不懈追踪病例、提供治疗服务、

呼吁社区参与并为超过 4万高危人群接种疫苗的人们。疫苗接种者使用了创新的冷链存储技术，将埃博拉疫苗保

存在零下 80 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

10、陈小宁：以数字发展合作促进全球减贫（11.19）

https://mp.weixin.qq.com/s/CqgopDV6PWB36T2k0Zh0xw

纵观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如期实现面临巨大挑战，至今仍有约 7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主要集中在撒哈拉

以南非洲、南亚、西亚等地区发展中国家。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全球减贫事业出现倒退。数字具有提高劳动生

产率、培育产业新增长点等多重功能，可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增添新的动力。中国脱贫攻坚的成就举世瞩目，数字

发挥的创新和驱动作用功不可没。当下，全球减贫工作任重道远，探索全球数字发展合作，因地制宜转化中国数

字减贫经验，对加速国际减贫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11、数字技术正在成为非洲经济的尖刀（11.19）

https://mp.weixin.qq.com/s/l7C_NqQpvCRfq7J2C6KceA

数字化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随着各国数字化的发展，数字技术能够提供公共服务和大小型企业的运营，麦肯锡

基于针对 4800 个企业的全球调查发现，数字化已经影响到 75%的中小企业。在所有业务中，利用数字化的企业

的增长速度是非利用数字化企业的两倍。为了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非洲大陆需要以世界银行的《世

界发展报告》为基础来确定其经济增长率。信息通信技术可以为该地区创造可观的经济利益。联合国非洲经济委

员会发表声明说，数字化转型对于增强非洲大陆在 21 世纪的全球竞争力绝对至关重要。

12、埃塞俄比亚北部冲突导致 10 万人流离失所（11.20）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11/1072222

联合国机构 11 月 20 日表示，埃塞俄比亚北部提格雷地区冲突导致十万多名平民流离失所，并可能导致另外 110

万人陷入困境，其中大多数人可能在提格雷地区内部流离失所，或逃往苏丹或厄立特里亚。在最坏的情况下，从

2020 年 11 月到 2021 年 1 月，该地区需要人道援助的人或将增加至 198 万人。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表示，由于提格

雷地区的冲突扰乱了通信和交通设施，目前还无法向当地输送食物、健康和其他紧急物品，以便为有需要的人补

充物资和预置必需品。



13、非洲之角沙漠蝗虫死灰复燃 加剧粮食不安全局势（11.24）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11/1072422

联合国粮农组织 11 月 24 日表示，今年早些时候袭击非洲之角地区的沙漠蝗灾威胁着数百万人的粮食供应，由于

最近的强风将成熟虫群从索马里南部带入肯尼亚的东部和东北部，这一威胁可能会再次升级。 粮农组织指出，

从 12 月的第二个星期开始，预计将有几波虫群大量向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南部移动，抵达肯尼亚北部。

14、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南南合作计划支持苏丹农业投资计划（11.25）

http://t.m.china.com.cn/convert/c_sP41OHj4.html

11 月 23 日，南南合作苏丹国别项目在苏丹签署，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南南合作计划将提供 150 万美元，支持苏

丹提高种植业和畜牧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苏丹的农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近三分之一，全国约一半的劳动力从

事农业活动，主要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和农产品加工业。

15、新冠大流行或将导致全球新增数十万艾滋病例（11.26）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11/1072562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11 月 26 日警告说，各国应采取颇具雄心的新目标来应对艾滋病，以避免因新

冠大流行而新增数十万艾滋病感染者和死亡病例。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最新数据显示，新冠大流行对全球艾滋病

毒应对工作产生了长期影响，并表示从现在到 2022 年，可能还会新增多达 30 万例艾滋病毒感染病例，以及多达

14 万 8000 例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病例。

16、湖南自贸区对非经贸合作与“非洲咖啡街”案例（11.27）

https://mp.weixin.qq.com/s/PWD1SS2VuB2lK0bhSIDb1Q

2020 年 9 月，湖南自贸试验区获批，明确将自贸区长沙片区建设成为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湖南省随即出台

多项举措，探索对非合作“湖南模式”。其中，非洲非资源型产品集散交易加工中心的子中心之一非洲咖啡街已

经落地。咖啡是非洲重要的经济作物，对生产国经济民生意义重大。过去二十年间，非洲咖啡生产呈衰落态势，

而中国等新兴咖啡消费市场的成长以及消费者对精品咖啡的青睐给非洲咖啡带来了新的增长契机。非洲咖啡街如

能与非洲咖啡种植户或小农合作社发展深度关系，疏通物流、清关、仓储等环节，并在下游进行品牌打造与面向

精品咖啡馆的市场拓展，将有助于打造中非咖啡贸易加工合作的创新案例，从深度与质量上构建中非合作高地。

17、世卫组织: 疫苗即将面世 检测依然重要（11.27）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11/107260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11 月 27 日在有关新冠疫情的定期情况通报会上表示，即使新冠疫苗开始接种，检测

仍将是对抗新冠病毒的关键工具。他说：“检测是显示病毒在哪里的聚光灯。对检测的投资必须伴随对隔离设施、

临床护理、保护卫生工作者、接触者追踪、群集调查和支持性隔离进行投资。”

18、中国“万村通”项目让非洲人民“通世界”（11.28）

https://mp.weixin.qq.com/s/I9IGHnsYV7fEBTSclftnNQ

“万村通”项目是 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的中非人文领域合作举措之一，旨在为非洲国家的

一万个村庄接入卫星数字电视信号。这一项目由中国的四达时代集团承建。2019 年 1 月，第一个“万村通”竣工

仪式在乌干达举行。截至 2020 年 7 月底，“万村通”项目已覆盖非洲大陆 8162 个村落，非洲 19 个国家已完成

项目验收。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四达时代今年推出系列防疫特别报道，内容包括国际和非洲疫情动态、防疫知识、

人物专访等，用中、英、法、葡、斯瓦希里、豪萨语等 6种语言播出。此外，四达时代与合作伙伴共同推出非洲

版“新冠肺炎自测评估系统”，还为肯尼亚、南非、加纳、乌干达、刚果（金）等国的中小学生上线本国的教材

课程，通过教育类视频节目做到“停课不停学”。

19、2020 世界艾滋病日｜全球报告发布（11.30）

https://mp.weixin.qq.com/s/J5YK4mku7VDSOx0wtK6tAQ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 2020 世界艾滋病日报告，指出尽管博茨瓦纳和斯威士兰等撒哈拉以南的部分非洲国家



表现出色，实现甚至超额完成了 2020 年预定的目标，但大多数国家仍然无法完成目标。表现出色的国家给其他

国家起到了领路人的带头作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其合作伙伴一起总结了这些国家的经验，并融入到 2025

年“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之中。2025 年的重点目标包括实现HIV 服务、生殖及性健康服务的高覆盖率，消除

惩罚性法律和政策，并减少污名化和歧视。

中非健康与发展传播项目调查问卷

自 2019 年起，Diinsider 主办中非健康与发展传播项目，包括能力建设活动、“中非健康与发展合作 101”等组成

部分。为了更了解您使用本知识平台的情况，更好地为中非报道服务。我们开展了本次问卷调查活动，扫描下面

二维码即可参加，结果将仅用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期待您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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