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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控第四次工业革命

序言

过去四十六年来，世界经济论坛一直召

集各界领袖和一流思想家相聚瑞士达沃

斯-克洛斯特斯，围绕各时代最为重大的

经济问题展开交流并探寻应对之道。

达沃斯议程体现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

点，即如何管理持续不断的经济危机：

稳定金融体系；消除对区域解体的担忧

以及解决日益迫切的失业问题、尚未履

行的社会契约以及不平等问题。年复一

年，科技浪潮不断兴起，为全球经济带

来无限前景的同时也隐藏着风险。

科技发展浪潮已达到了高峰。世界经济

论坛2016年年会的主题是“掌控第四次

工业革命”。在本届年会上，技术已经从

辅助性角色转变为关注焦点。在有关增

长模式的各种假设被推翻、国际力量平

衡持续被打破、科技突破性成果行将改

变各国经济和社会的背景下，来自各行各

业的2,500多位嘉宾齐聚达沃斯，共同商

讨如何应对未来翻天覆地的颠覆性变革。

年会为来自商界、政界、国际组织、学术

界和公民社会的各国领袖开展联合设

计、共同创造和相互协作提供了无与伦

比的平台。

年会主要为参会嘉宾提供向专家、同侪

学习并借鉴独特经验的机会。针对如何

管理影响未来稳定以及国家、地区和全

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三大因素，各位嘉

宾分享了新的策略：

鉴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重塑经济、社

会、生态和文化环境，我们要掌控这次革

命的速度、规模和影响力；我们要应对瞬

息万变的安全格局和人道救援形势，其

中新兴技术对此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以

及通过开展新型公私合作，运用科技领

域的突破式成果，解决从气候变化到未

来互联网等全球公域问题。

本报告是一份颇有价值的文件，能够激发

各方围绕第四次工业革命进行更深入思

考。我们诚挚感谢论坛的合作伙伴和会

员、各位参会嘉宾以及年会的联席主席，

感谢他们在年会期间提供的领导力和指

导意见。我们也感谢社会企业家、全球杰

出青年、全球青年领袖和技术先锋等论

坛社区的领袖，他们在设计和开展各场

次会议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此，我们谨代表世界经济论坛管理委员

会，再次感谢您参与本届年会，感谢大家

通力合作，发扬团结一致的达沃斯精神！

我们期待着未来一年您继续参与我们的

区域会议和其他会议，以及2017年达沃

斯年会！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李·豪威尔（W. Lee Howell）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主管、执行委

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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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年会联席主席

Mary Barra
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美国

Sharan Burrow
国际工会联合会会长，布鲁塞尔

Satya Nadella
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美国

中西宏明（Hiroaki Nakanishi）
日立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谭天忠（Tidjane Thiam）

瑞士信贷集团首席执行官，瑞士

Amira Yahyaoui
突尼斯非政府组织 Al Bawsala 创始人

兼主席，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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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沃斯议程亮点

四位嘉宾荣获2016年度
水晶奖

在第22届水晶奖颁奖典礼上，世界经济论坛表彰了四

位杰出的艺术家，以肯定他们的艺术成就以及通过艺

术作品为改善世界状况所发挥的表率作用。这四位艺

术家包括美国演员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他坚定地倡导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并在应

对气候危机中展现了领导力；中国演员姚晨，她履行联

合国难民署中国亲善大使的职责，在提升公众对全球难

民危机的意识方面展现了领导力；知名音乐人will.i.am，

他通过will.i.am基金会，积极倡导优质教育，在为弱势群

体创造教育机会方面发挥了领导力；以及世界著名艺术

家Olafur Eliasson，他以大型艺术装置和设计而闻名遐

迩，在创建包容性社区方面展现了领导力。在颁奖典礼

结束之后，著名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带领一支由多位艺

术大师组成的乐团，奉献了一场精彩的音乐会，其成员包

括Sergio and Odair Assad、Sandeep Das、Johnny 

Gandelsman、Cristina Pato、Kathryn Stott 和吴彤。

 http://www.weforum.org/agenda/2016/01/

meet-the-davos-2016-crystal-award-winners

成立高层小组，应对水
资源挑战

在达沃斯年会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世界银行行

长金墉宣布成立一个高层小组，以动员各方展开紧急行

动，落实有关水资源和卫生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该

小组由毛里求斯总统和墨西哥总统担任主席，成员包括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世界经

济论坛各大网络和平台将为该小组提供支持。根据联合

国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至少有6.63亿人缺乏安全饮

用水，24亿人缺少诸如公共厕所此类的基本卫生服务。

为了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相关目标，确保为所有人

提供充足的水资源和卫生设施，并对其进行可持续性管

理，该小组将重点推动公共政策对话，重点关注私营部

门模式和公民社会开展的行动倡议，以及加大力度动员

金融资源并扩大投资。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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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运动组织十年筹资
3.5亿美元

自十年前在世界经济论坛2006年年会上发起成立以

来，红色运动组织（RED Campaign）已经筹集了超过

3.5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解决非洲面临的艾滋病问题。

这些资金以及来自论坛伙伴的捐赠款均直接用于抗逆

转录病毒治疗，以帮助那些负担不起医药费的患者。自

1981年人类发现艾滋病以来，已有3,400多万人死于艾

滋病。今天，HIV病毒携带者数量超过3,700万，而且母

亲们仍在将这种病毒传播到孩子身上。红色运动组织由

摇滚乐队U2主唱Bono参与创立，其使命是促进大家团

结一致，共同对抗艾滋病毒。Bono还创立了ONE组织，

该组织致力于呼吁政府制定政策，拯救世界上最贫困人

口的生命并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与世界经济论坛的使命

十分契合。

 https://red.org

完善全球贸易

世界经济论坛与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在达沃

斯年会期间制定了关于完善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的详

细蓝图。《完善21世纪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报告

（Strengthening the Global Trade and Investment 

System in the 21st Century）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

为更好地协调和重新整合林林总总的区域自由贸易和投

资协定、调整贸易规则和制度以适应世界经济的最新变

化（比如全球价值链、数字经济、服务、气候变化和可持

续发展目标等）指明了道路。与此同时，该报告还提出了

一系列具体措施，为解决许多全球问题提供支持，包括

提振全球增长和就业、保障粮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和

环境恶化，以及增强全球贸易体系的基础。这份报告是

世界经济论坛-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E15行动倡

议的组成部分，该倡议已经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400多

位专家参加，他们将组成15个专业小组和3个跨领域行

动小组，并将与其他16个机构开展合作。

 http://www.weforum.org/global-challenges/

international-trade-and-investment/projects/e15-

initiative

阅读各场会议摘要、观看视频以及查看会议相关文件和论坛报告，

请登录：  https://toplink.wefor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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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公司、组织或个人都必须了解技术

领域的快速进步，不能让第四次工业革

命催生的机遇擦肩而过，其原因在世界

经济论坛2016年年会的第一场会议上

就得以清晰阐述。一周前，奥巴马总统

刚刚要求副总统拜登统筹负责新的“登

月”计划（moonshot），旨在治愈癌症。

一周后，拜登副总统出现在达沃斯会议

中心，推动一流科学家、医生和技术专家

探讨该计划的首要事项。他直截了当地

指出超速完成这一计划的必要性。“我

们的目标是在五年内取得十年才能取得

的进步，”他指出。“我们不要循序渐进

的变革，而是寻求跨越式进步。”

本场会议的主要结论是要掌控数据。有

关癌症案例、研究和治疗的信息数据涵

盖遗传学、工程学和医疗保险等广泛的

领域，因此要充分利用这一信息宝库。

运用大数据的方式应该可以加快研究步

伐，让更多患者获得新型治疗方案，从而

加速在癌症治疗领域取得进展。然而，

要想从海量数据中获取重要的真知灼

见，相关各方就必须围绕数据采集、解

释和获取的通用标准达成共识。

“如果这些信息能得以广泛共享，我们

就能取得更大成果，”拜登说。纪念斯

隆-凯特琳癌症中心主任医师兼首席医疗

官José Baselga指出，在分析癌细胞突

变的数据方面，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

“在本轮计算机革命浪潮中，医学已经

被甩在了后面，”他说。

为了有效、持续地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各项重大挑战，掌控第四次工

业革命至关重要。在本次工业革命中，一系列科技进步正在改变我们

生存、生活、工作、交流以及与机器互动的方式。

人本主义时代

掌控第四次工业革命

“我相信，未来5-10年，汽车行业的变革规模
将超过过去50年。”

Mary Barra
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6年年会联席主席

聚焦大数据

多场会议的嘉宾强调指出，发展大数据

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期间一个共同而迫切

的任务。移动设备、网络传感器和数字化

信息采集手段的普及使得下列现象成为

可能：获得有关购买行为和患者医护等在

内的详细、准确和实时的数据。包括Uber

等共享经济应用和Airbnb等供需匹配服

务在内的数字平台有助于实现瞬时互动、

信息共享和更加紧密、广泛的合作，既可

以快速检查高烧患者，也可以让需要快速

用车的乘客与驾驶员实现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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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互联网碎片化的会议中，美国商务

部长Penny Pritzker警告了“数字巴尔干

化”的危险。她指出，保障网络数据的自

由流动不仅关乎大型企业的利益，也会

影响到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受到了严重

的威胁。创业和创新是互联网催生的一

大成果。互联网支撑着企业的发展，因

此我们必须保证互联网的顺利运行。”

塔塔咨询服务首席执行官兼董事总经理

陈哲（Natarajan Chandrasekaran）则

表达得更加直接。“人类的未来系于互联

网的未来，”他说。如果国际社会不能解

决数据保护标准等互联网治理问题，我

们将错失巨大机遇。“我们拖延得越久，

失去的也就越多。”

阴暗面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各项技术，技术之间

的众多互动方式以及技术提高人类能

力的多种方式可用于解决林林总总的问

题。我们发明的机器人能够采摘成熟的

黑莓，能够与患有自闭症的儿童进行互

动交流。我们可以利用基因技术克隆出

一只绵羊，也可以利用基因技术治愈亨

廷顿病。我们可以利用软件找到离我们

最近的咖啡厅，准确定位地震的幸存者

或让一个难民家庭重新团聚。

但是，这些技术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恐

怖主义者已经利用同样的通讯软件，轻

松自由地彼此联络，组织恐怖袭击行

动。互联网可以为善良的人带来知识，却

也能为邪恶的人提供信息。当然，另外

一个老生常谈的论调就是，技术将会取

代工作，加剧社会不平等状况。

“核心问题在于，能否利用技术的力量

来推动系统变革，”年会联席主席、国

际工会联合会会长Sharan Burrow说。

“我们能打造一个零碳、零贫困的世界

吗？”那就必须抛弃当前这种商业模式和

公私治理模式，Burrow认为。必须通过

平等的方式分享技术，以创造机会而不

是助长贪欲，她强调。

更大的机遇

但是，如果将不平等或失业问题归

咎于技术，那就错了，麻省理工学院

斯隆管理学院数字经济项目主任Er ik 

Brynjolfsson说。“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

技术会取代我们的工作。实际上，我们面

临的最大机遇是利用技术来改善人类表

现和增强人类活动内容。”他总结认为：

“技术可能摧毁工作，也可能创造工作。

没有任何一条经济规律告诉我们，人人

都能平等获益。我们所需的就是要制定

合适的政策。”

美国科技企业Salesforce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Marc R. Benioff宣称，领袖们该

醒醒了。“我们正面临一场领导力危机。

我们正迎来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大

规模技术转型和变革。这需要我们发挥

非凡而卓越的领导力。在拥抱科技变革方

面存在问题的国家都是那些领导力最弱

的国家。”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Henry T. 

Greely说：“我们所有人都要开始了解并

掌握我们希望运用这些技术的方式。”

目标在于保持人性

为了塑造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世界，我们

需要应对一些道德和伦理挑战。为此，

我们必须尽快制定相关的准则、规则、

规章甚至是理念，既不要过分炒作，也

不要茫然无助。我们的首要目标是保持

人的本真，或者如Greely所描述的那样，

“更加人性化”。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

科学学院副院长Justine Cassell表示：

“正是通过与机器人进行比较，我们才

知道人的本质内容。”

年会联席主席、公民行动组织Al Bawsala

创始人兼主席Amira Yahyaoui认为，人的

本质内容这个问题意义不大。“我们正处

于十字路口，”她说。“我们不应该仅仅保

持人性；我们应当努力成为更好的人。”

“为了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我们必须将工作重心从
追求速度向追求质量转变。”

李源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年会10



人工智能发展现状：
尚无需下载人脑

能打扑克牌（甚至会虚张声势）的超级计算机、能够用洪亮的

声音回答问题和指引方向的数字化个人助理，以及无人驾驶汽

车甚至机器人性伴侣，都激发了有关人工智能的热烈讨论。科

技巨匠斯蒂芬·霍金和埃隆·马斯克近日都警告称，让机器承担

道德责任将会产生不良后果，并且人类创造的机器人可能会超

出人类的控制范围，从而与其创造者反目成仇。科幻小说提出

了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预言——人的知识、记忆和个性能够下

载吗？或者，人的本体能够储存在一个电路系统中吗？

我们也不要太脱离现实。诚然，2015年是人工智能发展史上

重要的一年。驾驶者首次无需手握方向盘，而是让计算机来操

控车辆。其他重大进展包括：机器开始承担白领工作中最枯燥

无聊的部分，比如搜索法律文件；机器人能够读懂面部表情和

情绪；机器甚至能够和其他机器洽淡一笔交易。可以说，在过

去一年，人工智能从新奇走向常规，或者至少可以说，人工智

能更深入地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这些技术开始走出数据中心，走进现实生活，”美国无线

科技公司——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Matthew 

Grob说。中国搜索引擎公司——百度公司总裁张亚勤对此表

示同意：“人工智能正在成为科技主流。”

人工智能尚未完全占领我们的生活。一些振奋人心的产品和服

务尚未达到我们想要的智能程度。苹果公司语言诠释和识别

界面项目Siri发挥了移动个人助理和知识管理者的作用，但和

《钢铁侠》系列电影中描述的那种看起来无所不能的智能计

算机J.A.R.V.I.S还是存在很大差距。Siri只是针对一套事先准

备好的问题给出备选答案。

“如果Siri能真正明白您的问题，并且在面对面的对话中学会

倾听，那么它就可能成为理想的个人助理，”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计算机科学教授Stuart Russel说。

你可能会在旧金山街头发现试验中的无人驾驶汽车，但它们仍

未做好上市准备。驾驶员无法把全部工作交给人工智能，当车

载计算机因无法区分附近的人和物体而感到困惑时，或者当

面临意外情况、需要瞬间做出符合伦理道德的抉择时，仍然需

要驾驶员来掌控车辆。要想政府批准无人驾驶汽车的商业化，

仍需数年时间。

机器人或许在现代工厂中比较常见，学习型机器人也正变得越

来越专业化，但是能够从事简单工作——如取杯饮品或从灌

木丛中摘樱桃的机器人尚未成为现实。“计算机的操控比在高

速上驾驶车辆要难得多，”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院

长Andrew Moore说。“要做到和人一样灵巧，机器人必须拥

有复杂的双手。而要开发这样的技术，则需要大量投入。”

虽然算法和硬件能力在快速提高，“我们也无需担心机器会在

短期内取代我们，”Grob说。然而，我们也不能低估人工智能

的影响力。“它会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改善）我们的生活。”

Russell说：“所有能够改善我们生活的事物都源于我们的智

慧。所以，如果人工智能能够提升我们的智力，我们就可能迎

来人性发展的黄金时代。”

11掌控第四次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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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的恐怖袭击、领土争端和种族冲突已经使形式够糟糕了。如果

科技和互联工具被用于仇恨和暴力目的，那么局面将会恶化到什么

程度？

打造网络时代的和平模式

应对全球安全问题

Sharan Burrow
国际工会联合会会长；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年会联席主席

上述问题的答案是：糟糕程度将难以想

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教

授Stuart Russel说，今天如果你想消灭纽

约市的所有人，你就必须动用100万的士

兵，为其配备100万支机枪，并且需要500

万平民的支持和一个主权国家的资助。

但是，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

你可能只需一个人支付100万支自主化

机枪的费用，把它们配备在人工机器人

身上，然后命令它们攻击纽约就可以了。

“任何一名技能娴熟的工程师都能对任

何一个联网‘设备’进行远程控制，”数

字安全公司Kudelski Group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Andre Kudelski解释说。

“社会尚未认识到这种科技力量所能带

来的难以置信的前景。”

全球安全专家领教到了网络攻击的威

力。12月，不明组织针对乌克兰Ivano-

Frankivsk地区的电网发动了一次网络攻

击，导致10万人连续断电6个小时。恐怖

组织达伊沙（也称为ISIS）正在通过社交

媒体和移动通讯工具，在西方国家招募

年轻成员。

不幸的是，大国之间也在积极开展地缘

政治角逐，大国及其代理人使用武力或

恫吓手段，积极拓展（保护）管辖范围和

影响力。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改变

主权国家预测和应对安全风险的传统方

式，也在改变它们保护国民的行动方式。

达伊沙等极端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兴起让

安全局势更加复杂。

行动战略

该如何应对上述形势？参加世界经济论

坛达沃斯年会的外交官、安全专家、学

者、IT专业人士、军事和情报部门领导人

甚至是黑客，从多个角度探讨了这一问

题，并提出了多种对策。

首先，必须消除国际安全面临的短期威

胁。美国国防部长Ashton Carter表示，

达伊沙在伊拉克摩苏尔和叙利亚Arak的

据点是恐怖网络的起源地，将在2016年

被重新夺回。采取的策略是借鉴伊拉克

武装力量去年在拉马迪击败达伊沙的成

功经验。

第二，必须研究并解决极端主义的根源

和全球安全现在面临的威胁。人们（尤

“对于工人来说，在一个没有生命的地球上
不可能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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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年轻人）如果失去了希望，并感觉无

法融入社会，将最容易受到伤害。年会

参会者多次强调了为每一位公民提供教

育、医疗、就业、创业机会和基本收入的

重要性。

参会者还强调指出，必须开展良好的治

理，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并采取果断

行动，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

各种宗教也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年会其

中一场小组讨论就召集了埃及大穆夫提

Shawki Ibrahim Abdel-Karim Allam、伊

朗伊斯兰学者Ayatollah Ahmad Iravani

和坎特伯雷大主教Justin Welby。

上述三位宗教领袖和信徒认为必须弥合

伊斯兰教内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鸿

沟，以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分歧。

他们必须阻止各国为了扩大影响而在地

缘竞争中绑架宗教的行为，并且必须阻

止错误地利用宗教为暴力和仇恨披上合

法的外衣。

第三，必须重新制定安全制度和策略，

使之更好地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

各项挑战，并充分发挥这场革命的力量。

必须通过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来应对达伊

沙。情报服务部门应该尽量公开，运用第

四次工业革命催生的各项工具与公众互

动。

情报部门应当努力以正确的方式发挥适

当的作用，既要在必要的情况下，为了维

护和平而拦截通讯信号，又要保护公民

的隐私权。

最后，必须签订国际协议，应付针对关键

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制定针对人工智

能武器设备的新规则，并对第四次工业

革命产生的可能会影响国际安全的其他

创新成果进行管理。国际机器人武器控

制委员会就倡导全面禁止自主化武器。

“我们从未迎来如此美好的
发展前景，也从未遭遇如此
巨大的风险。”

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

兼执行主席

向预言家说不

在本届年会上，塞浦路斯总统尼科斯·阿

纳斯塔夏季斯（Nicos Anastasiades）

和土耳其-塞浦路斯人领袖M u s t a f a 

Akinci宣布，他们已接近达成一项协议，

旨在终止这个四分五裂的岛屿在过去十

年的冲突。这提醒与会者，尽管有时候问

题看起来难以克服，尽管技术创新能够

带来颠覆性后果，安全目标仍然有可能

实现。

其中不乏其他成功的案例，包括巴尔干

半岛恢复和平、斯里兰卡结束内战、北爱

尔兰实现政治解决方案以及哥伦比亚叛

乱渐趋平息。“既然我们有解决问题的

先例，那么我们就能再次解决问题，”世

界经济论坛执行委员会成员、地缘政治

事务主管Espen Barth Eide说。

“实际上，世界范围的变革正朝积极的

方向发展，而且变革的速度可谓前所未

有，”美国国务卿John Kerry说。“我相

信未来的道路不应该由预言家决定，他

们的眼中只有混乱和挑战。”

当然，大规模变革正在重塑全球安全的

根基。各国公民和领袖在应对这些变革

的过程中，应当牢记一点：决不能低估未

来道路上的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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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场经济危机？

中国经济在放缓，并有可能遭遇硬着陆。美国、日本和欧洲的

货币政策正背道而驰。英国有可能退出欧盟。石油价格已经下

跌了70%。金融市场正在失控。全球经济是否即将面临一场新

的危机？

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的各位参会嘉宾普遍不这么认为。

“我们认为，2016年，全球经济将迎来适度、不平衡的增

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说。“我们应保持适当乐观，但也不能忽视重大风

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6年和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

分别为3.4%和3.6%。

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经济富有风险抵御力，其2016

年和2017年均将实现2.6%的增长率，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中国GDP在2015年增长了6.9%，未来两年的增速预计将

分别达到6.3%和6.1%。

欧洲和日本是世界经济的另外两大引擎，其今年的经济增速

预计将分别达到1.5%和1%。在《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Martin Wolf看来，这已经是足够好的消息了。“一个基本的观

点是不要担忧市场，”他说。“我们面临一些严重的问题，但作

为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形势看起来还不

错。所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让我们乐观一些吧。”

作为成功预测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少数经济学家之一，

Nouriel Roubini此次也持相对乐观的态度。他警告称，不要过

度解读截至目前为止金融市场的危机状况。“市场情绪往往比

较狂躁，”他说。“往往从过度乐观转向过度悲观。”

与参加达沃斯年会的其他经济学家一样，Roubini认为中国不

大可能出现硬着陆。“根据我在过去几年对中国的观察来看，

中国既不会出现硬着陆，也不会出现软着陆，”他说。“我认

为，中国经济将在颠簸中实现着陆。

但是，所有人都敏锐地注意到了经济风险。拉加德指出欧洲经

济也面临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包括英国可能退出欧盟，以及

大量人口因为逃离叙利亚和其他地方的战争而涌入欧洲。但

是，拉加德补充表示：“如果我们能巧妙处理难民危机，并能

有组织、团结一致地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那么就能促进经济

增长。”

英国财政大臣George Osborne认为，如果欧盟能推动英国寻

求的改革，那么英国公民将在2017年全民公投中投出“赞成”

票。“我乐观地认为，英国和欧盟将会达成一致，”他表示。“我

希望欧洲大陆能成为创新、增长和就业的源泉。如果人们看到

我们正在推进变革，他们就会希望留在焕然一新的欧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巴西和俄罗斯的经济将出现衰退，新

兴经济体2016年整体经济将增长4.3%左右。虽然中国经济开

始减速，但印度和东南亚将分别增长7.5%和4.8%。

“我们需要维持长期高增长率，”印度财政部长Arun Jaitley

说，因为在这个世界第二人口大国，贫困仍然是一个普遍存在

的问题。确保为所有人带来繁荣是一切的根本。

Vikram Chandra，新德里电视台主播兼编辑，印度；Arun Jaitley，印度财政、企业事务和信息广播部长；Nouriel Roubini，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与国际商学教授，美国；Sunil 
Bharti Mittal，巴蒂企业集团董事长，印度；John T. Chambers，思科系统公司执行董事长，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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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领域，它没有边界，相互连接且相互依存，

由驱动世界发展的各类系统所决定。这一全新的地理范畴是在技术

推动下产生的，需要连贯、透明和具有包容性的全球治理。我们能够

胜任这一任务吗？

治理全新的世界

解决全球公域问题

“第四次工业革命应当是一场关于价值观的
革命。”

Amira Yahyaoui

Al Bawsala组织创始人兼主席，突尼斯；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年会联席主席

2015年，国际社会承诺按照在亚的斯亚

贝巴达成的共识，扩大发展融资力度；

承诺实现在纽约《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框架下通过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

标；并承诺履行《巴黎气候协定》（《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

会议）。

在动荡混乱、麻烦不断的当今世界，上述

议程可谓雄心勃勃。地缘政治方面，世界

正变得日益复杂和脆弱。以往一些区域

性的问题现在也都具有了全球特征。比

如，悲剧性的叙利亚灾难就给全世界带

来了影响。当中国决定推动经济转型，全

球金融市场开始动荡不安。

痛苦的教训

埃博拉危机残酷地提醒我们：互联互通

的国际社会起初对危机的反应过于缓

慢。2016年1月，埃博拉病毒再次开始肆

虐——我们是否已经吸取了教训？我们

是否做好了准备？气候变化是一项长期

的威胁，我们对此是否采取了足够的措

施？我们是否打算采取充分的措施？

包括金融和贸易在内的各类体系构成

了全球网络，支撑着世界的互联互通。

我们有相应的管理工具吗？国际工会联

合会会长、本届年会联席主席Sharan 

Burrow直截了当地指出：“在一个没有

生命的地球上不可能有工作。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和履行巴黎气候大会的各项

承诺需要切实推动系统性变革……这场

变革要比我们迄今为止经历的任何一场

革命都要迅速。”要应对这场变革，我们

需要发展绿色经济，创造新的工作机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

加德（Christine Lagarde）表示，《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

议的成果“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鼓

励，但要想落实这些成果，我们需要对基

础设施进行投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已经

正式运营，有可能为开展优质投资、推

动未来经济发展树立榜样。亚投行行长

金立群说：“亚投行将坚持廉洁运营、精

益运营和绿色运营，将致力于投资可持

续项目。”他指出，虽然亚洲“流动性充

足”，但资金并不等于资本。长期融资至



21掌控第四次工业革命

关重要。只有坚持透明运营和良好的治

理，才能吸引投资。

私营部门的潜力

在政府和公民社会的支持下，私营部门

必须发挥领导作用。联合利华首席执行

官Paul Polman表示，在《巴黎气候协

定》谈判期间，私营部门展现出了巨大的

活力。“我们了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成

本和威胁，同时也清楚系统变革可能会

创造的巨大机遇，”他说。

全球金融体系非常脆弱——这是2008

年危机告诉我们的残酷教训。应用、流

程、产品和商业模式的颠覆式创新激发

了各方关于监管者角色的争论，也促使大

家讨论金融监管能否保证系统安全并促

进经济增长。金融服务领域这些深刻的

技术和战略转变也带来了下列问题：什

么样的监管改革才能促进金融包容并预

防未来冲击？

更加温和的监管

监管者和行业主体正在就下列问题展开

辩论：要引领经济稳步向前，需要何种

程度的监管？所有人都认为，全球支付体

系属于公用事业，应该受到监管。正如大

多数辩论所关注的，什么程度的监管算

过度，什么程度的监管才足够？答案是， 

我们需要温和的监管策略。

印度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一直在重新激

发经济活力。印度正在规划大规模的基

础设施项目，建立合适的机构并推动相

关立法，以推动经济增长。而近期在很

大程度上让金融市场感到绝望的中国则

降低利率，旨在提振国内需求。拉加德

称中国此举是朝着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迈

出了“正常和正确的步伐”。

拉加德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政策框

架必须改革。“我们衡量事物价值的方

式并不很恰当，”她说。“我们需要改变

研究经济的方式。”

全球贸易在减速，公众对贸易的支持力

度在减弱。贸易是公众关注的一个问

题，但若许多消费者不了解贸易的多重

益处，这种关注就不一定能带来积极的

效果。例如，针对欧盟和美国就颇受争

议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展开

的谈判，欧洲人正进行示威反对。

贸易的好处

欧盟贸易专员Cecilia Malmström指出，

在贸易谈判代表忙于谈判的时候，公众

却落在了后面。“我们需要解释贸易的好

处，但公众不相信谈判者。”许多消费者

担心商品的来源，但大多数消费者不了

解贸易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

多重好处。

M a l m s t r ö m和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Roberto Azevêdo都认为，应该改变表

述方式，积极宣传贸易了。跨大西洋贸易

与投资伙伴协议有望带来巨大收益，挑

战在于，如何让消费者知晓这些潜在的

益处。

没有人反对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社

会上层的1%和所谓的“金字塔底端”经

常出现在关于不平等和普遍性贫困的话

题讨论中。社会差距在扩大，这非常不利

于增长。虽然经济在增长，但不平等问

题却让社会变得脆弱和不稳定。经济学

家、决策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分歧在

于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 “消除仇恨的最好方式是
宽容。”

Sheryl Sandberg

Facebook首席运营官

兼董事会成员，美国

教育和培训

一些参会嘉宾倡导通过教育和就业为公

众提供更好的机会，而另外一些嘉宾则

认为应该通过改革税收制度等措施来重

新分配财富。但是，所有嘉宾都认同一

个观点，即累退税加剧了不平等状况。

他们的分歧在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诺

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oseph Stiglitz说：

“我们的经济体制并不能惠及绝大多数

的公民。我们必须追问原因。如果我们

拥有公平的税制，就无需进行社会收入

再分配。”

我们还是能看到希望。加拿大贸易部长

Chrystia Freeland说，在2015年10月的

联邦选举中，在加拿大最富裕的“玫瑰

谷”（Rosedale）社区，她挨家挨户进行

选举宣传活动。她警告选民，由Justin 

Trudeau领导的自由党政府将会提高税

收。她问大家是愿意生活在包容性繁荣

的社会中，还是愿意生活在封闭的1%社

区中。结果如何？她赢得了这场选举。



我们究竟在做什么？

2016年年会上新推出的“地球观测”系列会议为参会嘉宾提

供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视角，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通过采用科技突

破成果，解决全球公域问题。

借助高清延时卫星影像，本场会议带领大家对地球进行虚拟

探索，并揭示了过去三十年珊瑚礁、城市扩张、森林滥伐、冰川

消融和夜晚灯火的变化趋势。这些地图清楚地揭示了气候变

化的动因。能源产业和森林滥伐是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两大

原因，给全球气候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当屏幕显示夜间灯火时，明亮的圆球就会点亮非洲东北地区的

海岸以及美国中西部的腹地，展现埃及各石油设施集中燃烧

的火光和美国北达科他州水力压裂技术的操作现场。

“地球观测”工具整合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Landsat项目提

供的影像资料和图形叠置方法。谷歌的Earth Engine平台帮

助嘉宾放大或缩小图片，并且可以来回拉动图片。这一互动式

地图是由卡内基梅隆大学机器人研究所、谷歌和美国地质调

查局合作开发的成果。

地球空间技术可以立即用于打击非法伐木。通过对非洲的森

林滥伐情况进行两周一次的监测，当地政府已经可以追踪伐

木行为，并且在偷猎者返回森林搬运木材时将其抓捕。

“可视化数据的量非常大，难以通过传统方法进行研究，”谷

歌Earth Engine工程部经理Rebecca Moore说。“通过携手

合作，我们可以为用户提供一个简单直观、易于操作的方式，

按照空间和时间了解我们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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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虚拟现实技术能够将人们带领到遥远的澳大利亚西部大沙沙

漠和叙利亚难民营。而艺术和科学的融合则为人们提供体验

人类文明的的机会。

得益于最新的数字科技，文化遗产——从中国戈壁沙漠中的

古代敦煌莫高窟到印度卡纳塔克邦的亨比寺庙和宫殿——都

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展现，将您的博物馆之旅提升到全

新的水平。借助这样的先进技术，游览者可以放大图片，浏览

每一个细节，也可以缩小图片，欣赏遗产全景。

“这充分说明了，数字技术如何与故事讲述和可视化手段相结

合，帮助我们走进艺术，赋予其生命，并保护人类文化，”纽约

现代艺术博物馆高级经理Paola Antonelli说。“它让我们看到

了在其他地方难以轻易看到的东西。”

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的Martin Vetterli希望把协作和开源提升

至新的水平。他设想了一个类似维基百科的艺术空间，希望采

用适当的标准，让用户可以享受高质量的艺术体验——比如，

就像是一个非商业版的Spotify。

所有这些努力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部分内容。在这场数字革

命的推动下，各类技术正在不断融合，并迅速模糊了物理世界

和数字世界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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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历史上，人道主义危机从未像今天这样在全球范围内肆虐。这

些灾难再也不仅仅是援助机构担心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有所作

为，从决策者到私营部门，从宗教领袖到电影制作人，再到普通的社

会公众，所有人通过社交媒体连接在了一起。

应对全球难民危机

人道救援，刻不容缓

“难民危机并不是土耳其危机，而是一场
全球性危机。”

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lu）

土耳其总理

2016年，人道救援的首要议程是应对全

球难民危机——世界范围内，有6,000

万人因为战争、暴力和环境灾难而流离

失所。叙利亚内战已经迫使1,100万人背

井离乡，其中400万人已经在土耳其、黎

巴嫩和约旦获得了避难之所，而更多难

民将和去年的100多万难民一样，逃往

欧洲。此前，有近4,000名难民在希腊附

近的海水中溺水身亡。

在平民主义者的压力下，欧洲的政治家们

正在努力寻求解决方案。去年夏天对难

民持欢迎态度的德国引起了国内民众的

强烈反对。德国总统高克在达沃斯发言

时呼吁实行难民限额。他说：“如果民主

人士不愿意谈论限制难民数量，平民主

义者和仇外主义者将讨论这一问题。”欧

洲大陆各国迅速实施了边境控制措施。

面对这一形势，荷兰首相马克·吕特警告

称，如果不能在未来6-8周内找到对策，

欧盟内部无需护照的申根区将会崩塌。

目前，欧盟正在考虑封锁难民前进的道

路，迫使他们前往希腊寻求避难。

理性的解决方案并非没有，但需要想象

力和勇气将其付诸实施。“我们愿意打

造专门的经济区，方便难民就地就业，”

约旦王国拉尼娅王后表示。约旦目前收

容了130万叙利亚难民。如果不能通过

就业实现独立和自尊，这些集中居住的

难民将会失去希望，并成为极端组织招

募的对象。

但是，为了落实这一想法，投资者必须将

供应链重新部署到这一地区，并为难民

提供必要的技能。土耳其已经为其境内

的250万难民签发了工作许可证，并将为

70万难民儿童提供教育。德国财政部长

Wolfgang Schäuble呼吁实行新的马歇

尔计划，为难民来源地提供数十亿美元

的投资。

欧洲还需要学习如何让难民更好地融

入当地社会。奥地利在将移民融入本国

社会方面一直表现良好，与当地穆斯林

领袖开展互动交流，寻找年轻榜样，鼓

励移民学习行为礼仪。在美国，Dav id 

Lubell创立了一个具有创新意识的非政

府组织——Welcoming America。该组

织致力于将本地社区打造成更加“肥沃

的土壤”和更加包容的环境，方便外来

移民在此“播种希望”和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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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部门的参与

人道主义危机正变得旷日持久——很有

可能要持续数十年。“随着危机规模的

不断扩大，援助机构已很难独立完成人

道救援任务。他们需要企业提供的资产

和知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位董事

指出。在科特迪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

荷兰科技巨头飞利浦携手合作，打造了

1,000个农村医疗中心，并将其与城市医

疗中心联网。对于飞利浦来说，这一模

式更主要是为了追求业务可持续性和开

明的自利，而不是纯粹为了慈善或企业

社会责任（详见下页内容）。

快速的应急反应永远是个挑战——

不论是对疲于应付各种灾难的政府部

门而言，还是对正在努力进入危机区

域的国际机构而言，都是如此。印度

企业家Shaf f i Mather创立了一个名为

M-Urgency的服务平台，专门负责提供

紧急医疗救援。这一模式借鉴了Uber的

经验。你只要点击智能手机，就能迅速

找到离你最近的医生或护理人员，寻求

他们的帮助。拥有1,700万志愿者的世界

卫生组织和国际红十字会/红新月会已经

加入这一平台。目前，Mather已经筹集了

200万美元资金，将在印度、迪拜和以色

列全面提供这项服务。

在救灾期间，M-Urgency的医疗专家承

诺免费提供生命救助服务。在其他情况

下，该平台的收费也实行最低标准：在印

度，每次呼叫服务仅收取5美元。这一模

式能够产生可持续的收入，为投资者带

来回报。但在危机期间，如果移动手机

网络瘫痪，该如何应对呢？“这就是达沃

斯年会发挥作用的地方，”Mather说。在

2016年年会期间，他与英国卫星电信公

司Inmarsat的代表进行了会谈。该公司

同意在灾区提供卫星信号连接，打造一

个局域无线移动网络。

HelpNow是一个新型应用，致力于汇集

（通常通过众包产生的）重要数据，来支

持救灾工作。在灾难发生后的几个小时

内，这项工作非常必要。该应用的宗旨是

打造一个通用、开源的数据库，实时对接

资源和需求。该应用可以预先下载有关

医院、救助物资库存和通往灾区的路况

等详细信息，从而节省时间，挽救生命。

在黎巴嫩和约旦，万事达卡正与国际美

慈组织携手合作，为100万难民提供签

帐卡和移动资金。这种卡的用户可以提

取现金使用，也可以兑换电子购物券，用

来从当地商户购买食品和商品。“人们手

中持有现金，就会获得尊严，并能掌控自

己的生活，”国际美慈组织首席执行官

Neal Keny-Guyer说。“这种卡能帮助当

地人民，并有助于应对性别暴力。如果

年轻女性没有钱，她们就很容易受到剥

削。”

目前，只有3%的人道救援是以现金形式

提供的。但在未来十年，移动资金能够

让救助机构庞大的库存和物流运营成为

历史，节省大量的救助物资运输成本，

Keny-Guyer说。

苦难中的人性

尽管科技进步很快，本届达沃斯年会反

复探讨的一个主题却是“保持人性”。我

们与那些深陷危机的人有着共同的人

性，如果忘记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解决

地球长期面临的各种危机。

电影制片人Sharmeen Obaid Chinoy坚

信电影对变革的推动力量。在其电影作

品中，卡拉奇的一名女医生救治了多位自

杀式炸弹袭击的遇难者，脊髓灰质炎疫

苗倡导者Naseem Munir穿越重兵把守

狭窄小路。Obaid Chinoy说：“我希望展

示的是，穆斯林女性拥有你从未见过的

强大力量。”

“年轻科学家不仅关注科学
发展，更关心世界状况。”

Elizabeth Blackburn
索尔克生物研究所所长，

美国

在达沃斯年会的虚拟现实空间内，一

部名为《锡德拉湾上空之云》（Clouds 

Over Sidra）的电影让参会嘉宾深刻感

受了苦难中的人性。影片讲述了一名叫做

Sidra的叙利亚女孩在难民营的生活情

景，让观众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她的家人

和朋友的生活状况，引起了观众强烈的

情感共鸣。



互联的医疗中心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与荷兰科技巨头飞利浦展开新型合作，共

同为科特迪瓦提供救生医疗。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确定了西非国家妇女产前产后医护工作面临

的几项重大挑战之后，飞利浦投入了120名顶级设计师，共同

打造技术解决方案。双方合作的成果是，打造社区生活中心，

为受到危机影响的当地民众提供基础医疗、清洁用水和太阳

能照明服务。这项技术将农村中心与大型医院对接起来，使得

大医院的医生能够远程分析患者生命体征。双方合作的目标

是，在未来三年内，打造1,000个中心。

 

“在飞利浦设计团队的支持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实现了技术

创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财务与后勤部主任Helen Alderson

说。

 

除了提供重要的医疗服务外，这些中心还创造了工作机会。

“每一个中心都需要运营、服务和维护人员，这有利于促进当

地就业，”负责该项目的飞利浦基金会主席荣诺德（Ronald 

de Jong）表示。

 

除了提供医疗服务，该项目提供的太阳能照明设施也能创造额

外价值，有助于当地社区在夜晚继续开展经济和教育活动。

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年会28



难民生活
一个戴着头套、疲惫不堪的大胡子男人挥舞着AK-47喊道：

“难民们，伏下身去，关掉灯，不然我们就没命了。”周围一片

漆黑，我们30个人跪在地上，突然，一阵震耳的枪声、迫击炮

声和大炮声在我们周围响了起来。

正当领袖们在2016年年会的会议中心讨论油价下跌、气候变

化和全球冲突的时候，还有部分参会者体验了数百万难民每

天经历的艰难生活。

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流离失所的难民人数超过了6,000万，其中

大部分难民都因为叙利亚战争和中东的冲突而失去了家园。

在国际十字路会组织的“难民奔逃”（Refugee Run）活动中，

每个参会者都被分配一个身份证，他们必须通过一个个检查

点，并排队才能领取到食物和药品。然后他们被赶进一个临时

搭建的帐篷里，周围有演员扮演的“警卫”严密监视。部分“警

卫”自己曾经就是难民。一位男性描述了乌干达的圣主抵抗军

如何用枪口逼着他走出校门，然后威逼他枪杀自己的家庭和同

族成员。

虽然这个模拟体验的创作人也承认，难民现实感受到的压力

要比体验活动产生的压力高出许多倍，但是就在短短45分钟

的体验活动中，参会者马上就感受到了人可以很快地失去其身

份和尊严。

Alexandra Chen是一位来自香港的儿童精神创伤专家。在这

场体验活动结束的时候，她介绍了她在难民营结识的一个叙

利亚男孩。在她离开难民营前往达沃斯参会之前，她问这个男

孩他希望她给他带什么，这个男孩说：“让他们不要忘记我就

好。”

参会者在互动式模拟活动中体验“难民生活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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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商界和公民社会的领袖正在携手参与世界经济论坛的“应对全

球挑战”系列行动倡议。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他们必须反思过去

的行为方式，才能解决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他们还在利用技术的力

量规划未来。

拥抱技术，重塑美好未来

“应对全球挑战”系列倡议

“我们不应害怕‘女权主义者’这个词——在任何时
候，男女都可以用这个词来描述自己。”

贾斯丁·特鲁多（Justin Trudeau）

加拿大总理

为了加速推进公私合作，世界经济论坛

确定了十个需要开展合作的全球议题，

它们是：农业与粮食安全；经济增长与社

会包容；就业、技能和人力资本；环境与

自然资源安全；卫生的未来；互联网的

未来；全球金融体系的未来；性别平等；

国际贸易与投资；长期投资、基础设施与

开发。

年会的参会者针对上述迫在眉睫的全

球挑战和全新应对战略，交流了彼此的

观点。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在影响他们

的规划。阳狮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Maurice Lévy说：“首席执行官们不能

袖手旁观，然后说‘我们要等政治家针

对如何塑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做出决定

后才行动’。”

社会创新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许多公司都摒弃

了过去把社会活动当做慈善或副业的做

法，而是把社会项目融入核心主业，并向

各个层级的管理者灌输这样的思想。如

果高层管理者能够把社会创新纳入长期

规划，并采用透明的指标来要求和衡量

相关进展，那么整个公司都会有所改变。

大多数公司都发现，社会活动不仅可以改

善公司盈利，还可以扩大它们在消费者、

员工和投资者中的品牌影响力。类似案例

有很多，例如，一家医疗设备公司开发了一

种廉价的设备，它被发展中国家用于减少

妇女分娩时的死亡率。这个设备为公司开

发出了全新的业务；一家食品企业开发的

产品减少了热量，但是其销售额却没有丝

毫下降；还有一家医药连锁公司虽然放弃

了销售烟草产品，但是其股价却上涨了。

医疗卫生关注的重点现在不仅仅是完善

技术，而是降低医疗成本，以便让更多人

受益。更准确的大数据正在推动个性化

精准医疗、智能医疗和预防式医疗的发

展。利用人口与个人数据进行早期健康

风险筛查，便于医疗机构提前介入，从而

降低医疗成本。治疗效果提高，就意味

着患者住院时间减少。

随着技术的进步，医疗机构和个人能够更

加方便地获得更有效的数据，因此精准

医疗与公共卫生预算之间的矛盾或许将

不复存在。“在医疗历史上，当今时代是

过去100年中最令人振奋的时代。”宾夕

法尼亚大学副校长Ezekiel Emanuel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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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

人们现在可以对大量数据进行数字化改

造和分析，这为可再生能源更好地满足

人类能源需求扫清了道路。太阳能和风

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其生产是断断续续

的，并且不能满足高峰用电时段和地区

的需求。

但是，分布式电力生产发展迅猛，适应

家庭个性化需求的智能化电池以及智能

电网也在重塑整个电力行业。未来的电

网不再是由生产和销售能源的巨头垄

断，而是由数以百万计甚至亿计的家庭

和企业组成，它们不仅以最有效率的方

式消费能源，还能生产和存储能源。

发展中国家通常没有大型电网的沉没成

本，所以可以直接向去中心化的分布式

电力生产模式转型。在非洲的偏远村庄

里，即使没有电网和电力公司，太阳能电

板也可以给当地村民提供电力。在菲律

宾，种植稻米的农民则利用当地的稻壳

来发电。

但是政府也必须采取措施，加速推进新

技术的发展。政府应该取消对化石能源

的补贴，并针对日益复杂的能源行业出

台新的监管规定。2016年年会联席主

席、日立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西

宏明（Hiroaki Nakanishi）说：“我们需

要采取系统性方法，才能把可再生能源

渠道纳入整个智能电网。”

融入银行系统

另一个关键发展目标是把更多的人纳入

金融体系。如果人们没有银行账号或信

用卡，就无法融入物联网，也无法参与第

四次工业革命。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

了进步：在过去三年，超过7亿人口被纳

入金融系统。此外，为了把剩下的20亿

人纳入金融体系，世界各地的领袖提出

了行之有效的构想。

所有这些构想都需要政府和金融机构开

展合作，并出台如下措施：简化对个人账

户的监管规定；利用政府转移支付和税

收政策鼓励人们融入规范的金融体系；

出台规定，推动银行和电信行业的竞争；

开发全国通用的电子身份证；将地方性

店铺发展为数字金融服务的网点；利用

手机提供移动银行。

“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实现全球金融包

容的手段、战略和数据了。”荷兰王后

Máxima说。

甚至最古老的经济部门也在应用新型信

息技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可以通过手

机了解天气和市场情况，获得培训甚至

是保险。

此外，政府和企业还必须携手合作，这

样才能在推广新技术的同时，减少不平

等。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秉承同

理心和包容心这样的传统价值观。

社交媒体因为传播极端主义观点而遭致

媒体的负面批评，但是社交媒体也推动

了民主、公众监督和公民权利运动。社交

媒体带来的透明度，在反腐败、激励企

业承担责任以及减少逃税等方面，可以

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技术的贡

献不仅仅是让我们变得更加富裕，而是

让我们成为更有参与意识、更有责任感

的全球公民。

“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很成功，但这只是一部分
容易的工作。”

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

(Christina Figueres)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UNFCCC）执行

秘书

2016年年会的联席主席和突尼斯非政

府组织Al Bawsala创始人兼主席Amira 

Yahyaoui总结说：“第四次工业革命也

是一场关于价值观的革命。”



研究显示，旨在消除无意识性别偏见的培训是有效的——但

效果只有24小时。然后固有的偏见还是会卷土重来。那些阻

碍男女平等的障碍，尤其是高级管理层中的障碍，不仅仅是女

性的问题。数据还显示，管理团队成员中如果有大量女性，其

决策将比没有女性的团队决策更加科学。“如果你打造一个多

元化的团队，你的绩效就会优于他人。所以，现在就动手吧，

因为多元化团队对你非常有益。”脸书（Facebook）首席运营

官Sheryl Sandberg说。

如果我们毫无作为，这个问题就会更加严重。在女性已经取得

成功的专业服务等行业，预计其工作机会将会减少，而在女性

从业人数不多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行业，其就业机会

却在增加。

教育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即便那些在初级岗位中实

现男女平等的企业，层级越高，女性的比例越低。

我们并非没有解决方案。我们应该在更大范围公开女性平等

有益于企业利润的研究成果，并收集更多的相关数据。企业也

必须采取干预性措施，在有些领域甚至可以考虑设定女性人

数指标，在升职过程中确保每个层级都有女性代表。管理层还

必须针对工作-生活平衡做出灵活安排，这也是许多年轻女性

的期望。

好消息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世界经济论坛

石油与天然气社区成员发出“行动呼吁”，号召石油与天然气

行业消除性别差距。全球22家企业签署了这项声明，这表明即

使是男性主导的行业也在着手消除性别差距障碍。

Theresa Whitmarsh，华盛顿州投资委员会执行董事，美国；Saadia Zahidi，就业与性别平等倡议负责人，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

Mara Swan，万宝盛华全球战略与人才执行副总裁，美国

消除性别差距障碍

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年会34



建设充满活力的阿拉伯经济体
大多数的阿拉伯经济体要么饱受政治动荡，要么受困于油价

下跌，今天，它们因自身的不幸而成为新闻头条。但是，在新闻

头条背后，具有创新精神的政府和企业都在不断努力进行经

济改革。

许多阿拉伯国家对能源消费者都有高额补贴，而补贴只能鼓

励浪费和资源转移。事实上，低油价时期正是终结补贴的最

佳时机。“我们需要利用低油价建设充满活力的经济。”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能源部长Suhail bin Mohammed Al Mazrouei

说。巴林和科威特也在降低或取消补贴，并把节约下来的资金

用于发展多元化经济。

约旦在十多年前开放了电信和信息技术行业，现在约旦的技术

行业蓬勃发展，其基础设施领域的公私合作水平也很高。摩洛

哥则在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其50%以上的电力消耗。

企业也在发挥作用。世界经济论坛中东和北非地区工商理事

会成员正在培训10多万年轻人，以便他们能够就业。推行改

革，刻不容缓。年轻人的失业率已经超过了30%，而且还在不

断攀升。此外，失业的年轻人还是极端主义分子的招募对象。

落后的就业与破产法律、繁琐的行政流程、糟糕的教育体系以

及低效的司法制度，这些因素都阻碍了阿拉伯经济的发展。

但是，如果对这些领域进行改革，如果当地的部分资金能投

入到信息科技的基础设施建设中，那么阿拉伯国家就可以利

用第四次工业革命，解决青年人口激增的问题，并将其转化为

发展机遇。

Nadine Hani，阿拉伯国有电视台新闻频道资深主播，阿联酋；Ahmed Heikal，Qalaa控股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埃及； Khalid Al Rumaihi,巴林经济发展局首席执行官，巴林； 
Suhail Bin Mohammed Al Mazrouei，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能源部部长；Anas Khalid Al Saleh，科威特副首相、财政部部长兼石油部代理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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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史 维学（ V i s h a l 
S i k k a），印孚瑟斯技术

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

董事总经理，印度 ;  G u y 
Ryder，国际劳工组织总干

事，日内瓦；Ali Velshi，半
岛电视台美国频道主播，

美国；Laura D’Andrea 
Tyson，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哈斯商学院教授、院

长，美国；苏安励（A r n e 
Sorenson），万豪国际集

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Andrew McAfee，麻省

理工学院数字经济项目首

席研究科学家，美国；

02:李源潮，中国国家副主

席

03: “学习的数字之路”会议

04: Rosanne Haggerty，
Community Solutions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05: Muhammad Yunus，
尤努斯中心主席，孟加拉国

06: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

董事长，中国

07:“地缘政治局势纵览”

08: Naomi Oreskes，哈佛

大学科学史教授，美国

09: Robin Niblet t，查达

姆研究所主任，英国；马

克·吕特（Mark Rutte），荷
兰首相；曼努埃尔·瓦尔斯

（Manuel Valls），法国总

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

（Alexis Tsipras），希腊总

理；Emma Marcegaglia，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

Wolfgang Schäuble，德国

财政部长

10: 戈登 ·布朗（Gordon 
Brown），联合国全球教育

特使；“全球教育机会资助”

全球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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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Andrew Steer，世界资

源研究所所长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02: Jon Hilsenrath，《华

尔街日报》首席经济记

者，美国；Sylvia Mathews 
Burwell，美国卫生与人类

服务部部长

03: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 c hwa b），世界经济论

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约

阿希姆 ·高克（J o a c h i m 
Gauck），德国总统

0 4 : 约翰 · 德拉马尼 ·马
哈马（J o h n  D r a m a n i 
Mahama），加纳总统

05: Paul Po lman，联合

利华首席执行官，英国；

Richard Curtis，作家和导

演，美国

06: Mara Swan，万宝盛华

集团全球战略与人才执行

副总裁，美国

07: Shannon May，Bridge 
International Academ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发展官，

肯尼亚；

08: “人道主义枢纽”

09: Ahmad Iravani，伊斯

兰和中东问题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Shawki Ibrahim 
Abdel-Karim Allam，埃及

宗教法令局大穆夫提，埃

及

10: “21世纪的梦想”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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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dward Boyden，麻省

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与麦

戈文研究所副教授，美国

02: 埃娜·索尔贝格（Erna 
Solberg），挪威首相

03: 安仕年（Nils Smedegaard 
Andersen），马士基集团首

席执行官，丹麦

04: 2016年年会参会人员

05: “锡德拉湾上空之云”

虚拟空间

0 6:  Susan Wo jc i ck i，
YouTube首席执行官，美国

0 7 :  罗伯特 · 阿泽维多

（Roberto Azevêdo），世界

贸易组织总干事，日内瓦

08: Chanda Kochhar，印
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执行

董事兼首席执行官，印度

09: Neri Oxman，麻省理

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媒体艺

术与科学副教授，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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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京剧团表演人员

02: Rahul Bajaj，巴贾吉汽

车公司董事长，印度；阿

尔·戈尔（Al Gore），美国

前副总统（1993-2001）；
世代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兼联合创始人，美国；Jim 
Hagemann Snabe，全球

产业中心主席、管理委员会

成员；世界经济论坛基金

董事会成员；Joe Kaeser，

西门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德国

03: “全球贸易的未来”会

议

04: Laurent Fabius，法国

外交与国际发展部长

05: Amy Wilk inson,，斯

坦福大学商学院讲师，美

国；Mitch Barns，尼尔森

公司首席执行官，美国；

Richard So lomons，洲

际酒店集团首席执行官，

英国；Taavet Hinr ikus，
TransferWise公司首席执

行官，英国；Devin Wenig，
eBay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Soraya Darabi，
影响力投资人与Zady.com
联合创始人，美国

0 6 :  白佩琪（R e b e c c a 
Blumenstein），《华尔街日

报》副主编，美国

巴西财政部长；恩达·肯尼

（Enda Kenny），爱尔兰

总理；Joseph E. Stiglitz,，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

关系学院教授，美国；张

欣，SOHO中国首席执行官

兼联合创始人，中国

07：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 c hwa b），世界经济论

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约

翰·福布斯·克里（John F. 
Kerry），美国国务卿；

08: “难民生活的一天”体

验活动

09: Kevin Delaney，大西

洋传媒新闻品牌Quartz总
裁兼主编，美国；Nelson 
Henrique Barbosa-Fil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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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David Miliband，国际

救援委员会主席，美国； 
Witold Waszczykowski，
波 兰 外交部长；L y s e 
D o u c e t，B B C 新闻台

首席国际记者，英国；

Emmanuel Macron，法国

经济、工业和数字事务部

长；Federica Mogherini，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

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

02 :  恩里克·培尼亚·涅托

（Enrique Peña Nieto），
墨西哥总统；M o i s é s 
Naím，卡内基国际和平基

金会特聘研究员，美国

03: Lyse Doucet，BBC新

闻台首席国际记者，英国；

贾斯丁·特鲁多（J u s t i n 
Trudeau），加拿大总理；

Shery l Sandberg，脸书

（Facebook）首席运营

官兼董事会成员，美国；

Melinda Gates，比尔&梅
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合主

席，美国；Jonas Prising，
万宝盛华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张欣，

SOHO中国首席执行官兼

联合创始人，中国
04:  达尼埃尔·卡布兰·敦
坎（ D a n i e l  K a b l a n 
Duncan），科特迪瓦总理

05: Bertrand Piccard，
Solar Impulse公司发起

人、董事长兼飞行员，瑞

士；André Borschberg， 
Solar Impulse公司联合创

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飞行

员，瑞士

0 6 :  罗卓克（ C h u c k 
Robb ins），思科公司首

席执行官，美国；南佩德

（Pie r re Nanterme），
埃森哲公司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法国；Su s a n 
Wojcicki，YouTube首席执

行官，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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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朱民，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副总裁，华盛顿；

Kenneth Rogoff，哈佛大

学公共政策T h o m a s D. 
Cabot  教授和经济学教

授，美国

02: Nadine Hani，阿拉伯

国有电视台新闻频道资深

主播，阿联酋

03: 张房有，广州汽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张丽丽，天津港（集

团）公司董事长，中国；陈

峰，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中国

04: 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

（Ranil Wickremesinghe），
斯里兰卡总理兼民族和解

部长

05: Zoe Keating，大提琴

演奏家和作曲家，美国

0 6 :  保罗·卡加梅（P a u l 
Kagame），卢旺达总统

0 7:美国弗吉尼亚州（民

主党）参议员M a r k  R . 
Wa r n e r与美国电报电话

公司董事长R a n d a l l  L . 
Stephenson交谈

08: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 c hwa b），世界经济论

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Jenni fer Doudna，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教

授、分子生物学与细胞生

物学教授，美国；H e n r y 
T. Greely，斯坦福大学法

学教授，美国；J u s t i n e 
Cassell，卡内基梅隆大学

计算机科学学院主管技

术与战略宣传的副院长，

美国；Angela Hobbs，谢
菲尔德大学“哲学的公共

认知”教授，英国；Amira 
Yahyaoui，Al Bawsala组
织创始人兼主席，突尼斯

09: Lakshmi Mit ta l，阿

赛 洛 米 塔 尔 钢 铁 集 团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英国；De los M.  ( Toby ) 
Cosgrove，克利夫兰诊所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表演是一个体现人性的职业。因为工作的特性，我只
能做别人。”

Kevin Spacey
演员

在2016年年会上，40多位文化领袖与世界经济论坛

的商界、政界和公民社会领袖一道，共同参与制定

全球议程。

这些文化领袖包括：演员Kevin Spacey、作家Elif 

Shafak、电影制作人Sharmeen Obaid-Chinoy、明

星视频博主John Green、摄影家Platon和艺术家

Lynette Wallworth等人。他们积极参与年会，针对

包括移民、气候变化、文化遗产和言论自由等一系列

问题发表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和见解。

“艺术可以让背景各异的人走到一起，在观点不同

的情况下分享同一种体验。在当今社会，艺术是少有

的几种能够发挥这个作用的形式之一。艺术不仅包

容差异，还鼓励差异。”水晶奖获得者、装置艺术家

Olafur Eliasson说。

为了呼应年会“掌控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题，许多

艺术家通过数字展示和沉浸式装置表达他们的观

点，旨在引起人们的敬畏和反思。他们利用视觉、文

学和声音的形式，采用另外一种叙事形式和视角来

展现当今的各种挑战，不仅包括文化领域，还包括经

济和政治领域的挑战。

艺术和文化还可以影响年轻人。就像Spacey说的：

“关键是艺术家以及作为工具的戏剧、艺术和文化

可以为一个没有自尊心的孩子做些什么。如果孩子

能够通过诗歌或戏剧找到表达自我的方式，并勇敢

地站起来，我们所有人都会很高兴。”

文化与艺术系列会议

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年会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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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洞察力：
达沃斯年会发布的报告

《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

该报告已经出版了11期。《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重点介绍了各种全球风险在未来

十年的演变及其相互作用。针对29项普遍存在的全球风险，报告整合了近750位专

家的观点，以十年时间为跨度，对风险的影响力和发生概率进行探讨，并分析了这些

风险之间的关联性。

 http://www.weforum.org/reports/the-global-risks-report-2016

《风险抵御力洞察》

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风险与风险抵御力议题组在这个报告中对《2016年全球风险

报告》的发现成果进行了深入分析。报告中的观点可以引发人们进一步探讨如何打

造并增强风险抵御力，以应对当今的风险。

 http://www.weforum.org/reports/global-agenda-council-on-risk-

resilience-resilience-insights

《互联网碎片化概要》

该报告是对互联网碎片化发展进行系统性分析的首份白皮书，重点介绍了可能导致

碎片化的28种风险。报告的结论是：要应对互联网碎片化带来的挑战，我们就需要

保持警觉、开展相应分析和国际合作。本报告由论坛的“互联网的未来”行动倡议

编写。

 http://www.weforum.org/reports/internet-fragmentation-an-overview

《数字内容的影响》

本报告主要分析了网络内容创造和分享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重点介绍了移动和数

字技术的主要趋势及其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变化。

 http://www.weforum.org/reports/the-impact-of-digital-content-

opportunities-and-risks-of-creating-and-sharing-information-online

《数字媒体与社会：超级互联时代的影响》

本报告探讨了数字化给人与媒体、娱乐和信息关系带来的变化，及这种变化对个人

和社会产生的影响。报告还重点分析了在数字工具日益普及的情况下，社会以及人

们行为的演变。

 http://www.weforum.org/reports/digital-media-and-society-

implications-in-a-hyperconnected-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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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5行动倡议》

这个政策方案系列文件针对如何改善21世纪全球贸易与投资体系治理，提出了全面

而详细的建议。上述文件还形成了一个综合报告，针对国际社会共同的迫切任务，总

结并阐释了上述建议的意义。

 http://www.weforum.org/reports/the-e15-initiative-strengthening-

the-global-trade-and-investment-system-in-the-21st-century

《快速增长经济体电力行业的未来》

论坛提出了能源架构的三个目标：安全与可及性；中短期的可负担性；以及环境的可

持续性。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迅猛的国家需要制定政策，平衡这三个目标。在经济

不断发展、更多消费者接入电网以及人均能源消耗不断增长的背景下，上述政策旨

在满足人们对于电力的巨大需求。

 http://www.weforum.org/reports/the-future-of-electricity-in-fast-

growing-economies

《金融技术的未来：小企业融资模式转型》

本报告分析了中小企业融资模式的转变，同时介绍了金融行业提供的解决方案，以

及金融技术行业如何利用自身的创新商业模式和产品，替代部分融资功能。

 http://www.weforum.org/reports/future-fintech-paradigm-shift-

small-business-finance

《未来的工作》

未来五年，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会大范围颠覆商业模式，还会颠覆就业市场。根据

预测，要想在新的环境中发展，个人所需的综合技能将会发生巨大变化——这便是

《未来的工作》报告的主要发现成果。

 http://www.weforum.org/reports/the-future-of-jobs

《新型塑料经济：塑料未来的再思考》

本报告从根本上对塑料包装和一般性塑料进行了重新思考，并提出可能改变全球塑

料包装物料流的全新方法，从而发展新型塑料经济。

 http://www.weforum.org/reports/the-new-plastics-economy-

rethinking-the-future-of-pla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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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预告

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

卢旺达·基加利，2016年5月11日-13日

卢旺达自1994年种族大屠杀和内战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卢旺达现在不仅是地区高科技中心，而且

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GDP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此外，卢旺达还是非洲竞争力最强的经济体之

一，其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的努力也卓有成效。第26届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将围绕“推动数字转型，

连接非洲资源”为主题，召集来自商界、政界和公民社会的领袖，共同探讨数字经济的促进因素，推动非

洲的结构性转型，围绕重大的全球和地区挑战加强公私合作，并就战略措施达成共识，实现非洲大陆的

共同繁荣。

了解详细信息，请发邮件至：Africa@weforum.org

世界经济论坛东亚峰会

马来西亚·吉隆坡，2016年6月1日-2日

2016年是世界经济论坛与其国际和地区多方利益相关者社区共同为东亚制定地区议程的第25年。东盟

经济共同体的成立说明该地区在持续不断地致力于消除货物、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的壁垒，同时致力

于推动可持续发展、改善基础设施和民生。在担任东盟主席国一年以后，马来西亚将成为本届峰会的主

办国。本届峰会将为来自各个行业的高级决策者提供一个理想的平台，加强商界、政界与公民社会之间

的合作，并应对地区挑战。

了解详细信息，请发邮件至：EastAsia@weforum.org

世界经济论坛拉美峰会

哥伦比亚·麦德林，2016年6月16日-17日

世界经济论坛拉美峰会召集各行各业的领袖、学术权威和千禧一代，共同探讨如何制定实现繁荣的全

新议程。拉美峰会再次回到哥伦比亚，选择麦德林作为举办城市，这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是非常好的选

择：麦德林在过去20年的转型充分展示了21世纪城市创新的力量。此外，哥伦比亚还即将签署一个历史

性协议，该协议将为持续和平、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带来机遇。这些鼓舞人心的成就不仅蕴含宝贵的经

验，还提醒各国，我们需要持续关注并采取协调一致的战略措施，才能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

了解详细信息，请发邮件至：LatinAmerica@weforum.org

2016年新领军者年会

中国·天津，2016年6月26日-28日

新领军者年会发起于2007年，是全球最重要的以科技和创新为主题的盛会。年会参会者是对未来商业

和社会有深刻影响的快速发展的新一代企业，以及大型跨国企业、政府、媒体、学界和公民社会的领

袖。来自90个国家的1,500名参会者将齐聚天津，在全球化的氛围中探讨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各种前所

未有的、相互交织的全球性挑战，包括经济、政治、社会与环境等领域的挑战。

了解详细信息，请发邮件至：NewChampions@wefor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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