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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能及时惠及⾮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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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多⽀新冠疫苗三期临床试验传来好消息，关于疫苗采购分
配的更多问题也随之而来。本期⽂章将回应“当疫苗总量不能

满⾜需求时，谁应最先接种”“多边疫苗采购机制为何重要”
“⾮洲国家如何通过参与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
获得新冠疫苗”等问题。本期还将介绍抗击宫颈癌的故事。尽

管中国与⾮洲国家在国情、⽂化基⽯、经济发展⽔平多有不

同，但彼此经验各有可取和互补之处，中国HPV疫苗正在加速
申请世卫组织预认证，未来将惠及包括⾮洲在内更多中低资源
国家和地区的宫颈癌防控事业。本期通讯将提供12⽉有关中⾮
健康与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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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健康与发展⽹（www.chinafrica101.net）、媒体专栏、
⾃媒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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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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性第四⼤癌症，约85%的疾病负担集中在低资源国家，其
中⼜以⾮洲地区的疾病负担最重。中国是世界上宫颈癌新发病例最多

的国家，宫颈癌负担也异常沉重。世界卫⽣组织近⽇发布《加速消除
宫颈癌全球战略》，全球⾸次承诺消除这⼀癌症。尽管中国与⾮洲国
家在国情、⽂化基⽯、经济发展⽔平多有不同，但彼此经验各有可取
和互补之处，中国HPV疫苗正在加速申请世卫组织预认证，未来将惠
及包括⾮洲在内更多中低资源国家和地区的宫颈癌防控事业。

阅读全⽂：

https://mp.weixin.qq.com/s/DHRuRwU7g7Rt-bFr5OYO5Q

全球多⽀新冠疫苗三期临床试验传来好消息，关于疫苗采购分配的更
多问题也随之而来：当初期的产量远不能满⾜需求时，谁应该最先接
种？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中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牵头协调、联合国⼉

童基⾦会和泛美洲卫⽣组织具体⾏动的疫苗采购三⼤⽀柱将如何创新

采购流程、分⼯⾏动，应对这次⼈类历史上最⼤规模、最紧急的疫苗
采购？

阅读全⽂：

https://mp.weixin.qq.com/s/8bg1anUCSMjonjrm01Sh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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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洲国家来说，获得新冠疫苗的最佳机会是参与由世界卫⽣组织（WHO）、全球疫苗免疫
联盟（GAVI）、流⾏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共同发起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COVAX）。COVAX的⽬标是为多个有前途的候选疫苗下订单，并公平分配研发成功的候
选疫苗，防⽌个别国家囤积疫苗。COVAX的⽬标是到2021年底⽣产20亿剂疫苗 ，并将其中
⼀半⽤于包括⾮洲⼀些国家在内的低收⼊国家。

阅读全⽂：

https://mp.weixin.qq.com/s/8puWtNLTo5c0ItEb1JL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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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已在多国上市，但能及时惠及⾮洲吗？

⾮洲国家参加COVAX获取新冠疫苗⽰意图（图源：UNICEF）

10⽉15⽇下午，51位⾮洲国家和机构的驻华外交使节来到国药集团中国⽣物北京⽣物制品
研究所，参观⾼科技⽣产设施，了解新冠疫苗科学规范的研发流程（图源：新华社）

作者：赵继国



有关新冠疫情、疫苗、粮食安全参考资料

1、世卫组织呼吁重振抗击疟疾行动（1130）

https://www.who.int/zh/news/item/30-11-2020-who-calls-for-reinvigorated-action-to-fight-malaria

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和全球卫生伙伴加紧防治疟疾。这种可预防、可治疗疾病每年继续夺去数十万人的生命。

需要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新的工具和更多资金，以改变该病的全球趋势，实现国际商定的目标。根据世卫组

织最新的《世界疟疾报告》，疟疾防治继续停滞不前，特别是在非洲高负担国家。在获得救命工具方面的缺口正

在破坏全球遏制这种疾病的努力，新冠大流行将进一步阻碍这场斗争。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说：“现在是

非洲乃至全世界领导人再次奋起应对疟疾挑战的时候了，正如他们为本世纪初以来取得的进展奠定基础时所做的

那样。通过联合行动和承诺不让任何人掉队，我们可以实现全世界没有疟疾的愿景”。

2、中国疫苗更适合非洲和拉美国家（1201）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208668.shtml

考虑到非洲及拉美受援国在进口西方mRNA疫苗时面临的挑战，例如热带高温、远距离运输和疫苗所需要的超

低温冷冻设备稀缺，中国疫苗由于成本更低、适应于常规冰箱可便捷使用等优点，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具有吸引

力。

3、阿里巴巴与埃塞俄比亚航空开通航线运送新冠疫苗（1201）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208610.shtml

阿里巴巴与埃航的合作代表了中国当局和私营企业在帮助非洲和世界抗击大流行方面的最新努力。据悉，名为“菜

鸟”的波音 777 货运飞机计划每周执飞两次，将从深圳机场出发，经迪拜到达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飞机

能够运送需要在-20°C 低温下的疫苗。亚的斯亚贝巴的货运站已建成冷库，配置了冷链穿梭巴士，以确保包括

疫苗在内的医药产品能够全程安全使用。

4、新非洲联盟意图解决致命的新冠 “信息大流行病 ”（1203）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12/1072952

世界卫生组织 12 月 3 日宣布，非洲成立“非洲信息大流行病应对联盟”，旨在打击围绕新冠和非洲其他卫生紧

急情况的网上错误信息这一“信息大流行病”。联盟汇集了 13 个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在数据和行为科学、流

行病学、研究、数字健康和通信方面拥有专长的事实核查小组。

5、传播速度非常快，南非出现新冠病毒变异（1208）

http://dwz.date/dJpM

12 月 8 日，据当地媒体报道，南非卫生部长穆凯兹宣布，夸祖鲁-纳塔尔研究创新和测序平台在对数百个病毒样

本进行测序后发现了新冠病毒变种。穆凯兹表示，目前有证据表明，是该变种驱动了南非的第二波疫情。

6、盖茨基金会承诺再提供 2.5 亿美元资金应对新冠（1210）

http://dwz.date/dJmb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12 月 10 日宣布将再提供 2.5 亿美元资金，支持全球研究、开发和公平分配抗击新冠

肺炎和挽救生命所需的各类工具。这是盖茨基金会目前为止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提供的最大单笔资金。这笔资金

将用于支持继续推动创新，开发出更易于规模化生产和分配的检测工具、药物和疫苗，提供更可负担并适用于不

同场景的多样化选择。基金会所做的承诺也包括支持向中低收入国家交付这些创新的检测工具、药物和疫苗。

7、中非农业南南合作：助力非洲国家实现“零饥饿”愿景（1210）

https://mp.weixin.qq.com/s/67oNUeksZx0i2Bksj23KkQ

农业一直是中非南南合作的基础领域，尤其是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非农业南南合作为保障非洲国家粮

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马达加斯加，来自中国的农业技术、管理和产业化经验帮助当地提高了农业生产能力

和粮食安全水平，获得广泛赞誉，为马达加斯加及其他非洲国家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



饿”愿景增添信心。

8、中国援助的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动工（1214）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0-12/14/c_139589277.htm

中国援建的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以南的非洲疾控中心总部的项目已经动工。总部占地面积约 9万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近 4万平方米，将包括一个应急反应中心、数据中心、实验室、图书馆、新闻发布厅、培训中

心、会议中心、办公室和外籍员工公寓——将全部由中方修建、装修和提供设备。

9、第二批中国新冠疫苗运抵埃及开罗（1215）

https://www.egypttoday.com/Article/1/95377/2nd-batch-of-Chinese-Coronavirus-vaccine-arrives-in-Cairo-with

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第二批中国新冠疫苗于 12 月 15 日抵达埃及首都开罗。该批次包括 5万剂，加上第一批从阿

联酋运送来的中国疫苗，目前共有 10 万剂，将给 5万人接种。这批疫苗在验证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并获得世界卫

生组织批准紧急使用后，已经在包括埃及在内的六个国家中对 45,000 名志愿者进行了测试。埃及卫生部说，志愿

者参与临床试验均未出现任何并发症。卫生部长哈拉·扎耶德（Hala Zayed）还表示，“疫苗将对所有埃及人免

费，因为这是国家的责任。”

10、提升新冠疫苗非洲本地生产能力的呼声越来越高（1216）

http://dwz.date/dJk4

近年来，在非洲建立本地药品生产能力的努力已开始带来红利，为新生的疫苗行业发展铺平了道路。尼日利亚、

埃塞俄比亚、南非、埃及和其他地区的制造商正在成为其国家和地区的优先药品的主要生产商。但是非洲本地生

产的疫苗不到整个非洲大陆使用量的 1％。在过去的 25 年中，许多疫苗制造商由于本地产疫苗无法与进口疫苗

竞争而停产。新冠大流行有可能促进非洲当地疫苗的生产。

11、沙漠蝗灾继续威胁非洲之角和也门的粮食安全（1216）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12/1073822

联合国粮农组织 12 月 16 日表示，尽管 2020 年采取了有力的沙漠蝗防治措施，但新一代蝗群正威胁着非洲之角

和也门数百万人的农业和畜牧生计以及粮食安全。在国际社会支持下，粮农组织协调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响

应行动，自 1 月以来，10 个国家 130 多万公顷的受灾土地得到了治理。然而，粮农组织指出，有利的天气条件和

季节性普遍降雨致使蝗虫在埃塞俄比亚东部和索马里大量繁殖。上个月导致索马里北部出现洪灾的气旋"加蒂"

令情况火上浇油，蝗群可能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蔓延。新的蝗群已经形成，有可能再次入侵肯尼亚北部，红海两

岸的蝗虫也在繁殖，对厄立特里亚、沙特阿拉伯、苏丹和也门构成新的威胁。

12、五分之四的非洲人会接种新冠疫苗（1217）

http://dwz.date/dJkj

非洲疾控中心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非洲人中约 80％表示， 一旦新冠疫苗上市并被认为安全有效，

他们愿意接种。在表示不会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安全是首要问题。

13、冲突、洪水和新冠疫情将南苏丹民众推向极度饥饿（1218）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12/1074072

受不安全局势、新冠疫情、持续的经济危机以及洪水对生计造成影响等因素，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 12 月 18 日共同呼吁，应立即向南苏丹东部的皮博尔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那里的人们

正面临灾难性的饥荒。

最新综合粮食安全阶段分类报告预测，从 2021 年 4 月至 7 月，估计有 724 万人，即该国人口的 60%，面临正式

的粮食危机状态或日益恶化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

14、20 亿剂新冠疫苗已有保障，大流行结束有望（1218）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12/107405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12 月 18 日表示，“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已确保将获得近 20 亿剂现



有和候选疫苗供全球使用。到 2021 年底之前，所有其他参与国都能够获得足够覆盖其 20％人口的疫苗，并在 2022

年进一步增加供给。他对此表示欢迎，并指出，尽管新冠大流行有望结束，但我们绝不能放松警惕。

有关 COVAX的更多内容请参考以下网盘资料：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i3GVh-8ZKd6V9wRd7riS0g

提取码: n9fh

15、南非实施耐药结核病的新方案：世界可以借鉴什么？（1220）

https://mp.weixin.qq.com/s/c_SJbq-9fSEEsANWBrH3MA

新型抗结核药物治疗利福平耐药结核病（RR-TB）在全区范围内利用率极低。2018 年 6 月，在世界卫生组织（WHO）

发布更新的 RR-TB 管理指南之前，南非宣布将向所有接受短程或长程治疗方案的 RR-TB 患者提供贝达喹啉

(BDQ)。南非一直是 BDQ在 RR-TB 患者中推广最成功的国家。同时，目前全球接受含 BDQ方案治疗队列的 60%

是 RR-TB 患者。在改良的短程方案中使用 BDQ产生的项目数据为新近更新的WHO指南推荐短程全口服方案提

供了支持。一系列积极推广新药的政策增加了南非 RR-TB 患者获得良好治疗转归的比例，同时降低了死亡率。

这样的结果支持了全球耐药结核病治疗策略的更新。支撑这些大刀破斧改革的策略包括南非国家结核病规划与伙

伴之间的密切合作，在密切监测的条件下采用新的结核病诊断工具，并参考当地规划项目产生的证据指导国家级

治疗指南政策的更新。本文总结了十年的工作经验，这些经验最终导致了这样一个大胆的决策，即在密切监测的

项目条件下，采用改良的全口服含 BDQ和利奈唑胺（LZD）短程方案。

16、朱伟东：新冠肺炎疫情对非洲大陆自贸区影响几何？（1219）

https://mp.weixin.qq.com/s/KV2C_U23DlNcXfu4F1SU6w

2020 年 12 月 5 日，非盟大会关于非洲大陆自贸区的第 13 届特别会议在网上召开。非盟现任主席、南非共和国总

统拉马福萨在会议上再次重申，非洲大陆自贸区将在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启动自由贸易，“这将是非洲一体化

进程中最为重要的里程碑”。这一决定已被非盟批准。这标志着非洲越来越接近实现一体化的梦想，这也为非洲

国家团结抗疫、争取经济尽快复苏增添了信心和力量。

17、AGRA：明年非洲粮食安全面临双重威胁（1222）

http://dwz.date/dJjE

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在非洲变得更加明显，非洲大陆经历了极端天气循环，包括干旱，洪水和飓风，加剧了粮食

不安全问题。今年，由于贸易中断和价格上涨，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GRA）

主席 Agnes Kalibata 表示，今年非洲大陆幸免于最坏情况，因为今年新冠大流行恰逢降雨充沛。但是，人们越来

越担心明年非洲大旱。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粮食生产减少和价格上涨将使得非洲大陆的粮食运输能力进一步复杂

化，这将加剧新冠疫情造成的粮食不安全问题。

18、低收入国家仍在争取公平获得新冠疫苗（1223）

https://www.devex.com/news/covid-19-vaccines-are-a-scientific-feat-but-lower-income-nations-are-still-fighting-for-equit

y-98832

近日，欧美一些国家陆续批准使用新冠疫苗，但对于许多低收入国家来说，他们的高危人群何时能够接种疫苗仍

不清楚。虽然过去一年在科学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高收入国家囤积了疫苗制造商提供的疫苗，引发了

对疫苗公平性的担忧。根据杜克大学全球健康创新中心的数据，截至目前共有 12 个高收入国家确认购买了约 40

亿剂新冠疫苗，有 13 个中高收入国家和 8个中低收入国家分别获得了 9.46 亿剂和近 18 亿剂，其中一些交易与来

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候选疫苗有关，但没有发现低收入国家直接购买疫苗的记录。

19、如何让新冠疫苗抵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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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24 日，全球已有 172 个候选疫苗在研发中，61 个候选疫

苗进入临床阶段，其中 18 个处于或已完成三期临床试验。其中辉瑞和Moderna 的 mRNA 疫苗有效性达到 90%以

上并已获得一些国家批准且开始使用。此外还有多支疫苗在三期临床试验中显示了良好的有效性。然而，一种疫

苗被研发出来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让人们能打上疫苗——这第二步的难度并不低于第一步。要让全世界的新冠



疫情都平息，需要多少剂疫苗呢？按照新冠病毒的传播力、当前疫苗的有效力来估算，全球至少需要 100 亿剂新

冠疫苗。要让这 100 亿剂新冠疫苗运送并覆盖全球，将需要近 20 万次装运、1500 万个冷冻箱以及 1.5 万架次航

班。那么该如何让新冠疫苗抵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相关活动

1、2021 年 1 月 12 日，CGIAR COVID-19 Hub：支持各国应对全球大流行

https://www.ifpri.org/event/virtual-event-cgiar-covid-19-hub-supporting-national-responses-global-pandemic

2、2021 年 1 月 26-27 日，二十国集团卫生工作组会议

https://www.g20.org/en/calendario-event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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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