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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信息]
1. “一带一路”开创中阿合作共赢新时代
【澎湃新闻】目前，中阿关系健康、快速发展。双方在能源、教育、医疗卫生、人工智能 、
基础设施、制造业、文化旅游等各方面广泛合作，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据统计，2018
年，中国与阿联酋两国贸易合作总额达到 430 亿美元。今年前五个月，双边贸易额为 171.3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其中，中国出口增长 2.2％，进口增长 9.8％。中国已成为阿联酋
最大的贸易伙伴，阿联酋则成为中国在阿拉伯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
阿联酋是中国在中东地区重要的商贸合作伙伴，两国间每年的贸易额约为 600 亿美元，这
一数字有望很快突破 700 亿美元。未来双方要进一步加强彼此发展战略对接，打造好哈利
法港二期集装箱码头和中阿产能合作示范园示范项目，巩固和扩大能源领域长期、稳定、
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努力实现 2030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2000 亿美元的目标。
关键词：一带一路；阿联酋；国际合作；健康
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026959

2. 第三届“一带一路”肝胆肿瘤暨传染病国际论坛举办
【光明日报】第三届“一带一路肝胆肿瘤暨传染病国际论坛”日前举办。该论坛由北京大
学医学部、东盟-中国中心（ASEAN）、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贵州医科大学及附属
医院、贵州省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分子诊断专委会、亚太肝病
诊疗技术联盟/肝癌专委会联合主办，近千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临床医学家和转化医学科学
家参会，共同探讨肝胆肿瘤及传染病领域相关疾病防控、临床诊疗、转化医学研究等方面
的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肝胆胰；传染病；论坛
链接：http://news.gmw.cn/2019-07/31/content_330439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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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精益求精 让中国彩超技术留在汤加
【中国山东网】还有一个月，邵宁宁的援助汤加医疗任务就要结束了。为把自己的技术更
好的传授给汤加的同事，邵宁宁在她所援助 VAIOLA 医院面向全院开展超声知识讲座。
据了解，科内同事们能做的彩超大多仅限于腹部超声及小器官检查，血管彩超方面涉足较
少，邵宁宁为给同事加以讲解，把自己的技术扎根汤加，她精心准备授课课件，7 月 31 日
午休时间再次为全科人员上彩超课程。
本次讲座上，邵宁宁从正常到异常、上肢血管到下肢血管、二维到多普勒超声、国内积攒
的病例到 VAIOLA 医院以及瓦瓦乌外岛巡诊做过的特殊病例等方面细致讲解。记者了解到，
此次讲座不同于上次院内讲座，主要是针对科内影像科同事，邵宁宁的课件更着重于超声
专业性，将超声表现、特点及检查者注意事项讲解更为详细。
关键词：援外医疗；山东；汤加
链接：http://dezhou.sdchina.com/show/4438100.html

4. 智慧医疗服务一带一路，为非洲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CCTIME 飞象网】通过智慧医疗互联互通，资源与技术服务的优势，为患者架设了与权威
专家面对面的“空中通道”，进一步满足一带一路国家的医疗需求!
一张桌子、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这是一间坐落在非洲喀麦隆姆巴尔马尤市医院的特殊
诊室。说到特殊，是因为除了几台设备外，还有一样神秘“武器”。
这个“武器”能帮助两国间缩短时空距离，当地医生及居民遇到的各种健康问题，不仅可
向喀麦隆医疗队求助，如今更能跨越 20000 公里距离，与中国高端医疗团队连线，解决诊
疗难题。
上周五，喀麦隆当地时间上午 8 点整(北京时间下午 15 时)，由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简
称“大同三院”)组织了一场“空中连线”远程学习。姆巴尔马尤市医院医生以及医疗队全
体成员，通过这套云平台系统，与大同三院专家“面对面”，同时参加学习的还有来自山
西左云县医疗集团、阳高县医疗集团、阳原县人民医院、蔚县中医院等近 20 家国内医疗机
构在内的 100 余名医务人员。
关键词：智慧医疗；一带一路；非洲
链接：http://www.cctime.com/html/2019-7-25/1462345.htm

5.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山西外贸发展新动力
【中国产经新闻】7 月 25 日，太原海关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2019 年上半年，山西省外贸
形势向好。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对山西省外贸整体情况影响不大。上半年，山西省进出口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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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610.67 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2.4%，低于全国整体增速 6.3 个百分点，进出口总值居全
国第 24 位，增速居第 23 位。上半年，山西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135.2 亿元，
增长 1.6%，高出全省进出口整体增速 4 个百分点，占山西省进出口总值的 22.2%，比重提
升了 1.5 个百分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将成为拉动山西省外贸发展的新动力。
据介绍，2019 年上半年，山西省进出口总值 610.67 亿元，同比下降 2.4%；监管进出境飞
机 2206 架次，增加 33.7%；出入境人员 25.3 万人次，增加 23.0%；个人邮递物品 12.2 万件。
检疫查验出入境集装箱 272 个标准箱；健康检查 2980 人次，受理预防接种 2404 人次，确
诊传染病 74 例，其中 10 例性病，8 例病毒性肝炎。上半年，山西省共运行中欧班列 39 列，
搭载 2183 个集装箱，货值 5 亿人民币。机场海关、大同海关的班列均是西部由我国中西部
经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出境，东部由我国东南部沿海地区经满洲里（绥芬河）出境。
目前，美国仍为山西省对外贸易第一大市场。 2019 年 1-6 月，山西省对美国进出口总值
120.8 亿元，同比增长 32.4%，高于全省整体增速（-2.4%）34.8 个百分点，占同期山西省外
贸总值的 19.8%。其中出口 117.5 亿元，增长 34.1%；自美进口 3.3 亿元，下降 9.4%。
关键词：“一带一路”；山西；外贸
链接：http://www.cien.com.cn/2019/0730/69491.shtml

[文献速递]
1. “一带一路”沿线 66 国全民健康覆盖现状与预测
文献来源：中国公共卫生
摘要：目的 对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倡议的 65 个国家的全民健康覆盖(UHC)情况进行评
价和预测。方法 利用全球疾病负担开放数据获得“一带一路”沿线 66 个国家(含中国)1990
—2017 年每年分国别的 UHC 指标值,使用百分数缩放法计算得分(0～100 分),结合社会人口
学指数(SDI)进行相关性分析。使用年均变化率对联合国提出的 UHC 指标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目标(SDG)各国实现情况进行预测。结果 2017 年“一带一路”沿线 66 国 UHC 指标得分中
位数为 75.3 分,其中中国得分为 80.8 分,排名第 22 位。排名最高的塞浦路斯为 100 分,排名最
低的是阿富汗,仅为 30.6 分。UHC 指标得分与 SDI 值呈高度相关性(r=0.89)。预计到 2030 年,
能够实现 SDG 目标的国家只有塞浦路斯和新加坡,中国则要在 2031 年。结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在 UHC 上表现不平衡,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 UHC 表现越好,“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
加强多边合作,优势互补,促进沿线各国的全民健康覆盖水平。
关键词：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目标；全民健康覆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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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pan.ckcest.cn/rcservice//doc?doc_id=42440

2. “一带一路”沿线省区人口健康服务供给收敛性研究
文献来源：统计与管理
摘要：评价人口健康服务供给效率的时空差异对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本
文以"一带一路"沿线 17 个省区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健康服务供给指数和需求指数对供给效率
做出评价,进而研究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的收敛性。研究发现,人口健康服务供给表现出东
部省区优于西部的特征;供给的技术效率随时间呈现较强的收敛性。因此,在提高健康服务供
给技术水平的同时合理配置资源,最终实现各地区人口健康的均衡发展。
关键词：人口健康服务；供给指数；需求指数；供给效率
链接：http://pan.ckcest.cn/rcservice//doc?doc_id=42441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染病学术资源挖掘及其对期刊稿源拓展的启示
文献来源：编辑学报
摘要：该文探讨中国传染病学术期刊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通过深入挖掘沿线
国家传染病学科学术资源、推动自身稿源拓展、提升国际影响力,自觉担当起时代赋予的历
史使命。收集整理 2014 年―2018 年 5 月 SCI-EXPANDED 数据库收录的全球学者用英语撰写
发表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染病学科的研究性论文,统计分析其文献特征及研究热点,并依
据此结果探讨我国传染病学术期刊稿源拓展的新方向。锁定重点传染病病种、病原、合作
国家关系网、合作机构关系网、研究热点等多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染病学术资源,并根
据数据挖掘结果总结出可行的实施步骤,为我国传染病学术期刊稿源拓展提供有力数据支
持。"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传染病学术期刊可通过挖掘沿线国家传染病学科学术资源,
实现稿源拓展与国际影响力提升,以此实践时代赋予的使命与担当。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传染病；学术期刊；学术资源挖掘；选题组稿
链接：http://pan.ckcest.cn/rcservice//doc?doc_id=42445

4. 2019 年 5 月全球传染病疫情概要
文献来源：疾病监测
摘要：2019 年 5 月全球共监测到传染病 54 种,涉及 98 个国家和地区。除流感外,涉及国家和
地区数量位于前 5 位的传染病为麻疹(55 个)、登革热(31 个)、霍乱(10 个)、基孔肯雅热(7
个)和军团菌病(6 个)。病死率位于前 4 位的传染病为鼠疫(100.0%)、埃博拉出血热(67.2%)、
中东呼吸综合征(34.5%)和拉沙热(22.4%)。死亡病例数位于前 5 位的传染病为埃博拉出血热、
霍乱、麻疹、登革热和拉沙热。非洲流行的传染病主要为埃博拉出血热、霍乱、黄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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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沙热和麻疹;亚洲流行的传染病主要为中东呼吸综合征和登革热;美洲和欧洲流行的传染病
主要为登革热和麻疹
关键词：埃博拉出血热；霍乱；黄热病；中东呼吸综合征；登革热；麻疹
链接：http://pan.ckcest.cn/rcservice//doc?doc_id=42444

5. 中国对非洲医疗援助的特点
文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摘要：2018 年 3 月，美国《外交学者》报道，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中国对非洲医疗
援助是其在非洲获得良好口碑的重要方式。事实上，中国医疗援非已经有 50 多年的历史，
不仅规模之大在国际医疗援助史上罕见，其立体式医疗援助体系及取得的卓越成就也举世
瞩目。立体式援助体系
关键词：中国；非洲；医疗援助；特点
链接：http://pan.ckcest.cn/rcservice//doc?doc_id=42443

[研究报告]
1. 居穗非洲人健康状况及对中国医疗服务评价
发布源：热米娜·买买提江
摘要：目的探讨居穗非洲人群的健康状况及对中国医疗服务的评价及其影响因素 ,为后续针
对性医疗卫生服务的开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2016 年 1—2 月在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办证
大厅共收集非洲人调查问卷 330 份。问卷采用 13 种不同语言版本的电子问卷,由研究对象
通过电脑平板自填完成。采用 χ2 检验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330 位调查对象中,男性占 81.2%;57.9%的人在华累计居留时间不超过 6 个月;认为身体健康
差者占 6.1%;在华期间有过健康问题者占 10.6%;在华有医疗保险者占 32.7%;5.1%、38.5%和
56.4%的调查对象对中国医疗服务的总体评价分别为差、一般和好。在华累计居留时间较长
者认为自身健康差的可能性较大(OR=3.37,P <0.05);完全不懂中文的人在华期间有过健康问
题的可能性较小(OR=0.24,P <0.01);婚姻状况(OR=7.33,P <0.01)、签证类型(OR=5.19,P <0.05)、
参加过在广州的商会/同乡会(OR=3.29,P <0.05)、在华接受过教育(OR=4.05,P <0.05)是居穗非
洲人对中国医疗服务总体评价的影响因素。结论在"南南合作"和"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可
以预期未来来华的非洲人数量有增长的趋势。因此,来华非洲人的在中国的健康状况和医疗
卫生服务需求不容忽视,亟待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和服务模式的探讨。
关键词：非洲人；健康状况；医疗服务；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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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pan.ckcest.cn/rcservice//doc?doc_id=4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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