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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之善:呵护非洲孩子健康成长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服务非洲的故事

■ 凌岚

� � 2018 年，“疫苗之殇”成为中
国公众舆论的热点之一。 眼下 ，
在中国公众重拾对疫苗免疫的
信心之时 ，我们是否想过 ：在贫
穷落后、 传染病频发的非洲，是
谁为那里的孩子免疫接种？ 是谁
在呵护贫穷国家儿童的健康？ 全
球 疫 苗 免 疫联 盟 （The 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鄄
nization，以下简称 GAVI）就是这
样一个帮助贫穷国家孩子免疫
接种的国际组织。

莽莽荒原“一点红”

2018年春天， 在坦桑尼亚北
部贫瘠干旱的恩戈罗恩戈罗高原
上，矗立着一个红色的小帐篷。 远
远望去，在黄土飞扬、色彩单调的
大地上，这“一点红”格外醒目，数
公里外都能看到，这就是当地流动
医疗队搭建的“免疫接种帐篷”。

帐篷外，有一棵孤零零的大
树，绿叶稀疏、树荫寥寥，树上挂
着为婴儿量体重的秤，树下摆着
一张折叠小桌和几把椅子……
医疗车开来了，医务人员将疫苗
冷藏箱和医用器械抬下车，操作
着疫苗接种前的准备流程。

在帐篷搭好之前，马赛族的
妇女们就陆续抵达了。 她们抱着
婴儿，从偏远的住处，步行数小
时，来到这里。 此时，她们已经排
好了队列，耐心等待着医疗队为
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

马赛族是东非著名的游牧民
族，他们骁勇善战，逐牛群而生。
马赛男人留长发， 女人则剃光头
或留短发。由于生活原始，缺医少
药，这个民族屡遭瘟疫蹂躏。

如今，随着社会进步，古老
的马赛民族分享到现代医学发
展的成果。在 GAVI 的帮助下，坦
桑尼亚政府建立了电子免疫登
记系统。 小红帐篷外，医务人员
拿出 iPad， 检索母亲和婴儿的医
疗和接种记录， 按照系统提示，
为婴儿接种所需的疫苗。 然后，
一边更新母婴免疫接种与健康
信息库，一边向马赛母亲们传授
预防疾病的知识。

电子免疫登记系统对于像
马赛族这样的游牧民族而言，是
极其重要的，它便利了流动人口
接受流动性医疗服务，还及时记
载下孩子自出生后免疫接种的
进度， 提示家长在孩子成长期
内， 按时给他们接种全部疫苗，

期待享有健康的人生。

GAVI 的成功模式

GAVI 是一个公私合作的全
球卫生合作组织， 其前身是由世
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洛
克菲勒基金会于 1990 年联合发
起 的 儿 童 疫 苗 倡 议（Children
Vaccine Initiative）。 基于这一倡
议，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捐
出 7.5 亿美元作为启动运作的种
子资金。 2000年 1月，GAVI宣告
成立，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

GAVI 的工作重点不仅在坦
桑尼亚，凡是治理脆弱、突发危
机以及收容大量难民的国家，都
是其救援的重点。 国家的脆弱性
多由政治、经济、环境及安全等
多种因素叠加而成，如宗教极端
主义导致武装冲突；气候变化引
发自然灾害和粮食危机；人口增
长加剧了贫困， 百姓流离失所，
无家可归等。 非洲是疫情高发地
区， 治理脆弱极易导致疫情蔓
延，甚至酿成人道主义危机。

目前，有 17 个国家被 GAVI
列为“脆弱” 国家。 近 3 年来，
GAVI 向这些国家的投资已超过
1.65 亿美元，用于加强这些国家
的公共卫生系统，提高其常规免
疫接种服务的有效性。 同时，也
不断调整其援助方法， 以满足

“脆弱”国家的独特需求。 尽管采
取了一系列举措， 由于积重难
返，“脆弱”国家的免疫接种和公
共卫生事业仍面临巨大的挑战。

GAVI 的成功运作体现在四
方面， 一是催化式慈善模式，二
是伙伴关系模式，三是融资机制
创新，四是成功的商业模式。

（1）催化式慈善：就是推动
社会深刻变革的慈善，这一概念
是由比尔·盖茨首创的。 盖茨基
金会为 GAVI 提供种子资金，其
目的是让这笔资金发挥“催化
剂”作用，催化全球公共卫生系
统发生变革。 要构建一个生态系
统， 包括建立全球疾病数据库，
引导科学家进入全球健康领域，
研究抗击最致命疾病的手段；帮
助受援国家强化公共卫生系统，
把钱花在刀刃儿上，改变发展中
国家缺医少药的局面；引导科研
资源流向防控感染性疾病、改善
穷人生活的研究。

（2）伙伴关系模式：GAVI 是

一个全球性的公私合作联盟，其
合作伙伴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银行、
GAVI 的捐助国与受援国、 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科研机构、
制药公司、民间组织等，形成从
国际组织到各国政府， 政商、科
技、 教育和民间社区广泛的合作
网络。GAVI整合了合作伙伴各自
的优势， 例如： 由世界银行为
GAVI制定经济和筹资战略；由世
卫组织制定疫苗政策和技术规
范； 联合国儿基会作为全球发展
中国家疫苗的最大买家和供应
商， 与受援国卫生部、 地方领导
人、媒体和民间社会密切合作，保
证免疫计划的实施。 发达国家研
究机构和制药公司负责研发，提
供发展中国家所需的疫苗。 随着
技术进步， 发展中国家生产的疫
苗越来越多地通过 WHO的预认
证进入市场，增加了疫苗供给的
多样性和市场竞争，进而，发展
中国家疫苗生产厂商也成为
GAVI 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3）融资机制：GAVI 于 2006
年发起建立了国际免疫融资机
制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
Facility for Immunization， 简称
IFFIm），这是国际发展融资领域
的一项创新。 IFFIm 的职责是为
GAVI 筹措资金，但与 GAVI保持
相对独立。 IFFIm 利用世界银行
的直接参与以及捐助国政府的长
期承诺 ， 在国际资本市场以

“AAA”信用度出售“疫苗债券”为
GAVI 的免疫项目融通资金 。
IFFIm自成立以来，已吸引了 65.5
亿美元的主权认捐， 为 GAVI 在
最贫困国家疫苗接种计划提供了
26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4）商业模式：利用市场机
制，让需求与供给相契合，持续
循环。 这一循环主要有 5 个环
节：第一，利用规模经济，产生市
场需求信号，GAVI 汇集来自世
界最贫穷国家的免疫需求，向疫
苗生产企业发出市场供求信号；
第二，获得长期融资，除利用 IF－
FIm 发行债券外，GAVI 还向受
助国收取费用，收取额度随国力

增强而递增，完成从“受助国→
支付部分费用→支付全部费用→
捐助国”的蜕变。捐助国长期的捐
资承诺为 GAVI 提供了资金来源
的保障， 也激励制药厂商长期投
资；第三，市场塑造，GAVI汇同联
合国儿基会和盖茨基金会制定
《健康的市场框架》， 指导厂商根
据已知的需求规划生产， 使发展
中国家能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合适
的疫苗；第四，加速引入并改善系
统，GAVI强大的商业模式有效地
帮助各国引进新疫苗， 支持各国
改善卫生和免疫系统， 扩大免疫
覆盖面，直至惠及每一个儿童；最
后，形成良性循环，增加免疫接种
覆盖率将带来健康的人口， 以及
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这也意味
着， 更多的国家能够支付 GAVI
的疫苗费用， 最终脱离 GAVI 的
资助清单，成为捐助国。

中国与GAVI：从合作到贡献

中国的计划免疫和公共卫
生系统已建立且运作良好，因
此，中国不在 GAVI 资助国之列。
但由于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乙肝
爆发，贫困地区儿童乙肝疫苗接
种率相对较低，我国于 2001 年向
GAVI 提出申请， 希望支持我国
西部省份及其它贫困地区的乙
肝疫苗免疫工作。 2002 年中国政
府与 GAVI 达成协议， 由 GAVI
支持 3800 万美元，建立乙肝疫苗
免疫及安全注射五年 （2002-
2007）合作项目，中国财政部拨付
专项基金 1.8 亿元， 双方共同资
助了该项目顺利实施。

在疫苗生产方面，2013 年 10
月，中国国药集团成都生物制品有
限责任公司生产的乙脑减毒活疫
苗通过世卫组织预认证 (WHO
Pre-qualification）， 这是我国疫苗
产品首次达标。 2015年 6月中国
华兰生物流感疫苗也通过了世卫
组织的预认证。这两个疫苗已正式
进入联合国系统的采购清单。截至
2017年，中国共有 22个药品 2个
疫苗通过了WHO预认证。

2015 年 9 月， 中国政府与

GAVI签署协议，在 2016-2020年
间捐赠 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发展
中国家疫苗免疫工作，这是中国首
次向 GAVI提供资金支持，标志着
中国由 GAVI 的受援国转变为资
助国。 2017年 7月，中国招商局集
团与 GAVI签署了《全球免疫普及
项目捐赠协议》,成为首个向 GAVI
提供捐助的中国企业。

广袤的非洲大陆，气候酷
热，电力短缺，交通不便，这给疫
苗的冷链储运造成极大困难。 为
解决这一难题，中国海尔公司成
功推出太阳能疫苗冰箱。 这一款
冰箱既不用电， 也不用蓄电池，
完全靠太阳能驱动， 一次使用，
保温长达 7 天。 2017 年，海尔太
阳能疫苗冰箱顺利通过世卫组
织 23 项严苛检验， 获得世卫组
织关于性能、质量和安全的权威
认证， 入选世卫组织的采购目
录，海尔生物医疗成为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的长期供应商。

世界卫生组织规定，自 2003
年起， 每年 4 月的最后一个周举
办年度免疫周活动， 旨在促进采
取必要行动，普及免疫接种服务，
确保人人获得保护， 以免罹患可
以通过疫苗进行预防的疾病。
2012年世卫组织发布《全球疫苗
行动计划》 以推动全球性免疫接
种计划。事实上，从 2000年 GAVI
成立到 2018 年，已经为最贫穷国
家的 7 亿多儿童接种了疫苗，避
免了 1000多万儿童死亡。然而，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2016 年
约有 140万名五岁以下儿童死于
疫苗接种可预防的疾病，全球从未
接种疫苗的儿童有 1300 万人，这
将他们及其所在的社区暴露于罹
患疾病甚至死亡的风险中。

免疫接种，任重道远。 中国
应在“一带一路”“中非命运共同
体”“南南合作”等框架下，加强
与 GAVI 等国际组织的援外合
作， 将中国最新的科技信息、医
药产品、医疗器械、冷链物流等
技术推向海外，在全球健康事业
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共建和
平、包容、健康的新世界。

（据公益慈善学园）

� � 2018 年 8 月 24 日， 联合国儿基会海尔太阳能疫苗冰箱采购签约仪式暨第 10 万台疫苗冰箱下线
仪式现场

在尼日利亚的一间诊所外，医生向母亲讲解免疫接种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