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通讯的第⼀篇介绍⼋个援助提供国在⾮洲卫⽣⼯作的

经验和模式。第⼆篇介绍全球防范⼯作监测委员会应对新

冠疫情提出的建议。第三篇介绍全球基⾦近20年发展历程
中，为保障世界卫⽣安全，尤其是保证最脆弱群体获得医

疗服务，所构建积累的战略和经验。第四篇分析全球基⾦

在华⼯作的成效、冻款背后的原因以及中国作为全球基⾦

捐赠国的贡献。第五篇介绍国际严重急性呼吸系统和新发

感染联盟发布的第七份新冠病毒临床数据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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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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病死率达27%



本⽂重点概括了⼋⼤援助提供国在⾮洲开展卫⽣合作的关注领域和
⼯作模式，国家的选取主要考虑因素为对⾮卫⽣援助规模和中国借
鉴其经验的优先级，兼顾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
DAC）成员国（传统援助国）和新兴援助国。
阅读全⽂：
https://mp.weixin.qq.com/s/dDhQrokRTvlNh6XMS7O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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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继国

新冠暴发早有预警 
全球应对还没准备好

全球防范⼯作监测委员会（GPMB）早在去年9⽉的⼀份报告中就
做了预警。报告称，地球随时可能暴发⼀场快速传播的⾼度致命性
呼吸道病原体⼤流⾏病，对于这样的疫情，我们根本还没有准备
好。如今看来，新冠肺炎疫情验证了GPMB的预测。GPMB应对新
冠疫情提出了哪些建议？世界该如何加强防范⼯作？
阅读全⽂：
https://mp.weixin.qq.com/s/xwjW28K3oi6octfQFaVP4A



本⽂介绍了全球基⾦近20年发展历程中，为保障世界卫⽣安全，尤
其是保证最脆弱群体获得医疗服务，所构建积累的战略和经验，具
体包括保护⼈权与促进性别平等、建设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卫⽣系
统、发动社区和⺠间社会的⼒量。
阅读全⽂：
https://mp.weixin.qq.com/s/mjRjglBnrjRVmejZzqkZ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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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静怡

全球基⾦的历史经验：

保障世界卫⽣安全的

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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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幸甚

中国与全球基⾦的

故事：从受益国到

捐赠国的转型

2003年⾄2014年，中国作为全球基⾦的受益国，开展了全球基⾦
的赠款项⽬。2014年以来，中国已从全球基⾦的受益国转型为全球
基⾦的捐赠国和战略合作伙伴。本⽂将深⼊分析全球基⾦在华⼯作
的成效、冻款背后的原因以及中国作为全球基⾦捐赠国的贡献。
阅读全⽂：
https://mp.weixin.qq.com/s/kOGJliyheBNbs5tUIMPzVQ



近⽇，国际严重急性呼吸系统和新发感染联盟
（ISARIC）发布了第七份新冠病毒临床数据报
告。
 
⾃新冠疫情暴发，ISARIC持续对全球各站点上
报的住院病例进⾏研究。第七份报告统计了
ISARIC数据库中25849例新冠病毒住院患者的数
据，发现其病死率（case fatality rate, CFR）
为27%。
 
利物浦⼤学教授森普尔是ISARIC与世界卫⽣组
织WHO合作的临床特征指南项⽬的负责⼈，他
认为，从住院患者的病死率看，新冠病毒和被称
为“⾮洲死神”的埃博拉病毒⼀样危险。
 
27%意味着什么？ISARIC报告中的数据是如何
测算的？⾯对病毒，哪些⼈群的感染和死亡⻛险
更⾼？⽬前各国都采取了哪些有效的治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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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RIC报告：新冠住院
患者病死率达27%
作者：赵继国

阅读全⽂：https://mp.weixin.qq.com/s/RKT2sGE0vmaQDUESM2KVDg

注：蓝点为提供标准化临床数据的ISARIC合作伙伴站点

ISARIC由法国国⽴医学研究所（INSERM），
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MRC UK），⽐尔及梅琳
达·盖茨基⾦会和惠康基⾦会于2011年联合资助
成⽴，旨在早期介⼊确保对流⾏病进⾏快速临床

研究，提出准确、协调⼀致的建议。

 
ISARIC的理念很简单：基于患者的研究必须成
为对流⾏病感染采取循证对策的核⼼。需要建⽴

⼀个基层临床研究者联盟，以产⽣改善临床护理

和公共卫⽣应对的证据，并⽀持开发和评估新的

诊断、药物和疫苗。



帮助⾮洲提⾼妇⼥⼉童健康⽔平，是中⾮医疗合作的重点⼯作之
⼀。在医疗设备短缺，以及妇幼健康⾯临双重挑战的⾮洲，究竟
怎样才能提⾼其医疗⽔平？保障妇幼健康？中国能起到哪些作
⽤？Diinsider将于6⽉上旬举办主题为"关注⾮洲⼉童健康"的在
线研讨会，邀请UNICEF和PATH专家与参会代表互动。敬请关
注Diinsider官⽅公众号，了解活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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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活动回顾：
应对COVID-19 
威胁，保障⾮洲粮⻝
安全

5⽉28⽇，“应对COVID-19威胁 保障⾮洲粮⻝安全”线上研讨
会以直播形式成功举⾏，何昌垂、张传红分别做了专题发⾔，介
绍新冠疫情下的全球粮⻝安全、疫情背景下的中⾮可持续农业合
作以及疫情和蝗灾对⾮洲粮⻝安全的影响，探讨如何通过多⽅合
作保障粮⻝安全。
阅读全⽂：
https://mp.weixin.qq.com/s/mUTTrfZm_Lkfsof2pMKLrA
 



三、有关非洲健康与发展参考资料

1、世卫组织：可能迎来第二波疫情或第二个高峰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7712161264964191&wfr=spider&for=pc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 5 月 25 日表示，目前还没出现第二波疫情，现
在正处于第一波疫情中，根据中南美洲、非洲和南亚等地区的数据，疫情正处于上升期，每
个国家的实际感染人数仍相对较低。当提到第二波疫情时，通常指疾病第一波疫情（传播）
水平降至很低，但数月后再次出现。迈克尔·瑞安同时强调，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在任何时
候突然上升，不能假设其持续下降，有可能出现第二个高峰，欧洲、北美及东南亚国家应继
续采取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以及监测措施等全面策略，确保疫情继续处于下降轨道，不会
立刻出现第二个高峰。

2、世卫组织称非洲疫情高峰或延缓出现
https://www.sohu.com/a/395608292_201960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主管玛奇迪索·穆蒂 5 月 14 日表示，鉴于一些非洲国家采取了部分
封锁、呼吁勤洗手及保持社交距离等有效防疫措施，非洲的新冠感染人数会比先前预计的要
少，疫情高峰也会延缓出现。但她表示，疫情加剧了非洲的粮食短缺状况，呼吁各国政府向
有需要的人群提供必要的食物援助。目前，南非、科特迪瓦等部分非洲国家正逐渐有限地放
松疫情管控措施，以支持经济的恢复。同时，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等一些国家因担忧疫情
进一步发展，表示将继续采取或加强严格的防控措施。

3、联合国秘书长敦促团结一致，维护非洲来之不易的进步
https://mp.weixin.qq.com/s/mkiOx3tx7NORBcE4JKVTDQ

联合国近日发布“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非洲的影响”政策简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
视频致辞中表示，新冠病毒大流行威胁着非洲在疫情前已取得的来之不易的重大成就；为了
更好地战胜疫情，从中恢复，世界各国要开展行动，团结一致，与非洲人民站在一起。
联合国呼吁采取国际行动，加强非洲卫生系统，维持粮食供应，避免金融危机，支援教育，
保护就业，帮助家庭和企业度过难关，并缓解非洲大陆的收入损失和出口收益损失。非洲国
家也应能够在疫苗和治疗方法最终问世后，迅速和平等地获得负担得起的疫苗和治疗。必须
将这些疫苗和治疗方法视为国际公益物。

4、中国政府代表张明大使出席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认捐大会
http://news.cri.cn/20200505/a9df518f-a235-ebd0-2c86-adcefd222700.html

张明强调，世卫组织一直发挥协调全球抗疫的核心作用，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世卫组织。中
方将视需要进一步扩大抗疫合作专项资金规模，支持对联合国全球人道应对计划，积极参与
世卫组织等联合发起的“全球合作加速开发、生产、公平获取新冠肺炎防控新工具”倡议，加
强同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等开展科研合作，共同筑起抗
疫的“铜墙铁壁”。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7712161264964191&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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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指出，发展中国家不应成为应对疫情的“洼地”，中方已根据疫情发展和部分国家需要和
愿望，帮助有关国家强化公共卫生体系，提升应对能力。中方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为广大发展
中国家提供支持，加强三方和多方合作。

5、柳叶刀发布陈薇团队新冠国产疫苗试验结果：安全，能诱导免疫反应
https://mp.weixin.qq.com/s/lENp_EF61pHQ_pNnT2lB5Q

安全有效的疫苗是人类彻底战胜新冠病毒的希望。5 月 22 日晚，国际学术期刊《柳叶刀》
（The Lancet）在线刊登了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薇团队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即腺病毒载体
疫苗）的一期临床试验结果。结果显示，腺病毒载体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参加
一期临床试验的 108 个受试者全部产生了显著的细胞免疫反应。但陈微院士表示，最终结
果将在 6 个月内进行评估，仍需要进一步的试验来确定免疫反应是否能有效预防新冠病毒
感染。

这项研究是世界上第一份新冠病毒疫苗临床数据，发表在医学顶刊，结果完整且经过独立审
稿人审核。此前，Moderna 公司曾通过新闻报告发布其一期临床试验结果，但结果不完整，
也未经过同行评议。论文在线发表后，《柳叶刀》主编理查德 · 霍顿（Richard Horton）在
推特上表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

6、赞比亚科学家使用新技术追踪新冠病毒
https://www.path.org/articles/zambian-scientists-use-new-tech-track-sars-cov-2-virus/?from=gr
oupmessage

基因组测序一直局限于在配备昂贵设备的专业中心开展，但现在有了新的技术——纳米孔测
序。这项技术被封装在一个叫做“MinION”的设备中，体积小，携带方便，只需一台笔记本
电脑就可以“读取”复杂的 RNA或 DNA序列，不需要专门的实验室。有了MinION，研究人
员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测序。而且价格也很吸引人：一个纳米孔启动包的售价只有 1000
美元。去年，赞比亚国家疟疾消除中心对疟原虫进行独立的纳米孔测序。PATH小组将把这
一经验应用于新冠病毒基因组测序。

7、非洲新冠即将大爆发？法国学者：未必，5大因素延缓新冠传播
https://xw.qq.com/cmsid/20200425A0MYED00

非洲地区由于经济、科学和医疗水平都比较落后，所以被普遍的认为可能是下一个疫情集中
爆发的地区。这一认识实际上从疫情刚爆发的 2月份就有了，自从 2月 14 日在埃及出现第
一例新冠确诊以来，专家们认为非洲将很快被新冠大流行所淹没，而世界卫生组织也几乎每
天都在呼吁非洲“为最糟糕的情况做准备”。不过当欧洲国家和美国遭受严重打击时，非洲地
区的“新冠海啸”却看起来仍未发生。

8、世卫：新冠疫情下 撒哈拉以南非洲或增 50 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6439901317477122&wfr=spider&for=pc

当地时间 5月 11 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根据世卫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
布的艾滋病新模型，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需立即采取措施减少中断卫生服务和抗逆转录

https://mp.weixin.qq.com/s/lENp_EF61pHQ_pNnT2lB5Q
https://www.path.org/articles/zambian-scientists-use-new-tech-track-sars-cov-2-virus/?from=groupmessage
https://www.path.org/articles/zambian-scientists-use-new-tech-track-sars-cov-2-virus/?from=groupmessage
https://xw.qq.com/cmsid/20200425A0MYED00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6439901317477122&wfr=spider&for=pc


病毒药物的供应，否则在最坏情况下，若发生六个月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中断，可能导致撒
哈拉以南非洲增加 50 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包括结核病。这可能使情况退回至十多年
前的 2008 年，当时该地区监测到超过 95 万例艾滋病死亡病例。

9、研发新冠疫苗需要全球合作
https://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7574

英国《金融时报》社评指出，目前有一些“疫苗民族主义”迹象。一些国家为境内研发提供支
持，同时要求让本国公民优先获取疫苗。这种做法可能会适得其反。在其他地方生产的疫苗
的供应链上的国家，可能会实行针锋相对的限制。一个国家的“国产”疫苗，结果可能在效果
上不如其他地区的替代品。未能在接种的较早阶段纳入较贫穷的国家，可能会给富国带来疫
情反弹。

低收入国家应利用富裕国家的资金，针对新冠病毒扩大健全的现有疫苗接种机制。全球疫苗
免疫联盟(GAVI)已经在从全球捐助机构筹集用于儿童疫苗的资金，并通过集中采购努力来
降低成本。中等收入国家应优先安排自己的疫苗资金。就像在富裕国家一样，领导人将需要
根据最佳科学建议，就如何分配疫苗供应达成共识。

社评总结称，只有拿出在新冠危机中迄今经常缺失的那种全球合作，才能找到一种或多种有
效的疫苗，根治这场大流行病。

10、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新冠疫情或使全球增加 8600 万贫困儿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7911098111607691&wfr=spider&for=pc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网站 5月 28 日发布分析报告称，到 2020 年底，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对经
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使全球贫困儿童增加 8600 万，较上一年度增加 15%。救助儿童会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向各国呼吁，大规模扩大社保体系，减轻新冠疫情对贫困家庭儿童的影
响。政府也需要对社保体系加大投入，利用财政政策对就业和劳动力市场采取干预措施，给
予家庭更多支持。

11、非洲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http://news.cri.cn/baidunews-eco/20200210/bd96f0cd-e1c4-ceb6-3450-fc394edaac31.html

每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都会向约 80 个国家的 8000 万人口提供援助，是处于
全球抗击饥饿最前线、致力于抗击饥饿、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并与各种社区展开合作共同改善
营养状况与增强恢复力的人道主义组织。目前世界范围内还有九分之一的人口依然食不果腹，
因此国际社会决心在 2030 年前在世界范围内终结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要
打破饥饿和贫穷的恶性循环，需要将粮食和粮食相关援助放在核心位置。

12、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称中东和北非地区饥饿人口或将增至 4760 万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6543594319019929&wfr=spider&for=pc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 5月 12 日表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中东和北非地
区面临饥饿问题的人口数量可能很快将再增加 670 万，达到 4760 万。由于缺乏积蓄、没有

https://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7574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7911098111607691&wfr=spider&for=pc
http://news.cri.cn/baidunews-eco/20200210/bd96f0cd-e1c4-ceb6-3450-fc394edaac31.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6543594319019929&wfr=spider&for=pc


失业保险和粮食补助减少，许多勉强糊口以及在非正规行业就业的群体，无法在长期封锁情
况下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13、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中国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枢纽
http://news.youth.cn/gj/202005/t20200501_12311759.htm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4月在中国启动全球人道主义应急枢纽，为包括联合国系统、各国政
府及其他人道主义合作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提供全球抗疫应急响应。首批抗疫医疗物资已于
4月 29 日至 30 日运抵位于广州的仓库枢纽。

14、非洲新冠确诊病例超 5.4 万 疫情加剧粮食安全问题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6196678353201558&wfr=spider&for=pc

疫情加剧了部分非洲国家面临的粮食短缺状况。联合国粮农组织西非地区代表处 5月 8 日表
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大约有 2.39 亿人面临粮食安全问题，随着疫情暴发，这个数字可
能会急剧增加。但全球性的粮食危机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目前全世界粮食储备充足，唯一的
挑战是将粮食运到需要的地方。

15、新冠疫情和蝗灾加剧粮食安全风险 粮农组织再发预警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6530822042733733&wfr=spider&for=pc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当地时间 5月 11 日发布的《粮农组织蝗灾控制进展报
告》显示，第二波蝗灾可能会在农作物收获的关键时刻到来，粮食危机风险并未消除。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和蝗虫灾害等众多挑战，粮农组织将坚持开展监测和防治行动。

16、边抗疫边生产：中国杂交水稻承载非洲粮食安全新希望
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005/11/WS5eb90dbea310eec9c72b818e.html

中国杂交水稻种植项目寄托着非洲国家马达加斯加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希望。但是，一场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项目实施带来了挑战。自马达加斯加 3月 20 日出现首例新冠病例
以来，中方专家组成员克服了防护物资和后勤物资奇缺等一系列困难，积极组织杂交水稻生
产基地和示范农户，并与当地农民一起挥汗忙碌，收割水稻。近日，马达加斯加农业部部长
吕西安拉那利维鲁在视察项目时感慨道：“粮食安全对于一个国家至关重要。在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大流行、很多国家粮食进口面临困难的背景下，杂交水稻为马达加斯加粮食安全提供重
要保障。中国的杂交水稻帮助我们缓解了粮食问题。从今年起，我们动员一切力量，推动杂
交水稻在全国大面积种植。”

17、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避免粮食危机，就得不让任何人掉队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6935997469636443&wfr=spider&for=pc

避免粮食危机的第一步是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在病毒大流行时期，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重要，因为我们需要每个人都安全。随着新冠疫情的持续蔓延，全球粮食生产、消费、贸
易、市场、供应链等多个环节受到严重冲击。多个国际组织和机构都已预警粮食安全风险，
以及全球饥饿人口的增加。在此次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受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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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这些国家每 1.35 亿人口中就有 7300 万人被认定为处于食品安
全综合阶段分类 3级饥饿水平或更严重的水平。

18、粮农组织需筹集 3.5 亿美元以避免饥饿加剧
http://www.fao.org/news/story/zh/item/1276316/icode/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正在筹集 3.5 亿美元资金用于开展更大规模的抗击饥饿、支援生计行
动，以帮助有可能因新冠疫情而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地区应对粮食危机。尽管疫情对粮食安全
的全面和长期影响尚未完整显现，但有证据表明，在已经陷入重度饥饿的国家中，收入下降
和粮价上涨将导致粮食获取变得日益艰难。

19、抗击沙漠蝗虫：粮农组织在东非及也门取得进展
http://www.fao.org/news/story/zh/item/1274624/icode/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屈冬玉 5 月 11 日表示，在东非及也门抗击沙漠蝗灾的工作已
取得重大进展。但是他强调，尽管当前的雨季为农民和牧民提供了生计，但同时也为蝗虫的
繁殖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还需要开展更多工作，以免发生粮食安全危机。
粮农组织的初步估算结果显示，通过采取措施防止沙漠蝗虫蔓延并对更多土地造成破坏，粮
农组织帮助十个国家挽救了 72 万吨谷物，这足以让 500 万人吃上一年。另外，还让 35 万个
牧民家庭免遭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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