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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访华四日行
支持发掘中国扶贫、创新及推动全球发展的潜力

2018 年 11 月 5 日至 8 日，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
下简称“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
比尔·盖茨再次访问中国。 在四
日的紧张行程中， 比尔·盖茨先
后在上海和北京等地与合作伙
伴探讨并推动全球健康和发展
领域的重要议题。

在此行中， 比尔·盖茨在多
个活动中，高度支持中国扶贫工
作的实施， 关注中国创新潜力，
并支持中国在减贫、农业、健康
和卫生等方面向世界输出经验
和有益探索。

“中国将助推第三波脱贫
浪潮”

11 月 5 日， 比尔·盖茨在首
届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贸易与
创新平行论坛发表演讲，他高度
赞扬中国减贫对世界的贡献，他
说：“中国和印度是全球前两轮
脱贫的典范，目前非洲等地区正
在推行第三次脱贫浪潮，中国将
成为这波浪潮的催化剂。 ”

同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
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
治亲善大使彭丽媛在沪会见了比
尔·盖茨。彭丽媛表示，长期以来，
盖茨基金会大力投入发展减贫、
医疗卫生等事业，在艾滋病防控、
健康扶贫、 全球卫生能力建设等
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她
表示支持盖茨基金会继续同中方
加强双方和三方合作， 包括提高
中国卫生人才能力建设和全球卫
生专业队伍储备。

比尔·盖茨表示， 在当今复
杂国际环境下，中国秉持开放包
容和互利共赢精神，同各国加强
合作，难能可贵。 他再次赞扬中
国在发展减贫领域取得的巨大
成就以及为促进世界卫生健康
事业作出的贡献。

次日，“中国-盖茨基金会农
村基本卫生保健项目”在北京宣

告正式启动，该项目是盖茨基金
会助力支持中国实现扶贫攻坚
系列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
年 10 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与盖
茨基金会签订协议，由后者提供
1200 万美元捐赠， 于至 2022 年
的 5 年内在选定的中国农村地
区开展基本卫生保健项目。

该项目以防贫为切入点，通
过完善中国农村基本卫生保健
体系， 将健康扶贫的关口前移，
从而减少项目地区人民群众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

“中国是全球创新中关键
一环”

11 月 6 日， 比尔·盖茨出席
由盖茨基金会联合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共
同举办的“新时代厕所博览会”，
该博览会旨在汇集政府、 企业、
研究机构等各方力量，展示全球
最前沿的创新清洁卫生技术，探
讨新时代厕所技术在帮助贫困
人口解决基础卫生设施问题的
潜力及未来商业推广前景。

比尔·盖茨在演讲中表示：
“如果不能保障人人安全如厕，

那么我们所追求的的改善生活
质量、抵御乃至消除传染性疾病
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

比尔·盖茨认为， 目前全球
面临的卫生危机需要我们采用
新的方案和产品，确保粪污得到
妥善处理， 避免人类因此致病。
而近年来，随着中国开展“厕所
革命”的步伐加快，中国数以亿
计人民的卫生健康将得到更进
一步的保障，同时，中国也具备
了率先启动无下水厕所市场的
潜力。 而在本届博览会上，江苏
克莱尔、江苏宜兴艾科森和中国
中车这三家发布相关产品的中
国企业均是盖茨基金会在新时
代厕所领域的合作伙伴。

11 月 7 日， 比尔·盖茨又出
席了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的
入驻仪式，该中心是一所关注全
球健康问题、致力发展杰出的生
物医药研究与开发能力、建设新
药研发和转化的公共卫生与药
物创新机构， 由盖茨基金会、清
华大学和北京市政府三方联合
成立。

仪式上，比尔·盖茨表达了他
对该中心的信心与期望， 他说：

“创新是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重要因素， 中国已成为全
球进步与创新过程中的关键一
环。 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所做
的工作将使中国和世界人民受
益， 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药物研
发模式，也是机制创新的典范。 ”

“中国是全球发展的合作
伙伴”

11 月 6 日下午， 国务委员
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京会见比
尔·盖茨。王毅表示，比尔·盖茨
多年来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
展， 为推动两国合作发挥了建
设性作用。 中方愿与盖茨基金
会一道， 继续运用双方资源和
优势，在扶贫减贫、疾病防控、
农业技术研发等方面加强交流
合作。 也愿同基金会探索和拓
展在非洲的三方合作， 为实现
非洲可持续发展和共建“一带
一路”作出新的贡献。

比尔·盖茨表示十分钦佩中
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并
高度赞赏中国在减贫、卫生等领
域为全球作出的重要贡献。 盖茨
基金会愿发挥自身专长，加强同
中方在农业、减贫、卫生等领域

合作， 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扩大在非洲的三方合作。

11 月 ７ 日，盖茨基金会与中
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签署合
作谅解备忘录，以期共同推动发
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重点是落
实“一带一路”倡议和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 双方愿在农业、
健康、环境卫生、作为国际公共
产品共享中国发展经验等领域
加强交流，探讨务实合作。

当天，盖茨基金会还与中国
生物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在盖
茨基金会的支持下，中国生物旗
下成都公司的乙脑减毒活疫苗
于 2013 年成为首个通过世界卫
生组织（WHO）预认证的中国疫
苗；2017 年， 中国生物所属北京
北生研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二
价毒脊髓灰质炎疫苗（bOPV）也
通过 WHO 预认证，并获得了联
合国儿基会的长期采购订单。

此次签署的备忘录约定，双
方计划在接下来的 5 年中，共同
为达成以下愿景而努力：实施一
项系统化的质量改进和技术升
级计划，推动更多中国生物的疫
苗产品达到世界卫生组织预认
证资格标准；共同探索提高创新
产品在中国的可及性，以支持国
内的扩大免疫规划（EPI）；共同
支持对外援助工作，使更多通过
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的中国疫
苗惠及低收入国家；盖茨基金会
将携其合作伙伴同中国生物建
立更深入的合作研究关系，加速
创新疫苗的开发。

在四日的访华行程中，比
尔·盖茨的一系列活动均围绕盖
茨基金会在中国的重点工作领
域展开，进一步体现了基金会对
中国的长期承诺。 通过上述新项
目和合伙伙伴关系的开启，基金
会将持续帮助中国应对自身在
减贫、 健康和卫生等方面的挑
战，并支持中国发展成为全球健
康和发展领域的有力合作伙伴。

第十个天猫“双 11”刚刚结
束，包裹量创历史新高。在力保天
量包裹高效送达的同时， 绿色物
流成为今年天猫“双 11”的一大
亮点。

据悉， 菜鸟在全国 200 个城
市投入 5000 个绿色回收台，鼓励
快递纸箱绿色回收。 阿里巴巴各
核心板块，包括淘宝、天猫、支付
宝、高德、1688 等，也通过技术能
力与菜鸟联动， 让消费者可以更
便捷参与双 11 纸箱绿色回收。中
通、圆通、申通、韵达、百世、苏宁
等物流企业也纷纷增加自动分拣
线、循环集包袋、循环箱等，与全
行业一起力促天猫双 11 更加绿
色环保。

据菜鸟方面介绍， 其自主研
发的智能箱型设计和切箱算法也

面向全行业开放， 将协同物流业
共同打造一个智慧、 绿色的天猫

“双 11”。

5000个回收台“来到”家门口

今年天猫“双 11”期间，菜鸟
在全国 200 多个城市启动新升级
的“回箱计划”，响应、参与生态环
境部“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行
动。 目前，遍布全国的 5000 多个
绿色回收台已陆续到位。

天猫“双 11”的绿色行动集
合了阿里巴巴多个核心板块，通
过科技手段让消费者更便捷参与
绿色物流。 例如通过高德地图可
以搜索“菜鸟回箱计划”，找到附
近的回收点；捐赠纸箱后，使用手
机淘宝、支付宝、菜鸟裹裹的 APP

在菜鸟驿站扫码， 就有机会获得
个人蚂蚁森林绿色能量。

此外， 消费者在手机淘宝上
搜索“城市环保大使”，点赞绿色
回收行为， 可以为所在城市添加
绿色能量。 绿色能量第一名的城
市可以获得百万元公益金。同时，
天猫超市在这个“双 11”前启用
了窄版胶带， 减少耗材的同时也
通过胶带上的温馨提醒倡导胶带
和纸箱分类。

智能算法向全行业开放

菜鸟自主研发的智能箱型设
计和切箱算法通过使用高科技，
成为今年天猫“双 11”绿色物流
的主力军， 该算法已经面向行业
开放。 （下转 11 版）

天猫双 11 物流环保大升级
绿色、科技成两大关键词 ■ 本报记者 皮磊

� � 今年，《公益时报》也加入了绿色物流，与菜鸟联合推出了绿色环
保生物基快递袋，共同保护环境（皮磊/摄）

比尔·盖茨在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入驻仪式现场为中心大楼揭牌（贾同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