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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去年是盖茨基金会接受巴
菲特捐赠十周年，所以今年的年
信是以给巴菲特汇报工作的形
式来写的，也是如何看待基金会
投资所取得的回报。 然而，慈善
行业跟普通投资不一样，很难由
股价等方面来做评判。 但是，我
们有很多的数据可以展示这些
投资所取得的回报，这种回报不
是金钱， 而是通过拯救生命、提
高全世界范围内人民生活水平
等方面来体现的。

简单地讲，盖茨基金会的全
球项目主要分两大块，一是全球
健康，一是全球发展，后者用比
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跟扶贫减
贫有关的工作。 而今年的年信主
要关注全球健康领域。

全球健康领域的投资回报
是非常高的。

回顾过去这些年，全球健康

领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虽然
用“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好”这
句话来描述有些鸡汤，但这是有
数据支撑的。

每年 9 月，联合国都会公布
上一年度 5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
人数，如果把每一年比上一年多
存活的这些儿童的人数加起来，
从 1990 年到现在的 25 年间，已
经有 1.22 亿名 5 岁以下儿童的
生命得到了挽救。 就是说如果儿
童死亡率保持在 1990 年的水平，
这 1 亿多的孩子是无法生存到
现在的。 另外，今天全球儿童的
疫苗覆盖率也是历史最高水平，
达到了 86%，而且在富裕国家和
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也是历史
最低水平。

而在中国，从 1991 年一直到
2013 年的 20 多年， 我们的 5 岁
以下儿童死亡率从 61‰降到了

12‰，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
展目标。 疟疾防治方面，我们的
发病人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还
是每年 10 万左右， 到了 2013 年
时只有 3000 例左右的病例，而
且大部分是输入性病例，主要是
在南方跟其他国家接壤的地方，
我们正在从遏制疟疾蔓延向彻
底消除疟疾的目标前进。 在结核
病控制方面，2010 年传染性结核
患病率为 66/10 万、 结核病死亡
率为 3.9/10 万， 分别较 1990 年
下降了 51%和 79.5%， 同样提前
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
相关指标。

年信同样也指出了我们仍
面临的巨大挑战，所以如何取得
更大的进步就成了这封信的落
脚点。

任何一个机构， 不管是政
府、公益机构还是科研单位、企

业， 都不可能单枪匹马完成这
些全人类面临的问题。 而盖茨
基金会一直倡导的一个核心思
想， 是希望建立一个合作伙伴
生态系统， 通过分享彼此的聪
明才智， 来改善生活、 消除疾
病。 除了盖茨基金会外，这个生
态系统还包括全球疾病的数据
库， 并吸引更多的科学家进入
全球健康的研究领域， 还鼓励

其他领域的专家把他们的发现
用于抗击感染性疾病， 也通过
政策倡导让更多的政府基金引
入到跟全球健康相关的科研领
域中来。 所以，建立这个生态系
统或在这个建立的过程中起催
化的作用， 也是我们希望能够
持续扮演的角色。

中国也是这个生态系统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盖茨基金会
在中国有两个使命，第一，是希
望利用基金会的资金和全球网
络， 对中国面临的全球健康和
全球发展方面的问题起到一定
的作用；另外，也希望根据中国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在全球健
康方面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
就， 把中国的经验借鉴给其他
的发展中国家， 让中国在全球
健康和全球发展方面做出更大
的贡献。

十年前，沃伦·巴菲特将他的大部分财产捐赠给比尔及梅琳达·盖茨盖茨基金会，用于消除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现象。 这笔慷慨的捐赠使基金会的工作领域得以进一步扩展，
从最初的全球健康和美国本土教育，扩大到与消除贫困、促进发展相关的诸多领域，比如农业发展、环境卫生、普惠金融等。

2 月 14 日，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夫妇以向巴菲特“汇报工作”的形式，撰写了他们的 2017 年年信（详见上期本报封面报道），重点回顾了盖茨基金会在全球健康领域的投入所产
生的回报和依然面临的严峻挑战。 全球健康不仅是盖茨基金会慈善事业的开端，也是基金会迄今为止最主要的工作内容。

在今年年信发布的同时，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也举办了专题沙龙，解读今年年信内容。 盖茨基金会表示，2017 年基金会将继续携手合作伙伴，帮助全球各国在未来更好地
应对流行病的爆发、赋予女性改变命运的能力，并投资最前沿的科技创新，以帮助那些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们。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认为：“2017 年也是盖茨基金会进入中国的第十个年头。 十年来，中国一直是我们实现全球目标的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 我们在支
持中国应对国内健康和贫困挑战的同时，将继续支持中国在帮助解决世界上最贫困地区的健康和发展难题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

以下是李一诺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全球董事会独立董事李亦非对年信的精彩解读。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
从中国角度解读年信

� � 我在 5 年前作为独立董事
加入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
I)，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公益组织。

从过去 GAVI 的成绩单来
看， 全球已经有 6500 万儿童通
过 GAVI 接种了疫苗， 挽救了
550 万名儿童免于早期死亡，这
些数字都是非常惊人的。 而且由
于疫苗的使用，使得后来发生很
多疾病时所使用的抗生素以及
社保、医疗等方面的担负费用大
大减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投入
产出比那么高的原因。

GAVI 可能在中国不是那
么有名， 它于 2000 年成立，当
时被列为全球最知名的 PPP 模
式范例。 PPP 模式即公私合营
制，就是其资金来源和组成既有
公共的政府部门，也融入私营企
业和社会资源。 GAVI 的董事会
一共有 27 位成员，有 18 位是来

自于业界，包括 WHO（世界卫
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盖茨基金会，还有德国
政府、英国政府、澳大利亚政府、
丹麦政府等政府机构。两年前中
国政府也头一次成为了 GAVI
的捐赠国，大约在 3 年前，中国
从 GAVI 的一个受捐国变成了
“毕业国”。毕业国的意思就是我

们过去一直受 GAVI 的捐助，购
买疫苗可以享受 GAVI 价格。 但
当我们的人均 GDP 涨到 6000
美元以上的时候就成为了“毕
业国”，不能再接受捐助。 很多
大的医药公司， 包括赛诺菲和
葛兰素史克等， 这些大的医药
公司也是 GAVI 的会员。 因为
他们之间各有利益和诉求，所
以又设立了 9 个人的独立董
事。 我们作为独立董事的重要
职责， 就是去监控和帮助整个
GAVI 运行过程中，能够为了全
球所有的会员提供公平的、公
开的、透明的服务。

除了公私合营模式，GAVI
它还有一个独特的融资方式。 它
的捐赠包括来自盖茨基金会，每
年给 GAVI 10 亿美元；还有英国
政府、 澳大利亚政府的捐赠；还
有很多的私营企业……此外，

GAVI 通过跟英国的一家私人融
资公司去融资、发债，由英国政
府作为担保，通过发债来采购疫
苗，更便宜地使这些疫苗达到更
边远的地区。

第三，GAVI 以独一无二的、
有效的投入产出方式来提供疫
苗，防止儿童死亡。 它的关注点
是在帮助全球所有需要接受疫
苗的国家提高疫苗覆盖率，同时
又让这些国家能够很便宜地接
种疫苗。 例如有一只疫苗，本来
价格生产出来厂商报价是 50 美
元， 通过 GAVI 的采购可能就变
成 25 美元，因为 GAVI 是集体采
购；GAVI 再捐赠到非洲某个国
家的时候，真正的一只疫苗可能
只需要 5 美元， 另外的 20 美元
是通过 GAVI 捐赠的方式来承
担。 这种方式大大增加了疫苗的
覆盖率。

同时，GAVI 还有一个很有
意思的方式， 就是市场标准化。
例如， 以前在许多非洲国家，由
于贫困，针头用完之后，为了更
省钱可能就要二次使用，这样不
但没有达到免疫反而增加了一
些新的疾病。 所以 GAVI 专门集
体采购一次性针头，用完之后自
动就销毁。 另外，还在全球实行
了“冷链”技术，即在疫苗运输过
程中的冷藏技术。

中国在 GAVI 中间确实开始
逐渐发挥很大的作用，从受捐国
变成捐赠国，同时我们也有大的
制药公司已经被 GAVI 和 WHO
认证以后成为被采购商，就是说
这些企业生产的疫苗可以进入
GAVI 体系， 并在全世界可采购
和分发。 中国也有很多厂商参与
到了 GAVI 冷链移动设备的生产
商中间去。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董事李亦非：
从 GAVI看中国在全球健康中扮演的角色

解读盖茨年信：
中国经验对全球健康的重要意义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