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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COVAX，
谁能优先打新冠疫苗？



10⽉8⽇，中国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签署协议，
正式加⼊“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本期第
⼀篇⽂章将介绍谁有资格先打疫苗。作为世界上最⼤的⾯

向发展中国家的疫苗采购和供应⽅，联合国⼉童基⾦会
（UNICEF）是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的四⼤常任理
事机构之⼀，承担了GAVI在全球⼤部分的疫苗供应⼯作。
本期第⼆篇⽂章将介绍新冠疫苗的公平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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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 第8期

⼀：本期⽂章

1、中国加⼊COVAX，谁能优

先打新冠疫苗？

2、送达最后⼀英⾥，让疫苗公

平“从头⾄尾”

导读

⼆：线上活动

1、10⽉活动回顾

2、11⽉活动预告

三：参考资料

四：调查问卷



作者：吴⾬浓

作为世界上最⼤的⾯向发展中国家的疫苗采购和供应⽅，联合国⼉童
基⾦会（UNICEF）是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的四⼤常任理事机
构之⼀，承担了GAVI在全球⼤部分的疫苗供应⼯作。作为新冠肺炎疫
苗实施计划（COVAX）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冠疫苗的采购和供应也将
由GAVI领导协调，UNICEF主要牵头施⾏，在可⽤疫苗上市后，以最
经济的价格采购，以最快的速度、最安全的⽅式，把疫苗送到最需要
以及最难到达的地⽅。

全⽂如下：

https://mp.weixin.qq.com/s/bIBakZ1h7fz11zOPnpvyWQ

10⽉8⽇，中国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签署协议，正式加⼊
“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当前，新冠疫情仍处于全球
⼤流⾏，严重威胁各国⼈⺠⽣命安全和⾝体健康。确保发展中国家有
平等机会获取适合、安全和有效的疫苗是中国⼀直关注的重点。中国

疫苗研发完成并投⼊使⽤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优先向发展中国
家提供。那么，谁有资格先打新冠疫苗？

阅读全⽂：

https://mp.weixin.qq.com/s/arL0ghvFrSNCGuOz6iRRIg

2020年10⽉，第8期 本期⽂章

作者：徐⼦铭

中国加⼊

COVAX，谁能优

先打新冠疫苗？

送达最后⼀英⾥，

让疫苗公平“从头

⾄尾”



当第⼆波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之时，⼈们发现，往⽇公共卫⽣让⼈⼗分忧⼼的⾮洲国家，在此轮疫
情中似乎表现不错。⾮洲国家并没有发⽣之前⼈们所担⼼的疫情⼤暴发现象，确诊病例数在7⽉
份达到峰值，随后稳步下降。⾮洲疫情得到控制的重要因素是什么？⾮洲国家都采取了哪些有效
的防控措施？中国对⾮医疗援助起到哪些作⽤？

基于此，Diinsider拟于11⽉底举办线上研讨会，邀请中外专家探讨⾮洲的抗疫举措以及全球可
以从中借鉴的经验教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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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最新活动通知并报名参会。

10⽉28⽇，国际发展机构Diinsider举办“数字技术助⼒⾮洲抗疫”线上研讨会，浙江师范⼤学⾮
洲研究院副教授张艳茹、睿纳新国际咨询公司创始⼈兼⾸席执⾏官芮婉洁和四达时代集团海外项⽬

负责⼈⻢绍勇就如何借鉴中国抗疫经验，助⼒⾮洲国家尽快遏制新冠疫情进⾏主题分享。来⾃政

府、⾼校、媒体、企业等40余名中外代表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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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活动回顾：“数字技术助⼒⾮洲抗疫”线上研讨会

11⽉活动预告：我们能从⾮洲抗疫中学到什么？

阅读全⽂：

https://mp.weixin.qq.com/s/vZdqV5Nc_BUuS50gO4wdRA

部分媒体报道：
新华社：中⾮专家研讨数字技术助⼒⾮洲抗疫

https://mp.weixin.qq.com/s/S3Qwwrnvs6imOMfTRgdM8w

环球时报：Digital health tech helps China and Africa fight the COVID-19
pandemic
http://enapp.globaltimes.cn/?
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article/1205005

经济⽇报：中国数字技术助⼒⾮洲抗疫

https://proapi.jingjiribao.cn/detail.html?
id=305791&user_id=fe2c3c80650741ca8753b5483333568a&source=wechat
_friend

嘉宾发⾔摘登：

周晓农：将中国抗疟智慧带到⾮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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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医药企业助⼒⾮洲疟疾防控

https://mp.weixin.qq.com/s/rDI8zmbfOR0zPCX0ESR4pQ



有关新冠疫情、疫苗、粮食安全参考资料

1、人民的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新冠疫苗

https://mp.weixin.qq.com/s/8v0UaLKCcNfeHqnVqfysrg

什么是“人民的疫苗”？它是所有人，在任何地方，免费使用（Available to all, everywhere, free of charge)的疫苗。

全球首例艾滋病病例是在 1981 年报告的，至今有近 40 年的历史。全世界 40 年的艾滋病防治的经验，是可以用

在新冠肺炎防控上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经验，就是如何缩小差距，让科技创新和研发的产品，尽快满足脆弱人

群的需求。现如今，抗病毒药物可以使HIV 感染者体内的病毒载量达到检测不到的水平，使他们可以像健康人

一样生活在阳光下。但是 20 年前，只有发达国家的感染者才能用得上药物，而发展中国家的感染者，非常不幸，

他们中间很多人没有等到药物就失去了生命。所以艾滋病的药物普遍可及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直到现在，仍

然有些人应为种种原因而不能获得。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从一开始就非常关注疫苗问题，我们不希

望看到，当疫苗研制出来后，脆弱的人群还需要等上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获得。

2、中国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10/09/c_1126584006.htm

中方郑重承诺，中国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为此，中方同

“实施计划”保持着密切沟通，对加入“实施计划”持积极态度。尽管中国多支疫苗研发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具

备充足的生产能力，但我们还是决定加入“实施计划”，目的就是以实际行动促进疫苗公平分配，确保为发展中

国家提供疫苗，同时带动更多有能力的国家加入并支持“实施计划”。通过加入“实施计划”，中方也将同有关

国家加强疫苗合作。

3、比尔·盖茨：终结新冠，世界要做好三件事

https://mp.weixin.qq.com/s/_0Qc55gcrW64k4XPmBcBxA

世界即将迎来一项了不起的科学成就：一支甚至多支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很可能在明年初准备就绪。这一进展

将让世界有机会消除新冠疫情的威胁，逐步恢复正常。我们能够对新冠免疫，隔离措施将被解除，人们将不再需

要戴口罩，世界经济将再次全速运转。但疫情不会自行结束，要实现这一目标，世界首先需要做好三件事：数十

亿剂疫苗的量产能力、为疫苗买单的充足资金，以及运转良好的疫苗交付系统。

4、李安山：中非合作论坛二十周年：历程、成就与思考

https://mp.weixin.qq.com/s/3Yk_EuvXf3aHklhtOqOahw

新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二十年来，中非合作不断取得新突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此背景下，西方对中非关

系快速发展产生焦虑、偏见和忌妒情绪，部分西方媒体针对中非合作进行各种无端指责。当前中非合作面临众多

机遇与挑战。在处理相关问题时，中非只要坚持求同存异，加强沟通和协调，就会继续实现合作共赢。当下，中

国需客观认识中非合作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地位及其在各国的实际反应，同时警惕国际上某些“捧杀”“中国模

式”的做法，趋利避害，推动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

5、贺文萍：中国“精准扶贫”故事的国际传播

https://mp.weixin.qq.com/s/4_4fvJpTK1_w7iaQkI9nhw

消除贫困和饥饿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适宜进行国际传播的全球关注议题。在中国精

准扶贫故事的国际传播过程中，一是讲清楚“精准扶贫”的内涵，包括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发展之路以及

以人为本的“精准扶贫”理念；二是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讲述中国“精准扶贫”故事；三是讲清楚中国扶贫对

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6、中国是如何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国？

https://mp.weixin.qq.com/s/9ezluqeINQv-jfyhw6EUEA

中国连续十年成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在今年 1-4 月中国与非洲地区货物贸易进口额下跌 16.22%下，中国对非投

资却逆势增长 4.4%，给中非合作注入了关键的强心剂。中非都曾在混沌的商业环境中寻求过自身的发展之道，



共同的经历使得二者在经济上的汇合拥有了更多互助的默契。上世纪 70 年代中非的合作更多体现在意识形态的

一致性上，而步入 21 世纪，中非之间的经济活动旺盛发展，成为中非合作新兴的重要维度。然而新世纪初期的

合作模式也暴露出了中国在可持续性上的相对弱视，无论是对非债务与环境保护方面都引发了国际的争议。在可

持续发展成为全球趋势的大环境下，中非经济合作也势必需要顺应浪潮，从传统能源汲取到新兴能源开发，从大

额贷款汇入到人力资本培育，从短期效益投注到长期价值收效。对可持续性的关注不仅在于能为双方带来长期的

回报，也在于中非之间缔结的不只是短期的契约关系，而是长远的伙伴的友谊。

7、刘娴：援助资金可以在发展融资体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https://mp.weixin.qq.com/s/jrecGBbt4R2PE-DxOJQmJw

发展融资是指用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各类资金，包括中央地方财政援助资金、开发性金融、商业资金、社会组织

资金等。作为发展融资体系的一部分，官方援助资金一般是国家财政性资金，体现国家意志。我国援助资金可以

在发展融资体系中发挥更重要的撬动和引导作用，这既契合国际上发展融资方兴未艾的新形势，也能够配合我国

对外合作的新需求，对在后疫情时代配合“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推动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

8、世界粮食日 | 哪些数据与事实告诉你世界正在陷入饥饿？

https://mp.weixin.qq.com/s/v05Ma2c6GOhpejO0zQk03g

从 1981 年起，每年的 10 月 16 日被联合国大会设定为“世界粮食日”（World Food Day）。2020 年，新冠肺炎疫

情全球大流行和空前的东非沙漠蝗虫灾情，使全球经济、社会、政治前景变得难以预料。其中，对全球粮食体系

的影响究竟如何呢？于 2020 年 7 月发布的 2020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大多数负担不起健康

膳食的人生活在亚洲（19 亿）和非洲（9.65 亿），其次是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1.042 亿）；北美洲和欧洲

的最少（1800 万）。健康膳食的成本已超过国际贫困线（1.90 美元/人/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令贫困人口无

法负担。这一成本还高于多数南方国家的平均食品支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约 57%以上的人口无法负担

健康膳食的成本。

9、用数据分析中国对非卫生援助

https://m.yicai.com/news/100800644.html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后，最先稳定国内疫情的中国积极向他国提供卫生援助。然而，中国对外卫生援助的地

位和作用尚未被充分认识和理解。在国内，民众仍然对中国对外援助的原因、历史溯源、特点与实际情况缺乏了

解。实际上，中国在新冠期间的援助有其历史根基。基于此，作者梳理了国际机构的埃博拉援助数据以及援助实

验室 AidData 数据库中有关中国于 2000 至 2014 年对非洲开展卫生援助的数据，尝试对中国自 21 世纪初对非卫生

援助的特点和趋势进行总结，并分析在此期间出现的转变及其在具体国际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特征。

10、WFP 获诺贝尔和平奖，但全球对抗饥饿与贫困的道路依然漫长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574158?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10 月 9 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获得了 2020 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将本年度

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世界粮食计划署是为表彰该组织为解决全球饥饿问题所做的努力。世界粮食计划署获得诺贝尔

和平奖是一个鼓舞，让人们反思在疫情带来的危机中如何重塑全球合作。同时这也是提醒人们，在这个特殊时期，

全球对抗饥饿与贫困的道路依然漫长。

11、新冠或致今年结核死亡人数增加 20 至 40 万

https://mp.weixin.qq.com/s/L6WTtjROtbCL5CZ5ILSuXg

新冠疫情是 2020 年结核病防治工作最大的“变数”。世界卫生组织（WHO）在近日发布的《2020 年全球结核病

报告》中预计，2020 年，全球或有 20 万至 40 万例结核病人额外死亡，世界结核病防治水平将倒退 5-8 年。未来

五年内，新冠疫情将导致全球结核病例额外新增 630 万例，额外死亡人数增加 140 万例。

12、一图看懂中国加入的 COVAX计划如何推动新冠疫苗公平分配

https://mp.weixin.qq.com/s/-HevXZMpDKKFvY_sUo61ow



中国近日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 计划）。COVAX 计划是人类终结新冠急性期的最大希

望。同时，因持有大量且多样的新冠候选疫苗样本，该计划能最大程度地提高疫苗成功的可能性。目前，全球已

有超过 184 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该计划。COVAX 计划的最初目标是在 2021 年底前完成 20 亿剂新冠疫苗生产，

并将其中一半用于低收入国家。

13、助力非洲农业发展 中国在行动

https://mp.weixin.qq.com/s/WmdYUt_rWUwhK-4YUDPwlw

10 月 16 日是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将 2020 年全球活动主题确定为“齐成长、同繁荣、共持续，行动造就

未来”。17 日是国际消除贫困日，联合国公布今年的主题为“共同行动，实现所有人享有社会和环境公正”。

两个纪念日的主题，都包含“行动”两字，“行动”成为国际社会今年对抗饥饿与贫困的共同主题。新冠疫情冲

击下，非洲粮食安全和减贫事业都受到严重威胁。作为非洲全天候的好朋友、好伙伴，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促进

非洲农业发展、改善当地粮食安全状况，助力非洲减贫事业发展。

14、中国无脊灰 20 年后，为什么还要打疫苗？

https://mp.weixin.qq.com/s/c5DHrEeepfqsJwNtaIeEVQ

2020 年 10 月，是中国实现无脊灰状态 20 周年。但是，这 20 年来，中国乃至全球的公共卫生系统没有半点放松。

中国的新生儿依然需要接种 4 剂次的脊髓灰质炎疫苗。这是为什么呢？经过 30 年全球共同努力，受脊灰影响的

国家从 125 个国家下降到只有 2 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如果停止脊灰疫苗接种，会导致人群免疫水平下降，

输入性的脊灰感染者会在无保护人群中传播病毒。就像星星火种，遇到易燃物，所造成的火势可能一发不可收拾，

但如果做好阻燃准备，保持脊灰疫苗的高覆盖率，建立群体免疫的铜墙铁壁，星星之火则可能很快被扑灭。因此，

在全球消灭脊灰之前，我国不能停止脊灰疫苗的接种。

15、IMF 预计今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萎缩 3%

https://mp.weixin.qq.com/s/xv0AfsXh9txo58vOULrGUQ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 月 22 日发布最新一期《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展望》报告，预计 2020 年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将萎缩 3%，较 IMF 今年 6 月份的预测值高 0.2 个百分点，仍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报告

说，虽然 2021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有望回升至 3.1%的增长水平，但预计到 2022 年至 2024 年该地区实际

GDP才可能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报告认为，今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均收入预计将收缩 5.3%，回落到 2013 年

的水平。该地区两大经济体尼日利亚和南非今年经济将分别萎缩 4.3%和 8%。

16、观点摘录 | 首届全球健康与发展论坛：科技创新与全球健康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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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苗对于疾病的控制、消除、消灭具有重要作用。疫苗通过直接保护与主动免疫、间接保护、直接保护与被动免

疫、暴露后预防四种方式，大大减少了人类的患病和死亡，同时，疫苗也大大节约了社会的医疗成本和社会成本。

新冠疫苗的首选目标产品应该保证人群接种后对于防止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性能够达到 70%，次选产品应该保证

人群接种后有效性能够达到 50%。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目前已开展临床试验的疫苗都达到了预期目标。

17、不断增加的慢性病与公共卫生的失败刺激了 COVID-19 发展

https://mp.weixin.qq.com/s/mJGzmrO5N-1DZBM4Wnhe8Q

《柳叶刀》（The Lancet）近日发表 2019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特别专刊。GBD2019

对 204 个国家与地区的 286 种死因、369 种疾病和伤害，以及 87 个危险因素的分析，揭示了世界人口在应对

COVID-19 疫情影响基本健康方面的准备程度。全球慢性病的危机以及全球公共卫生未能遏制高度可预防的风险

因素的增加，致使全球人口易受到类似 COVID-19 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影响。在过去的十年中，全球

在健康方面的进步并不均衡。中低收入国家（LMICs）在健康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主要是由于在传染性

疾病、孕产妇以及新生儿疾病方面的成功治疗。然而作者警告说，中低收入国家的卫生系统不足以应对日渐增长

的由非传染性疾病造成的疾病负担，这些非传染性疾病在中低收入国家中造成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比例从

1990 年的约三分之一增加至 2019 年的将近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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