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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技术和增长：确保东盟收获数字和

人口红利 

201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十个成员国将庆祝联盟成立五

十周年。在此期间，东盟的一体化不断深入、社会经济日益繁荣。东盟成立于

1967年，当时很少有人想到东盟今日之成就。冷战对峙的混乱局面已经结束，

殖民霸权也逐渐退出，东盟如今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耀眼的地区之一。面

向未来，东盟还将迎来财富不断积累、民生进一步改善的另一个五十年，但要

实现这一愿景，东盟必须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成功应对日益严峻的各项挑战。 

 

东盟的优势之一在于，它拥有6.3亿人口，其中半数以上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

这将会给东盟各国带来巨大的人口红利，推动未来数年东盟经济继续保持高速

增长。劳动适龄人口的不断增加将会推动东盟地区的消费水平，同时也会提高

该地区的储蓄水平和投资能力。 

 

同样重要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产生变革性影响力，有望帮助东盟收获巨大

的数字红利。日益成熟的数字技术将会催生新兴产业和发展模式，并推动生产

力提高。 

 

在许多方面，上述推动未来增长的两大动力将会相互促进。东盟人口的年轻化

意味着他们更加愿意接纳新技术，大胆改革传统商业模式，在银行业、医疗业

和制造业等各行各业推动全新的发展策略。反之，新科技的应用也将促使东盟

各经济体利用青年人口的力量，让青年人口参与发展，并实现更加包容的经济

增长。 

 

但这一切并非板上钉钉。要想充分收获上述红利，东盟需要在教育、创业、数

字监管、跨境贸易、治理等各领域取得进步。世界经济论坛是推动公私合作的

国际机构，本届峰会将充分利用论坛的这一优势，为各行各业的高层决策者提

供一个理想平台，推动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加强合作，并致力于为东盟地区

的青年人塑造更美好的未来。 

 



主要议题 

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国家、地区和全球视角 

 

— 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和地缘政治格局转

变威胁着既有的地区和全球治理准则。东盟及其成员国

如何应对这一趋势？ 

 

— 国际环境的变化是会导致东盟分崩离析，还是会促进东

盟团结，更好地发挥内部优势？ 

 

— 经过50年的发展，东盟一体化进程未来将何去何从？ 

 

— 东盟如何确保在各成员国和社会各阶层公平分配经济

增长和区域一体化的成果？ 

 

— 随着东盟不断发展，它如何改善机构治理、提升制度效

率，并建设公民社会？ 

 

— 东盟如何构建“负责任的领导力”？这种领导力如何影

响价值观和人权，并进一步塑造国家和地区治理模式？ 

 

— 东盟各国如何在满足发展需求的同时，承担起对海洋、

空气和水资源等环境问题和地区共同问题的责任？ 

 

— 政府和企业领袖如何共担责任，协力应对不断变化的安

全、技术和社会风险？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逐渐显现，确保东盟收获数字

红利 

 

— 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第四次工

业革命将对东盟地区产生什么影响？东盟各经济体如

何制定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 

 

— 第四次工业革命真能如此前大肆宣传的那样，帮助各国

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制定面向21世纪的监管模式吗？ 

 

— 新技术能够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吗？还是会危及东

盟的社会和谐以及各成员国之间的良好关系？ 

 

— 数字革命有望改善地区的互联互通并支持拓展商业平

台，那么它能超越自上而下的政策规划，实现东盟自下

而上的、更加有效的社会融合吗？ 

 

—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了用以建设和管理混合资产

的新模式，基础设施、能源和城市化将会发生怎样的变

革？ 

 

— 更加廉价的自动化、新兴技术的发展和消费者习惯的不

断变化颠覆了生产体系和全球贸易模式。在此背景下，

制造业出口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 包括移动银行和加密货币在内的新型金融能否有力支

持东盟中小企业寻求跨境贸易和交易？ 

 

— 东盟地区半数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地区。技术能否推动

农业和农村改革？ 

 

— 如何通过技术的力量，帮助东盟加快实现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 

 

实现区域人口红利 

 

— 东盟劳动力队伍的不断壮大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强劲增

长，但新增劳动力要有工作才行。东盟该如何改革教育

体系，培养未来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才？ 

 

— 东盟地区拥有数亿数字消费者，但数字生产者相对较 

— 少。如何为生产企业传授软件知识和技术技能，以扭转

这一失衡状况? 

 

— 创业创新对于创立新企业、创造新岗位至关重要。东盟

各国政府如何改善政策，激发科学和商业创造力，并培

育充满活力的创业生态？ 

 

— 东盟各国现任领导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年轻人的优

先期望？在环境、治理和价值观等问题上，代际冲突是

否正在加剧？ 

 

— 政府和企业如何建立互信，帮助东盟地区的青年人口建

立对未来的信心？ 

 

— 未来数年，东盟人口将从6.3亿增加至7亿。随着城市移

民人口的不断增加，东盟地区的领导者如何制定并实施

可持续的城市安居计划？ 

 

— 随着人口不断增加，人们对于医疗的期望也越来越高。

东盟地区如何满足民众不断增加的医疗需求？ 

 



议程一览 

5月10日 星期三 

08.00 - 19.00 

16.30 - 18.00 

18.15 - 19.30 

注册 

社区会议 

欢迎招待会 

5月11日 星期四 

07.30 - 20.00 

09.00 - 10.00 

10.00 - 10.30 

10.30 - 12.00 

注册 

开幕全会 

社区茶歇 

互动式会议和协作式会

议（平行会议） 

社区午餐会 

互动式会议和协作式会

议（平行会议） 

社区茶歇 

互动式会议 

社区茶歇 

互动式会议和协作式会

议（平行会议） 

文化晚宴 
由柬埔寨政府举办 

14.30 - 15.30 

11.30 - 13.00 

13.00 - 14.30 

10.00 - 10.30 

10.30 - 11.30 

5月12日 星期五 

07.30 - 15.00 

09.00 - 10.00 

注册 

互动式会议和协作式会议

（平行会议） 

社区茶歇 

互动式会议和协作式会议

（平行会议） 

社区午餐会 

互动式会议和闭幕全会 

欢送招待会 

12.00 - 13.30 

13.30 - 14.30 

14.30 - 15.00 

15.00 - 16.00 

16.00 - 16.30 

16.30 - 18.00 

18.30 - 22.00 



会议信息 

我们已经改善了论坛以结果为导向的互动式会议。我们不

鼓励大家进行带稿演讲，而是邀请所有参会者参与建设性

的现场辩论。 

 

全体会议主要是由政府高级官员和企业高层领袖对峰会主

题下设的各项议题进行广泛讨论，这些会议只是为深入讨

论提供概念框架。几乎所有全会都为政府官员提供充足的

问答和讨论时间，让他们得以就关键的经济和商业问题提

供第一手信息。闭幕全会将总结会议成果，并对主要利益

相关方未来需要采取的行动进行规划。 

 

互动式系列会议深入探讨峰会议程三大重点领域相关的各

项主题，并且通过小组的形式，汇集专家见解和各种对立

的观点。 

 

小组讨论会将讨论嘉宾置于会场中间，鼓励他们展开对话；

同时将观众安排在讨论嘉宾四周，以打造亲近而富有启发

性的氛围。 

 

研讨工作室会议鼓励参会者进行充分的互动和知识交流。

在指定的讨论引言人或主持人的引导下，参会者围绕工作

墙展开小规模的头脑风暴。会议将提出切实的建议，并达

成重要的成果。 

 

电视辩论会由论坛与全球媒体共同打造，向全球观众播出

辩论，旨在帮助人们了解重要的主题和趋势。 

 

《查达姆研究所规则》 

 

对于那些不进行公开报道的会议，将遵循《查达姆研究所

规则》（Chatham House Rule）。 

 

根据该规则，参会者可以自由使用获得的信息，但是不得

披露发言人的身份或所属组织。该规则旨在为发言人提供

一个匿名的环境，并鼓励信息的公开与分享。目前，这一

规则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以促进自由交流。 

 

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各场会议的博客和微博。为了鼓励自

由辩论，博主和微博用户在未获得许可的情况下，不得披

露会议发言人的身份或所属组织。 

 

常见问题 

会议将在哪里举行？ 

会议将在下列酒店举行： 

 

Sokha Phnom Penh Hotel & Residence酒店 

地址：Street Keo Chenda, Phum 1 

Sangkat Chroy Changvar 
Khan Chroy Changvar, 

Phnom Penh, Cambodia（柬埔寨金边） 

网址：http://www.sokhahotels.com/phnompenh/ 

 

我住在哪里？ 

论坛运营与后勤服务供应商阳狮公司将把参会嘉宾的食宿

安排在上述酒店。在确认注册后，您将会收到一份酒店房间

预订表。 

 

注册费涵盖哪些内容？ 

注册费包括会议所有活动和文件费用，但不包括差旅费和住

宿费。 

 

会议的工作语言是什么？ 

会议将使用英语召开，但部分会议将提供高棉语、汉语和日

语同声传译。 

 

注册截止日期是哪一天？ 

由于席位有限，我们建议您在2017年4月10日（星期一）之

前注册。 

 

我需要签证吗？ 

请联系离您最近的柬埔寨大使馆或领事馆，咨询签证要求。

您也可以查询下述网站，了解哪些国家公民无需签证便可入

境柬埔寨：http://www.cibtvisas.ch/visas 

 

世界经济论坛不负责提供签证。 

 

哪里可以查询议程的其他相关信息？ 

注册完成后，您将获得TopLink的访问权。TopLink是世界经

济论坛的在线交流与合作平台，提供最新的议程信息。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我可以联系谁？ 

参会者服务部 

电话：+41 (0)22 869 1209 

传真：+41 (0)22 594 8119 

电邮：ASEAN@weforum.org 

 



 

世界经济论坛是推动公私合作的国

际机构，致力于改善世界状况。 

 

论坛汇聚政界、商界等社会各界重

要领袖，共同制定全球、区域和行

业议程。 

世界经济论坛 
地址：91–93 route de la Capite 
CH-1223 Cologny/Geneva 
Switzerland（瑞士日内瓦） 

电话：+41 (0) 22 869 1212 
传真： +41 (0) 22 786 2744 

邮箱：contact@weforum.org 
网址：www.weforum.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