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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W·李·豪威尔（W. Lee Howell）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成员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为世界各地区领袖在新年之

初共同制定全球议程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平台。年会

依然是制定全球、地区和行业议程最为重要的场所，

因为我们相信，只有通过聚合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力

量，面向未来、开展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当今世界

面临的各项挑战。

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500多名商界、政界和公

民社会的领袖参加了在瑞士举行的第44届达沃斯年

会，并围绕“重塑世界格局对政治、商业和社会的影

响”这一主题，共同探讨了时代变化所带来的各种相

互关联的复杂问题——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社会

以及技术都在发生深刻变革，正在重新影响着我们

的生活、社区和机构。

本届年会包括250场官方会议，共分为四大主

题：实现包容性增长；全面支持颠覆式创新；满足社

会的新期望；以及维系90亿人口的世界。围绕这些

主题的相关讨论挑战了人们对政治、商业和社会持

有的传统观念，旨在激发人们提出富有影响力的理

念，培育合作精神，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全

球事务。

我们非常感谢各会员企业、合作伙伴以及社区在

议程制定过程中给予的配合，以及在过去一年为我

们提供的支持。由来自世界各地1000多名思想领袖

组成的全球议程理事会继续发挥了重大作用。与此

同时，我们也诚挚感谢年会各位联席主席所提供的

指导。

在此，我谨代表世界经济论坛管理委员会，再

次感谢大家的参与和支持。毫无疑问，各位所产生的

影响力必定会超越达沃斯年会本身！

序言



序言来自年会的新闻

来自年会的新闻

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
巴西总统

安倍晋三
日本首相

朴槿惠
韩国总统

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 – Sirleaf）
利比里亚总统

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表示，巴西将继续努力，帮助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并加入中
产阶级的行列，因此巴西非常渴望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并已为此做好相应的准备。“巴西需要并且渴
望与私人投资者建立合作关系，”罗塞夫表示。“我们始终欢迎外来投资，并致力于进一步改善投资
环境。”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告诉与会者，日本即将摆脱长期的通货紧缩，并重新回归到财政整顿的道路上来。
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于2012年出现了经济负增长，但在2013年前三季度恢复了经济增长，成
功扭转了经济颓势。“日本并非已经日薄西山，而是重新迎来了新的黎明，”安倍宣称。“我愿意充当
一个强大的‘电钻’，打破既得利益集团。未来两年，没有哪个既得利益集团可以逃过我的钻头。”

韩国总统和利比亚总统在“通过创业、教育和就业重塑世界状况”的会议中都指出，为了促进经济的
持续增长，增强经济体系的风险抵御力，各国必须培育创造力和创新力，寻求为青年人口创造更多的
就业机会，并建立包容的社会。韩国总统朴槿惠警告称，“创造力鸿沟将决定未来世界状况。创造力
不会破坏环境，而是会释放可持续增长的机会。每个人都有发挥创造力的潜能，因此实现包容性增
长大有希望。” 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 – Sirleaf）在发言中指出，“我
们必须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以弥补经济体系中出现的漏洞。这种风险抵御力不仅来自于经济的增
长，还来自一项关键的要素——能力。”

澳大利亚总理、二十国集团2014年轮值主席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告诉与会者，二十国集团将致
力于扩大全球贸易、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改进税收制度以确保公平、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并完善
金融监管。“贸易是头等大事，”阿博特指出。“当人们能够自由地进行贸易，财富就会增长。至少二十国
集团应该再次下定决心，逐步取消自危机以来所采取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墨西哥总统恩里克·培尼亚·涅托（Enrique Peña Nieto）表示，由于在2013年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改革，
墨西哥已经做好了迎接重大转型的准备。“民主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必要手段，”培尼亚·涅托表示。他还
间接地提到了三大政党之间签署的“墨西哥协定”（Pact for Mexico）, 即涉及劳动法、教育以及油气
等战略性经济部门的一揽子综合改革计划。

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
2014年G20轮值主席国澳大利亚总理

恩里克·培尼亚·涅托（Enrique Peña Nieto）
墨西哥总统；全球青年领袖项目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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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达沃斯年会重点内容

达沃斯 
年会重点 
内容

从地缘安全
到文化与艺术

中东：和平与希望

从叙利亚问题到阿拉伯-以色列冲

突，中东地区的问题似乎根深蒂固。但

是，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年会期间，与会

者对于解决这些问题表现出了希望和乐观

的情绪。

自2004年以来，年会上第一次有伊

朗总统发言。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

（Hassan Rouhani）在其发言中表达了

“友谊、参与、合作与和平共存”的愿望。

他强调表示，他决心为伊朗的经济发展奠

定基础，使得伊朗能在未来数年成为世界

十大经济体之一；并计划与邻国乃至整个

国际社会建立和平、正常化的关系。“我

们希望与所有国家携手，共同实现和平以

及美好的未来。我希望伊朗能够融入国

际社会，并在其中扮演和平与积极的角

色，”他表示。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 o h n  F. 

Kerry）则高兴地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外交

关系实现了突破。如果两国的关系能继续

发展，将会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安全的地

区和世界。克里此前刚刚在日内瓦和蒙特

勒参加了关于叙利亚问题的会谈。在本次

年会上，克里谴责了在叙利亚境内发生的

人道主义灾难，并表示美国将致力于实行

“强制外交”。根据最近达成的一份协

议，相关各方将共同努力，销毁叙利亚境

内所有的化学武器。克里同时还承诺，美

国将全力促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建立和

平关系。他强调指出，“最终的形势”非常

明显，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应该建立安全的

双边关系。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Benjamin Netanyahu）也重申了他的

看法，表示有必要推进该地区的和平谈

判。“我希望该地区实现和平，一种真正

的、安全的和平。”但是他指出，和平进程

必须建立在双方相互承认和强有力的安

全协议的基础之上。在叙利亚发生人道

主义灾难和中东区域政治持续转型的背

景下，内塔尼亚胡重点强调要壮大以色列

的经济。他指出，推进经济领域的和平将

有助于促进政治的和平，而且以色列、巴

勒斯坦与阿拉伯邻国的人民都将从以色

列的经济增长中获益。

2013年5月，世界经济论坛在约旦举

行的中东峰会上发起了一项“打破僵局”

行动倡议，旨在敦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

国政府达成和平协议。在本届年会上，两

国的商业领袖围绕这一问题继续开展对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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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水晶奖”获奖者
揭晓

今年，世界经济论坛将“水晶奖”颁发给了三位文化领袖，以

表彰通过艺术作品而改善世界状况的三位艺术家，他们分别是：

奥斯卡获奖演员Matt Damon，他致力于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

尤其是参与创立了water.org组织以解决水资源问题；国际著名

的男高音歌唱家Juan Diego Flórez，他创立了“为了秘鲁交响

乐”基金会（Sinfonía por el Perú），旨在为秘鲁年轻人提供音

乐教育，促进年轻人的成长；以及出身于伊朗的视觉艺术家

Shirin Neshat，她通过艺术作品关注性别平等、文化和身份问

题，她的艺术作品已收藏在全球多家博物馆和公共机构。

http://wef.ch/crystalawards14

持续开发职业领导力

在本届年会上，世界经济论坛还正式启动了在线学习平

台—论坛学院（Forum Academy），旨在为专业人士和各大机

构提供培训课程，帮助他们在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提升战略素

养。论坛学院由世界经济论坛与edX联合发布，是一个非营利项

目，旨在持续提供经认证的职业领导力培训课程。该学院将吸引

商界、学术界、政界和社会其它各界领袖的参与，提供具有达沃

斯会议水准的高品质课程，内容涵盖全球、行业和区域主题。

在经济、技术和社会发生快速变革并对工作内容产生影响的

背景下，专业人士和各类组织都需要洞悉最新的发展趋势以及相

关领域的最佳实践，而论坛学院恰好可以利用论坛由各领域最

顶尖专家组成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网络，提供相关领域的前沿知

识，从而满足学员的需求。论坛学院第一期培训课程的主题是全

球技术领导力，将于2014年5月正式提供课程，现已开始接受注

册报名。

http://forumacademy.weforum.org

http://wef.ch/crystalawards14
http://forumacademy.weforum.org


达沃斯年会重点内容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年会：重塑世界格局对政治、商业和社会的影响 7

难民生活情景体验

你能想象出难民的生活情景吗？本届年会期间，与会嘉宾参

加了两项富有感染力的情景模拟活动，以体验叙利亚难民每天为

了生存所进行的挣扎。第一项活动由十字路口基金会主办，由难

民、国内流离失所者以及非政府组织共同设计活动内容，设计出

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在生存边缘挣扎的真实情景。难民和工作人

员在现场回答嘉宾提出的问题。第二项活动名为叙利亚项目

（Project Syria），是一个身临其境的时长四分钟的体验活动，

通过使用虚拟的游戏技术，重点让参与者体验叙利亚儿童所面

临的困境。这一体验活动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再现了Aleppo

某繁华的街角在遭受火箭弹攻击时的情景；第二部分则再现了

难民营的生活情景。参与者能体验到越来越多的叙利亚人正为

了寻求安全而逃离家园的真实情景。这两项情景体验活动的目

的是促使达沃斯年会的与会者采取行动，更好地解决叙利亚境

内的人道主义危机。当前，流离失所者已占叙利亚人口的近三分

之一。

欲观看这场“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危机”公开会议，敬请登录：

http://wef.ch/hcs14

改善健康之路

本届年会高度关注健康议题，与此相关的会议超过25场，包

括重新设计医疗体系、医疗突破、精神疾病和冥想等等。会议内

容重点关注健康对于商业的影响，以及健康对于经济发展和繁

荣的推动作用。首届健康峰会在年会期间举行，召集了政府首

脑、企业首席执行官以及其他领袖参加，促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健

康问题给各行各业带来的挑战。本次年会还关注个人的健康，并

邀请与会嘉宾参加“达沃斯健康挑战”活动。许多嘉宾在手腕上

佩戴了运动追踪器，以了解其身体活动情况和能量消耗水平。活

动结果如下：850名嘉宾平均每日行走了6,748步。如果达沃斯的

每一个人都参加这项活动，那么他们步行的总距离将超过31万公

里，相当于绕瑞士步行167圈。

欲观看“健康就是财富”官方会议，敬请登录：

http://wef.ch/healthwealth

http://wef.ch/hcs14
http://wef.ch/health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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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TopLink是论坛各社区分享观点的空间，也是与会者在现
场会议之前、期间以及之后继续开展高端对话的平台。

一个开展对话与合作的值得信赖的空间。

• 个人、社区和项目之间进行对等互动

• 更好的会议服务

•  项目协作空间

• 共同设计论坛会议和项目

• 内容高端、主题具有互动性

监测

论坛所有活动的中心平

台，围绕各关键主题而

设。通过各项主 题，

TopLink能够将所有对论

坛各社区具有重要意义

的工作衔接起来。一流专

家在这里发表文章，针对

一些重大宏观问题进行

深入剖析。

会议

与会嘉宾规划自己的行

程。那些没有出席会议的

嘉宾可以通过专门的网络

视频、会议报告以及由思

享者撰写的富有洞察力的

文章，参与话题探讨并进

行互动。

对接

社区空间为会员提供了协

同工作的场所，以及一些

共同活动的相关信息，并

能够有效对接业内同行，

以探讨重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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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项目

TopLink囊括了所有的文

件、重要事项和目标，各

利益相关者的项目团队都

能在这里展开协作。实用

的协作工具能够将世界上

最忙碌的一群人召集起

来，共同探讨一些最为重

要的问题。

高端访谈

这些精短的视频介绍了各

领域顶尖人士的重要见

解。这些视频可以推动对

话与合作，并能够帮助人

们深入了解重要主题，并

为开展对话提供框架。

欲浏览全部的内容日历，

敬请登录：

http://wef.ch/tlcalendar

欲访问TopLink，敬请登录：

http://toplink.weforum.org

http://wef.ch/tlcalendar
http://toplink.wefor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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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存在的不平等问题

实现
包容性
增长
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一项全球性挑战，需要在

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采取一系列政策行动加

以应对。但是，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耐心与

国际合作。

在第44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如何

实现包容性增长是个重要主题，并从会议

一开始就成为关注的焦点。加纳籍天主教

枢机主教、梵蒂冈宗座正义与和平委员会

主席彼得·图克森（Peter Kodwo Appiah 

Turkson）宣读了教宗方济各写给与会嘉宾

的特别来信。这位罗马天主教领袖在信中

说道：“我希望你们能确保让财富为人类

服务，而非让人受财富支配。”

然而，即使在商界、政界和公民社会

领袖抵达达沃斯-克洛斯特斯之前，不平

等问题就一直是各方领袖最为关注的问

题。世界经济论坛曾对全球议程理事会、

全球青年领袖和全球杰出青年社区的

1500多名专家进行调查，并最终将调查结

果纳入了《2014年全球议程展望》报告。

调查结果显示，收入差距扩大和结构性失

业被纳入各国领袖今年最为担忧的三大问

题之列。

不平等问题已经普遍存在，不管在发

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这个问题都十分

突出。在年会召开前夕，国际乐施会

（Oxfam International）发布的一份简报

显示，世界上1%的人口掌握着近一半的世

界财富，最富裕的85个人拥有的财富相当

于社会底层35亿人口（即世界一半人口）

拥有的财富总和。

在制定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战略时，与

会者承认不可能一触而就，即使是青年人

口失业这样的紧迫性问题都没有快速的解

决办法。但是与会者也一致认为，随着美

国经济复苏，欧洲经济开始反弹，日本开

始摆脱通货紧缩和滞涨，世界经济已逐渐

走出危机，各经济体因而获得了更多的喘

息之机，有时间采取措施应对一些比较棘

手的、阻碍包容性增长的长期性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各国是否采取了正确

的改革措施，是否开展了密切的相互合

作，以应对环境挑战以及新一轮金融危机

的威胁，并致力于解决粮食、能源和水安

全问题。“2014年将是一个政策敏感之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世界经济

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朱民在“回归自然增

长模式”会议上表示。“进行结构改革和

模式调整非常必要。”

对于各经济体来说，仅仅追求增长还

不够；增长必须具有包容性，要能消除收

入、年龄、性别、技能、技术和机会等各方

面的不平等现象。非洲的经济可能正在

“加速增长”，但是“财富和权力的集中也

正在将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排除在经济体系

之外，剥夺他们的发展机会，这将导致社会

的不安全和不稳定，”英国国际乐施会总干

事Winnie Byanyima在“非洲新增的10亿

人口”会议上表示。截至目前，经济增长仍

然是一种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

即达到底线）行为，她指出。“我们要力争

上游（race to the top），制定政策和法规

以保护人权和环境，并减少贫困。”

阿里科·丹格特（Aliko Dangote），
丹格特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尼
日利亚；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年会
联席主席

“人们总是会低估非洲的发展潜
力。到2050年，我们非洲将联合
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



重塑世界格局对政治、商业和社会的影响 11

01

02

03

普遍存在的不平等问题

在讨论如何才能实现包容性增长时，

与会者认为应当优先实现三大长远目标：

创造就业机会，尤其是为青年人口创造就

业机会；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增强经济

的风险抵御力并控制可能导致新一轮重大

金融危机的各项风险。与会者一致同意采

取一系列行动计划，而这些计划都需要时

间方能产生效果。

我们应当考虑解决全球基础设施领

域的投资不足问题。咨询公司麦肯锡预

计，2013年至2030年期间，世界各国需要

投入57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这比过去十八年在基础设施领域实际投入

的18万亿美元要高出36%。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L aw r e n c e  H . 

Summers在“未来货币政策”会议上指

出，由于目前的利率水平较低、公司现金

充足、各经济体开始反弹，以及世界许多

地区失业率仍然维持在两位数，因此我们

必须抓紧建设、翻修以及维护港口、机场、

桥梁和其它交通设施，这些举措将会创造

就业机会，并促进包容性增长。“如果我们

给子孙后代留下大量未经维护的基础设

施 ，那 么 将 会 产 生 悲 剧 性 的 后

果，”Summers表示。

01: “非洲新增的 10 亿人
口”会议
02: 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英国首相；
Bono，U2 乐队主唱；RED
基金会联合创始人；ONE
慈善项目联合创始人，爱
尔兰
03: Joseph E. Stiglitz，哥
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
务学院教授，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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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存在的不平等问题

“人们总是会低估非洲的发展潜
力。到2050年，我们非洲将联合
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

Wolfgang Schäuble，
德国财政部长

促进包容性增长的另一项战略是推动

中小企业的发展，尤其要为中小企业提供

融资便利。中小企业是创造就业岗位的主

要力量，对于年轻人和妇女来说尤其如

此。投资于教育，尤其是投资于女孩和妇

女的教育，以及投资于创新也是十分重要

的举措。在“创业、教育和就业”会议中，

韩国总统朴槿惠指出：“创造力不会破坏

环境，而是会释放可持续增长的机会。每

个人都有发挥创造力的潜能，因此实现包

容性增长大有希望。”

如果不在教育和研发领域增加投资，

尤其是对于危机之后因为采取紧缩措施

而缩减预算的经济体而言，那么创造与创

新对于包容性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十分有

限。但是在几场会议中，与会者也警告称，

许多公司由于担心金融改革和应对气候变

化会带来监管政策的变化，因此仍然坐拥

大量的现金。

02: Carlos Ghosn，雷诺 -
日产联盟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法国；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

01: Laurence Fink，贝莱
德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Mario Draghi，
欧洲央行行长，法兰克福

01

02

“投资者真正需要的是更大的信心，

相信政府不会在投资后改变政策，”澳大

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在

“二十国集团的未来：澳大利亚视角”会

议上表示。释放私营部门投资对于推动包

容性增长而言至关重要。“归根结底，私营

部门获得的动力强弱和参与程度决定着能

否实现高效、可持续的增长，”世界经济论

坛在年会期间发布的《新的增长模式》报

告中指出。几位与会者还提醒说，创新和

生产效率提升所带来的结构性变革需要一

定的时间才能产生影响。

阿博特在发言中阐述了在担任二十国

集团轮值主席期间集团所要开展的重点工

作，并补充强调了为实现包容性增长而制

订的全球战略的几大支柱——即扩大全

球贸易、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为确保公平

而改进税收制度、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并完善金融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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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Christine Lagarde），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华
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
02: Ali Babacan，土耳其
负责经济与财政事务的副
总理；Pierre Moscovici，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
03:“全球金融展望”会议

江慕忠（Joseph Jimenez），诺华
公司首席执行官，瑞士；世界经济
论坛2014年年会联席主席

“为了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医疗体
系，我们需要帮助各社区加强能力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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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存在的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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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Gerard Baker，《华尔
街日报》总编辑，美国； 
Jacob J. Lew，美国财政
部长
02: Harry Hohmeister，瑞
士国际航空公司首席执行
官，瑞士；Boris Collardi，
瑞士宝盛银行首席执行官，
瑞士
03: Goldie Hawn，演员、
制片人、作家兼韩氏基金会
（The Hawn Foundation）
创始人，美国 
04: Angel Gurría，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巴黎；
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
成员；水安全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为消费者和银行客户打造更加安全的

市场环境至关重要。但是，我们仍然还有

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包括建立银行账户

清算机制以及消除“大而不能倒”的问题。

“我非常担心对于宏观审慎性政策的自满

态度，”Summers评论道。“我们要更加

重视打造一个安全的体系，一个不受无知

和错误影响的体系。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

要提高资本要求和流动性，并增强系统的

稳健性。”

若要成功开展协调工作，推动包容性

增长，我们必须更加深入地开展国际合

作。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迹象日益明

显，尤其是每个国家都在实施自己的战

略，国际合作将更加难以实现。当然，我们

还面临其他挑战。国家政治可能会引发一

些动荡。今年，土耳其、南非、印度、印度

尼西亚和巴西等几个大型经济体将举行大

选，其前景如何，尚难以预料。尤其是在那

些青年失业率很高的国家，社会不稳定确

实让人忧心忡忡。失业青年可能很难有耐

心等待长期的结构调整政策出台。

人们还会担心美国等国家量化宽松货

币政策淡出与其他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可能

会产生的影响，在新兴经济体中，这种担

心尤为明显。巴西央行行长A lexandre 

Tombini表达了下述担忧：由于量化宽松

政策淡出过程缺乏协调行动，可能会导致

资本市场与货币币值的波动。“新的风险

在于，量化宽松政策如何淡出，淡出的速

度有多快，如何与外部进行沟通以及会产

生哪些影响等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

裁、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拉加德

（Christine Lagarde）在“2014年全球经

济展望”会议中指出。

最后，技术的应用也是一项挑战。创

新能够提升生产率，但同时也会导致就业

机会的丧失。然而，节省下来的成本可投

资于那些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领域以及通

信领域，以利于加强人们之间的联系，缩

小数字鸿沟，从而增强社会的包容性。

来源：《2013-2014年全球风险观点调查》

2014年十大全球性风险

序号 全球性风险

1 主要经济体的财政危机

2 结构性高失业率/就业不足

3 水危机

4 收入严重不平等

5 减缓并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失败

6 极端天气事件频率上升（比如洪水、风暴和火灾）

7 全球治理体系的失灵

8 粮食危机

9 主要金融机制/机构发生危机

10 政治和社会严重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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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存在的不平等问题

“新的法规正在制定当中，但是各
国的政策存在差异。金融行业必
须面对这项挑战。”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中国；世界经济论坛

2014年年会联席主席

01: John T. Chambers，思
科系统公司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美国；玛丽莎·梅
耶尔（Marissa Mayer），雅
虎公司首席执行官，美国；
世界经济论坛 2014 年年
会联席主席；全球青年领袖
02: 潘基文（Ban Ki-moon），
联合国秘书长，纽约
03: Daniel Yergin，IHS 能
源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04: Rouba Mhaissen，
Sawa for Development 
and Aid 组 织 创 始 人 兼
主 任，黎 巴 嫩；Ahmet 
Davutoglu，土耳其外交部
长
05: 保罗·卡加梅（P a u l  
Kagame），卢旺达共和国
总统
06: 范平明，越南副总理
兼外交部长
07: 冯 慧 兰（Mari Elka 
Pangestu），印度尼西亚
旅游与创意经济部部长；
旅行和旅游新模式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David 
Adjaye，阿德迦耶建筑事
务所建筑师，英国

01

02

0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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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存在的不平等问题

04: 吴昂敏，缅甸总统府
部长
05: Philipp M. Hildebrand，
贝莱德集团副董事长，英国
06: 开放式论坛“信仰与性
别平等”

01: “重塑日本未来对全球
的影响”会议
02: F e l i p e  L a r r a í n  
Bascuñán，智利财政部长
03: Lubna S. Olayan，奥
拉扬金融公司副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沙特阿拉
伯；Güler Sabanci，Haci 
Ömer萨班哲控股公司董
事长兼总裁，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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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存在的不平等问题

07: Klaus Kle infe ld，美
国铝业公司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2014年
采矿&金属行业主管会议
主席；世界经济论坛美国
分部基金董事会成员；
Guy Ryder，国际劳工组
织（ILO）总干事，日内瓦
0 8 :  高许，《时代》国际
版编辑，美国；P i e r r e 
Nante rme，埃森哲公司
首席执行官，法国；A xe l 
A .  We be r，瑞银集团董
事长，瑞士；G iu s e p p e 
R e c c h i，埃尼集团董事
长，意大利；K e n n e t h 
Rogof f，哈佛大学公共政
策教授与经济学教授，美
国；苏铭天爵士，WPP集
团首席执行官，英国

07

08

为“失去的一代”打造通往成功的阶梯

—穆泰康（Muhtar A. Kent），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全球青年失业危机带来的人力成本是难以估量的。失业青年为了能对其国家、社区和家庭做出积极的贡献而努力拼搏。如果我

们能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我们就能提升生产效率和工资水平，并打造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从而促进社会稳定、提升青年自

尊、推动社区发展并减少犯罪。

对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研究表明，全球青年就业率每持续提高一个百分点，全球范围内的年消费额预计将增加720

亿美元。

施瓦布教授和我都相信，商界、政界和公民社会的领

袖应当在2014年携手努力，共同解决这一迫切的问题

本届年会的多场会议都重点关注青年就业问题，比如“千禧一代的挑战”以及“解决就业问题”等。您在年会上听到哪些观点，

可以帮助全球企业界建立 合作关系，从而帮助青年一代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企业界、政府部门以及公民社会应当如何携手合作，共同解决青年失业问题？请登录TopLink，进入世界经济论坛社区，与我共

同探讨这一关键的问题：https://toplink.weforum.org/article/can-we-build-ladder-lost-generation

01: 顾润贺（Robert Greenhill），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首席商务官兼管理委员会成员；Maria Fanjul，entradas.com首席执行官，西班牙；全球杰出青年；欧洲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穆泰康（Muhtar A. Kent），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范礼赫（Khalid A. Al Falih），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沙特阿拉伯；Klaus Kleinfeld，美
国铝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4 年采矿 & 金属行业主管会议主席；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事会成员；Guy Ryder，国际劳工组织（ILO）总干事，日内瓦

通过TopLink阅览更多有关“实现包
容性增长”的内容

非洲新增的10亿人口

http://wef.ch/afn14

二十国集团的未来：澳大利亚视角

http://wef.ch/avg20

回归自然增长模式

http://wef.ch/gbng14

2014年全球经济展望

http://wef.ch/tpgeo14

通过创业、教育和就业重塑世界状况

http://wef.ch/ree14

未来货币政策

http://wef.ch/fmp14

http://toplink.weforum.org/article/can-we-build-ladder-lost-generation
http://wef.ch/afn14
http://wef.ch/avg20
http://wef.ch/gbng14
http://wef.ch/tpgeo14
http://wef.ch/ree14
http://wef.ch/fm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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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支持颠覆式创新

“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

世界，”美国雅虎公司首席执行官玛丽

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在“2014

年全球议程展望”会议中感言道。她承

认这种高度互联蕴藏的颠覆性力量和潜

在风险，但是也认为它“能够产生难以

置信的建设性力量”。

“颠覆性力量通常会推动生产效率

的提高，并促进财富的再次分配，”梅耶

尔表示。“我们需要利用这种财富的再

分配，推动教育、传播和包容性建设等

领域的投资，从而实现良性循环，并且

确保通过提高生产率解决一些全球问

题。”

参加本届年会的2500名政府官员、

商界领袖、公民社会的代表、专家学者、

媒体领袖以及艺术家都对此表示认同。

在一场接一场的会议中，与会嘉宾从不

同层面探讨了颠覆式创新，了解它是如

何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学习、沟通和协

作方式。

与会者一致认为，在进行转变的过

程中，既要实现收益的最大化，也要能

减缓相应的风险。印度工业联合会会

长、印孚瑟斯有限公司董事长克里斯•戈

帕拉克里斯南（Kris Gopalakrishnan）

指出：“技术将会创造巨大的机遇，但是

我们人类如何适应这样的变革非常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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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使用的智能手机数量预计为5亿部，但在未来6个月，
这一数字将激增8倍，达到难以置信的40亿部。到2020年，全球
范围内的联网设备将达到500亿台，相当于地球上每名男性、女
性和儿童平均拥有6部联网设备，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
本电脑、联网电器、联网汽车以及其它产品。

07

08

09

“2014年将是转折的一年。移动技
术、带宽技术和物联网将改变人们
的生活。”

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
雅虎公司首席执行官，美国；世界经
济论坛2014年年会联席主席

创新革命

几乎人类活动的每个领域都将受到影

响，而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受到的影响

则更大。那种以统治者和首席执行官们发

号施令为特征的“自上而下”的领导模式

正在被推翻。通过利用高度互联的网络以

及提供众包、分析和预测性计算的网站，

金字塔中层和底层人士能够将想法和感受

传达给高层领导者。

与此同时，被统治的人现在拥有了监

督统治者并进行问责的途径，从而能激发

人们采取行动，对付那些他们认为没有履

行其社会契约义务的人。比如，阿拉伯之

春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高度互联

的网络发起的。网民们通过短信、推特和

博客了解新闻，而激进主义者则通过手

机、社交媒体和因特网动员、支持并协调

相关抗议行动。

商业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沃尔

玛等零售业巨头正在转变为科技公司，致

力于将数字和实体运营相结合，充分利用

分析和计算工具的力量，以了解客户的个

体和集体行为方式。“你需要用今天的工

具了解过去，洞悉未来，”即将走马上任的

沃尔玛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董明伦在“未来

的颠覆式创新”会议上表示。

01: Steve Sedgwick，
CNBC 电视台主持人，
英 国；Fatih Birol，国 际
能源署首席经济学家，巴
黎；高纪凡，天合光能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 官，中 国；Maria das 
Graças S i l va Foster，
巴西石油公司首席执行
官，巴西；史毕福（Ulrich 
Spiesshofer），ABB 集团
首席执行官，瑞士；Peter 
Terium，莱茵集团首席执
行官，德国；2013 年能源
设施与技术社区负责人；
电力系统行业主管会议联
席主席；山本一太，日本
科学技术政策大臣兼宇宙
政策大臣

02: Huguette Labelle，透
明国际主席，德国；“负责
任的矿产资源管理”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03: Alan Clark，南非米勒
酿酒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04: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
学院院长，中国

05:安茂德(Michael Andrew)，
毕马威国际主席，香港特别
行政区

06: Jonathan Zit train，
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兼计算
机科学教授，美国；全球
青年领袖项目校友；未来
互联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Orit Gadiesh，贝恩公

司董事长，美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Patrick  J. Leahy，佛蒙
特州参议员（民主党），
美国；Salil Shetty，国际
特赦组织总干事，英国；“公
民社会的角色”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Bradford 
L. Smith，微软公司执行
副总裁兼总法律顾问，
美 国；Shyam Sankar，
Palantir 技术公司总裁，
美国；技术先锋；Augie K. 
Fabela I I，VimpelCom
公司联合创始人兼名誉
董事长，荷兰
07: Neil Gershenfeld，
麻省理工学院比特与原
子研究中心主任，美国；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
隆大学校长，美国

08: Orit Gadiesh，贝恩公
司董事长，美国；世界经济
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09: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世界经济论
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哈 桑·鲁 哈 尼（Hassan 
Rouhani），伊朗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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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不存在什么石油峰值，但是

产能峰值依然存在。”

马哲睿（Christophe de Margerie），
道达尔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法
国；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年会联席
主席

0 1: M a r c  R .  B e n i o f f，
Salesforce.com 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项目校友
02: 邵思博（Barry Salzberg），
德勤全球首席执行官，美国
03: Mark Bertolini，美国安
泰保险集团董事长、首席执
行官兼总裁，美国；2013 年
全球健康与医疗行业主管
会议联席主席
0 4 :M o h a m m ad Javad 
Zarif，伊朗外交部长
05:Nasser Sami Judeh，约
旦哈西姆王国外交与侨务大
臣；Richard N.Haass，美国
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美国
06:“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
能力”会议
07: Viviane Reding，欧 盟
副主席兼司法、人权和公民
事务专员，布鲁塞尔

在与麻省理工学院联合举办的“先进

制造业”创想研究室会议上，与会者探讨

了自动化、数字化、云计算、先进机器人以

及3D打印技术正在如何改变制造业、零售

业、智力劳动以及业务流程。共享经济形

态的崛起得益于高度互联的推动，是变革

的另一大动因。在消费者选择租赁而非购

买的情况下，公司就必须致力于提高人们

对产品的信任度并打造优质的客户体验，

或者转而提供无法被共享的产品，比如奢

侈品。

收益和风险

毋庸置疑，创新正在改善世界状况。

瑞士诺华集团首席执行官江慕忠（Joseph 

Jimenez）坚信，新兴的生物信息技术能

够综合运用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和工程学

的知识，处理生物学数据，这将改变医疗

服务行业。“得益于这项技术的发展，医药

学将实现过去十年从未有过的进步，”他

指出。

 

但是，创新也有风险。比如，过度使用

技术就会让人产生精神疾病。有与会者表

示担忧，认为机器人和其他技术的发展正

在吞噬制造业、信息管理甚至是教师等行

业的工作机会，因为数千名学生可以通过

网络课程学习。“软件正在吞噬着这个世

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Erik Brynjolfsson在参加“反思技术与就

业的关系”论坛辩论会时警告称。

涉及隐私权的“老大哥”问题也引起

了大家的关注。“隐私权问题肯定会成为

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英

国国际特赦组织总干事、“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Sali l Shetty在

“‘老大哥’问题”会议上表示。无处不在

的联网设备有时会在用户并不知情或不同

意的情况下收集数据，然后相关的组织会

以国家安全为幌子，或者为了谋求商业竞

争优势获取这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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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健康置于社会进步的核心

—Hosain Rahman，Jawbone首席执行官，美国

个人健康是本届达沃斯年会的中心话题。与会者佩戴由Jawbone UP提供的可穿戴科技产品，以追踪其身

体活动情况。与冥想和个性化医疗等健康话题相关的会议也是官方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名健康科技领域的创新者，我非常喜欢与健康行业的同行以及决策者、专家学者和公民社会的领袖进

行交流，与他们探讨如何在实现社会进步的同时，将人们的健康视作首要任务。

我在TopLink社区平台提出了如下问题：

我们如何才能确保健康和优质生活能成为社会进步的

核心，以及我们如何通过科技的力量来推动社会进步？

欢迎与我以及其他年会嘉宾一起，深入探讨这个对于21世纪社会进步非常关键的问题：

https://toplink.weforum.org/article/discussion-day-how-can-we-put-health-first

http://oplink.weforum.org/article/discussion-day-how-can-we-put-health-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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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将创造大量的机会，但是我们

人类如何适应随之带来的变革将非常

重要。”

“以色列经常被称作一个新建的国

家，而我则认为以色列是一个创新

型国家。”

克里斯·戈帕拉克里斯南（K r i s 
Gopalakrishnan），印度工业联合会
会长；印孚瑟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印度；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年会联
席主席

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B e n j a m i n 
Netanyahu），以色列总理

01: Jory Marino，海德思哲
国际咨询公司临时首席执
行官，美国
02: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
株式会社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日本；基础设施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03: Mohamed Alabbar，
埃玛尔地产集团董事长，
阿联酋
04: Ahmed Galal，埃及财
政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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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恩里克·培尼亚·涅托（Enr ique 
Peña Nieto）, 墨西哥总统

01: Nick Clegg，英国副
首相

“我们愿意追求进步和卓越，我

们也希望拥有经济发展机会。”

“归根结底，二十国集团并非以我

们政府为中心，而是以各国人

民—我们的主人—为中心。”

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澳大利
亚总理；2014年G20轮值主席

网络犯罪分子正在盗窃信用卡信息以

及其它具有商业价值的数据，而这些数据

正是企业存储起来并需要保护的。但是，

在颠覆式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当今世界，

要想购买（或盗窃）更加专业化的软件工

具用于犯罪行为，应该不是难事。对于致

力于保护客户数据和它数据的公司而言，

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比赛，”彭博公司主

席Peter T. Grauer在“解读网络风险抵御

力”CEO系列会议上恰如其分地形容道。

呼吁开展行动

问题的答案不在于限制或抑制创新，

即使这样做是可以实现的。正确的解决之

道应该是政府和企业联手，共同培育促进

创新的环境。“对创新进行监管”会议的

一位发言嘉宾指出，公共部门的职责就是

帮助“播种”，建立企业孵化中心和经济

特区，让国外优秀人才能够轻松进入，并

为相关的研发活动提供税务减免和相关的

激励措施。

与此同时，政府应当保持密切关注，

对网络犯罪行为进行监测并开展执法行

动，同时也公开自身收集和使用数据的方

式。政府应当保护数据的匿名性，减少过

度收集数据的行为，并针对个人数据的收

集和使用方式 制定明确的指南。企业应当

考虑建立隐私管理委员会，对消费者数据

的管理和收集情况进行监督，并雇佣独立

的审计机构，对企业的数据安全保护流程

进行评估。

虽然创新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工

作机会的丧失，但也能够创造新的就业和

商业机会。但是，政府、学校和企业必须为

年轻人以及那些由于创新而失业的人提

供新的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们胜任新的工

作。为这些人提供培训和技术/资金支持，

帮助他们创业，这一点也很重要。当然，并

不一定要进行大规模、高成本的学习模式

创新，比如MOOC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我感到非常乐观，我相信我们将创

造许多新的工作机会，尤其会为失业青年

创造工作机会，”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主

席、论坛2014年年会联席主席朱迪斯·洛丁

（Judith Rodin）说道。“技术可以有助于

问题的解决，而不是让问题复杂化。”政

府、企业、公民社会以及个人都应该为实现

这一目标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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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 l l e n 
Johnson – Sirleaf），利比里亚总统

“我们必须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以弥补经济体系中出现的漏洞。”

01: William H. Gates III，
比尔及梅琳达 - 盖茨基金
会联席主席，美国
02: “中国前景展望”会议
03: Maurice Lévy，阳狮集
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法国；2014 年媒体、娱乐
及信息行业主管会议主席
04: Lewis Pugh，“ 我 们
的蓝色未来”（Our Blue 
Future）组织创始人，南非；
全球青年领袖
05: “健康就是财富”会议
06: Richard Goyder，澳大
利亚西农集团首席执行官
兼总裁，澳大利亚；2014
年消费品行业主管会议联
席主席；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

任国际协会（BSR）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
社会的角色”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谢白曼（Feike 
Sijbesma），皇家帝斯曼集
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
官，荷兰；企业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卢英德，百
事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戴瑞礼，普
华永道国际有限公司董事
长，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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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
英国首相

04

02

03

01

“我们必须将全球化的成果落到实

处，以确保辛勤工作的人们能够享受

到这种成果，感到安全、稳定与内心

的平和。”

01: Michael Oreskes，美联
社副总裁兼高级执行编辑，
美国；贾思敏，国际救助
儿童会首席执行官，英国；
贫困与可持续发展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戴维·卡
梅伦（David Cameron），
英国首相；Bono，U2 乐

队主唱；RED 基金会联
合创始人；ONE 慈善项
目联合创始人，爱尔兰；
Ngozi Okonjo-Iweala，尼日
利亚经济和财政部长，尼
日利亚；谭天忠（Tidjane 
Thiam），保诚保险集团
首席执行官，英国

0 2 : 马赛斯（C e s a r e 
Mainardi），博斯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
03: Linah K. Mohohlo，
博茨瓦纳银行行长兼董事
局主席；未来大学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04: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世界经济论坛
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朴槿
惠，韩国总统

通过TopLink阅览更多关于“全面
支持颠覆式创新”的内容：

先进制造业的突破性成果
http://wef.ch/ilbam14

解读网络风险抵御力
http://wef.ch/cccr14

未来的颠覆式创新
http://wef.ch/dia14

对创新进行监管
http://wef.ch/regin14

反思技术与就业的关系
http://wef.ch/rte14

“老大哥”问题
http://wef.ch/bigbrop14

数字技术的发展现状
http://wef.ch/nedcon14

http://wef.ch/ilbam14
http://wef.ch/cccr14
http://wef.ch/dia14
http://wef.ch/regin14
http://wef.ch/rte14
http://wef.ch/bigbrop14
http://wef.ch/nedcon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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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人力资本投资，重拾公众信任

满足社会的新期望
“那些信任我们的人，也教育了我们，” Mary Anne Evans写道。尽管

金融市场自2008-2009爆发的那场危机之后开始回归平静，我们仍然

要做大量的工作，方能满足人们对政府和企业日益高涨的期望。在世界

上最大的175个经济实体中，三分之二是企业。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

的领袖如何才能重拾公众的信任呢？

自2008年以来，经济环境已渐趋平

静，社会对企业的信心有所增强，但对公

共部门的顾虑却日益上升。乌克兰爆发了

针对政策制定者的民众抗议活动，而缅甸

等国家也围绕工资和工作条件等问题举行

了游行示威。孟加拉国拉纳大厦（Rana 

Plaza）的发生了坍塌事故，大厦内有几家

工厂为多家大牌服装企业生产服装销往世

界各地。这起坍塌事件也凸显了全球供应

链中的全球社会责任问题。2014年1月，

《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调查了27个国家

的公众对于信任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

信任首席执行官的受访者不到一半

（43%）。相比之下，信任专家学者的受

访者则高达67%。

但是，社会的期望也为我们带来了

巨大希望。该项调查显示，84%的受访者

“相信企业能够在追求利润的同时造福

社会”。参加本次年会的嘉宾也对此表

示认同。“企业在实现盈利的同时，其经

营方式还应该符合道德标准，”美国百

事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卢英德

（Indra Nooyi）表示。

将企业高层之间的对话内容从讨论季

度报告转为讨论企业未来数十年的影响

力，从讨论股东利益转为讨论各利益相关

方的利益，这需要决心、领导力以及能够

将企业利润和社会宗旨相结合的新思路。

公共部门要想重获社会的信任，政府就必

须首先将人力资本视为一种对增长的投

资，而不是增长带来的红利，“如果缺乏这

种信任，”美国普华永道国际有限公司董

事长戴瑞礼（Dennis Nally）表示，“全球

经济的复苏就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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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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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
以色列总统

朴槿惠，韩国总统

“中国将为世界和平贡献更多的

力量。”

“对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我们感到满

意，但是对于未来可能取得的成绩，

我们也要高瞻远瞩。”

 “在富有创造力的经济体中，我们每

个人都有潜力获得成功。”

王毅，中国外交部部长

01: 科菲·安南（Kofi Annan），
科菲安南基金会主席，瑞 
士；前联合国秘书长（1997-
2006）
02: Maria Kiwanuka，乌干 
达财政与经济规划部长
03: 包必达（Peter Brabeck- 
Letmathe），雀巢公司董事
长，瑞士；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04: Laurence Fink，贝莱德 
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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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人力资本投资，重拾公众信任

01

欲消除性别差距，首先要让男性承担家庭责任

—Anne-Marie Slaughter，新美国基金会（The New American Foundation）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在今年年会上，多场会议都重点探讨了如何让女性进入企业高层以及如何消除西方公共生活领域的性别差距问

题。与此同时，我认为这不仅仅是让女性参与工作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让男性进入传统上由女性主导的领域—家

庭。

本届年会有多少与会嘉宾承担了照顾家庭的主要责任？恐怕不多。

如果我们真正希望帮助女性成为企业领袖和国家领导，我们需要改变有关男性和女性职责分工的社会观念。我

们必须抛弃那种“男性是天生的竞争者，而女性则应该相夫教子”的陈旧观念。我们要做的不是推动女性进入职场，

而是应当重点让男性进入以往由女性主导的领域。

我们如何打破传统的男女分工模式？

我在TopLink社区平台提出了这个问题，希望在离开达沃斯之后与大家继续探讨这个话题。欢迎加入我们的讨论：

https://toplink.weforum.org/article/discussion-day-2

01: Carlos Ghosn，雷诺 -日产联盟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法国；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华盛顿特区；世
界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Phumzile Mlambo- Ngcuka，联合国副秘书长兼妇女署执行主任，纽约；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Facebook 首席运营官兼董事会成员，美国；
全球青年领袖项目校友；岳林达（Linda Yueh），BBC 首席商业记者，英国

从股东向利益相关方转变

过去企业都认为，对于原本不可持续

的商业行为，企业可以通过无私的企业社

会责任进行弥补，但是各种危机以及公众

对他们要求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

这样的想法。商业领袖已经不仅仅着眼于

其直接的商业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而是开

始关注其供应链所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今年在达沃斯年会期间，我注意到

一个现象，就是首席执行官们没有在会议

上称‘我的企业，我的企业’，”美国汤森

路透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ames C. Smith

指出。

“相反，你会听到嘉宾们都在谈论‘我

们的供应链’。”没有一家服装制造企业的

首席执行官会希望其产品来自下一座拉纳

大厦，所以一些企业领袖正在积极寻求拓

展采购渠道，以加强供应链建设。英国南

非米勒酿酒公司首席执行官Alan Clark指

出，南非米勒正在努力改善其1.3万名直接

员工以及70万名供应商工人的生活。

太多的企业仍然没有充分利用其一半

员工的潜力并低估其价值，主要原因就在

于这些员工的性别。相比之下，少数企业

已经决定对女性员工进行投资，从而为企

业和所在社区创造更多的价值。美国可口

可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穆泰康已经

发起了一个“520”项目，旨在到2020年充

分发挥500万名女性创业者的力量。截至

2013年12月，已经有33.7万名女性创业者

加入了这个项目。

https://toplink.weforum.org/article/discussion-da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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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斯·洛丁（Judith Rodin），洛克
菲勒基金会主席，美国；世界经济论
坛2014年年会联席主席

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
伊朗总统

“追求性别平等，推动经济增长”会

议的与会者了解到，从企业、政治和道德

的角度来看，让更多的女性获得领导职位

并为女性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具有重要

意义。比如，在冲突过后，“女性的参与

对于维持长期的和平至关重要，”联合国

妇女署执行主任Phumz i l e  M lambo-

Ngcuka指出。冲突过后，妇女更容易在

政府机构中发挥作用，并且由于她们能够

参加性别问题的谈判，因此能够推动制

定减少性别歧视政策的出台。

其他人口群体的潜力也未获得释

放。比如，在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青年

失业率高达40%。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总

干事Guy Ryder警告称，“在经合组织成

员国，大约有六分之一的青年人口既没有

参加工作，也没有在接受培训”。最后，由

于世界各国居民的人均寿命有所延长，

我们应该为老年工作者提供技能培训，

为年轻同事提供职业辅导，帮助他们更

充分地发挥潜力。

开展人力资本投资

在动荡不安的新兴民主国家（尤其

是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国家），要求社会变

革的呼声最高。但是，西方国家的公民社

会也在呼吁实行变革。而在中国和印度，

新兴的中产阶级在呼吁采取行动，以惩治

腐败并遏制环境恶化的趋势。

在全球15%以上的经济体中，腐败

问题是企业经营的头号障碍。德国透明

国际主席、“负责任的矿产资源管理”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Huguette Labelle表

示，“你一旦行贿，你就相当于将胳膊放

进了绞肉机，你的身体就不再属于你，因

为你已经变成了同谋。”

01: Ahmet Davutoglu，
土耳其外交部长；Antonio 
Guterres，联 合 国 难 民
事务高级专员，日内瓦；
Baroness Valerie Amos，
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
的副秘书长、紧急救援协
调员，纽约；灾难性风险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2: Robert Kagan，布鲁
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美
国；美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Javier Solana, 
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比利时；欧洲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 3 :  T o m  H u l m e ，
OpenIDEO.com 创 始 人
兼董事总经理、IDEO 设
计总监，英国；全球青年
领袖；Inge G. Thulin，3M
公司董事长、总裁兼首席
执 行 官，美 国；Anthony 
Goldbloom，Kaggle 公
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美国；技术先锋；Juliana 
Rotich，Ushahidi 公 司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
官，肯尼亚；社会企业家；
“数据推动发展”全球议
程 理事会理事； Apurv 
Mishra，Glavio Wearable
Computing 创始人，印度；
全球杰出青年；新兴技术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我感到非常乐观，我相信我们会创

造许多新的工作机会，尤其将会为失

业青年创造工作机会”

“经过全球危机，我们了解到全球化

已经让我们处在同一条船上。如果我

们不能选出明智的船长，暴风雨将会

吞噬我们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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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的领导者必定同时拥有智

慧、远见、灵魂、价值观以及一颗仁

慈的心。”

“我们要改变全球经济的增长方
式。”

克劳 斯·施 瓦布（K l a u s 
Schwab），世界经济论坛创始
人兼执行主席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
裁，华盛顿特区

自2004年起，部分企业的首席执行

官就创立并领导了一个跨行业的项目—

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反腐败项目（PACI），

该项目已经针对透明度、竞争力和责任制

定了商业标准。这个项目与B20峰会以及

其他行动倡议建立了合作关系，并且已经

对各国海关和全球许多大型企业的经营

实践产生了切实的影响。

最后，部分国家的政府已经认识到了

开展健康和教育投资所带来的益处，也认

识到了不进行这类投资所付出的代价。这

是世界经济论坛《人力资本指数报告》的

一项重点内容。该报告针对各国对公众健

康和生活质量的投资情况，以及在经济发

展过程中对这种投资的利用情况，对各国

进行排名。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个性化与

精准药物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Francis S. 

Collins认为，“如果你试图改善一个国家

的经济状况，一个比较明智的办法是重视

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01: Luciano Coutinho，巴
西发展银行行长，巴西
02: 利 伟 诚（Andrew N. 
Liveris），陶氏化学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Michael S. Dell，戴尔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01

02

04

03



重塑世界格局对政治、商业和社会的影响 31

开展人力资本投资，重拾公众信任

01

02

04

03

01: 希尔德·施瓦布（Hilde 
Schwab），施瓦布社会
企业家基金会联合创始人
兼主席，瑞士
02: Mark J. Carney， 英
国央行行长；世界经济论
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03: 比利时王妃 Mathilde
04: 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 欧 盟 委 员

会主 席，布 鲁 塞尔；Elif 
Shafak，作家，土耳其；“艺
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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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破除发展进程中
的各自为阵现象”会议
02: B r i a n  C h e s k y，
Airbnb 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03: 金墉，世界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
04: 玛 丽莎·梅 耶 尔
（Marissa Mayer），雅虎
公司首席执行官，美国；
世界经济论坛 2014 年
年会联席主席；全球青年
领袖
05: Pravin Gordhan，南
非财政部长

0 6 :  M o n t e k  S i n g h 
Ahluwalia，印度规划委员
会副主席，印度
07: 陈祝全，新加坡国立
大学校长；未来大学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Patrick 
Aebischer，洛桑联邦理工
学院校长，瑞士；世界经济
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未
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08: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
导兼主持人，中国；Joseph 
S. Nye Jr，哈佛大学肯尼
迪政府学院终身教授，美国；
未来政府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Angel Gurría，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秘书长，巴黎；世
界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
员；水安全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Nick Clegg，英国
副首相；王健林，大连万达
集团董事长，中国；Lloyd C. 
Blankfein，高盛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09: Rob Portman，俄亥俄
州共和党参议员，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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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604

07

迪迪尔·布尔克哈尔德（D id ie r 
Burkhalter），瑞士联邦主席兼外
交部长

01: “数字时代的外交与战
争”会议
02: 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Facebook 首
席运营官兼董事会成员，美
国；全球青年领袖项目校
友
03: Mauricio Cárdenas，
哥伦比亚财政与公共信贷
部长
04: Gita Wirjawan，印度尼
西亚贸易部长
05: 包必达（Peter Brabeck- 
Letmathe），雀巢公司首席
执行官，瑞士
06: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世界经济论坛
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希蒙·佩
雷斯（Shimon Peres），以
色列总统
07: 本·基 兰（Abdelilah 
Benkirane），摩洛哥首相

“瑞士愿意为促进世界的安全与稳定

而贡献力量。”

通过TopLink阅览更多关于“满足社会的

新期望”的内容：

追求性别平等，推动经济增长

http://wef.ch/gdg14

向领先的城市学习

http://wef.ch/llc14

在实现性别平等方面取得进步

http://wef.ch/mggg14

新型公民

http://wef.ch/newcitizen14

下一个国家

http://wef.ch/nextstate

http://wef.ch/gdg14
http://wef.ch/llc14
http://wef.ch/mggg14
http://wef.ch/newcitizen14
http://wef.ch/nextstate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年会34

人类如何避免在地球上的生态足迹达到峰值？

阿尔·戈尔（Al Gore），美国前副
总统（1993-2001）；世代投资管
理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维系90亿人口
的世界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地球上的资源消耗

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对于资源消耗的管理不

善也是导致气候变化的因素。洪水、风暴以及

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日益频繁。这些都将破坏

供应链，威胁粮食安全，并导致粮食价格发生

波动。与此同时，全球人口将增至90亿，许多贫

困人口将面临日益严重的粮食供应问题。然而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消耗的资源

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我们如何才能打破这一恶性循环？我

们的经济增长如何才能摆脱对资源消耗

的依赖和对环境的影响呢？我们如何才能

避免在地球上的生态足迹达到峰值呢？

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制定以来，处

于长期贫困状况的人口数量已出现下降，

这是值得庆祝的成就。经合组织预计，未

来几十年，中产阶级人口数量还将增加

三十亿。与以往相比，更多的人口将摆脱

贫困。如果我们在2015年制定新的千年发

展目标，我们将有机会在一代人的时间内

彻底消除赤贫问题。这是个好消息。

然而，事情也有消极的一面。由世界

顶尖的气候科学家组成的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于2013年发布的最新科学评

估报告认为，地球气候系统变暖是不争的

事实。过去五十年中观察到的许多次气候

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在过去三十年中的每

一个十年，地球表面的温度都要高于自

1850年以来的任何一个十年。

极端天气事件带来的风险越来越大，

比如2012年在美国爆发的飓风桑迪，以及

2013年在菲律宾爆发的台风海燕。

“我们必须适应新的环境。但是如

果不采取缓解措施，我们就将陷入

无法适应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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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获得水资源，我们才能获得教

育和工作，整个人类才能实现美好的

未来。”

马特·戴蒙（Mat tDamon），演
员、water.org联合创始人

01: 拉尼娅·阿卜杜拉（Rania 
Al Abdullah），约旦哈西姆
王国王后

这些事件都提醒我们，气候变化将严

重影响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实际上，世界

经济论坛《2014年全球风险报告》将气候

变化、极端天气事件、粮食危机以及水危

机列入了全球十大经济风险。

如果我们不能及时采取大规模行动，

那么全球经济的增长前景将受到很大影

响。报告也将全球治理体系的失灵纳入了

全球十大经济风险之列。此外，世界银行

最近针对全球气温上升4摄氏度的危害发

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认为气候变化将破

坏我们在20世纪取得的多项进展，包括粮

食安全、全球卫生以及扶贫工作。

相反，如果我们能够构建一个更加清

洁、高效并更具风险抵御力的经济体系，

那么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机会也将更

多。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追求清洁、绿色

的发展道路能为我们带来额外的益处；这

项全新的气候经济议程对于许多新兴经

济体而言日趋重要。各行各业、公民社会、

国际组织以及公民个人都应在其中发挥作

用。如果能够综合运用公共部门、私营部

门以及公民社会的力量、资源和创新实

践，并鼓励开展大规模、切实可行的合作

与联盟，那么我们就能获得许多新的机会

实现减排目标，并增强经济体系的风险抵

御力。如果实践证明我们能够开展切实行

动，那么这些辅助性举措还可能有助于提

高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参与度。

有鉴于此，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与世界经济

论坛一致同意推动公私合作，开展行动，

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促进可持续发

展的宏伟目标。在三方的合作之下，首个

“气候日”在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年会期

间正式启动，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协

作式解决方案。继“气候日”项目在达沃

斯年会上顺利启动之后，这种提供大规模

协作式解决方案的动力将持续至2014年9

月23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以

及2014年年末在秘鲁利马举行的《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与此同时，广

泛的合作在日益增加，创新也在日益兴

起。其中一个最具前景的发展趋势是向

“循环经济”转型。二十世纪主要的生产

和消费模式是线型的，即具有“攫取、制

造和废弃”的特征；而循环经济的特点则

是工业流程的可循环性与可修复性。

世界经济论坛与艾伦-麦克阿瑟基金

会（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在本

届年会期间联合发起了一项新的倡议—

“项目主流：推广循环经济”。通过加入

这一倡议，私营企业就可以依据这一新的

理念制定新的商业模式，这并非是出于

管理环境的需要，而是因为其中就蕴含着

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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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外交政策的成功需要各利益相关

方的合作。”

约翰·克里（John F. Kerry），美国
国务卿

01: Lord Nicholas Stern，
英国国家学术院院长，英
国
02: Nouriel Roubini，纽约
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
与国际商学教授，美国

机会大量存在。欧洲快消市场每年的

规模达3.2万亿欧元，其中的20%可以通过

智能化的循环措施重复利用。如果采取更

具修复性的方式，那么到2025年，节省下

来的材料成本可能将高达1万亿美元，也就

相当于将利润提高了1万亿美元。这种关于

工业流程的新理念很有前景，目前已经被

中国纳入其最新的五年规划。

流程创新只是循环经济模式下研发蓝

图的开始。更具革命性的做法是在工业设

计和制造过程中运用所谓的“数字制造”

概念。在这个过程中，材料被制造成相互

分离的功能性组件，可以依据其用途进行

组装和拆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电路板由

各种纳米级元件组成，这些元件可以像儿

童积木一样自由组合，这样它们在循环利

用的时候就可以重新组装。

在水问题领域，“2030水资源小组”

是一个突破性的全球公私合作项目，目前

已经在7个国家开展工作。这些小组帮助各

国政府通过创新的方式，对其未来的水资

源需求开展经济学分析，包括为了实现预

定的经济发展目标，需要多少水；国家有

多少安全饮用水；如何以最佳的方式填补

水供应缺口等。

另外一项正在产生成效的创新是水

信贷，这个概念是由非政府组织—

water.org发起的。根据这一计划，缺乏安

全饮用水或清洁装置的社区可以申请贷

款，专门用于在所在社区建设水设施。这

种具有公益性的投资已经帮助90万人获得

了更多的水资源。

在农业领域，“农业新愿景”项目继续

发展。一个新的合作项目—“亚洲的增

长”—正在筹备当中，该项目旨在借鉴

“非洲的增长”项目取得的成功经验。

从根本上来说，重塑全球资源消费格

局的决定性因素是消费者自身的选择。在

这方面，也出现了颇具前景的消费模式。千

禧一代（大致是指目前年龄在18-30岁之间

的人群）往往认为自己是用户而非消费者。

大规模兴起的协作式消费就充分体现了他

们的观点，这要归功于因特网的有效推动。

目前正在开展的全新数字倡议旨在将千禧

一代的创新力量转化为应对可持续发展和

气候变化问题的大规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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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金墉，世界银行行长

我在2013年年会上说过，我们需要制定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这项计划要能够使我们应对所面临的挑战。一年后的今天，
各个国家和企业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了卓越的领导力，但是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仍在上升，穷人依然在贫困中挣扎。

我们仍然缺乏一个整体计划，我们开展的零散行动尚不足以应对气候变化这样严峻的挑战。

联合国秘书长已经号召举行领导人峰会，对此我们应该感谢他。通过领导人峰会，我们就能获得发挥集体领导力的机会。

2014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不要再找任何借口。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质问我们：在
可以采取行动的时候，你们为何无所作为？

我们的领导者不能仅考虑短期的利益或选举周期，而是应当首先考虑如何更好地关爱当前和未来的弱势群体。

在2014年年会期间，我通过TopLink社区呼吁大家采取切实行动，并提出了下列问题：

来自能源、基础设施和农业领域的首席执行官们9月份将前

往纽约参会，届时你们会带着绿色债券来吗？

各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你们会在联合国秘书长发起的

领导人峰会上宣布有关资助绿色气候基金的承诺吗？

各位全球青年领袖和全球杰出青年，二十年后的今天，我

们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你们都做了

哪些工作？届时，你们将如何回答？

欢迎通过论坛的数字平台——TopLink与我共同探讨这个关乎世界状况的关键问题：

https://toplink.weforum.org/article/climate-call-action-make-2014-turning-point
01: 金墉，世界银行行长，华盛顿特区；William H. Gates III，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美国；Ngozi Okonjo – Iweala，尼日利亚经济协调部兼财政部部长；
阿尔·戈尔（Al Gore），美国前副总统（1993-2001）；世代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https://toplink.weforum.org/article/climate-call-action-make-2014-turning-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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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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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
巴西总统

0 1 :  F e l i p e  L a r r a í n 
Bascuñán，智利财政部长；
Alicia B árcena Ibarra，联
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
员会执行秘书；恩里克·培
尼亚·涅托（Enrique Peña 
Nieto）, 墨西哥总统；全
球青年领袖项目校友；胡
安·曼努埃尔·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 哥 伦
比亚共和国总统；塞萨
尔·比利亚努埃瓦（ César 
Villanueva），秘鲁总理
02: 社会企业家简报会
03: Federico Ghizzoni，
裕信银行首席执行官，意
大利；Olli Rehn，欧盟委
员会经济与货币事务副总
裁，布鲁塞尔；Wolfgang 
Schäuble，德国财政部长

04: Christopher Dickey，
《每日野兽报》巴黎分社
社长兼中东事务编辑，美
国；Rowsch N. Shaways，
伊 拉 克 副总 理；Rola A. 
Dashti，科威特规划发展部
部长兼国民议会事务部部
长（2012-2014）；Ahmed 
Galal，埃及财政部长；
Mohamed Alabbar， 埃
玛尔地产集团董事长，阿
联 酋；Kamal Bin Ahmed 
Mohammed，巴林经济发
展委员会代理首席执行官，
巴林

“我们将把有限的石油资源转变为

持久的资产—即受到良好教育的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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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安倍晋三，日本首相

01: Daniel Glaser，MMC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美国
02: Diezani K. Alison-
Madueke，石油资源部长，
尼日利亚
03: Jean-François van 
Boxmeer，喜力 公司 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荷
兰；2014 年消费品行业
主管会议联席主席；Neil 
Gershenfeld，麻省理工学
院比特与原子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Ali Velshi，半岛
电视台美洲频道主持人，
美国；万豪敦（Frans van 
Houten），皇家飞利浦公
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荷
兰；
El len MacAr thur， 艾
伦 - 麦 克 阿 瑟 基 金 会
创 始 人，英 国；William 
McDonough，斯坦福大学
土木和环境工程专业顾问
教授，美国

04: Jim Wallis，Sojourners
杂志创办人兼总裁，美国；

价值观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05: 简安素（Anshu Jain），
德意志银行联合首席执行
官，德国；2014 年金融服
务行业主管会议联席主席
06: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
董事长，中国

“日本已经许下誓言，永不再发动战

争。我们从未停止并将继续祈求世界

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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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Paul E. Jacobs，高 通
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美国
0 2 :  Tu r k i  A l  Fa i s a l  A l 
Saud，沙特亲王；费萨尔
国王伊斯兰学术研究中心
主席，沙特阿拉伯；Alexey 
Pushkov，电视中心（TVC）
Postscript TV Show 节 目
作者、主持人兼执行制片人，
俄罗斯联邦
03: “中国前景展望”会议
04: 柯 锐 思（Christopher 
Graves），奥美公共关系国
际集团首席执行官，美国
05: 朱迪斯·洛丁（Judith 
Rodin），洛克菲勒基金会
主席，美国；世界经济论坛
2014 年年会联席主席
06: “新兴经济体的下一
步举措”会议
07: Jeroen Dijsselbloem，
欧元集团主席；荷兰财政
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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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J u l i a n a  R o t i c h，
Ushahidi 公司联合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肯尼亚；社
会企业家；“数据推动发展”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2: Gillian R. Tett，《 金 融
时报》副主编兼专栏作家，
美国；裴瑞林，法国中小企
业、创新与数字经济部长；
朱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
总裁，华盛顿特区；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温伯格，安永公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迈
克尔·斯宾塞（A．Michael 
Spence），纽约大学斯特
恩商学院经济学与商学教
授，意大利；增长新模式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以及
Roberto Quarta，CD&R 公
司欧洲区董事长，英国
03: Martin Roth，维多利亚
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馆长，英
国；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欧盟委员会主席，
布鲁塞尔；Elif Shafak，作
家，土耳其；“艺术在社会
中的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Olafur Eliasson，艺
术家，德国；全球青年领袖
项目校友；Shirin Neshat，
艺术家，美国；以及 James 
Cuno，吉·保罗·盖蒂信托
基金（J. Paul Getty Trust）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04: Neelie Kroes，欧盟委
员会副主席、数字化议程委
员，布鲁塞尔；2013 年信
息与通讯技术行业主管会
议联席主席；乔杰夫（Jeffrey 
Joerres），万宝盛华集团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05: “应对全球风险”会议
06: David M. Rubenstein，
凯雷集团联合创始人兼
联合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4 年投资者行业主管
会议联席主席；姜建清，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中国；世界经济
论坛 2014 年年会联席主
席；Guillermo Ortiz，北方
银行董事长，墨西哥；国际
货币体系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 事；以 及 Lord J. Adair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
（INET）高级研究员，英国
07: Philip J. Jennings，全
球工会联盟秘书长，瑞士
08: 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世界经济论坛全
球战略基础设施倡议主席；
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英
国前首相（2007-2010）；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通过TopLink阅览更多关于

“维系90亿人口的世界”的内容

改善气候，实现增长和发展

http://wef.ch/ccgd14

解读气候变化的有关信号

http://wef.ch/dcs14

变废为宝

http://wef.ch/wastew14

为所有人提供安全用水

http://wef.ch/swa14

日益融化的北极冰川

http://wef.ch/marctic14

能源发展现状

http://wef.ch/necon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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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ef.ch/ccgd14
http://wef.ch/dcs14
http://wef.ch/wastew14
http://wef.ch/swa14
http://wef.ch/marctic14
http://wef.ch/necon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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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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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沃斯年会期间的文化艺术活动

除了围绕重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话

题展开探讨之外，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为艺

术家和文化领袖保留了一席之地，让他们

展示文艺作品，以激发与会者采用创新思

维思考世界问题。达沃斯年会日益重视艺

术的作用，今年邀请了35位艺术领袖与来

自商界、政界和公民社会的领袖开展交流

活动。

2014年年会开场就举行了年度“水晶

奖”颁奖典礼。奥斯卡获奖演员M a t t 

Damon、视觉艺术家Shirin Neshat以及

男高音歌唱家Juan Diego Flórez因其为

改善世界状况所做的贡献而获得了今年的

“水晶奖”。颁奖仪式之后，瓦列里•格吉

耶夫（Maestro Valery Gergiev）指挥圣彼

得堡马林斯基剧院交响乐团为大家献上了

一场音乐会。

年会的文化议程还围绕文化认同、文

化遗产、音乐的未来、创意经济以及设计

的力量等主题举行了多场会议。演讲

嘉宾包括大都会博物馆的 T h o m a s 

C a m p b e l l、巴塞尔艺术展的M a r c 

S p i e g l e r、现代艺术博物馆的P a o l a 

A n t o n e l l i以及蒙特勒爵士音乐节的

Mathieu Jaton。

通过“艺术大师”全新系列访谈，著

名艺术家Elif Shafak、Olafur Eliasson和

David Adjaye与大家分享了他们的工作和

生活情况。年会期间还举办了两场展览：

一场是与平丘克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展出

的是Andreas Gursky与Damien Hirst的

作品；另一场是与Berengo工作室联合举

办的，展出的是Delphine Lucie l le以及

Recycle Group的作品。这两场展览为与

会嘉宾提供了思考自然、关系以及自我的

机会。演员及儿童冥想倡导者G o l d i e 

Hawn主持了一场会议，专门探讨专注力训

练和情绪学习能如何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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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系列：

应对重大挑战

本届年会新增了CEO系列会议，旨在为首席执行官们提供

相互学习的机会。会议主题包括：在世界形势日趋复杂背景下组

织的灵活性与学习、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在前沿市场经商的问

题以及网络空间的风险抵御力等。

世界形势日趋复杂背景下的组织灵活性与学习

企业当前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维持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平

衡，既要专注于核心价值和战略愿景，又要保持灵活性并发挥

创造力以应对市场形势的变化。在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企业要

想成功，首席执行官就需要为企业制定清晰的战略，打破总部集

中管理的边界，赋予各区域更大的决策权，并通过制定和维持

一套清晰的价值观来增强风险抵御力。首席执行官还应当支持

并打造一种有助于增强信任度的企业文化并招募那些能够在外

部波动、形势不明的环境下开展工作的员工。

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

尽管全球的失业人口已达两亿，其中包括7500万青年人口，

仍然有三分之一的雇主找不到符合企业要求的员工。若要缓解严

重的失业问题，就亟需解决这种人才供需的脱节问题。为了消除

技能差距，首席执行官们应当与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共

同宣传特定行业中存在的工作机会，并创造更多的兼职机会，同

时要鼓励求职者抓住这些机会。此外，我们还应该学习德国、瑞

士和奥地利等国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建立学徒制体系。

在前沿市场经商

在准新兴市场经商面临许多风险和挑战，但是对于组合投

资和外商直接投资而言，也有可能实现长期的投资回报。在这些

市场，石油与天然气、电力、基础设施、农业、零售、医疗和教育

等领域的投资机会更有吸引力。在向前沿市场进行投资之前，企

业要有很强的资金实力和稳健的公司治理，并对腐败问题持零

容忍态度。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每一位员工（不论身处哪

里）认同公司的核心价值观。

增强网络空间的风险抵御力

像那些渗入政府和企业担任间谍以及从事恐怖活动的犯罪

分子一样，网络犯罪分子的犯罪意图日趋明显，专业手段也不断

丰富。因此，政府和企业必须全面提高安全保障能力。金融机构

以及其他处理敏感和关键信息的企业应当将网络攻击视作头号

风险。尽管企业的管理层和董事会正日益认识到这类威胁，但是

并非每个人都清楚如何有效应对这类风险。在高度互联的当今

世界，企业需要建立专门的IT团队，以便对技术系统进行持续监

控，并设计应对网络攻击的办法。加密技术是又一道防线，因为

它实行双重认证——需要用户名和密码；使用指纹和DNA等生

物信息也是非常实用的安保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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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Zoe Keating，作曲家及
大提琴演奏家，美国；全球
青年领袖
02: Kamal Nath，城市发展
部部长兼议会事务部部长，
印度
03: Muhammad Yunus，
尤努斯中心主席，孟加拉国
04: 约 翰·克 里（John F. 
Kerry），美 国 国 务 卿；
克 劳 斯·施 瓦 布（Klaus 
Schwab），世界经济论坛
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5: 卢英德，百事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世
界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
员
06: 马特·戴蒙（Matt Damon），
演员、water.org联合创始人，
美国
07: 全球青年领袖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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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沃斯年会上的报告与项目

《走近太空》

这份出版物由世界经济论坛太空安全全球议程理事会发布，重点介绍了空间技术

衍生出来的服务如何改善陆地活动的效率与效果，以及如何为预防和减缓自然灾害以

及其他风险而提供重要信息。

http://wef.ch/spacepreview

《气候适应》

《气候适应：抓住机遇》报告由世界经济论坛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发布，介绍

了气候适应和融资领域一些最新的理念，旨在帮助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决策者更好地了解

这个问题。

http://wef.ch/ca2014

《开展合作，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生活”是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贝恩公司联合开展的行动倡议，旨在为决策者以

及行业从业人员提供指导，帮助他们克服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过程中最为常见的瓶颈，

从而应对日益盛行的非传染性疾病（NCD）。

http://wef.ch/hl2014

《揭开北极的神秘面纱》

这份报告由世界经济论坛北极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发布，介绍了北极地区存在的

资源开发和航运机会，同时也强调我们尚需克服多项挑战，才能确保对该地区资源的持

续开发，并为子孙后代保护好北极地区独特而脆弱的环境。

http://wef.ch/arctic14

http://wef.ch/spacepreview
http://wef.ch/ca2014
http://wef.ch/hl2014
http://wef.ch/arcti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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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贸易》报告

世界经济论坛《促进贸易》系列报告重点衡量各经济体是否具备促进贸易的必要

条件并指出哪些方面最需要改善。今年的报告题为《促进贸易：从估值到行动》，分析了

供应链与粮食安全、汽车行业、区域贸易协定以及边境管理等问题。

http://wef.ch/trade14

鼓励未来的消费者参与

2013年，参与世界经济论坛“鼓励未来的消费者参与”项目的各企业推出了三项行

动倡议，旨在改变消费者（尤其是千禧一代消费者）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态度和行为方

式。具体的观点及其对于商业的影响将于2014年展开探讨。

http://wef.ch/entoc

《2014年全球风险报告》

第九期《全球风险报告》分析了未来十年50项重大全球性风险发生的概率及其影

响。报告将这些风险分为五大类：经济、环境、地缘政治、社会以及技术风险。

http://wef.ch/risks2014

新兴经济体的医疗卫生体系

世界经济论坛“向可持续发展转型：推动新兴经济体医疗卫生体系实现跨越式发

展”行动倡议旨在帮助新兴经济体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构建可持续的医疗卫生体系。

《基础设施投资政策蓝图》

《基础设施投资政策蓝图》围绕如何吸引私人资本投资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如何

为公民创造社会和经济价值，为政府部门提供了一整套实用的建议。

新能源结构

《2014年全球能效结构绩效指数报告》由世界经济论坛与埃森哲公司联合发布，

根据经济增长、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及能源安全绩效等因素，对各地区和124个国家进行

了评估，分析了影响国家政策的各种利弊和相互依赖情况。

http://wef.ch/nea14

数字媒体发展的准则与价值观

作为“数字媒体发展的准则与价值观”项目的一部分，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数字

时代创意经济与信息经济发展的原则》报告，旨在探讨网络世界的知识产权问题。

http://wef.ch/dn2014

http://wef.ch/trade14
http://wef.ch/entoc
http://wef.ch/risks2014
http://wef.ch/nea14
http://wef.ch/dn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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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合作项目（PACI）

《反腐败合作项目原则》于2013年进行了更新，并被重新命名为《PACI反腐败原

则》。这些修改后的原则将为那些意图在反腐败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的企业提供指导性

框架。

http://wef.ch/paci2014

《高度互联世界的风险与责任》

随着近期各种网络攻击愈演愈烈，企业高管们不得不更加重视保护那些容易受到

攻击的经营行为。《高度互联世界的风险与责任》报告分析了企业可以采取的各种手

段，旨在帮助企业提升网络风险抵御力，减缓此类攻击产生的经济和战略影响。

http://wef.ch/hyper2014

《俄罗斯各地区：增长驱动力》

这份报告由世界经济论坛俄罗斯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发布，旨在宏观地介绍俄罗

斯各地区的多样性以及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持续障碍，探讨区域层面可以采取的各种具

体改革举措，并重点介绍了俄罗斯一些发达地区在这方面的最佳实践。

http://wef.ch/russia2014

保护航空与旅行价值链

《开展反腐败，保护航空与旅行价值链》报告分析了腐败风险对于航空与旅行价

值链各行业所产生的影响，这些行业包括航天、航空与酒店业。

http://wef.ch/sat2014

《蒙古情景分析》

本报告描述了2040年蒙古的可能情景，旨在促使利益相关者从长远的角度看待许

多项目，这些项目将对蒙古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繁荣产生深远的影响。

http://wef.ch/mongolia14

2014年技术先锋

36家优秀的初创企业当选为世界经济论坛技术先锋。这些企业都展现出了远见卓

识和领导力、增长潜力、创新理念及其对于社会和商业的影响力。

http://wef.ch/tech2014

水资源组织

世界经济论坛在2012年年会上成立了水资源组织，将其作为全球公共部门-私营部

门-公民社会合作的新模式，共同应对水危机。2014年，该组织的会员企业将涵盖至能

源和矿产领域，并将寻求与蒙古、秘鲁和坦桑尼亚建立新的合作关系。

http://wef.ch/water2014

http://wef.ch/paci2014
http://wef.ch/hyper2014
http://wef.ch/russia2014
http://wef.ch/sat2014
http://wef.ch/mongolia14
http://wef.ch/tech2014
http://wef.ch/water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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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预告
世界经济论坛拉美峰会
巴拿马·巴拿马城，2014年4月1-3日

本届拉美峰会的主题为“探寻共同繁荣之路”。与会的全球和区域领袖将重点探讨该地区在维持经济增

长、发展多元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贸易和开展人力资本投资等方面采取的措施。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发邮件至：LatinAmerica@weforum.org

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
尼日利亚·阿布贾，2014年5月7-9日

第24届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的主题为“促进包容性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本次峰会将召集全球和地区

领袖，共同探讨如何通过创新方式，推行结构性改革并扩大投资，以保持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同时为非洲

人民创造就业机会，实现经济繁荣。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发邮件至：Africa@weforum.org

世界经济论坛东亚峰会
菲律宾·马尼拉，2014年5月21-23日

第23届世界经济论坛东亚峰会的主题为“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公平进步”。本次峰会将为参会领袖提供一个

理想的平台，以探讨东盟未来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了解东盟在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中日益上升的重要性。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发邮件至：EastAsia@weforum.org

2014年新领军者年会
中国·天津，2014年9月10-12日

本届新领军者年会将召集下一代快速增长的企业，与来自一流跨国企业、政府、媒体、学术界以及公民社会

的领袖一道，共同塑造商业和社会的未来。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发邮件至：NewChampions@weforum.org

世界经济论坛欧洲、中东与北非及欧亚峰会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2014年9月28-30日

本届峰会将以“打造增长与发展的新路径”为主题，召集来自欧洲、中东、北非以及中亚的各界领袖共同探

讨如何通过培育创新和创业精神，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就业水平并实现包容性增长。各地区的共同努力对

于欧洲消除竞争力差距、北非实现复杂的转型以及中亚地区推动相关改革都至关重要。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发邮件至：istanbul@wefor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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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制定全球、地区和行业议程，

从而改善世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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