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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多数新冠疫苗还没有正式上市，但很多⼈都将疫
苗当作彻底打败新冠病毒的利器。然⽽像结核、⿇疹、
⽩喉等公众以为早就“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传染病还活
跃在地球某些⻆落，⽽它们⼤多也有疫苗。新冠会像它
们⼀样吗？本期第⼀篇⽂章将回答这个问题。⾮洲粮⻝
安全不仅受到粮⻝⽣产不⾜的困扰，更⾯临粮⻝安全不
确定性的⻛险，即粮⻝供应系统适应能⼒较低。本期第
⼆篇⽂章将分析数字农业在提升⾮洲粮⻝产量和粮⻝体
系适应能⼒⽅⾯的作⽤。除此之外，本期通讯还包括本
⽉要闻以及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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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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上场，新冠要被消灭了吗？
⽂ | 徐⼦铭

虽然⼤多数新冠疫苗还没有正式上市，但全⼈类都对
这些“魔弹”寄予厚望，将它们当作彻底打败新冠病
毒的利器。
坊间有⼀种观点，认为只要疫苗⾯世，新冠病毒就会
望⻛披靡，迅速被⼈类消灭。同时，⽹上也常常有这
样的疑问：疫苗不是已经出来了吗，怎么疫情还没有
控制住？
但实际上，有史以来，⼈类确认已彻底消灭的传染病
只有两个：天花和⽜瘟（rinderpest）。即使那些公
众以为早就“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传染病，⽐如脊髓
灰质炎、结核、⿇疹、⽩喉、⼄脑、⻛疹、百⽇
咳……也还活跃在地球某些⻆落，⽽它们⼤多也有疫
苗。
这样看来，传染病“有疫苗⽽灭不掉”才是常态，
“疫苗⼀到就所向披靡”反⽽是个案。这不是由于疫
苗效果不好，⽽是由于成本和条件限制、未能公平分
配，以及⼈类复杂的社会⽣态。
新冠疫苗会掉进这个陷阱吗？
稳亏不赚吗？为疫苗算⼀笔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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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中低收⼊国家没有⾃发的疫
苗市场。很多国家的“药监局”缺
乏审批疫苗产品的能⼒，甚⾄根本
没这个部⻔。这些地区也往往缺乏
冷链运输和存储条件，缺乏能处理
和接种疫苗的⼈⼒，缺乏⺠众对疫
苗接种的认可。
这么看来，在中低收⼊国家打疫苗
似乎是⼀项“稳赔不赚”的⽣意。
真是这样吗？疫苗究竟有多值，或
者多不值？要想增加⼀种全⺠疫
苗，需要增加多少钱？
让我们以埃博拉为例，来算⼀笔
账。埃博拉疫苗需要零下 60 ⾄ 80
度的超低温冷链运输，是成本最⾼
的疫苗之⼀。

图源：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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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WHO 在 2016 年的⼀项估计，在⾮洲⼀个地区发
放 31094 剂埃博拉病毒疫苗，疫苗本⾝的成本约 83
万美元，接种的⼈⼒物⼒成本约 43 万美元，冷链运输
的成本约 100 万美元（需要现铺设），租⽤场地和组
织接种的成本约 63 万 ，再加上宣传、培训、推⼴等
费⽤，共计约 338 万美元，不考虑研发费⽤的话，平
均每⼀剂的成本 135.9 美元。

2017年4⽉5⽇，埃博拉疫苗⼆期临床试验，志愿者接受
疫苗接种。

如果按照这个成本，给西⾮各国 3.67 亿⼈每⼈⼀剂，
需要接近 500 亿美元。不过实际上，靠疫苗控制住埃
博拉所需的成本远远少于这个数字。在每个国家，疫
苗可以先借助百万美元量级的资⾦，优先供给医护⼈
员及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再视情况决定是否推⼴。
⽬前，已经打过埃博拉疫苗的⼈数不到 40 万，另有
50 万剂的储备库正在建设之中。
传统的成本-收益决策机制通常只考虑商业利益。显
然，没有哪个低收⼊国家能够独⽴⽀撑起⾜够回本的
市场。
因此，发现埃博拉病毒的前三⼗⼏年，这个领域在全
球都属于冷⻔中的冷⻔，⼏乎没有项⽬，也没有经
费。
直到 2014 年西⾮埃博拉疫情暴发，国际社会才扭转思
维，发现埃博拉疫苗的主要回报并不是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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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估计，2014 到 2015 年，
西⾮各国由于疫情损失的经济总量
可达 38-326 亿美元。
在西⾮，⼀个完全康复的埃博拉患
者带来的社会成本在 480 美元⾄
912 美元之间。⽽⼀个未幸存者在
5929 美元⾄ 18929 美元之间，是
年⼈均 GDP 的⼏倍到⼏⼗倍。若
疫苗接种未能从 2016 年开始介
⼊，疾病传播到经济更发达的国
家，每个病例的带来的损失势必更
多。
与可能达到万亿量级的全球“⿊天
鹅事件”相⽐，国际社会陆续向埃
博拉疫苗投⼊的数⼗亿美元堪称物
超所值。就是这么贵的疫苗，也没
有让全世界亏损。
如果把健康看作商品，那么世界上
最缺医少药、⽣活在疾病横⾏环境
中的⼈，恰恰也是最价格敏感的消
费者 ⸺ 穷⼈。
在很多情况下，卫⽣服务哪怕只是
象征性地收⼀点点钱，接受诊疗服
务的穷⼈也可能会⼤为减少。许多
⼈宁可因为治疗不及时⽽死在家
中，或者依靠“⼤神”、⾃⼰在家
配药，也不会采⽤更靠谱但收钱的
卫⽣保健⼿段。
在巴布亚新⼏内亚，⺟婴诊所⼀旦
收费，孕妇的⾸诊率就下降了
30%。在布基纳法索的⼀个省，当
部分医院开始收费后，这些医院的
就诊频次减少了 15.4%，⽽免费医
院的就诊频次升⾼了30.5%。在肯
尼亚农村，当医院开始收费，⼤量
的⼈改去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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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费到取消挂号费，去医院（⽩⾊）和药房（⿊⾊）⼈数的变
化⽴竿⻅影。

这种现象极少在发达国家、在⾮贫困⼈群中出现。
因此，在健康领域，通过多边机制和国际援助等外⼒
来保障基本的分配公平依然重要。虽然这些⽅式常常
因为⽬标不明确、效率不⾼、资⾦去向不透明等原因
受到批评，但假如没有它们，世界上很多地⽅就根本
不会存在基本卫⽣服务。区域性的流⾏病可能会因为
脱离控制⽽迅速传遍全球，⽋发达地区则可能⻓期被
⼀些可防可治的疾病拖累，⽆法获得发展的机会。
⾯对埃博拉，⼈类差点作出极为错误的决策。好在随
着国际组织的经费刺激，⼏种埃博拉疫苗很快研发成
功并接种到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及时遏⽌了这个可能
会养虎遗患的⻛波。
⼀些其他疾病就没这么幸运了。
分配公平，甲流的教训
在疾病⼤流⾏中，疫苗因为⽣产和采购垄断，没有在
富国和穷国之间公平分配，导致过严重的防疫和外交
后果。
就在⼗年前，甲流疫情和疫苗的态势，与现在的新冠
有⾮常接近之处。
2009 年，这种新的甲型 H1N1 流感病毒第⼀次席卷全
球。在疫情早期看来，它的传染性很强，序列也不同
于季节性的甲型 H1N1 流感病毒，⽽跟导致 1918 年西
班⽛⼤流感的病毒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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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这种快速传播的病毒，疫苗是
不⼆之选。但就是因为这件事，全
球各国吵成⼀团。
如我们所知，流感疫苗的免疫保护
期并不⻓，⼀般只有⼀年，甲流疫
苗也不例外。每年 2 ⽉，WHO 会
通过专家会议，根据前⼀年的监
测，推断当年北半球的秋冬季节哪
种流感毒株可能会来，并把毒株给
到疫苗⼚商。
每年的流感疫苗都使⽤相对成熟的
基本技术，只是需要把毒株替换⼀
下，⼀般不⽤进⾏完整的临床试
验。因此，甲流疫苗的研发⽐其他
疫苗更容易。到 2009 年秋天，全
球各国的甲流疫苗就已经陆续⾯世
了。
当时，全球已经数⼗年没有出现⼤
流⾏病，国际法和贸易领域都缺乏
在应急条件下保障疫苗公平可及的
解决框架，发达国家迅速把全球⼏
乎所有的甲流疫苗产能抢订⼀空。
WHO 和联合国成功推动发达国家
和⼚商捐赠⼀部分疫苗给发展中国
家，但由于没有提前安排产能，很
多承诺都推迟了，或者没能兑现。
美国在当年九⽉承诺将购买的疫苗
的 10％捐赠给 WHO，但过了⼀个
⽉，就因为产能实在短缺⽽不得不
反悔了。加拿⼤和澳⼤利亚也由于
同样的原因，选择在出⼝前优先保
障国内需求。
august 2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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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从左到右分别是分地区的疫苗利⽤率，WHO 疫苗的配置计
划，以及实际疫苗覆盖率。

甲流疫苗在全球各国的分布极不均衡。⼤部分没有⾸
先获得疫苗的国家最终的接种覆盖率低于 10%，这⼜
影响了疫情本⾝的发展⽅向。
⾮洲和东南亚只有全球 38%的⼈⼝，却占了甲流死亡
⼈数的 51%。⾮洲由于检测条件限制报告的甲流病例
并不多，但根据模型估算，甲流导致的29%的呼吸系
统疾病死亡发⽣在⾮洲国家，估计死亡率约为其他国
家的 2 ⾄ 4 倍。
到 2010 年，WHO 和各⽅国际机构总算想⽅设法筹集
到总计 7000 多万剂甲流疫苗，并对全球中低收⼊国家
开放申请。直⾄ 2010 年 8 ⽉，WHO 宣布甲流在全球
的⼤流⾏结束，这些国家 ⸺ 主要是⾮洲各国 ⸺ 依
然需要⼀⼤波疫苗（下图⿊线最⾼点），因为他们那
⾥的甲流还没离开。

2010 年，WHO 每⽉送出的甲流疫苗批次（蓝⾊）和数量（⿊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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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疫情结束，涉及甲流疫苗的外
交问题仍是⼀笔糊涂账。很多发展
中国家怒斥发达国家和⼚商不守信
⽤、囤积居奇；欧盟的⼀些⼈则指
责⼤型⼚商为了销售疫苗，推动
WHO 夸⼤甲流的危险性，病毒实
际上没那么猛。
不论如何，经过这次不太成功的演
练，⾯对更难对付的新冠，国际社
会⾄少迅速建⽴了像新冠肺炎疫苗
实施计划（COVAX）这样的机制。
简单来说，COVAX 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年前没有完全实现的：通过
多边机制向全球各⽅募款，并⽤这
笔款项做两件事情，⼀个是通过在
⾯世之前就预先采购某些疫苗，来
为疫苗研发提供动⼒；另⼀个是向
加⼊组织的各国按⼀定⼈⼝⽐例提
供疫苗，并对贫困国家实施援助，
来保障疫苗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
公平。
现在还不能预⾔这些机制肯定成
功，但脱离⼀地鸡⽑的状态，往往
是成功的第⼀步。
为什么⼀定要“消灭到零”？
全球健康和公共卫⽣的专家往往会
给⼈留下钻⽜⻆尖的印象：为什么
⾮要把传染病消灭到零？即使全球
还剩⼏⼗例甚⾄⼗⼏例，蜗居地球
的⼀⻆，也不能善罢⽢休？像新冠
肺炎这样的传染病，为什么不能将
它控制到局部流⾏就结束，⽽是⾮
要根除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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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年起，全球各洲的疟疾每万⼈死亡数。⼈类在⼆战后曾展
开规模庞⼤的消除⾏动，但由于政治经济环境改变未能将疟疾彻
底消灭。70 年代起，许多⾮洲国家的疟疾从接近消除反弹到之前
⽔平，并持续向其他地区输出病例 （⿊圆点曲线为⾮洲国家）。

各路国际组织和慈善机构总爱说：“只要世界上还有
⼀个地⽅存在 XX 病，⼈类就⽆法免于危险”。听上去
似乎违背经济学原理，但不这样导致严重后果的教训
很多。
脊髓灰质炎（⼩⼉⿇痹症，简称脊灰）是⼈类应对较
为成功的传染病。由于疫苗⾜够给⼒，从上世纪 80 年
代起，全球的病例数持续迅速下降，直到 21 世纪初。
但消灭脊灰的“下半场⽐赛”似乎更难。⼈类花了 20
年，让全球年新发病例从 40 万下降到两千；从两千到
可预⻅的零，⼈类也已经花了 20 年，并且可能还要花
更久 ⸺ 因为这个零⾄今仍未到来。

全球脊髓灰质炎每年的病例数，不同颜⾊代表不同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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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场”之所以相对漫⻓，不
是因为卫⽣⼯作者不再努⼒。事
实上，我们与脊灰剩余的“散兵
游勇”之间这个微妙的平衡，仍
是靠⼤量疫苗接种、应急处理、
积极治疗来完成的。
2015 年之后，全球脊灰只剩下⼏
个“据点”，其中之⼀是尼⽇利
亚。
2003 年，“⾮洲消灭脊髓灰质炎
运动”（The Kick Polio Out of
Africa campaign ） 正 处 在 ⾼ 峰
期。就在各国全⼒以赴靠⼿提肩扛
铺设疫苗冷链的时候，尼⽇利亚北
部地区发⽣了严重的疫苗抵制浪
潮。
尼⽇利亚北部的⺠众⼏乎没有获
取现代医疗服务的习惯。1990
年，尼⽇利亚南部居⺠中有 50%
会使⽤正式卫⽣服务，⽽北部只
有 18%。这个⽐例在 2003 年更
扩⼤到 64%对 8%。
911 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之后，出
于宗教因素，当地⺠众对来⾃西
⽅的事物也愈发不信任。当地某
些⺠间领袖造谣称，西⽅来的疫
苗会导致不孕不育、艾滋病，还
能致癌（注：减活疫苗确实存在
极低的⻛险让接种者患上脊灰，
但谣⾔没提这点）。
谣⾔很快引发了抵制，并波及到
⾏政能⼒不强的当地政府。在尼
⽇利亚，联邦政府主管三级/综合
性医疗服务设施，⽽省邦政府则
负责初级和中级卫⽣服务。由于
免疫属于初级卫⽣服务，各省邦
政府有管辖权，Kano 省政府官
员直接叫停了尼⽇利亚全国的脊
灰免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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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当年⼗⽉，⼀波新的脊灰病毒就从尼⽇利亚北
部蔓延到全境和⾮洲多国。到 2006 年，尼⽇利亚北部
五个省的脊灰病例占了全球⼀半以上，超过 1500 个孩
⼦瘫痪。直到 2020 年，尼⽇利亚和⾮洲⼤陆的野⽣脊
髓灰质炎才彻底消除。

2002 年（左）和 2003 年（右），尼⽇利亚及周边的脊灰病例分
布情况。

⽬前，全球仅剩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尚未消灭野⽣
脊髓灰质炎。这两个国家都⻓期困于战乱，2012 年⾄
今，超过 90 名脊灰疫苗相关⼯作者在巴基斯坦遇袭⾝
亡。

2019 年，因为⼀段摆拍的造谣视频，巴基斯坦发⽣了脊髓灰质
炎疫苗恐慌并引发袭击事件，导致数⼈遇害。即便如此，国际社
会也并未放弃。在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呼吁下，阿富汗的交战各
⽅停⽕数次，医务⼈员得以进⼊塔利班控制区域接种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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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国家都是中国的邻国。中国
本⼟最后⼀例野⽣型脊灰感染已于
1994 年消灭，但在 2011 年，输⼊
性脊髓灰质炎在新疆再次暴发。这
波疫情很可能来⾃巴基斯坦。经过
4300 多万⼈次的应急强化免疫，
2012 年 4 ⽉，WHO 再次宣布中国
消灭脊灰。
为了防输⼊，在⽆野⽣脊灰 20 多
年后，中国仍在免疫规划中保留此
项疫苗。帮邻国推进消灭脊灰⼯
作，能尽早让中国千万新⽣⼉少打
⼏针，家⻓少折腾⼏次。
世界确实是相连的
被细菌、病毒和寄⽣⾍连在⼀
起。某些⻆落还剩下的传染病，或
许⽐我们想像的要与⾃⼰更相关。
也正是因此，公平分配正在⼀波波
上市的新冠疫苗，在成本收益上做
⻓远打算，不在任何地区留下死
⻆，应该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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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粮⻝安全：产量不⾜，还是适应能
⼒低？

⽂ | 王瑞
粮⻝问题向来不容忽视。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国际粮
⻝市场出现较⼤波动，加之蝗⾍灾害、极端天⽓等因
素影响，全球粮⻝安全形势愈发严峻。联合国世界粮
⻝计划署与粮农组织去年共同发布的《严重粮⻝不安
全热点地区早期预警分析》给出了令⼈担忧的判断⸺
全球濒临50年来最严重的粮⻝危机，⾄少25个国家⾯
临严重饥荒⻛险，主要集中在⾮洲地区。⾮洲粮⻝安
全不仅受到粮⻝⽣产不⾜的困扰，更⾯临粮⻝安全不
确定性的⻛险，即粮⻝供应系统适应能⼒较低。2008
年⾦融危机导致粮⻝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使⾮洲粮
⻝危机成为“次⽣性危机”。现实教训显⽰，跨领域
危机对粮⻝安全的冲击应当引起重视，提⾼粮⻝体系
的适应能⼒是确保⾮洲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消除饥饿，实现粮⻝安全”⽬标的重要内容。⽽全
球抗疫过程中数字技术在众多领域⼤放异彩启⽰我
们，数字农业或许在提升⾮洲粮⻝产量和粮⻝体系适
应能⼒⽅⾯均能有所作为。
不确定性从何⽽来？⾦融危机？新冠疫情？
⾮洲粮⻝危机经验教训表明，⾦融危机冲击⾮洲粮⻝
安全，并引发政治社会危机。2008年随着美国次贷危
机演化为全球⾦融危机，由价格传导机制引发的粮⻝
危机表现为全球⼤⽶、⼩⻨和⽟⽶的平均价格⽐2007
年分别上涨了28%、26%和26%，对贫困⼈⼝的购买
⼒产⽣了巨⼤影响；全球先后发⽣了40余次骚乱。
2011年初以北⾮突尼斯⼩贩⾃焚为开端的“阿拉伯之
春”，与粮⻝危机造成的⾼通胀和⾼失业有密切的关
系。《每⽇电讯报》指出，粮⻝价格⻜涨是埃及和突
尼斯骚乱的导⽕索。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
所⾔“尽管粮⻝⽣产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不⼤，但
由于是基础产业，任何妨碍其正常发展的因素都有可
能导致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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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危机导致⾮洲粮⻝供应系
统紊乱，粮⻝安全状况堪忧。2020
年为防⽌新冠疫情扩散⽽实施的封
锁与隔离，导致粮⻝供应链中断。
全球⻝品篮⼦（the
food basket ） 价 格 上 涨
20%-50%，使⾮洲有将近7300万
⼈严重缺乏粮⻝保障，到2021年贫
困和粮⻝安全状况将继续加剧。根
据联合国粮⻝及农业组织（FAO）
的粮⻝安全评价指标来看，⾮洲粮
⻝的可利⽤性（availability）受到
粮⻝出⼝国限制和蝗灾的双重挑
战 ； 粮 ⻝ 可 获 得 性
（accessibility）受到粮⻝贸易中
断影响供应不⾜，弱势群体受困于
经济能⼒降低和⻝品价格上涨的双
重压⼒；粮⻝供应的稳定性
（stability）因政局动荡和⽓候变
化⽽波动；⻝物利⽤率
（utilization）因消费者囤积购买
和缺乏运动，表现为粮⻝浪费严重
和⼈群营养不良⼈⼝的占⽐上升。
因此，FAO将此次粮⻝危机称为
“危机中的危机”（a crisis within
a crisis）。
由此可⻅，⾮洲粮⻝安全的不确定
性是由⾃⾝粮⻝系统适应能⼒不⾜
导致。2008年市场传导机制使⾦融
危机引发粮⻝危机，2020年供应链
⽹络中断使公共卫⽣危机引发粮⻝
危机，都显⽰⾮洲粮⻝体系的脆弱
性。两次深刻的教训督促我们提⾼
粮⻝体系的⻛险适应能⼒，即建⽴
⼀个有弹性的粮⻝系统
（ Resilience of the Food
System）。有弹性的粮⻝系统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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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能够抵御不确定⻛险的破坏；第⼆，有较强的
恢复能⼒、应急计划和资⾦后盾；第三，有调整粮⻝
体系内部结构的能⼒。“稳健性”、“复苏”和“组
织”等要素成为粮⻝系统抵抗⻛险能⼒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英国的经验值得借鉴学习。2016年在
BBSRC(英国⽣物科学理事会)、ESRC(英国经济与社会
研究理事会)、NERC（英国⾃然环境研究理事会）和
苏格兰政府的资助下，⼀项投资1450万英镑的全球粮
⻝安全计划启动，是帮助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们优化
英国⻝品体系的适应能⼒，使其适应环境、⽣物、经
济、社会和地缘政治的压⼒和冲击。2020年新冠疫情
的检验充分证明其粮⻝系统适应能⼒的有效性。其
中，数字农业发挥了关键的作⽤。通过将⼤数据、信
息学和创新技术等引⼊到粮⻝供应⽹络当中，不仅奠
定了英国在农业信息学领域到全球领军地位，⽽且在
疫情期间表现出极强的⻛险抵抗能⼒。具体表现为：
政府基于⼤数据技术对农产品市场投机⾏为的监测与
限制、超市即时的数字化管理确保其供应能⼒的动态
调整、消费者在透明的封锁与供应信息中合理规划购
买⾏为。由此可⻅，市场与供应链⽹络的在有弹性的
粮⻝系统中的关键作⽤；⽽数字技术在提⾼粮⻝体系
适应能⼒⽅⾯也主要着⼒于这两个⽅⾯。

英国数字农业发展报告。图⽚来源：Resilience of the UK food
system in a global context programme;
https://bbsrc.ukri.org/documents/1609-gfs-presen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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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适应能⼒？
数字农业或是良⽅
数字农业通过瞄准市场与供应链⽹
络可以提⾼粮⻝安全系统适应性。
数字农业是将信息作为农业⽣产要
素，⽤现代信息技术对农业对象、
环境和全过程进⾏可视化表达、数
字化设计、信息化管理的现代农
业。数字农业不仅可以改造传统农
业、转变农业⽣产⽅式，⽽且可以
提⾼粮⻝体系的适应能⼒。
⾮洲作为全球原材料供应地，现代
资本密集的⼤农场主要向欧美国家
出⼝咖啡可可等经济作物，⽽⽣产
⽅式粗放的⼩农⼾却在农产品价值
链的贡献率⾼达80%。数字技术在
农业当中的运⽤，有利于改善当前
⽣产⽅式，提⾼粮⻝产量。其中⼤
数据技术通过收集⽓候、市场等信
息，建⽴参数、模型和算法来组合
并优化数据为农业⽣产决策提供依
据；精准农业对农作物苗情、病⾍
害等发⽣趋势进⾏分析、模拟，利
⽤智能化系统准确地灌溉、施肥和
喷洒农药最⼤限度地优化农业投
⼊，提⾼粮⻝产量。⽐如，尼⽇利
亚精准农业公司Zenvus测量和分析
⼟壤数据、如温度、养分和植被健
康状况，帮助农⺠施⽤正确的肥料
和优化灌溉农场，并使⽤分析技术
促进⼩规模农⼾的数据驱动的农业
实践，提⾼了农场的⽣产⼒，减少
了投⼊成本浪费，帮助⼩农⼾提⾼
粮⻝产量。
农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农产品产销精
准对接，推动⽣产流动各个环节的
数字化，提⾼产需双⽅的信息获取
和处理效率，降低农产品交易过程
的不确定性，这对粮⻝安全系统的
适应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数
据等⽅式将粮⻝供应过程中的市场
波动⻛险纳⼊可控范围之内，⽽农
产品的电⼦商务则将农产品的供应
链⽹络数字化，实现粮⻝供应⽹络
系统精准监测、分析与对接。
AUGUST 22, 2019

2021年1⽉，第11期
2020年4⽉28⽇⼆⼗国集团为监测世界粮⻝供应状况
和价格变化成⽴了农业市场信息系统。2021年⾮洲⼤
陆⾃贸区正式启动，其建设重点之⼀就是提升物流效
率，为⾮洲包括粮⻝运输在内的电⼦商务发展提供了
新的动⼒。这些举措为数字农业提⾼粮⻝系统的适应
能⼒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盒⻢村”模式引领⾮洲农业数字化升级
“盒⻢村”作为阿⾥巴巴在⾮洲的“淘宝村”创新，
为数字农业提⾼⾮洲粮⻝安全系统适应能⼒的实践开
辟了先例。2018年10⽉阿⾥巴巴与卢旺达启动世界电
⼦贸易平台（eWTP）建设后，将“淘宝村”等农村电
商模式进⾏因地制宜地推⼴。其中基加利附近的
Gashora村在盒⻢鲜⽣数字农业指导和新零售的订单
模式指导下，种植的60吨哈⽡那（habanero）辣椒不
仅帮助Gashora村免受新冠疫情冲击，⽽且在提⾼当
地农⺠收⼊的同时为电⼦商务确保粮⻝安全提供了创
新实践案例。在⽣产环节，阿⾥巴巴数字农业通过⼤
数据的⽅式指导辣椒种植、灌溉、施肥与采摘等；在
销售运输环节，盒⻢鲜⽣通过电⼦商务的⽅式，将哈
⽡那辣椒结合中国消费市场加⼯为辣椒酱后陈列在
8000公⾥外的盒⻢鲜⽣线上线下的货架上。Gashora
村数字农业的⽅式超越了案例本⾝，对卢旺达乃⾄整
个⾮洲通过数字农业与电⼦商务的⽅式提⾼粮⻝安全
系统适应能⼒有重要启⽰。

中科院博⼠毕业的卢旺达⼈赫尔曼（Uwizeyimana Herman）看
到辣椒贸易商机，在Gashora村种下辣椒，还在地⾥⽴上了 “盒
⻢村”的牌⼦。图源：国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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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是以盒⻢鲜⽣为代表的以
数据和技术驱动的新零售平台，采
⽤“线上+线下”与现代物流体系深
度融合的零售新模式。“盒⻢村”
是根据“盒⻢”订单，与“盒⻢”
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推动农产品
精细化、标准化与数字化改造，发
展农业+数字化基地的典型村庄代
表。基于数字化订单农业、产供销
⼀体化、运营较为灵活多元组织模
式使“盒⻢村”在中国与⾮洲都表
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尤其在推动农
业数字化升级⽅⾯表现⼗分突出。
“盒⻢村”电商模式有利于推动农
业数字化转型，提⾼⾮洲粮⻝产
量。以Gashora村为代表的⾮洲
“盒⻢村”模式⾸先将消费市场与
农业⽣产通过新零售的⽅式精准对
接，订单式的农业⽣产避免了市场
供需与价格的波动的影响，农⺠能
够有效地做出使⼟地和劳动⼒利⽤
率最优化的决策。赫尔曼每公顷⼟
地只需配备⼀个劳动⼒，在种植与
收获时短暂雇佣。其次，盒⻢鲜⽣
提供的⼤数据技术指导农业⽣产，
对⽥间管理进⾏精细化、规范化以
确保质量与产量；最后，电⼦商务
的⽅式对接国际市场，促进更⼤的
需求与销售，使得⼩农⼾⽣产交易
数字化，为后续⾦融借贷或扩⼤农
业规模提供扩展条件。Gashora村
之前⼀⼩部分辣椒出⼝欧洲，当地
需求很⼩，⼀半被浪费，如今盒⻢
鲜⽣的电⼦商务模式让赫尔曼收⼊
提⾼5-6倍，激发更多⼈想扩⼤⽣产
规模提⾼收⼊。总之，“盒⻢村”
模式通过市场与⽣产精准对接、提
⾼⽣产要素利⽤率以及⽣产管理精
细化的⽅式提⾼了当地粮⻝产量。
同时，“盒⻢村”电商模式也有利
于提⾼粮⻝系统的适应能⼒。根据
阿⾥巴巴以及盒⻢鲜⽣后续⾏动计
划，将在卢旺达以及⾮洲发展更多
的“盒⻢村”，这将有利于系统地
重构粮⻝供应链⽹络。
AUGUST 2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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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村”通过新零售的订单模式帮助农业⽣产摆脱
了市场路径依赖，尤其规避了⼩农⼾对市场信息滞后
的⻛险；⽽电⼦商务的物流配送⽹络实现了实现农产
品的⽆接触运输，实现了⽣产端与消费端的直接联
结，超越了传统粮⻝供应系统的⽣产、收购、集装、
储藏、分销与销售的等级化供应模式；扁平化的供应
⽹络模式既消解⼤型企业垄断的可能，⼜避免了类似
疫情导致的封锁隔离带来的供应链⽹络中断问题。最
后，不同类型的“盒⻢村”能够促进农产品类型的多
元化⽣产，形成复合型产业体系。⽐如卢旺达⻓期以
出⼝咖啡为主要农业收⼊，全国有超过3.3万公顷的咖
啡种植园，⼤约50万⼈依赖于咖啡经济，呈现出严重
的内卷化倾向；农产品的单⼀结构不仅抵御⻛险能⼒
差，⽽且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全⾯可持续发展。不同类
型的“盒⻢村”意味着将突破辣椒单⼀品种，开拓更
多的海外市场与本地市场，更加有利于⼟地、市场、
劳动⼒等⽣产要素实现灵活优化组合，受到外部⻛险
冲击时可以适当地调整资源配置⽅式以缓冲粮⻝系统
压⼒。提⾼粮⻝系统适应能⼒的数字化⽅案，⼀定程
度上超越解决粮⻝安全的常规思维（提⾼粮⻝产
量），通过⽥间管理精细化、市场供需精准化、贸易
⽹络化等⽅式改善粮⻝供应⽹络的结构，使其更加稳
定、协调、可持续，进⽽提⾼了其应对⻛险的韧性与
抵抗⼒。
总之，粮⻝危机不仅关乎粮⻝产量，更与粮⻝系统的
适应能⼒密切相关，这对⾮洲粮⻝安全问题尤为重
要。互联⽹时代数字技术在农业中的⼴泛运⽤，对粮
⻝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在新冠疫情数字化技术迅速发
展的背景下，以卢旺达“盒⻢村”为先例的数字农业
实践，对⾮洲通过农业数字化的⽅式建⽴⼀个有弹性
的粮⻝系统具有重要启⽰意义；在中⾮数字合作打造
“数字⾮洲”的背景下更有实践的可能，这对实现⾮
洲粮⻝安全有重要现实意义。正如Agritech group⾸
席执⾏官M. William Kwende指出的“解决世界粮⻝
危机的办法是建⽴农⺠实施可持续和⾼效农业做法的
能⼒”，其中数字技术是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最佳
⽅案，这意味着数字农业将会为⾮洲带来持续稳定的
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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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新办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书（0110）
https://xhpfmapi.zhongguowangshi.com/vh512/share/9682596?channel=weixin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书。⽩⽪书全⽂约26000字，除
前⾔、结束语外，共包括⼋个部分，分别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
作、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取得新进展、助⼒共建“⼀带⼀路”国际合作、推动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应对全球⼈道主义挑战、⽀持发展中国家增强⾃主发展能⼒、加
强国际交流与三⽅合作、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展望。
2、世界银⾏计划在⾮洲⼲旱地区投资逾50亿美元（0112）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1/01/1075552
世界银⾏表⽰，计划在未来5年投资超过50亿美元帮助涉及萨赫勒、乍得湖和⾮洲之⻆等地区的
11个国家恢复退化景观、提⾼农业⽣产率、改善⽣计。世界银⾏集团是发展中国家最⼤的多边
⽓候融资机构。世界银⾏集团于2020年12⽉宣布了⼀个颇具雄⼼的新⽬标，即在未来5年该机构
平均35%的融资须产⽣⽓候协同效应。

【⾮洲⾃贸区】

1、⾮洲⾃贸区正式启动 有望增强⾮洲发展韧性（0102）
https://mp.weixin.qq.com/s/Ssw1KfUKVDuWM_NGAC1-Cw
2021年1⽉1⽇，⾮洲⼤陆⾃由贸易区⾃由贸易启动仪式在线上举⾏，标志着⾮洲⾃贸区正式启
动。分析⼈⼠认为，⾮洲⾃贸区建设虽⾯临诸多挑战，但它凸显了⾮洲国家推动经济转型的决
⼼，有望增强⾮洲发展韧性。
2、⾮洲⾃贸区正式实施以及中⽑⾃贸协定⽣效给中⾮合作带来新机遇（0105）
https://mp.weixin.qq.com/s/QLOi2TA1LCjFqWsnHVkbTQ
中国同44个⾮洲国家和⾮盟委员会都签署了“⼀带⼀路”合作⽂件。今年，中⾮还将共同举办
中⾮合作论坛新⼀届论坛会议，将围绕抗疫合作、经济复苏、转型发展三⼤重点，凝聚团结新
共识，开拓合作新领域。⾮洲⾃贸区的正式实施以及中⽑⾃贸协定的⽣效，都将给中⾮合作带
来新的机遇。
3、数字经济、电⼦商务、5G通信等将成为中⾮经贸合作新亮点（0105）
https://mp.weixin.qq.com/s/WBNGOHfQSeG3323YZg58_Q
中国政府⾮洲事务特别代表许镜湖在接受环球资讯⼴播记者专访时表⽰，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
部⻓王毅应邀于1⽉4-9⽇对尼⽇利亚、刚果(⾦）、博茨⽡纳、坦桑尼亚、塞⾆尔进⾏正式访
问，体现了中⽅对发展中⾮关系的⾼度重视。她认为，⾮洲⾃由贸易区的建设将有助于进⼀步
深化中⾮经贸合作。未来，数字经济、电⼦商务、5G通信等将成为中⾮经贸合作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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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业合作】
1、打造本⼟化经营团队⸺以坦桑尼亚剑⿇农场为例（0106）
https://mp.weixin.qq.com/s/RAnjMrp6zOFKJS2T8zfTxg
随着中国企业积极响应“⼀带⼀路”倡议、加快“⾛出去”发展的步伐，在实践中就⾯临着如
何应对项⽬所在国政策环境、社会治安、劳资关系等问题。打造⼀⽀本⼟化团队，并充分发挥
本⼟化团队在处置企业经营过程中不断出现的问题、⽭盾、各种⻛险的作⽤，很有现实价值。
与此同时，出于对本国就业机会的保护，很多国家对外籍⼯作签证名额设限。从企业的盈利承
受能⼒考量，本⼟化团队在⼈⼒资源成本⽅⾯具有⼀定的优势。
2、上海市农业⽣物基因中⼼在⾮洲推⼴节⽔抗旱稻（0113）
https://mp.weixin.qq.com/s/qm7NwOGARDUQ9QeSHhyQow
1⽉13⽇，上海市农业⽣物基因中⼼召开⾯向⾮洲的低碳排放节⽔抗旱稻的培育和栽培技术项⽬
推进会，探讨节⽔抗旱稻在⾮洲的最新进展情况及未来发展计划。基因中⼼的⽬标是通过试种
和区域试验选出或新培育适合⾮洲的低碳节⽔抗旱稻品种或杂交组合2个，其中有1个品种在肯
尼亚认证。在乌⼲达的试验中，节⽔抗旱稻的产量较当地品种提⾼近30%。
3、中国在⾮洲最⼤规模⽔稻项⽬完成第四季⽔稻种植（0117）
https://mp.weixin.qq.com/s/9iHGTeIz6dYS3vuspTQjQg
⽇前，中⾮赛赛农业合作项⽬完成了第四季⽔稻种植⼯作，在上⼀季3.7万亩农⽥的基础上新增
复垦农⽥3000亩，⽔稻种植总⾯积突破4万亩。该项⽬所产⼤⽶被命名为“好味道”，如今已成
为莫桑⽐克家喻⼾晓的品牌。
4、程诚：⾮洲农业绿⾊⾰命联盟2030战略与中国（0119）
https://mp.weixin.qq.com/s/ei6Z22THdd5G_lXsyxrAmQ
⾮洲农业绿⾊⾰命联盟（AGRA）是⼀个扎根基层，帮助⼩农增加⽣产⼒，提⾼收⼊⽔平的国际
性的专业组织。AGRA2030战略即“包容性农业转型战略”，其核⼼是采取按照国别不同制定差
异化⽅案，在各国不同系统性推动点进⾏投资发⼒，通过与私⼈领域和发展伙伴的紧密合作，
来实现⾮洲农业的包容性转型。尤其是在性别平等、营养加强和农业抗冲击能⼒领域实现良好
的发展效益。中国是2030年战略⾮常重要的合作⽅。中国在农业转型、增加⼩农收⼊、改善⻝
品安全、农村发展和脱贫⽅⾯的横向经验分享对⾮洲有着重要意义。

【关注新冠疫苗】
1、世卫组织称已落实20亿剂新冠疫苗合同（0108）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1-01/09/c_1126963382.htm
世界卫⽣组织1⽉8⽇宣布，其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已落实20亿剂疫苗合
同，将于疫苗交付后⽴即分配给参与计划的各经济体。世卫组织同时呼吁疫苗⽣产商优先向该
计划供应，并实现疫苗在全球公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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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病毒⽆国界，⽋发达国家何时能打上疫苗？（0117）
https://www.yicai.com/news/100917067.html
世界卫⽣组织（WHO）⽇前表⽰，中低收⼊国家将在1⽉底⾄2⽉通过全球新冠疫苗保障机制
（COVAX）获得⾸批疫苗。⽽⾮洲联盟宣布，经多⽅筹措，已确保在今年将获得2.7亿剂新冠疫
苗，但⾮盟预估⾸批到货仍然要等到4⽉。上海外国语⼤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汤
蓓表⽰，发达国家普遍通过双边的预购协议“锁定”了⼤量的疫苗，⽋发达国家获得疫苗的能
⼒依然有很⼤挑战。在她看来，新冠疫苗分配的政治性难题要⼤于技术性障碍。
3、⾮洲低收⼊国家⽬前仅有25⼈接种新冠疫苗（0121）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1/01/1076222
在新冠病毒出现不到⼀年后，世界就研发和批准了安全有效的疫苗，这是⼀项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世界卫⽣组织担⼼，由于⼀些国家达成双边协议，推⾼了疫苗价格，⾮洲⾯临着被落在后
⾯的危险。截⾄1⽉21⽇，在50个以⾼收⼊国家居多的国家中，已经注射了4000万剂新冠疫
苗。但是，在⾮洲，⼏内亚是唯⼀向⼈们提供了疫苗的低收⼊国家；迄今为⽌，该国只有25⼈
接种了疫苗。相⽐之下，塞⾆尔作为⼀个⾼收⼊国家，成为了⾮洲唯⼀发起了全国疫苗接种运
动的国家。
4、卢旺达提升新冠疫苗存储能⼒（0123）
http://www.xinhuanet.com/photo/2021-01/23/c_1127017123.htm
卢旺达卫⽣部下属的卢旺达⽣物医学中⼼疫苗接种部⻔负责⼈哈桑·西博⻢纳近⽇说，卢旺达
已解决低温储存新冠疫苗的问题，具备约30万剂新冠疫苗储存能⼒。

【关注⾮洲蝗灾】
1、资⾦短缺 东⾮的灭蝗⻜机可能停⻜（0119）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1/01/1076052
粮农组织在1⽉19⽇举⾏的⼀次在线情况通报会上告诉合作伙伴，如果得不到额外的资⾦，购买
燃料和资助⻜⾏⾏动，⽬前正在空中巡逻以发现和向蝗⾍群喷洒杀⾍剂的28架抗蝗⻜机可能在3
⽉份停⽌运⾏。 要使⻜⾏⾏动持续到6⽉，还需要⼤约3880万美元的额外资⾦。
2、埃塞俄⽐亚肯尼亚再次出现沙漠蝗⾍⼊侵（0125）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africa/2021-01/25/c_139695150.htm
联合国粮⻝及农业组织1⽉24⽇警告说，在未来⼏周内，埃塞俄⽐亚和肯尼亚的⼤部分地区将出
现⼤批蝗⾍。本⽉初，埃塞俄⽐亚政府宣布已派出⻜机以对抗沙漠蝗⾍的⼊侵。该⻜机被⽤于
评估沙漠蝗⾍的⼊侵程度，并在沙漠蝗⾍影响地区喷洒化学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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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脱粒器背后的“⾮洲情缘”

⽂ | 新华社记者 吕梦琦、洪慕瑄
“埃塞俄⽐亚没有冬天，在那⾥待久了，突然离开会
感到不适应。”看着⼿机⾥保存的⼀张去年5⽉在埃塞
俄⽐亚阿加法农学院拍摄的照⽚，周计⻰说，过去半
年中，他常常会想起那⾥的⼈和事。

援⾮专家周计⻰正在向埃塞俄⽐亚农⺠讲解如何使⽤⼿动⽟⽶脱
粒器。（受访者供图）

照⽚上，阿加法农学院⻔前的合欢花开得正艳，树下
草坪上落红点点，⼏⼗个教⼯和农⺠围在周计⻰⾝
边，听他讲解如何使⽤⼿动⽟⽶脱粒器。
“那⼀刻令⼈难忘。”这位经验丰富的中国援⾮农业
机械专家说。
57岁的周计⻰毕业于中国北部太原理⼯⼤学的机械专
业，从2004年起先后参与了中国援助尼⽇利亚、⻢拉
维和埃塞俄⽐亚的农业项⽬。但新冠肺炎疫情给这项
⼯作造成了冲击。去年，周计⻰被迫暂时返回中国。
所幸的是，他发明的⽟⽶脱粒器已经免费发放给了当
地⼀些农⺠，可以继续在那⾥发挥作⽤。
“很⾼兴这个发明能帮到他们，只是数量有限，⽆法
满⾜更多⼈的需求。”周计⻰说，今年下半年，他将
返回阿加法农学院完成被迫中断的⼯作，并继续制作
和免费发放⼿动⽟⽶脱粒器。
⽟⽶是埃塞俄⽐亚最重要的粮⻝作物，有⽔的地⽅⼀
年四季都可以种植，但脱粒是⼀项繁重的劳动。由于
埃塞俄⽐亚很多地⽅不通电，农⺠只能靠双⼿搓或是
⽤⽊棒敲打给⽟⽶脱粒，费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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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亚⽟⽶种植⼾特斯法说，
⽟⽶脱粒器是种植⼾们急需的⼯
具，它让繁重的劳动变得更加轻松
和⾼效。
⼿动⽟⽶脱粒器是周计⻰当年参与
援助⻢拉维时发明的。
周计⻰说，⻢拉维的主要农作物也
是⽟⽶，与⾃⼰家乡的情况相似，
看到很多⻢拉维农⺠仍在⽤⼿给⽟
⽶脱粒，他很想帮他们减轻负担，
就发明了⼀款操作简便的⼿动⽟⽶
脱粒器。
2014年，周计⻰把这个⼩发明带到
了埃塞俄⽐亚，受到当地农⺠欢
迎。
“去年5⽉，我们⼀次就发放了200
多个⽟⽶脱粒器，有的农⺠甚⾄骑
着⻢从很远的地⽅专⻔来领取，现
场⽓氛很热闹。”周计⻰说。
在埃塞俄⽐亚农业部的协助下，
2019年周计⻰的⼿动⽟⽶脱粒器获
得了埃塞俄⽐亚的发明专利。但周
计⻰并没有以此来牟利，⽽是让当
地农⺠免费使⽤。
“我们到⾮洲是帮助这⾥的农⺠发
展农业⽣产的，不是来挣钱的。”
周计⻰说。
对于周计⻰来说，发明和制作⼿动
⽟⽶脱粒器只是业余⼯作，更多时
间则是在阿加法农学院授课和进⾏
农业技术培训。他正在参与的援助
埃塞俄⽐亚农业职业教育项⽬由埃
塞俄⽐亚已故总理梅莱斯发起，⽬
前已经开展了20期。
中国有句⽼话：“授⼈以⻥，不如
授⼈以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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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教学，周计⻰和他的团队成员还将中国农业
经验编成⼀套适合当地需要的教材，免费赠送给埃塞
俄⽐亚政府作为礼物。
20年来，⼀共有485位中国农业技术⼈员参加了援助
埃塞俄⽐亚职业教育项⽬，先后在当地13所农业职业
院校任教，累计教授56⻔课程，传授70余种实⽤技
术，培养师⽣和农技⼈员6万余⼈。
埃塞俄⽐亚农业部给中国农业农村部写信感谢说：
“中国农业专家向埃塞俄⽐亚师⽣们分享知识和技
能，展现了专业素养，为埃塞俄⽐亚农业发展作出重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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