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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第⼀篇介绍了中⾮合作论坛和东京⾮洲发展国际

会议进程，⽐较了中⾮、⽇⾮合作的优势。⾮洲发展挑战

与机遇并存，回顾⼆者的历史，对思考未来中⾮合作、⽇

⾮合作，甚⾄三⽅合作，都具有启⽰意义。⽓候变化可能

导致传染病暴发或流⾏，本期第⼆篇探讨如何增强对⽓候

变化和传染病的抵御能⼒？我国已有4种新冠疫苗进⼊Ⅲ
期临床试验，期待在不久的将来⼀种或⼏种⽐较理想的疫

苗能⾯世，本期第三篇将介绍谁有资格先打疫苗。除此之

外，本期通讯还提供线上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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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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英希

包括疟疾、霍乱、登⾰热在内许多传染病的传播周期和范围都受到
温度、湿度和降⾬模式的影响。⽓候变化不仅可能会导致这些传染
病在世界各地流⾏甚⾄暴发，也有可能导致新的传染病出现。2020
年新冠全球肆虐，⽓候变化带来飓⻛、⼭⽕、洪⽔、⼲旱等极端天
⽓，各国应该如何应对？如何增强对于⽓候变化和传染病的抵御能
⼒？

本⽂⾸发于财新，全⽂如下：
https://mp.weixin.qq.com/s/bIBakZ1h7fz11zOPnpvyWQ

2020年中⾮合作论坛（FOCAC）成⽴20周年，FOCAC已成为中
⾮全⽅位合作的最重要平台。⽇本1993年设⽴与⾮洲的合作平台，
称为东京⾮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27年来，TICAD逐渐成
为⽇本对⾮政策的主要框架。回顾⼆者的历史，对思考未来中⾮合
作、⽇⾮合作，甚⾄三⽅合作，都具有启⽰意义。

本⽂在“Diinsider草根创变者”公众号⾸发，后被欧亚研究院等
机构转载，全⽂如下：
https://mp.weixin.qq.com/s/uVRQ42qWdeI9wIGLEKdg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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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居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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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冠疫苗已有11种进⼊临床研究阶段，其中4种疫苗已进⼊Ⅲ
期临床试验。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种或⼏种⽐较理想的疫苗
即将⾯世。但把疫苗成功造出来并交付⽣产，只是第⼀步，更⼤的
难题是如何让⼤众有序接种，避免争抢或抵制。怎么才能完成这项
史⽆前例的⼤⼯程？谁有资格先打新冠疫苗？

阅读全⽂：
https://mp.weixin.qq.com/s/YDDeZADO0OcN0e_lBU3_xA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严重，⼤数据、云计算、物联⽹、⼈⼯智能、区块链等各类新兴科技在疫
情防控和复⼯复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中国在此次新冠疫情中能够较为快速地应对，
也受益于⾃2015年就开始启动的“互联⽹+”⾏动计划，数字技术已经逐渐内化为社会的新型基础
设施。

⾮洲国家卫⽣条件落后、医疗系统薄弱、基础设施匮乏，如何拓宽创新⾮洲国家抗疫之路，如何
在抗疫同时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受关注的议题。⾮洲国家已经利⽤通信技术和数字政务等
采取了许多创新性⼿段，包括分享信息、激励⺠众、完善卫⽣健康系统等，但在数字抗疫领域依
然⾯临很多挑战。

Diinsider拟于10⽉底举办“数字技术助⼒⾮洲抗疫”线上研讨会，探讨如何借鉴中国数字化抗疫
经验，进⼀步在⾮洲抗疫⼯作中⽤好数字技术，尽快遏制新冠疫情。欢迎关注中⾮健康与发展⽹
（www.chinafrica101.net）或“Diinsider草根创变者”公众号最新活动通知，并报名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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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铭

谁有资格先打新冠

疫苗？

10⽉活动预告：“数字技术助⼒⾮洲抗疫”线上研讨会



8⽉26⽇，由Diinsider联合环球⼴域传媒集团共同主办的“援⾮抗疫中国在⾏动”线上研讨会以直播
形式成功举⾏。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所⻓王泺、中国驻南⾮⼤使馆临时代办李南、中国
社科院西亚⾮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瑾艳分别做了专题发⾔，介绍了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变化、南⾮援
助与受援情况以及中西⽅对⾮援助差异。

阅读全⽂：https://mp.weixin.qq.com/s/o2ElS97t7azq-W5q7zprQg

以下是三位嘉宾的发⾔摘登：

1、李南：新冠疫情下中国对南⾮的援助
https://mp.weixin.qq.com/s/Ka2sz1wYj3ZAhepGV5bKRA

2、王泺：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政策和新时代下的变化
https://mp.weixin.qq.com/s/1rIdmDhI6OCi51jqB5aihg

3、周瑾艳：中国与西⽅国家对⾮援助有什么差异
https://mp.weixin.qq.com/s/wHH57fLo5QWAlH8txljK8w

9⽉24⽇下午，由Diinsider主办的“中国抗疟产品如何助⼒全球疟疾防控”研讨会以直播⽅式在线举
办。中国疾控中⼼寄⽣⾍病所所⻓周晓农在会上介绍了中国和国际防控疟疾的现状和问题，中国企业
复星医药、桂林南药和天津永阔代表介绍了中国抗疟产品在⾮洲应⽤情况和⾯临的挑战。与会专家和
企业代表呼吁更多中国企业参与世卫组织预认证⼯作，推动中国医药产品迅速走向世界，助⼒全球健
康发展。本次研讨会是Diinsider主办的第六期中⾮健康与发展传播项⽬能⼒建设活动，来⾃国际组
织、学术机构、媒体和相关企业代表60余⼈参会。

阅读全⽂：https://mp.weixin.qq.com/s/oh9XXsixmN_gifg9dDtrLA 

以下是活动部分报道：
1、新华⾮洲：中国抗疟产品助⼒⾮洲疟疾防控
https://mp.weixin.qq.com/s/0RSviO5y4bNSWxUmlDsN3w

2、界⾯新闻：当全球都在关注新冠肺炎的时候，⾮洲的疟疾怎么样了？
https://mp.weixin.qq.com/s/0_YNzlE1GGrAfZ22v_Enzw

3、中⾦在线：“中国抗疟产品助⼒全球疟疾防控”线上研讨会成功举办
http://3g.cnfol.com/news/chanyejingji/20200925/28429627.shtml

4、Diinsider：周晓农：将中国抗疟智慧带到⾮洲
https://mp.weixin.qq.com/s/CHbBrqmxPTeaJHwyPMqu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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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活动回顾：“中国抗疟产品助⼒全球疟疾防控”线上研讨会

8⽉活动嘉宾发⾔摘登：“援⾮抗疫中国在⾏动”线上研讨会



有关新冠疫情、疫苗、粮食安全参考资料（以时间顺序）

1、世卫组织全球摸底调查显示：90%的国家自 COVID-19 大流行以来出现基本卫生服务中断（0831）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detail/31-08-2020-in-who-global-pulse-survey-90-of-countries-report-disruptions-to-

essential-health-services-since-covid-19-pandemic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第一份以 105 个国家报告为基础的基本情况调查结果显示，2020 年 3 月至 6 月期间从五个区

域收集的数据表明，几乎每个国家（90%）的卫生服务都受到干扰，中低收入国家报告的困难最大。大多数国家

报告说，许多常规和可选服务已暂停。而在低收入国家，诸如癌症筛查和治疗以及抗艾滋病毒治疗等重要服务已

经出现高风险中断。

2、南非新冠疫情：科学家探索低死亡率的惊人理论（0902）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53998374

几个月来，公共卫生专家和政治家一直提醒人们，南非及其他地区因拥挤的社区和有限的卫生条件可能导致

COVID-19 快速传播。但是许多非洲国家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比最初预想的要低得多。随着南非感染人数急剧下降，

一些专家正在探索其背后原因。

3、农业“走出去”战略中的非洲：中国对非农业投资的模式、问题与对策（0903）

https://mp.weixin.qq.com/s/USIM6H-qnek2lTQRUfhmLQ

非洲是我国最早探索境外农业投资的大陆，凭借自身相对丰裕的水土资源非洲也是与中国农业合作潜力较大的地

区之一。不过，受一系列因素影响，中资企业在非农业投资虽有较大进展但亦困难重重，目前，对非农业投资仅

占我国对外农业投资存量总额的 8.1%。是否可能及如何充分挖掘中国对非农业投资的潜力，不仅是中国农业“走

出去”战略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进一步推动中非农业合作（中非发展合作的示范领域）的关键之一。本文主要

旨在讨论与中国对非农业投资密切相关的几个具体问题：首先，非洲在中国农业“走出去”战略中的地位；第二，

当前时期中资企业在非洲开展农业投资（特别是种植业投资）的现状及主要模式；最后，中国对非农业投资面临

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4、中国正同 11 个国家合作开展新冠疫苗第三期临床试验（0904）

https://m.jiemian.com/article/4933212.html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9月 3 日晚在北京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视频会议时表示，当务之急是加快疫苗研发、生

产和分配，建立抗疫“防火墙”。二十国集团成员要作出表率，促进疫苗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尤其要让最不发

达国家和高风险人群买得起、用得上。要发挥世卫组织协调作用，推动全球疫苗与免疫联盟、流行病防范创新联

盟等机制形成合力。王毅表示，中国正同 11 个国家合作开展第三期临床试验。

5、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引领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采购和供应工作（0905）

https://mp.weixin.qq.com/s/FJxbB8VlthfHgUrmQj9nig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牵头采购和供应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这是由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领导的全球疫苗

行动计划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全球获取保障机制（COVAX 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有可能成为世界上规模

最大、速度最快的疫苗采购和供应行动。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detail/31-08-2020-in-who-global-pulse-survey-90-of-countries-report-disruptions-to-essential-health-services-since-covid-19-pandemic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detail/31-08-2020-in-who-global-pulse-survey-90-of-countries-report-disruptions-to-essential-health-services-since-covid-19-pandemic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53998374
https://mp.weixin.qq.com/s/USIM6H-qnek2lTQRUfhmLQ
https://m.jiemian.com/article/4933212.html
https://mp.weixin.qq.com/s/FJxbB8VlthfHgUrmQj9nig


6、南非新冠疫情概况、应对和挑战：挣扎间的脆弱平衡（0907）

https://mp.weixin.qq.com/s/_E6tQ6nkxAXEckkjfuWiTw

虽然目前南非疫情有所缓解，但其整体抗疫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阶段性放松封禁有极大可能使得疫情反弹。由于

疫情导致的封禁给南非国家经济带来了重创，给本想在 2020 年放手一搏的各个产业当头一击，带来的直接后果

是失业率激增、收入剧减、相当数量民众生活难以为继。南非不仅要应对新冠疫情，同时也要直面因疫情带来的

可能会持续数年的各类社会问题。

7、来自中国的高产水稻品种推动马达加斯加迈向自给自足（0912）

https://mp.weixin.qq.com/s/yk7OERp5D9OWEDQB4LeMrw

马达加斯加有着漫长的水稻种植历史，是亚洲以外开展水稻生产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几乎各地都有种植。对

马达加斯加人来说，大米是他们的主粮：许多家庭一日三餐都吃米饭，而且通常是自己家种的大米。然而，马达

加斯加的人均日收入不足 1.9 美元，饱受粮食不安全和短缺之苦。比如，国内水稻产量无法满足自身需求，仍需

大量进口以保障粮食安全。 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粮农组织-马达加斯加南南合作项目于 2019 年底启动。中国

的水稻生产专家为马达加斯加带来了更高产的水稻品种，还为农民进行种收培训。

8、全球基金伙伴关系拯救了 3800 万人的生命，但 COVID-19 可能会抹杀进展（0914）

https://www.theglobalfund.org/en/news/2020-09-14-global-fund-partnership-has-saved-38-million-lives/

9 月 14 日，全球基金最新发布的报告呼吁社会各界采取行动，力求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最大程度维持

数十年来在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方面取得的进展，否则过去的成果将功亏一篑。报告显示，自 2002 年以

来，全球基金及其伙伴关系挽救了 3800 万人的生命，其中仅 2019 年就挽救了 600 万人；与 2018 年相比，挽救的

人数增加了 20%。全球基金的成功经验包括：提高卫生服务交付效率，降低医疗用品的成本，加强全球卫生合作。

9、《混乱的世界》报告：下次全球卫生紧急事件发生时 世界再也不能处于毫无准备状态 （0914）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9/1066492?utm_source=UN+News+-+Chinese&utm_campaign=3a62426efb-EMA

IL_CAMPAIGN_2020_09_15_01_39&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2c2c050f17-3a62426efb-106921793

全球防范监测委员会 9月 14 日发布题为《混乱的世界》（A World in Disorder）的报告。报告对全球 2019 冠状病

毒病应对措施进行了尖锐的评估，称其为“未能认真对待大流行病的预防、准备和应对”。全球防范监测委员会

在报告中呼吁各国领导人重申对多边体系的承诺，并加强世卫组织作为一个公正和独立的国际组织的地位。它警

告说，削弱和破坏多边行动将对全球卫生安全产生严重后果。

相关文章：

新冠暴发早有预警 全球应对还没准备好

https://mp.weixin.qq.com/s/xwjW28K3oi6octfQFaVP4A

10、2020 目标守卫者报告：新冠肺炎 全球视角（0915）

https://mp.weixin.qq.com/s/mgMqcfSF3xg0Ebl_Nuw0kQ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9月 15 日发布 2020 目标守卫者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一系列恶性循环的灾

难”。以疫苗覆盖率为例，这是一个有效衡量卫生系统运转情况的间接指标。盖茨基金会的数据合作方，健康指

标和评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简称 IHME）发现，2020 年全球疫苗覆盖率正在跌

落至 1990 年代的水平。换句话说，在短短 25 周之内，我们倒退了 25 年。目前世界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就是低收入国家如何能快速回到疫情前的状况，并重回发展轨道。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亟需支持，以确保暂时的倒

退不会造成永久的破坏。

https://mp.weixin.qq.com/s/_E6tQ6nkxAXEckkjfuWiTw
https://mp.weixin.qq.com/s/yk7OERp5D9OWEDQB4LeMrw
https://www.theglobalfund.org/en/news/2020-09-14-global-fund-partnership-has-saved-38-million-lives/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9/1066492?utm_source=UN+News+-+Chinese&utm_campaign=3a62426efb-EMAIL_CAMPAIGN_2020_09_15_01_39&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2c2c050f17-3a62426efb-106921793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9/1066492?utm_source=UN+News+-+Chinese&utm_campaign=3a62426efb-EMAIL_CAMPAIGN_2020_09_15_01_39&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2c2c050f17-3a62426efb-106921793
https://mp.weixin.qq.com/s/xwjW28K3oi6octfQFaVP4A
https://mp.weixin.qq.com/s/mgMqcfSF3xg0Ebl_Nuw0kQ


11、肯尼亚媒体：中国扶贫经验值得非洲和全世界学习（0917）

https://mp.weixin.qq.com/s/yAALBrloajACBHjavxbs4A

9 月 16 日，肯尼亚《星报》发表评论文章，高度评价中国扶贫攻坚成果，称赞中国是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全球典范。文章表示，今年是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也是《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通过第 5年，但全球仍

在艰难应对各种挑战，包括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范例。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已经有 7亿

多人脱贫。2012 年以来，中国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全国贫困人口由 2012 年底的 9899 万人下降到 2019 年底

的 551 万人，贫困人口比例由 10.2%下降到 0.6%。中国将提前 10 年完成联合国减贫目标。

12、联合国呼吁采取具体措施避免几个国家可能出现的饥荒（0917）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9/1066892

3 名联合国高级官员向安理会发出警告，包括也门和南苏丹在内的几个国家因新冠疫情而面临饥荒的风险。根据

2019 年全球应对粮食危机网络的报告，在新冠大流行之前，1.35 亿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态。现在，遭受严

重饥饿的人数预计今年将增加近一倍，达到 2.7 亿人。刚果民主共和国有 2200 万人处于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态。

布基纳法索陷入更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的人数几乎是过去的三倍。 在索马里，由于 2019 冠状病毒病、洪涝灾害

和沙漠蝗灾带来的三重冲击，2020 年 1-9 月期间共有 350 人陷入危机或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相比 2019 年

的最高水平增加了 67%。 在苏丹，2020 年 6-9 月期间，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数增加了 64%，达到创纪录

的约 960 万人。

13、俞子荣：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亟待补齐多边援助短板（0922）

https://mp.weixin.qq.com/s/N5Rn7nh1bw4puSaPHkMpxA

当代中国正日益进入国际发展领域的中心舞台，面对当前多边博弈的国际现实，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应当

主动适应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际需要，应超越传统双边援助的局限性，补齐政策短板，有效发挥多边援助的作

用：一是整合现有的各类多边援助资源，切实加强政策统筹协调；二是健全中国特色的多边援助政策体系，积极

参与国际规则对话；三是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多边援助管理体制，努力提高多边援助的综合绩效。

14、卫生系统如何运作以及为何如此重要（0922）

https://www.gavi.org/vaccineswork/how-health-systems-work-and-why-they-matter

2019 年，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的支持下，全球接种疫苗的儿童人数比 2000 年增加了 50%以上(比 2015

年增加了 350 万)，但仍有 1060 万儿童尚未接受基础免疫接种，如百白破疫苗（百日咳、白喉、破伤风混合疫苗）。

要想实现全民免疫目标，拓展供应链、加强服务交付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据系统和发动社区参与至关重要。

GAVI 最新发布的 2019 年报告总结了阶段性进展并评估了战略目标。

15、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0923）

https://mp.weixin.qq.com/s/b1kOcdipwCxiLPNQ3ixrYA

习近平表示要关心和照顾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减缓债务、援助等方面采取及时和强有力举措，确保落

实好《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中国将落实好两年提供 20 亿美元国际援助的承诺，

深化农业、减贫、教育、妇女儿童、气候变化等领域国际合作，助力各国经济社会恢复发展。为支持联合国在国

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将向联合国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再提供 5000 万美元支持；中国将

设立规模 5000 万美元的第三期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信托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将在

2025 年到期后延期 5年；中国将设立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和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为

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新助力。

https://mp.weixin.qq.com/s/yAALBrloajACBHjavxbs4A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9/1066892
https://mp.weixin.qq.com/s/N5Rn7nh1bw4puSaPHkMpxA
https://www.gavi.org/vaccineswork/how-health-systems-work-and-why-they-matter
https://mp.weixin.qq.com/s/b1kOcdipwCxiLPNQ3ixrYA


16、徐秀丽：如何走出新冠危机（0923）

https://mp.weixin.qq.com/s/3bMMhuZPrSfFHYwJ2V3V6A

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已经连续 20 年呈下降趋势,而新冠疫情却令额外的近 3700 万人陷入极端贫困。这揭示出进展

的脆弱性: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那些徘徊在极端贫困线之上的人群跌落至线下。他们之前虽然未被官方认定为贫

困人口,但在灾难面前显然不堪一击。

17、毛小菁：新冠疫情对国际发展合作的影响及应对（0925）

https://mp.weixin.qq.com/s/Mk_H28Mgz_YUkntrxYWB-g

2020 年初突然暴发的新冠病毒在全球扩散蔓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新冠疫情是二战以来人类面临的

最严重的全球性危机。疫情给世界各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对国际发展合作

也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新冠疫情已经蔓延至几乎世界所有国家，对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都

造成了巨大影响，进一步推动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转型和变化，也给国际发展格局带来多方面影响。

18、我不是神药——马达加斯加本土抗疫药品沉浮录及其启示（0927）

https://mp.weixin.qq.com/s/Fz0wctsK9q57HxMVhtiXWA

相对于其他非洲国家，马达加斯加在疫情防控期间极其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推出了本国特有的抗疫药剂——

COVID Organics（简称 CVO）。CVO药剂由马达加斯加应用科学研究院研发，该药剂的主要成分是含有青蒿素

的蒿属植物，成品形态有两种：一是类似果茶的瓶装药饮，二是袋装冲剂。一经推出，马达加斯加总统拉乔利纳

声称 CVO对于新冠病毒同时可以起到预防和治疗的效果。除了在本国大力推广 CVO，拉乔利纳还将该产品作为

一种外交工具，通过援助的形式向一批非洲国家输出。但是，CVO面世不久以后就遭到来自马达加斯加国内国

外的多方质疑，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指出：世卫组织愿意与马达加斯加合作，共同研究和测试 CVO的有效性，

但是目前为止 CVO在研制过程和疗效检验方面都不能得到符合科学标准的数据和方法支撑。

19、粮农组织：新冠大流行期间非洲粮食损失和浪费增加 造成发展主要障碍（0928）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9/1067912

9 月 29 日是联合国粮农组织首个“国际粮食损失和浪费问题宣传日”。该组织呼吁全球彻底改变粮食系统。非洲

国家尤其应加大努力，并鼓励私营部门加大投资来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 粮农组织估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的粮食损失每年总计达 40 亿美元。在非洲各地，主要的粮食损失发生在从收获到销售这一时期，消费者购买后

造成的粮食损失很小。 非洲粮食损失的一些主要原因是缺乏冷链设施，特别是易腐货物、不可靠和不充足的储

存设施、小农户社区的农业加工技能不足。

20、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农业合作的新发展与新挑战（0929）

https://mp.weixin.qq.com/s/Z9Di_RmA1h4RrYdS7ZmmkQ

进入 21 世纪以来，尤其是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使中国与广大非洲国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不断

加强。在此之前，中非关系稳步发展，但缺乏统一的机制化合作平台，在国际社会普遍加强对非合作而中非双方

又均有强烈合作意愿的大背景下，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为中国与非洲之间搭建起规范化的政策对话和沟通平台。

这一合作机制经历过去 20 年的发展，在不断探索中逐渐趋于成熟和稳定。虽然国际社会对中非合作论坛存在褒

贬不一的看法，甚至将这一机制误读为中国借以在非洲扩大势力范围，获取资源、土地和市场的途径，但中非合

作论坛的积极效果仍然十分突出。作为中非合作的传统领域和重要利益交汇点，农业合作一直伴随并促进着中非

关系的发展，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农业合作出现了诸多新发展，也面临着不少新挑战。鉴此，本文以中

非合作论坛确立的一系列行动计划和中非农业合作的实践为基础，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https://mp.weixin.qq.com/s/3bMMhuZPrSfFHYwJ2V3V6A
https://mp.weixin.qq.com/s/Mk_H28Mgz_YUkntrxYW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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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Z9Di_RmA1h4RrYdS7Zmmk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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