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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发展与企业家精神 

 
当前，拉丁美洲的发展转折点已经来临。经济上，在增长缓慢和预算削减的

背景下，拉美各国逐渐调整货币与财政策略。政治上，本地区也进入具有历

史意义的新里程，推进结构性改革，并为深入一体化提供机会，因为包容发

展和减少贫困依然是重要议程。 

 

拉美国家需要采取创新措施，巩固社会发展成果，增强经济的韧性、可持续

性与竞争力，提高该地区作为良好营商环境的信誉度。为此，拉丁美洲应发

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作用，实现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新与包容性发展愿

景。 

 

今年拉美峰会的主办国充分体现了该地区的持续转型。作为二十国集团经济

体之一，阿根廷拥有丰富资源，目前正积极建立新型经济框架，重新进入国

际信贷市场，推动各个部门的技术和数字化转型。 

 

参会者将讨论拉丁美洲在转型期间面临的重大挑战、风险和机遇，考察地区

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议题，包括透明度、灵活性和长期稳定，从而提高信誉

度和改善营商环境。本届峰会秉持开放精神，邀请商界、政界和公民社会的

全球及地区领袖分享战略见解，探讨如何应对现状并推动塑造一个具有包容

性的拉美。 



掌控地区挑战与机遇 

 

面对大宗商品需求疲软、价格下降以及增长率走低，地

区领导者须着力提高生产力并区分政策优先次序，在社

会层面持续履行承诺。提高竞争力的关键在于现代基础

设施，可利用公私合作模式，保障长期投资的稳定。通

过发展中小企业与家族企业并鼓励创业，能够创造更多

职位，减少贫困和灰色经济。技术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如

移动经济），帮助边缘人群获得关键服务。 

 

在部分国家，两极分化成为妨碍社会进步及地区一体化

的另一问题，社会需要更高的透明度，减少决策环节的

不平等。综合实施这些干预措施，能够进一步推动地区

的包容性发展，确保青年参与行动，实现性别平衡。 

 
 

利用全球变革动力 

 

过去一年来，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欧盟内部遭遇挑战，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全球局势的诸多变化必将对本地

区的政治与经济格局产生影响。问题在于：拉丁美洲如

何应对这些外部因素，利用参与全球平台的机会推进优

先事务？ 

 

在此背景下，阿根廷准备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太平洋

沿岸国家继续拓展贸易与合作空间，地区各国履行在巴

黎气候大会的承诺，制定联合国人居署三大会（UN 

Habitat III）后的新城市议程。拉美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大

的城市和大规模的城市人口，因此应制定合理的城市政

策，确保城市带动生产力与经济增长，为民众创造发展

红利。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数字化和聚合技术（如人工智

能、机器人和生物科技）为根本，建立目前未知的全新

体系，影响企业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拉美各国必须全面

认识这一趋势，做好充分准备。 

制定未来行动新议程 
 

世界经济论坛拉美峰会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制定未来行

动议程，应对上述各项问题。为此，不仅要利用第四次工

业革命的力量，也应当促进其发展进程。此外，还须致力

于实现包容性增长，减少贫困，建立灵活、可信的公共机

构。当务之急是向可持续能源蓝图过渡，并促进农用工业、

能源与采矿、金融、基建、信息通讯技术、旅游和交通运

输等关键行业的转型。社会各行各业须发挥领导力，应势

而为，勇于担当，推动地区建立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未来，

推动社会创新创业，利用大数据提供的真知灼见，实现高

效治理。 

 
 
 

参会者将对以下主题展开讨论： 

 

—经济、政治和制度转型 

—贸易、投资和一体化 

—竞争力、生产力和营商环境 

—繁荣、包容和可持续发展 

—第四次工业革命 



探索 

 
 
转型空间使嘉宾能够结合社会背景，

深刻理解地区的重要转型。嘉宾探讨

并结合各种相互关联的议题，展开头

脑风暴，对最重要的变革动因进行辩

论。 

 

学习之旅为嘉宾提供独特机会，与创

业者和创新者面对面交流，而正是他

们推动着一些能够立竿见影的社会、

生态或技术项目的发展。在会议最后

一天的学习之旅中，嘉宾可近距离体

验当地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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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全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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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的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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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讨论的形式，汇集专家见解和各种

对立观点。会议不鼓励带稿演讲，而是

在主持人的引导下进行集中讨论。每一

场互动式会议的目标是针对该主题制

定两至三个具体的行动计划。有些互动

式会议则专门针对具体的部门或行业

召开。 

 

电视辩论会由论坛与全球媒体共同打

造，向全球观众播出讨论内容，旨在帮

助人们了解重要的主题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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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对一访谈会议中，将邀请全球及地

区范围的部分思想领袖分享他们对于

拉丁美洲转型的真知灼见。每场访谈将

介绍一位来自商界、政界、学术界或公

民社会富有思想的人物。 

协作 

 
 
“解决方案”系列会议主要探讨论坛各

社区为解决一些棘手问题所采取的创

新方法。会议针对某项全球性挑战提出

创新的解决方案，并探讨该方案的影响

力和可推广性。 

 

互动交流会邀请小组讨论成员与嘉宾

以全新方式交流，提出有关重要议题的

新思路。在协作式环境中，小组讨论成

员分享深刻见解，探讨一些影响行业、

企业和社会的关键因素，继而在主持人

的引导下进行分组讨论，与所有嘉宾探

讨风险、机遇和需要落实的促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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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问题 

 
会议将在哪里举行？ 

会议将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希尔顿酒店（Hotel Hilton）

举行。 

 

我住在哪里？ 

主办方已团体预定住宿。在确认注册后，论坛的运营与后勤服

务供应商阳狮公司将会联系您安排住宿。 

 

注册费涵盖哪些内容？ 

注册费包括参加全体会议、互动式会议、研讨会、午餐会和晚

餐会的权利。 

 

会议的工作语言是什么？ 

所有会议都使用英语召开，部分会议提供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

同声传译。 

 

我何时需要注册？ 

由于席位有限，我们建议及早注册。 

 

我需要签证吗？ 

请联系离您最近的阿根廷大使馆或领事馆，咨询签证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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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箱：LatinAmerica@weforum.org 



议程一览 

4月5日（星期三） 4月6日（星期四） 4月7日（星期五） 

08.00 – 01.00 

19.00 – 21.00 

注册 

欢迎招待会 

07.00 – 19.30 

09.00 – 10.00 

注册 

小组讨论会/互动式会议/

解决方案会议 

社区茶歇 

07.00 – 16.00 

08.30 – 10.00 

10.00 – 10.45 

10.15 – 11.15 

注册 

小组讨论会/互动式会议 

社区茶歇 

全体会议 

小组讨论会/解决方案会议

/互动式会议/转型空间 

小组讨论会/ 
互动交流会 

社区午餐会 

小组讨论会/互动式会议/

解决方案会议 

互动交流会 

闭幕全会 

欢送招待会 

学习之旅 

10.00 – 11.00 

10.15 – 10.45 

11.00 – 12.00 

12.15 – 13.45 

14.30 – 15.15 

15.30 – 17.00 

转型空间 
10.15 – 12.30 

开幕全会 

社区午餐会 

全体会议 
12.00 – 13.30 

小组讨论会/解决方案会

议/互动式会议 

社区茶歇 
14.30 – 15.30 

全体会议 
16.00 – 17.00 

小组讨论会/ 
互动交流会/ 
转型空间 

文化晚宴 

13.30 – 14.30 

11.45 – 12.45 

16.30 – 17.30 

16.45 – 17.45 

17.15 – 19.15 

17.00 – 18.00 

17.00 – 19.30 20.00 – 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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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