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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  “赶超”  埃博拉：

⾮洲传染病之困

脊髓灰质炎会是下⼀个
被消除的传染病吗？



本期通讯的第⼀篇通过采访帕斯适宜卫⽣科技组织

（PATH）刚果⺠主共和国地区总监特拉德·哈顿，以刚果
⺠主共和国为例分析⾮洲抗 “疫” 的经验和教训。第⼆
篇介绍⾮洲如何应对新冠、艾滋病、疟疾、结核、埃博拉

带来的多重威胁。第三篇介绍中国脊灰消灭经验，以及全

球脊灰消灭的困难与经验。第四篇介绍国际农业研究磋商

组织（CGIAR），探讨⼀体化的CGIAR将如何应对⾮洲
国家的综合性危机，如何⽤科技推动“后新冠时期”的全

球农业多边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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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卫组织8⽉25⽇正式宣布⾮洲成为第五个“⽆脊灰地区”。⾃全
球消灭脊灰⾏动于1988年成⽴以来，脊灰传播从125个国家的35万
例减少到如今的两个国家33例。我国在2000年就被世界卫⽣组织认
证为⽆脊髓灰质炎国家，并于2011年开始帮助⾮洲国家防控脊灰，
本⽂将介绍中国脊灰消灭经验，以及全球脊灰消灭的困难与经验。
阅读全⽂：
https://mp.weixin.qq.com/s/IwftEm65TTBfyLm9wCZRvA
插画版本：
https://mp.weixin.qq.com/s/aEVLAqxLuY1cF45HPgc4mg

截⾄北京时间8⽉31⽇凌晨，⾮洲54个国家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
1245368例，死亡病例累计29585例⸺超出了历次埃博拉感染的
死亡⼈数。⼀些⾮洲国家与平均病死率为50%的埃博拉病毒有过多
次正⾯对抗，世卫组织表⽰，应对过埃博拉疫情的⾮洲国家，⾯对
新冠病毒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以及基础设施上的⽀持。
阅读全⽂：
https://mp.weixin.qq.com/s/wy-q8qlLvyKuj3RJtU6X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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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幸甚

新冠 “赶超” 埃博拉：
⾮洲传染病之困

脊髓灰质炎会是

下⼀个被消除的

传染病吗？



⾮洲新冠病例⽬前已经突破120万，这还只是官⽅公布的数字，由
于检测试剂不⾜、很多病例不能诊断，加上统计能⼒有限，实际数
字可能远⾼于此。除此之外，⾮洲还有⼀个重⼤问题：新冠肺炎挤
占医疗资源，“耽误”了原有传染病和其他疾病的防治。这个问题
的严重程度与间接致死的⼈数，可能超乎我们所有⼈的想象。
阅读全⽂：
https://mp.weixin.qq.com/s/E4BAwsptuWFi0YO5x410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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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创新推动部署更⼤规模、更⾼速度、更低成本、更强影响的
增⻓，以粮⻝、⼟地、⽔资源系统的转型推动营养，贫困，性别，
⽓候和环境五⼤议题在⽋发达地区的落实，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是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系统理事会对全体CGIAR成
员发出的倡议，也是⼴⼤发展中国家在“后新冠时期”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途径。
阅读全⽂：
https://mp.weixin.qq.com/s/5eR-se5gK4aNpLi4CmeN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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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象公会

新冠来了，艾滋病、
疟疾、结核、埃博拉

怎么办？

⽤科技推动“后新冠

时代” 全球农业多边
合作

作者：曹瀛丹



以下是部分媒体发布的活动相关稿件：

1、新华社：“援⾮抗疫中国在⾏动”线上研讨会举⾏
https://mp.weixin.qq.com/s/o2ElS97t7azq-W5q7zprQg

2、中新社：援⾮抗疫中国在⾏动”在线媒体智库研讨会举⾏
http://www.chinanews.com/gn/2020/08-27/9275264.shtml
国际在线转载
http://news.cri.cn/20200827/6e90f66b-dabd-620a-4246-87e469e863b2.html

3、⾮洲华侨周报：援⾮抗疫，这个研讨会为您解读
https://mp.weixin.qq.com/s/KvpD0kOo9dLOLBfPLwxoeQ

4、直通⾮洲：驻南⾮使馆临时代办出席“援⾮抗疫中国在⾏动”在线媒体智库研讨会
https://mp.weixin.qq.com/s/_iVzgwhQP2JaMyhrTjY7rQ

5、南⾮媒体 The Mercury

8⽉26⽇，“援⾮抗疫中国在⾏动”线上研讨会以直播形式成功举
⾏。本次会议由Diinsider联合环球⼴域传媒集团共同主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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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活动预告：
防控疟疾的成功

经验和⾮洲疟疾

防控的中国案例

新冠疫情⼤流⾏的趋势下，⾮洲地区也不能幸免，确诊病例快速增
加的同时还要⾯对更多挑战，区域内⾼发的疟疾就是问题之⼀。根
据世界卫⽣组织的数据，每年有2亿多⼈感染这种疾病，其中40多万
⼈死亡⸺每天近1200⼈死亡。2018年，93%的疟疾病例和94%的
死亡病例发⽣在⾮洲。疟疾也是撒哈拉以南⾮洲⼉童死亡的主要原
因之⼀。

2020年是中国实现消除疟疾⽬标年，及时发现、报告、诊断和治疗
输⼊性疟疾病例，防⽌疟疾输⼊再传播，是实现消除疟疾的关键。
为促进社会和公众在防控输⼊性新冠肺炎的同时，提⾼防控输⼊性
疟疾意识，国际发展机构Diinsider拟于9⽉底举办在线媒体研讨
会，邀请公卫专家和药企代表介绍防控疟疾的成功经验和⾮洲疟疾
防控的中国案例，欢迎报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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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活动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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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气候变化与非洲发展概述（0804）
https://mp.weixin.qq.com/s/a5JV2nEzYYh1DdYcA4FqQw

工业革命时代以来，人类活动致使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持续上升，全球平均气温也随之增
加。由此带来的气候变化对自然、人类系统造成了广泛且严重的影响，威胁各国的生存与发
展。非洲作为对温室气体排放贡献最小的地区，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却首当其冲。本文将简述
非洲碳排放现状、气候变化下的发展脆弱性，以及非洲在国际气候条约中的减排责任，从而
说明非洲并无强制性减排义务。

2、COVID-19 is awful. Climate change could be worse.（0805）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covid-19-awful-climate-change-could-worse-bill-gates/

A global crisis has shocked the world. It is causing a tragic number of deaths, making people
afraid to leave home, and leading to economic hardship not seen in many generations. Its effects
are rippling across the world.Obviously, I am talking about COVID-19. But in just a few decades,
the same description will fit another global crisis: climate change. As awful as this pandemic is,
climate change could be worse.

3、中国自研新冠疫苗如何成为国际卫生公共品（0805）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587612

控制新冠疫情的迫切性使得在少数国家成功研制的疫苗被跨国使用成为不可避免。当然，这
也是有研制能力的企业和相关国家展示实力和担当的良机。可是，在长期主导全球疫苗供应
的西方跨国医药企业以及管制它们的政府那里，为什么其研制成功后的新冠疫苗的跨国应用
不是一个重点话题？中国自研的新冠疫苗如何才能成为国际公共品？

4、How healthcare systems across the globe are reeling from the pandemic（0805）
http://www.changemag-diinsider.com/blog/how-healthcare-systems-across-the-globe-are-reelin
g-from-the-pandemic?fbclid=IwAR3yTFKiRWBPEbzoPNZegwJ_-1bN5BBLS3VIVXSTEy9tIGk
MvMIX1cilzM0

Ever since its emergence late last yea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as cast spotlight on the
vulnerabil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healthcare sector.Training community-based health
workers to ensure the timely delivery of treatment is crucial to meet the shortage of health
workforce. A good example of a country that has been practicing this is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During the outbreak of Ebola in 2014, the country trained thousands of community
health workers to help prevent, detect, and respond to the Ebola-infected people. This
community-based strategy is now being deployed to help strengthen the COVID-19 response in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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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000000000 剂新冠疫苗谁来生产？（0807）
https://mp.weixin.qq.com/s/dGVHTJvG3pWTUSM8bZDEEg

据估算，全球需要至少 100 亿剂新冠疫苗，才能在人群中形成群体免疫。而这个数量，是全
球年疫苗产能的三倍多。在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当下，全球必须携手向前，共担风险，才有
可能真正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6、Up to 100 million COVID-19 vaccine doses to be made available for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s early as 2021（0807）
https://www.gavi.org/news/media-room/100-million-covid-19-vaccine-doses-available-low-and-
middle-income-countries-2021

A new landmark collaboration between SII, the world’s largest vaccine manufacturer by volume,
Gavi and 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will accelerate the manufacture and delivery of
up to 100 million doses of COVID-19 vaccines for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LMICs) as
part of the Gavi COVAX AMC, a mechanism within the COVAX Facility.The collaboration will
provide upfront capital to SII to help them increase manufacturing capacity now so that, once a
vaccine, or vaccines, gains regulatory approval and WHO Prequalification, doses can be
produced at scale for distribution to LMIC countries as part of the Gavi COVAX AMC
mechanism as early as the first half of 2021.

7、New IHME COVID-19 Forecasts for Sub-Saharan Africa Find Mask-wearing and Other
Prevention Measures Could Prevent Over 60,000 Deaths by December 1（0810）
http://www.healthdata.org/news-release/new-ihme-covid-19-forecasts-sub-saharan-africa-find-
mask-wearing-and-other-prevention

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IHME）近日对新冠肺炎疫情对非洲的潜在影响进行了
预测。他们估计到 12 月 1 日死亡人数将达到 15.8 万人。然而，如果普遍使用口罩，死亡人
数可能会降至 8.5 万人，降幅接近 50%。

8、非洲农业中的女性：鲜艳的衣裳与沉重的锄头（0815）
https://mp.weixin.qq.com/s/YPUxHFS-yfXNdzpIeLEfFg

在非洲新经济形势下，农业中的性别角色也在流动。随着男性流向非农业部门，女性对于农
业工作的参与度逐渐增加，非洲女性在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非洲
农业女性化的过程容易忽视性别差异带来的问题，旧有的性别角色、资源获取以及能力习得
中的性别障碍，在新变化下牵制着女性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9、新冠疫苗最后一步面临两个最大难点（0816）
https://mp.weixin.qq.com/s/L5LMzgeCy3rlBNZqMwHgKw

业内普遍认为，三期临床试验将是考验新冠疫苗能否成功的关键点和试金石。在这一阶段，
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将经受哪些考验？抗体增强性反应（ADE）问题是否会成为阻碍新冠
疫苗诞生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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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世卫组织两次点赞！这个非洲兄弟厉害了（0816）
https://mp.weixin.qq.com/s/-Mpoz5mxX8NlYDvNzB1YxQ

截至目前，非洲新冠确诊病例已超 120 万，54 个国家全部出现疫情，确诊超万例的国家超
过 13 个。不过，有个国家的抗疫成绩单格外亮眼，近来两次获得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
塞肯定。这个国家就是非洲地图上很不起眼的卢旺达——国土面积约 2.6 万平方公里，人口
1200 多万。说到抗疫，卢旺达究竟有哪些秘诀？

11、As COVID-19 spreads, don’t lose track of malaria（0817）
https://www.gatesnotes.com/Health/As-COVID-19-spreads-do-not-lose-track-of-malaria

Mosquitoes are out biting every night, infecting millions of people with malaria—a disease that
kills a child every other minute of every day.Most of these deaths occur in the poorest countries
with the weakest health systems. Now, they face the added burden of halting the coronavirus.
And in many of these countries, COVID-19 cases are likely to peak at the worst possible time: the
height of their malaria transmission seasons.

12、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项目探索新型伙伴关系（0820）
https://mp.weixin.qq.com/s/CA7ykW_SjvWQhPH07OF9Aw

“南南合作”，最通俗的意思就是发展中国家互相帮助。自 2009 年成立至今，中国-联合国粮
农组织南南合作信托基金项目已经向 12 个发展中国家派遣了 252 名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
十多年间，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项目一直在探索新型的伙伴关系，以更好地帮助
受援国。比如，引入其他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以三方合作的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再比如，在援助的同时，撬动受援国自身的专家技术和资金投入。

13、饥荒、手机、女性与大数据（0823）
https://mp.weixin.qq.com/s/_bgZjHqgN9ISs-IiMFtrtQ

面对 50 年以来最大的粮食危机，光有钱还远远不够。建立更具抗灾能力的粮食供应系统，
需要反映受灾社区真正需求的数据，以及构建能够综合处理这些数据的平台，以帮助决策者
最大程度地增加目标研究和干预措施的影响力。

14、新冠肺炎 16 种疗法追踪：哪些药物有效？（0828）
https://mp.weixin.qq.com/s/tYIIX25mFxYJdLSoyIfdKA

随着新冠肺炎的全球流行，无论是科研人员、医生、患者还是普通大众，对新冠肺炎的药物
和疗法都产生了空前的关注。当人们逐渐接受没有 “特效药” 的存在，一个新的问题是，我
们是否真的了解当前的新冠肺炎治疗处于什么程度？那些曾经受过关注的药物，还有多少值
得期待抑或已被放弃，本文希望用循证的方式来展现人类为解决上述问题所做的努力。全文
分为四个部分：新冠肺炎 16 种疗法追踪表、 抗病毒药物篇、 症状缓解治疗、中药篇。

https://mp.weixin.qq.com/s/-Mpoz5mxX8NlYDvNzB1Y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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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tYIIX25mFxYJdLSoyIfd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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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扫码进入调查问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