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通讯的第⼀篇介绍三类多边援助机构在⾮洲开展卫⽣

合作的关注领域和⼯作模式。第⼆篇介绍世卫组织研发蓝

图的背景、具体措施和优先关注的疾病。第三篇介绍三⽅

合作的历史演进过程，三⽅合作与双边多边合作的区别，

三⽅合作的不同模式以及中国参与三⽅合作的现状。第四

篇介绍全球传染病防治研究合作组织（GloPID-R）与成
员单位和合作伙伴⼀起快速应对新冠⼤流⾏的创新举措。

第五篇介绍新冠疫苗研发背后的逻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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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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重点概括了三类多边援助机构在⾮洲开展卫⽣合作的关注领域
和⼯作模式，并挑选了项⽬规模较⼤的机构进⾏详细介绍。
https://mp.weixin.qq.com/s/dDhQrokRTvlNh6XMS7OedA
 
上个⽉，Diinsider介绍了⼋⼤主要援助提供国在⾮洲开展卫⽣合
作的关注领域和⼯作模式，供⼤家参考。
https://mp.weixin.qq.com/s/dDhQrokRTvlNh6XMS7O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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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英希

应对埃博拉挫折后，⼈
类能在新冠流⾏结束前

研发出疫苗吗？

在回顾对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后，世卫组织开发了“研发蓝图（R&D
Blueprint）”，旨在加速从宣布突发公共卫⽣事件到疾病诊断和
治疗产品批准之间的过程，以应对未来类似的危机暴发。本⽂将介
绍研发蓝图的背景、具体措施和优先关注的疾病，以及从今年⼀⽉
以来研发蓝图在新冠研发⽅⾯的具体措施。
阅读全⽂：
https://mp.weixin.qq.com/s/dX0W8qKyRyAzIic5yiOj0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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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继国

当传染病暴发时，⼀线医护⼈员需要快速诊断⼯具、新药物和新疫
苗，这对研发技术、科研资⾦和研究协同提出了很⾼的要求。如何
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还要短期出成果，做到快速应对？汇集众多国际
研究资助机构的全球传染病防治研究合作组织(GloPID-R)正在与成
员单位和合作伙伴⼀起研究快速应对之策。本⽂介绍GloPID-R快
速应对新冠⼤流⾏的创新举措。
阅读全⽂：
https://mp.weixin.qq.com/s/csJFdAB7u29TF1EWnO1hmQ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三⽅合作项⽬以及参与三⽅合作的主体不断
增多，三⽅合作逐渐成为重要的国际发展合作模式之⼀。那么什么
是三⽅合作？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际发展伙伴重视三⽅合作？本⽂
将介绍三⽅合作的历史演进过程，三⽅合作与双边多边合作的区
别，三⽅合作的不同模式以及中国参与三⽅合作的现状。
阅读全⽂：
https://mp.weixin.qq.com/s/Ya2TM1sx2tPgrnfkGM6u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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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清华⼤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主办，Diinsider
协办的第四届中⾮报道⾼层论坛暨第三届中⾮报道奖颁奖典礼将于
2020年7⽉17⽇线上举办。论坛主要讨论三个议题：疫情中的公共
健康与中⾮媒体合作，新闻媒体如何报道⾯向2030年的中⾮经济社
会发展合作，以及如何通过报道增进互信、消除误解。与会嘉宾将
采取多名对话⼈的交流⽅式，通过视频连线展开对话。
阅读全⽂：
https://mp.weixin.qq.com/s/4bqXiIIuyJfD5vgVvuATtQ
 

随着科研的进展，全球开始出现越来越多讨论和催促疫苗的声⾳。
为了⿎励疫苗研发，政府与各国际组织进⾏了巨⼤投⼊，公众似乎
也盼着疫苗今天能造出来，明天就能扎到⾃⼰的胳膊上。不过，事
实可能会让⼤家失望：能成功造出疫苗来就已经很难。这不但是个
科技难题，也涉及到各种社会因素，⽐如钱、⽐如国际关系，⽐如
中国在全球合作中的位置。
阅读全⽂：
https://mp.weixin.qq.com/s/4R-1Bz55Pq102j4Mj6lm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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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打上新冠疫苗

还有多远

7⽉活动预告：
疫情⻛险下的中⾮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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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部分媒体发布的活动相关稿件：
 
1）中新社：国际公共卫⽣专家：守护新冠疫情下⾮洲⼉童健康
http://dw.chinanews.com/chinanews/content.jsp?
id=9209944&classify=zw&pageSize=6&language=chs
报道被⼈⺠⽹转载
http://yn.people.com.cn/GB/n2/2020/0612/c378441-34081577.html
 
2）财新：⾮洲疫情恐加剧 联合国官员呼吁保护⼉童
http://www.caixin.com/2020-06-12/101566181.html?
cxw=Android&Sfrom=Wechat&originReferrer=Androidshare
 
3）科技⽇报：分享中国经验 守护疫情下的⼉童健康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20-
06/15/content_446929.htm?div=-1
 
4）中国⽹：COVID-19 poses serious challenges for children
http://m.china.com.cn/appshare/doc_1_29365_1655704.html

6⽉10⽇，“守护新冠疫情下的⾮洲⼉童健康”线上研讨会以直播形
式成功举⾏，联合国⼉童基⾦会（UNICEF）驻华办事处副代表
Douglas Noble（郑道）博⼠、帕斯适宜卫⽣科技组织（PATH）
负责全球健康项⽬的副总裁David Fleming博⼠分别做了专题发
⾔，介绍两⼤国际组织在⾮洲应对COVID-19的举措，有关保护⼉
童、全球卫⽣创新等内容，探讨如何与中国伙伴开展公共卫⽣合
作。来⾃国际组织、学术机构、媒体和相关企业代表近百⼈参会。
阅读全⽂：
https://mp.weixin.qq.com/s/IT_7_JZAf0uTieD5m770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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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活动回顾：
国际公卫专家纵论

三⽅抗疫合作



有关新冠疫情、疫苗、粮食安全参考资料

1、习近平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0618）
http://www.gov.cn/xinwen/2020-06/18/content_5520092.htm

国家主席习近平 6月 17 日晚在北京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抗疫 共克时艰》的主旨讲话，
指出中非经受疫情严峻考验，友好互信更加巩固，强调中非要坚定不移携手抗击疫情、推进中非合作、践行多边
主义、推进中非友好，共同打造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

2、中国又一新冠灭活疫苗 I/II 期临床揭盲！（0628）
https://mp.weixin.qq.com/s/i-8Ddz6jWY--ZDwCEhsxRA

6 月 28 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病毒病所）和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联合
研制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 I/II 期临床揭盲。结果显示该疫苗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

3、世卫组织：计划于 2021 年底前向世界提供 20 亿剂疫苗（0627）
https://mp.weixin.qq.com/s/7GkFu8IdtR1RYqjNf5eyqA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为控制新冠肺炎疫情，需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研发应对新冠肺炎的工具。所有人都处
在新冠肺炎风险中，因此所有人都应拥有获得预防、发现、治疗新冠肺炎工具的渠道，而不是只提供给能负担得
起的人。世卫组织计划将于 2021 年中期前向中低收入国家提供 5亿个检测工具，将于 2021 年底前向世界提供 20
亿剂疫苗。世卫组织表示，未来 12 个月需要 313 亿美元资金，目前已募集 34 亿美元，还有 279 亿美元的资金缺
口。

4、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埃博拉疫情结束（0625）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6/1060772?utm_source=UN+News+-+Chinese&utm_campaign=c254c80ae9-EM
AIL_CAMPAIGN_2020_06_26_01_27&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2c2c050f17-c254c80ae9-106921793

世界卫生组织 6月 25 日宣布，在经历了近两年的时间和导致 2280 人死亡后，世界上致死率第二高的疾病埃博拉
的第 10 次疫情终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结束。经过近两年的埃博拉准备和应对能力建设，刚果民主共和国及
其 9个邻国拥有了更强的技能、系统和能力来管控一系列紧急情况。世卫组织非洲区域负责人莫蒂表示，“在刚
果民主共和国及其邻国，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的行动得到迅速启动，这是因为与埃博拉的斗争给人们留下了一
份持久的遗产，这份遗产现在正被用于支持抗击 2019 冠状病毒病和其他疾病的斗争”。

5、《减轻 COVID-19 对一些国家艾滋病、结核病、疟疾防治项目的冲击》报告发布（0624）
https://www.theglobalfund.org/en/news/2020-06-24-global-fund-covid-19-report-deaths-from-hiv-tb-and-malaria-cou
ld-almost-double-in-12-months-unless-urgent-action-is-taken/

全球基金 6 月 24 日发布报告《减轻 COVID-19 对一些国家艾滋病、结核病、疟疾防治项目的冲击》。报告分析
了 COVID-19 的影响：疫情不仅会给最脆弱的国家造成直接损失，还会使其医疗资源紧缺、卫生系统不堪重负，
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死亡人数因而可能增至两倍。报告强调了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项目所需的资源—
—全球基金估计在接下来的 12 个月中，大约需要 285 亿美元（不包括疫苗成本）来应对 COVID-19 并协同推进
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项目，具体包括培训卫生工作者、加强卫生体系建设、做好 COVID-19 潜在患者的测试、
追踪和隔离等举措。今年 3月至 4月，全球基金已经投入 10 亿美元应对 COVID-19，预计将在未来 12 个月额外
提供 50 亿美元。

Diinsider 此前已在公众号上陆续发表了介绍全球基金的 3篇文章：

http://www.gov.cn/xinwen/2020-06/18/content_5520092.htm
https://mp.weixin.qq.com/s/i-8Ddz6jWY--ZDwCEhsx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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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为《全球基金：为打赢与传染病的持久战而创新》，介绍了全球基金的发起缘由、运作模式等机构背景信
息，对抗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工作概况。
https://mp.weixin.qq.com/s/88g9926A5ESXWQNhiiE5UQ

第二篇为《全球基金的历史经验：保障世界卫生安全的点与面》，介绍了全球基金近 20 年发展历程中，为保障
世界卫生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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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发
动社区和民间社会的力量。
https://mp.weixin.qq.com/s/mjRjglBnrjRVmejZzqkZcA

第三篇为《中国与全球基金的故事：从受益国到捐赠国的转型》。介绍中国如何从全球基金的受益国转型为捐赠
国和战略合作伙伴，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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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p.weixin.qq.com/s/kOGJliyheBNbs5tUIMPzVQ

6、世卫官员：新冠病毒流行仍在加速 影响将持续数十年（0622）
https://ishare.ifeng.com/c/s/v004595Mk5OtZC3zkQMXHlU0X8lGfaogjuWEG69ZzHw8WvN-_guom1pbp9CXdY4vSs
pAsV8AFrm3yxgRRjTRiohmIPA____?spss=np&aman=08tf67C82a3c57o1ceA09eh164A270va39z415s33b&gud=20S898
a248&from=singlemessage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新冠病毒大流行仍在加速，其影响将持续数十年。这种流行病不仅仅是一场健
康危机，它还是一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在许多国家甚至是一场政治危机。谭德塞称，世界面临的最大威胁不
是病毒本身，而是“缺乏全球团结和全球领导”。

7、非洲被世卫组织认证为无脊灰状态（0619）
https://www.thisdaylive.com/index.php/2020/06/22/declaring-africa-polio-free/
https://guardian.ng/news/who-declares-nigeria-polio-free/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非洲终于再次被WHO认证为无脊灰状态。全球消除脊髓灰质炎只剩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两个国家。

8、世卫组织：上亿剂新冠疫苗或将于今年问世（0618）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6/1060162?utm_source=UN+News+-+Chinese&utm_campaign=1afb0429fd-EM
AIL_CAMPAIGN_2020_06_19_02_29&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2c2c050f17-1afb0429fd-106921793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一旦出现抗击 2019 冠状病毒病的有效疫苗，各国应通过合作进行大规模生产。目前约有 300
种疫苗正处于试验阶段，其中三种疫苗即将进入最后的人类临床试验阶段。如果试验成功，数量可达几亿剂的一
种或多种疫苗将于今年年底之前问世，明年有望增加至数十亿。

9、非洲疫情大暴发为何迟到？（0618）
https://3g.163.com/news/article/FFDS1B8405507TWM.html?from=history-back-list

非洲大陆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开始暴涨，一改此前缓慢爬升的趋势。很显然，非洲大陆的疫情发展态
势有恶化的趋向，国际社会一直预言的灾难是否已经近在眼前？

10、新冠疫情加剧非洲国家粮食安全的脆弱性（0618）
http://ex.cssn.cn/jjx_lljjx_1/lljjx_gd/202006/t20200618_5145040.html

新冠疫情普遍影响非洲各国，非洲大陆正处于新冠疫情的社区蔓延阶段。非洲大陆粮食安全问题存在长期性和脆
弱性。疫情的出现，加剧了非洲各国粮食供需矛盾，非洲粮食不安全状况出现恶化的趋势。以非洲国家粮食不足

https://mp.weixin.qq.com/s/88g9926A5ESXWQNhiiE5UQ
https://mp.weixin.qq.com/s/mjRjglBnrjRVmejZzqkZcA
https://mp.weixin.qq.com/s/kOGJliyheBNbs5tUIMPzVQ
https://ishare.ifeng.com/c/s/v004595Mk5OtZC3zkQMXHlU0X8lGfaogjuWEG69ZzHw8WvN-_guom1pbp9CXdY4vSspAsV8AFrm3yxgRRjTRiohmIPA____?spss=np&aman=08tf67C82a3c57o1ceA09eh164A270va39z415s33b&gud=20S898a248&from=single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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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占全球 54%测算，预计 2020 年非洲大陆至少有 1.4 亿人口处于粮食不安全状况，即由于新冠疫情和非洲之角
蝗虫灾害叠加因素，今年非洲严重缺粮人口将比上年增加 1倍，形势严峻。

11、中国向非洲三国援助蝗灾防控物资（0617）
http://news.china.com.cn/2020-06/17/content_76170924.htm

为援助东非部分国家开展蝗灾防治，农业农村部配合外交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制定援助埃塞俄比亚、肯尼亚
和乌干达三国蝗灾防控技术方案，并协调国内有关企业积极生产灭蝗药剂药械和相关物资。此次中国共向非洲三
国援助马拉硫磷药剂 112 吨、背负式机动喷雾机 2000 台、手持超低量喷雾机 3500 台以及防护服、面罩和手套各
4000 套，为非方开展蝗灾防控提供了有力支持。

12、世卫组织对地塞米松用于治疗 COVID-19 重症患者的初步结果表示欢迎（0616）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detail/16-06-2020-who-welcomes-preliminary-results-about-dexamethasone-use-i
n-treating-critically-ill-covid-19-patients

英国一项初步临床试验结果表明，皮质类固醇地塞米松对 COVID-19 危重患者有救命作用，世界卫生组织对此表
示欢迎。根据与世卫组织分享的初步研究结果，对于使用呼吸机的患者，这种治疗方法可将死亡率降低约三分之
一，对于仅需要氧气治疗的患者，死亡率可降低约五分之一。

13、英媒文章：疫苗研发是人类与病毒的竞赛，各国不能自行其是（0615）
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20/0615/2413152.shtml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刊登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首席执行官塞斯·伯克利博士和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
（CEPI）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哈切特博士联合署名的文章称，人类需要尽快获得新冠疫苗，但各国不能自行其
是，团结合作是快速结束疫情的最大希望。应该把疫苗研发当做是人类与病毒之间的竞赛，而并非国与国之间的
相互竞争。这样最终将令所有国家受益。

14、李博伦：85%的非洲劳工没有合同 他们或是受疫情影响最重的人（0605）
https://m.sohu.com/a/399712643_656058/?pvid=000115_3w_a

85%的非洲劳工都是非正规工人，新冠疫情重创了全球就业市场，而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劳工是最无准备的人群。
他们大多数是没有失业保险或医疗保险、而且靠发薪度日的“月光”劳工。非洲国家也有大量的中小微企业面临生
存和发展的困境。

15、盖茨基金会承诺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捐赠 16 亿美元（0605）
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zw/gj/2020/06-05/9204080.shtml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4 日宣布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提供一笔为期 5年、共计 16 亿美元的赠款，用于向世
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交付疫苗。此外，盖茨基金会还将提供 1亿美元赠款，用于支持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一项新的“新
冠肺炎疫苗预先市场采购承诺机制”，为低收入国家采购新冠肺炎疫苗。

16、88 亿美元！全球疫苗峰会视频会议筹集资金支持疫苗接种（0605）
http://jingji.cctv.com/2020/06/05/ARTIdeq8ggCSR6bkOt4BeIlE200605.shtml

全球疫苗峰会视频会议 6月 4 日落幕。峰会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携手合作，筹集资金支持疫苗接种，共同抗
击疾病，挽救生命。30 多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参加了本次视频峰会，共同为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筹集到 88 亿美元，超过了 74 亿美元的募资目标。这笔资金将用于在未来 5 年中帮助来自最贫
穷国家的 3亿儿童接种脊髓灰质炎、白喉和麻疹等疫苗，以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常规疫苗接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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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国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助力尼日尔开展妇幼健康项目（0601）
https://www.unicef.cn/stories/niger-receives-US-1-million-in-aid-from-China

近日，中国政府提供了 100 万美元资金，支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尼日尔开展的妇幼健康项目。尼日尔是中国南
南合作援助基金支持非洲妇幼健康项目的八个非洲受益国之一。这笔资金将用于塔瓦州（Tahoua）的七个区实
施儿童疾病社区综合管理（ICCM），提高该州 51 个综合医疗卫生中心的孕产妇和新生儿保健质量。

18、COVID-19 严重影响非传染性疾病卫生服务（0601）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detail/01-06-2020-covid-19-significantly-impacts-health-services-for-noncommun
icable-diseases

根据世卫组织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自 COVID-19 大流行开始以来，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服务受到严重干
扰。5月份，155 个国家在为期 3周的时间里完成了这项调查，调查证实，这种影响是全球性的，但低收入国家
受影响最大。这种情况令人严重关切，因为非传染性疾病患者患上与 COVID-19 相关的严重疾病和死亡的风险更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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