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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 
致力于改善世界状况 

世界经济论坛是一个独立、公正、面向未来的国际组织，致力于推进基于信任的多方

利益相关者合作，实现改善世界状况的使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由科技进步推动的快速、同步和系统性转型，正在重塑各行各业，

模糊地理边界，挑战现有监管框架，甚至重新定义人类的意义。 
 
作为推动交流、产生见解并发挥影响的全球平台，论坛注重以高效、合乎道德的方式

应用创新成果，造福全球社会。面对地区和国际的严峻挑战，我们迫切需要灵活地制

定政策规范和框架，并应用这些创新成果。 
 
论坛凭借其召集全球会议、创建与管理社区、激发见解以及应用科技的卓越能力，已

经形成独特优势，能够促进各方采取行动，缩小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出现的治理

差距。 
 
有鉴于此，论坛成立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作为推动全球合作的全新平台，该中心

致力于制定一系列原则与框架，加快科技应用并造福全球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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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公私合作的全球平台 
 

新兴技术必然存在优点与风险。例如，无人驾驶

汽车几乎肯定会造成事故，但也有望改善交通运

输和城市基础设施。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优点并

降低风险，取决于治理的质量，即决定技术开发

与应用的相关政策、规范、标准和激励因素。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是推动公私合作的全球平台。 
 
治理框架应当足够稳定、可预期并保持透明，在投资

者、公司、科学家和公众中建立信心，但也要足够灵

活，在技术和用户行为快速发展时，依然能有效发挥

作用。 
 
目前，针对新兴技术的监管政策不成体系：某些领域

管控严格，有些则无人过问。多数情况下，决策者与

前沿研究者的互动机制几乎不存在，因为这些机制涉

及多个不同领域，对监管范围提出一定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建立全球平台，使全球领先

的技术公司、富有活力的初创企业、政策制定者、国

际组织、监管机构、商业机构、学术界和公民社会相

互联系。只有携手努力，我们才能建立灵活的政策规

范和合作关系，释放科学与技术的巨大潜力，实现快

速增长，对全体人类产生持续、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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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挥科学与技术的社会效益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是面向全球多方利益相关

者的合作平台，旨在建立政策框架并推进各方

协作，加快创造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效益。 
 
作为全球技术专长、知识分享与协作的全球枢

纽，该中心位于美国旧金山，毗邻全球顶尖技

术公司、初创企业、投资者、风投公司和一流

学术机构。 
 
该中心旨在建立全球规范、原则、框架和伙伴

关系，推动创新成果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

的应用。为更好地促进这一工作，中心的多数

应用型研究和项目将被纳入论坛的系统行动倡

议。后者通过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推动实施

全面的跨行业措施，共同应对系统性挑战。例

如，“推动未来交通发展”和“推动未来数字

经济与社会发展”等系统行动倡议。 

中心项目将具有显著的科技特点，致力于产生超越行业

和国界的影响，并与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 
 
目前考虑的重点领域： 
− 无人驾驶汽车 
− 区块链（分布式账本技术） 
− 民用无人机 
− 数字化交易 
− 工业物联网安全 
− 面向未来生产的工业政策 
− 改善海洋状况 
− 精准医疗 
− 项目制劳动力——共享和循环经济 
− 信任与赋权——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中

的个人 



 
中心运作的原则 

作为世界经济论坛的一部分，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将根据构成论坛模式

基础的八项原则来运作： 

思想领导力： 
论坛是有关第四次工业革命议题的思想领袖。 
 
独立、公正： 
独立、公正的全球平台，致力于促进对话与合作。 
 
多方利益相关者策略： 
除了让企业发挥重要作用，灵活的技术框架还需

要政府、政策制定者、专家学者、国际组织、青

年、公民社会和创新者参与其中。 
 
技术公司参与： 
大型技术公司和初创公司的积极参与至关重要。

在论坛现有的合作伙伴中，包括全球多数领先的

技术公司以及庞大的技术先锋社区。 
 
全球背景： 
必须在更广阔的背景中制定灵活的技术框架。论

坛的社区、行动倡议和活动反映了其全球视野。 

面向未来： 
论坛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全球专家网络合作，

积极塑造美好未来。 
 
系统化思维： 
中心的所有项目将被纳入论坛系统行动倡议

后者旨在促进有效的公私合作，应对影响多

个行业的复杂挑战。 
 
生态系统方法： 
所有活动必须纳入整体经济、社会和决策背

景。 
 
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中心采取独特的横向

工作方法。项目将检验并推动技术对所有行

业和国家的变革性影响力，而不局限于传统

的垂直部门或地缘政治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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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路线图：理解推动未来发展

的力量 

当今世界是一个互联互通、错综复杂的生态

系统。为了发现长期机会和威胁，寻找有效

对策，领导者需要采取整体思维看待影响全

球变革的议题。 
 
 
与中心合作的机构可访问论坛独家的情境化知识工具，

探索地区、行业和系统议题之间的联系，更好地理解塑

造当今世界的各种力量。 
 
转型路线图涵盖了从数字货币到网络安全的广泛议题，

体现了论坛各社区所掌握知识的广度与深度，其中涉及

的议题决定了有关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对话方向。 
 
凭借这一独特工具，领导者可在系统框架的背景下，及

时了解最新知识，并与思想领袖交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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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参与？ 
发挥作用，改善世界状况 

只有下列各相关方才能参加第四次工业革

命中心的项目：愿意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

时代的政策规范和原则的学术机构、专家、

公民社会、商界、初创企业、国际组织、

政府和监管机构。 

根据合作深度，参与方每年可参与一系列项目，也可

安排重要人员长期在中心驻点。 
 
合作方可参加新领军者年会——论坛每年在中国举

办的科学、技术与创新盛会。此外，还可以访问

TopLink 和转型路线图等论坛在线平台，参加在中心

举办的会议和研讨会。 
 
如需了解更多合作机会，请联系企业事务总监 Silvia 
von Gunten：silvia.von-gunten@wefor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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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更美好的未来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提供独特机会，制定与科技

创业相关的政策规范，造福全球公众。 
 
通过参与中心项目，参与方有机会与其他利益相

关方合作。这些相关方来自不同行业、地区和背

景，均认同论坛面向未来的整体愿景。. 

在新领军者年会、有关系统行动倡议的项目研讨会

等论坛活动中，来自全球商界、政界、学术界和公

民社会的代表将推动更深入的合作，促进全球范围

内的科技应用。 
 
我们诚挚邀请您加入世界经济论坛第四次工业革

命中心，与我们共同塑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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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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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