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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可持续增长

打造社会抵御风险能力

科学家Johan Rockström结合科学与

图像艺术，深度揭示人类与地球的关

系以及人类在环境可承受范围内实现

未来繁荣的愿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引言人

Emma Loades，世界经济论坛议程开发

小组资深总监

9月11日（星期三）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数字生态系统

改变行业生态系统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数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移动经济的快速崛起

- 云计算和网络设备的广泛应用

- 隐私保护规则和监管环境的不断

变化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Joep van Beurden，CSR公司首席执

行官，英国

Anthony Goldbloom，Kaggle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郭晓，思特沃克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é Kudelski，Kudelski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瑞士；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ustine Cassell，卡内基梅隆大学人

机交互研究所主任，美国；机器人

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能源生态系统

能源生态系统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在

改变能源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非传统能源革命

- 可再生能源市场的不确定因素

- 新型能源配送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Roberto Bocca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Alison Redford，艾伯塔省省长，加拿

大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投资趋势

新的投资环境

哪些投资趋势正在影响竞争力和外

国直接投资的流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

外国直接投资趋势

- 深入了解多边、区域和双边投资

协议

- 了解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壁

垒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

威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Hemant Kanoria，SREI基础设施融

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

度

李一，瑞银集团中国区主席兼总  

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Elaine La Roche，MMC集团董事，

美国

主持人

Martyn Davies，边境咨询公司

（Front ier Advisory）首席执行 

官，南非；全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朱宁，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

金融学教授，中国；财政可持续性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00 - 10.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凤凰卫视/打造中国新形象

打造中国新形象

中国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么中国的品牌形象在全球范围内正

在发生什么变化？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国外建立品牌资产

- 通过全球收购推动增长

- 应对知识产权挑战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凤凰卫视

以及大连电视台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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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可持续增长

打造社会抵御风险能力

科学家Johan Rockström结合科学与

图像艺术，深度揭示人类与地球的关

系以及人类在环境可承受范围内实现

未来繁荣的愿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引言人

Emma Loades，世界经济论坛议程开发

小组资深总监

9月11日（星期三）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数字生态系统

改变行业生态系统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数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移动经济的快速崛起

- 云计算和网络设备的广泛应用

- 隐私保护规则和监管环境的不断

变化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Joep van Beurden，CSR公司首席执

行官，英国

Anthony Goldbloom，Kaggle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郭晓，思特沃克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é Kudelski，Kudelski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瑞士；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ustine Cassell，卡内基梅隆大学人

机交互研究所主任，美国；机器人

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能源生态系统

能源生态系统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在

改变能源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非传统能源革命

- 可再生能源市场的不确定因素

- 新型能源配送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Roberto Bocca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Alison Redford，艾伯塔省省长，加拿

大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投资趋势

新的投资环境

哪些投资趋势正在影响竞争力和外

国直接投资的流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

外国直接投资趋势

- 深入了解多边、区域和双边投资

协议

- 了解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壁

垒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

威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Hemant Kanoria，SREI基础设施融

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

度

李一，瑞银集团中国区主席兼总  

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Elaine La Roche，MMC集团董事，

美国

主持人

Martyn Davies，边境咨询公司

（Front ier Advisory）首席执行 

官，南非；全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朱宁，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

金融学教授，中国；财政可持续性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00 - 10.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凤凰卫视/打造中国新形象

打造中国新形象

中国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么中国的品牌形象在全球范围内正

在发生什么变化？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国外建立品牌资产

- 通过全球收购推动增长

- 应对知识产权挑战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凤凰卫视

以及大连电视台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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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可持续增长

打造社会抵御风险能力

科学家Johan Rockström结合科学与

图像艺术，深度揭示人类与地球的关

系以及人类在环境可承受范围内实现

未来繁荣的愿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引言人

Emma Loades，世界经济论坛议程开发

小组资深总监

9月11日（星期三）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数字生态系统

改变行业生态系统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数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移动经济的快速崛起

- 云计算和网络设备的广泛应用

- 隐私保护规则和监管环境的不断

变化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Joep van Beurden，CSR公司首席执

行官，英国

Anthony Goldbloom，Kaggle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郭晓，思特沃克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é Kudelski，Kudelski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瑞士；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ustine Cassell，卡内基梅隆大学人

机交互研究所主任，美国；机器人

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能源生态系统

能源生态系统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在

改变能源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非传统能源革命

- 可再生能源市场的不确定因素

- 新型能源配送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Roberto Bocca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Alison Redford，艾伯塔省省长，加拿

大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投资趋势

新的投资环境

哪些投资趋势正在影响竞争力和外

国直接投资的流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

外国直接投资趋势

- 深入了解多边、区域和双边投资

协议

- 了解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壁

垒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

威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Hemant Kanoria，SREI基础设施融

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

度

李一，瑞银集团中国区主席兼总  

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Elaine La Roche，MMC集团董事，

美国

主持人

Martyn Davies，边境咨询公司

（Front ier Advisory）首席执行 

官，南非；全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朱宁，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

金融学教授，中国；财政可持续性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00 - 10.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凤凰卫视/打造中国新形象

打造中国新形象

中国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么中国的品牌形象在全球范围内正

在发生什么变化？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国外建立品牌资产

- 通过全球收购推动增长

- 应对知识产权挑战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凤凰卫视

以及大连电视台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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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可持续增长

打造社会抵御风险能力

科学家Johan Rockström结合科学与

图像艺术，深度揭示人类与地球的关

系以及人类在环境可承受范围内实现

未来繁荣的愿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引言人

Emma Loades，世界经济论坛议程开发

小组资深总监

9月11日（星期三）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数字生态系统

改变行业生态系统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数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移动经济的快速崛起

- 云计算和网络设备的广泛应用

- 隐私保护规则和监管环境的不断

变化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Joep van Beurden，CSR公司首席执

行官，英国

Anthony Goldbloom，Kaggle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郭晓，思特沃克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é Kudelski，Kudelski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瑞士；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ustine Cassell，卡内基梅隆大学人

机交互研究所主任，美国；机器人

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能源生态系统

能源生态系统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在

改变能源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非传统能源革命

- 可再生能源市场的不确定因素

- 新型能源配送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Roberto Bocca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Alison Redford，艾伯塔省省长，加拿

大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投资趋势

新的投资环境

哪些投资趋势正在影响竞争力和外

国直接投资的流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

外国直接投资趋势

- 深入了解多边、区域和双边投资

协议

- 了解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壁

垒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

威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Hemant Kanoria，SREI基础设施融

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

度

李一，瑞银集团中国区主席兼总  

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Elaine La Roche，MMC集团董事，

美国

主持人

Martyn Davies，边境咨询公司

（Front ier Advisory）首席执行 

官，南非；全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朱宁，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

金融学教授，中国；财政可持续性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00 - 10.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凤凰卫视/打造中国新形象

打造中国新形象

中国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么中国的品牌形象在全球范围内正

在发生什么变化？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国外建立品牌资产

- 通过全球收购推动增长

- 应对知识产权挑战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凤凰卫视

以及大连电视台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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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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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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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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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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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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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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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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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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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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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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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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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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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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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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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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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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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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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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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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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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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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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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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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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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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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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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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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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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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1-34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

9月11日（星期三）

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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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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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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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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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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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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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 Edelman，爱德曼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美国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

李桂莲，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任（2003-2010年），中国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

于洋，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

任，中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

创想研究室：反思教育
——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举办

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正在如何改变

学习过程和科研？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探寻集体学习的力量

创想2：结合各种学习模式，提高教

育质量

创想3：运用数据分析功能，构建教

育体系

创想4：应用传感系统，开展互动式

学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nant Agarwal，edX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院

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智

慧中心主任，美国

Joseph Paradiso，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副教授，美国

主持人

Yoko Ishikura，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院教授，日本；教育与技能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09.15 - 11.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突破式创新

创新的现状

人口发展趋势、颠覆性技术以及代际

关系的变化都表明，我们必须在未来

加大创新力度。那么，如今创新的步

伐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求吗？首席

技术官、首席创新官、首席科学官、

论坛新领军者社区的成员以及其它领

域的专家将参加本场头脑风暴会议，

全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目标：

- 探讨旧有技术的全新应用

- 重点关注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现

- 了解跨学科的创新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术

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据开

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tthew Grob，高通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美国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

织）主席，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rnesto Occhiello，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技术与创新执行副总裁，沙特阿拉

伯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大

学校长，加拿大

肖洛德（Robert Shelton），普华永道

全球创新领导力项目执行董事，美国

和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首

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

术先锋

Fred Farina，加州理工学院技术转

让办公室首席创新官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

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

创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Ian Roberts，布勒公司首席技术官，

瑞士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世界新闻台主播，

英国

思享者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

gie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

技术先锋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释放创新力量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

执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

杰出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朱塞佩·瑞奇

高增长=高风险？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与大

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采

取有效策略，在难以预测、动荡不定

却又充满活力的成长型市场开展业  

务。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朱塞佩·瑞奇（Giuseppe Recchi），

埃尼集团董事长，意大利；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Peter Thal Larsen，路透Breakingviews

亚洲专栏编辑，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中国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风险：中国案例

在全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风险

抵御力最强和最弱的领域分别是什  

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评估宏观经济的风险

- 适应气候变化 

- 应对数字化野火

- 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

报告》中国专题版内容相关。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和

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

授，中国；人口增长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中国；机构治理系统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东亚

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在近期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换届

的背景下，贸易、投资和文化外交如

何才能缓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繁 

荣

- 发掘互利互惠的商业机会

- 开展艺术与文化交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

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Charles E. 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

席，美国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

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

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制造业生态系统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战略
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制造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随插即用”式制造业的兴起

-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廉价能源供应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Erica Fuchs，卡内基梅隆大学副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李谋伟，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台湾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

国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

官，德国

主持人

倪军，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科

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

根学院院长，美国；先进制造业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艺术的现状

中国艺术的现状

艺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如何体现中国当

代文化的变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当今中国艺术家前景展望

- 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不断演变

- 中国在艺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raulio Flores，Creative Connect文化

制片人，中国

李永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国；

全球杰出青年

Magnus Renfrew，巴塞尔艺术展亚洲

总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青年领

袖

主持人

罗琳（Caroline Watson），花旦工作

室创始人兼总监，法国；全球青年领

袖；“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0.45 - 11.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欧柏嘉

强化中俄关系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将与

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中

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推动亚洲

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

罗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  

斯；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1.30 - 13.00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资源行业生态系统

采掘行业的战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采掘行业？

会议目标：

- 确定资源管理的关键推动力和问

题

- 探讨水—能源—资源联动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 探讨资源使用和采掘的新模式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Nicholas A. Curtis，莱纳公司董事  

长，澳大利亚

Jim Matheson，Oasys Water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Johan Rockström，斯德哥尔摩社会

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

任，瑞典；可持续性评估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Matthew L. Scullin，Alphabet Energy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

术先锋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北京大学

创想研究室：创造中国
数字产业的未来——与
北京大学联合举办

社交媒体与电子商务在如何影响中国

的文化和社会？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社交媒体对信任和创新的影

响

创想2：新型领导风格的兴起

创想3：大数据生态系统和公众利益

创想4：大数据、电子商务与隐私问

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中国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兼副主  

任，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2.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

复杂科学领域的专家Albert-Laszlo 

Barabasi将向大家介绍如何运用网络

科学加速组织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

研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

杂系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2.45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1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势

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兼首

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策

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智慧型发展

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寻求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的方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战略性研究重点

- 确保建立机制，推广突破性技术成

果

- 制定全球融资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

斯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

美铝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

事会成员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大学校

长，美国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

人》杂志主编，美国

13.00 - 13.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青年科学家

表彰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感

谢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度青年科学

家所作的贡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企业家

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家须具备哪些素

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做好面对失

败的准备

- 了解商业文化差异

- 与不相关的领域建立联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wan M. Boodai，Boodai公司首

席执行官，科威特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龚晓思，KG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兼

董事长，中国；APEC女性领袖峰会

联合主席；全球杰出青年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Amy Rosen，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

（NF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青年失业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学

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力

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的战
略转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医疗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预

防疾病

- 个性化医疗和数字医疗的进展

- 监管和投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白欣慧（Sarah Butler），博斯公

司大中华区总裁，中国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Richard Steeves，新合力医疗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模式正在如何改

变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联盟，促进区域内合作

- 建立区域外战略合作关系

- 建立新模式，提升竞争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同

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Marcos Bulgheroni，布里达斯公司

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阿根廷

Anabel González，哥斯达黎加贸易

部部长；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

，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

事会成员

Jesús Alfonso Navarrete Prida，墨

西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津

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员，英

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李瑞麒

全球化企业的增长模式

李瑞麒（Rich Lesser）将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

了解全球化企业如何通过持续创造

价值取得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社记者，中

国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三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4.00 - 15.00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大数据

论坛辩论会:大数据还是
大忽悠？

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是否被过分炒  

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Jeremy Howard，Kaggle公司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Bright Simons，MPedigree网络公司总

裁，加纳；全球青年领袖；数据开发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苏萌，北京大学副教授、光华管理

学院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  

人》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

社社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创想研究室：能源地缘
政治——与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联合举办

全球和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是

什么？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外交政策新环境

创想2：中国国内能源政治与民用

核电

创想3：欧亚能源地缘政治新格局

创想4：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

战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埃

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

国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学院（SAIS）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计

划主任，美国

Vali R.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关

系系主任兼教授，美国；美国事务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  

家，巴黎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何释放创意经济的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价值

- 创意产业合资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 发现并吸引创意人才的各项战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ndy Dent，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刁纾雯，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

片人，中国；全球杰出青年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下村博文，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日

本

主持人

George Foster，斯坦福大学工商

管理研究生院Konosuke Matsushita

管理学教授、Dhirubhai Ambani创业

学研究员，美国；“培育创业精  

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思享者

Masa Inakage，庆应义塾大学媒体

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日本；

未来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组织的灵活性

进行转型

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何才能变

得更加灵活，更具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采取内部创业心态

- 反思治理模式

- 转变运营方式和流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公司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

技术先锋

蔡剑，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款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戈峻，因特尔中国执行董事，中国

罗思德（Kasper Rorsted），汉高首

席执行官，德国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

公司管理合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tanti

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产业走向成熟

Tulsi Tanti将与大家分享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如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

监管平衡和财务均衡，以满足新兴市

场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Tulsi Tanti，苏司兰能源集团董事长,

印度；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和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Domecq,安讯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

主持人

谢孟哲（Simon Zadek），全球绿

色增长研究所（GGGI）高级研究  

员，瑞士；增长新模式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新/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金融行业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准备好迎接“

李克强经济学”时代？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减少国家主导的投资

- 实行去杠杆化，缩减债务规模

- 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

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行长，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集团高级顾  

问，美国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一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Sameer Hajee，Nuru能源集团首席执

行官，毛里求斯；社会企业家

Mads Kjaer，MYC4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丹麦；社会企业家

Giovanna Mingarelli，MC2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

青年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执

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亚洲博物馆

未来的亚洲博物馆

探讨香港M+博物馆的规划。该博

物馆是亚洲首家致力于研究视觉文

化的全球性博物馆。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伯康，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立伟(Lars Nittve)，M+博物馆执

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陈婉莹（Chan YuenYing），香港

大学新闻学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情社

会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公民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

在改变企业界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新兴市场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

级建立互动关系

- 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商业创新

-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

快速兴起

- 监管和融资模式的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梁晓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

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权事

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Jayendra Naidoo，J&J 集团执行董

事长，南非

Daniel Viederman，维泰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先进制造业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华棣文（Stephen Watts），SAP亚太

及日本地区总裁，新加坡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增长：势在必行

重启增长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不断下

降，未来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缺陷

- 高杠杆体系的崩塌

- 向智慧型增长模式转变

- 实施艰巨的结构性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土耳

其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

俄罗斯副总理

Richard Goyder，西农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澳大利亚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芬兰总理

罗楠（Urs Rohner），瑞士信贷集

团董事长，瑞士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领导力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学习
领导技巧

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的背

景下，领袖们如何获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改变决策模式

- 适应新的社会规则

- 管理错误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比利时副首相兼养老金部

部长；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

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学

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美国

Sheryl Sandberg，Facebook首席运营

官、董事会成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项目校友

主持人

Brian A. Gallagher，全球联合之路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都市生态系统

都市生态系统的战略转
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在改

变都市生态系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寻求建立资源/能源节约型城市

- 城市衰败带来的社会挑战

- 智能建筑材料和传感技术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mbuj Chaturvedi，海外基础设施

联盟（OIAPL）执行董事，印度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Greg Stanton，凤凰城市市长，美

国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

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中国

15.30 - 16.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王健林

制定有效战略，建立全
球联盟

王健林将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

大家了解在建立有效全球联盟的过

程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领导力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7.00 - 17.1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欢迎致辞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欢
迎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欢迎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

成员

李万才，大连市市长，中国

17.10 - 18.00  开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 全会厅

开幕全会

开幕全会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中国

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1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中

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08.30 - 11.30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大连城市考察

大连城市考察：IT产业
游

半天的城市考察活动包括参观大连

高新区内的腾飞软件园和东软国际

软件园。

请登录论坛网站会员专区，详细了

解考察日程安排。我们将提供50座

的巴士，座位实行先到先得的原  

则。巴士将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

欲订座位，敬请联系苗昕先生。

邮箱：nickshine1012@foxmail.com；

电话：+86 411 8363 9627。

09.00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推特纪录片

推特的真相

纪录片制作人陈惜惜(Tan Siok Siok)

与大家分享其最新作品《Twitter-

mentary》的片段。该作品是采取众

包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旨在探讨

社交媒体正在如何彻底改变人们的

生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另类投资

亚洲的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模式将如何释放亚洲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潜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审视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对

冲基金的作用

- 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引导投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Michael Drexler 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

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Mark Machi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

资署亚洲公司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杜绍基（John J. Studzinski），黑石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黑石顾问合伙人

公司全球主管，英国

陈映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培育

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Lord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atole Kaletsky，汤森路透专栏作

家，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环境可承受的界限

在环境可承受的界限内
追求发展

在环境可承受范围濒临极限的情形  

下，如何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各

行业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 建立跨行业合作关系

- 推动研发实现新突破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义龙，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何彦枢（Andrew Harding），力拓

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

吴昌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气候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

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创想研究室：避免集体
失败——与牛津大学联
合举办

在承担全球责任的过程中，哪些创新

性解决方案能帮助避免集体失败？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兼顾个人需求和全球责任

创想2：养活世界——矛盾与妥协

创想3：把脉未来——抗菌素耐药性

创想4：发现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hn Frater，牛津大学教授，英国

Charles Godfray，牛津大学牛津马丁

学院“粮食的未来”项目负责人，英

国

Ian Goldin，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院

长兼教授，英国

Jim Hall，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资

源管理项目负责人，英国

主持人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

行董事，美国

09.15 - 10.15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中央电视台/消费型国家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

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将如何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影响

-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期望

- 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中

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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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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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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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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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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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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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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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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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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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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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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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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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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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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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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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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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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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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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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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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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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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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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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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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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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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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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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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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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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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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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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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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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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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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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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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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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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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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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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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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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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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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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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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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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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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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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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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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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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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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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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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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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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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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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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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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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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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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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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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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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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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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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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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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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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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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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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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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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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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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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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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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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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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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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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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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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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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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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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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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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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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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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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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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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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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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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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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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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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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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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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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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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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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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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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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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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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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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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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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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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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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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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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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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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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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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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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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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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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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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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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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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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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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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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2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融

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裴若思（Jane Perlez），《纽约时报》

首席外交记者，中国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人，

中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08.30 - 10.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数字亚洲

数字亚洲，走向全球

亚洲的数字产业格局正在如何改变

全球市场、企业和流行文化？

会议目标：

- 了解区域问题及其推动因素

- 学习如何利用地区差异

- 制定亚洲数字产业发展框架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话题开启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讨论引言人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Takeshi Natsuno，庆应义塾大学

客座教授；社交媒体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陶颂（Carol Potter），天联广告

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中国

尚俊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 

长，中国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主持人

Rebecca Fannin，《福布斯》杂志

撰稿人，美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造力

创造力

创造力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吗？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院首席科学

家，英国

罗伟基（Anthony Lo），雷诺日产汽

车外观设计副总裁，法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家

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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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

行副总裁，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

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0.30 - 11.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fabela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初
创企业”

Augie K. Fabela II将会分享他的个人

经验，帮助大家了解如何打造一家可

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并将其发展成

为成功的全球企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10.30 - 11.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复旦大学

创想研究室：改善中国
医疗卫生状况的方案—
—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哪些行动和创新有助于改善中国的

医疗卫生状况？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中国城市的污染、雾霾和

公共卫生问题

创想2：移动技术和云计算对生育

健康的影响

创想3：数字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

管理

创想4：实施科学的公共政策，应

对老龄化社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阚海东，复旦大学教授，中国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中国

钱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

朱同玉，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中

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会的角

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0.30 - 11.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对话/hunt

转变教育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Tim Hunt

与大家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如

何建立科学教育模式，以促进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教授，

英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日本

安倍经济学：初步评估

从近期和远期来看，日本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将会对区域和全球产生什么影

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行财政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 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长期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Kent E. Calder，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

长，日本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副大臣

Naoto Ohmi，UA ZENSEN主席，日

本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

研究所所长，日本；世界经济论坛

基金董事会成员；日本事务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Pauline Chiou，CNN国际频道主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健康生活

创新策略，健康生活

哪些创新策略正在对世界医疗服务

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提供激励措施，倡导疾病预防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创新治疗手段

- 新的医药科学、药物协同和医疗

体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Werner Cautreels，Selecta Biosci-

ences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技术先锋

Bedriye Hulya，B-fit公司创始人,

土耳其；社会企业家

Yoshiyuki Sankai，Cyberdyne公司

首席执行官，日本；技术先锋；机

器人与智能设备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

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全

球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价值链

应对价值链风险

公司与政府正在如何增强全球价值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灵活战略和应急计划

- 制定政策，消除供应链障碍

- 优化信息交换和数字革新

- 平衡质量保障、安全和效率三者

的关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William (Liam) Casey，PCH国际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陈志宏，苏黎世保险集团亚太区首席

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Sergio Mujica，世界海关组织(WCO）

副秘书长，布鲁塞尔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Gary Coleman，德勤制造业部全

球执行董事，美国

11.30 - 12.1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贺博睿

推动创新，实现金融包
容

贺博睿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

观点，帮助大家了解现金支付和电

子支付相结合如何创造新机会，加

速提升金融包容水平。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贺博睿（Hikmet Ersek），西联汇

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eroo Billimoria，国际儿童及青年

金融组织执行董事，荷兰；社会企

业家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自然》

创想研究室：科学的转
型——与《自然》杂志
联合举办

科学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如何改变世 

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网络时代的公民——21世纪

有哪些新兴技术？

创想2：量子技术新前沿

创想3：什么是网络科学？

创想4：未来量子技术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理

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教 

授，瑞士

Jeremy O'Brien，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青年科学家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护数字经济

随着人员、流程和物品日趋互联，

我们该如何掌控网络空间的风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

- 制定法律框架，防止网络犯罪

- 保护关键的硬件设施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网络风

险抵御力合作”项目有关。Alan 

Marcus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li Abbasov，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

长，阿塞拜疆

李晓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未来互联网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Kevin Mahaffey，Lookout Mobile 

Secur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美国；技术先锋

Kenneth William Scott Morrison，

CA Technologies高级副总裁、资深

工程师，加拿大

主持人

Gady Epstein，《经济学人》杂志

驻中国记者，中国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欧洲

欧洲的未来

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进程的中期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保经济政策协调和银行业联盟

- 保持机构和结构改革的势头

- 改善市场条件，提高竞争力

提供英语、汉语、日语和保加利亚语

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比

利时首相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芬

兰总理

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

马耳他总理

普拉门·奥雷沙尔斯基（Plamen 

Oresharski），保加利亚总理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

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建设基础设施：势在必行

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各国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建设关

键的基础设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立新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 吸引长期投资者和非传统渠道的

储蓄

-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支持区域基

础设施的建设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Alex Wong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2007-

2010）；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基

基础设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迈赫迪·贾马（Mehdi Jomaa），

突尼斯工业部长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

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

金董事会成员

玉木林太郎，经合组织（OECD）

副秘书长，巴黎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

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主持人

Hamish Tyrwhitt，礼顿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基础设

施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贸易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

随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不

断增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

全球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

影响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的影响

-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Francisco Nicolás González Díaz，

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

Satoshi Miyamoto，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总裁，日本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

府事务总裁，英国；未来政府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Razeen Sall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副教授，新加 

坡；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财经/中国与全球化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

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收购正在如

何改变行业和市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 

经》杂志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安茂德（Michael Andrew）毕马威

国际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中国 

马蔚华，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

桑切斯（Francisco J. Sánchez），

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

国；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3.00 - 14.1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四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印

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公司

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如何设计和建立突破式创新体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支持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合作

- 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求

- 制定新的融资评估标准

- 反思政府和行业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

主管教育、研究与创新事务的国务

秘书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

学家兼创新与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

书记，中国

主持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

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5.00 - 15.10  颁奖典礼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技术先锋

欢迎2014年度技术先锋

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一起，共同欢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度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颁奖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知识产权和数字化

数字化世界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创意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爆炸

式传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这些内容

的知识产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运用技术力量，创新商业模式

- 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

糊

- 填补全球贸易与国家法律框架之间

的鸿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Richard Jefferson, “堪比亚”生物

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澳

大利亚；社会企业家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星

（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录片

制作人，中国

王彬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副总干事，日内瓦

杨健，大连华立集团董事长，中 

国；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Scott David，华盛顿大学法律、技

术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美国；数

据开发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增长引擎

增长新引擎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哪些

行业和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复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释放个人消费支出的巨大潜力

- 深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动态

- 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量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3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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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Bernard Lo Kwok Lap，CNBC亚洲台

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4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全球性成功

中国式道路，全球性成
功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会议目标：

- 审视全球管理和营销战略的作用

- 了解人才和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

- 探讨创新管理

- 探讨供应链管理

本场次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CEIBS）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项目相关。施力伟将

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同传。

开场致辞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讨论引言人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邱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

部董事总经理、联席主管，中国

田宁，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

曾玉，和玉复合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合伙人，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中国

专家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

教授、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

际管理学特聘教授，中国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 (CEIBS)中国创新中心

管理学教授兼联合主任，中国

赵先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

供应链管理学教授，中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

兼主持人，中国

14.15 - 15.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认知和设计

培养专注力

平面设计师Beat Baudenbacher和行为

学家Eldar Shafir与大家探讨有限带宽

条件下的认知和设计，并揭示信息泛

滥的情形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一些诱

发因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Beat Baudenbacher，loyalkaspar公司

设计师兼首席创意官，美国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与

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4.15 - 15.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传统的复兴

传统与创新

传统方式的复兴如何帮助维持创新

优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当

地就业

- 保护文化遗产

- 振兴传统社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思凡诺（Stefano Avesani），速溶

胡同艺术家及建筑师，中国

林明弘，艺术家，中国台湾

Bibi Russell，时尚设计师，孟加拉

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

家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主持人

Agnes Cohade，Art+ Shanghai 

Gallery创始人兼共同所有人，中国

14.15 - 15.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刘积仁

人才战略：势在必行

刘积仁与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分享其经

验，帮助大家了解在创新型经济模式

下，如何创新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世

界一流人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5.15 - 15.45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二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Jane Marie Chen，Embrace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David Green，Aurolab公司创始人,

印度；社会企业家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

业家

卢月玲（Lynn Loo），普林斯顿大

学教授；全球青年领袖

Ryo Umezawa，J-Seed Ventures

公司董事，日本；全球杰出青年

15.30 - 16.4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想研究室：大脑研究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
办

大脑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采取跨学科方法，治疗大

脑功能紊乱

创想2：从原子层面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问题

创想3：古代中医在治疗大脑疾病

方面的智慧

创想4：认知、延长工作年限和反

思人口结构变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叶玉如（Nancy Ip），香港科技大学

理学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席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神经科学与行为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朴之水（Albert Park），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系教席教授、经济学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詹华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席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明杰，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系科

学专业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ndira V. Samarasekera，阿尔伯塔

大学校长，加拿大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

消费品行业生态系统的
战略转变

哪些新趋势、新模式和新技术正在改

变消费品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了解80后、90后消费者

- 评估社交媒体潮流产生的影响力

- “创客运动”的兴起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公民社

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Vijay Eswaran，QI集团执行董事长,

马来西亚

欧高敦（Gordon Orr），麦肯锡公

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

贝思哲（Scott Price），沃尔玛亚

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

年领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不平等

调整收入差距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

世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需采取什

么措施应对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挑 

战？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 确定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 了解企业对于改善财富分配的作

用

- 提供获得优质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里达·赛伊迪（Ridha Saidi），总

理府经济事务部长，突尼斯

S. D. Shibulal，印孚瑟斯技术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 

度；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唐大卫（David Thomlinson），埃

森哲区域战略和运营全球主管，英

国

主持人

Rick Aubry，New Foundry Ventur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智能监管

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如何改变监管模式，以加速技术创

新和技术推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反思监管收益和合规成本

- 反思硬性监管和软性监管的作用

- 从国家政策转向全球协作

- 建立基于证据的监管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Andrew D. Maynard，密歇根大学

环境卫生科学教席教授、风险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新兴技术全球议

程理事会理事

冼博德（Peter Sands），渣打银

行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世界经

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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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45 - 16.30  参观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建筑漫步2

与建筑师Wolf Prix漫步
未来

参观建筑师Wolf Prix的作品——气

势恢宏的大连新国际会议中心。

请至会议中心一楼扶手电梯旁集  

合。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引言人

陈伯康， M+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策展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15.45 - 16.45  论坛辩论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高等教育

论坛辩论会：网络是高
等教育的未来？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快速兴 

起，网络是否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参加辩论的嘉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Herve Marchet，阿联酋政府和环球

教育集团首席技术官，阿联酋

Ben Nelson，The Minerva Project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未来大学全

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Shantanu Prakash，Educomp Solutions 

Ltd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新兴的

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

席，中国；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

中国商业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Peje Emilsson，Magnora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瑞典

15.45 - 16.4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审视国际准则的现状 

- 为全球思想领导力贡献智慧

- 通过“中国梦”塑造社会愿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k Pagel，雷丁大学进化论学家,

英国

Alain Peyraube，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CNRS) 研究部主任，法国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的

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

主持人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牛

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名誉研究 

员，英国

15.45 - 16.3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左拉·索西

发展电力，造福公众

左拉·索西（Zola Tsotsi）与新领军

者社区成员分享观点，帮助大家了解

企业如何帮助填补新兴市场的能源缺

口。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左拉·索西（Zola Tsotsi），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南非；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6.30 - 18.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未来工作环境

重塑工作环境

世界各国企业正在如何重塑工作环 

境？

会议目标：

- 评估员工福利项目的效果

- 分享领导力技巧，推动员工参与和

协作

- 探讨硬件环境和组织结构设计，激

发创造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Valerie Casey，设计师协定组织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

袖；设计创新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Etienne H. Deffarges，Accretive Health

公司副董事长，美国

Thomas W. Malone，麻省理工学

院史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集体

智慧中心主任，美国

Kal Patel，LRN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执行委员会成员，美国

Peter Schwartz，Salesforce.com公

司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高级副

总 裁，美国

Tony Schwartz，The Energy Project

首席执行官，美国

Andrew Zimmerman，青蛙设计公

司执行副总裁，美国

主持人

Hal B Gregersen，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创新与领导

力专业教席教授，阿联酋

17.00 - 18.15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委员会

创想研究室：未来材料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举办

材料科学正在如何改变各行各业并

改善人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优质纳米材料的大规模生

产

创想2：下一代二维纳米材料

创想3：计算生物材料，变革生物

医学工程

创想4：利用纳米科技的力量，推

动太阳能行业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引言人

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理事会

会长，比利时

讨论引言人

Nicole Grobert，牛津大学纳米材料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Valeria Nicolosi，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教授，爱尔兰；青年科学家

Hele Savin，阿尔托大学微科学与纳

米科学系副教授，芬兰；青年科学家

Wilfried Weber，弗萊堡大学合成生

物学教授，德国；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Philip Campbell，《自然》杂志主编,

英国；幸福与心理健康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的能源前景

亚洲的能源前景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亚洲的

能源前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亚洲各国的能源获取和竞争

- 非常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环境污染对政策的影响

- 建立能源联盟与战略性区域合作关 

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安全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Mian Muhammad Shahbaz Sharif,

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

持人，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尤里卡

尤里卡效应

哪些因素能激励领袖们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承担必要的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Romero Britto，Britto Central艺术

家、总裁，美国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

利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

利；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创始人兼艺

术总监，中国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

杂志主编，美国

思享者

Lanre Messan，Infinite Impact首席创

新官，尼日利亚；全球杰出青年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新兴市场的医疗服务：
发掘潜在良机

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新兴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医

疗服务体系，以提供可持续的医疗

服务？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将对医疗领域的投资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之一

- 借鉴精益创新模式

- 重新思考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

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戴博丽（Deborah DiSanzo），飞

利浦执行副总裁兼飞利浦医疗保健

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美国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老龄化问题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李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中国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总裁，印度

叶雷（Ray Yip），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中国地区项目负责人，

中国

主持人

班安祖（Andrew Browne），《华

尔街日报》中国主编，中国

17.15 - 18.15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解决方案/气候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的热门观
点

明智的气候变化战略如何改变商业

和监管模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创新气候融资机制

- 建立新型碳信用市场

- 明确界定气候变化科学

- 发展绿色能源，获取投资回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ane Burston，国家物理实验室碳测

量中心主任，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Renat Heuberger，南极碳资产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瑞士；

社会企业家

Marco G. Monroy，MGM Innova集团

首席执行官，哥伦比亚

Juergen Wild，M+W集团首席执行官,

德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国际节

水公益组织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

青年领袖；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8.15 - 20.00  参加文化晚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文化晚宴

参加文化晚宴

嘉宾乘坐巴士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

发（15分钟一班车），前往香格里拉

酒店参加文化晚宴。

18.30 - 21.00  

香格里拉酒店

文化晚宴

文化晚宴

大连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配偶参

加文化晚宴，品尝当地美食，欣赏

当地风俗文化表演（剪纸、古琴演

奏、皮影戏以及微雕等艺术），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度美好夜

晚。

19.30 - 21.30  返回下榻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返回下榻酒店

嘉宾乘坐巴士将从香格里拉酒店返

回希尔顿酒店和康莱德酒店（15分

钟一班车）。

 

07.45 - 08.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新闻 2

新闻热点

与国际媒体领袖共进早餐，探讨当日

头条商业和政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融

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中国；全球青

年领袖

裴若思（Jane Perlez），《纽约时报》

首席外交记者，中国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人，

中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08.30 - 10.15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数字亚洲

数字亚洲，走向全球

亚洲的数字产业格局正在如何改变

全球市场、企业和流行文化？

会议目标：

- 了解区域问题及其推动因素

- 学习如何利用地区差异

- 制定亚洲数字产业发展框架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话题开启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讨论引言人

李开复，创新工场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

Takeshi Natsuno，庆应义塾大学

客座教授；社交媒体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陶颂（Carol Potter），天联广告

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中国

尚俊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 

长，中国

陈惜惜（Tan Siok Siok），动能之

星（Kinetic ONE）公司创始人兼纪

录片制作人，中国

主持人

Rebecca Fannin，《福布斯》杂志

撰稿人，美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创造力

创造力

创造力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吗？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Anant Agarwal，edX 总裁，美国；

未来大学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Tim Hunt，英国癌症研究院首席科学

家，英国

罗伟基（Anthony Lo），雷诺日产汽

车外观设计副总裁，法国

姚璐，中央美术学院(CAFA) 艺术家

及摄影工作室副教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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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Linda Yueh，BBC新闻频道首席财经

记者，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与亚洲市场：
淡出还是干预？

亚洲市场如何应对美国即将转变的

货币政策？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欧冠升（Nicolas Aguzin），摩根

大通亚太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

港特别行政区

孙玮，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联席首席

执行官兼管理委员会成员，中国

Alan Cloete，德意志银行亚太区联

席首席执行官兼集团执行委员会成

员，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

系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

学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09.00 - 10.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新闻台/东盟创新

从贸易中心向创新中心
转变

东盟地区该如何释放创新的力量，以

构建和维持富有竞争力的知识经济？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思考教育模式

- 对人力和设施进行投资

- 构建创意经济生态系统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亚洲新闻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长，

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Aireen Omar，亚洲航空公司首席执

行官，马来西亚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09.15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2020年科技展望

2020年科技展望

未来学家Marina Gorbis为我们分析

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2020年

之前重大的创新成果将如何挑战并

取代传统的研究和科学发现方法。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新经济思维研究所

创想研究室：创新经济
学——与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联合举办

经济学新思维如何才能重新驱动创

新的发展？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风险社会化和奖励私人化

创想2：运用企业创新理论

创想3：描述各国技术应用的模式

创想4：在银行、投资与创新之间

建立稳定的关系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开场致辞

Robert A. Johnson，新经济思维研究

所（INET）执行董事，美国；新经济

思维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讨论引言人

Diego Comin，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

学副教授，美国

William Lazonick，The Academic-

Industry Research Network总裁，美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Lord J. Adair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INET）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与

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美

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09.15 - 10.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厅

决策

决策的艺术与科学

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环境下，领

导者如何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探讨高度互联所带来的影响

- 探讨系统化思维模式

- 确定影响力和变革的关键推动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Yoshito Hori，GLOBIS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Globis大学校长；

Globis Capital Partners执行合伙人，

日本；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

与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

学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

策研究所所长，美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0.30 - 11.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量子信息

量子信息的飞跃式发展

沃尔夫物理学奖得主Peter Zoller为我

们揭示量子信息各学科领域的重大科

学发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中国的性别平等问题与经济增长

巾帼英雄推动经济增长

如何认识并充分发掘中国女性才能，

以提升竞争力并推动创新？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让女性承担领导和决策职能

- 打造良好环境，培育女性企业家和

创新者

- 不断为女性提供教育机会，并不断

改善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

- 比较东亚各国的不同策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Saadia Zahidi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o Yoon-Sun，性别平等与家庭

部部长，韩国

何振红，《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 

长，中国

蒋锡培，远东集团董事长，中国

谭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

中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数字鸿沟

消除数字鸿沟

随着就业机会、组织机构和市场日

益依赖数字基础设施，如何才能消

除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技能培训，适应知识经济 

- 参与公民对话

- 促进创业与就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国权，Transist公司创始人，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Njideka Harry，青年科技基金会(YTF)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尼日利亚；社

会企业家

Mario Martin，西班牙电信集团首席

战略联盟官，西班牙

Jorge Soto，D4公司创始人，墨西哥;

技术先锋

Jay Sullivan，摩斯拉公司首席运营官,

美国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思享者

Janet Longmore，数码机遇基金会

（DOT）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

大；社会企业家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就业

增强就业能力

全球青年失业人口已达7500万，但仍

有数百万个职位空缺。在此背景下，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提升劳动力的

就业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针对性的职业培训

- 最大程度地释放年轻人的创业潜力

- 发展高等教育的新模式

- 建立灵活的人才市场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Omar K. Alghanim，阿尔加尼姆实

业首席执行官，科威特；全球青年

领袖

乔杰夫（Jeffrey Joerres），万宝

盛华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

Teresa N.V. Laos Cáceres，劳动

与就业部部长，秘鲁

José Manuel Salazar Xirinachs，

国际劳工组织（ILO）负责政策事

务的副总干事，日内瓦；青年失业

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主持人

Eunice Yoon，CNBC亚洲台资深记

者，香港特别行政区

11.15 - 12.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爵士乐与即兴创作

即兴创作的艺术

我们如何从爵士乐和艺术表演的即

兴创作过程中获取灵感，从而更快

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重新学习倾听的艺术

- 发掘协作的替代模式

- 提高敏捷性和灵活性

中外爵士音乐家为大家进行五重奏

表演。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主持人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

长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新加坡国立大学

创想研究室：高密度城
市的未来——与新加坡
国立大学联合举办

城市设计领域的哪些创新能提高亚洲

高密度城市的宜居性？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制定新战略，实现资源优

化

创想2：运用技术的力量，保护城

市遗产

创想3：反思城市经济学和房地产

市场

创想4：打造适宜于开展公民对话

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空间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符育明，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副教授兼副院长，新加坡

王才强，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教授兼院长，新加坡

Ho Kong Chong，新加坡国立大学文

科暨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副教授，新加

坡

李丽珠，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亚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新加坡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2.00 - 13.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建筑思维

学习建筑师的思维

我们能从建筑师身上及其设计复杂

系统的方法方面学习到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学习抽象概念并了解其规律

- 从多种需求中培养整体思维

- 将创意概念转化成实质成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ees Christiaanse，苏黎世联邦理

工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主任，瑞

士

马岩松，MAD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兼

首席设计师，中国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主持人

Fred Guterl，《科学美国人》执行

主编，美国；复杂系统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本地跨国企业

本地的跨国企业

跨国企业如何平衡其全球发展目标和

地方社会责任的关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制定负责任的发展战略

- 建立个性化的商业模式和激励机制

- 寻找公共投资和企业优先发展领域

之间的协同效应

- 提升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效能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Yves Daccord，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总干事，日内瓦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Jawad Naji Hirzallah，巴勒斯坦贸易

与工业部长

罗德侠（Paul A. Laudicina），科尔

尼咨询公司合伙人兼名誉董事长，美

国；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海洋资源

探寻海洋资源新前沿

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如何为增

长和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资源前沿：矿物质、能源与基因

材料

- 技术前沿：具有潜在颠覆性作用

的海洋技术

- 蛋白质科学前沿：水产养殖与可

持续的渔业

- 安全前沿：海洋与海岸安全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Lee Sang Yup， 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吴厚刚，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中国

主持人

Nishan Degnarain，毛里求斯财政

和经济发展部高级经济顾问；全球

青年领袖；海洋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Marco Fiorese，The Monaco-Asia 

Society联合创始人，摩纳哥；全球

青年领袖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移动经济

全面发展移动经济

移动技术正在如何改变商业模式和消

费者行为？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挥移动银行的力量

- 移动营销和基于定位的服务

- 获取实时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李倩玲（Bessie Lee），WPP集团中

国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Lungisa Matshoba，YOCO创始人兼

首席技术官，南非；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kudelski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家族
企业

André Kudelski与新领军者社区成

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家族

企业如何抓住机遇，克服挑战，以

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ndré Kudelski，Kudelski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瑞士；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

与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

美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非洲台/创新

从投资到创新

外国投资如何释放非洲的创新和创

业潜力？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非洲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

席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 

袖；脆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Monhla Wilma Hlahla，南非工业发

展集团董事长，南非

钟建华，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 

表，中国；非洲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Bronwyn Nielsen，CNBC非洲台资深

主播兼执行总监，南非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五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4.00 - 14.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数据可视化

可视化数据的价值

信息图形设计师Nicholas Felton为大

家展示数据可视化的力量。他将自

身的生活经历编制成年谱，从而将

个人数据的量化应用提升到一个全

新的高度。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

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引言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粮食安全

保障粮食安全：势在必
行

如何向国家和区域层面推广在农业投

资、粮食生产和分配领域的创新实 

践？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小型农户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

- 资源和土地使用的创新

- 提高粮食品质和营养价值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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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Linda Yueh，BBC新闻频道首席财经

记者，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与亚洲市场：
淡出还是干预？

亚洲市场如何应对美国即将转变的

货币政策？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欧冠升（Nicolas Aguzin），摩根

大通亚太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

港特别行政区

孙玮，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联席首席

执行官兼管理委员会成员，中国

Alan Cloete，德意志银行亚太区联

席首席执行官兼集团执行委员会成

员，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

系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

学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09.00 - 10.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新闻台/东盟创新

从贸易中心向创新中心
转变

东盟地区该如何释放创新的力量，以

构建和维持富有竞争力的知识经济？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思考教育模式

- 对人力和设施进行投资

- 构建创意经济生态系统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亚洲新闻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长，

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Aireen Omar，亚洲航空公司首席执

行官，马来西亚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09.15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2020年科技展望

2020年科技展望

未来学家Marina Gorbis为我们分析

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2020年

之前重大的创新成果将如何挑战并

取代传统的研究和科学发现方法。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新经济思维研究所

创想研究室：创新经济
学——与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联合举办

经济学新思维如何才能重新驱动创

新的发展？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风险社会化和奖励私人化

创想2：运用企业创新理论

创想3：描述各国技术应用的模式

创想4：在银行、投资与创新之间

建立稳定的关系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开场致辞

Robert A. Johnson，新经济思维研究

所（INET）执行董事，美国；新经济

思维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讨论引言人

Diego Comin，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

学副教授，美国

William Lazonick，The Academic-

Industry Research Network总裁，美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Lord J. Adair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INET）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与

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美

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09.15 - 10.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厅

决策

决策的艺术与科学

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环境下，领

导者如何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探讨高度互联所带来的影响

- 探讨系统化思维模式

- 确定影响力和变革的关键推动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Yoshito Hori，GLOBIS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Globis大学校长；

Globis Capital Partners执行合伙人，

日本；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

与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

学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

策研究所所长，美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0.30 - 11.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量子信息

量子信息的飞跃式发展

沃尔夫物理学奖得主Peter Zoller为我

们揭示量子信息各学科领域的重大科

学发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中国的性别平等问题与经济增长

巾帼英雄推动经济增长

如何认识并充分发掘中国女性才能，

以提升竞争力并推动创新？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让女性承担领导和决策职能

- 打造良好环境，培育女性企业家和

创新者

- 不断为女性提供教育机会，并不断

改善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

- 比较东亚各国的不同策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Saadia Zahidi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o Yoon-Sun，性别平等与家庭

部部长，韩国

何振红，《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 

长，中国

蒋锡培，远东集团董事长，中国

谭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

中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数字鸿沟

消除数字鸿沟

随着就业机会、组织机构和市场日

益依赖数字基础设施，如何才能消

除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技能培训，适应知识经济 

- 参与公民对话

- 促进创业与就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国权，Transist公司创始人，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Njideka Harry，青年科技基金会(YTF)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尼日利亚；社

会企业家

Mario Martin，西班牙电信集团首席

战略联盟官，西班牙

Jorge Soto，D4公司创始人，墨西哥;

技术先锋

Jay Sullivan，摩斯拉公司首席运营官,

美国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思享者

Janet Longmore，数码机遇基金会

（DOT）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

大；社会企业家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就业

增强就业能力

全球青年失业人口已达7500万，但仍

有数百万个职位空缺。在此背景下，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提升劳动力的

就业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针对性的职业培训

- 最大程度地释放年轻人的创业潜力

- 发展高等教育的新模式

- 建立灵活的人才市场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Omar K. Alghanim，阿尔加尼姆实

业首席执行官，科威特；全球青年

领袖

乔杰夫（Jeffrey Joerres），万宝

盛华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

Teresa N.V. Laos Cáceres，劳动

与就业部部长，秘鲁

José Manuel Salazar Xirinachs，

国际劳工组织（ILO）负责政策事

务的副总干事，日内瓦；青年失业

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主持人

Eunice Yoon，CNBC亚洲台资深记

者，香港特别行政区

11.15 - 12.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爵士乐与即兴创作

即兴创作的艺术

我们如何从爵士乐和艺术表演的即

兴创作过程中获取灵感，从而更快

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重新学习倾听的艺术

- 发掘协作的替代模式

- 提高敏捷性和灵活性

中外爵士音乐家为大家进行五重奏

表演。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主持人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

长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新加坡国立大学

创想研究室：高密度城
市的未来——与新加坡
国立大学联合举办

城市设计领域的哪些创新能提高亚洲

高密度城市的宜居性？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制定新战略，实现资源优

化

创想2：运用技术的力量，保护城

市遗产

创想3：反思城市经济学和房地产

市场

创想4：打造适宜于开展公民对话

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空间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符育明，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副教授兼副院长，新加坡

王才强，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教授兼院长，新加坡

Ho Kong Chong，新加坡国立大学文

科暨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副教授，新加

坡

李丽珠，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亚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新加坡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2.00 - 13.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建筑思维

学习建筑师的思维

我们能从建筑师身上及其设计复杂

系统的方法方面学习到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学习抽象概念并了解其规律

- 从多种需求中培养整体思维

- 将创意概念转化成实质成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ees Christiaanse，苏黎世联邦理

工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主任，瑞

士

马岩松，MAD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兼

首席设计师，中国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主持人

Fred Guterl，《科学美国人》执行

主编，美国；复杂系统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本地跨国企业

本地的跨国企业

跨国企业如何平衡其全球发展目标和

地方社会责任的关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制定负责任的发展战略

- 建立个性化的商业模式和激励机制

- 寻找公共投资和企业优先发展领域

之间的协同效应

- 提升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效能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Yves Daccord，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总干事，日内瓦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Jawad Naji Hirzallah，巴勒斯坦贸易

与工业部长

罗德侠（Paul A. Laudicina），科尔

尼咨询公司合伙人兼名誉董事长，美

国；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海洋资源

探寻海洋资源新前沿

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如何为增

长和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资源前沿：矿物质、能源与基因

材料

- 技术前沿：具有潜在颠覆性作用

的海洋技术

- 蛋白质科学前沿：水产养殖与可

持续的渔业

- 安全前沿：海洋与海岸安全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Lee Sang Yup， 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吴厚刚，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中国

主持人

Nishan Degnarain，毛里求斯财政

和经济发展部高级经济顾问；全球

青年领袖；海洋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Marco Fiorese，The Monaco-Asia 

Society联合创始人，摩纳哥；全球

青年领袖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移动经济

全面发展移动经济

移动技术正在如何改变商业模式和消

费者行为？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挥移动银行的力量

- 移动营销和基于定位的服务

- 获取实时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李倩玲（Bessie Lee），WPP集团中

国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Lungisa Matshoba，YOCO创始人兼

首席技术官，南非；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kudelski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家族
企业

André Kudelski与新领军者社区成

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家族

企业如何抓住机遇，克服挑战，以

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ndré Kudelski，Kudelski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瑞士；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

与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

美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非洲台/创新

从投资到创新

外国投资如何释放非洲的创新和创

业潜力？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非洲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

席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 

袖；脆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Monhla Wilma Hlahla，南非工业发

展集团董事长，南非

钟建华，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 

表，中国；非洲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Bronwyn Nielsen，CNBC非洲台资深

主播兼执行总监，南非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五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4.00 - 14.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数据可视化

可视化数据的价值

信息图形设计师Nicholas Felton为大

家展示数据可视化的力量。他将自

身的生活经历编制成年谱，从而将

个人数据的量化应用提升到一个全

新的高度。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

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引言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粮食安全

保障粮食安全：势在必
行

如何向国家和区域层面推广在农业投

资、粮食生产和分配领域的创新实 

践？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小型农户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

- 资源和土地使用的创新

- 提高粮食品质和营养价值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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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Linda Yueh，BBC新闻频道首席财经

记者，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与亚洲市场：
淡出还是干预？

亚洲市场如何应对美国即将转变的

货币政策？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欧冠升（Nicolas Aguzin），摩根

大通亚太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

港特别行政区

孙玮，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联席首席

执行官兼管理委员会成员，中国

Alan Cloete，德意志银行亚太区联

席首席执行官兼集团执行委员会成

员，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

系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

学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09.00 - 10.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新闻台/东盟创新

从贸易中心向创新中心
转变

东盟地区该如何释放创新的力量，以

构建和维持富有竞争力的知识经济？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思考教育模式

- 对人力和设施进行投资

- 构建创意经济生态系统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亚洲新闻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长，

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Aireen Omar，亚洲航空公司首席执

行官，马来西亚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09.15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2020年科技展望

2020年科技展望

未来学家Marina Gorbis为我们分析

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2020年

之前重大的创新成果将如何挑战并

取代传统的研究和科学发现方法。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新经济思维研究所

创想研究室：创新经济
学——与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联合举办

经济学新思维如何才能重新驱动创

新的发展？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风险社会化和奖励私人化

创想2：运用企业创新理论

创想3：描述各国技术应用的模式

创想4：在银行、投资与创新之间

建立稳定的关系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开场致辞

Robert A. Johnson，新经济思维研究

所（INET）执行董事，美国；新经济

思维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讨论引言人

Diego Comin，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

学副教授，美国

William Lazonick，The Academic-

Industry Research Network总裁，美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Lord J. Adair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INET）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与

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美

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09.15 - 10.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厅

决策

决策的艺术与科学

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环境下，领

导者如何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探讨高度互联所带来的影响

- 探讨系统化思维模式

- 确定影响力和变革的关键推动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Yoshito Hori，GLOBIS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Globis大学校长；

Globis Capital Partners执行合伙人，

日本；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

与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

学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

策研究所所长，美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0.30 - 11.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量子信息

量子信息的飞跃式发展

沃尔夫物理学奖得主Peter Zoller为我

们揭示量子信息各学科领域的重大科

学发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中国的性别平等问题与经济增长

巾帼英雄推动经济增长

如何认识并充分发掘中国女性才能，

以提升竞争力并推动创新？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让女性承担领导和决策职能

- 打造良好环境，培育女性企业家和

创新者

- 不断为女性提供教育机会，并不断

改善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

- 比较东亚各国的不同策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Saadia Zahidi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o Yoon-Sun，性别平等与家庭

部部长，韩国

何振红，《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 

长，中国

蒋锡培，远东集团董事长，中国

谭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

中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数字鸿沟

消除数字鸿沟

随着就业机会、组织机构和市场日

益依赖数字基础设施，如何才能消

除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技能培训，适应知识经济 

- 参与公民对话

- 促进创业与就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国权，Transist公司创始人，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Njideka Harry，青年科技基金会(YTF)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尼日利亚；社

会企业家

Mario Martin，西班牙电信集团首席

战略联盟官，西班牙

Jorge Soto，D4公司创始人，墨西哥;

技术先锋

Jay Sullivan，摩斯拉公司首席运营官,

美国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思享者

Janet Longmore，数码机遇基金会

（DOT）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

大；社会企业家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就业

增强就业能力

全球青年失业人口已达7500万，但仍

有数百万个职位空缺。在此背景下，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提升劳动力的

就业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针对性的职业培训

- 最大程度地释放年轻人的创业潜力

- 发展高等教育的新模式

- 建立灵活的人才市场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Omar K. Alghanim，阿尔加尼姆实

业首席执行官，科威特；全球青年

领袖

乔杰夫（Jeffrey Joerres），万宝

盛华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

Teresa N.V. Laos Cáceres，劳动

与就业部部长，秘鲁

José Manuel Salazar Xirinachs，

国际劳工组织（ILO）负责政策事

务的副总干事，日内瓦；青年失业

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主持人

Eunice Yoon，CNBC亚洲台资深记

者，香港特别行政区

11.15 - 12.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爵士乐与即兴创作

即兴创作的艺术

我们如何从爵士乐和艺术表演的即

兴创作过程中获取灵感，从而更快

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重新学习倾听的艺术

- 发掘协作的替代模式

- 提高敏捷性和灵活性

中外爵士音乐家为大家进行五重奏

表演。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主持人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

长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新加坡国立大学

创想研究室：高密度城
市的未来——与新加坡
国立大学联合举办

城市设计领域的哪些创新能提高亚洲

高密度城市的宜居性？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制定新战略，实现资源优

化

创想2：运用技术的力量，保护城

市遗产

创想3：反思城市经济学和房地产

市场

创想4：打造适宜于开展公民对话

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空间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符育明，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副教授兼副院长，新加坡

王才强，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教授兼院长，新加坡

Ho Kong Chong，新加坡国立大学文

科暨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副教授，新加

坡

李丽珠，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亚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新加坡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2.00 - 13.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建筑思维

学习建筑师的思维

我们能从建筑师身上及其设计复杂

系统的方法方面学习到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学习抽象概念并了解其规律

- 从多种需求中培养整体思维

- 将创意概念转化成实质成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ees Christiaanse，苏黎世联邦理

工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主任，瑞

士

马岩松，MAD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兼

首席设计师，中国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主持人

Fred Guterl，《科学美国人》执行

主编，美国；复杂系统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本地跨国企业

本地的跨国企业

跨国企业如何平衡其全球发展目标和

地方社会责任的关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制定负责任的发展战略

- 建立个性化的商业模式和激励机制

- 寻找公共投资和企业优先发展领域

之间的协同效应

- 提升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效能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Yves Daccord，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总干事，日内瓦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Jawad Naji Hirzallah，巴勒斯坦贸易

与工业部长

罗德侠（Paul A. Laudicina），科尔

尼咨询公司合伙人兼名誉董事长，美

国；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海洋资源

探寻海洋资源新前沿

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如何为增

长和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资源前沿：矿物质、能源与基因

材料

- 技术前沿：具有潜在颠覆性作用

的海洋技术

- 蛋白质科学前沿：水产养殖与可

持续的渔业

- 安全前沿：海洋与海岸安全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Lee Sang Yup， 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吴厚刚，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中国

主持人

Nishan Degnarain，毛里求斯财政

和经济发展部高级经济顾问；全球

青年领袖；海洋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Marco Fiorese，The Monaco-Asia 

Society联合创始人，摩纳哥；全球

青年领袖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移动经济

全面发展移动经济

移动技术正在如何改变商业模式和消

费者行为？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挥移动银行的力量

- 移动营销和基于定位的服务

- 获取实时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李倩玲（Bessie Lee），WPP集团中

国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Lungisa Matshoba，YOCO创始人兼

首席技术官，南非；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kudelski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家族
企业

André Kudelski与新领军者社区成

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家族

企业如何抓住机遇，克服挑战，以

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ndré Kudelski，Kudelski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瑞士；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

与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

美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非洲台/创新

从投资到创新

外国投资如何释放非洲的创新和创

业潜力？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非洲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

席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 

袖；脆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Monhla Wilma Hlahla，南非工业发

展集团董事长，南非

钟建华，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 

表，中国；非洲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Bronwyn Nielsen，CNBC非洲台资深

主播兼执行总监，南非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五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4.00 - 14.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数据可视化

可视化数据的价值

信息图形设计师Nicholas Felton为大

家展示数据可视化的力量。他将自

身的生活经历编制成年谱，从而将

个人数据的量化应用提升到一个全

新的高度。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

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引言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粮食安全

保障粮食安全：势在必
行

如何向国家和区域层面推广在农业投

资、粮食生产和分配领域的创新实 

践？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小型农户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

- 资源和土地使用的创新

- 提高粮食品质和营养价值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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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Linda Yueh，BBC新闻频道首席财经

记者，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与亚洲市场：
淡出还是干预？

亚洲市场如何应对美国即将转变的

货币政策？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欧冠升（Nicolas Aguzin），摩根

大通亚太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

港特别行政区

孙玮，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联席首席

执行官兼管理委员会成员，中国

Alan Cloete，德意志银行亚太区联

席首席执行官兼集团执行委员会成

员，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

系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

学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09.00 - 10.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新闻台/东盟创新

从贸易中心向创新中心
转变

东盟地区该如何释放创新的力量，以

构建和维持富有竞争力的知识经济？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思考教育模式

- 对人力和设施进行投资

- 构建创意经济生态系统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亚洲新闻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长，

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Aireen Omar，亚洲航空公司首席执

行官，马来西亚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09.15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2020年科技展望

2020年科技展望

未来学家Marina Gorbis为我们分析

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2020年

之前重大的创新成果将如何挑战并

取代传统的研究和科学发现方法。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新经济思维研究所

创想研究室：创新经济
学——与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联合举办

经济学新思维如何才能重新驱动创

新的发展？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风险社会化和奖励私人化

创想2：运用企业创新理论

创想3：描述各国技术应用的模式

创想4：在银行、投资与创新之间

建立稳定的关系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开场致辞

Robert A. Johnson，新经济思维研究

所（INET）执行董事，美国；新经济

思维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讨论引言人

Diego Comin，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

学副教授，美国

William Lazonick，The Academic-

Industry Research Network总裁，美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Lord J. Adair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INET）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与

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美

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09.15 - 10.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厅

决策

决策的艺术与科学

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环境下，领

导者如何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探讨高度互联所带来的影响

- 探讨系统化思维模式

- 确定影响力和变革的关键推动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Yoshito Hori，GLOBIS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Globis大学校长；

Globis Capital Partners执行合伙人，

日本；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

与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

学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

策研究所所长，美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0.30 - 11.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量子信息

量子信息的飞跃式发展

沃尔夫物理学奖得主Peter Zoller为我

们揭示量子信息各学科领域的重大科

学发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中国的性别平等问题与经济增长

巾帼英雄推动经济增长

如何认识并充分发掘中国女性才能，

以提升竞争力并推动创新？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让女性承担领导和决策职能

- 打造良好环境，培育女性企业家和

创新者

- 不断为女性提供教育机会，并不断

改善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

- 比较东亚各国的不同策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Saadia Zahidi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o Yoon-Sun，性别平等与家庭

部部长，韩国

何振红，《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 

长，中国

蒋锡培，远东集团董事长，中国

谭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

中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数字鸿沟

消除数字鸿沟

随着就业机会、组织机构和市场日

益依赖数字基础设施，如何才能消

除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技能培训，适应知识经济 

- 参与公民对话

- 促进创业与就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国权，Transist公司创始人，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Njideka Harry，青年科技基金会(YTF)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尼日利亚；社

会企业家

Mario Martin，西班牙电信集团首席

战略联盟官，西班牙

Jorge Soto，D4公司创始人，墨西哥;

技术先锋

Jay Sullivan，摩斯拉公司首席运营官,

美国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思享者

Janet Longmore，数码机遇基金会

（DOT）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

大；社会企业家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就业

增强就业能力

全球青年失业人口已达7500万，但仍

有数百万个职位空缺。在此背景下，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提升劳动力的

就业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针对性的职业培训

- 最大程度地释放年轻人的创业潜力

- 发展高等教育的新模式

- 建立灵活的人才市场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Omar K. Alghanim，阿尔加尼姆实

业首席执行官，科威特；全球青年

领袖

乔杰夫（Jeffrey Joerres），万宝

盛华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

Teresa N.V. Laos Cáceres，劳动

与就业部部长，秘鲁

José Manuel Salazar Xirinachs，

国际劳工组织（ILO）负责政策事

务的副总干事，日内瓦；青年失业

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主持人

Eunice Yoon，CNBC亚洲台资深记

者，香港特别行政区

11.15 - 12.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爵士乐与即兴创作

即兴创作的艺术

我们如何从爵士乐和艺术表演的即

兴创作过程中获取灵感，从而更快

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重新学习倾听的艺术

- 发掘协作的替代模式

- 提高敏捷性和灵活性

中外爵士音乐家为大家进行五重奏

表演。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主持人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

长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新加坡国立大学

创想研究室：高密度城
市的未来——与新加坡
国立大学联合举办

城市设计领域的哪些创新能提高亚洲

高密度城市的宜居性？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制定新战略，实现资源优

化

创想2：运用技术的力量，保护城

市遗产

创想3：反思城市经济学和房地产

市场

创想4：打造适宜于开展公民对话

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空间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符育明，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副教授兼副院长，新加坡

王才强，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教授兼院长，新加坡

Ho Kong Chong，新加坡国立大学文

科暨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副教授，新加

坡

李丽珠，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亚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新加坡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2.00 - 13.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建筑思维

学习建筑师的思维

我们能从建筑师身上及其设计复杂

系统的方法方面学习到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学习抽象概念并了解其规律

- 从多种需求中培养整体思维

- 将创意概念转化成实质成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ees Christiaanse，苏黎世联邦理

工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主任，瑞

士

马岩松，MAD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兼

首席设计师，中国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主持人

Fred Guterl，《科学美国人》执行

主编，美国；复杂系统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本地跨国企业

本地的跨国企业

跨国企业如何平衡其全球发展目标和

地方社会责任的关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制定负责任的发展战略

- 建立个性化的商业模式和激励机制

- 寻找公共投资和企业优先发展领域

之间的协同效应

- 提升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效能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Yves Daccord，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总干事，日内瓦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Jawad Naji Hirzallah，巴勒斯坦贸易

与工业部长

罗德侠（Paul A. Laudicina），科尔

尼咨询公司合伙人兼名誉董事长，美

国；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海洋资源

探寻海洋资源新前沿

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如何为增

长和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资源前沿：矿物质、能源与基因

材料

- 技术前沿：具有潜在颠覆性作用

的海洋技术

- 蛋白质科学前沿：水产养殖与可

持续的渔业

- 安全前沿：海洋与海岸安全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Lee Sang Yup， 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吴厚刚，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中国

主持人

Nishan Degnarain，毛里求斯财政

和经济发展部高级经济顾问；全球

青年领袖；海洋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Marco Fiorese，The Monaco-Asia 

Society联合创始人，摩纳哥；全球

青年领袖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移动经济

全面发展移动经济

移动技术正在如何改变商业模式和消

费者行为？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挥移动银行的力量

- 移动营销和基于定位的服务

- 获取实时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李倩玲（Bessie Lee），WPP集团中

国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Lungisa Matshoba，YOCO创始人兼

首席技术官，南非；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kudelski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家族
企业

André Kudelski与新领军者社区成

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家族

企业如何抓住机遇，克服挑战，以

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ndré Kudelski，Kudelski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瑞士；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

与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

美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非洲台/创新

从投资到创新

外国投资如何释放非洲的创新和创

业潜力？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非洲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

席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 

袖；脆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Monhla Wilma Hlahla，南非工业发

展集团董事长，南非

钟建华，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 

表，中国；非洲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Bronwyn Nielsen，CNBC非洲台资深

主播兼执行总监，南非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五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4.00 - 14.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数据可视化

可视化数据的价值

信息图形设计师Nicholas Felton为大

家展示数据可视化的力量。他将自

身的生活经历编制成年谱，从而将

个人数据的量化应用提升到一个全

新的高度。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

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引言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粮食安全

保障粮食安全：势在必
行

如何向国家和区域层面推广在农业投

资、粮食生产和分配领域的创新实 

践？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小型农户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

- 资源和土地使用的创新

- 提高粮食品质和营养价值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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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Linda Yueh，BBC新闻频道首席财经

记者，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与亚洲市场：
淡出还是干预？

亚洲市场如何应对美国即将转变的

货币政策？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欧冠升（Nicolas Aguzin），摩根

大通亚太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

港特别行政区

孙玮，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联席首席

执行官兼管理委员会成员，中国

Alan Cloete，德意志银行亚太区联

席首席执行官兼集团执行委员会成

员，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

系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

学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09.00 - 10.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新闻台/东盟创新

从贸易中心向创新中心
转变

东盟地区该如何释放创新的力量，以

构建和维持富有竞争力的知识经济？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思考教育模式

- 对人力和设施进行投资

- 构建创意经济生态系统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亚洲新闻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长，

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Aireen Omar，亚洲航空公司首席执

行官，马来西亚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09.15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2020年科技展望

2020年科技展望

未来学家Marina Gorbis为我们分析

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2020年

之前重大的创新成果将如何挑战并

取代传统的研究和科学发现方法。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新经济思维研究所

创想研究室：创新经济
学——与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联合举办

经济学新思维如何才能重新驱动创

新的发展？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风险社会化和奖励私人化

创想2：运用企业创新理论

创想3：描述各国技术应用的模式

创想4：在银行、投资与创新之间

建立稳定的关系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开场致辞

Robert A. Johnson，新经济思维研究

所（INET）执行董事，美国；新经济

思维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讨论引言人

Diego Comin，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

学副教授，美国

William Lazonick，The Academic-

Industry Research Network总裁，美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Lord J. Adair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INET）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与

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美

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09.15 - 10.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厅

决策

决策的艺术与科学

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环境下，领

导者如何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探讨高度互联所带来的影响

- 探讨系统化思维模式

- 确定影响力和变革的关键推动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Yoshito Hori，GLOBIS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Globis大学校长；

Globis Capital Partners执行合伙人，

日本；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

与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

学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

策研究所所长，美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0.30 - 11.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量子信息

量子信息的飞跃式发展

沃尔夫物理学奖得主Peter Zoller为我

们揭示量子信息各学科领域的重大科

学发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中国的性别平等问题与经济增长

巾帼英雄推动经济增长

如何认识并充分发掘中国女性才能，

以提升竞争力并推动创新？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让女性承担领导和决策职能

- 打造良好环境，培育女性企业家和

创新者

- 不断为女性提供教育机会，并不断

改善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

- 比较东亚各国的不同策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Saadia Zahidi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o Yoon-Sun，性别平等与家庭

部部长，韩国

何振红，《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 

长，中国

蒋锡培，远东集团董事长，中国

谭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

中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数字鸿沟

消除数字鸿沟

随着就业机会、组织机构和市场日

益依赖数字基础设施，如何才能消

除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技能培训，适应知识经济 

- 参与公民对话

- 促进创业与就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国权，Transist公司创始人，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Njideka Harry，青年科技基金会(YTF)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尼日利亚；社

会企业家

Mario Martin，西班牙电信集团首席

战略联盟官，西班牙

Jorge Soto，D4公司创始人，墨西哥;

技术先锋

Jay Sullivan，摩斯拉公司首席运营官,

美国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思享者

Janet Longmore，数码机遇基金会

（DOT）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

大；社会企业家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就业

增强就业能力

全球青年失业人口已达7500万，但仍

有数百万个职位空缺。在此背景下，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提升劳动力的

就业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针对性的职业培训

- 最大程度地释放年轻人的创业潜力

- 发展高等教育的新模式

- 建立灵活的人才市场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Omar K. Alghanim，阿尔加尼姆实

业首席执行官，科威特；全球青年

领袖

乔杰夫（Jeffrey Joerres），万宝

盛华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

Teresa N.V. Laos Cáceres，劳动

与就业部部长，秘鲁

José Manuel Salazar Xirinachs，

国际劳工组织（ILO）负责政策事

务的副总干事，日内瓦；青年失业

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主持人

Eunice Yoon，CNBC亚洲台资深记

者，香港特别行政区

11.15 - 12.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爵士乐与即兴创作

即兴创作的艺术

我们如何从爵士乐和艺术表演的即

兴创作过程中获取灵感，从而更快

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重新学习倾听的艺术

- 发掘协作的替代模式

- 提高敏捷性和灵活性

中外爵士音乐家为大家进行五重奏

表演。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主持人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

长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新加坡国立大学

创想研究室：高密度城
市的未来——与新加坡
国立大学联合举办

城市设计领域的哪些创新能提高亚洲

高密度城市的宜居性？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制定新战略，实现资源优

化

创想2：运用技术的力量，保护城

市遗产

创想3：反思城市经济学和房地产

市场

创想4：打造适宜于开展公民对话

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空间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符育明，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副教授兼副院长，新加坡

王才强，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教授兼院长，新加坡

Ho Kong Chong，新加坡国立大学文

科暨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副教授，新加

坡

李丽珠，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亚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新加坡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2.00 - 13.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建筑思维

学习建筑师的思维

我们能从建筑师身上及其设计复杂

系统的方法方面学习到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学习抽象概念并了解其规律

- 从多种需求中培养整体思维

- 将创意概念转化成实质成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ees Christiaanse，苏黎世联邦理

工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主任，瑞

士

马岩松，MAD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兼

首席设计师，中国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主持人

Fred Guterl，《科学美国人》执行

主编，美国；复杂系统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本地跨国企业

本地的跨国企业

跨国企业如何平衡其全球发展目标和

地方社会责任的关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制定负责任的发展战略

- 建立个性化的商业模式和激励机制

- 寻找公共投资和企业优先发展领域

之间的协同效应

- 提升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效能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Yves Daccord，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总干事，日内瓦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Jawad Naji Hirzallah，巴勒斯坦贸易

与工业部长

罗德侠（Paul A. Laudicina），科尔

尼咨询公司合伙人兼名誉董事长，美

国；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海洋资源

探寻海洋资源新前沿

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如何为增

长和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资源前沿：矿物质、能源与基因

材料

- 技术前沿：具有潜在颠覆性作用

的海洋技术

- 蛋白质科学前沿：水产养殖与可

持续的渔业

- 安全前沿：海洋与海岸安全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Lee Sang Yup， 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吴厚刚，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中国

主持人

Nishan Degnarain，毛里求斯财政

和经济发展部高级经济顾问；全球

青年领袖；海洋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Marco Fiorese，The Monaco-Asia 

Society联合创始人，摩纳哥；全球

青年领袖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移动经济

全面发展移动经济

移动技术正在如何改变商业模式和消

费者行为？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挥移动银行的力量

- 移动营销和基于定位的服务

- 获取实时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李倩玲（Bessie Lee），WPP集团中

国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Lungisa Matshoba，YOCO创始人兼

首席技术官，南非；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kudelski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家族
企业

André Kudelski与新领军者社区成

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家族

企业如何抓住机遇，克服挑战，以

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ndré Kudelski，Kudelski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瑞士；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

与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

美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非洲台/创新

从投资到创新

外国投资如何释放非洲的创新和创

业潜力？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非洲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

席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 

袖；脆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Monhla Wilma Hlahla，南非工业发

展集团董事长，南非

钟建华，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 

表，中国；非洲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Bronwyn Nielsen，CNBC非洲台资深

主播兼执行总监，南非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五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4.00 - 14.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数据可视化

可视化数据的价值

信息图形设计师Nicholas Felton为大

家展示数据可视化的力量。他将自

身的生活经历编制成年谱，从而将

个人数据的量化应用提升到一个全

新的高度。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

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引言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粮食安全

保障粮食安全：势在必
行

如何向国家和区域层面推广在农业投

资、粮食生产和分配领域的创新实 

践？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小型农户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

- 资源和土地使用的创新

- 提高粮食品质和营养价值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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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Linda Yueh，BBC新闻频道首席财经

记者，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与亚洲市场：
淡出还是干预？

亚洲市场如何应对美国即将转变的

货币政策？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欧冠升（Nicolas Aguzin），摩根

大通亚太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

港特别行政区

孙玮，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联席首席

执行官兼管理委员会成员，中国

Alan Cloete，德意志银行亚太区联

席首席执行官兼集团执行委员会成

员，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

系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

学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09.00 - 10.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新闻台/东盟创新

从贸易中心向创新中心
转变

东盟地区该如何释放创新的力量，以

构建和维持富有竞争力的知识经济？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思考教育模式

- 对人力和设施进行投资

- 构建创意经济生态系统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亚洲新闻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长，

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Aireen Omar，亚洲航空公司首席执

行官，马来西亚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09.15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2020年科技展望

2020年科技展望

未来学家Marina Gorbis为我们分析

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2020年

之前重大的创新成果将如何挑战并

取代传统的研究和科学发现方法。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新经济思维研究所

创想研究室：创新经济
学——与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联合举办

经济学新思维如何才能重新驱动创

新的发展？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风险社会化和奖励私人化

创想2：运用企业创新理论

创想3：描述各国技术应用的模式

创想4：在银行、投资与创新之间

建立稳定的关系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开场致辞

Robert A. Johnson，新经济思维研究

所（INET）执行董事，美国；新经济

思维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讨论引言人

Diego Comin，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

学副教授，美国

William Lazonick，The Academic-

Industry Research Network总裁，美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Lord J. Adair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INET）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与

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美

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09.15 - 10.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厅

决策

决策的艺术与科学

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环境下，领

导者如何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探讨高度互联所带来的影响

- 探讨系统化思维模式

- 确定影响力和变革的关键推动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Yoshito Hori，GLOBIS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Globis大学校长；

Globis Capital Partners执行合伙人，

日本；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

与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

学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

策研究所所长，美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0.30 - 11.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量子信息

量子信息的飞跃式发展

沃尔夫物理学奖得主Peter Zoller为我

们揭示量子信息各学科领域的重大科

学发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中国的性别平等问题与经济增长

巾帼英雄推动经济增长

如何认识并充分发掘中国女性才能，

以提升竞争力并推动创新？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让女性承担领导和决策职能

- 打造良好环境，培育女性企业家和

创新者

- 不断为女性提供教育机会，并不断

改善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

- 比较东亚各国的不同策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Saadia Zahidi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o Yoon-Sun，性别平等与家庭

部部长，韩国

何振红，《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 

长，中国

蒋锡培，远东集团董事长，中国

谭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

中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数字鸿沟

消除数字鸿沟

随着就业机会、组织机构和市场日

益依赖数字基础设施，如何才能消

除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技能培训，适应知识经济 

- 参与公民对话

- 促进创业与就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国权，Transist公司创始人，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Njideka Harry，青年科技基金会(YTF)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尼日利亚；社

会企业家

Mario Martin，西班牙电信集团首席

战略联盟官，西班牙

Jorge Soto，D4公司创始人，墨西哥;

技术先锋

Jay Sullivan，摩斯拉公司首席运营官,

美国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思享者

Janet Longmore，数码机遇基金会

（DOT）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

大；社会企业家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就业

增强就业能力

全球青年失业人口已达7500万，但仍

有数百万个职位空缺。在此背景下，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提升劳动力的

就业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针对性的职业培训

- 最大程度地释放年轻人的创业潜力

- 发展高等教育的新模式

- 建立灵活的人才市场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Omar K. Alghanim，阿尔加尼姆实

业首席执行官，科威特；全球青年

领袖

乔杰夫（Jeffrey Joerres），万宝

盛华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

Teresa N.V. Laos Cáceres，劳动

与就业部部长，秘鲁

José Manuel Salazar Xirinachs，

国际劳工组织（ILO）负责政策事

务的副总干事，日内瓦；青年失业

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主持人

Eunice Yoon，CNBC亚洲台资深记

者，香港特别行政区

11.15 - 12.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爵士乐与即兴创作

即兴创作的艺术

我们如何从爵士乐和艺术表演的即

兴创作过程中获取灵感，从而更快

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重新学习倾听的艺术

- 发掘协作的替代模式

- 提高敏捷性和灵活性

中外爵士音乐家为大家进行五重奏

表演。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主持人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

长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新加坡国立大学

创想研究室：高密度城
市的未来——与新加坡
国立大学联合举办

城市设计领域的哪些创新能提高亚洲

高密度城市的宜居性？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制定新战略，实现资源优

化

创想2：运用技术的力量，保护城

市遗产

创想3：反思城市经济学和房地产

市场

创想4：打造适宜于开展公民对话

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空间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符育明，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副教授兼副院长，新加坡

王才强，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教授兼院长，新加坡

Ho Kong Chong，新加坡国立大学文

科暨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副教授，新加

坡

李丽珠，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亚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新加坡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2.00 - 13.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建筑思维

学习建筑师的思维

我们能从建筑师身上及其设计复杂

系统的方法方面学习到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学习抽象概念并了解其规律

- 从多种需求中培养整体思维

- 将创意概念转化成实质成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ees Christiaanse，苏黎世联邦理

工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主任，瑞

士

马岩松，MAD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兼

首席设计师，中国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主持人

Fred Guterl，《科学美国人》执行

主编，美国；复杂系统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本地跨国企业

本地的跨国企业

跨国企业如何平衡其全球发展目标和

地方社会责任的关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制定负责任的发展战略

- 建立个性化的商业模式和激励机制

- 寻找公共投资和企业优先发展领域

之间的协同效应

- 提升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效能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Yves Daccord，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总干事，日内瓦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Jawad Naji Hirzallah，巴勒斯坦贸易

与工业部长

罗德侠（Paul A. Laudicina），科尔

尼咨询公司合伙人兼名誉董事长，美

国；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海洋资源

探寻海洋资源新前沿

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如何为增

长和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资源前沿：矿物质、能源与基因

材料

- 技术前沿：具有潜在颠覆性作用

的海洋技术

- 蛋白质科学前沿：水产养殖与可

持续的渔业

- 安全前沿：海洋与海岸安全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Lee Sang Yup， 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吴厚刚，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中国

主持人

Nishan Degnarain，毛里求斯财政

和经济发展部高级经济顾问；全球

青年领袖；海洋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Marco Fiorese，The Monaco-Asia 

Society联合创始人，摩纳哥；全球

青年领袖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移动经济

全面发展移动经济

移动技术正在如何改变商业模式和消

费者行为？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挥移动银行的力量

- 移动营销和基于定位的服务

- 获取实时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李倩玲（Bessie Lee），WPP集团中

国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Lungisa Matshoba，YOCO创始人兼

首席技术官，南非；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kudelski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家族
企业

André Kudelski与新领军者社区成

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家族

企业如何抓住机遇，克服挑战，以

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ndré Kudelski，Kudelski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瑞士；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

与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

美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非洲台/创新

从投资到创新

外国投资如何释放非洲的创新和创

业潜力？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非洲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

席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 

袖；脆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Monhla Wilma Hlahla，南非工业发

展集团董事长，南非

钟建华，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 

表，中国；非洲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Bronwyn Nielsen，CNBC非洲台资深

主播兼执行总监，南非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五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4.00 - 14.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数据可视化

可视化数据的价值

信息图形设计师Nicholas Felton为大

家展示数据可视化的力量。他将自

身的生活经历编制成年谱，从而将

个人数据的量化应用提升到一个全

新的高度。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

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引言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粮食安全

保障粮食安全：势在必
行

如何向国家和区域层面推广在农业投

资、粮食生产和分配领域的创新实 

践？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小型农户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

- 资源和土地使用的创新

- 提高粮食品质和营养价值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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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Linda Yueh，BBC新闻频道首席财经

记者，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与亚洲市场：
淡出还是干预？

亚洲市场如何应对美国即将转变的

货币政策？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欧冠升（Nicolas Aguzin），摩根

大通亚太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

港特别行政区

孙玮，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联席首席

执行官兼管理委员会成员，中国

Alan Cloete，德意志银行亚太区联

席首席执行官兼集团执行委员会成

员，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

系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

学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09.00 - 10.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新闻台/东盟创新

从贸易中心向创新中心
转变

东盟地区该如何释放创新的力量，以

构建和维持富有竞争力的知识经济？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思考教育模式

- 对人力和设施进行投资

- 构建创意经济生态系统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亚洲新闻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长，

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Aireen Omar，亚洲航空公司首席执

行官，马来西亚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09.15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2020年科技展望

2020年科技展望

未来学家Marina Gorbis为我们分析

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2020年

之前重大的创新成果将如何挑战并

取代传统的研究和科学发现方法。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新经济思维研究所

创想研究室：创新经济
学——与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联合举办

经济学新思维如何才能重新驱动创

新的发展？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风险社会化和奖励私人化

创想2：运用企业创新理论

创想3：描述各国技术应用的模式

创想4：在银行、投资与创新之间

建立稳定的关系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开场致辞

Robert A. Johnson，新经济思维研究

所（INET）执行董事，美国；新经济

思维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讨论引言人

Diego Comin，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

学副教授，美国

William Lazonick，The Academic-

Industry Research Network总裁，美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Lord J. Adair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INET）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与

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美

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09.15 - 10.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厅

决策

决策的艺术与科学

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环境下，领

导者如何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探讨高度互联所带来的影响

- 探讨系统化思维模式

- 确定影响力和变革的关键推动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Yoshito Hori，GLOBIS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Globis大学校长；

Globis Capital Partners执行合伙人，

日本；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

与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

学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

策研究所所长，美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0.30 - 11.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量子信息

量子信息的飞跃式发展

沃尔夫物理学奖得主Peter Zoller为我

们揭示量子信息各学科领域的重大科

学发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中国的性别平等问题与经济增长

巾帼英雄推动经济增长

如何认识并充分发掘中国女性才能，

以提升竞争力并推动创新？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让女性承担领导和决策职能

- 打造良好环境，培育女性企业家和

创新者

- 不断为女性提供教育机会，并不断

改善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

- 比较东亚各国的不同策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Saadia Zahidi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o Yoon-Sun，性别平等与家庭

部部长，韩国

何振红，《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 

长，中国

蒋锡培，远东集团董事长，中国

谭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

中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数字鸿沟

消除数字鸿沟

随着就业机会、组织机构和市场日

益依赖数字基础设施，如何才能消

除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技能培训，适应知识经济 

- 参与公民对话

- 促进创业与就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国权，Transist公司创始人，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Njideka Harry，青年科技基金会(YTF)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尼日利亚；社

会企业家

Mario Martin，西班牙电信集团首席

战略联盟官，西班牙

Jorge Soto，D4公司创始人，墨西哥;

技术先锋

Jay Sullivan，摩斯拉公司首席运营官,

美国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思享者

Janet Longmore，数码机遇基金会

（DOT）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

大；社会企业家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就业

增强就业能力

全球青年失业人口已达7500万，但仍

有数百万个职位空缺。在此背景下，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提升劳动力的

就业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针对性的职业培训

- 最大程度地释放年轻人的创业潜力

- 发展高等教育的新模式

- 建立灵活的人才市场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Omar K. Alghanim，阿尔加尼姆实

业首席执行官，科威特；全球青年

领袖

乔杰夫（Jeffrey Joerres），万宝

盛华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

Teresa N.V. Laos Cáceres，劳动

与就业部部长，秘鲁

José Manuel Salazar Xirinachs，

国际劳工组织（ILO）负责政策事

务的副总干事，日内瓦；青年失业

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主持人

Eunice Yoon，CNBC亚洲台资深记

者，香港特别行政区

11.15 - 12.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爵士乐与即兴创作

即兴创作的艺术

我们如何从爵士乐和艺术表演的即

兴创作过程中获取灵感，从而更快

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重新学习倾听的艺术

- 发掘协作的替代模式

- 提高敏捷性和灵活性

中外爵士音乐家为大家进行五重奏

表演。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主持人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

长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新加坡国立大学

创想研究室：高密度城
市的未来——与新加坡
国立大学联合举办

城市设计领域的哪些创新能提高亚洲

高密度城市的宜居性？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制定新战略，实现资源优

化

创想2：运用技术的力量，保护城

市遗产

创想3：反思城市经济学和房地产

市场

创想4：打造适宜于开展公民对话

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空间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符育明，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副教授兼副院长，新加坡

王才强，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教授兼院长，新加坡

Ho Kong Chong，新加坡国立大学文

科暨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副教授，新加

坡

李丽珠，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亚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新加坡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2.00 - 13.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建筑思维

学习建筑师的思维

我们能从建筑师身上及其设计复杂

系统的方法方面学习到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学习抽象概念并了解其规律

- 从多种需求中培养整体思维

- 将创意概念转化成实质成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ees Christiaanse，苏黎世联邦理

工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主任，瑞

士

马岩松，MAD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兼

首席设计师，中国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主持人

Fred Guterl，《科学美国人》执行

主编，美国；复杂系统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本地跨国企业

本地的跨国企业

跨国企业如何平衡其全球发展目标和

地方社会责任的关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制定负责任的发展战略

- 建立个性化的商业模式和激励机制

- 寻找公共投资和企业优先发展领域

之间的协同效应

- 提升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效能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Yves Daccord，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总干事，日内瓦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Jawad Naji Hirzallah，巴勒斯坦贸易

与工业部长

罗德侠（Paul A. Laudicina），科尔

尼咨询公司合伙人兼名誉董事长，美

国；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海洋资源

探寻海洋资源新前沿

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如何为增

长和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资源前沿：矿物质、能源与基因

材料

- 技术前沿：具有潜在颠覆性作用

的海洋技术

- 蛋白质科学前沿：水产养殖与可

持续的渔业

- 安全前沿：海洋与海岸安全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Lee Sang Yup， 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吴厚刚，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中国

主持人

Nishan Degnarain，毛里求斯财政

和经济发展部高级经济顾问；全球

青年领袖；海洋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Marco Fiorese，The Monaco-Asia 

Society联合创始人，摩纳哥；全球

青年领袖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移动经济

全面发展移动经济

移动技术正在如何改变商业模式和消

费者行为？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挥移动银行的力量

- 移动营销和基于定位的服务

- 获取实时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李倩玲（Bessie Lee），WPP集团中

国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Lungisa Matshoba，YOCO创始人兼

首席技术官，南非；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kudelski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家族
企业

André Kudelski与新领军者社区成

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家族

企业如何抓住机遇，克服挑战，以

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ndré Kudelski，Kudelski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瑞士；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

与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

美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非洲台/创新

从投资到创新

外国投资如何释放非洲的创新和创

业潜力？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非洲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

席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 

袖；脆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Monhla Wilma Hlahla，南非工业发

展集团董事长，南非

钟建华，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 

表，中国；非洲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Bronwyn Nielsen，CNBC非洲台资深

主播兼执行总监，南非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五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4.00 - 14.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数据可视化

可视化数据的价值

信息图形设计师Nicholas Felton为大

家展示数据可视化的力量。他将自

身的生活经历编制成年谱，从而将

个人数据的量化应用提升到一个全

新的高度。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

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引言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粮食安全

保障粮食安全：势在必
行

如何向国家和区域层面推广在农业投

资、粮食生产和分配领域的创新实 

践？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小型农户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

- 资源和土地使用的创新

- 提高粮食品质和营养价值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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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Linda Yueh，BBC新闻频道首席财经

记者，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与亚洲市场：
淡出还是干预？

亚洲市场如何应对美国即将转变的

货币政策？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欧冠升（Nicolas Aguzin），摩根

大通亚太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

港特别行政区

孙玮，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联席首席

执行官兼管理委员会成员，中国

Alan Cloete，德意志银行亚太区联

席首席执行官兼集团执行委员会成

员，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

系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

学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09.00 - 10.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新闻台/东盟创新

从贸易中心向创新中心
转变

东盟地区该如何释放创新的力量，以

构建和维持富有竞争力的知识经济？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思考教育模式

- 对人力和设施进行投资

- 构建创意经济生态系统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亚洲新闻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长，

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Aireen Omar，亚洲航空公司首席执

行官，马来西亚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09.15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2020年科技展望

2020年科技展望

未来学家Marina Gorbis为我们分析

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2020年

之前重大的创新成果将如何挑战并

取代传统的研究和科学发现方法。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新经济思维研究所

创想研究室：创新经济
学——与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联合举办

经济学新思维如何才能重新驱动创

新的发展？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风险社会化和奖励私人化

创想2：运用企业创新理论

创想3：描述各国技术应用的模式

创想4：在银行、投资与创新之间

建立稳定的关系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开场致辞

Robert A. Johnson，新经济思维研究

所（INET）执行董事，美国；新经济

思维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讨论引言人

Diego Comin，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

学副教授，美国

William Lazonick，The Academic-

Industry Research Network总裁，美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Lord J. Adair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INET）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与

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美

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09.15 - 10.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厅

决策

决策的艺术与科学

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环境下，领

导者如何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探讨高度互联所带来的影响

- 探讨系统化思维模式

- 确定影响力和变革的关键推动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Yoshito Hori，GLOBIS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Globis大学校长；

Globis Capital Partners执行合伙人，

日本；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

与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

学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

策研究所所长，美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0.30 - 11.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量子信息

量子信息的飞跃式发展

沃尔夫物理学奖得主Peter Zoller为我

们揭示量子信息各学科领域的重大科

学发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中国的性别平等问题与经济增长

巾帼英雄推动经济增长

如何认识并充分发掘中国女性才能，

以提升竞争力并推动创新？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让女性承担领导和决策职能

- 打造良好环境，培育女性企业家和

创新者

- 不断为女性提供教育机会，并不断

改善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

- 比较东亚各国的不同策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Saadia Zahidi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o Yoon-Sun，性别平等与家庭

部部长，韩国

何振红，《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 

长，中国

蒋锡培，远东集团董事长，中国

谭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

中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数字鸿沟

消除数字鸿沟

随着就业机会、组织机构和市场日

益依赖数字基础设施，如何才能消

除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技能培训，适应知识经济 

- 参与公民对话

- 促进创业与就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国权，Transist公司创始人，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Njideka Harry，青年科技基金会(YTF)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尼日利亚；社

会企业家

Mario Martin，西班牙电信集团首席

战略联盟官，西班牙

Jorge Soto，D4公司创始人，墨西哥;

技术先锋

Jay Sullivan，摩斯拉公司首席运营官,

美国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思享者

Janet Longmore，数码机遇基金会

（DOT）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

大；社会企业家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就业

增强就业能力

全球青年失业人口已达7500万，但仍

有数百万个职位空缺。在此背景下，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提升劳动力的

就业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针对性的职业培训

- 最大程度地释放年轻人的创业潜力

- 发展高等教育的新模式

- 建立灵活的人才市场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Omar K. Alghanim，阿尔加尼姆实

业首席执行官，科威特；全球青年

领袖

乔杰夫（Jeffrey Joerres），万宝

盛华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

Teresa N.V. Laos Cáceres，劳动

与就业部部长，秘鲁

José Manuel Salazar Xirinachs，

国际劳工组织（ILO）负责政策事

务的副总干事，日内瓦；青年失业

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主持人

Eunice Yoon，CNBC亚洲台资深记

者，香港特别行政区

11.15 - 12.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爵士乐与即兴创作

即兴创作的艺术

我们如何从爵士乐和艺术表演的即

兴创作过程中获取灵感，从而更快

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重新学习倾听的艺术

- 发掘协作的替代模式

- 提高敏捷性和灵活性

中外爵士音乐家为大家进行五重奏

表演。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主持人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

长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新加坡国立大学

创想研究室：高密度城
市的未来——与新加坡
国立大学联合举办

城市设计领域的哪些创新能提高亚洲

高密度城市的宜居性？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制定新战略，实现资源优

化

创想2：运用技术的力量，保护城

市遗产

创想3：反思城市经济学和房地产

市场

创想4：打造适宜于开展公民对话

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空间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符育明，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副教授兼副院长，新加坡

王才强，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教授兼院长，新加坡

Ho Kong Chong，新加坡国立大学文

科暨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副教授，新加

坡

李丽珠，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亚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新加坡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2.00 - 13.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建筑思维

学习建筑师的思维

我们能从建筑师身上及其设计复杂

系统的方法方面学习到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学习抽象概念并了解其规律

- 从多种需求中培养整体思维

- 将创意概念转化成实质成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ees Christiaanse，苏黎世联邦理

工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主任，瑞

士

马岩松，MAD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兼

首席设计师，中国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主持人

Fred Guterl，《科学美国人》执行

主编，美国；复杂系统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本地跨国企业

本地的跨国企业

跨国企业如何平衡其全球发展目标和

地方社会责任的关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制定负责任的发展战略

- 建立个性化的商业模式和激励机制

- 寻找公共投资和企业优先发展领域

之间的协同效应

- 提升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效能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Yves Daccord，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总干事，日内瓦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Jawad Naji Hirzallah，巴勒斯坦贸易

与工业部长

罗德侠（Paul A. Laudicina），科尔

尼咨询公司合伙人兼名誉董事长，美

国；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海洋资源

探寻海洋资源新前沿

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如何为增

长和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资源前沿：矿物质、能源与基因

材料

- 技术前沿：具有潜在颠覆性作用

的海洋技术

- 蛋白质科学前沿：水产养殖与可

持续的渔业

- 安全前沿：海洋与海岸安全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Lee Sang Yup， 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吴厚刚，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中国

主持人

Nishan Degnarain，毛里求斯财政

和经济发展部高级经济顾问；全球

青年领袖；海洋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Marco Fiorese，The Monaco-Asia 

Society联合创始人，摩纳哥；全球

青年领袖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移动经济

全面发展移动经济

移动技术正在如何改变商业模式和消

费者行为？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挥移动银行的力量

- 移动营销和基于定位的服务

- 获取实时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李倩玲（Bessie Lee），WPP集团中

国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Lungisa Matshoba，YOCO创始人兼

首席技术官，南非；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kudelski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家族
企业

André Kudelski与新领军者社区成

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家族

企业如何抓住机遇，克服挑战，以

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ndré Kudelski，Kudelski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瑞士；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

与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

美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非洲台/创新

从投资到创新

外国投资如何释放非洲的创新和创

业潜力？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非洲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

席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 

袖；脆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Monhla Wilma Hlahla，南非工业发

展集团董事长，南非

钟建华，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 

表，中国；非洲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Bronwyn Nielsen，CNBC非洲台资深

主播兼执行总监，南非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五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4.00 - 14.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数据可视化

可视化数据的价值

信息图形设计师Nicholas Felton为大

家展示数据可视化的力量。他将自

身的生活经历编制成年谱，从而将

个人数据的量化应用提升到一个全

新的高度。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

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引言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粮食安全

保障粮食安全：势在必
行

如何向国家和区域层面推广在农业投

资、粮食生产和分配领域的创新实 

践？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小型农户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

- 资源和土地使用的创新

- 提高粮食品质和营养价值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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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Linda Yueh，BBC新闻频道首席财经

记者，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与亚洲市场：
淡出还是干预？

亚洲市场如何应对美国即将转变的

货币政策？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欧冠升（Nicolas Aguzin），摩根

大通亚太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

港特别行政区

孙玮，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联席首席

执行官兼管理委员会成员，中国

Alan Cloete，德意志银行亚太区联

席首席执行官兼集团执行委员会成

员，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

系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

学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09.00 - 10.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新闻台/东盟创新

从贸易中心向创新中心
转变

东盟地区该如何释放创新的力量，以

构建和维持富有竞争力的知识经济？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思考教育模式

- 对人力和设施进行投资

- 构建创意经济生态系统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亚洲新闻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长，

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Aireen Omar，亚洲航空公司首席执

行官，马来西亚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09.15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2020年科技展望

2020年科技展望

未来学家Marina Gorbis为我们分析

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2020年

之前重大的创新成果将如何挑战并

取代传统的研究和科学发现方法。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新经济思维研究所

创想研究室：创新经济
学——与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联合举办

经济学新思维如何才能重新驱动创

新的发展？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风险社会化和奖励私人化

创想2：运用企业创新理论

创想3：描述各国技术应用的模式

创想4：在银行、投资与创新之间

建立稳定的关系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开场致辞

Robert A. Johnson，新经济思维研究

所（INET）执行董事，美国；新经济

思维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讨论引言人

Diego Comin，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

学副教授，美国

William Lazonick，The Academic-

Industry Research Network总裁，美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Lord J. Adair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INET）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与

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美

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09.15 - 10.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厅

决策

决策的艺术与科学

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环境下，领

导者如何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探讨高度互联所带来的影响

- 探讨系统化思维模式

- 确定影响力和变革的关键推动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Yoshito Hori，GLOBIS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Globis大学校长；

Globis Capital Partners执行合伙人，

日本；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

与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

学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

策研究所所长，美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0.30 - 11.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量子信息

量子信息的飞跃式发展

沃尔夫物理学奖得主Peter Zoller为我

们揭示量子信息各学科领域的重大科

学发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中国的性别平等问题与经济增长

巾帼英雄推动经济增长

如何认识并充分发掘中国女性才能，

以提升竞争力并推动创新？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让女性承担领导和决策职能

- 打造良好环境，培育女性企业家和

创新者

- 不断为女性提供教育机会，并不断

改善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

- 比较东亚各国的不同策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Saadia Zahidi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o Yoon-Sun，性别平等与家庭

部部长，韩国

何振红，《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 

长，中国

蒋锡培，远东集团董事长，中国

谭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

中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数字鸿沟

消除数字鸿沟

随着就业机会、组织机构和市场日

益依赖数字基础设施，如何才能消

除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技能培训，适应知识经济 

- 参与公民对话

- 促进创业与就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国权，Transist公司创始人，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Njideka Harry，青年科技基金会(YTF)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尼日利亚；社

会企业家

Mario Martin，西班牙电信集团首席

战略联盟官，西班牙

Jorge Soto，D4公司创始人，墨西哥;

技术先锋

Jay Sullivan，摩斯拉公司首席运营官,

美国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思享者

Janet Longmore，数码机遇基金会

（DOT）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

大；社会企业家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就业

增强就业能力

全球青年失业人口已达7500万，但仍

有数百万个职位空缺。在此背景下，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提升劳动力的

就业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针对性的职业培训

- 最大程度地释放年轻人的创业潜力

- 发展高等教育的新模式

- 建立灵活的人才市场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Omar K. Alghanim，阿尔加尼姆实

业首席执行官，科威特；全球青年

领袖

乔杰夫（Jeffrey Joerres），万宝

盛华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

Teresa N.V. Laos Cáceres，劳动

与就业部部长，秘鲁

José Manuel Salazar Xirinachs，

国际劳工组织（ILO）负责政策事

务的副总干事，日内瓦；青年失业

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主持人

Eunice Yoon，CNBC亚洲台资深记

者，香港特别行政区

11.15 - 12.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爵士乐与即兴创作

即兴创作的艺术

我们如何从爵士乐和艺术表演的即

兴创作过程中获取灵感，从而更快

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重新学习倾听的艺术

- 发掘协作的替代模式

- 提高敏捷性和灵活性

中外爵士音乐家为大家进行五重奏

表演。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主持人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

长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新加坡国立大学

创想研究室：高密度城
市的未来——与新加坡
国立大学联合举办

城市设计领域的哪些创新能提高亚洲

高密度城市的宜居性？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制定新战略，实现资源优

化

创想2：运用技术的力量，保护城

市遗产

创想3：反思城市经济学和房地产

市场

创想4：打造适宜于开展公民对话

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空间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符育明，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副教授兼副院长，新加坡

王才强，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教授兼院长，新加坡

Ho Kong Chong，新加坡国立大学文

科暨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副教授，新加

坡

李丽珠，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亚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新加坡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2.00 - 13.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建筑思维

学习建筑师的思维

我们能从建筑师身上及其设计复杂

系统的方法方面学习到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学习抽象概念并了解其规律

- 从多种需求中培养整体思维

- 将创意概念转化成实质成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ees Christiaanse，苏黎世联邦理

工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主任，瑞

士

马岩松，MAD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兼

首席设计师，中国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主持人

Fred Guterl，《科学美国人》执行

主编，美国；复杂系统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本地跨国企业

本地的跨国企业

跨国企业如何平衡其全球发展目标和

地方社会责任的关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制定负责任的发展战略

- 建立个性化的商业模式和激励机制

- 寻找公共投资和企业优先发展领域

之间的协同效应

- 提升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效能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Yves Daccord，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总干事，日内瓦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Jawad Naji Hirzallah，巴勒斯坦贸易

与工业部长

罗德侠（Paul A. Laudicina），科尔

尼咨询公司合伙人兼名誉董事长，美

国；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海洋资源

探寻海洋资源新前沿

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如何为增

长和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资源前沿：矿物质、能源与基因

材料

- 技术前沿：具有潜在颠覆性作用

的海洋技术

- 蛋白质科学前沿：水产养殖与可

持续的渔业

- 安全前沿：海洋与海岸安全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Lee Sang Yup， 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吴厚刚，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中国

主持人

Nishan Degnarain，毛里求斯财政

和经济发展部高级经济顾问；全球

青年领袖；海洋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Marco Fiorese，The Monaco-Asia 

Society联合创始人，摩纳哥；全球

青年领袖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移动经济

全面发展移动经济

移动技术正在如何改变商业模式和消

费者行为？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挥移动银行的力量

- 移动营销和基于定位的服务

- 获取实时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李倩玲（Bessie Lee），WPP集团中

国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Lungisa Matshoba，YOCO创始人兼

首席技术官，南非；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kudelski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家族
企业

André Kudelski与新领军者社区成

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家族

企业如何抓住机遇，克服挑战，以

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ndré Kudelski，Kudelski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瑞士；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

与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

美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非洲台/创新

从投资到创新

外国投资如何释放非洲的创新和创

业潜力？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非洲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

席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 

袖；脆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Monhla Wilma Hlahla，南非工业发

展集团董事长，南非

钟建华，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 

表，中国；非洲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Bronwyn Nielsen，CNBC非洲台资深

主播兼执行总监，南非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五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4.00 - 14.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数据可视化

可视化数据的价值

信息图形设计师Nicholas Felton为大

家展示数据可视化的力量。他将自

身的生活经历编制成年谱，从而将

个人数据的量化应用提升到一个全

新的高度。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

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引言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粮食安全

保障粮食安全：势在必
行

如何向国家和区域层面推广在农业投

资、粮食生产和分配领域的创新实 

践？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小型农户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

- 资源和土地使用的创新

- 提高粮食品质和营养价值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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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Linda Yueh，BBC新闻频道首席财经

记者，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与亚洲市场：
淡出还是干预？

亚洲市场如何应对美国即将转变的

货币政策？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欧冠升（Nicolas Aguzin），摩根

大通亚太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

港特别行政区

孙玮，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联席首席

执行官兼管理委员会成员，中国

Alan Cloete，德意志银行亚太区联

席首席执行官兼集团执行委员会成

员，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

系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

学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09.00 - 10.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新闻台/东盟创新

从贸易中心向创新中心
转变

东盟地区该如何释放创新的力量，以

构建和维持富有竞争力的知识经济？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思考教育模式

- 对人力和设施进行投资

- 构建创意经济生态系统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亚洲新闻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长，

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Aireen Omar，亚洲航空公司首席执

行官，马来西亚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09.15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2020年科技展望

2020年科技展望

未来学家Marina Gorbis为我们分析

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2020年

之前重大的创新成果将如何挑战并

取代传统的研究和科学发现方法。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新经济思维研究所

创想研究室：创新经济
学——与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联合举办

经济学新思维如何才能重新驱动创

新的发展？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风险社会化和奖励私人化

创想2：运用企业创新理论

创想3：描述各国技术应用的模式

创想4：在银行、投资与创新之间

建立稳定的关系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开场致辞

Robert A. Johnson，新经济思维研究

所（INET）执行董事，美国；新经济

思维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讨论引言人

Diego Comin，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

学副教授，美国

William Lazonick，The Academic-

Industry Research Network总裁，美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Lord J. Adair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INET）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与

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美

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09.15 - 10.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厅

决策

决策的艺术与科学

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环境下，领

导者如何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探讨高度互联所带来的影响

- 探讨系统化思维模式

- 确定影响力和变革的关键推动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Yoshito Hori，GLOBIS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Globis大学校长；

Globis Capital Partners执行合伙人，

日本；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

与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

学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

策研究所所长，美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0.30 - 11.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量子信息

量子信息的飞跃式发展

沃尔夫物理学奖得主Peter Zoller为我

们揭示量子信息各学科领域的重大科

学发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中国的性别平等问题与经济增长

巾帼英雄推动经济增长

如何认识并充分发掘中国女性才能，

以提升竞争力并推动创新？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让女性承担领导和决策职能

- 打造良好环境，培育女性企业家和

创新者

- 不断为女性提供教育机会，并不断

改善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

- 比较东亚各国的不同策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Saadia Zahidi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o Yoon-Sun，性别平等与家庭

部部长，韩国

何振红，《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 

长，中国

蒋锡培，远东集团董事长，中国

谭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

中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数字鸿沟

消除数字鸿沟

随着就业机会、组织机构和市场日

益依赖数字基础设施，如何才能消

除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技能培训，适应知识经济 

- 参与公民对话

- 促进创业与就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国权，Transist公司创始人，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Njideka Harry，青年科技基金会(YTF)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尼日利亚；社

会企业家

Mario Martin，西班牙电信集团首席

战略联盟官，西班牙

Jorge Soto，D4公司创始人，墨西哥;

技术先锋

Jay Sullivan，摩斯拉公司首席运营官,

美国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思享者

Janet Longmore，数码机遇基金会

（DOT）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

大；社会企业家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就业

增强就业能力

全球青年失业人口已达7500万，但仍

有数百万个职位空缺。在此背景下，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提升劳动力的

就业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针对性的职业培训

- 最大程度地释放年轻人的创业潜力

- 发展高等教育的新模式

- 建立灵活的人才市场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Omar K. Alghanim，阿尔加尼姆实

业首席执行官，科威特；全球青年

领袖

乔杰夫（Jeffrey Joerres），万宝

盛华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

Teresa N.V. Laos Cáceres，劳动

与就业部部长，秘鲁

José Manuel Salazar Xirinachs，

国际劳工组织（ILO）负责政策事

务的副总干事，日内瓦；青年失业

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主持人

Eunice Yoon，CNBC亚洲台资深记

者，香港特别行政区

11.15 - 12.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爵士乐与即兴创作

即兴创作的艺术

我们如何从爵士乐和艺术表演的即

兴创作过程中获取灵感，从而更快

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重新学习倾听的艺术

- 发掘协作的替代模式

- 提高敏捷性和灵活性

中外爵士音乐家为大家进行五重奏

表演。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主持人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

长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新加坡国立大学

创想研究室：高密度城
市的未来——与新加坡
国立大学联合举办

城市设计领域的哪些创新能提高亚洲

高密度城市的宜居性？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制定新战略，实现资源优

化

创想2：运用技术的力量，保护城

市遗产

创想3：反思城市经济学和房地产

市场

创想4：打造适宜于开展公民对话

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空间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符育明，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副教授兼副院长，新加坡

王才强，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教授兼院长，新加坡

Ho Kong Chong，新加坡国立大学文

科暨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副教授，新加

坡

李丽珠，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亚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新加坡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2.00 - 13.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建筑思维

学习建筑师的思维

我们能从建筑师身上及其设计复杂

系统的方法方面学习到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学习抽象概念并了解其规律

- 从多种需求中培养整体思维

- 将创意概念转化成实质成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ees Christiaanse，苏黎世联邦理

工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主任，瑞

士

马岩松，MAD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兼

首席设计师，中国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主持人

Fred Guterl，《科学美国人》执行

主编，美国；复杂系统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本地跨国企业

本地的跨国企业

跨国企业如何平衡其全球发展目标和

地方社会责任的关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制定负责任的发展战略

- 建立个性化的商业模式和激励机制

- 寻找公共投资和企业优先发展领域

之间的协同效应

- 提升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效能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Yves Daccord，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总干事，日内瓦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Jawad Naji Hirzallah，巴勒斯坦贸易

与工业部长

罗德侠（Paul A. Laudicina），科尔

尼咨询公司合伙人兼名誉董事长，美

国；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海洋资源

探寻海洋资源新前沿

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如何为增

长和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资源前沿：矿物质、能源与基因

材料

- 技术前沿：具有潜在颠覆性作用

的海洋技术

- 蛋白质科学前沿：水产养殖与可

持续的渔业

- 安全前沿：海洋与海岸安全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Lee Sang Yup， 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吴厚刚，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中国

主持人

Nishan Degnarain，毛里求斯财政

和经济发展部高级经济顾问；全球

青年领袖；海洋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Marco Fiorese，The Monaco-Asia 

Society联合创始人，摩纳哥；全球

青年领袖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移动经济

全面发展移动经济

移动技术正在如何改变商业模式和消

费者行为？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挥移动银行的力量

- 移动营销和基于定位的服务

- 获取实时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李倩玲（Bessie Lee），WPP集团中

国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Lungisa Matshoba，YOCO创始人兼

首席技术官，南非；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kudelski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家族
企业

André Kudelski与新领军者社区成

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家族

企业如何抓住机遇，克服挑战，以

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ndré Kudelski，Kudelski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瑞士；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

与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

美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非洲台/创新

从投资到创新

外国投资如何释放非洲的创新和创

业潜力？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非洲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

席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 

袖；脆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Monhla Wilma Hlahla，南非工业发

展集团董事长，南非

钟建华，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 

表，中国；非洲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Bronwyn Nielsen，CNBC非洲台资深

主播兼执行总监，南非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五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4.00 - 14.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数据可视化

可视化数据的价值

信息图形设计师Nicholas Felton为大

家展示数据可视化的力量。他将自

身的生活经历编制成年谱，从而将

个人数据的量化应用提升到一个全

新的高度。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

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引言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粮食安全

保障粮食安全：势在必
行

如何向国家和区域层面推广在农业投

资、粮食生产和分配领域的创新实 

践？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小型农户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

- 资源和土地使用的创新

- 提高粮食品质和营养价值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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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Linda Yueh，BBC新闻频道首席财经

记者，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与亚洲市场：
淡出还是干预？

亚洲市场如何应对美国即将转变的

货币政策？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欧冠升（Nicolas Aguzin），摩根

大通亚太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

港特别行政区

孙玮，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联席首席

执行官兼管理委员会成员，中国

Alan Cloete，德意志银行亚太区联

席首席执行官兼集团执行委员会成

员，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

系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

学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09.00 - 10.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新闻台/东盟创新

从贸易中心向创新中心
转变

东盟地区该如何释放创新的力量，以

构建和维持富有竞争力的知识经济？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思考教育模式

- 对人力和设施进行投资

- 构建创意经济生态系统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亚洲新闻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长，

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Aireen Omar，亚洲航空公司首席执

行官，马来西亚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09.15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2020年科技展望

2020年科技展望

未来学家Marina Gorbis为我们分析

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2020年

之前重大的创新成果将如何挑战并

取代传统的研究和科学发现方法。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新经济思维研究所

创想研究室：创新经济
学——与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联合举办

经济学新思维如何才能重新驱动创

新的发展？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风险社会化和奖励私人化

创想2：运用企业创新理论

创想3：描述各国技术应用的模式

创想4：在银行、投资与创新之间

建立稳定的关系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开场致辞

Robert A. Johnson，新经济思维研究

所（INET）执行董事，美国；新经济

思维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讨论引言人

Diego Comin，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

学副教授，美国

William Lazonick，The Academic-

Industry Research Network总裁，美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Lord J. Adair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INET）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与

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美

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09.15 - 10.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厅

决策

决策的艺术与科学

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环境下，领

导者如何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探讨高度互联所带来的影响

- 探讨系统化思维模式

- 确定影响力和变革的关键推动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Yoshito Hori，GLOBIS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Globis大学校长；

Globis Capital Partners执行合伙人，

日本；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

与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

学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

策研究所所长，美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0.30 - 11.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量子信息

量子信息的飞跃式发展

沃尔夫物理学奖得主Peter Zoller为我

们揭示量子信息各学科领域的重大科

学发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中国的性别平等问题与经济增长

巾帼英雄推动经济增长

如何认识并充分发掘中国女性才能，

以提升竞争力并推动创新？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让女性承担领导和决策职能

- 打造良好环境，培育女性企业家和

创新者

- 不断为女性提供教育机会，并不断

改善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

- 比较东亚各国的不同策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Saadia Zahidi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o Yoon-Sun，性别平等与家庭

部部长，韩国

何振红，《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 

长，中国

蒋锡培，远东集团董事长，中国

谭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

中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数字鸿沟

消除数字鸿沟

随着就业机会、组织机构和市场日

益依赖数字基础设施，如何才能消

除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技能培训，适应知识经济 

- 参与公民对话

- 促进创业与就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国权，Transist公司创始人，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Njideka Harry，青年科技基金会(YTF)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尼日利亚；社

会企业家

Mario Martin，西班牙电信集团首席

战略联盟官，西班牙

Jorge Soto，D4公司创始人，墨西哥;

技术先锋

Jay Sullivan，摩斯拉公司首席运营官,

美国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思享者

Janet Longmore，数码机遇基金会

（DOT）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

大；社会企业家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就业

增强就业能力

全球青年失业人口已达7500万，但仍

有数百万个职位空缺。在此背景下，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提升劳动力的

就业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针对性的职业培训

- 最大程度地释放年轻人的创业潜力

- 发展高等教育的新模式

- 建立灵活的人才市场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Omar K. Alghanim，阿尔加尼姆实

业首席执行官，科威特；全球青年

领袖

乔杰夫（Jeffrey Joerres），万宝

盛华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

Teresa N.V. Laos Cáceres，劳动

与就业部部长，秘鲁

José Manuel Salazar Xirinachs，

国际劳工组织（ILO）负责政策事

务的副总干事，日内瓦；青年失业

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主持人

Eunice Yoon，CNBC亚洲台资深记

者，香港特别行政区

11.15 - 12.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爵士乐与即兴创作

即兴创作的艺术

我们如何从爵士乐和艺术表演的即

兴创作过程中获取灵感，从而更快

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重新学习倾听的艺术

- 发掘协作的替代模式

- 提高敏捷性和灵活性

中外爵士音乐家为大家进行五重奏

表演。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主持人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

长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新加坡国立大学

创想研究室：高密度城
市的未来——与新加坡
国立大学联合举办

城市设计领域的哪些创新能提高亚洲

高密度城市的宜居性？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制定新战略，实现资源优

化

创想2：运用技术的力量，保护城

市遗产

创想3：反思城市经济学和房地产

市场

创想4：打造适宜于开展公民对话

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空间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符育明，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副教授兼副院长，新加坡

王才强，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教授兼院长，新加坡

Ho Kong Chong，新加坡国立大学文

科暨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副教授，新加

坡

李丽珠，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亚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新加坡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2.00 - 13.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建筑思维

学习建筑师的思维

我们能从建筑师身上及其设计复杂

系统的方法方面学习到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学习抽象概念并了解其规律

- 从多种需求中培养整体思维

- 将创意概念转化成实质成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ees Christiaanse，苏黎世联邦理

工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主任，瑞

士

马岩松，MAD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兼

首席设计师，中国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主持人

Fred Guterl，《科学美国人》执行

主编，美国；复杂系统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本地跨国企业

本地的跨国企业

跨国企业如何平衡其全球发展目标和

地方社会责任的关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制定负责任的发展战略

- 建立个性化的商业模式和激励机制

- 寻找公共投资和企业优先发展领域

之间的协同效应

- 提升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效能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Yves Daccord，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总干事，日内瓦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Jawad Naji Hirzallah，巴勒斯坦贸易

与工业部长

罗德侠（Paul A. Laudicina），科尔

尼咨询公司合伙人兼名誉董事长，美

国；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海洋资源

探寻海洋资源新前沿

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如何为增

长和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资源前沿：矿物质、能源与基因

材料

- 技术前沿：具有潜在颠覆性作用

的海洋技术

- 蛋白质科学前沿：水产养殖与可

持续的渔业

- 安全前沿：海洋与海岸安全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Lee Sang Yup， 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吴厚刚，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中国

主持人

Nishan Degnarain，毛里求斯财政

和经济发展部高级经济顾问；全球

青年领袖；海洋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Marco Fiorese，The Monaco-Asia 

Society联合创始人，摩纳哥；全球

青年领袖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移动经济

全面发展移动经济

移动技术正在如何改变商业模式和消

费者行为？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挥移动银行的力量

- 移动营销和基于定位的服务

- 获取实时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李倩玲（Bessie Lee），WPP集团中

国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Lungisa Matshoba，YOCO创始人兼

首席技术官，南非；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kudelski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家族
企业

André Kudelski与新领军者社区成

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家族

企业如何抓住机遇，克服挑战，以

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ndré Kudelski，Kudelski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瑞士；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

与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

美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非洲台/创新

从投资到创新

外国投资如何释放非洲的创新和创

业潜力？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非洲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

席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 

袖；脆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Monhla Wilma Hlahla，南非工业发

展集团董事长，南非

钟建华，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 

表，中国；非洲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Bronwyn Nielsen，CNBC非洲台资深

主播兼执行总监，南非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五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4.00 - 14.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数据可视化

可视化数据的价值

信息图形设计师Nicholas Felton为大

家展示数据可视化的力量。他将自

身的生活经历编制成年谱，从而将

个人数据的量化应用提升到一个全

新的高度。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

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引言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粮食安全

保障粮食安全：势在必
行

如何向国家和区域层面推广在农业投

资、粮食生产和分配领域的创新实 

践？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小型农户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

- 资源和土地使用的创新

- 提高粮食品质和营养价值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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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Linda Yueh，BBC新闻频道首席财经

记者，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与亚洲市场：
淡出还是干预？

亚洲市场如何应对美国即将转变的

货币政策？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欧冠升（Nicolas Aguzin），摩根

大通亚太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

港特别行政区

孙玮，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联席首席

执行官兼管理委员会成员，中国

Alan Cloete，德意志银行亚太区联

席首席执行官兼集团执行委员会成

员，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

系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

学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09.00 - 10.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新闻台/东盟创新

从贸易中心向创新中心
转变

东盟地区该如何释放创新的力量，以

构建和维持富有竞争力的知识经济？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思考教育模式

- 对人力和设施进行投资

- 构建创意经济生态系统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亚洲新闻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长，

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Aireen Omar，亚洲航空公司首席执

行官，马来西亚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09.15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2020年科技展望

2020年科技展望

未来学家Marina Gorbis为我们分析

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2020年

之前重大的创新成果将如何挑战并

取代传统的研究和科学发现方法。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新经济思维研究所

创想研究室：创新经济
学——与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联合举办

经济学新思维如何才能重新驱动创

新的发展？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风险社会化和奖励私人化

创想2：运用企业创新理论

创想3：描述各国技术应用的模式

创想4：在银行、投资与创新之间

建立稳定的关系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开场致辞

Robert A. Johnson，新经济思维研究

所（INET）执行董事，美国；新经济

思维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讨论引言人

Diego Comin，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

学副教授，美国

William Lazonick，The Academic-

Industry Research Network总裁，美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Lord J. Adair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INET）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与

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美

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09.15 - 10.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厅

决策

决策的艺术与科学

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环境下，领

导者如何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探讨高度互联所带来的影响

- 探讨系统化思维模式

- 确定影响力和变革的关键推动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Yoshito Hori，GLOBIS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Globis大学校长；

Globis Capital Partners执行合伙人，

日本；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

与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

学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

策研究所所长，美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0.30 - 11.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量子信息

量子信息的飞跃式发展

沃尔夫物理学奖得主Peter Zoller为我

们揭示量子信息各学科领域的重大科

学发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中国的性别平等问题与经济增长

巾帼英雄推动经济增长

如何认识并充分发掘中国女性才能，

以提升竞争力并推动创新？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让女性承担领导和决策职能

- 打造良好环境，培育女性企业家和

创新者

- 不断为女性提供教育机会，并不断

改善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

- 比较东亚各国的不同策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Saadia Zahidi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o Yoon-Sun，性别平等与家庭

部部长，韩国

何振红，《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 

长，中国

蒋锡培，远东集团董事长，中国

谭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

中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数字鸿沟

消除数字鸿沟

随着就业机会、组织机构和市场日

益依赖数字基础设施，如何才能消

除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技能培训，适应知识经济 

- 参与公民对话

- 促进创业与就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国权，Transist公司创始人，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Njideka Harry，青年科技基金会(YTF)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尼日利亚；社

会企业家

Mario Martin，西班牙电信集团首席

战略联盟官，西班牙

Jorge Soto，D4公司创始人，墨西哥;

技术先锋

Jay Sullivan，摩斯拉公司首席运营官,

美国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思享者

Janet Longmore，数码机遇基金会

（DOT）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

大；社会企业家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就业

增强就业能力

全球青年失业人口已达7500万，但仍

有数百万个职位空缺。在此背景下，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提升劳动力的

就业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针对性的职业培训

- 最大程度地释放年轻人的创业潜力

- 发展高等教育的新模式

- 建立灵活的人才市场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Omar K. Alghanim，阿尔加尼姆实

业首席执行官，科威特；全球青年

领袖

乔杰夫（Jeffrey Joerres），万宝

盛华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

Teresa N.V. Laos Cáceres，劳动

与就业部部长，秘鲁

José Manuel Salazar Xirinachs，

国际劳工组织（ILO）负责政策事

务的副总干事，日内瓦；青年失业

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主持人

Eunice Yoon，CNBC亚洲台资深记

者，香港特别行政区

11.15 - 12.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爵士乐与即兴创作

即兴创作的艺术

我们如何从爵士乐和艺术表演的即

兴创作过程中获取灵感，从而更快

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重新学习倾听的艺术

- 发掘协作的替代模式

- 提高敏捷性和灵活性

中外爵士音乐家为大家进行五重奏

表演。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主持人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

长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新加坡国立大学

创想研究室：高密度城
市的未来——与新加坡
国立大学联合举办

城市设计领域的哪些创新能提高亚洲

高密度城市的宜居性？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制定新战略，实现资源优

化

创想2：运用技术的力量，保护城

市遗产

创想3：反思城市经济学和房地产

市场

创想4：打造适宜于开展公民对话

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空间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符育明，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副教授兼副院长，新加坡

王才强，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教授兼院长，新加坡

Ho Kong Chong，新加坡国立大学文

科暨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副教授，新加

坡

李丽珠，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亚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新加坡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2.00 - 13.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建筑思维

学习建筑师的思维

我们能从建筑师身上及其设计复杂

系统的方法方面学习到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学习抽象概念并了解其规律

- 从多种需求中培养整体思维

- 将创意概念转化成实质成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ees Christiaanse，苏黎世联邦理

工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主任，瑞

士

马岩松，MAD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兼

首席设计师，中国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主持人

Fred Guterl，《科学美国人》执行

主编，美国；复杂系统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本地跨国企业

本地的跨国企业

跨国企业如何平衡其全球发展目标和

地方社会责任的关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制定负责任的发展战略

- 建立个性化的商业模式和激励机制

- 寻找公共投资和企业优先发展领域

之间的协同效应

- 提升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效能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Yves Daccord，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总干事，日内瓦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Jawad Naji Hirzallah，巴勒斯坦贸易

与工业部长

罗德侠（Paul A. Laudicina），科尔

尼咨询公司合伙人兼名誉董事长，美

国；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海洋资源

探寻海洋资源新前沿

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如何为增

长和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资源前沿：矿物质、能源与基因

材料

- 技术前沿：具有潜在颠覆性作用

的海洋技术

- 蛋白质科学前沿：水产养殖与可

持续的渔业

- 安全前沿：海洋与海岸安全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Lee Sang Yup， 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吴厚刚，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中国

主持人

Nishan Degnarain，毛里求斯财政

和经济发展部高级经济顾问；全球

青年领袖；海洋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Marco Fiorese，The Monaco-Asia 

Society联合创始人，摩纳哥；全球

青年领袖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移动经济

全面发展移动经济

移动技术正在如何改变商业模式和消

费者行为？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挥移动银行的力量

- 移动营销和基于定位的服务

- 获取实时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李倩玲（Bessie Lee），WPP集团中

国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Lungisa Matshoba，YOCO创始人兼

首席技术官，南非；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kudelski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家族
企业

André Kudelski与新领军者社区成

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家族

企业如何抓住机遇，克服挑战，以

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ndré Kudelski，Kudelski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瑞士；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

与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

美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非洲台/创新

从投资到创新

外国投资如何释放非洲的创新和创

业潜力？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非洲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

席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 

袖；脆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Monhla Wilma Hlahla，南非工业发

展集团董事长，南非

钟建华，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 

表，中国；非洲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Bronwyn Nielsen，CNBC非洲台资深

主播兼执行总监，南非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五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4.00 - 14.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数据可视化

可视化数据的价值

信息图形设计师Nicholas Felton为大

家展示数据可视化的力量。他将自

身的生活经历编制成年谱，从而将

个人数据的量化应用提升到一个全

新的高度。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

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引言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粮食安全

保障粮食安全：势在必
行

如何向国家和区域层面推广在农业投

资、粮食生产和分配领域的创新实 

践？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小型农户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

- 资源和土地使用的创新

- 提高粮食品质和营养价值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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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Linda Yueh，BBC新闻频道首席财经

记者，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与亚洲市场：
淡出还是干预？

亚洲市场如何应对美国即将转变的

货币政策？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欧冠升（Nicolas Aguzin），摩根

大通亚太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

港特别行政区

孙玮，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联席首席

执行官兼管理委员会成员，中国

Alan Cloete，德意志银行亚太区联

席首席执行官兼集团执行委员会成

员，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

系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

学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09.00 - 10.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新闻台/东盟创新

从贸易中心向创新中心
转变

东盟地区该如何释放创新的力量，以

构建和维持富有竞争力的知识经济？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思考教育模式

- 对人力和设施进行投资

- 构建创意经济生态系统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亚洲新闻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长，

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Aireen Omar，亚洲航空公司首席执

行官，马来西亚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09.15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2020年科技展望

2020年科技展望

未来学家Marina Gorbis为我们分析

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2020年

之前重大的创新成果将如何挑战并

取代传统的研究和科学发现方法。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新经济思维研究所

创想研究室：创新经济
学——与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联合举办

经济学新思维如何才能重新驱动创

新的发展？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风险社会化和奖励私人化

创想2：运用企业创新理论

创想3：描述各国技术应用的模式

创想4：在银行、投资与创新之间

建立稳定的关系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开场致辞

Robert A. Johnson，新经济思维研究

所（INET）执行董事，美国；新经济

思维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讨论引言人

Diego Comin，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

学副教授，美国

William Lazonick，The Academic-

Industry Research Network总裁，美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Lord J. Adair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INET）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与

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美

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09.15 - 10.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厅

决策

决策的艺术与科学

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环境下，领

导者如何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探讨高度互联所带来的影响

- 探讨系统化思维模式

- 确定影响力和变革的关键推动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Yoshito Hori，GLOBIS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Globis大学校长；

Globis Capital Partners执行合伙人，

日本；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

与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

学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

策研究所所长，美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0.30 - 11.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量子信息

量子信息的飞跃式发展

沃尔夫物理学奖得主Peter Zoller为我

们揭示量子信息各学科领域的重大科

学发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中国的性别平等问题与经济增长

巾帼英雄推动经济增长

如何认识并充分发掘中国女性才能，

以提升竞争力并推动创新？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让女性承担领导和决策职能

- 打造良好环境，培育女性企业家和

创新者

- 不断为女性提供教育机会，并不断

改善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

- 比较东亚各国的不同策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Saadia Zahidi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o Yoon-Sun，性别平等与家庭

部部长，韩国

何振红，《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 

长，中国

蒋锡培，远东集团董事长，中国

谭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

中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数字鸿沟

消除数字鸿沟

随着就业机会、组织机构和市场日

益依赖数字基础设施，如何才能消

除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技能培训，适应知识经济 

- 参与公民对话

- 促进创业与就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国权，Transist公司创始人，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Njideka Harry，青年科技基金会(YTF)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尼日利亚；社

会企业家

Mario Martin，西班牙电信集团首席

战略联盟官，西班牙

Jorge Soto，D4公司创始人，墨西哥;

技术先锋

Jay Sullivan，摩斯拉公司首席运营官,

美国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思享者

Janet Longmore，数码机遇基金会

（DOT）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

大；社会企业家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就业

增强就业能力

全球青年失业人口已达7500万，但仍

有数百万个职位空缺。在此背景下，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提升劳动力的

就业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针对性的职业培训

- 最大程度地释放年轻人的创业潜力

- 发展高等教育的新模式

- 建立灵活的人才市场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Omar K. Alghanim，阿尔加尼姆实

业首席执行官，科威特；全球青年

领袖

乔杰夫（Jeffrey Joerres），万宝

盛华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

Teresa N.V. Laos Cáceres，劳动

与就业部部长，秘鲁

José Manuel Salazar Xirinachs，

国际劳工组织（ILO）负责政策事

务的副总干事，日内瓦；青年失业

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主持人

Eunice Yoon，CNBC亚洲台资深记

者，香港特别行政区

11.15 - 12.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爵士乐与即兴创作

即兴创作的艺术

我们如何从爵士乐和艺术表演的即

兴创作过程中获取灵感，从而更快

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重新学习倾听的艺术

- 发掘协作的替代模式

- 提高敏捷性和灵活性

中外爵士音乐家为大家进行五重奏

表演。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主持人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

长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新加坡国立大学

创想研究室：高密度城
市的未来——与新加坡
国立大学联合举办

城市设计领域的哪些创新能提高亚洲

高密度城市的宜居性？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制定新战略，实现资源优

化

创想2：运用技术的力量，保护城

市遗产

创想3：反思城市经济学和房地产

市场

创想4：打造适宜于开展公民对话

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空间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符育明，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副教授兼副院长，新加坡

王才强，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教授兼院长，新加坡

Ho Kong Chong，新加坡国立大学文

科暨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副教授，新加

坡

李丽珠，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亚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新加坡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2.00 - 13.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建筑思维

学习建筑师的思维

我们能从建筑师身上及其设计复杂

系统的方法方面学习到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学习抽象概念并了解其规律

- 从多种需求中培养整体思维

- 将创意概念转化成实质成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ees Christiaanse，苏黎世联邦理

工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主任，瑞

士

马岩松，MAD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兼

首席设计师，中国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主持人

Fred Guterl，《科学美国人》执行

主编，美国；复杂系统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本地跨国企业

本地的跨国企业

跨国企业如何平衡其全球发展目标和

地方社会责任的关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制定负责任的发展战略

- 建立个性化的商业模式和激励机制

- 寻找公共投资和企业优先发展领域

之间的协同效应

- 提升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效能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Yves Daccord，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总干事，日内瓦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Jawad Naji Hirzallah，巴勒斯坦贸易

与工业部长

罗德侠（Paul A. Laudicina），科尔

尼咨询公司合伙人兼名誉董事长，美

国；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海洋资源

探寻海洋资源新前沿

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如何为增

长和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资源前沿：矿物质、能源与基因

材料

- 技术前沿：具有潜在颠覆性作用

的海洋技术

- 蛋白质科学前沿：水产养殖与可

持续的渔业

- 安全前沿：海洋与海岸安全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Lee Sang Yup， 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吴厚刚，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中国

主持人

Nishan Degnarain，毛里求斯财政

和经济发展部高级经济顾问；全球

青年领袖；海洋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Marco Fiorese，The Monaco-Asia 

Society联合创始人，摩纳哥；全球

青年领袖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移动经济

全面发展移动经济

移动技术正在如何改变商业模式和消

费者行为？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挥移动银行的力量

- 移动营销和基于定位的服务

- 获取实时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李倩玲（Bessie Lee），WPP集团中

国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Lungisa Matshoba，YOCO创始人兼

首席技术官，南非；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kudelski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家族
企业

André Kudelski与新领军者社区成

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家族

企业如何抓住机遇，克服挑战，以

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ndré Kudelski，Kudelski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瑞士；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

与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

美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非洲台/创新

从投资到创新

外国投资如何释放非洲的创新和创

业潜力？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非洲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

席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 

袖；脆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Monhla Wilma Hlahla，南非工业发

展集团董事长，南非

钟建华，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 

表，中国；非洲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Bronwyn Nielsen，CNBC非洲台资深

主播兼执行总监，南非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五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4.00 - 14.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数据可视化

可视化数据的价值

信息图形设计师Nicholas Felton为大

家展示数据可视化的力量。他将自

身的生活经历编制成年谱，从而将

个人数据的量化应用提升到一个全

新的高度。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

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引言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粮食安全

保障粮食安全：势在必
行

如何向国家和区域层面推广在农业投

资、粮食生产和分配领域的创新实 

践？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小型农户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

- 资源和土地使用的创新

- 提高粮食品质和营养价值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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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Linda Yueh，BBC新闻频道首席财经

记者，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与亚洲市场：
淡出还是干预？

亚洲市场如何应对美国即将转变的

货币政策？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欧冠升（Nicolas Aguzin），摩根

大通亚太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

港特别行政区

孙玮，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联席首席

执行官兼管理委员会成员，中国

Alan Cloete，德意志银行亚太区联

席首席执行官兼集团执行委员会成

员，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

系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

学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09.00 - 10.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新闻台/东盟创新

从贸易中心向创新中心
转变

东盟地区该如何释放创新的力量，以

构建和维持富有竞争力的知识经济？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思考教育模式

- 对人力和设施进行投资

- 构建创意经济生态系统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亚洲新闻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长，

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Aireen Omar，亚洲航空公司首席执

行官，马来西亚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09.15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2020年科技展望

2020年科技展望

未来学家Marina Gorbis为我们分析

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2020年

之前重大的创新成果将如何挑战并

取代传统的研究和科学发现方法。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新经济思维研究所

创想研究室：创新经济
学——与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联合举办

经济学新思维如何才能重新驱动创

新的发展？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风险社会化和奖励私人化

创想2：运用企业创新理论

创想3：描述各国技术应用的模式

创想4：在银行、投资与创新之间

建立稳定的关系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开场致辞

Robert A. Johnson，新经济思维研究

所（INET）执行董事，美国；新经济

思维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讨论引言人

Diego Comin，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

学副教授，美国

William Lazonick，The Academic-

Industry Research Network总裁，美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Lord J. Adair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INET）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与

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美

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09.15 - 10.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厅

决策

决策的艺术与科学

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环境下，领

导者如何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探讨高度互联所带来的影响

- 探讨系统化思维模式

- 确定影响力和变革的关键推动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Yoshito Hori，GLOBIS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Globis大学校长；

Globis Capital Partners执行合伙人，

日本；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

与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

学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

策研究所所长，美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0.30 - 11.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量子信息

量子信息的飞跃式发展

沃尔夫物理学奖得主Peter Zoller为我

们揭示量子信息各学科领域的重大科

学发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中国的性别平等问题与经济增长

巾帼英雄推动经济增长

如何认识并充分发掘中国女性才能，

以提升竞争力并推动创新？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让女性承担领导和决策职能

- 打造良好环境，培育女性企业家和

创新者

- 不断为女性提供教育机会，并不断

改善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

- 比较东亚各国的不同策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Saadia Zahidi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o Yoon-Sun，性别平等与家庭

部部长，韩国

何振红，《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 

长，中国

蒋锡培，远东集团董事长，中国

谭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

中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数字鸿沟

消除数字鸿沟

随着就业机会、组织机构和市场日

益依赖数字基础设施，如何才能消

除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技能培训，适应知识经济 

- 参与公民对话

- 促进创业与就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国权，Transist公司创始人，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Njideka Harry，青年科技基金会(YTF)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尼日利亚；社

会企业家

Mario Martin，西班牙电信集团首席

战略联盟官，西班牙

Jorge Soto，D4公司创始人，墨西哥;

技术先锋

Jay Sullivan，摩斯拉公司首席运营官,

美国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思享者

Janet Longmore，数码机遇基金会

（DOT）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

大；社会企业家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就业

增强就业能力

全球青年失业人口已达7500万，但仍

有数百万个职位空缺。在此背景下，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提升劳动力的

就业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针对性的职业培训

- 最大程度地释放年轻人的创业潜力

- 发展高等教育的新模式

- 建立灵活的人才市场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Omar K. Alghanim，阿尔加尼姆实

业首席执行官，科威特；全球青年

领袖

乔杰夫（Jeffrey Joerres），万宝

盛华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

Teresa N.V. Laos Cáceres，劳动

与就业部部长，秘鲁

José Manuel Salazar Xirinachs，

国际劳工组织（ILO）负责政策事

务的副总干事，日内瓦；青年失业

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主持人

Eunice Yoon，CNBC亚洲台资深记

者，香港特别行政区

11.15 - 12.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爵士乐与即兴创作

即兴创作的艺术

我们如何从爵士乐和艺术表演的即

兴创作过程中获取灵感，从而更快

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重新学习倾听的艺术

- 发掘协作的替代模式

- 提高敏捷性和灵活性

中外爵士音乐家为大家进行五重奏

表演。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主持人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

长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新加坡国立大学

创想研究室：高密度城
市的未来——与新加坡
国立大学联合举办

城市设计领域的哪些创新能提高亚洲

高密度城市的宜居性？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制定新战略，实现资源优

化

创想2：运用技术的力量，保护城

市遗产

创想3：反思城市经济学和房地产

市场

创想4：打造适宜于开展公民对话

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空间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符育明，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副教授兼副院长，新加坡

王才强，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教授兼院长，新加坡

Ho Kong Chong，新加坡国立大学文

科暨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副教授，新加

坡

李丽珠，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亚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新加坡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2.00 - 13.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建筑思维

学习建筑师的思维

我们能从建筑师身上及其设计复杂

系统的方法方面学习到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学习抽象概念并了解其规律

- 从多种需求中培养整体思维

- 将创意概念转化成实质成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ees Christiaanse，苏黎世联邦理

工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主任，瑞

士

马岩松，MAD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兼

首席设计师，中国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主持人

Fred Guterl，《科学美国人》执行

主编，美国；复杂系统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本地跨国企业

本地的跨国企业

跨国企业如何平衡其全球发展目标和

地方社会责任的关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制定负责任的发展战略

- 建立个性化的商业模式和激励机制

- 寻找公共投资和企业优先发展领域

之间的协同效应

- 提升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效能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Yves Daccord，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总干事，日内瓦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Jawad Naji Hirzallah，巴勒斯坦贸易

与工业部长

罗德侠（Paul A. Laudicina），科尔

尼咨询公司合伙人兼名誉董事长，美

国；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海洋资源

探寻海洋资源新前沿

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如何为增

长和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资源前沿：矿物质、能源与基因

材料

- 技术前沿：具有潜在颠覆性作用

的海洋技术

- 蛋白质科学前沿：水产养殖与可

持续的渔业

- 安全前沿：海洋与海岸安全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Lee Sang Yup， 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吴厚刚，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中国

主持人

Nishan Degnarain，毛里求斯财政

和经济发展部高级经济顾问；全球

青年领袖；海洋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Marco Fiorese，The Monaco-Asia 

Society联合创始人，摩纳哥；全球

青年领袖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移动经济

全面发展移动经济

移动技术正在如何改变商业模式和消

费者行为？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挥移动银行的力量

- 移动营销和基于定位的服务

- 获取实时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李倩玲（Bessie Lee），WPP集团中

国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Lungisa Matshoba，YOCO创始人兼

首席技术官，南非；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kudelski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家族
企业

André Kudelski与新领军者社区成

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家族

企业如何抓住机遇，克服挑战，以

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ndré Kudelski，Kudelski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瑞士；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

与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

美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非洲台/创新

从投资到创新

外国投资如何释放非洲的创新和创

业潜力？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非洲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

席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 

袖；脆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Monhla Wilma Hlahla，南非工业发

展集团董事长，南非

钟建华，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 

表，中国；非洲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Bronwyn Nielsen，CNBC非洲台资深

主播兼执行总监，南非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五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4.00 - 14.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数据可视化

可视化数据的价值

信息图形设计师Nicholas Felton为大

家展示数据可视化的力量。他将自

身的生活经历编制成年谱，从而将

个人数据的量化应用提升到一个全

新的高度。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

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引言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粮食安全

保障粮食安全：势在必
行

如何向国家和区域层面推广在农业投

资、粮食生产和分配领域的创新实 

践？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小型农户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

- 资源和土地使用的创新

- 提高粮食品质和营养价值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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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Linda Yueh，BBC新闻频道首席财经

记者，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与亚洲市场：
淡出还是干预？

亚洲市场如何应对美国即将转变的

货币政策？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欧冠升（Nicolas Aguzin），摩根

大通亚太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

港特别行政区

孙玮，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联席首席

执行官兼管理委员会成员，中国

Alan Cloete，德意志银行亚太区联

席首席执行官兼集团执行委员会成

员，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

系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

学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09.00 - 10.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新闻台/东盟创新

从贸易中心向创新中心
转变

东盟地区该如何释放创新的力量，以

构建和维持富有竞争力的知识经济？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思考教育模式

- 对人力和设施进行投资

- 构建创意经济生态系统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亚洲新闻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长，

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Aireen Omar，亚洲航空公司首席执

行官，马来西亚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09.15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2020年科技展望

2020年科技展望

未来学家Marina Gorbis为我们分析

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2020年

之前重大的创新成果将如何挑战并

取代传统的研究和科学发现方法。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新经济思维研究所

创想研究室：创新经济
学——与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联合举办

经济学新思维如何才能重新驱动创

新的发展？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风险社会化和奖励私人化

创想2：运用企业创新理论

创想3：描述各国技术应用的模式

创想4：在银行、投资与创新之间

建立稳定的关系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开场致辞

Robert A. Johnson，新经济思维研究

所（INET）执行董事，美国；新经济

思维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讨论引言人

Diego Comin，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

学副教授，美国

William Lazonick，The Academic-

Industry Research Network总裁，美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Lord J. Adair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INET）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与

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美

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09.15 - 10.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厅

决策

决策的艺术与科学

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环境下，领

导者如何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探讨高度互联所带来的影响

- 探讨系统化思维模式

- 确定影响力和变革的关键推动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Yoshito Hori，GLOBIS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Globis大学校长；

Globis Capital Partners执行合伙人，

日本；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

与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

学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

策研究所所长，美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0.30 - 11.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量子信息

量子信息的飞跃式发展

沃尔夫物理学奖得主Peter Zoller为我

们揭示量子信息各学科领域的重大科

学发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中国的性别平等问题与经济增长

巾帼英雄推动经济增长

如何认识并充分发掘中国女性才能，

以提升竞争力并推动创新？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让女性承担领导和决策职能

- 打造良好环境，培育女性企业家和

创新者

- 不断为女性提供教育机会，并不断

改善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

- 比较东亚各国的不同策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Saadia Zahidi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o Yoon-Sun，性别平等与家庭

部部长，韩国

何振红，《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 

长，中国

蒋锡培，远东集团董事长，中国

谭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

中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数字鸿沟

消除数字鸿沟

随着就业机会、组织机构和市场日

益依赖数字基础设施，如何才能消

除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技能培训，适应知识经济 

- 参与公民对话

- 促进创业与就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国权，Transist公司创始人，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Njideka Harry，青年科技基金会(YTF)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尼日利亚；社

会企业家

Mario Martin，西班牙电信集团首席

战略联盟官，西班牙

Jorge Soto，D4公司创始人，墨西哥;

技术先锋

Jay Sullivan，摩斯拉公司首席运营官,

美国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思享者

Janet Longmore，数码机遇基金会

（DOT）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

大；社会企业家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就业

增强就业能力

全球青年失业人口已达7500万，但仍

有数百万个职位空缺。在此背景下，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提升劳动力的

就业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针对性的职业培训

- 最大程度地释放年轻人的创业潜力

- 发展高等教育的新模式

- 建立灵活的人才市场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Omar K. Alghanim，阿尔加尼姆实

业首席执行官，科威特；全球青年

领袖

乔杰夫（Jeffrey Joerres），万宝

盛华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

Teresa N.V. Laos Cáceres，劳动

与就业部部长，秘鲁

José Manuel Salazar Xirinachs，

国际劳工组织（ILO）负责政策事

务的副总干事，日内瓦；青年失业

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主持人

Eunice Yoon，CNBC亚洲台资深记

者，香港特别行政区

11.15 - 12.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爵士乐与即兴创作

即兴创作的艺术

我们如何从爵士乐和艺术表演的即

兴创作过程中获取灵感，从而更快

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重新学习倾听的艺术

- 发掘协作的替代模式

- 提高敏捷性和灵活性

中外爵士音乐家为大家进行五重奏

表演。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主持人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

长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新加坡国立大学

创想研究室：高密度城
市的未来——与新加坡
国立大学联合举办

城市设计领域的哪些创新能提高亚洲

高密度城市的宜居性？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制定新战略，实现资源优

化

创想2：运用技术的力量，保护城

市遗产

创想3：反思城市经济学和房地产

市场

创想4：打造适宜于开展公民对话

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空间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符育明，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副教授兼副院长，新加坡

王才强，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教授兼院长，新加坡

Ho Kong Chong，新加坡国立大学文

科暨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副教授，新加

坡

李丽珠，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亚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新加坡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2.00 - 13.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建筑思维

学习建筑师的思维

我们能从建筑师身上及其设计复杂

系统的方法方面学习到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学习抽象概念并了解其规律

- 从多种需求中培养整体思维

- 将创意概念转化成实质成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ees Christiaanse，苏黎世联邦理

工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主任，瑞

士

马岩松，MAD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兼

首席设计师，中国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主持人

Fred Guterl，《科学美国人》执行

主编，美国；复杂系统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本地跨国企业

本地的跨国企业

跨国企业如何平衡其全球发展目标和

地方社会责任的关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制定负责任的发展战略

- 建立个性化的商业模式和激励机制

- 寻找公共投资和企业优先发展领域

之间的协同效应

- 提升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效能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Yves Daccord，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总干事，日内瓦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Jawad Naji Hirzallah，巴勒斯坦贸易

与工业部长

罗德侠（Paul A. Laudicina），科尔

尼咨询公司合伙人兼名誉董事长，美

国；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海洋资源

探寻海洋资源新前沿

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如何为增

长和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资源前沿：矿物质、能源与基因

材料

- 技术前沿：具有潜在颠覆性作用

的海洋技术

- 蛋白质科学前沿：水产养殖与可

持续的渔业

- 安全前沿：海洋与海岸安全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Lee Sang Yup， 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吴厚刚，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中国

主持人

Nishan Degnarain，毛里求斯财政

和经济发展部高级经济顾问；全球

青年领袖；海洋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Marco Fiorese，The Monaco-Asia 

Society联合创始人，摩纳哥；全球

青年领袖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移动经济

全面发展移动经济

移动技术正在如何改变商业模式和消

费者行为？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挥移动银行的力量

- 移动营销和基于定位的服务

- 获取实时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李倩玲（Bessie Lee），WPP集团中

国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Lungisa Matshoba，YOCO创始人兼

首席技术官，南非；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kudelski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家族
企业

André Kudelski与新领军者社区成

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家族

企业如何抓住机遇，克服挑战，以

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ndré Kudelski，Kudelski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瑞士；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

与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

美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非洲台/创新

从投资到创新

外国投资如何释放非洲的创新和创

业潜力？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非洲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

席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 

袖；脆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Monhla Wilma Hlahla，南非工业发

展集团董事长，南非

钟建华，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 

表，中国；非洲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Bronwyn Nielsen，CNBC非洲台资深

主播兼执行总监，南非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五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4.00 - 14.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数据可视化

可视化数据的价值

信息图形设计师Nicholas Felton为大

家展示数据可视化的力量。他将自

身的生活经历编制成年谱，从而将

个人数据的量化应用提升到一个全

新的高度。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

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引言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粮食安全

保障粮食安全：势在必
行

如何向国家和区域层面推广在农业投

资、粮食生产和分配领域的创新实 

践？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小型农户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

- 资源和土地使用的创新

- 提高粮食品质和营养价值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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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Linda Yueh，BBC新闻频道首席财经

记者，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与亚洲市场：
淡出还是干预？

亚洲市场如何应对美国即将转变的

货币政策？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欧冠升（Nicolas Aguzin），摩根

大通亚太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

港特别行政区

孙玮，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联席首席

执行官兼管理委员会成员，中国

Alan Cloete，德意志银行亚太区联

席首席执行官兼集团执行委员会成

员，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

系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

学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09.00 - 10.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新闻台/东盟创新

从贸易中心向创新中心
转变

东盟地区该如何释放创新的力量，以

构建和维持富有竞争力的知识经济？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思考教育模式

- 对人力和设施进行投资

- 构建创意经济生态系统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亚洲新闻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长，

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Aireen Omar，亚洲航空公司首席执

行官，马来西亚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09.15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2020年科技展望

2020年科技展望

未来学家Marina Gorbis为我们分析

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2020年

之前重大的创新成果将如何挑战并

取代传统的研究和科学发现方法。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新经济思维研究所

创想研究室：创新经济
学——与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联合举办

经济学新思维如何才能重新驱动创

新的发展？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风险社会化和奖励私人化

创想2：运用企业创新理论

创想3：描述各国技术应用的模式

创想4：在银行、投资与创新之间

建立稳定的关系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开场致辞

Robert A. Johnson，新经济思维研究

所（INET）执行董事，美国；新经济

思维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讨论引言人

Diego Comin，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

学副教授，美国

William Lazonick，The Academic-

Industry Research Network总裁，美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Lord J. Adair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INET）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与

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美

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09.15 - 10.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厅

决策

决策的艺术与科学

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环境下，领

导者如何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探讨高度互联所带来的影响

- 探讨系统化思维模式

- 确定影响力和变革的关键推动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Yoshito Hori，GLOBIS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Globis大学校长；

Globis Capital Partners执行合伙人，

日本；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

与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

学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

策研究所所长，美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0.30 - 11.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量子信息

量子信息的飞跃式发展

沃尔夫物理学奖得主Peter Zoller为我

们揭示量子信息各学科领域的重大科

学发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中国的性别平等问题与经济增长

巾帼英雄推动经济增长

如何认识并充分发掘中国女性才能，

以提升竞争力并推动创新？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让女性承担领导和决策职能

- 打造良好环境，培育女性企业家和

创新者

- 不断为女性提供教育机会，并不断

改善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

- 比较东亚各国的不同策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Saadia Zahidi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o Yoon-Sun，性别平等与家庭

部部长，韩国

何振红，《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 

长，中国

蒋锡培，远东集团董事长，中国

谭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

中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数字鸿沟

消除数字鸿沟

随着就业机会、组织机构和市场日

益依赖数字基础设施，如何才能消

除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技能培训，适应知识经济 

- 参与公民对话

- 促进创业与就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国权，Transist公司创始人，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Njideka Harry，青年科技基金会(YTF)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尼日利亚；社

会企业家

Mario Martin，西班牙电信集团首席

战略联盟官，西班牙

Jorge Soto，D4公司创始人，墨西哥;

技术先锋

Jay Sullivan，摩斯拉公司首席运营官,

美国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思享者

Janet Longmore，数码机遇基金会

（DOT）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

大；社会企业家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就业

增强就业能力

全球青年失业人口已达7500万，但仍

有数百万个职位空缺。在此背景下，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提升劳动力的

就业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针对性的职业培训

- 最大程度地释放年轻人的创业潜力

- 发展高等教育的新模式

- 建立灵活的人才市场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Omar K. Alghanim，阿尔加尼姆实

业首席执行官，科威特；全球青年

领袖

乔杰夫（Jeffrey Joerres），万宝

盛华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

Teresa N.V. Laos Cáceres，劳动

与就业部部长，秘鲁

José Manuel Salazar Xirinachs，

国际劳工组织（ILO）负责政策事

务的副总干事，日内瓦；青年失业

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主持人

Eunice Yoon，CNBC亚洲台资深记

者，香港特别行政区

11.15 - 12.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爵士乐与即兴创作

即兴创作的艺术

我们如何从爵士乐和艺术表演的即

兴创作过程中获取灵感，从而更快

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重新学习倾听的艺术

- 发掘协作的替代模式

- 提高敏捷性和灵活性

中外爵士音乐家为大家进行五重奏

表演。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主持人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

长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新加坡国立大学

创想研究室：高密度城
市的未来——与新加坡
国立大学联合举办

城市设计领域的哪些创新能提高亚洲

高密度城市的宜居性？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制定新战略，实现资源优

化

创想2：运用技术的力量，保护城

市遗产

创想3：反思城市经济学和房地产

市场

创想4：打造适宜于开展公民对话

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空间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符育明，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副教授兼副院长，新加坡

王才强，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教授兼院长，新加坡

Ho Kong Chong，新加坡国立大学文

科暨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副教授，新加

坡

李丽珠，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亚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新加坡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2.00 - 13.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建筑思维

学习建筑师的思维

我们能从建筑师身上及其设计复杂

系统的方法方面学习到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学习抽象概念并了解其规律

- 从多种需求中培养整体思维

- 将创意概念转化成实质成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ees Christiaanse，苏黎世联邦理

工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主任，瑞

士

马岩松，MAD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兼

首席设计师，中国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主持人

Fred Guterl，《科学美国人》执行

主编，美国；复杂系统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本地跨国企业

本地的跨国企业

跨国企业如何平衡其全球发展目标和

地方社会责任的关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制定负责任的发展战略

- 建立个性化的商业模式和激励机制

- 寻找公共投资和企业优先发展领域

之间的协同效应

- 提升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效能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Yves Daccord，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总干事，日内瓦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Jawad Naji Hirzallah，巴勒斯坦贸易

与工业部长

罗德侠（Paul A. Laudicina），科尔

尼咨询公司合伙人兼名誉董事长，美

国；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海洋资源

探寻海洋资源新前沿

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如何为增

长和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资源前沿：矿物质、能源与基因

材料

- 技术前沿：具有潜在颠覆性作用

的海洋技术

- 蛋白质科学前沿：水产养殖与可

持续的渔业

- 安全前沿：海洋与海岸安全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Lee Sang Yup， 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吴厚刚，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中国

主持人

Nishan Degnarain，毛里求斯财政

和经济发展部高级经济顾问；全球

青年领袖；海洋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Marco Fiorese，The Monaco-Asia 

Society联合创始人，摩纳哥；全球

青年领袖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移动经济

全面发展移动经济

移动技术正在如何改变商业模式和消

费者行为？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挥移动银行的力量

- 移动营销和基于定位的服务

- 获取实时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李倩玲（Bessie Lee），WPP集团中

国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Lungisa Matshoba，YOCO创始人兼

首席技术官，南非；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kudelski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家族
企业

André Kudelski与新领军者社区成

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家族

企业如何抓住机遇，克服挑战，以

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ndré Kudelski，Kudelski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瑞士；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

与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

美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非洲台/创新

从投资到创新

外国投资如何释放非洲的创新和创

业潜力？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非洲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

席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 

袖；脆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Monhla Wilma Hlahla，南非工业发

展集团董事长，南非

钟建华，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 

表，中国；非洲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Bronwyn Nielsen，CNBC非洲台资深

主播兼执行总监，南非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五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4.00 - 14.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数据可视化

可视化数据的价值

信息图形设计师Nicholas Felton为大

家展示数据可视化的力量。他将自

身的生活经历编制成年谱，从而将

个人数据的量化应用提升到一个全

新的高度。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

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引言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粮食安全

保障粮食安全：势在必
行

如何向国家和区域层面推广在农业投

资、粮食生产和分配领域的创新实 

践？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小型农户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

- 资源和土地使用的创新

- 提高粮食品质和营养价值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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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Linda Yueh，BBC新闻频道首席财经

记者，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与亚洲市场：
淡出还是干预？

亚洲市场如何应对美国即将转变的

货币政策？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欧冠升（Nicolas Aguzin），摩根

大通亚太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

港特别行政区

孙玮，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联席首席

执行官兼管理委员会成员，中国

Alan Cloete，德意志银行亚太区联

席首席执行官兼集团执行委员会成

员，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

系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

学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09.00 - 10.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新闻台/东盟创新

从贸易中心向创新中心
转变

东盟地区该如何释放创新的力量，以

构建和维持富有竞争力的知识经济？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思考教育模式

- 对人力和设施进行投资

- 构建创意经济生态系统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亚洲新闻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长，

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Aireen Omar，亚洲航空公司首席执

行官，马来西亚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09.15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2020年科技展望

2020年科技展望

未来学家Marina Gorbis为我们分析

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2020年

之前重大的创新成果将如何挑战并

取代传统的研究和科学发现方法。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新经济思维研究所

创想研究室：创新经济
学——与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联合举办

经济学新思维如何才能重新驱动创

新的发展？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风险社会化和奖励私人化

创想2：运用企业创新理论

创想3：描述各国技术应用的模式

创想4：在银行、投资与创新之间

建立稳定的关系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开场致辞

Robert A. Johnson，新经济思维研究

所（INET）执行董事，美国；新经济

思维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讨论引言人

Diego Comin，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

学副教授，美国

William Lazonick，The Academic-

Industry Research Network总裁，美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Lord J. Adair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INET）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与

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美

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09.15 - 10.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厅

决策

决策的艺术与科学

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环境下，领

导者如何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探讨高度互联所带来的影响

- 探讨系统化思维模式

- 确定影响力和变革的关键推动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Yoshito Hori，GLOBIS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Globis大学校长；

Globis Capital Partners执行合伙人，

日本；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

与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

学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

策研究所所长，美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0.30 - 11.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量子信息

量子信息的飞跃式发展

沃尔夫物理学奖得主Peter Zoller为我

们揭示量子信息各学科领域的重大科

学发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中国的性别平等问题与经济增长

巾帼英雄推动经济增长

如何认识并充分发掘中国女性才能，

以提升竞争力并推动创新？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让女性承担领导和决策职能

- 打造良好环境，培育女性企业家和

创新者

- 不断为女性提供教育机会，并不断

改善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

- 比较东亚各国的不同策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Saadia Zahidi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o Yoon-Sun，性别平等与家庭

部部长，韩国

何振红，《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 

长，中国

蒋锡培，远东集团董事长，中国

谭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

中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数字鸿沟

消除数字鸿沟

随着就业机会、组织机构和市场日

益依赖数字基础设施，如何才能消

除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技能培训，适应知识经济 

- 参与公民对话

- 促进创业与就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国权，Transist公司创始人，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Njideka Harry，青年科技基金会(YTF)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尼日利亚；社

会企业家

Mario Martin，西班牙电信集团首席

战略联盟官，西班牙

Jorge Soto，D4公司创始人，墨西哥;

技术先锋

Jay Sullivan，摩斯拉公司首席运营官,

美国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思享者

Janet Longmore，数码机遇基金会

（DOT）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

大；社会企业家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就业

增强就业能力

全球青年失业人口已达7500万，但仍

有数百万个职位空缺。在此背景下，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提升劳动力的

就业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针对性的职业培训

- 最大程度地释放年轻人的创业潜力

- 发展高等教育的新模式

- 建立灵活的人才市场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Omar K. Alghanim，阿尔加尼姆实

业首席执行官，科威特；全球青年

领袖

乔杰夫（Jeffrey Joerres），万宝

盛华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

Teresa N.V. Laos Cáceres，劳动

与就业部部长，秘鲁

José Manuel Salazar Xirinachs，

国际劳工组织（ILO）负责政策事

务的副总干事，日内瓦；青年失业

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主持人

Eunice Yoon，CNBC亚洲台资深记

者，香港特别行政区

11.15 - 12.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爵士乐与即兴创作

即兴创作的艺术

我们如何从爵士乐和艺术表演的即

兴创作过程中获取灵感，从而更快

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重新学习倾听的艺术

- 发掘协作的替代模式

- 提高敏捷性和灵活性

中外爵士音乐家为大家进行五重奏

表演。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主持人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

长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新加坡国立大学

创想研究室：高密度城
市的未来——与新加坡
国立大学联合举办

城市设计领域的哪些创新能提高亚洲

高密度城市的宜居性？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制定新战略，实现资源优

化

创想2：运用技术的力量，保护城

市遗产

创想3：反思城市经济学和房地产

市场

创想4：打造适宜于开展公民对话

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空间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符育明，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副教授兼副院长，新加坡

王才强，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教授兼院长，新加坡

Ho Kong Chong，新加坡国立大学文

科暨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副教授，新加

坡

李丽珠，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亚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新加坡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2.00 - 13.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建筑思维

学习建筑师的思维

我们能从建筑师身上及其设计复杂

系统的方法方面学习到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学习抽象概念并了解其规律

- 从多种需求中培养整体思维

- 将创意概念转化成实质成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ees Christiaanse，苏黎世联邦理

工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主任，瑞

士

马岩松，MAD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兼

首席设计师，中国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主持人

Fred Guterl，《科学美国人》执行

主编，美国；复杂系统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本地跨国企业

本地的跨国企业

跨国企业如何平衡其全球发展目标和

地方社会责任的关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制定负责任的发展战略

- 建立个性化的商业模式和激励机制

- 寻找公共投资和企业优先发展领域

之间的协同效应

- 提升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效能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Yves Daccord，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总干事，日内瓦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Jawad Naji Hirzallah，巴勒斯坦贸易

与工业部长

罗德侠（Paul A. Laudicina），科尔

尼咨询公司合伙人兼名誉董事长，美

国；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海洋资源

探寻海洋资源新前沿

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如何为增

长和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资源前沿：矿物质、能源与基因

材料

- 技术前沿：具有潜在颠覆性作用

的海洋技术

- 蛋白质科学前沿：水产养殖与可

持续的渔业

- 安全前沿：海洋与海岸安全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Lee Sang Yup， 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吴厚刚，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中国

主持人

Nishan Degnarain，毛里求斯财政

和经济发展部高级经济顾问；全球

青年领袖；海洋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Marco Fiorese，The Monaco-Asia 

Society联合创始人，摩纳哥；全球

青年领袖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移动经济

全面发展移动经济

移动技术正在如何改变商业模式和消

费者行为？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挥移动银行的力量

- 移动营销和基于定位的服务

- 获取实时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李倩玲（Bessie Lee），WPP集团中

国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Lungisa Matshoba，YOCO创始人兼

首席技术官，南非；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kudelski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家族
企业

André Kudelski与新领军者社区成

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家族

企业如何抓住机遇，克服挑战，以

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ndré Kudelski，Kudelski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瑞士；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

与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

美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非洲台/创新

从投资到创新

外国投资如何释放非洲的创新和创

业潜力？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非洲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

席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 

袖；脆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Monhla Wilma Hlahla，南非工业发

展集团董事长，南非

钟建华，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 

表，中国；非洲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Bronwyn Nielsen，CNBC非洲台资深

主播兼执行总监，南非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五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4.00 - 14.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数据可视化

可视化数据的价值

信息图形设计师Nicholas Felton为大

家展示数据可视化的力量。他将自

身的生活经历编制成年谱，从而将

个人数据的量化应用提升到一个全

新的高度。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

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引言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粮食安全

保障粮食安全：势在必
行

如何向国家和区域层面推广在农业投

资、粮食生产和分配领域的创新实 

践？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小型农户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

- 资源和土地使用的创新

- 提高粮食品质和营养价值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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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Linda Yueh，BBC新闻频道首席财经

记者，英国

09.00 - 10.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与亚洲市场：
淡出还是干预？

亚洲市场如何应对美国即将转变的

货币政策？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欧冠升（Nicolas Aguzin），摩根

大通亚太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

港特别行政区

孙玮，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联席首席

执行官兼管理委员会成员，中国

Alan Cloete，德意志银行亚太区联

席首席执行官兼集团执行委员会成

员，香港特别行政区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货币体

系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所长，美国；国际货币体系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

学教授，荷兰；财政可持续性全球

议程理事会理事

09.00 - 10.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亚洲新闻台/东盟创新

从贸易中心向创新中心
转变

东盟地区该如何释放创新的力量，以

构建和维持富有竞争力的知识经济？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新思考教育模式

- 对人力和设施进行投资

- 构建创意经济生态系统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亚洲新闻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长，

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新兴的跨国

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Aireen Omar，亚洲航空公司首席执

行官，马来西亚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

坡国立大学校长，新加坡；未来大学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

辑兼主播，新加坡

09.15 - 10.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2020年科技展望

2020年科技展望

未来学家Marina Gorbis为我们分析

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2020年

之前重大的创新成果将如何挑战并

取代传统的研究和科学发现方法。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Marina Gorbis，未来学院 (IFTF) 

执行董事，美国

09.15 - 10.3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

厅

创想研究室/新经济思维研究所

创想研究室：创新经济
学——与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联合举办

经济学新思维如何才能重新驱动创

新的发展？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

探讨和辩论：

创想1：风险社会化和奖励私人化

创想2：运用企业创新理论

创想3：描述各国技术应用的模式

创想4：在银行、投资与创新之间

建立稳定的关系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开场致辞

Robert A. Johnson，新经济思维研究

所（INET）执行董事，美国；新经济

思维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讨论引言人

Diego Comin，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

学副教授，美国

William Lazonick，The Academic-

Industry Research Network总裁，美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Lord J. Adair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

究所（INET）高级研究员，英国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与

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美

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09.15 - 10.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厅

决策

决策的艺术与科学

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环境下，领

导者如何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探讨高度互联所带来的影响

- 探讨系统化思维模式

- 确定影响力和变革的关键推动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Albert-Laszlo Barabasi，复杂网络研

究中心(CCNR) 主任，美国；复杂系

统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Yoshito Hori，GLOBIS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Globis大学校长；

Globis Capital Partners执行合伙人，

日本；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

与公共事务教授，美国

主持人

Dennis Meadows，新罕布什尔大

学系统管理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政

策研究所所长，美国

10.00 - 10.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0.30 - 11.1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量子信息

量子信息的飞跃式发展

沃尔夫物理学奖得主Peter Zoller为我

们揭示量子信息各学科领域的重大科

学发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Peter Zoller，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奥地利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中国的性别平等问题与经济增长

巾帼英雄推动经济增长

如何认识并充分发掘中国女性才能，

以提升竞争力并推动创新？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让女性承担领导和决策职能

- 打造良好环境，培育女性企业家和

创新者

- 不断为女性提供教育机会，并不断

改善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

- 比较东亚各国的不同策略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Saadia Zahidi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情

况。

本场会议为汉语场次，将提供英语

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o Yoon-Sun，性别平等与家庭

部部长，韩国

何振红，《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 

长，中国

蒋锡培，远东集团董事长，中国

谭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

中国

主持人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编导兼主持 

人，中国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数字鸿沟

消除数字鸿沟

随着就业机会、组织机构和市场日

益依赖数字基础设施，如何才能消

除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技能培训，适应知识经济 

- 参与公民对话

- 促进创业与就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陈国权，Transist公司创始人，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Njideka Harry，青年科技基金会(YTF)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尼日利亚；社

会企业家

Mario Martin，西班牙电信集团首席

战略联盟官，西班牙

Jorge Soto，D4公司创始人，墨西哥;

技术先锋

Jay Sullivan，摩斯拉公司首席运营官,

美国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思享者

Janet Longmore，数码机遇基金会

（DOT）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

大；社会企业家

10.30 - 11.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就业

增强就业能力

全球青年失业人口已达7500万，但仍

有数百万个职位空缺。在此背景下，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提升劳动力的

就业能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针对性的职业培训

- 最大程度地释放年轻人的创业潜力

- 发展高等教育的新模式

- 建立灵活的人才市场框架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Omar K. Alghanim，阿尔加尼姆实

业首席执行官，科威特；全球青年

领袖

乔杰夫（Jeffrey Joerres），万宝

盛华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

Teresa N.V. Laos Cáceres，劳动

与就业部部长，秘鲁

José Manuel Salazar Xirinachs，

国际劳工组织（ILO）负责政策事

务的副总干事，日内瓦；青年失业

问题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Zach Sims，Codecademy网站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美国；技术

先锋

主持人

Eunice Yoon，CNBC亚洲台资深记

者，香港特别行政区

11.15 - 12.45  研讨工作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2号

厅

爵士乐与即兴创作

即兴创作的艺术

我们如何从爵士乐和艺术表演的即

兴创作过程中获取灵感，从而更快

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会议目标：

- 重新学习倾听的艺术

- 发掘协作的替代模式

- 提高敏捷性和灵活性

中外爵士音乐家为大家进行五重奏

表演。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主持人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

长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11.45 - 13.00  创想研究室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创想研究室1号厅

创想研究室/新加坡国立大学

创想研究室：高密度城
市的未来——与新加坡
国立大学联合举办

城市设计领域的哪些创新能提高亚洲

高密度城市的宜居性？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

讨和辩论：

创想1：制定新战略，实现资源优

化

创想2：运用技术的力量，保护城

市遗产

创想3：反思城市经济学和房地产

市场

创想4：打造适宜于开展公民对话

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空间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符育明，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副教授兼副院长，新加坡

王才强，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教授兼院长，新加坡

Ho Kong Chong，新加坡国立大学文

科暨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副教授，新加

坡

李丽珠，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

学院亚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新加坡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

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国

12.00 - 13.0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建筑思维

学习建筑师的思维

我们能从建筑师身上及其设计复杂

系统的方法方面学习到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学习抽象概念并了解其规律

- 从多种需求中培养整体思维

- 将创意概念转化成实质成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ees Christiaanse，苏黎世联邦理

工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主任，瑞

士

马岩松，MAD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兼

首席设计师，中国

Wolf D. Prix，蓝天组建筑设计事务

所建筑师、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

兼首席执行官，奥地利

主持人

Fred Guterl，《科学美国人》执行

主编，美国；复杂系统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本地跨国企业

本地的跨国企业

跨国企业如何平衡其全球发展目标和

地方社会责任的关系？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制定负责任的发展战略

- 建立个性化的商业模式和激励机制

- 寻找公共投资和企业优先发展领域

之间的协同效应

- 提升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效能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Yves Daccord，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总干事，日内瓦 

Augie K.Fabela II，VimpelCom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荷兰；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Jawad Naji Hirzallah，巴勒斯坦贸易

与工业部长

罗德侠（Paul A. Laudicina），科尔

尼咨询公司合伙人兼名誉董事长，美

国；领导力新模式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主持人

Annie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

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金融学副教 

授，新加坡；东南亚事务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海洋资源

探寻海洋资源新前沿

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如何为增

长和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资源前沿：矿物质、能源与基因

材料

- 技术前沿：具有潜在颠覆性作用

的海洋技术

- 蛋白质科学前沿：水产养殖与可

持续的渔业

- 安全前沿：海洋与海岸安全风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Lee Sang Yup， 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吴厚刚，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中国

主持人

Nishan Degnarain，毛里求斯财政

和经济发展部高级经济顾问；全球

青年领袖；海洋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思享者

Marco Fiorese，The Monaco-Asia 

Society联合创始人，摩纳哥；全球

青年领袖

12.00 - 13.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移动经济

全面发展移动经济

移动技术正在如何改变商业模式和消

费者行为？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发挥移动银行的力量

- 移动营销和基于定位的服务

- 获取实时信息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Jonathan Jackson，Dimagi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李倩玲（Bessie Lee），WPP集团中

国首席执行官，中国 

林宇，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中国

Lungisa Matshoba，YOCO创始人兼

首席技术官，南非；全球杰出青年

主持人

David Kirkpatrick，Techonomy Medi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经济

学家，美国

12.00 - 12.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kudelski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家族
企业

André Kudelski与新领军者社区成

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家族

企业如何抓住机遇，克服挑战，以

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André Kudelski，Kudelski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瑞士；2013年新

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

与创业学Michael Dingman教席教授,

美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12.00 - 13.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cnbc非洲台/创新

从投资到创新

外国投资如何释放非洲的创新和创

业潜力？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CNBC

非洲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

会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

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

网络直播。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

席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 

袖；脆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Deborah Bräutigam，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

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

政治学教授，美国

Monhla Wilma Hlahla，南非工业发

展集团董事长，南非

钟建华，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 

表，中国；非洲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

理事

主持人

Bronwyn Nielsen，CNBC非洲台资深

主播兼执行总监，南非

13.00 - 14.0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星期五午餐

社区午餐

诚邀各位嘉宾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内的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13.30 - 14.0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

覆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 

流。这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

术、新型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

展示创新的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

官，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 

员，巴西；技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

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

织（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 

官，美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

技术先锋

14.00 - 14.45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数据可视化

可视化数据的价值

信息图形设计师Nicholas Felton为大

家展示数据可视化的力量。他将自

身的生活经历编制成年谱，从而将

个人数据的量化应用提升到一个全

新的高度。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Nicholas Felton，The Office of Feltron

数据可视化专家，美国

引言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

董事兼通讯与媒体事务负责人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粮食安全

保障粮食安全：势在必
行

如何向国家和区域层面推广在农业投

资、粮食生产和分配领域的创新实 

践？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小型农户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

- 资源和土地使用的创新

- 提高粮食品质和营养价值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Kátia Abreu，全国农畜业联盟(CNA) 

总裁，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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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可为（Roland Decorvet），雀巢

（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中国

K. Siddaramaiah，卡纳塔克邦首席

部长，印度

谢白曼（Feike Sijbesma），皇家帝

斯曼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荷 

兰；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im Hanstad，Landesa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城市竞争力

打造城市竞争力

在世界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城市的

背景下，各城市如何推动可持续的

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设智慧型基础设施

- 保障粮食、水资源和能源安全

- 建立卓越中心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Jennifer Blanke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法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arles Beer，日内瓦州政府委员,

瑞士

Ernst Ligteringen，全球报告倡议

组织（GRI）首席执行官，荷兰；

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晓光，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中国

吕凯闻, 世界银行集团多边投资担

保机构亚太区总裁，新加坡；全球

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安德鲁·意利

品牌营销的艺术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与新领

军者社区的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

家了解如何把艺术、美学和特色结合

在一起，创造独特的品牌体验。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利

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利；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arita Nayyar，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

部执行董事、消费品行业负责人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彭博社/经济展望

全球经济展望：亚洲视
角

全球经济复苏的强劲程度如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量化宽松”政策进入最后阶段

- 中国信贷市场的未来

- 潜在的全球性冲击

- 一些区域性指标喜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彭博电视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北尾吉孝，SBI控股株式会社董事

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懿宸，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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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Susan Li， 彭博电视台主持人，香

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30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解决方案/循环经济

实践中的循环经济

领先机构正在如何实践“循环”经

济原则？

会议目标：

- 评估各种推动因素和激励措施

- 反思物质流

- 探讨从消费者向使用者身份的转

变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mie Butterworth，Ellen MacAr-

thur Foundation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英国

Alexander Collot d'Escury，Desso

集团首席执行官，荷兰

彭莱（Peter Lacy），埃森哲公司亚

太地区可持续性业务董事总经理，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王铁，艺康（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高

级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中国

主持人

Dominic Waughray，世界经济论坛

资深总监兼环境项目负责人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官,

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

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员，巴西；技

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执

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织

（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官，美

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技术

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游戏

游戏中的制胜战略

科学将向我们证明游戏能给我们的

实际生活带来哪些好处。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

理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

教授，瑞士

Alan Gershenfeld，E-Line 传媒公

司创始人兼总裁，美国

尚俊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 

长，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创业生态系统

建立创业生态系统

导致创业生态系统形成和发展的驱

动力是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初期融资

- 制定有利于投资的法律和税收政

策

- 加速器与孵化器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Iyinoluwa Aboyeji，Fora公司首席

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青年

Orlando Ayala，微软公司新兴市场

主席，美国；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黄孟复，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名誉

主席，中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Kristin Peterson，Inveneo公司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

家

主持人

Krisztina “Z” Holly，国家咨询委员会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顾问，美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解决方案/社会创新

推动亚洲的社会创新

亚洲的新一代企业家如何引导创新，

促进社会发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构建跨行业、跨地区的社会创新

者网络

- 促使决策者参与制定优先发展战

略和激励措施

- 推动开展社会性投资和研发项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Virginia Cha，新加坡国立大学系

统科学院研究与创新系主任，新加

坡；“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Jonathan Hursh，INCLUDED创始人

兼执行董事，中国；社会企业家

钱威廉（William Schoenfeld），

亚太置地创始人兼总裁，香港特别

行政区

Arbind Singh，Nidan公司执行董事,

印度；社会企业家

汤敏，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

主持人

Sarah Mavrinac，aidha公司创始人,

阿联酋；社会企业家

15.30 - 16.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柯爱伦

科学对创新的推动作用

柯爱伦（Ellen Kullman）与大家分

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市场驱动

下的科学如何帮助企业和社会取得

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任善可（Shanker Ramamurthy）,

汤森路透全球增长与运营业务总 

裁，美国

16.45 - 18.00   闭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推动创新，走向未来

推动创新，走向未来

新领军者针对那些推动未来全球增长

的创新成果，分享各自的期望、愿景

和预测。

中外音乐家共同为大家现场演奏爵士

乐。

本场会议期间，您可以通过移动设备

发送邮件至innovatefuture@wef.ch，

提出问题或者分享看法；您也可以登

录Twitter，就#未来创新#这一话题

发表博客。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席

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袖；脆

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官,

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科

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技术先

锋

和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长

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18.00 - 18.10  闭幕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闭幕致辞

闭幕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曲晓飞，大连市副市长，中国

任学锋，天津市副市长，中国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18.10 - 19.00  招待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欢送招待会

欢送招待会

由大连市政府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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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可为（Roland Decorvet），雀巢

（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中国

K. Siddaramaiah，卡纳塔克邦首席

部长，印度

谢白曼（Feike Sijbesma），皇家帝

斯曼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荷 

兰；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im Hanstad，Landesa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城市竞争力

打造城市竞争力

在世界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城市的

背景下，各城市如何推动可持续的

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设智慧型基础设施

- 保障粮食、水资源和能源安全

- 建立卓越中心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Jennifer Blanke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法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arles Beer，日内瓦州政府委员,

瑞士

Ernst Ligteringen，全球报告倡议

组织（GRI）首席执行官，荷兰；

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晓光，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中国

吕凯闻, 世界银行集团多边投资担

保机构亚太区总裁，新加坡；全球

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安德鲁·意利

品牌营销的艺术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与新领

军者社区的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

家了解如何把艺术、美学和特色结合

在一起，创造独特的品牌体验。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利

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利；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arita Nayyar，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

部执行董事、消费品行业负责人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彭博社/经济展望

全球经济展望：亚洲视
角

全球经济复苏的强劲程度如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量化宽松”政策进入最后阶段

- 中国信贷市场的未来

- 潜在的全球性冲击

- 一些区域性指标喜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彭博电视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北尾吉孝，SBI控股株式会社董事

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懿宸，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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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Susan Li， 彭博电视台主持人，香

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30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解决方案/循环经济

实践中的循环经济

领先机构正在如何实践“循环”经

济原则？

会议目标：

- 评估各种推动因素和激励措施

- 反思物质流

- 探讨从消费者向使用者身份的转

变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mie Butterworth，Ellen MacAr-

thur Foundation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英国

Alexander Collot d'Escury，Desso

集团首席执行官，荷兰

彭莱（Peter Lacy），埃森哲公司亚

太地区可持续性业务董事总经理，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王铁，艺康（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高

级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中国

主持人

Dominic Waughray，世界经济论坛

资深总监兼环境项目负责人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官,

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

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员，巴西；技

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执

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织

（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官，美

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技术

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游戏

游戏中的制胜战略

科学将向我们证明游戏能给我们的

实际生活带来哪些好处。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

理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

教授，瑞士

Alan Gershenfeld，E-Line 传媒公

司创始人兼总裁，美国

尚俊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 

长，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创业生态系统

建立创业生态系统

导致创业生态系统形成和发展的驱

动力是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初期融资

- 制定有利于投资的法律和税收政

策

- 加速器与孵化器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Iyinoluwa Aboyeji，Fora公司首席

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青年

Orlando Ayala，微软公司新兴市场

主席，美国；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黄孟复，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名誉

主席，中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Kristin Peterson，Inveneo公司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

家

主持人

Krisztina “Z” Holly，国家咨询委员会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顾问，美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解决方案/社会创新

推动亚洲的社会创新

亚洲的新一代企业家如何引导创新，

促进社会发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构建跨行业、跨地区的社会创新

者网络

- 促使决策者参与制定优先发展战

略和激励措施

- 推动开展社会性投资和研发项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Virginia Cha，新加坡国立大学系

统科学院研究与创新系主任，新加

坡；“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Jonathan Hursh，INCLUDED创始人

兼执行董事，中国；社会企业家

钱威廉（William Schoenfeld），

亚太置地创始人兼总裁，香港特别

行政区

Arbind Singh，Nidan公司执行董事,

印度；社会企业家

汤敏，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

主持人

Sarah Mavrinac，aidha公司创始人,

阿联酋；社会企业家

15.30 - 16.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柯爱伦

科学对创新的推动作用

柯爱伦（Ellen Kullman）与大家分

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市场驱动

下的科学如何帮助企业和社会取得

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任善可（Shanker Ramamurthy）,

汤森路透全球增长与运营业务总 

裁，美国

16.45 - 18.00   闭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推动创新，走向未来

推动创新，走向未来

新领军者针对那些推动未来全球增长

的创新成果，分享各自的期望、愿景

和预测。

中外音乐家共同为大家现场演奏爵士

乐。

本场会议期间，您可以通过移动设备

发送邮件至innovatefuture@wef.ch，

提出问题或者分享看法；您也可以登

录Twitter，就#未来创新#这一话题

发表博客。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席

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袖；脆

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官,

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科

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技术先

锋

和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长

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18.00 - 18.10  闭幕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闭幕致辞

闭幕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曲晓飞，大连市副市长，中国

任学锋，天津市副市长，中国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18.10 - 19.00  招待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欢送招待会

欢送招待会

由大连市政府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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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可为（Roland Decorvet），雀巢

（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中国

K. Siddaramaiah，卡纳塔克邦首席

部长，印度

谢白曼（Feike Sijbesma），皇家帝

斯曼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荷 

兰；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im Hanstad，Landesa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城市竞争力

打造城市竞争力

在世界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城市的

背景下，各城市如何推动可持续的

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设智慧型基础设施

- 保障粮食、水资源和能源安全

- 建立卓越中心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Jennifer Blanke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法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arles Beer，日内瓦州政府委员,

瑞士

Ernst Ligteringen，全球报告倡议

组织（GRI）首席执行官，荷兰；

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晓光，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中国

吕凯闻, 世界银行集团多边投资担

保机构亚太区总裁，新加坡；全球

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安德鲁·意利

品牌营销的艺术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与新领

军者社区的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

家了解如何把艺术、美学和特色结合

在一起，创造独特的品牌体验。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利

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利；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arita Nayyar，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

部执行董事、消费品行业负责人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彭博社/经济展望

全球经济展望：亚洲视
角

全球经济复苏的强劲程度如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量化宽松”政策进入最后阶段

- 中国信贷市场的未来

- 潜在的全球性冲击

- 一些区域性指标喜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彭博电视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北尾吉孝，SBI控股株式会社董事

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懿宸，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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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Susan Li， 彭博电视台主持人，香

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30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解决方案/循环经济

实践中的循环经济

领先机构正在如何实践“循环”经

济原则？

会议目标：

- 评估各种推动因素和激励措施

- 反思物质流

- 探讨从消费者向使用者身份的转

变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mie Butterworth，Ellen MacAr-

thur Foundation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英国

Alexander Collot d'Escury，Desso

集团首席执行官，荷兰

彭莱（Peter Lacy），埃森哲公司亚

太地区可持续性业务董事总经理，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王铁，艺康（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高

级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中国

主持人

Dominic Waughray，世界经济论坛

资深总监兼环境项目负责人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官,

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

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员，巴西；技

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执

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织

（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官，美

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技术

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游戏

游戏中的制胜战略

科学将向我们证明游戏能给我们的

实际生活带来哪些好处。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

理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

教授，瑞士

Alan Gershenfeld，E-Line 传媒公

司创始人兼总裁，美国

尚俊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 

长，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创业生态系统

建立创业生态系统

导致创业生态系统形成和发展的驱

动力是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初期融资

- 制定有利于投资的法律和税收政

策

- 加速器与孵化器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Iyinoluwa Aboyeji，Fora公司首席

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青年

Orlando Ayala，微软公司新兴市场

主席，美国；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黄孟复，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名誉

主席，中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Kristin Peterson，Inveneo公司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

家

主持人

Krisztina “Z” Holly，国家咨询委员会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顾问，美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解决方案/社会创新

推动亚洲的社会创新

亚洲的新一代企业家如何引导创新，

促进社会发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构建跨行业、跨地区的社会创新

者网络

- 促使决策者参与制定优先发展战

略和激励措施

- 推动开展社会性投资和研发项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Virginia Cha，新加坡国立大学系

统科学院研究与创新系主任，新加

坡；“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Jonathan Hursh，INCLUDED创始人

兼执行董事，中国；社会企业家

钱威廉（William Schoenfeld），

亚太置地创始人兼总裁，香港特别

行政区

Arbind Singh，Nidan公司执行董事,

印度；社会企业家

汤敏，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

主持人

Sarah Mavrinac，aidha公司创始人,

阿联酋；社会企业家

15.30 - 16.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柯爱伦

科学对创新的推动作用

柯爱伦（Ellen Kullman）与大家分

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市场驱动

下的科学如何帮助企业和社会取得

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任善可（Shanker Ramamurthy）,

汤森路透全球增长与运营业务总 

裁，美国

16.45 - 18.00   闭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推动创新，走向未来

推动创新，走向未来

新领军者针对那些推动未来全球增长

的创新成果，分享各自的期望、愿景

和预测。

中外音乐家共同为大家现场演奏爵士

乐。

本场会议期间，您可以通过移动设备

发送邮件至innovatefuture@wef.ch，

提出问题或者分享看法；您也可以登

录Twitter，就#未来创新#这一话题

发表博客。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席

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袖；脆

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官,

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科

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技术先

锋

和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长

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18.00 - 18.10  闭幕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闭幕致辞

闭幕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曲晓飞，大连市副市长，中国

任学锋，天津市副市长，中国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18.10 - 19.00  招待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欢送招待会

欢送招待会

由大连市政府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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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可为（Roland Decorvet），雀巢

（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中国

K. Siddaramaiah，卡纳塔克邦首席

部长，印度

谢白曼（Feike Sijbesma），皇家帝

斯曼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荷 

兰；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im Hanstad，Landesa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城市竞争力

打造城市竞争力

在世界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城市的

背景下，各城市如何推动可持续的

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设智慧型基础设施

- 保障粮食、水资源和能源安全

- 建立卓越中心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Jennifer Blanke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法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arles Beer，日内瓦州政府委员,

瑞士

Ernst Ligteringen，全球报告倡议

组织（GRI）首席执行官，荷兰；

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晓光，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中国

吕凯闻, 世界银行集团多边投资担

保机构亚太区总裁，新加坡；全球

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安德鲁·意利

品牌营销的艺术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与新领

军者社区的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

家了解如何把艺术、美学和特色结合

在一起，创造独特的品牌体验。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利

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利；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arita Nayyar，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

部执行董事、消费品行业负责人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彭博社/经济展望

全球经济展望：亚洲视
角

全球经济复苏的强劲程度如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量化宽松”政策进入最后阶段

- 中国信贷市场的未来

- 潜在的全球性冲击

- 一些区域性指标喜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彭博电视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北尾吉孝，SBI控股株式会社董事

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懿宸，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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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Susan Li， 彭博电视台主持人，香

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30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解决方案/循环经济

实践中的循环经济

领先机构正在如何实践“循环”经

济原则？

会议目标：

- 评估各种推动因素和激励措施

- 反思物质流

- 探讨从消费者向使用者身份的转

变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mie Butterworth，Ellen MacAr-

thur Foundation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英国

Alexander Collot d'Escury，Desso

集团首席执行官，荷兰

彭莱（Peter Lacy），埃森哲公司亚

太地区可持续性业务董事总经理，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王铁，艺康（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高

级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中国

主持人

Dominic Waughray，世界经济论坛

资深总监兼环境项目负责人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官,

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

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员，巴西；技

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执

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织

（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官，美

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技术

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游戏

游戏中的制胜战略

科学将向我们证明游戏能给我们的

实际生活带来哪些好处。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

理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

教授，瑞士

Alan Gershenfeld，E-Line 传媒公

司创始人兼总裁，美国

尚俊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 

长，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创业生态系统

建立创业生态系统

导致创业生态系统形成和发展的驱

动力是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初期融资

- 制定有利于投资的法律和税收政

策

- 加速器与孵化器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Iyinoluwa Aboyeji，Fora公司首席

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青年

Orlando Ayala，微软公司新兴市场

主席，美国；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黄孟复，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名誉

主席，中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Kristin Peterson，Inveneo公司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

家

主持人

Krisztina “Z” Holly，国家咨询委员会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顾问，美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解决方案/社会创新

推动亚洲的社会创新

亚洲的新一代企业家如何引导创新，

促进社会发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构建跨行业、跨地区的社会创新

者网络

- 促使决策者参与制定优先发展战

略和激励措施

- 推动开展社会性投资和研发项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Virginia Cha，新加坡国立大学系

统科学院研究与创新系主任，新加

坡；“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Jonathan Hursh，INCLUDED创始人

兼执行董事，中国；社会企业家

钱威廉（William Schoenfeld），

亚太置地创始人兼总裁，香港特别

行政区

Arbind Singh，Nidan公司执行董事,

印度；社会企业家

汤敏，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

主持人

Sarah Mavrinac，aidha公司创始人,

阿联酋；社会企业家

15.30 - 16.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柯爱伦

科学对创新的推动作用

柯爱伦（Ellen Kullman）与大家分

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市场驱动

下的科学如何帮助企业和社会取得

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任善可（Shanker Ramamurthy）,

汤森路透全球增长与运营业务总 

裁，美国

16.45 - 18.00   闭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推动创新，走向未来

推动创新，走向未来

新领军者针对那些推动未来全球增长

的创新成果，分享各自的期望、愿景

和预测。

中外音乐家共同为大家现场演奏爵士

乐。

本场会议期间，您可以通过移动设备

发送邮件至innovatefuture@wef.ch，

提出问题或者分享看法；您也可以登

录Twitter，就#未来创新#这一话题

发表博客。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席

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袖；脆

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官,

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科

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技术先

锋

和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长

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18.00 - 18.10  闭幕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闭幕致辞

闭幕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曲晓飞，大连市副市长，中国

任学锋，天津市副市长，中国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18.10 - 19.00  招待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欢送招待会

欢送招待会

由大连市政府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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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可为（Roland Decorvet），雀巢

（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中国

K. Siddaramaiah，卡纳塔克邦首席

部长，印度

谢白曼（Feike Sijbesma），皇家帝

斯曼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荷 

兰；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im Hanstad，Landesa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城市竞争力

打造城市竞争力

在世界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城市的

背景下，各城市如何推动可持续的

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设智慧型基础设施

- 保障粮食、水资源和能源安全

- 建立卓越中心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Jennifer Blanke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法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arles Beer，日内瓦州政府委员,

瑞士

Ernst Ligteringen，全球报告倡议

组织（GRI）首席执行官，荷兰；

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晓光，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中国

吕凯闻, 世界银行集团多边投资担

保机构亚太区总裁，新加坡；全球

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安德鲁·意利

品牌营销的艺术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与新领

军者社区的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

家了解如何把艺术、美学和特色结合

在一起，创造独特的品牌体验。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利

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利；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arita Nayyar，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

部执行董事、消费品行业负责人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彭博社/经济展望

全球经济展望：亚洲视
角

全球经济复苏的强劲程度如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量化宽松”政策进入最后阶段

- 中国信贷市场的未来

- 潜在的全球性冲击

- 一些区域性指标喜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彭博电视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北尾吉孝，SBI控股株式会社董事

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懿宸，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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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Susan Li， 彭博电视台主持人，香

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30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解决方案/循环经济

实践中的循环经济

领先机构正在如何实践“循环”经

济原则？

会议目标：

- 评估各种推动因素和激励措施

- 反思物质流

- 探讨从消费者向使用者身份的转

变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mie Butterworth，Ellen MacAr-

thur Foundation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英国

Alexander Collot d'Escury，Desso

集团首席执行官，荷兰

彭莱（Peter Lacy），埃森哲公司亚

太地区可持续性业务董事总经理，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王铁，艺康（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高

级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中国

主持人

Dominic Waughray，世界经济论坛

资深总监兼环境项目负责人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官,

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

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员，巴西；技

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执

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织

（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官，美

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技术

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游戏

游戏中的制胜战略

科学将向我们证明游戏能给我们的

实际生活带来哪些好处。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

理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

教授，瑞士

Alan Gershenfeld，E-Line 传媒公

司创始人兼总裁，美国

尚俊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 

长，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创业生态系统

建立创业生态系统

导致创业生态系统形成和发展的驱

动力是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初期融资

- 制定有利于投资的法律和税收政

策

- 加速器与孵化器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Iyinoluwa Aboyeji，Fora公司首席

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青年

Orlando Ayala，微软公司新兴市场

主席，美国；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黄孟复，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名誉

主席，中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Kristin Peterson，Inveneo公司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

家

主持人

Krisztina “Z” Holly，国家咨询委员会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顾问，美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解决方案/社会创新

推动亚洲的社会创新

亚洲的新一代企业家如何引导创新，

促进社会发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构建跨行业、跨地区的社会创新

者网络

- 促使决策者参与制定优先发展战

略和激励措施

- 推动开展社会性投资和研发项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Virginia Cha，新加坡国立大学系

统科学院研究与创新系主任，新加

坡；“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Jonathan Hursh，INCLUDED创始人

兼执行董事，中国；社会企业家

钱威廉（William Schoenfeld），

亚太置地创始人兼总裁，香港特别

行政区

Arbind Singh，Nidan公司执行董事,

印度；社会企业家

汤敏，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

主持人

Sarah Mavrinac，aidha公司创始人,

阿联酋；社会企业家

15.30 - 16.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柯爱伦

科学对创新的推动作用

柯爱伦（Ellen Kullman）与大家分

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市场驱动

下的科学如何帮助企业和社会取得

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任善可（Shanker Ramamurthy）,

汤森路透全球增长与运营业务总 

裁，美国

16.45 - 18.00   闭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推动创新，走向未来

推动创新，走向未来

新领军者针对那些推动未来全球增长

的创新成果，分享各自的期望、愿景

和预测。

中外音乐家共同为大家现场演奏爵士

乐。

本场会议期间，您可以通过移动设备

发送邮件至innovatefuture@wef.ch，

提出问题或者分享看法；您也可以登

录Twitter，就#未来创新#这一话题

发表博客。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席

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袖；脆

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官,

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科

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技术先

锋

和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长

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18.00 - 18.10  闭幕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闭幕致辞

闭幕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曲晓飞，大连市副市长，中国

任学锋，天津市副市长，中国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18.10 - 19.00  招待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欢送招待会

欢送招待会

由大连市政府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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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可为（Roland Decorvet），雀巢

（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中国

K. Siddaramaiah，卡纳塔克邦首席

部长，印度

谢白曼（Feike Sijbesma），皇家帝

斯曼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荷 

兰；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im Hanstad，Landesa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城市竞争力

打造城市竞争力

在世界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城市的

背景下，各城市如何推动可持续的

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设智慧型基础设施

- 保障粮食、水资源和能源安全

- 建立卓越中心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Jennifer Blanke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法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arles Beer，日内瓦州政府委员,

瑞士

Ernst Ligteringen，全球报告倡议

组织（GRI）首席执行官，荷兰；

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晓光，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中国

吕凯闻, 世界银行集团多边投资担

保机构亚太区总裁，新加坡；全球

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安德鲁·意利

品牌营销的艺术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与新领

军者社区的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

家了解如何把艺术、美学和特色结合

在一起，创造独特的品牌体验。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利

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利；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arita Nayyar，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

部执行董事、消费品行业负责人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彭博社/经济展望

全球经济展望：亚洲视
角

全球经济复苏的强劲程度如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量化宽松”政策进入最后阶段

- 中国信贷市场的未来

- 潜在的全球性冲击

- 一些区域性指标喜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彭博电视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北尾吉孝，SBI控股株式会社董事

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懿宸，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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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Susan Li， 彭博电视台主持人，香

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30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解决方案/循环经济

实践中的循环经济

领先机构正在如何实践“循环”经

济原则？

会议目标：

- 评估各种推动因素和激励措施

- 反思物质流

- 探讨从消费者向使用者身份的转

变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mie Butterworth，Ellen MacAr-

thur Foundation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英国

Alexander Collot d'Escury，Desso

集团首席执行官，荷兰

彭莱（Peter Lacy），埃森哲公司亚

太地区可持续性业务董事总经理，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王铁，艺康（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高

级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中国

主持人

Dominic Waughray，世界经济论坛

资深总监兼环境项目负责人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官,

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

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员，巴西；技

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执

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织

（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官，美

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技术

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游戏

游戏中的制胜战略

科学将向我们证明游戏能给我们的

实际生活带来哪些好处。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

理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

教授，瑞士

Alan Gershenfeld，E-Line 传媒公

司创始人兼总裁，美国

尚俊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 

长，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创业生态系统

建立创业生态系统

导致创业生态系统形成和发展的驱

动力是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初期融资

- 制定有利于投资的法律和税收政

策

- 加速器与孵化器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Iyinoluwa Aboyeji，Fora公司首席

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青年

Orlando Ayala，微软公司新兴市场

主席，美国；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黄孟复，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名誉

主席，中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Kristin Peterson，Inveneo公司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

家

主持人

Krisztina “Z” Holly，国家咨询委员会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顾问，美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解决方案/社会创新

推动亚洲的社会创新

亚洲的新一代企业家如何引导创新，

促进社会发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构建跨行业、跨地区的社会创新

者网络

- 促使决策者参与制定优先发展战

略和激励措施

- 推动开展社会性投资和研发项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Virginia Cha，新加坡国立大学系

统科学院研究与创新系主任，新加

坡；“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Jonathan Hursh，INCLUDED创始人

兼执行董事，中国；社会企业家

钱威廉（William Schoenfeld），

亚太置地创始人兼总裁，香港特别

行政区

Arbind Singh，Nidan公司执行董事,

印度；社会企业家

汤敏，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

主持人

Sarah Mavrinac，aidha公司创始人,

阿联酋；社会企业家

15.30 - 16.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柯爱伦

科学对创新的推动作用

柯爱伦（Ellen Kullman）与大家分

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市场驱动

下的科学如何帮助企业和社会取得

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任善可（Shanker Ramamurthy）,

汤森路透全球增长与运营业务总 

裁，美国

16.45 - 18.00   闭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推动创新，走向未来

推动创新，走向未来

新领军者针对那些推动未来全球增长

的创新成果，分享各自的期望、愿景

和预测。

中外音乐家共同为大家现场演奏爵士

乐。

本场会议期间，您可以通过移动设备

发送邮件至innovatefuture@wef.ch，

提出问题或者分享看法；您也可以登

录Twitter，就#未来创新#这一话题

发表博客。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席

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袖；脆

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官,

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科

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技术先

锋

和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长

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18.00 - 18.10  闭幕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闭幕致辞

闭幕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曲晓飞，大连市副市长，中国

任学锋，天津市副市长，中国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18.10 - 19.00  招待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欢送招待会

欢送招待会

由大连市政府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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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可为（Roland Decorvet），雀巢

（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中国

K. Siddaramaiah，卡纳塔克邦首席

部长，印度

谢白曼（Feike Sijbesma），皇家帝

斯曼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荷 

兰；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im Hanstad，Landesa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城市竞争力

打造城市竞争力

在世界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城市的

背景下，各城市如何推动可持续的

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设智慧型基础设施

- 保障粮食、水资源和能源安全

- 建立卓越中心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Jennifer Blanke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法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arles Beer，日内瓦州政府委员,

瑞士

Ernst Ligteringen，全球报告倡议

组织（GRI）首席执行官，荷兰；

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晓光，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中国

吕凯闻, 世界银行集团多边投资担

保机构亚太区总裁，新加坡；全球

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安德鲁·意利

品牌营销的艺术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与新领

军者社区的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

家了解如何把艺术、美学和特色结合

在一起，创造独特的品牌体验。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利

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利；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arita Nayyar，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

部执行董事、消费品行业负责人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彭博社/经济展望

全球经济展望：亚洲视
角

全球经济复苏的强劲程度如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量化宽松”政策进入最后阶段

- 中国信贷市场的未来

- 潜在的全球性冲击

- 一些区域性指标喜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彭博电视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北尾吉孝，SBI控股株式会社董事

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懿宸，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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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Susan Li， 彭博电视台主持人，香

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30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解决方案/循环经济

实践中的循环经济

领先机构正在如何实践“循环”经

济原则？

会议目标：

- 评估各种推动因素和激励措施

- 反思物质流

- 探讨从消费者向使用者身份的转

变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mie Butterworth，Ellen MacAr-

thur Foundation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英国

Alexander Collot d'Escury，Desso

集团首席执行官，荷兰

彭莱（Peter Lacy），埃森哲公司亚

太地区可持续性业务董事总经理，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王铁，艺康（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高

级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中国

主持人

Dominic Waughray，世界经济论坛

资深总监兼环境项目负责人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官,

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

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员，巴西；技

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执

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织

（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官，美

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技术

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游戏

游戏中的制胜战略

科学将向我们证明游戏能给我们的

实际生活带来哪些好处。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

理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

教授，瑞士

Alan Gershenfeld，E-Line 传媒公

司创始人兼总裁，美国

尚俊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 

长，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创业生态系统

建立创业生态系统

导致创业生态系统形成和发展的驱

动力是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初期融资

- 制定有利于投资的法律和税收政

策

- 加速器与孵化器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Iyinoluwa Aboyeji，Fora公司首席

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青年

Orlando Ayala，微软公司新兴市场

主席，美国；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黄孟复，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名誉

主席，中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Kristin Peterson，Inveneo公司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

家

主持人

Krisztina “Z” Holly，国家咨询委员会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顾问，美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解决方案/社会创新

推动亚洲的社会创新

亚洲的新一代企业家如何引导创新，

促进社会发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构建跨行业、跨地区的社会创新

者网络

- 促使决策者参与制定优先发展战

略和激励措施

- 推动开展社会性投资和研发项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Virginia Cha，新加坡国立大学系

统科学院研究与创新系主任，新加

坡；“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Jonathan Hursh，INCLUDED创始人

兼执行董事，中国；社会企业家

钱威廉（William Schoenfeld），

亚太置地创始人兼总裁，香港特别

行政区

Arbind Singh，Nidan公司执行董事,

印度；社会企业家

汤敏，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

主持人

Sarah Mavrinac，aidha公司创始人,

阿联酋；社会企业家

  

15.30 - 16.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柯爱伦

科学对创新的推动作用

柯爱伦（Ellen Kullman）与大家分

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市场驱动

下的科学如何帮助企业和社会取得

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任善可（Shanker Ramamurthy）,

汤森路透全球增长与运营业务总 

裁，美国

16.45 - 18.00   闭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推动创新，走向未来

推动创新，走向未来

新领军者针对那些推动未来全球增长

的创新成果，分享各自的期望、愿景

和预测。

中外音乐家共同为大家现场演奏爵士

乐。

本场会议期间，您可以通过移动设备

发送邮件至innovatefuture@wef.ch，

提出问题或者分享看法；您也可以登

录Twitter，就#未来创新#这一话题

发表博客。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席

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袖；脆

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官,

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科

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技术先

锋

和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长

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18.00 - 18.10  闭幕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闭幕致辞

闭幕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曲晓飞，大连市副市长，中国

任学锋，天津市副市长，中国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18.10 - 19.00  招待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欢送招待会

欢送招待会

由大连市政府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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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可为（Roland Decorvet），雀巢

（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中国

K. Siddaramaiah，卡纳塔克邦首席

部长，印度

谢白曼（Feike Sijbesma），皇家帝

斯曼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荷 

兰；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im Hanstad，Landesa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城市竞争力

打造城市竞争力

在世界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城市的

背景下，各城市如何推动可持续的

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设智慧型基础设施

- 保障粮食、水资源和能源安全

- 建立卓越中心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Jennifer Blanke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法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arles Beer，日内瓦州政府委员,

瑞士

Ernst Ligteringen，全球报告倡议

组织（GRI）首席执行官，荷兰；

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晓光，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中国

吕凯闻, 世界银行集团多边投资担

保机构亚太区总裁，新加坡；全球

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安德鲁·意利

品牌营销的艺术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与新领

军者社区的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

家了解如何把艺术、美学和特色结合

在一起，创造独特的品牌体验。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利

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利；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arita Nayyar，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

部执行董事、消费品行业负责人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彭博社/经济展望

全球经济展望：亚洲视
角

全球经济复苏的强劲程度如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量化宽松”政策进入最后阶段

- 中国信贷市场的未来

- 潜在的全球性冲击

- 一些区域性指标喜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彭博电视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北尾吉孝，SBI控股株式会社董事

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懿宸，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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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Susan Li， 彭博电视台主持人，香

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30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解决方案/循环经济

实践中的循环经济

领先机构正在如何实践“循环”经

济原则？

会议目标：

- 评估各种推动因素和激励措施

- 反思物质流

- 探讨从消费者向使用者身份的转

变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mie Butterworth，Ellen MacAr-

thur Foundation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英国

Alexander Collot d'Escury，Desso

集团首席执行官，荷兰

彭莱（Peter Lacy），埃森哲公司亚

太地区可持续性业务董事总经理，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王铁，艺康（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高

级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中国

主持人

Dominic Waughray，世界经济论坛

资深总监兼环境项目负责人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官,

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

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员，巴西；技

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执

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织

（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官，美

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技术

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游戏

游戏中的制胜战略

科学将向我们证明游戏能给我们的

实际生活带来哪些好处。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

理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

教授，瑞士

Alan Gershenfeld，E-Line 传媒公

司创始人兼总裁，美国

尚俊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 

长，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创业生态系统

建立创业生态系统

导致创业生态系统形成和发展的驱

动力是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初期融资

- 制定有利于投资的法律和税收政

策

- 加速器与孵化器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Iyinoluwa Aboyeji，Fora公司首席

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青年

Orlando Ayala，微软公司新兴市场

主席，美国；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黄孟复，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名誉

主席，中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Kristin Peterson，Inveneo公司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

家

主持人

Krisztina “Z” Holly，国家咨询委员会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顾问，美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解决方案/社会创新

推动亚洲的社会创新

亚洲的新一代企业家如何引导创新，

促进社会发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构建跨行业、跨地区的社会创新

者网络

- 促使决策者参与制定优先发展战

略和激励措施

- 推动开展社会性投资和研发项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Virginia Cha，新加坡国立大学系

统科学院研究与创新系主任，新加

坡；“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Jonathan Hursh，INCLUDED创始人

兼执行董事，中国；社会企业家

钱威廉（William Schoenfeld），

亚太置地创始人兼总裁，香港特别

行政区

Arbind Singh，Nidan公司执行董事,

印度；社会企业家

汤敏，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

主持人

Sarah Mavrinac，aidha公司创始人,

阿联酋；社会企业家

 

15.30 - 16.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柯爱伦

科学对创新的推动作用

柯爱伦（Ellen Kullman）与大家分

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市场驱动

下的科学如何帮助企业和社会取得

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任善可（Shanker Ramamurthy）,

汤森路透全球增长与运营业务总 

裁，美国

16.45 - 18.00   闭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推动创新，走向未来

推动创新，走向未来

新领军者针对那些推动未来全球增长

的创新成果，分享各自的期望、愿景

和预测。

中外音乐家共同为大家现场演奏爵士

乐。

本场会议期间，您可以通过移动设备

发送邮件至innovatefuture@wef.ch，

提出问题或者分享看法；您也可以登

录Twitter，就#未来创新#这一话题

发表博客。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席

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袖；脆

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官,

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科

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技术先

锋

和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长

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18.00 - 18.10  闭幕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闭幕致辞

闭幕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曲晓飞，大连市副市长，中国

任学锋，天津市副市长，中国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18.10 - 19.00  招待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欢送招待会

欢送招待会

由大连市政府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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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可为（Roland Decorvet），雀巢

（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中国

K. Siddaramaiah，卡纳塔克邦首席

部长，印度

谢白曼（Feike Sijbesma），皇家帝

斯曼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荷 

兰；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im Hanstad，Landesa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城市竞争力

打造城市竞争力

在世界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城市的

背景下，各城市如何推动可持续的

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设智慧型基础设施

- 保障粮食、水资源和能源安全

- 建立卓越中心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Jennifer Blanke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法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arles Beer，日内瓦州政府委员,

瑞士

Ernst Ligteringen，全球报告倡议

组织（GRI）首席执行官，荷兰；

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晓光，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中国

吕凯闻, 世界银行集团多边投资担

保机构亚太区总裁，新加坡；全球

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安德鲁·意利

品牌营销的艺术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与新领

军者社区的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

家了解如何把艺术、美学和特色结合

在一起，创造独特的品牌体验。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利

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利；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arita Nayyar，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

部执行董事、消费品行业负责人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彭博社/经济展望

全球经济展望：亚洲视
角

全球经济复苏的强劲程度如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量化宽松”政策进入最后阶段

- 中国信贷市场的未来

- 潜在的全球性冲击

- 一些区域性指标喜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彭博电视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北尾吉孝，SBI控股株式会社董事

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懿宸，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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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Susan Li， 彭博电视台主持人，香

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30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解决方案/循环经济

实践中的循环经济

领先机构正在如何实践“循环”经

济原则？

会议目标：

- 评估各种推动因素和激励措施

- 反思物质流

- 探讨从消费者向使用者身份的转

变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mie Butterworth，Ellen MacAr-

thur Foundation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英国

Alexander Collot d'Escury，Desso

集团首席执行官，荷兰

彭莱（Peter Lacy），埃森哲公司亚

太地区可持续性业务董事总经理，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王铁，艺康（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高

级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中国

主持人

Dominic Waughray，世界经济论坛

资深总监兼环境项目负责人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官,

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

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员，巴西；技

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执

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织

（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官，美

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技术

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游戏

游戏中的制胜战略

科学将向我们证明游戏能给我们的

实际生活带来哪些好处。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

理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

教授，瑞士

Alan Gershenfeld，E-Line 传媒公

司创始人兼总裁，美国

尚俊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 

长，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创业生态系统

建立创业生态系统

导致创业生态系统形成和发展的驱

动力是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初期融资

- 制定有利于投资的法律和税收政

策

- 加速器与孵化器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Iyinoluwa Aboyeji，Fora公司首席

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青年

Orlando Ayala，微软公司新兴市场

主席，美国；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黄孟复，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名誉

主席，中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Kristin Peterson，Inveneo公司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

家

主持人

Krisztina “Z” Holly，国家咨询委员会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顾问，美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解决方案/社会创新

推动亚洲的社会创新

亚洲的新一代企业家如何引导创新，

促进社会发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构建跨行业、跨地区的社会创新

者网络

- 促使决策者参与制定优先发展战

略和激励措施

- 推动开展社会性投资和研发项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Virginia Cha，新加坡国立大学系

统科学院研究与创新系主任，新加

坡；“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Jonathan Hursh，INCLUDED创始人

兼执行董事，中国；社会企业家

钱威廉（William Schoenfeld），

亚太置地创始人兼总裁，香港特别

行政区

Arbind Singh，Nidan公司执行董事,

印度；社会企业家

汤敏，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

主持人

Sarah Mavrinac，aidha公司创始人,

阿联酋；社会企业家

 

 

15.30 - 16.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柯爱伦

科学对创新的推动作用

柯爱伦（Ellen Kullman）与大家分

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市场驱动

下的科学如何帮助企业和社会取得

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任善可（Shanker Ramamurthy）,

汤森路透全球增长与运营业务总 

裁，美国

16.45 - 18.00   闭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推动创新，走向未来

推动创新，走向未来

新领军者针对那些推动未来全球增长

的创新成果，分享各自的期望、愿景

和预测。

中外音乐家共同为大家现场演奏爵士

乐。

本场会议期间，您可以通过移动设备

发送邮件至innovatefuture@wef.ch，

提出问题或者分享看法；您也可以登

录Twitter，就#未来创新#这一话题

发表博客。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席

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袖；脆

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官,

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科

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技术先

锋

和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长

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18.00 - 18.10  闭幕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闭幕致辞

闭幕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曲晓飞，大连市副市长，中国

任学锋，天津市副市长，中国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18.10 - 19.00  招待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欢送招待会

欢送招待会

由大连市政府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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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可为（Roland Decorvet），雀巢

（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中国

K. Siddaramaiah，卡纳塔克邦首席

部长，印度

谢白曼（Feike Sijbesma），皇家帝

斯曼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荷 

兰；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

Tim Hanstad，Landesa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14.00 - 15.0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城市竞争力

打造城市竞争力

在世界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城市的

背景下，各城市如何推动可持续的

增长？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建设智慧型基础设施

- 保障粮食、水资源和能源安全

- 建立卓越中心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Jennifer Blanke将向与会者介绍相关

情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法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Charles Beer，日内瓦州政府委员,

瑞士

Ernst Ligteringen，全球报告倡议

组织（GRI）首席执行官，荷兰；

企业角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刘晓光，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中国

吕凯闻, 世界银行集团多边投资担

保机构亚太区总裁，新加坡；全球

青年领袖；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4.00 - 14.45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巴塞尔厅

导师/安德鲁·意利

品牌营销的艺术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与新领

军者社区的成员分享其观点，帮助大

家了解如何把艺术、美学和特色结合

在一起，创造独特的品牌体验。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安德鲁·意利（Andrea Illy），意利

咖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意大利；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Sarita Nayyar，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

部执行董事、消费品行业负责人

14.00 - 15.00   电视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彭博社/经济展望

全球经济展望：亚洲视
角

全球经济复苏的强劲程度如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量化宽松”政策进入最后阶段

- 中国信贷市场的未来

- 潜在的全球性冲击

- 一些区域性指标喜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彭博电视

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

前15分钟到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 

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北尾吉孝，SBI控股株式会社董事

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

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

国；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张懿宸，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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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Susan Li， 彭博电视台主持人，香

港特别行政区

14.00 - 15.30  研讨空间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研讨空间

解决方案/循环经济

实践中的循环经济

领先机构正在如何实践“循环”经

济原则？

会议目标：

- 评估各种推动因素和激励措施

- 反思物质流

- 探讨从消费者向使用者身份的转

变

本场次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相关。

Dominic Waughray将向与会者介绍

相关情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amie Butterworth，Ellen MacAr-

thur Foundation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英国

Alexander Collot d'Escury，Desso

集团首席执行官，荷兰

彭莱（Peter Lacy），埃森哲公司亚

太地区可持续性业务董事总经理，中

国；全球青年领袖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王铁，艺康（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高

级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中国

主持人

Dominic Waughray，世界经济论坛

资深总监兼环境项目负责人

15.00 - 15.30   展览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创新/第三天

创新！

年会将在新领军者村设置五个“创 

新”区域，安排新领军者社区的颠覆

式创新者与大家见面并展开交流。这

些创新者将通过介绍前沿技术、新型

产品和原创思想，向我们展示创新的

力量。

和

Eric Giler，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官,

美国；技术先锋

Francisco Jardim，Bug Agentes Biologicos

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员，巴西；技

术先锋

Gerald E. Loeb，Syntouch公司首席执

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Randy Schwemmin，设计革命组织

（Design Revolution）首席技术官，美

国

Peter Wong，TruTag Technologies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美国；技术

先锋

15.30 - 16.30  科技区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演播室

科技区会议/游戏

游戏中的制胜战略

科学将向我们证明游戏能给我们的

实际生活带来哪些好处。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Daphne Bavelier，日内瓦大学心

理学及教育科学系与神经科学中心

教授，瑞士

Alan Gershenfeld，E-Line 传媒公

司创始人兼总裁，美国

尚俊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 

长，中国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论坛厅

创业生态系统

建立创业生态系统

导致创业生态系统形成和发展的驱

动力是什么？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初期融资

- 制定有利于投资的法律和税收政

策

- 加速器与孵化器的作用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Iyinoluwa Aboyeji，Fora公司首席

执行官，加拿大；全球杰出青年

Orlando Ayala，微软公司新兴市场

主席，美国；竞争力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黄孟复，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名誉

主席，中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

科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Kristin Peterson，Inveneo公司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企业

家

主持人

Krisztina “Z” Holly，国家咨询委员会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顾问，美

国；“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事

会理事

15.30 - 16.30  互动式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厅

解决方案/社会创新

推动亚洲的社会创新

亚洲的新一代企业家如何引导创新，

促进社会发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构建跨行业、跨地区的社会创新

者网络

- 促使决策者参与制定优先发展战

略和激励措施

- 推动开展社会性投资和研发项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次向媒体开放。

Virginia Cha，新加坡国立大学系

统科学院研究与创新系主任，新加

坡；“培育创业精神”全球议程理

事会理事

Jonathan Hursh，INCLUDED创始人

兼执行董事，中国；社会企业家

钱威廉（William Schoenfeld），

亚太置地创始人兼总裁，香港特别

行政区

Arbind Singh，Nidan公司执行董事,

印度；社会企业家

汤敏，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

主持人

Sarah Mavrinac，aidha公司创始人,

阿联酋；社会企业家

15.30 - 16.00  导师会议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卢加诺厅

导师/柯爱伦

科学对创新的推动作用

柯爱伦（Ellen Kullman）与大家分

享其观点，帮助大家了解市场驱动

下的科学如何帮助企业和社会取得

成功。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柯爱伦（Ellen Kullman），杜邦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任善可（Shanker Ramamurthy）,

汤森路透全球增长与运营业务总 

裁，美国

16.45 - 18.00   闭幕全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推动创新，走向未来

推动创新，走向未来

新领军者针对那些推动未来全球增长

的创新成果，分享各自的期望、愿景

和预测。

中外音乐家共同为大家现场演奏爵士

乐。

本场会议期间，您可以通过移动设备

发送邮件至innovatefuture@wef.ch，

提出问题或者分享看法；您也可以登

录Twitter，就#未来创新#这一话题

发表博客。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

Clare Akamanzi，卢旺达发展局首席

执行官，卢旺达；全球青年领袖；脆

弱国家与冲突预防全球议程理事会理

事

Nathan Eagle，Jana公司首席执行官,

美国；技术先锋；数据开发全球议程

理事会理事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Mariana Mazzucato，萨塞克斯大学科

技政策学R.M. Phillips教授，英国

Hank C.K. Wuh，TruTag Technologies

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美国；技术先

锋

和

Chris Washburne，哥伦比亚大学长

号演奏家兼教授，美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台主播，英国

18.00 - 18.10  闭幕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厅

闭幕致辞

闭幕致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直

播。

曲晓飞，大连市副市长，中国

任学锋，天津市副市长，中国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

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执行董事

18.10 - 19.00  招待会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新领军者村

欢送招待会

欢送招待会

由大连市政府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