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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执行主席致辞

克劳斯·施瓦布，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过去一年，世界经济论坛重返大众视野，表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首先，论坛举行了主题为“历史转折期的政府

政策和企业战略”的年会，这是两年半以来首次在达沃

斯举行的线下会议。在新冠疫情影响下，我们的许多会

议被迫中断，而本次恢复举行线下年会具有里程碑式的

重要意义。通过本届年会，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领

袖等各相关方能够夯实现有联系，并建立新型关系。这

些联系非常重要，因为国际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互信

合作是人类的粘合剂，能够助推我们并肩前行。 

其次，更加重要的是，论坛发起的一些重大项目，比如

旨在促进气候创新的先行者联盟，以及衡量环境、社会

和公司治理（ESG）绩效的利益相关者理念指标等，均取

得了积极进展。如本年报所示，这些关键的行动倡议表

明，商业领袖开始切实践行利益相关者合作理念。这些

让我相信，我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有望在未来打

造更可持续、更加包容和更有韧性的经济体系。 

但是过去一年的经历也表明，我们丝毫没有骄傲自满的

理由。战争正在持续带来巨大破坏，证实了我们面临的

各项危险。同时，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新冠疫情等疾

病的传播和各国日趋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继续给人类敲响

警钟。这些事件和趋势告诉我们，未来的世界将不同以

往，不再是我们已经习惯的模样。艰苦的努力不可或缺，

但我们必须加大行动力度。 

面对纷争不断的世界形势，我们仍将坚定致力于为全球

社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一个开放平台，让大家各抒

己见或发出共同的声音。我们欢迎各方在相互尊重、平

等对话的基础上发表多元观点。我们相信国家之间和国

家内部的分歧能够得以弥合，也相信我们能够也必须努

力找到最佳平衡点。

在历史上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世界各国主要的社会分

界线是左派和右派的分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峙。

在那样的意识形态斗争年代，我们很自然地承担起了桥

梁搭建者的角色。我们始终坚信企业家的创造力，但我

们也相信一个自由开放的市场体系要能同时创造繁荣、

服务人类和守护地球。这些原则已经写入了五十年前论

坛会员共同签署的《达沃斯宣言》，并在2020年更新版

《达沃斯宣言》中得以再次确认。近年来，我们参与制

定通用、可比的ESG指标，这也是论坛践行利益相关者理

念的自然结果。 

今天，政治和社会领域出现了新的分界线，这就是全球

主义和民族主义、合作主义和保护主义，以及革故鼎新

和因循守旧之间的分歧。分界线是新的，但人类对此的

应对方式仍然一成不变。在这样的时代，论坛将继续扮

演桥梁搭建者的角色。同处一个星球，我们命运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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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希望避免政治、生态或社会灾难，我们除了拥

抱全球合作之外，别无选择。但和以往一样，我们必须

将人类的福祉置于首要地位。 

因此，世界经济论坛基于以下四大全球原则运营。 

首先，我们有责任与破坏全球体系的各种力量作斗争。 

诚然，对于以经济自由为主要动力的全球化，我们有质

疑的正当理由。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包括我本人在

内的一些人就开始在各类出版物中警告称全球化是一把

双刃剑。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人类已经唇齿相依，

成为无可否认的命运共同体。要想守护拥挤的地球、防

止地球走向灭亡，前提就是尊重全球共存和合作。 

其次，我们相信任何政府、企业或社会组织都无法独力

应对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 

我们需要在以影响力为导向的基础上持续开展共同行动。

有鉴于此，世界经济论坛将其多个多方利益相关者行动

倡议视作核心工作。过去一年中，从我们在气候和自然

领域的工作，到160多个合作企业承诺采纳ESG指标，所

有相关方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论坛开展合作。尽

管论坛线下会议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我们的合作伙

伴数量仍然增加了9%。 

再次，如果我们希望改善世界状况，就必须采取系统性

方法。 

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和技

术问题相互交织、深度互联。如果我们仍然沿用传统的

治理范式孤立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会从失望走向绝

望。一些行动倡议致力于解决某特定问题，出发点很好，

但几乎注定失败，因为这些倡议要么无法产生效果，要

么在其他领域带来意外的不良后果。因此，我们必须要

接受现实，发挥系统性领导力，要从所有维度上应对我

们正在面临的全球性挑战。 

第四，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概念的指引下，我们逐渐

认识到下列事实：在多数情况下，国际动态是由呈指数

级增长的新技术推动的。 

这些技术给社会和全球合作带来了风险和挑战。但是，

它们也能造福人类，帮助解决在医疗、能源和农业等领

域的许多重大挑战。目前，论坛正在深入开展一项行动

倡议——“全球合作村”，旨在考察这些技术，尤其是

和元宇宙相关的各项技术，如何增强全球交流与合作。  

在阅读这份年报的过程中，您将了解论坛各项行动倡议取得

的切实进展，感受我们与商界、政界、社会组织和年轻一代

的交流合作如何发展演变并逐渐深入。但在过去一年中，最

让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在国际合作日益面临压力的形势下，我

们继续发挥了桥梁搭建者的作用。 

我们注意到，尤其在过去几个月，社会压力骤增，这促

使我们更加重视并确保社会各界能够真正参与交流合作。

各类社会组织不仅积极参加论坛活动和行动倡议，而且

论坛还大力支持其附属的三大基金会：施瓦布社会企业

家基金会、全球青年领袖论坛和全球杰出青年社区。 

 

我们深信，论坛2022年年会的主题——“历史转折期

的政府政策和企业战略”——昭示了论坛自身的未来

发展道路，展示了论坛促进全球合作的方式。我们必

须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并酌情矫正、调整和创新，

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强大的基础之上，即我们与利益

相关者建立的互信关系以及论坛员工的全心服务和倾

情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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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裁致辞  

 
博尔格·布伦德，世界经济论坛总裁 

 

 

 
 

 

 
过去一年，世界经济论坛成为一个以影响力为导向的、

推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的国际组织。 

 

面对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动荡，我们重申了加强合作

与协作机制建设的重要性。自2020年初以来，世界经

济论坛年会首次重返达沃斯，再次召集公共和私营部

门的领导者，商讨解决迫在眉睫的人道主义、安全和

经济领域问题，以及长期的环境和社会重点事项。在

两年半的时间内，由于无法举行线下会议，我们在线

发起了大量工作项目和行动倡议，并将其纳入了年会

议程。自始至终，我们的工作重点都是确保论坛能够

召集多方利益相关者，开展有意义、有目标的对话，

共同创造影响力。 

 

过去一年中，论坛扩大了会员数量，这充分说明各利益相 

关者在此关键时期坚定地致力于发挥作用，共同塑造美好 

未来。 

 

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世界经济论坛迅速、果断地

作出了回应。我们举行了一场特别的首席执行官对

话会，商讨企业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这场人

道主义危机。我们召集了全球人道主义救援机构的

领导者，共同确定优先事项。 

 

面对当前的纷争局面，我们需要反思哪些合作能够经受

住时间和动荡形势的考验。我们看到，在过去一年中，

自论坛成立以来一直指引论坛前进的核心原则变得愈发

重要，即企业要发挥关键作用，并与政府紧密合作，共

同推动社会和全球重点事项持续取得成效。我们还看到

论坛的其他原则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在当前混乱

的形势中引领利益相关者前行，推动专门的合作计划，

实现共同的环境和经济目标；实现以人为本的技术进步

和创新；以及重视年轻人的多元化声音，吸引他们加入

我们共同的事业。 

 

在日常工作中，论坛时刻在践行这些原则。 

 

思考企业在社会中的作用。过去一年，1,200家企业参

与了论坛交流和合作，创下了新的历史记录。新经济和

社会中心发起了“优质工作联盟”，召集了20多家全球

性企业，携手打造健康、公平和富有韧性的未来就业格

局。该中心的首席人力资源官社区积极行动，帮助安置

和雇佣成千上万的乌克兰难民。 

 

在行业转型中心，多个行业行动小组致力于为地球带

来积极影响。他们开展的工作包括发起了“低碳排放

技术行动倡议”，目前正在化工行业积极推广低碳排

放技术；以及“促进产业集群转型、实现净零排放”

项目，旨在加快推动全球的产业集群共同迈向净零排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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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还扩大了工作范围，进一步推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

门的合作，尤其是通过自然和气候中心开展此等工作。

论坛携手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办公室，共

同发起了先行者联盟，目前正在整合企业会员的购买承

诺，旨在扮演创新技术的需求推动者角色，实现“难减

排”行业部门的脱碳。这些创新的合作关系为解决气候

危机提供了新的途径，将私营部门的市场力量和购买力

与政府部门的召集力量结合了起来。同样，热带雨林联

盟在过去一年召集了28个国家和12个最大的农业企业参

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致力于

缓解毁林问题和加大供应链行动力度，助力实现将全球

气温升幅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这一目标。 

 

虽然各国之间在其他问题上存在分歧，但面对气候危机

和经济不确定性，我们需要开展有重点的国际合作。论

坛区域和全球合作中心继续举办全球和区域行动小组活

动，每个小组召集大约50位政商界领袖，定期举行会议，

探讨利益相关者如何携手合作，塑造更加包容的全球经

济以及解决其他问题。该中心的“塑造贸易和投资的未

来”平台汇集了100多个全球性企业，推动它们与政府和

国际组织合作，打造开放稳定的商业环境。以色列和巴

勒斯坦商业领袖致力于推动两国解决方案的“打破僵局”

行动倡议和关于西巴尔干形势的外交对话表明，论坛继

续努力推动有关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的外交进展。 

 

过去一年的经历也表明，技术给人类的日常生活和人类

本身带来了深远影响。在社会生活和经济受到干扰影响

的情况下，技术方案帮助数亿人维持工作、学习和生活。

但与此同时，它也揭示了技术进步的成果分享是多么地

不平等，精通技术的个人和企业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而其他许多人被排斥在外。技术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

这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的核心原则。该中心目前拥有

15个国家和次国家级中心，其中包括在阿塞拜疆、哈萨

克斯坦和塞尔维亚等国新设立的分中心。中心发起了30

项行动倡议，内容包括打造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框架，确

保新技术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推广应用；还包括“全球

数字安全联盟”和“未来中小企业网络”等行动倡议，

致力于确保技术能够惠及社会各界的所有利益相关者。 

归根结底，如果不能得到未来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和参与，

我们的工作将毫无意义。在此方面，全球杰出青年、全

球青年领袖和施瓦布社会企业家基金会等论坛各大基金

会再一次激励了整个论坛组织。全球杰出青年社区发起

了“青年复苏计划”，呼吁停止新的煤炭、石油和天然

气勘探活动，昭示了当代年轻人关注的重点事项。2021

年夏天，全球杰出青年社区现任和往届成员帮助位于阿

富汗的75名全球杰出青年及其家人撤离该国，应对阿富

汗日益加剧的暴力事件。2022年3月，位于乌克兰的全

球杰出青年发起了SupportUkraineNow运动。 

 

这些事例提醒我们，我们的工作为何如此重要。只有汇

聚企业、政府、社会组织、专家学者和青年一代的力量，

论坛各社区才能真正打造影响力，切实改善世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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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大中心  

 
 

区域和全球

合作中心 

 

博尔格·布伦德，世界经济论坛总裁 

 
区域和全球合作中心是世界经济论坛各项工作的中枢，

负责召集各国各界领导者，合作解决重大的全球性挑战。 

 

全球形势 

乌克兰战争和日益动荡的地缘政治格局再次凸显了论坛

使命的迫切性，即推进多方利益相关者和多边合作。随

着基于规则的全球体制面临着战后时代最为严峻的挑战，

国际社会各方有责任以共同的目标共同行动起来，加强

区域和全球合作的基础机制，同时解决近在眼前的问题

以及长期存在的事项。 

 

交流合作 

除了打造 “塑造贸易和投资的未来”平台外，中心

还组建了9个区域和社区小组，推动开展以影响力为

导向的对话，打造具有共同目标的社区。 

 

影响力 

通过这项工作，中心催生切实可行的洞察力，打造多方

合作的项目，帮助利益相关者驾驭并影响当前不确定的

环境。 

通过目标明确的对话打造影响力 

 

2022年3月，中心召集举行了一场“首席执行官对话：

应对欧洲的地缘政治危机”会议。这场对话召集了100

多位首席执行官和顶级专家，商讨企业应当采取哪些

举措来解决乌克兰人道主义危机和欧洲面临的地缘政

治挑战。中心还举办了一场特别的“议程对话会：乌

克兰人道主义危机及其全球影响”会议，为受众帮助

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士提供了方法。 

 

中心组建了“打破僵局”社区。目前已有200多位来

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商业领袖加入社区，致力于推

动两国解决方案。2021年10月，社区成员与美国负责

巴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哈迪·阿姆尔会面，探讨了

如何推进关于两国解决方案的对话。2022年2月，社

区成员与谷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露丝·波拉特

举行了会谈，随后谷歌公司承诺投入1000万美元，支

持建设巴勒斯坦技术生态系统。 

 

中心继续发挥平台作用，促进西巴尔干地区的经济增

长和社会稳定。政商界领袖在世界经济论坛2022年会

期间会面，参加了一场关于西巴尔干地区形势的外交

对话，探讨如何在地缘政治风险日益加深的背景下，

提升该地区的韧性和保障该地区与主要伙伴之间的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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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中心工作的重要基石是其国家战略对话系列——商

业领袖和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政府高层的闭门对话

机制。这些会议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探讨需

要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吸引投资、提高竞争力和加快增

长。今年，我们和中国、哥伦比亚、欧盟委员会、印

度尼西亚、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西班牙、美国和

越南等国家和组织的领导层进行了对话。 

 

中心还召集成立了多个全球和区域行动小组，每个小组

由大约50-70名政商领袖组成，他们每个季度举行会议，

探讨和介绍相关战略，旨在增强合作机制和推动共同的

重点议程。他们今年的活动包括： 

 

– 全球行动小组明确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

环境下促进各方合作的多个方案。2022年1月，

小组成员在达沃斯议程会上发表了洞见 ，重点

阐述如何打造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全球经济。 

 

– 非洲区域行动小组重点关注如何推进非洲大陆的重

要经济和能源议程，并发布了两份白皮书：《吸引投

资和加快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在非洲的应用》

和《为未来能源提供资金支持》。 

– 东盟区域行动小组支持有助于实施《东盟全面复苏框

架》的重点工作。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的历史性签署和关于数字经济的区域合作取得重大进

展，该小组积极探寻如何增强东盟地区的供应链韧性

和扩大东盟地区的数字协作。 

 

– 欧洲和欧亚大陆区域行动小组分析了提升该地区长

期竞争力的路径。欧洲绿色协议的首席执行官行动

小组成员积极通过欧盟碳+农业联盟等灯塔项目解决

碳排放问题，继续取得切实成果。 

 

– 拉丁美洲区域行动小组召集成员，制定新冠疫情

应对措施和疫后重建和复苏的共同行动方案。 

 

– 中东和北非区域行动小组围绕能源、第四次工业革

命和可持续投资战略等话题促进各方开展平等交流。 

 

– 南亚区域行动小组召集区域领导人和全球专家就南

亚经济发展前景展开以行动为导向的探讨，为该地

区的绿色转型制定合作路线图。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01/these-are-the-stepping-stones-needed-towards-global-cooperation/
https://www.weforum.org/whitepapers/regional-action-group-for-africa-attracting-investment-and-accelerating-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adoption-in-africa
https://www.weforum.org/whitepapers/regional-action-group-for-africa-attracting-investment-and-accelerating-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adoption-in-africa
https://www.weforum.org/whitepapers/world-economic-forum-regional-action-group-for-africa-financing-the-future-of-energy


 

“达沃斯年会的根本愿景是为人类筹划更加美好的未来。” 

 
——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欧盟委员会主席 

 

 

 
GETTY/PETER LAZAR 

 

 
提供洞察力，提升影响力 
 

中心提供面向公众的特别致辞和对话，以及各类报告

和分析内容，以提升公众对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

的讨论。2022年1月，13位国家元首或代表在达沃斯

议程会上发表了特别致辞。中心还与哥伦比亚、哥斯

达黎加、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和秘鲁等国的总统以及

美洲开发银行行长举行了线上对话。 

 
2021年7月，全球未来理事会地缘政治议题组和朝鲜半岛事务

议题组与查达姆研究所合作，就如何促进半岛的持续安全举

行了对话。 

 

在科尔尼和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支持下，中心编制了适用

于印度的行业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路线图——2070使命：

实施新型绿色协议，打造净零印度，旨在加快印度脱碳进

程，并为筹建印度首席执行官气候行动领导小组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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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diySJKl4d0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Mission_2070_A_Green_New_Deal_for_a_Net_Zero_India_2021.pdf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Mission_2070_A_Green_New_Deal_for_a_Net_Zero_India_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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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在恪守平等、包容和科学等价值观的基础上，加强在这

一重大问题上的合作，我们就能引领世界迈向清洁能源的未来。” 

——约翰·克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 

论坛和Sea Ltd共同对东盟地区的近90,000名受访者进行

了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发布了《东盟数字一代报告：

东盟实现包容性数字转型和复苏的路径》，分析了新冠疫

情对东盟国家的影响，探讨了数字包容的价值、挑战和

发展前景。 

作为洞察报告系列的第一份报告，《灯塔行动：促进利益

相关者包容，实现社会公正》介绍了九家企业的合作案

例，展示了企业如何促进社会公正和平等。 

随着欧盟即将对企业人权尽职调查进行立法，世界经

济论坛全球未来理事会人权议题组发布了一系列资源，

帮助商业领袖和企业董事会了解如何保护人权，并向

受到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学习。 

GETTY/ANUCHA SIRIVISANSUWAN 

打造贸易和投资影响力 

“塑造贸易和投资的未来”平台召集了100多家全球领先

企业以及贸易投资官员，共同商讨如何克服挑战、把握

机遇，实现强韧、包容和可持续的贸易。通过50多次会

议，社区成员利用这一平台推动下列四项重点工作。 

– 倡导开放稳定的商业环境

该社区发布了由来自五大洲的30位首席执行官和董

事长签署的行动号召，敦促世界领袖重新就贸易改

革问题展开接触，因为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仍然是

各国政府在下列问题上存在分歧：国际规则如何指

导国家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进行干预。社

区发布了《产业政策和国际竞争》白皮书，阐述了

产业政策的溢出效应，这些政策明确了在补贴、国

有控股、政府采购、贸易救济和投资审查等方面的

优先事项。

– 支持构建平等、可持续的价值链

社区成员编撰了一份文件，提出了国际贸易和经济

公正的改革策略。平台认识到新冠疫情给女性带来

了更大的经济影响，因此也分析介绍了贸易如何促

进注重性别平等的复苏。此外，为了支持在12月份

发起的政府间可持续贸易进程，平台携手高伟绅律

师事务所，联合发布了《打造气候贸易议程：行业

洞察》白皮书，介绍了如何更好地发挥贸易的作用，

推进气候行动。

– 促进商品、服务和投资的流动

平台的中心工作仍然是通过简化贸易和投资流程，

助力促进经济增长。全球贸易便利化联盟已经完成

或正在开展32个国别项目，其中半数项目位于非洲，

所有项目都依据最新制定的最佳实践，将性别平等

和中小企业优先事项置于首要地位。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asean-digital-generation-report-pathway-to-asean-s-inclusive-digital-transformation-and-recovery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asean-digital-generation-report-pathway-to-asean-s-inclusive-digital-transformation-and-recovery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lighthouse-action-on-social-justice-through-stakeholder-inclusion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lighthouse-action-on-social-justice-through-stakeholder-inclusion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gfc-on-human-rights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1/09/trade-for-tomorrow-call-to-action-to-make-trade-work-for-all/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Industrial_Policy_and_International_Competition_2022.pdf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International_Trade_and_Economic_Justice_GFC_2021.pdf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International_Trade_and_Economic_Justice_GFC_2021.pdf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1/12/5-ways-trade-can-support-gender-equal-recovery/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Delivering_a_Climate_Trade_Agenda_2021.pdf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Delivering_a_Climate_Trade_Agenda_2021.pdf
https://www.tradefacilitation.org/


 

通过“全球投资政策和实践”行动倡议，平台在五

个国家实施了具体的投资便利化改革措施，让私营

部门深度参与进来，并提供巨大支持，围绕投资便

利化主题达成了一项覆盖100个国家的诸边协议。此

外，平台与领先的国际组织合作，制定了建立“世

界发展投资联盟”的目标，并启动了相关融资工作，

促进数字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  

 

–  发展跨境数字业务 

为了推动关于数据流动治理的全球和区域对话，平

台发布了两份白皮书：《数字服务贸易和税制》和 

《数字货币治理》，并与世界贸易组织建立了合作伙

伴关系，聚焦新兴技术对贸易政策的影响。 

 

推进人道主义议程 

 

在2022年年会上，世界经济论坛发起设立了“韧性联

盟”，高层领导致力于在2023年1月之前制定通用的韧

性框架和统一的韧性议程。论坛人道主义议程汇集了

政府、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企业和投资界的主要利

益相关者，探讨如何拓展解决方案，增强弱势群体的

自给自足能力和韧性。  

在IKEA基金会的支持下，“人道主义和韧性投资”行动倡

议加大了工作力度，推动私人资本进入脆弱市场，加强

组织能力建设，开拓新的融资渠道。全球未来理事会有

关消除脆弱和提升韧性的新议程议题组发布了在脆弱环

境下开展补充行动的相关指引，展示公共和私营部门利

益相关者如何协同行动，更好地满足危机中人群的需求。 

 

此外，中心还推动281位政要参加了世界经济论坛2022年

达沃斯年会，其中包括44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过去

一年中，中心召集举行了16次区域和全球行动小组会议

和9次国家战略对话会，同时还举办了8次全球未来理事

会会议。120多个社会组织和论坛进行了直接合作。 

 

提高气候目标 

为了加大全球行动力度，提高全球气候目标，论坛与英国COP26主办部门在气候大会召开前夕进行合作，并在

COP26上和美国总统乔·拜登及其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共同发起了先行者联盟。该联盟正在启动供应链对清洁技

术的需求。 

 
随着埃及和阿联酋将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接下来的两次缔约方大会，论坛宣布与埃及携手合作，支持其

举行第27次缔约方大会，并正在准备和阿联酋建立类似的合作关系。论坛将协助举行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对话，动员

私营部门有效参与上述两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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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investment
https://www.weforum.org/whitepapers/digital-trade-in-services-and-taxation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digital-currency-governance-consortium-white-paper-series


区域和全球合作中心的行动倡议 

通过目标明确的对话打造 

影响力  

行动小组 

全球行动小组 –由政界、商界和国际组

织的领袖和专家组成，每个季度举行会

议，商讨如何加强全球合作 

非洲区域行动小组 –成员包括与非洲

有关的顶级首席执行官、政要、社会组

织代表和专家学者，致力于根据非洲的

需求和重点事项，分享行动愿景 

东盟区域行动小组 –由论坛利益相关

者组成的高级别小组，他们致力于推动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共同应对新

冠疫情和促进富有韧性的复苏 

拉丁美洲区域行动小组 –由80位领导

者组成的线上社区，重点关注在疫情

期间和疫情之后拉丁美洲面临的经济

和行业挑战 

中东和北非区域行动小组–由该地区70

多位首席执行官和政要组成的社区，致

力于实施共同的“利益相关者理念原则”

蓝图，打造更有韧性、更加包容和更可

持续的中东地区。 

南亚区域行动小组 –成员包括区域领

袖和全球专家，专注于研讨南亚地区

的经济发展前景，制定南亚地区绿色

转型路线图。 

目标明确的社区 

“打破僵局”行动倡议 –社区成

员包括200多位杰出的以色列和巴

勒斯坦商业领袖，致力于推动变革，

并围绕两国解决方案推进两国之间

的对话。  

欧洲绿色协议首席执行官行动小组 – 

小组成员包括50多位首席执行官，他

们致力于在新的全球形势下加快推动

欧盟的绿色转型进程，通过一系列灯

塔项目激发气候受益型行动。 

先行者联盟 –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

企业组成，他们协力催生新技术需求和

创新成果，减少“难减排”行业部门的

碳排放。 

论坛关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朋友联

盟–世界经济论坛2022年年会期间发起

的行动倡议，旨在支持非洲大陆自由贸

易区的建设工作。 

促进中东和北非地区持续发展的领导者

联盟–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领导者组

成的高级别社区，旨在该地区即将举行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未来两届

大会的背景下，为打造更有韧性、持续

发展的中东和北非地区探寻路径。 

关于西巴尔干形势的战略对话–长期举

行的结构化系列会议，旨在推动西巴尔

干地区和欧盟领导人以及商业领袖开展

区域对话和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印度首席执行官气候行动领导者联盟–

论坛在2022年年会期间与科尔尼和观察

家研究基金会发起的合作项目，致力于

加速印度经济脱碳进程，实现净零排放

目。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01/these-are-the-stepping-stones-needed-towards-global-cooperation
https://www.weforum.org/press/2022/05/growing-intra-africa-trade-through-digital-transformation-of-customs-and-borders-a9b9b2dcb0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Principles_Stakeholder_Capitalism_MENA_Endorsements_2020.pdf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3/05/breaking-the-impasse-in-the-middle-east
https://www.weforum.org/press/2022/05/as-eu-seeks-to-cut-fossil-fuel-ties-with-russia-ceos-step-up-with-action-plan-on-energy-and-food-security
https://www.weforum.org/first-movers-coalition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05/africa-free-trade-recovery-development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05/africa-free-trade-recovery-development
https://weforum.ent.box.com/v/SustainableMENA
https://weforum.ent.box.com/v/SustainableMENA
https://www.weforum.org/press/2022/05/indian-ceos-alliance-to-supercharge-race-to-net-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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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未来理事会地缘政治议题组 –该

议题组致力于研究不断变化的全球力量

格局，确定共同的经济、安全、气候和

技术利益能在哪些方面能够提供合作机

会 

全球未来理事会人权议题组 –该议题组

致力于对接企业与其最受影响的利益相

关者，以便各组织能够更好地了解弱势

群体的需求，更好地体会企业董事会在

保护人权方面的职责 

全球未来理事会增进社会团进和促进公

平转型议题组 –负责研究企业、政府和

社会组织如何携手合作，切实履行关于

公平转型的承诺，助力打造更加团结、

公平的世界 

全球未来理事会关于消除脆弱和提升韧

性的新议程议题组–议题组为提升社区

的长期韧性提供指导和支持 

全球未来理事会贸易和投资议题组–议

题组帮助领导者了解错综复杂的全球经

济态势和即将出现的新动态 

打造贸易和投资影响力 

全球贸易便利化联盟 –该联盟通过在

30个国家开展的项目，推动企业主导的

跨境改革，减少贸易通关的繁文缛节，

实现商品的快捷、安全流动 

TradeTech –该行动倡议旨在加速释放

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机会，打造可互操

作的全球信息和支付流，采用新型技术，

实现对贸易的有效管理 

推动开展行动，促进可持续投资–该联

盟致力于介绍政策和做法，提高外国投

资的数量和质量 

绿色贸易–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社

区，致力于确保贸易支持全球范围的环

境和气候行动，包括通过新型治理框架

和供应链激励措施来支持上述行动 

普惠贸易 –该项目旨在探索如何提高贸

易给劳动者以及原住民等弱势群体带来

的价值 

保障市场的开放性和韧性 –项目旨在

推动关于贸易冲击和治理的对话，尤

其是探讨竞争、税务和补贴等问题 

推进人道主义议程 

人道救援和韧性投资–公共部门和私

营部门合作开展的社区行动倡议，致

力于引导私营资本进行专门投资，通

过增强合作和关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同步行动来造福处于人道主义危机和

脆弱环境中的弱势群体 

 

韧性联盟 –成员包括高层领导者，

致力于通过制定通用的韧性框架和优

先的韧性议程，协调公共部门和私营

部门的策略和工作，进而在全球范围

内提升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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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gfc-on-geopolitics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gfc-on-human-rights
https://fr.weforum.org/communities/gfc-on-social-cohesion-and-just-transition
https://fr.weforum.org/communities/gfc-on-social-cohesion-and-just-transition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gfc-on-the-new-agenda-for-fragility-and-resilience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gfc-on-the-new-agenda-for-fragility-and-resilience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gfc-on-trade-and-investment
https://www.tradefacilitation.org/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tradetech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investment
https://www.weforum.org/platforms/climate-action-platform/projects/trade-climate-change-sustainability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inclusive-trade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global-value-chains-platform
https://initiatives.weforum.org/humanitarian-and-resilience-investing-initiative/home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resilience-consort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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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大中心  

 

 

 

 

 
 

行业转型中心 

 
Jeremy Jurgens，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 

 
 

行业转型中心帮助领导者应对相互冲突的重点事项和压

力，在实现增长的同时，打造更可持续、更加包容和更

加公平的社会。中心各大平台通过三大支柱创造价值和

影响力： 

 

– 洞察：提供切实可行的远见、分析和实时观点，为

决策提供信息支持 

 

– 互动：各相关方在传统网络之外开展协作 

 

– 影响：提供分析支持，激励各行业领导者开展行动，

实现共同目标 

 

过去一年，各平台的合作伙伴不断增加，交流合作日渐

深入，与往年相比，对更多的合作需求做出了回应。 

 

全球形势 

动辄卷土重来的新冠疫情和反反复复的抗疫措施加快了

数字转型和技术应用，引起了广泛的供应链中断，提高

了社会各界对ESG的预期，并通过全新的工作场所规划

和人才管理改变了许多行业。 

 

尽管面对上述挑战和其他各类挑战，行业领袖们也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企业是社会上最受信赖的机构，而

对于那些能够应对行为变化的企业，需求在不断上升。

员工和消费者越来越看重企业目标，而不是企业声誉，

也越来越愿意对其信任的企业进行情感投入。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5G网络、云计算、物联网和边缘计

算等技术的快速应用带来了新的收入来源，这反过来会改

善环境、社会和治理结果。与此同时，生物技术、空间、

量子技术和元宇宙等各类技术日益纳入实际应用，不断造

福社会和消费者。 

 

在此背景下，行业领导者能够并正在打造灵活、强韧、

以科技赋能、以人为本和地球友好型企业，以获得可

观的回报，并在应对全球挑战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帮助他们实现目标，领导者们能够利用新的网络，

与传统圈子之外的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与社会组

织的代表和专家进行协作，并与政策制定者建立持续、

可信的关系。 

 

交流合作 

中心与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创新力的1,200家企业进行

了合作，共同塑造未来行业生态。中心下设10个行业转

型平台，每个平台都汇集了最相关的企业、创新者和决

策者，共同应对系统性挑战和机遇。针对每个行业的首

席执行官社区仍然是每个平台的核心。



2021-2022年，中心确定了三大工作领域： 

– 为创新和高增长企业精简和强化了其价值主张和产

品

– 调整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网络，深化了国家政策

和创新生态系统与关键行业之间的互动

– 复制了首席执行官社区的成功经验，打造了9个跨行

业高管级别的社区，包括首席数字官社区、首席运

营官社区、首席供应链官和首席采购官社区等，这

些社区立刻受到了合作伙伴的欢迎

影响力 

在中心开展的各项活动中，清晰浮现出对各行各业转型

议程起到核心作用的三大主题：人类、地球和技术。过

去一年的主要成就包括： 

造福人类的行业转型 

– 达沃斯阿尔茨海默病合作项目为抗击这种疾病的斗

争带来了全新的合作能量和全球视野。该合作项目

发起于2021年，在过去一年中取得了进展，汇聚了

1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将90个临床试点连接

成一个网络，助力开发并测试新疗法的全球试用系

统，并加大投资力度，通过创新解决方案提高医疗

系统的疾病应对水平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经济论坛供应链&交通运输

行业行动小组制定了合作章程，支持对新冠疫苗进

行包容、安全的分配，从而帮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和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实现了下述目标：向中低

收入国家的弱势群体提供超过十亿剂疫苗。

– 营养新前沿行动倡议和40多个组织通力合作，显著

提高了营养物供应的数量、机会和消费水平，改善

了公民个人的身心健康。 在行为科学研究成果的

指引下，社区将营养宣传置于全球议程中更加重要

的位置，挖掘了市场化创新路径，进一步强化了营

养在人类韧性中的基础地位。

– EDISON 联盟旨在确保每个人都能以可负担的方式参

与数字经济，重点关注普惠金融、健康和教育。联

盟发布了《数字包容债券融资指南》，发起了十亿生

命挑战赛，旨在到2025年之前，通过可持续的商业

合作伙伴关系，为十亿人提供新的服务。在短短九

个月内，承诺的支持性投资和项目就兑现了一半。

行业转型平台： 

先进制造业和价值链 

网络安全 

消费 

数字经济与新价值创造 

能源、材料和基础设施

金融和货币体系 

医疗和健康 

媒体、娱乐和体育

交通 

 城市转型 

GETTY/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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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avosalzheimerscollaborative.org/
https://www.weforum.org/impact/global-vaccine-equity/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shaping-the-future-of-food/projects/new-frontiers-of-nutrition
https://www.weforum.org/the-edison-alliance
https://www.weforum.org/whitepapers/guidebook-to-digital-inclusion-bond-financing
https://www.weforum.org/the-edison-alliance/1-billion-lives
https://www.weforum.org/the-edison-alliance/1-billion-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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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埃森哲、益普索和尼尔森共同开发了首个受

众代表性指数，为衡量消费者如何看待自身在电影

电视、游戏、新闻、杂志和体育这四个部门的代表

性情况提供了基准。世界经济论坛关于多元、平等

和包容的“媒体力量”特别工作组以改善衡量标准、

问责和透明度为己任，继续和行业开展协作，加强

指数框架，探寻在每个媒体部门加强多元化和代表

性的机会。 

惠及地球的行业转型 

 

– 利益相关者理念指标旨在针对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

制定统一、可比的披露标准。论坛超过160个全球合作

伙伴企业已经承诺进行ESG披露，其中60多个企业已经

进行了披露。300个ESG从业人士利用技能和能力为这

些企业的披露工作提供了支持。（见下文“利益相关者

理念指标”专栏介绍）。这项行动倡议推动设立了国际

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该理事会的宗旨是创立全球

标准，目前已经获得40多个政府和辖区的认可。 

– “未来清洁天空”联盟加大了与航空业的合作力度。

该联盟初始成员包括8个领军企业，截至目前已与

航空、能源和金融部门的200多个组织和旅行管理

公司进行了交流合作，在航空业倡导净零排放的发

展路径。 

 

– 低碳排放技术行动倡议涵盖了主要的化工企业，

成立了业界首个首席执行官主导的联盟，致力于

推动净零转型和实现可循环的未来。通过成立一

个项目开发公司，该行动倡议已经进入关键的实

施阶段，在行业伙伴的配合支持下重点关注技术

创新，促进低碳技术的合作实施。 

 

– “推动产业集群向净零排放转型”行动倡议由论

坛与埃森哲和美国电力研究院携手，在2021年11

月于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6次缔约方大会上发起。这项全球性运动寻求

加快推动全球100多个产业集群的转型，帮助它们

实现净零排放，同时创造就业机会、提升产业竞

争力和促进经济增长。来自英国、西班牙和澳大

利亚的四个全球性产业集群加入了该行动倡议，

承诺按照丹麦的排放标准实现总体减排目标（相

当于减排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通过携手合作，长途航空旅行将能持续提供重要的社会经济效益，同时

助力构建低碳未来和保护地球生态，造福我们的子孙后代。” 

 
——Shai Weiss，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benchmarking-diversity-and-inclusion-in-media-and-entertainment-the-audience-representation-index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benchmarking-diversity-and-inclusion-in-media-and-entertainment-the-audience-representation-index
https://www.weforum.org/stakeholdercapitalism/our-metrics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clean-skies-for-tomorrow-coalition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collaborative-innovation-for-low-carbon-emitting-technologies-in-the-chemical-industry#%3A%7E%3Atext%3DThe%20objective%20of%20the%20initiative%2Cindustry%20and%20related%20value%20chains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transitioning-industrial-clusters-to-net-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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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只有2%的塑料包装得到了有效循环利用， 

Consumers Beyond Waste行动倡议正在推动系统性

变革，力争抛弃单次使用模式，实现再使用模式，

消除塑料废弃物和减少碳排放。该项目与Loop和

Algramo等创新企业合作，致力于在国家层面加速

推行回收利用解决方案。在行业顶级零售商和制造

商的配合下，食品、个人护理和家居护理等领域的

回收利用解决方案在智利、法国、印度尼西亚、日

本和美国等国家取得了进展。 

 

– “为转型提供融资，实现净零未来”行动倡议与50

多个金融机构进行合作，为突破式脱碳技术制定融

资蓝图和一套政策建议，推动钢铁、航空和航运等

行业部门的净零转型。 

发挥技术力量，推动行业转型 

 

– 通过技术、创新和系统性风险管理项目，100多

个金融服务企业和公共-私营部门领导者共同开

展研究，识别在金融服务中加大技术应用所带来

的短期和长期风险。该行动倡议还提出了切实可

行的风险减缓战略。   

 

 
 
 
 
 
 
 
 
 
 
 
 
 
 
 
 
 

GETTY/WILLIAM TAUFIC

-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的120位高级领导者为《2022年                   

全球网络空间安全展望》这一旗舰报告贡献了洞察。                 

这一报告寻求激发各方探讨网络空间风险，将网络                 

安全工作从技术层面提升为战略优先事项。报告已                 

拥有超过150,000个读者，并获得了230多家国际媒                   

体的报道。 
 

– “合作应对网络空间犯罪”行动倡议努力扩大公共

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规模，打击网络空间犯罪，克

服当前合作障碍。该社区召集顶级专家，共同发起

了“网络空间犯罪图录”行动倡议，用地图描绘网

络空间犯罪形势，为决策者提供信息支持，为合作

应对网络空间犯罪提供支持。 

 

– “推动数字转型，促进长期增长” 行动倡议召集

了多个行业的120多个组织，进行同侪知识交流，

并围绕竞争前转型框架展开协作。除了两月一次的

交流活动外，该行动倡议还设立了一个首席数字官

社区。 

 

– 作为评估制造业数字成熟度的基准工具，智能工业

指数在全球范围内加大了部署力度和加快了部署速

度。该指数最初在新加坡发起并试行，目前来自30

个国家的大约600个企业参与了指数评估。为了进一

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指数应用，论坛还新设立了一

个独立的非营利组织——国际行业转型中心。 

 

– 论坛新设立了一个全球城市转型中心，并发起了城

市转型峰会，在世界各地城市推动公共部门和私营

部门合作，并开展联合行动。首届峰会于2021年12

月举行，召集了来自北美、南美、欧洲、非洲、亚

洲和澳大利亚等地区38个国家负责城市开发的350多

位市长、企业高管、社区领袖和学术专家。 

 

论坛合作伙伴愈发重视以影响力为导向的各类活动，这

进一步催生了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跨行业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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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consumers-beyond-disposability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sustainable-banking
https://www.weforum.org/platforms/shaping-the-future-of-financial-and-monetary-systems/projects/technology-innovation-and-systemic-risk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beneath-the-surface-technology-driven-systemic-risks-and-the-continued-need-for-innovation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Global_Cybersecurity_Outlook_2022.pdf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Global_Cybersecurity_Outlook_2022.pdf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partnership-against-cybercime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accelerating-digital-transformations
https://www.weforum.org/whitepapers/the-global-smart-industry-readiness-index-initiative-manufacturing-transformation-insights-report-2022
https://www.weforum.org/whitepapers/the-global-smart-industry-readiness-index-initiative-manufacturing-transformation-insights-report-2022
https://www.inci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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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理念指标 

国际工商理事会 

 

国际工商理事会成员包括120位国际领先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他们均是利益相关者理念原则的倡导者。理事会由美国银

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Brian Moynihan担任主席，致力于召集全球各行各业的企业首席执行官，就企业良好实践交流

观点，优先处理重大的全球热点问题并推动各方开展行动，将企业价值理念和战略统一起来，更好地服务社会。 

利益相关者理念指标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世界经济论坛在2019年宣传的利益相关者理念指标。该系列指标旨在将企业的价值理念和战略与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统一起来。鉴于大量的自愿式衡量标准限制了企业、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的能力，使他们难

以对自身愿景承担责任，也难以将愿景和行动进行匹配，国际工商理事会因此开发并倡导使用一套通用的利益相关

者指标，实现了按照统一、可比的标准来评估一个企业对其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这些指标由国际工商理事会和德勤、安永、毕马威和普华永道等几家主要的专业服务公司合作开发，并催生了与

世界最主要的国际财务核算标准制定机构的合作，共同围绕ESG问题制定通用的国际标准。 

 

截至目前，来自论坛合作伙伴社区的160多个全球企业已经承诺将利益相关者理念指标纳入报告内容，这代表着国际

顶级企业向外界发出了强烈信号，主张对资本市场上不同的ESG报告体系进行全球统一和整合。过去一年中，60多个

企业在其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包含了利益相关者理念指标的内容。论坛自身就属于此类组织，在此年度报告中发布了

ESG绩效。 

ESG从业者社区 

 

为了提高能力和技能并提高ESG报告的标准，论坛创立了一个由300多位ESG从业者组成的全球性社区，让大家定期

进行同业交流，评估最佳实践，并与国际和地方监管者和标准制定机构进行集体对话。 

 

动员社区企业通过一套通用指标自愿报告ESG绩效是朝着可持续性报告生态系统实现整合、简化和标准化的关键步骤。

这个有着较大影响力的相关方社区与决策者、金融市场监管机构和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积极合作，力求达成共识，创

立一个能够监督所有资本市场国际标准开发工作的统一机构。 

未来：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 

 

基于这项行动倡议的良好势头并意识到论坛私营部门联盟的系统相关性，项目团队加入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

成为技术准备工作小组的成员，为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该理事会的使命是为可持续发展的

信息披露工作建立国际标准。 

 

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于2021年11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上发起成立，并得到了40

多个政府和辖区的支持。理事会将继续和世界经济论坛及其私营部门联盟合作，共同为所有资本市场制定国际可持续

发展信息披露标准。除了支持该理事会的使命外，论坛及其各大平台还推动私营部门联盟定期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欧洲财务报告咨询小组和其他监管部门和标准制定机构进行对话，测试和参与制定关于强制性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未来

监管制度，促进各辖区监管制度的统一。 

 

 

 

目前，每个平台至少开展一项旗舰行动倡议，其中大

多数跨越论坛多个社区，这提升了整体工作的一致性

和连贯性。未来一年的工作重点将是进一步提升战略

协同，在共享、灵活的框架下满足社区需求和推进社

区议程。 

 

与此同时，面对快速变化的形势，各相关方对同业交流表

现出了更加浓厚的兴趣，这不仅加强了核心社区的建设，

也催生了新的企业高管社区。中心将继续投资建设这些社

区，将其作为价值交换的核心载体，并以此拓展与合作伙

伴的关系。 

 



行业转型中心的行动倡议 

先进制造业和价值链 

全球灯塔工厂网络–这些制造企业利用

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推动工厂、价值

链和商业模式大规模转型，实现了可观

的财务和运营回报，展示了领导力 

健康城市和社区–致力于积极推动公共

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为消费者赋权，

让消费者选择积极的本地化生活方式，

改善身心健康 

营养新前沿–该行动倡议召集前沿颠覆

者、消费品公司代表和公共-私营部门

合作伙伴，共同塑造转型解决方案，提

升营养的重要性，使其成为社会韧性的

关键力量 

数字经济和新价值创造 

推动数字转型，促进长期增长–召集领

导者、创新者、专家学者和决策者，构

建跨行业网络，就如何打造技术推动的、

可持续的核心业务展开交流和协作 

全球先进制造业中心网络–由本地制造

业社区组成的网络，他们携手整合和加

速开展区域工作，应对未来先进制造业

和生产，交流知识和最佳实践 

EDISON 联盟–该平台将致力于开展跨

行业合作和投资，对接信息通讯技术企

业和健康医疗、普惠金融和教育领域的

利益相关者，旨在消除数字鸿沟和加速

数字化服务的广泛应用 

下一代行业领导者–全球行业企业和

技术创新企业提名的行业领导者，他

们积极塑造和推动新思想，在改变行

业的同时向年轻一代传播和倡导行业

职业机会

  

全球网络空间安全展望–这份一年一

度的旗舰报告于2022年1月发布，旨在

围绕网络空间风险激发讨论，继续将

网络空间安全从一个技术问题提升至

重要的战略问题 

网络空间韧性承诺–这份协议旨在动

员全球各方努力增强行业生态系统内

的网络空间韧性 

量子经济网络–寻求探索和积极应对 

整个经济甚至未来十年整个社会的 

量子技术发展机遇和风险 

合作应对网络犯罪–这项行动倡议旨

在增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打击

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进行的网络犯罪活

动，分析网络犯罪态势并支持各方协力

阻止这些犯罪 

消费 

Consumers Beyond Waste–该项目召集

了企业（包装消费品、包装、零售）、

社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者，探寻具有经

济可行性的回收利用方案，推动系统性

变革 

数字信任–致力于围绕数字信任建立全

球共识，制定可衡量的措施来打造值得

信赖的技术   

能源、材料和基础设施 

清洁电力和电气化–该行动倡议旨在

利用动力因素，消除相关障碍，发展

清洁电力和电气化，并动员利益相关

者采取必要行动 

能源和工业转型资讯–这项行动倡议寻

求帮助大家了解工业和能源系统的转型

进展、差距和动力因素，并提供能够助

力转型的必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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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安全 

全球工业智能指数行动倡议–最新

的、国际公认的全球工业4.0评估、

对标分析和转型标准，用于推动工

业4.0方法和技术的应用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global_lighthouse_network
https://www.weforum.org/impact/health-buses-and-vertically-farmed-vegetables-these-big-cities-are-renewing-resident-wellbeing/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shaping-the-future-of-food/projects/new-frontiers-of-nutrition
https://initiatives.weforum.org/digital-transformation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global-network-of-advanced-manufacturing-hubs
https://www.edisonalliance.org/
https://www.weforum.org/new-generation-industry-leaders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Global_Cybersecurity_Outlook_2022.pdf
https://initiatives.weforum.org/cyberresiliencepledge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gfc-on-quantum-computing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partnership-against-cybercime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consumers-beyond-disposability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digital-trust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supercharging-electrification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global-smart-industry-readiness-index-initiative


 

加快推动国家和区域转型–推动各方加

大工作和投资力度，在需求和排放增长

最快的地区实现清洁能源转型 

 

净零碳城市–该项目寻求加快推动城市

生态系统——全球能源需求和碳排放中

心的转型，推动城市实现净零碳未来 

 

工业转型–致力于推动系统性变革，

促进和加快工业生态系统的转型 

 

 
 

金融和货币体系 

为转型提供融资，实现净零未来–该

行动倡议努力筹集资本，支持关键的

脱碳技术，推动全球经济实现净零排

放 

 

绿色建筑原则–这套原则将为打造净零

碳建筑提供路线图，帮助在房地产行业

具有大量碳足迹的各行业加快脱碳行动 

 

技术、创新和系统性风险–该项目寻求

了解技术如何增加和缓解了金融系统乃

至整个经济面临的系统性风险 

 

打造更有韧性的经济和社会–通过这项

行动倡议，努力应对新冠疫情危机的金

融行业将规划有助于提升社会韧性、防

范未来灾难性冲击的路径 

 

 

 
健康和医疗 

全球平等医疗网络–该网络支持各

行各业、世界各地的首席执行官和

其他高管，帮助他们进行对战略和

运营至关重要的健康投资 

 

医疗安全–这项行动倡议重点关注两项

工作：一个是进行病原体检测，寻求更

好地应对流行病和未来疫情；二是实施

分布式疫苗制造合作计划，旨在为中低

收入国家提供更多疫苗 

 

保护妇女和女童健康–该项目致力于

促进公共-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之间的

合作，倡导为妇女和女童提供优质的

医疗服务 

 

合作提高医疗系统可持续性和韧性–这

一合作项目重点关注评估和建立合作关

系，提高全球医疗系统响应大流行病和

气候突发事件等未来危机的能力  

 

 
 

 
 

媒体、娱乐和体育 

全球数字安全联盟–该联盟旨在推动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通过交流

关于最新在线安全监管的最佳实践、

协力降低在线危害的风险和提高数字

媒体素养，共同消除有害的网络内容

和行为 

 

界定和构建元宇宙–这一多方利益相关

者社区致力于制定相关参数，助力构建

经济可行的、可互操作的、安全包容的

元宇宙。社区工作聚焦两大方面：治理；

以及创造社会经济价值 

 

 

 

 

 

 

 

 

 

媒体的力量–该项目将利用媒体组织和

平台的规模和覆盖面，创造积极的社会

影响力，解决好内容多元化和受众代表

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关键问题 

 

 

 

 
交通出行 

未来清洁天空联盟–这是由Mission 

Possible合作伙伴关系发起的联盟，致

力于为航空价值链内外的高层决策者提

供一个全球机制，统一采用可持续航空

燃料，实现航空飞行的碳中和 

 

迈向净零排放联盟–Mission Possible

合作伙伴关系打造的一个平台，（携手全

球海事论坛和海洋行动之友）召集了航

运和燃料价值链的150多个组织，专注于

推进航运业的脱碳进程 

 

全球创新出行联盟–这个多方利益相关者 

社区寻求通过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扩大 

共享、电动和自主式交通出行（SEAM） 

的应用规模，加快转向这种交通出行模式 

 

 

 
 

 
城市转型 

助力城市迈向复苏之路–这个网络的愿

景是赋能和扩大公共-私营部门合作，支

持城市和都市经济，为建设面向未来、

具有韧性的城市奠定基础 

 

未来房地产–这一合作项目旨在协调和

动员各行各业的集体行动，打造更加宜

居、更可持续和更有韧性的建筑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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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eforum.org/nzcc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sustainable-banking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Green_Building_Principles_2021.pdf
https://www.weforum.org/platforms/shaping-the-future-of-financial-and-monetary-systems/projects/technology-innovation-and-systemic-risk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risk-proof-a-framework-for-building-organizational-resilience-in-an-uncertain-future
https://initiatives.weforum.org/global-health-equity-network/home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protecting-womens-and-girls-health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partnership-for-health-system-sustainability-and-resilience
https://initiatives.weforum.org/global-coalition-for-digital-safety/home
https://initiatives.weforum.org/defining-and-building-the-metaverse/home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power-of-media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clean-skies-for-tomorrow-coalition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getting-to-zero-coalition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global-new-mobility-coalition
https://www.weforum.org/real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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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大中心

自然和气候
中心 

Gim Huay Neo，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 

自然和气候中心推动开展气候行动，打造自然受益型经

济，促进食物、水和海洋系统的再生，改善资源管理和

预防污染，从而保护全球公域。 

中心开发建立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伙伴关系，加速行动

和推广解决方案，支持净零排放和自然受益型净零转型

的政策。中心提供一个充满活力、值得信赖的平台，助

力推进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心针对世界各地各行各业采取三管齐下的策略： 

– 提升意识和思想领导力

– 建立联系，推动变革

– 培育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行动倡

议和推广创新成果

全球形势 

全球公域正在承受压力，各系统面临崩塌的严峻风险，

威胁着社会、经济和整个地球。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最新发布的报告（2022年2月）显示，如果

按照目前的上升幅度，全球气温可能在2030至2052年期

间上升1.5摄氏度。这将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影响

粮食和水安全，破坏供应链，摧毁全球经济，威胁世界

各国人民的健康和生计。 

《2022年全球风险报告》继续将环境风险列为主要风

险，其中最主要的近期和长期风险包括气候行动失败、

极端天气事件、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崩溃。世

界经济论坛《新自然经济报告》指出，人类创造的44

万亿美元经济价值——超过半数的全球GDP——依赖

自然，这要求我们采取可持续发展实践，紧急遏制自

然损失状况。 

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快行动和全球合作。但

危机也可能化为机遇；我们有可能树立共同目标，建立

共识和信任，促进全球合作伙伴关系，打造一个更可持

续、更加包容和更有韧性的世界，在惠及当代的同时也

造福子孙后代。 

每个人都必须即刻行动、快速行动和开展大规模行动，

快速实现能源使用、资源管理以及粮食、水和海洋体

系的转型。投资开发和实施气候解决方案有望创造巨

大机遇，而实现自然受益型转型有机会每年创造高达

10.1万亿美元的商业价值，并在2030年之前创造3.95

亿个工作机会。

交流合作 

自然和气候中心打造多个社区，对接企业首席执行官、国家

元首、思想领袖、专家学者、政要、文化领袖和技术颠覆者，

倡导和共同建立基于行动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各行各业和世

界各地统一开展工作，扩大工作规模。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global-risks-report-2022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new-nature-economy-report-seizing-business-opportunities-in-china-s-transition-towards-a-nature-positive-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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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交流合作网络包括在13个地区运营的20个行业

部门的190多个合作伙伴企业、世界各地的70多个政府

合作机构和50多个国际组织以及慈善组织，这些合作

伙伴都拥有和我们共同的目标。中心还和国际组织以

及政府间合作机制，比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6次缔约方大会轮值主席国和联合国大会，保持着

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中心聚焦相互关联的五大主题： 

– 加快气候行动，实现净零排放

– 加速发展自然受益型经济

– 实现粮食、海洋和水资源系统的再生

– 推进资源的循环利用

– 通过金融和技术创新，赋能市场机制

为了帮助引导并管理气候和自然议程，中心召集成立

了多个高层次全球领导小组，包括首席执行官气候领

导者联盟、自然领军者社区、粮食管理委员会和海洋

行动之友网络等。这些合作伙伴定期举行会议，制定

战略和明确议程方向，分享最佳实践和交流看法，并

通过政策宣传和企业行动，比如和《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轮值主席国英国携手合

作，积极支持各项活动。 

与此同时，中心还在区域层面建立类似的合作伙

伴关系，将全球目标转化为本地行动。这些合作

伙伴关系包括旨在推动森林修复的亚马孙生物经

济联盟和致力于防治塑料污染的国家塑料行动合

作伙伴关系。通过这些安排，中心支持本地能力

建设，增强本地责任意识，试点那些能够长期推

广的工作思路和解决方案，使其成为推动变革的

力量。 

“在气候行动平台积极支持格拉斯哥气候会议的过程中，Mission 

Possible合作伙伴关系用实际行动落实净零排放目标。该合作伙伴

关系代表净零行业转型朝着切实的行业行动迈出了关键一步。” 

——Nigel Topping，COP26英国气候行动高级别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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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 

在合作伙伴、捐助人、专家和其他重要社区的持续支持

和投入下，2021-2022年再次成为影响深远的一年，《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成为提高气

候行动目标、推动气候行动进展的重大里程碑事件。 

重大活动和成就包括：   

加快气候行动，促进净零转型 

今年是加速和扩大气候行动的关键之年。在《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期间，论坛与

主办国英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高级别倡导

者和其他重要伙伴进行了紧密合作，动员各大社区和

网络开展行动。其中一次突出的行动以前所未有的力

度动员企业、公民、学者和许多其他利益相关者，呼

吁开展更加果敢的气候行动，并勇担责任、积极行动。

论坛支持的联合国“奔向零碳”运动目前已经涵盖

5,000多个企业、67个地区、440多个金融机构和1,000

多个教育机构，这些参与者均承诺在2020-2030年期间

将碳排放减少一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

次缔约方大会取得的重要成果已经发布，其中一些亮

点如下：  

– 首席执行官气候领导者联盟目前是全球最大规模

的首席执行官领导的气候行动联盟。联盟成员数

量增加了40%，成员包含来自27个国家的119位首

席执行官，他们代表着900万名员工。在七国集团

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

会举行前夕，首席执行官们向世界领导人发出了

一份署名公开信，支持各国领导人“大胆投入、

勇敢决策和果敢行动”。

–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

翰·克里办公室的合作，35家全球企业发起了先

行者联盟。该联盟汇总成员企业的采购承诺，将

其作为对创新技术的需求，支持“难减排”行业

部门的脱碳工作。这些“难减排”行业排放了全

球三分之一以上的碳，对于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

排放的目标必不可少。在世界经济论坛2022年年

会期间，该联盟的成员数量超过了50个。

– Mission Possible合作伙伴关系继续发展壮大，在7

个难减排行业加快推动净零转型，包括为航空、航

运和钢铁行业制定了首个行业支持并采用开源策略

的脱碳行业转型战略。该伙伴关系发布了一系列重

要的行业路线图，并继续与高级别倡导者小组展开

协作。

– 与埃森哲、彭博、渤健、谷歌、GoTo、宜家、马士基、

马恒达集团、西门子和威普罗等10个初始成员在COP26会

议期间发起了清洁天空联盟，从企业角度共同解决空气

污染问题。

快速发展自然受益型经济 

自然行动议程今年发布了两份报告： 

– 新自然经济系列第三份报告《中国迈向自然受益型

经济的机遇》介绍了中国实现向自然受益型经济转

型，有望到2030年创造8800万个富有韧性的工作机

会。

– 《 2030生物多样性城市：改变城市和自然的关

系》报告阐述了未来城市愿景：将自然置于决

策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核心

热带雨林联盟联合领导了多方利益相关者特别小组开展

有关“森林、农业和大宗商品贸易” 的对话。在这一

对话的基础上，28个国家在COP26期间发布了联合路线

图和声明，共同致力于减少大宗商品贸易引发的毁林问

题。该联盟还召集世界上最大的12个农业贸易和加工企

业，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承诺在COP27召开之前实施

一份行业路线图，旨在按照升温1.5摄氏度的路径要求

加强供应链行动。 

亚马孙、塞拉多和查科融资创新行动倡议召集了8个大

型金融机构和农业企业，他们承诺投入30亿美元，用于

在南美洲地区生产没有毁林和土地转换的牛和大豆。 

1t.org （植万亿棵树） 行动倡议继续动员私营部门参

与森林种植、修复和保护。截至目前，已有33个全球企

业和44个美国企业承诺保护和修复57亿棵树。同时，行

动倡议还推动重点地区的森林修复工作，支持亚马孙生

物经济联盟和萨赫勒地区的“非洲绿色长城”计划，并

在印度和中国开展合作。 一个标志性的重大成果是，中

国在世界经济论坛2022年年会上承诺（在1t.org中国行

动小组的主持下）保护和种植700亿棵树。 

“一亿农民”被40位世界领袖评选为农业创新领域最

具突破性的议程之一。 

自然气候解决方案联盟由世界经济论坛和世界可持续

发展工商理事会共同成立， 发起了自然气候解决方

案投资加速器，动员私营部门对这些解决方案进行投

资，旨在到2025年每年减排十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https://unfccc.int/climate-action/race-to-zero-campaign
https://express.adobe.com/page/gAB4NULQrQ2wJ/
https://express.adobe.com/page/gAB4NULQrQ2wJ/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alliance-of-ceo-climate-leaders
https://www.weforum.org/first-movers-coalition
https://www.weforum.org/first-movers-coalition
https://missionpossiblepartnership.org/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alliance-for-clean-air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New_Nature_Economy_Report_China_2022.pdf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New_Nature_Economy_Report_China_2022.pdf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biodivercities-by-2030-transforming-cities-relationship-with-nature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biodivercities-by-2030-transforming-cities-relationship-with-nature
https://www.tropicalforestalliance.org/en/collective-action-agenda/cop26/
https://www.tropicalforestalliance.org/en/collective-action-agenda/finance/ifacc/
https://www.1t.org/
https://www.weforum.org/press/2022/05/china-will-aim-to-plant-and-conserve-70-billion-trees-by-2030-as-part-of-the-global-tree-movement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100-million-farmers
https://www.weforum.org/natural-climate-solutions-alliance/join-us


 世界经济论坛2021-2022年度报告 30 

促进粮食、海洋和水系统的再生 

作为2021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的一部分，论

坛主持召开了“推进创新，促进变革”会议，召集了近

80个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推动从更加广泛、

全面的角度看待创新。 

在荷兰政府的支持下，粮食行动联盟选择通过公共-私

营部门合作，在欧盟和印度、哥伦比亚、肯尼亚和越

南等四个重点国家建立粮食创新中心。 

“海洋行动之友”联盟今年发起了新的海洋行动倡议，

包括蓝色食品合作伙伴关系（一个独具特色的平台，致

力于推动基于科学的行动，打造健康、可持续的水产食

物价值链）和海洋100对话（一个科学界-商界合作平台，

旨在推动海洋经济部门的商业领袖开展跨行业行动，加

快实现对海洋的可持续管理）。 

设在世界银行的2030水资源小组是迄今最成熟、最成

功的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社会组织水资源合作项目，

目前已拥有来自14个国家和地方的1,000多个合作伙伴。

作为发挥影响力的一个案例，小组在印度开展的“加

强农业价值链”加速器项目正在8,000公顷土地范围内

支持人们的生计和水安全，预计将惠及10,000个家庭，

保护800亿立方米的水和筹集1600万美元投资。 

50升水家庭节水联盟致力于推动城市家庭用水的规

范化，通过思想领导力产品处理好水安全和能源的

关系。过去一年中，联盟吸纳了新的合作伙伴，并 

在新冠疫情期间，手部清洁市场加速器与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合作，加快为弱势地区和人群提供关键的手部清洁

用品。 

 

在世界经济论坛2022年年会期间，中心和HCL以及

UpLink发起了新的合作，致力于为企业家提供1500万美

元的资金支持，推动用创新方法应对淡水危机。 

促进资源循环 

2021年，Scale360° 和论坛循环经济行动倡议将实施

范围从2个国家扩大至20个国家，为世界各地的城市、地

区和国家提供系统化循环创新和合作方案。 此外，还携

手难以减排的材料部门，发起了“发展循环经济，促进

行业净零转型”行动倡议。 

全球塑料行动合作伙伴关系将其国家合作伙伴关系拓展

至印度马哈拉斯特拉邦、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与此同

时，当前与越南的合作伙伴关系成为越南政府制定环境

保护新法的主要合作伙伴。根据双方合作，越南将使用

全球塑料行动合作伙伴关系的路线图，为制定国家气候

政策提供依据。此外，该合作伙伴关系还与世界自然基

金会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发起了资源再利用门户

网站（Reuse Portal），其中合作伙伴关系将发挥基础性

作用，推动塑料价值链上的合作伙伴采取共同行动，致

力于在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5.2）上达成塑料污染防

治协议。 

 在中国、欧洲和美国推进了城市试点方案。 

 REUTERS/NASA 

https://www.weforum.org/press/2022/05/new-collaboration-seals-15-million-funding-for-entrepreneurs-to-tackle-freshwater-crisis
https://www.weforum.org/press/2022/05/new-collaboration-seals-15-million-funding-for-entrepreneurs-to-tackle-freshwater-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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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共同寻找解决方案、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塑料垃圾问题时，全球

塑料行动合作伙伴关系正在有效团结世界范围内的利益相关者，积极打造

变革框架，支持各类融资和创新，减少环境和社区中的塑料污染。”  

——Audrey Choi，摩根士丹利首席可持续发展官 

通过金融和技术创新赋能市场机制 

为了鼓励私营部门资本投资进入新兴市场，可持续发展

投资伙伴关系发布《重塑风险减缓战略：非金融杠杆的

影响》白皮书，提出了观察到的和实际存在的金融和非

金融风险的解决方案。在圣卢西亚，该伙伴关系制定了

一份国别融资路线图，为重点发展项目统一筹集资金，

助力建设一条8000万美元的可再生能源管道，并投入

1200万美元用于劳动力技能再培训。  

可持续发展投资伙伴关系还发布了《关于资助公平、紧

急能源转型的若干原则》文件，旨在为金融机构和社会

组织提供统一的会计准则，更好地规划能源转型融资安

排。  

世界经济论坛开放式创新平台UpLink始终引领创业

革命，支持对人类和地球进行积极的系统性变革。

为了进一步激励企业家为实现自然受益型转型和净

零未来奠定基础，UpLink还发起了14项创新挑战赛，

聚焦自然和气候问题，征集世界各地的创新方案。

这些挑战赛共评选出138个顶级创新者及其富有发展

前景的解决方案。为了扩大工作规模，UpLink正在

召集投资者、专家和合作伙伴，打造协作式生态系

统，并始终致力于促进宣传，帮助他们参加会议和

提供建立联系的机会，从而释放各方发展潜力。

《2021-2022年度影响力报告》介绍了UpLink平台如

何为这些创新赋能，并展示了顶级创新者的个体和

集体影响力——集体影响力是根据他们自行提供的

数据，据称是经过了评估、验证和/或估测。2021-

2022年期间，顶级创新者保护或积极管理了超过

1000万公顷的自然栖息地，恢复了812,000公顷的自

然栖息地，推动保护了3,000多个物种或让它们回到

原来的栖息地，减少或避免排放了280多万吨温室气

体，在陆地和水生环境中消除了超过895,000吨的垃

圾污染。

此外，聚焦自然解决方案的顶级创新者报告称，他们筹集

了1.29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支持发展这些解决方案。 

总结来说，自然和气候中心开展的各项活动离不开论坛合

作伙伴和许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和积极支持。尽

管面临新冠疫情，中心还是举行了90多场会议，召集了

3,000多个利益相关者和重要倡导者。此外，中心还发布

了53份出版物，提出了许多洞察和建议，支持领导者制定

实施战略和行动计划。  

中心的发展也得益于四位霍夫曼学者和从合作伙伴借调

的九位项目/平台研究员的贡献。他们和论坛员工一道，

参与了气候、循环经济、粮食、自然解决方案、海洋、可

持续融资和技术议程等方面的工作。中心还与35个融资机

构合作，获得了2450万瑞士法郎的直接融资，用于开展

实施15项行动倡议。在这些资金的支持下，中心能够在

更大范围内加快工作步伐，催生更多新观点，举行更多

会议和活动，在地区和国家层面建立更多以行动为导向

的合作伙伴关系，并能推动创新和测试解决方案，有效

应对环境挑战。资金的来源非常多元，其中55%通过政府

获得，33%通过慈善组织筹集，7%通过学术组织募得，另

有4%和1%分别来自企业和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 

 超过280万吨 
   温室气体被封存 

895,000吨 
废弃物被消除 

812,000公顷 
自然栖息地得以修复 

1.29亿美元 
集体融资额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Reshaping_Risk_Mitigation_2021.pdf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Reshaping_Risk_Mitigation_2021.pdf
https://uplink.weforum.org/uplink/s/impact-report-2021-2022-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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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气候中心的行动倡议 

加快气候行动，促进净零转

型 

首席执行官气候领导者联盟–由100多

位首席执行官组成的高级别小组，他们

披露企业排放信息，采取共同行动，减

少各行各业的排放 

先行者联盟–由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企业

组成，他们协力提升新技术和创新需求，

减少“难减排”行业部门的碳排放 

Mission Possible合作伙伴关系–由气

候领导者组成的联盟，致力于未来十年

在全球排放量最高的各行各业价值链上

加快实现脱碳 

气候行动平台–该平台负责针对气候问

题制定机构战略，加快制定气候愿景，推

动能源转型，并动员各大社区在论坛40多

项行动倡议上开展行动 

快速打造自然受益型经

济 

热带雨林联盟–减少并最终遏制大宗商

品贸易引发的毁林问题，推动供应链的

转型，确保可持续生计和森林受益型未

来 

1t.org （植一万亿棵树）行动倡议–

致力于连接、赋能和服务一个多方利

益相关者社区，在2030年前保护、修

复和种植一万亿棵树，支持“联合国

生态系统恢复十年”行动计划 

自然行动议程–推动经济行动和政策目

标，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状况，向自然

受益型经济转型；并通过新自然经济系

列报告提供思想领导力 

 

自然领军者–颠覆传统做法，在2030年

前引领打造自然受益型全球经济，遏制

自然损失状况 

一亿农民–鼓励采用再生性、气候友好

型农业实践 

促进粮食、海洋和水系统再生 

粮食行动联盟–支持粮食系统的有效转型，更

快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促进包容性增

长，创造体面就业机会，维持环境可持续性和

提升气候韧性 

粮食创新中心–推动本地创新生态系统持续推

广开拓性解决方案，促进粮食系统的转型 

海洋行动之友–快速制定实施解决方案，应对

迫在眉睫的海洋挑战 

海洋100对话–携手领导海洋经济的100个公司

（总营收占主要海洋产业的60%），共同打造科学

界-商界合作平台，加快在各行各业进行海洋管

理 

蓝色食品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国际论坛，将蓝

色食品的重要性纳入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话

语体系，推动开展基于科学的行动，构建健康、

可持续的蓝色食品价值链，并围绕重要的蓝色

食品议题，确定和推广竞争前行动倡议 

全球水行动倡议–挖掘和扩大新一代公共部门-

私营部门合作机会，比如2030水资源小组，加快

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6（关于水和清洁的

专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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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alliance-of-ceo-climate-leaders
https://www.weforum.org/first-movers-coalition
https://missionpossiblepartnership.org/
https://www.weforum.org/platforms/climate-action-platform
https://www.tropicalforestalliance.org/
https://www.1t.org/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nature-action-agenda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champions-for-nature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100-million-farmers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food-action-alliance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food-innovation-hubs-partners-group
https://www.weforum.org/friends-of-ocean-action
https://www.weforum.org/ocean-100-dialogues/home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adv.abc8041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adv.abc8041
https://www.weforum.org/blue-food-partnership#%3A%7E%3Atext%3DFriends%20of%20Ocean%20Action%C3%A2%E2%82%AC%E2%84%A2s%20Blue%2Con%20priority%20blue%20food%20topics
https://www.2030wrg.org/


促进资源循环 

Scale360°–加快推动公共-私营部门

领导者和创新者的合作，在整个供应链

上让循环创新蔚然成风 

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行业净零转型–推

动实施可拓展的循环经济解决方案，针

对难以减排的行业提高脱碳目标 

全球塑料行动合作伙伴关系–打造没

有塑料污染的未来，在2025年之前将召

集社区、制定行动路线图和开展协调行

动的独特合作模式推广至25个国家 

促进金融和技术创新，赋能市

场机制  

可持续发展投资伙伴关系–促进可持续投

资生态系统的变革，加速引导资本方向，

加快扩大资本规模，帮助发展中和新兴市

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自然气候解决方案联盟–挖掘机会，

识别障碍，促进碳信用投资，加大对

自然气候解决方案的融资力度 

2030Vision–汇集科技行业的专长和

资源，加快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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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eforum.org/scale360-circular-innovation/home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circular-economy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global-plastic-action-partnership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sustainable-development-investment-partnership-sdip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frontier-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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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大中心

新经济和社会

中心 

Saadia Zahidi，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 

新经济和社会中心旨在打造繁荣公平、富有韧性和人人

享有机会的经济和社会。中心为各界领袖提供综合平台，

助其洞悉经济社会趋势并塑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心与合作伙伴携手，在五个相互关联的主题领域形成

深刻见解、制定行动框架并发起多方利益相关者行动倡议： 

– 经济增长、复兴和转型

– 工作、工资和创造就业

– 教育、技能和学习

– 多元、公平、包容和社会正义

– 全球风险

目前，上述工作对全球数百万人的生活和生计产生影响，

而世界经济论坛的长远目标之一就是为更多政府、企

业和个人提供明确机会。 

全球形势 

过去两年，全球经济、工作场所和社区深受疫情影响。

随着战争的爆发，暴力冲突和人道主义灾难接踵而至。

两次全球冲击伤害了经济增长和改善生活水平的能力，

并加剧了国家内部的社会分化，破坏了就业和教育秩

序，增加了生活成本，如果不采取行动，将长期加剧

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贫困和不平等。 

由于相关工作日益重要，中心采用多种方法来应对当前

的复杂形势，从而发挥其影响力。这种方针基于关键的

洞察力成果（例如性别、就业和社会流动性报告）与支

持循证决策的数据工具，注重事实而非意识形态。中心

制定了“国家加速行动计划”等行动框架，将全球最佳

理念融入国家和行业的具体实践及行动。此外，中心的

领导联盟与联合体在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以及

国家和行业之间保持紧密联系，积极消除各自为阵现象，

团结应对危机状况。 

这些影响力方法为越来越多的领导者及其组织提供支持，

关注经济复苏以及对未来韧性至关重要、迫在眉睫的人

力资本投资和市场创新。 

交流合作 

中心的战略方向由咨询委员会指导。咨询委员会包括近

30名企业、政府和社会组织领袖，2021-2022年召开四次

会议，围绕经济复苏提供战略指导，制定包容、可持续且

具有韧性的新型增长议程，将包容性融入新经济，弥补就

业和教育损失，并充分发挥中心的力量，投入人力资本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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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和社会中心的工作变得空前重要。面对紧急气候事件、不平

等状况加剧、乌克兰战争等全球挑战及其相关影响，人们越来越清

楚地认识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重新结合起来，才能创造更

可持续、更加公平、更为公正的世界。我们很高兴与世界经济论坛

共同推进这一目标。” 

——Robert Moritz，普华永道全球主席 

论坛的五个高管社区扩大参与度，包括近400个组织的

首席经济学家、首席人力资源官、首席学习官、首席多元

化和包容性官以及首席风险官。他们继续扮演同侪学习

社区的角色，帮助各界领袖应对类似挑战，共同制定

新见解与行动框架，造福公共利益。 

过去一年，中心主办多场全球未来理事会会议，100多名

顶级思想者和从业者组成的专家社区在六大关键领域指导

2025年规划，涵盖经济增长和复苏；财政和货币政策；工

作、工资和创造就业；教育和技能；公平和社会正义；

以及前沿风险。他们的工作成果汇编成为《建设更包容

的未来》白皮书，围绕推动更高质量增长及在未来经济中

扩大全民机会提供指南。 

2021-2022年，近30家新企业加入新经济和社会中心，成

为核心合作伙伴，并将合作伙伴总数增加至150家以上，

表明社会经济议程与企业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参与中

心洞察力伙伴关系、行动倡议和领导联盟与联合体的企业

已超过400家，涵盖多个行业。 

近30国政府通过国家加速行动计划模式与中心合作，在

国家层面促进创新、技能、教育、就业和性别平等。这一

年中，8个新政府加入全球加速行动计划模式，包括柬埔

寨（关注技能）、哈萨克斯坦（关注性别平等）、南非（关

注教育）、孟加拉国（关注教育）、日本（关注性别平

等）、墨西哥（关注性别平等）、沙特阿拉伯（关注创新）

和阿联酋（关注未来市场和就业）。此外，芬兰政府成为中

心可信知识伙伴，聚焦教育问题。 

30多个国际组织、社会组织、劳工组织和大学伙伴也参

与了中心的核心合作，围绕当今最关键的社会经济问题塑

造行动和政策变革。 

此外，慈善组织与中心合作，慷慨出资支持关键工作。

2021-2022年，他们为教育、技能、社会流动、种族和社

会正义计划签署和/或延长了五项资助协议，使相关计划

得以聘用专职人员从事具体项目，并支持整体推进中心

议程。 

影响力 

新冠疫情的后续影响、地缘政治变革和技术加速发展作

为三大颠覆力量，成为中心2021-2022年工作的大背景。

有鉴于此，中心致力于采取短期和长期应对措施，过去

一年的部分工作包括： 

提高对新风险和潜在风险的认识和警觉 

第17版《全球风险报告》有助于相关方加快识别全球风

险，使企业、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深入洞悉短期、中

期和长期全球风险，积极支持可持续的风险缓解战略。报

告指出，环境风险有可能对人类和地球造成最严重的损害，

其次是社会挑战（如生计危机）。未来10年，按严重性

排列的十大风险还包括“债务危机”和 “地缘经济冲

突”。 

定义“优质工作”并识别未来就业机会 

作为一项全球跨行业倡议，优质工作联盟于2021年6月在就

业重启峰会上启动，旨在发挥公司个体和集体力量，打造

健康、公平和具有韧性的未来就业环境。 

https://www.weforum.org/whitepapers/building-back-broader-policy-pathways-for-an-economic-transformation
https://www.weforum.org/whitepapers/building-back-broader-policy-pathways-for-an-economic-transformation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The_Global_Risks_Report_2022.pdf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partnership-for-new-work-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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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FLAVIO LO SCALZO 

这项倡议包含关于“优质工作”的定义和标准，涉及纯线

下、线下线上结合和纯线上工作，以及公司在人力措施中

追求的具体目标。联盟的工作将涵盖正式雇员和临时工。

2022年5月，启动优质工作框架，制定衡量标准和报告准则，

助力企业推进优质工作。到目前为止，框架已在全球13个

组织开展试点，覆盖120万名员工及相关供应链。 

与此同时，中心的白皮书《未来职业：社会工作在经济复

苏中的三重效益》指出，教育、卫生和护理职业投资 

可带来三重红利：促进经济活动；扩大就业机会； 

以及促进社会流动。美国经济的新模型表明，每一美元

投资将产生超过两倍的回报：投资1.3万亿美元于未来的

社会工作，到2030年可创造3.1万亿美元的GDP与1,100万

个就业机会。 

 

世界经济论坛2022年年会期间，首席人力资源官社区发起

难民就业和就业能力倡议，在欧洲考察了支持乌克兰难民

的工作，并为雇主向冲突环境下的难民提供全球系统性

支持奠定了基础。 

此外，在2022年年会上还启动了就业联盟，作为由首席执行

官和部长组成的领导小组，倡导富有成效地就业、未来职业

增长、职场新标准以及在经济复苏中提高全民工资。 

https://www.weforum.org/whitepapers/the-good-work-framework-a-new-business-agenda-for-the-future-of-work/
https://www.weforum.org/whitepapers/the-good-work-framework-a-new-business-agenda-for-the-future-of-work/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Jobs_of_Tomorrow_2022.pdf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Jobs_of_Tomorrow_2022.pdf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Jobs_of_Tomorrow_2022.pdf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Jobs_of_Tomorrow_2022.pdf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Jobs_of_Tomorrow_2022.pdf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the-refugee-employment-and-employability-initiative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the-refugee-employment-and-employability-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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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新经济和社会中心始终引领以影响力为导向的重要

合作模式，助力实现绿色环保、性别平等、经济包容的社会。政

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之间积极沟通协作，深入了解不

断变化的全球问题，为创造就业机会造和技能再培训开发实用工

具包。在前所未有的全球转型与变革背景下，中心已发展成为增

进各方互信、促进各方协作的有效平台。” 

——Rania Al-Mashat，埃及国际合作部部长 



 

启动技能再培训革命 

技能再培训革命倡议旨在到2030年为10亿人提供更好的教育、

技能和经济机会。过去一年，250多家企业以及20多个政府

和国际组织以及主要学术专家参与相关活动。在2022年达

沃斯议程会期间，此项倡议迎来两周年。两年来，该倡议

已帮助1.02亿人获得新技能，“技能再培训领军企业”已

围绕倡议的2022-2024年战略达成一致。其中，“缩小技能

差距加速器”模式被11个国家采用，而“缩小教育差距加

速器”模式在2021年9月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力峰会上启动，

南非成为这一加速器项目的创始国，孟加拉国在2022年世

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加入。 

关注全球性别差距，加速促进性别平等 

《2022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指出了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在

性别平等方面的成果与不足。2021年，消除全球性别差距

需要136年，与2020年的100年相比，损失了一代人的时

间，主要原因包括受劳动力减少影响最大的行业就业人

数下降，护理负担过于沉重，以及在越来越多的行业，男

性与女性人才发展不平衡。这份报告被企业、社会组织、

媒体和政策制定者广泛使用，12个经济体采用了“消除性别

差距加速器”（致力于促进经济领域性别平等的公共部门-私

营部门合作模式）。2021-2022年，厄瓜多尔、哈萨克斯坦、

日本和墨西哥采用了这一模式。 

发挥企业领导力，促进种族正义 

作为全球组织和高管领袖联盟，“联合促进商业领域的种

族正义”行动倡议致力于发挥个体和集体力量，为代表性

不足的种族和族裔建立公平、公正的工作场所。60多家领先

跨国企业制定和协调承诺，消除工作场所的种族主义，并为

商界种族平等制定新的全球标准。他们在过去一年相互合作，

并携手公共部门领导人，倡导包容性的政策变革。 

将平等与包容融入工作场所 

全球平等联盟于2022年3月启动，作为跨行业的公司联盟，

推动工作场所内外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联盟围绕如何

打造公平职业机会，分享经过检验的最佳做法和实用见解，

倡导供应商多元化和发起包容性产品和服务，从而加快

提高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水平。今年，联盟致力于公开推

广具有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的灯塔企业，并支持这类企业

的广泛普及。 

新经济和社会中心 

2021-2022年数字亮点 

1.02 亿人从技能再培训革命倡议中获

益

60多家公司承诺参与“联合促进商界种族正

义”倡议

5个高管社区涵盖近400名首席执行官，加大了

合作力度

29个国家加速器采用创新、技能、教育

和性别模式

170万2021年中心数据和行动框架出版物的浏

览量，2022年前五个月浏览量达50万次（2019年1月
至2022年6月总浏览量达440万次） 

160个企业伙伴和400多家公司参与

活动 

30多个国际组织、社会组织、劳工组

织和大学参与协作

5个慈善组织提供直接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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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eskillingrevolution2030.org/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global-gender-gap-report-2022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partnering-for-racial-justice-in-business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partnering-for-racial-justice-in-business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global-parity-alliance


新经济和社会中心的行动倡议 

经济增长、复兴和转型 

促进增长的新要素 

全球未来理事会经济增长和复苏新议

程议题组——关注未来最重要市场的复

苏、投资与增长，汇集有关塑造包容、可

持续和充满活力的新经济的最新理念。 

全球未来理事会财政和货币政策新议程

议题组–制定新方法并影响变革和行动，

利用经济政策工具塑造新的包容性经济 

 

工作、工资和创造就业 

定义和倡导优质工作 

就业联合体——该领导者联盟倡导投资

发展“优质工作”，促进经济复苏和生产

性就业 

全球未来理事会工作、工资和创造就业新议程

议题组——围绕在新经济中创造更多、更好的职

业开发新思路，并影响变革和行动，以创造更多

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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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打造未来市场 

市场创造者联盟——由企业和公共部门领

导人组成，致力于为创新及产业政策设计和

试行更公平、更有效的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合

作原则 

缩小创新差距加速器——旨在创造新市场，

推动向更包容、更可持续的技术经济体系转

型 

监测经济趋势，分享分析结果 

首席经济学家社区——由领先的公共和私

营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组成，为《首席经济

学家展望》季度报告提供重要意见 

经济全球化的四个未来——描绘未来五年全

球化的潜在轨迹，聚焦政策制定者的 “无悔

行动”

优质工作联盟 —— 全球性跨行业倡议，

召集公司、工会和独立专家，打造健康、

公平、具有韧性的未来职业环境，其工作

得到优质工作框架支持 

首席人力资源官社区 —— 由140个组织的

首席人力资源执行官组成，整合及拓展对

未来工作新趋势的见解，并发起行动，促进

高质量就业 

识别并投资于未来职业 

《未来工作》报告——结合经济周期以及未

来五年技术应用、职业和技能的预期前景，

介绍未来职业和技能 

《未来职业》白皮书——概述可创造三重红

利的主动投资：促进经济活动，扩大就业机

会，以及通过乘数效应，实现更加包容的社会

经济 

宣传社会保障工作 

难民就业和就业能力倡议——帮助雇主为难

民提供支持，让难民更好地融入劳动力市场

教育、技能和学习

加快技能再培训革命 

技能再培训革命——旨在到2030年为10亿人

提供更好的教育、技能和经济机会的综合倡议 

技能联合体——由领先的教育技术和劳动力

学习机构组成的社区，采取共同行动，满足

迫切的技能再培训和技能升级需求 

技能链接联盟——学习机构、雇主、供应商

和政府之间的合作生态系统，旨在向基于技能

的劳动力市场转变，并倡导广泛采用全球技

能分类法和技能护照 

首席学习官社区 —— 由首席学习官和企业代

表组成，负责在各自组织内策划和提供学习内

容，交流和推动职场技能和培训战略进展 

缩小技能差距加速器——旨在创建全球和国

家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平台，缩小技能

差距，重塑教育和培训，满足未来工作的需

要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gfc-on-the-new-agenda-for-economic-growth-and-recovery#%3A%7E%3Atext%3DCouncil%20mission%20and%20objectives%26text%3DThe%20Global%20Future%20Council%20on%2Cthe%20New%20Economy%20and%20Society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gfc-on-the-new-agenda-for-economic-growth-and-recovery#%3A%7E%3Atext%3DCouncil%20mission%20and%20objectives%26text%3DThe%20Global%20Future%20Council%20on%2Cthe%20New%20Economy%20and%20Society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gfc-on-the-new-agenda-for-economic-growth-and-recovery#%3A%7E%3Atext%3DCouncil%20mission%20and%20objectives%26text%3DThe%20Global%20Future%20Council%20on%2Cthe%20New%20Economy%20and%20Society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gfc-on-the-new-agenda-for-economic-growth-and-recovery#%3A%7E%3Atext%3DCouncil%20mission%20and%20objectives%26text%3DThe%20Global%20Future%20Council%20on%2Cthe%20New%20Economy%20and%20Society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gfc-on-the-new-agenda-for-economic-growth-and-recovery#%3A%7E%3Atext%3DCouncil%20mission%20and%20objectives%26text%3DThe%20Global%20Future%20Council%20on%2Cthe%20New%20Economy%20and%20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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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the-jobs-consortium#%3A%7E%3Atext%3DThe%20Jobs%20Consortium%20is%20a%2Cjob%2Drich%20recovery%20is%20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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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eforum.org/platforms/centre-for-the-new-economy-and-society/projects/shaping-the-markets-of-tomorrow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closing-the-innovation-gap-accelerators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closing-the-innovation-gap-accelerators
https://www.weforum.org/platforms/centre-for-the-new-economy-and-society/projects/chief-economists-community-99ab9e028d
https://www.weforum.org/whitepapers/four-futures-for-economic-globalization-scenarios-and-their-implications/
https://www.weforum.org/whitepapers/four-futures-for-economic-globalization-scenarios-and-their-implications/
https://www.weforum.org/whitepapers/four-futures-for-economic-globalization-scenarios-and-their-implications/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good-work-alliance
https://www.weforum.org/whitepapers/the-good-work-framework-a-new-business-agenda-for-the-future-of-work/
https://www.weforum.org/whitepapers/the-good-work-framework-a-new-business-agenda-for-the-future-of-work/
https://www.weforum.org/platforms/centre-for-the-new-economy-and-society/projects/community-of-chief-human-resources-officers
https://www.weforum.org/platforms/centre-for-the-new-economy-and-society/projects/community-of-chief-human-resources-officers
https://www.weforum.org/platforms/centre-for-the-new-economy-and-society/projects/community-of-chief-human-resources-officers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the-future-of-jobs-report-2020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jobs-of-tomorrow-2022/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the-refugee-employment-and-employability-initiative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the-refugee-employment-and-employability-initiative
https://widgets.weforum.org/reskillingrevolution/index.html
https://www.reskillingrevolution2030.org/reskillingrevolution/initiatives/forum-led/skills-consortium/index.html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the-skillslink-alliance
https://www.reskillingrevolution2030.org/reskillingrevolution/insights/skills-taxonomy/index.html
https://www.reskillingrevolution2030.org/reskillingrevolution/insights/skills-taxonomy/index.html
https://www.reskillingrevolution2030.org/reskillingrevolution/insights/skills-taxonomy/index.html
https://www.weforum.org/platforms/centre-for-the-new-economy-and-society/projects/chief-learning-officers-community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closing-the-skills-gap-accelerator-network


促进教育4.0 

教育4.0联盟——儿童教育领域的领导

者、高管和政策制定者组成的社区，作

为关键倡导者，推动儿童和青年参与终

身学习 

缩小教育差距加速器——旨在改革教育

内容和实践并拓展新模式、新标准和新

行动，塑造面向未来的儿童学习 

全球未来理事会教育和技能新议程

议题组——考察新经济下学生和劳

动力教育、技能和培训的内容和提供

方式，并影响变革和行动，为他们在

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提供学习支持 

多元、公平、包容和社会

正义 

将多元、公平和包容融入新

经济 

全球平等联盟——跨行业的全球组织联

盟，采取全面行动，加快提高职场内外

的多元、公平和包容水平 

携手促进商界种族公正——由组织及其

高管组成的全球联盟，致力于为代表性不

足的种族和族裔的专业人士打造公平、公

正的工作场所 

首席多元和包容官社区 ——包括20个行

业超过125家公司的首席多元和包容高管，

交流经验并推动多元、公平、包容和社

会正义工作取得战略进展 

全球未来理事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新

议程议题组——考察如何将社会正

义纳入经济体并建立公平的新体系，

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和平等，并影响变

革和行动，推进多元、公平、包容和

社会正义 

Valuable 500缩小残疾包容性差距 –

致力于残疾包容性工作的全球规模最大

的首席执行官网络，为职场平等制定新

的全球标准 

携手促进全球LGBTI平等——推动工作

场所LGBTI平等与包容的组织联盟，由联

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供支持，

与世界经济论坛协作实施 

促进性别平等 

《全球性别差距报告》——这份出版物

对各国的性别平等状况进行基准评估，

采用四项指标：经济参与和机会、教育程

度、健康和生存、政治赋权 

性别平等加速器——旨在全球和国家层

面打造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平台，缩

小当前性别差距，并重塑未来的性别平等 

全球风险 

加快识别全球风险 

《全球风险报告》——这份洞察力报告

介绍了风险专家及全球企业、政府和社会

组织领袖对全球风险的看法，涉及五个类

别：经济、环境、地缘政治、社会和技术

冲突 

全球未来理事会前沿风险议题组——探

讨随着新技术的出现或人类和社会力量变

化带来的范式转变而产生的前沿风险、未

来冲击或危险，重点关注在这些前沿领域

的风险情景和治理机会 

建立应对全球风险的制度韧性 

首席风险官社区——由不同行业的

首席风险官组成，共同研究风险评

估和应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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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education-4-0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catalysing-education-4-0-investing-in-the-future-of-learning-for-a-human-centric-recovery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catalysing-education-4-0-investing-in-the-future-of-learning-for-a-human-centric-recovery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gfc-on-the-new-agenda-for-education-and-skills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gfc-on-the-new-agenda-for-education-and-skills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gfc-on-the-new-agenda-for-education-and-skills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gfc-on-the-new-agenda-for-education-and-skills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gfc-on-the-new-agenda-for-education-and-skills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global-parity-alliance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partnering-for-racial-justice-in-business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community-of-chief-diversity-and-inclusion-officers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community-of-chief-diversity-and-inclusion-officers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gfc-on-the-new-agenda-for-equity-and-social-justice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gfc-on-the-new-agenda-for-equity-and-social-justice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gfc-on-the-new-agenda-for-equity-and-social-justice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gfc-on-the-new-agenda-for-equity-and-social-justice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gfc-on-the-new-agenda-for-equity-and-social-justice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closing-the-disability-inclusion-gap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accelerating-lgbti-inclusion-initiative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global-gender-gap-report-2022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gender-parity-accelerators#%3A%7E%3Atext%3DAnnual%20Meeting%202022%2Cthe%20Inter-American%20Development%20Bank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global-risks-report-2022/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gfc-on-frontier-risks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gfc-on-frontier-risks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chief-risk-officers-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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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大中心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 

Jeremy Jurgens，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帮助领导者预见、理解和塑造技术变

革的轨迹，从而实现以人为本的结果。中心为技术治理和

数字转型制定战略、框架和工具包，涉及250个利益相关者

领导的30项倡议，涵盖从道德人工智能到自主无人机等政

策领域。15个国家和次国家中心组成快速发展的网络，试

行解决方案并迭代更新。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网络拥有200名技术和政策专家，

其所在经济体占全球30%的人口，创造了全球40%的GDP。

他们建立信任并积累必要的专业知识，以制定足够灵活的

解决方案来满足当地需求，并尽可能将方案标准化，加强

互连性和互操作性。 

全球形势 

从人工智能到生物工程和量子计算，新兴技术有望为迫

在眉睫的全球问题提供智能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新

兴技术往往呈指数式发展特征，使现有机构和组织不堪

重负，让社会面临鲜为人知的风险，并被剥夺前所未有

的机会。 

在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升级、气候危机似乎失控、全球经济

备受疫情冲击的情况下，对指数级技术的使用及实施采取

共同原则和保障措施比以往更重要，但也更为复杂。 

量子计算就是一个例子。作为当今最重要、发展最快的新

兴技术之一，量子计算有望为气候变化等复杂挑战提供更

好、更快的解决方案，有可能颠覆行业、市场和地缘战略

能力。例如，量子计算可用于打造更有效的电池结构，或

重构食品系统，降低资源密集度。 

正如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塑造技术治理的未来”平台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发布的报告《量子计算治理原则》

所述：量子计算使用的一致性、凝聚性、生产性和有益性

日益受到行业和公众关注。报告为技术专家与产业、政

治和社会领袖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持续对话设定议程，

并得到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的支持。 

脱碳承诺的快速推广正定义另一种技术趋势，推动从能源和

运输到食品生产等领域的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同名报告

中，自肥合成作物等技术被列为2021年十大新兴技术之一，

有望提高效率和可持续性，但其对更广泛生态系统的影响还

鲜为人知。 

过去一年，中心开始在量子计算和合成生物学这两个新领

域拓展专业知识。预计在不久的未来，中心将通过影响力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4Z3Bb6ObS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4Z3Bb6ObS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4Z3Bb6ObSA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Quantum_Computing_2022.pdf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Quantum_Computing_2022.pdf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top-10-emerging-technologies-of-2021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top-10-emerging-technologies-of-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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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Y O“在日本电报电话公司，我们相信应利用技术增进福祉。我们也相信，技术部署应遵守适当 

的道德和监管准则，才能真正发挥效用。我们高度重视世界经济论坛及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 

将其视为处理政策、治理和信任问题不可或缺的公共-私营部门合作资源。” 

——Devin Yaung，日本电报电话公司集团企业物联网产品和服务高级副总裁 

议以及新中心和新加入的“全球创新者”和“技术先锋”

（中心的初创企业和规模化企业社区，处于技术和商业

模式创新前沿）的支持，在这些领域实现进一步发展。  

交流合作 

250多位行业领袖、政要和学术界、社会组织及国际机

构的代表参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的活动，通过三大

平台开展工作：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区块链和数字

资产、数据政策。 

此外，中心通过15个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组成的网络，

直接与国家和次国家政府合作。员工团队由200名技术

和政策专家组成，包括50多名政府、企业和学术界 

成员，作为中心网络的重要成员发挥关键作用，创设概

念和框架，并推进在真实环境中的应用。 

GETTY/ YUICHIRO CHINO 

位于阿塞拜疆、巴西、哥伦比亚、以色列、哈萨克斯坦、

挪威、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南非、土耳其

和阿联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分中心由中心与国家公共和/

或私人实体共同出资主办。印度和日本的中心由世界经

济论坛和所在国政府共同建立。旧金山中心则是论坛实

体，推进、管理并协调整个网络的工作。 

所有中心均发挥以下作用： 

–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的可信平台，为部门和行

业转型贡献远见卓识，打破信息孤岛，并共同制定

解决方案

– 以任务为导向的“行动派”，获得授权、掌握技

术能力并建立利益相关者社区，以快速制作原型、

迭代更新并拓展解决方案

– 倡导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寻求以人为本的技术

应用方针，在全球推动共同繁荣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系统地发掘具有颠覆性的初创企

业和规模化企业并开展合作。全球创新者社区包括150家

成长阶段（B+轮）的初创私有企业，技术先锋社区每年

甄选100家早期初创企业。 

2022年的技术先锋中，专注于气候变化的公司大幅增

加，它们从事能源储存、氢能、替代蛋白质和智能建

筑等业务，此外，还包括活跃于妇女健康、价值型医

疗保健、心理健康和远程医疗的医疗保健公司，以及

在元宇宙生态系统中处于工具和平台前沿的初创企业。

https://www.weforum.org/about/global-innovators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technology-pion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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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建立信任、产生深刻见解并鼓励

政策创新和实验，从而发挥重要影响力，支持地方、

国家和全球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  

过去一年的主要成果包括： 

– 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塞尔维亚三个新中心加入

网络。截至目前，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共设

立了15个中心，它们拥有30%的全球人口，创造了全

球40%的GDP。

–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启动和扩大20国集团全球智

慧城市联盟在拉美和亚洲的区域网络，并在全球

发展最快的八个城市建立新的本地创业城市试验基地，

从而扩大在50多个城市的工作和影响力。 

– 全球创新者社区持续扩展，已吸纳150个处于成长阶段

（B+轮）、估值超过3000万美元的初创私有企业

打造创新政策战略和框架 

– 为发展土耳其人工智能行业，土耳其第四次工业革命

中心基于既有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同业网络的指导和

见解，帮助推进土耳其首个人工智能战略计划。

– 数字货币治理联盟为全球央行数字货币和稳定币

推出首项全球资源，由超过85个组织和近200名

个人成员合力打造。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National_AI_Strategy.pdf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digital-currency-governance-consort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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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机构开始，这部法律确

保所有关键利益相关者享有个

人数据和隐私保护的黄金标准，

为卢旺达向数据型社会转型提

供了必要基础。” 

——Paula Ingabire，卢旺达信息通信技

术和创新部长 

- 根据“发挥数据力量，实现共同目标”行动倡议，

日本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领导开发新型治理模式，支

持数据市场服务提供商；哥伦比亚第四次工业革命中

心建立框架原型，在能源部门的数据市场中加强信任、

同意、评估和数据共享

- 全球数字安全联盟继续解决有害网络内容及行为的

问题。联盟成员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新加坡和英国

政府以及亚马逊、谷歌、Meta和微软等公司的高管

加快行业转型 

- 中小企业未来网络降低中小企业采用工业物联网的障

碍。这一倡议在巴西试点，并在哥伦比亚、沙特阿

拉伯、南非和土耳其逐步推广

- “塑造技术治理的未来”平台（数据政策）与印度特

兰甘纳邦政府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合作，建立基于

同意和数据共享的框架，帮助印度农民建立更有效的

供应链，提高作物产量和市场效率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data-for-common-purpose-initiative-dcpi
https://www.weforum.org/global-coalition-for-digital-safety/home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sme-futures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sme-futures


– 继2021年3月发表题为“人工智能促进农业创新”的文

件后，印度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发起“支持第四次工

业革命技术，促进农业转型”倡议，助力解决三大农

业挑战：包容性、可持续性和效率

– HUB Ocean 通过开发海洋数据平台，助力减少航运业

的二氧化碳排放。航运排放跟踪系统帮助合作伙伴找

寻运输货物的最合适船只

促进负责任的技术解决方案 

- 在“塑造技术治理的未来”平台（数据政策）的

支持下，卢旺达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与卢旺达政府牵

头制定了关于保护个人数据和隐私的新法律。该中心

继续支持卢旺达国家网络安全局实施该法律

- 根据日本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的建议和指导，日

本政府将灵活治理纳入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五大原则

- 以色列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作为主要协调者和开发

者，参与以色列国家无人机倡议的监管沙盒。八个演

示中的三个已经完成，包括新冠实验室样品的运输。

该中心将继续帮助制定关于负责任使用无人机的航

空航天监管政策

扩大技术解决方案，应对全球挑战 

– 由“塑造技术治理的未来”平台（人工智能和机器

学习）牵头的“面部识别技术的负责任限制”框架

被国际刑警组织采用，并在其190个成员国获得授

权。这一框架继续在五大洲的多个国家进行试点

– 为支持政府采购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系统，人工智能采

购箱工具包在全球多地开展试点，包括巴林、日本、

阿联酋和美国。巴西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在圣保罗地

铁系统和市临床医院成功试点后，发布了工具包的第

二次迭代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

2021-2022年数字亮点

15 
个中心，所在国拥有全球30%的人口，创造了全球

40%的GDP。 

30 
项行动倡议，由250个公共和私营部门利益相关者倡

导 

超过65 
项全球倡议，由全球网络的相关中心在当地试点 

250 
家早期和成长阶段初创企业由中心管理并参与论坛

活动 

GETTY/PATRICK T. FAL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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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Artificial_Intelligence_for_Agriculture_Innovation_2021.pdf
https://www.hubocean.earth/ocean-data-platform
https://www.hubocean.earth/ocean-data-platform
https://www.hubocean.earth/projects/ship-emissions-tracking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responsible-limits-on-facial-recognition-technology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responsible-limits-on-facial-recognition-technology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responsible-limits-on-facial-recognition-technology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ai-procurement-in-a-box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ai-procurement-in-a-box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ai-procurement-in-a-box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的行动倡议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采购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主要开展两

项工作，旨在推动政府和企业负责任地

使用人工智能，并倡导用创新方式服务

客户和公民 

人工智能领导力赋权项目——为企业高

管提供整套工具，识别人工智能的价值

及其负责任的运营方式 

面部识别技术的负责任限制——共同

设计治理框架，指导在供应链和执法

环节部署面部识别系统 

负责任地使用技术倡议——召集技术伦

理专家，深入开展企业案例研究，促进

知识共享 

FireAld 倡议——对接数据、技术和消

防资源，通过预测、应急响应以及森林

管理来减少野火危害 

区块链和数字资产 

数字货币治理联盟 ——探索央行

数字货币、稳定币、加密货币和

数字资产对全球和国家金融体系

的机遇和挑战，重点是监管、用

例和客观研究 

加密货币影响与可持续加速器—— 推

动加密货币行业创新并管理其外部影

响，重点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

金融普惠和治理 

数据政策 

“发挥数据力量，实现共同目标”行

动倡议——推动建立新型灵活数据治理

模式， 在尊重隐私权的前提下，整合

个人、企业和政府数据，并积极向利益

相关者赋权，同时消除预期之外的政策

障碍 

通往数字正义之路——建立新政策框架， 

有效解决一系列数字背景下产生的司法

问题，并指导政策措施，减少数据造成

的伤害 

实施负责任的数据生态系统——多方

利益相关者联盟，开发和部署实用、有

效的政策工具，加强数据生态系统中的

负责任行为，重点关注B2B的数据措施 

扩展现实生态系统——为不断扩大的扩 

展现实生态系统制定全球标准，涵盖下列 

主要指标：经济机会和互操作性；公平、 

包容和易用性；安全、道德和诚信；隐私 

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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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unlocking-public-sector-artificial-intelligence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responsible-limits-on-facial-recognition-technology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responsible-limits-on-facial-recognition-technology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responsible-limits-on-facial-recognition-technology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responsible-limits-on-facial-recognition-technology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responsible-use-of-technology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fireaid-ai-to-predict-and-fight-wildfires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digital-currency-governance-consortium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digital-currency-governance-consortium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crypto-impact-and-sustainability-accelerator-cisa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crypto-impact-and-sustainability-accelerator-cisa
https://initiatives.weforum.org/data-for-common-purpose-initiative
https://initiatives.weforum.org/data-for-common-purpose-initiative
https://initiatives.weforum.org/data-for-common-purpose-initiative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pathways-to-digital-justice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pathways-to-digital-justice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operationalizing-a-responsible-data-ecosystem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operationalizing-a-responsible-data-ecosystem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06/how-vr-has-transformed-workforce-training/


城市转型 

二十国集团全球智慧城市联盟—— 

在全球范围内支持和普及经验证的政策

和实践，帮助城市负责任地使用新技术 

互联世界的未来——该行动倡议通

过推动和扩展世界领先的政策、伙伴

关系和措施，使技术开发和部署符合

公共利益 

第四次工业革命印度中心 

人工智能促进农业创新（AI4AI）——  

该倡议旨在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推动

农业转型，通过食品企业、初创企业、

政府机构和其他粮食系统利益相关者的

合作，改善包容性、可持续性和效率 

第四次工业革命促进癌症诊疗可持续

转型（FIRST癌症诊疗理）——该战略

旨在识别当前癌症诊疗障碍，推荐干

预措施，包括使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

术，实现可负担、易获得和高质量的

诊疗服务，并缩小巨大的资源差距，

缓解癌症带来的疾病负担 

第四次工业革命促进教育4.0——该倡

议关注将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技

术用于基础学习和算术、教师能力建设

和未来技能培养，并寻求通过多方利益

相关者合作，缩小连接性和设备接入方

面的数字差距 

   49 世界经济论坛2021-2022年度报告 

https://www.weforum.org/centre-for-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g20-global-smart-cities-alliance
https://www.weforum.org/connectedworld
https://www.weforum.org/centre-for-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ai4ai
https://www.weforum.org/centre-for-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ai4ai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FIRST_Cancer_Care_2022.pdf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FIRST_Cancer_Care_2022.pdf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FIRST_Cancer_Care_2022.pdf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FIRST_Cancer_Care_2022.pdf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FIRST_Cancer_Care_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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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参与 

 

Sarita Nayyar，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执行董事、首席运营官 
 
 

2021-2022财年期间，尽管地缘政治和新冠疫情带来

了种种挑战，世界经济论坛的合作伙伴数量仍然实现

了大幅增长。 

 

由于新增了170多个新的合作伙伴，再加上很好地维持

了现有的合作伙伴关系，论坛的合作伙伴数量增加了

8%，达到了创纪录的783个。这主要得益于有100多个

企业签署了准合作伙伴协议，其中许多是扩大了合作

力度的机构会员。会员的增长也要归功于一些企业的

合作续约，随着疫情形势变得越来越可控，它们充分

恢复了与论坛的合作。截至2022年6月30日，战略合作

伙伴社区与119个合作伙伴保持了稳固的合作关系。 

 

从行业来看，媒体、专业服务和先进制造业的合作伙

伴增长显著，增幅都超过了20%。日益多元的合作伙

伴结构拓宽了论坛参与的议题范围，而过去一年一批

资质优秀的企业成为论坛合作伙伴，也为论坛锦上添

花。这些新加入的伙伴包括力拓、欧莱雅和西门子能

源等世界500强企业。 

 

从地区来看，亚太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以及拉丁美洲

地区成为重要的成长动力，合作伙伴的涨幅均超过了

15%。本年度，三分之一的平台新伙伴来自这些地区，

这也证明了论坛平台提供的价值主张日益全球化。 

 

随着论坛继续向提升影响力的方向转型，平台合作伙伴

在上一财年增加的基础上今年再次增长，总数量实现两

位数增长。 

 

 

 

 

 

 

 

 

 

 

 

2020-2021财年，平台合作伙数量实现强劲增长，翻倍达到72

个。今年的增长主要源于企业对“塑造能源、材料和基础设施

的未来”平台的强烈兴趣，将继续推动平台合作伙伴关系成为

论坛核心产品之一。 

 

随着合作伙伴数量的持续增加，合作的深度也在不断加强。合

作360度和合作追踪器等新开发的工具能够帮助论坛及其合作

伙伴更好地了解最相关的合作机会，更好地确定最适合的活动。

随着合作形式的不断演变，合作伙伴将有更多机会参加越来越

多的项目和行动倡议。 

 

在增加合作伙伴的同时，论坛维持了由约300个全球创新者和

技术先锋组成的强大社区。这些社区会员能帮助论坛和合作伙

伴及时了解对行业转型至关重要的最新技术和创新成果。本年，

除了提供其他洞察之外，技术先锋针对如何利用新兴技术高效

提高劳动力技能提供了知识，还帮助论坛了解了在金融行业应

用新兴技术的风险和价值。 

 

同样，全球创新者围绕平台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发起了元

宇宙项目，帮助合作伙伴和决策者了解虚拟现实技术的技术和

商业潜力。他们还为营养新前沿项目作出了重要贡献，展示了

如何利用技术解决方案，加快促进营养食品的供应、获取和采

用，全面促进健康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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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shaping-the-future-of-food/projects/new-frontiers-of-nutrition


 

 

 

 

 

 

 

 

 

 

 

 

 

 

 

 

 

 

 

 

 

 

 

 

 

 

 

 

 

 

 

 

 

 

 

 

 

 

 

 

 

 

 

 

 

 

 

 

 

 

 

 

 

 

 

 

 



4. 核心职能

全球议程小组 

Saadia Zahidi，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 

过去一年，负责管理论坛全球会议的全球议程小组

大大缩短了论坛各项会议的筹备时间。比如，面对

卷土重来的新冠疫情，论坛被迫延迟了线下会议，

但小组仅用了四周时间，便规划实施了2022年1月

的线上达沃斯议程会。此外，小组还审视了线下线

上会议规划、议程制定和议程实施等各环节的独创

性，提高了办会质量，维护了论坛在举办世界级会

议方面的领导地位。  

论坛采用最先进的会议工具，在日内瓦、纽约、旧金山

和北京组织召开了演播室会议。目前，论坛会议能够切

实反应论坛各中心雄心勃勃的系统性变革工作，并纳入

了最新的全球动态和时事热点。议程小组确保对最重大

的议题进行分析，并将其纳入各项会议，包括论坛-

COP26大会的直播会议以及2021年可持续发展影响力峰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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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和优势 

今年，全球议程小组领导或参与领导了多场重要会议，并吸引更多顶级专家参与了论坛工作。 

 

1 2021年12月底，由于出现了奥密克戎变体，原本筹办顺利的、计划于2022年1月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线下年

会被迫中断，最终于1月份在线举办了达沃斯议程会，邀请了13位世界顶级领导人发表特别致辞，围绕利益

相关者理念和新冠疫情未来走势等话题进行了多场小组讨论，并与国际空间站航天员Matthias Mauer进行

了现场连线。这也是论坛会议直播首次走出地球。 

 

 

2 5月22-26日，世界经济论坛举行2022年会，召集了2,000多个利益相关者与会。面对三十年来最为严峻

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形势，论坛年会围绕“历史转折期的政府政策与企业战略”这一主题展开探讨，

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与会领导者分析探讨了颠覆全球系统的各项因素，重点关注了论坛各大

中心领导的长期重点事项和合作关系。和以往相比，越来越多的会议进行了公开直播，让世界各地的

公众在此关键历史时刻参与互动交流。论坛与世界一流的健康专家和病毒学家以及瑞士公共卫生部门

进行合作，共同制定会议期间的健康管理指南。 

 

 

3 议程小组和论坛五大中心深化合作，为400多场线上线下会议创造最大价值。9月份举行的第二次线上可持续发

展影响力峰会为自然和气候中心、新经济和社会中心以及行业转型中心的工作提供了支持，并在会议结束时呼

吁通过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打造更可持续、更加平等的未来。11月份通过线上和格拉斯哥现场同时举行

的论坛-COP26连线议程加速推动了气候行动平台的愿景，包括携手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全球领导人发起了先行

者联盟。11月份在迪拜举行的“伟大愿景”会议召集了50位全球顶级思想家和未来主义者，标志着论坛正式回

归线下全球会议。2022年1月，《大叙事》（The Great Narrative）一书出版，对迪拜会议中的许多观点进行了

总结和提炼。 

 

 

4 小组的工作重心之一是促进专家网络的活动，强化五大中心的前瞻性工作。在2020-2022任期内，全球未来

理事会多方利益相关者跨学科知识网络由36个议题组的930名会员组成。《未来焦点2025》报告介绍了全球未

来理事会如何创新工作思路，助力打造更有韧性、更加包容和更可持续的未来。大学领导者、专家学者、智

库机构代表、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技术专家和科学家、艺术家和文化领袖，以及各界思想领袖都积极参

加论坛各项活动。 

 

 

 

 

展望未来 
 

全球议程小组将继续规划和制定议程，以线上、线下以

及两种形式结合的方式开展重大的全球、区域和主题性

会议。随着后疫情时代要求采用新的工作方式，议程小

组将致力于重新界定线下、线上以及两种形式结合的会

议的价值。9月，可持续发展影响力峰会将再次在纽约

举行。2023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会将在瑞士达

沃斯-克洛斯特斯举行。 

此外，小组也将继续与技术和数字创新团队以及公众

参与团队紧密合作，将扩大新领军者年会和未来就业

峰会等线上会议的功能，保证论坛未来顺利举办各类

会议。 

https://www.weforum.org/events/the-davos-agenda-2022/sessions/live-from-space-the-next-frontier-for-knowledge-and-action
https://www.weforum.org/events/the-davos-agenda-2022/sessions/live-from-space-the-next-frontier-for-knowledge-and-action
https://www.weforum.org/events/sustainable-development-impact-summit-2021
https://www.weforum.org/events/sustainable-development-impact-summit-2021
https://www.weforum.org/events/forum-cop26-live-2021/about
https://www.weforum.org/videos/the-great-narrative-narrating-the-future-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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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 
 

过去一年中，公众参与团队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将

世界经济论坛各项行动倡议推向世界，为合作伙伴、

政府部门和各相关方讲述故事、召集会议、出版文

件和创作内容，助力解密日益复杂的世界，并扩大

解决方案。随着信息空间日趋脆弱，难以发现事实

真相，团队继续努力通过制作基于数据的可靠内容，

保护论坛各大渠道信息的真实性。 

 

为每个平台和关注周期提供内容 

公众参与团队利用论坛在日内瓦、纽约、旧金山和

北京的演播室网络，继续在世界每个地方、每个时

区支持和举行会议，并进一步丰富会议的内容。 

 

利用日内瓦演播室打造了两个新的产品： 

 

– 作为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和执行主席克劳

斯·施瓦布同名著作的续篇，利益相关者理念

是一种数字拼贴作品，内容包含一个电视演播

室级别的视频、动画图形、品牌社媒和音频播

客，并且针对每一个平台和关注周期量身定制。 

 

– 制作了10集演播剧，庆祝 《十大新兴技术》

报告发布十周年。演播剧的末尾结合了播客

和视频两种风格，与《科学美国人》共同制

作。 

通过视频讲述故事，深化合作 

论坛继续成为LinkedIn、Instagram、TikTok、Facebook

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的优质内容出版商，获得了3000万

的关注量。 

 

论坛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吸引了7.5亿次点播量，这

主要得益于展示论坛在以下各领域工作的2,500个视频：

新兴技术、医疗、地缘政治和未来工作等。论坛在

Facebook上最受欢迎的视频的点播量超越了《每日电

讯》、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经济学人》和《卫报》

等媒体。 

 

公众参与团队还与YouTube和TED等世界顶级媒体平台建

立了富有创意的合作关系，制作了一系列动漫风格的经

济学解说视频。此外，论坛的LinkedIn 用户数量也快

速增长，截至本财年末达到了400万人左右。 在

Instagram上发布了广受欢迎的Reels视频编辑功能，可

谓吸粉无数，关注者达到了420万人。 

 

公众参与团队关注数据和用户体验，并在过去一年中继

续创新。其下属的创意内容团队设计了格式新颖、解说

风格的视频内容，展示论坛专家的观点，比如What to 

Know和An Expert Explains。 

 

最后，为了支持论坛开放式创新平台UpLink，公众参与

团队发布了300个视频，播放量超过4000万次。团队还

在日内瓦演播室主办了一系列现场直播和预录制会议，

其中还包含了庆祝该平台成立两周年的特别内容，对克

劳斯·施瓦布和平台的创始合作伙伴进行了报道。 

https://www.weforum.org/focus/stakeholder-capitalism
https://www.weforum.org/focus/stakeholder-capitalism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1/11/these-are-the-top-10-emerging-technologies-of-2021/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1/11/these-are-the-top-10-emerging-technologies-of-2021/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world-economic-forum/mycompany/verification/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1/01/davos-agenda-2021-fairer-economies-global-economy-green-recovery-inequality-social-mobility-competitiveness-stakeholder-markets/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1/01/davos-agenda-2021-fairer-economies-global-economy-green-recovery-inequality-social-mobility-competitiveness-stakeholder-markets/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03/what-do-sanctions-help-achieve-an-expert-explains/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03/what-do-sanctions-help-achieve-an-expert-expl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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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优质内容，提升用户粘性 

过去一年，论坛播客用户数量持续增长，下载量达到了

300,000次。作为论坛旗舰播客，Radio Davos邀请的嘉

宾包括演员兼活动家马特·达蒙和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

蒂娜·拉加德，而Meet the Leader播客节目与听众分

享了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古道尔和环保主义者阿尔·戈

尔的智慧。 

 

在Book Club在Facebook上大获成功之后，世界经济论

坛推出了相应的播客节目，并迅速吸引了大牌作家、

艺术家和思想家入驻，包括组织心理学家亚当·格兰

特和《金融时报》主编吉莲·泰特等。 

 

作为世界经济论坛的内容中心，Agenda网站调整优化了

导航功能，更好地引导用户行为，利用主题和议题来引

导用户体验。网站对有关企业的内容进行了强化，设立

了专门的网址，发布论坛企业合作伙伴的新闻动态。博

客行文空间的延长为思想领袖提供了更加强大的发声渠

道，而精简的新闻分析和专业解说则更加及时地为读者

提供当天新闻内容。 

 

携手世界媒体 

全球新闻媒体日益依赖论坛为下列各类议题提供评论和

背景知识：数字包容、环境、社会和企业问题、气候危

机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等。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最近对论坛新闻内容的分析中称

赞“达沃斯人”时代已结束，并转而指出世界经济论

坛已经“更多地关注社会包容和环境主义等问题，并

致力于将这些问题纳入一系列务实的解决方案框架”。

除了在路透、彭博、美联社等国际媒体获得日常报道

以外，论坛在中国、印度、日本和美国的报道量也显

著增加。为了在新市场加强宣传，团队用六种语言打

造了一个全新的辩论和议题简报会系列。和CNBC、新

浪网、《德国商报》、《时代报》、《技术评论》、《今日

印度》和《时代周刊》等媒体合办的会议平均播放量

达到了4万次。  

 

展望未来 

过去一年，随着各项行动倡议寻求推动变革和应对世界

挑战，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对于论坛工作变得愈发重要。 

 

从以往的发展历程来看，公众参与团队将继续携手论

坛各位同事，提供更加明确的公众参与价值服务，包

括提供更加强大、更加一体化的工具和资源，不仅能

广泛解决各类问题，也能深挖某一具体领域。 

 

公众参与团队正从服务模式转变为协力打造影响力模

式，并且随着各项能力日益融入论坛核心目标，将会

变得愈发具有开拓精神。 

https://www.weforum.org/podcasts/radio-davos
https://www.weforum.org/podcasts/meet-the-leader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018299788210414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1/01/davos-agenda-2021-fairer-economies-global-economy-green-recovery-inequality-social-mobility-competitiveness-stakeholder-markets/
https://blogs.lse.ac.uk/businessreview/2022/05/10/who-is-davos-man-today/?utm_source=sfmc&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2776199_Agenda_weekly-13May2022&utm_term&emailType=Agenda%20Weekly%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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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数字创新 

施力伟，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 

过去一年，世界经济论坛极大改变了为合作伙伴、相关

方和各位同事提供数字环境和服务的方式。论坛不仅继

续广泛使用Zoom等远程办公工具，而且调整了论坛社区

和会议平台TopLink的数字服务，以更好地支持论坛和相

关方之间的持续互动交流。全新打造的数字环境为打造

One Digital Forum（自十年前发起在线平台TopLink以

来最为重大的战略部署）奠定了基础。为了配合开展这

项战略，团队名称调整为“技术和数字创新”团队。 

One Digital Forum战略包括为整个数字生态系统

提供一个连贯的框架，将为与合作伙伴和相关方在

数字空间进行数字化、个性化交流奠定基础。此外，

对于数字会员或UpLink用户等新的相关方来说，他

们和论坛的交流仅限于数字和线上形式，因此便可

以利用这一战略和论坛打造的内容以及多元化社区

进行互动合作。 

这一全新战略的重点活动包括： 

– 对世界经济论坛网站www.weforum.org进行了改版，

旨在打造更加流畅的用户体验，为访问战略洞察

平台、UpLink和TopLink等数字平台提供便利。比

如现在，用户能够围绕气候变化、健康医疗或能

源等话题，更加全面地了解论坛各项活动和影响

力。

– 引入了统一的论坛身份证号，论坛合作伙伴和

相关方凭借相同的登录信息可以在各大平台之

间切换访问。

– 战略洞察平台面向各层次用户开放。近100万用

户已经注册使用有限制的论坛内容和转型路线

图。此外，已有40,000多名专业人士，包括论

坛合作伙伴企业的专业人士，已经选择成为数

字会员，以获得更加定制化的转型路线图。通

过这一平台，论坛可以为用户提供多样化的渠

道，来访问专家观点和网络，并在全球范围内

触达更加广泛的受众。

http://www.weforum.org/
https://www.weforum.org/topics/climate-change/
https://www.weforum.org/topics/future-of-health-and-healthcare/
https://www.weforum.org/topics/future-of-energy/
https://www.weforum.org/topics/future-of-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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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了初版新品——“倡议即服务”（Initiative

as a Service）。初期阶段，这项服务涵盖20多项论

坛倡议，比如（“植万亿棵树”倡议）和全球塑料

行动合作伙伴关系。它为合作伙伴提供了一个专门

的网页门户，访问论坛各类数字服务（会议、转型

路线图等）。包括其品牌推广在内，该门户能针对行

动倡议的需求进行定制，相关的技术由论坛负责管

理。

过去一年中，TopLink的开发工作仍在继续。新冠疫情迫

使论坛搁置线下会议，转向线上会议，并因此在TopLink

上举行了两场年会和100场社区月度会议。和参加线下会

议一样，参加线上年会的各行业参会者具有同样水准的

高素质。 

为了满足不断增加的高端线上对话需求，线上会议中心

在2020年发起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目前，参会者可

以更加轻松地获得有关活动和社区会议的信息，比如可

以找到新的联系人或感兴趣的项目，或者通过集成的战

略洞察插件，了解会议主题的宏观背景。

从内部来看，论坛进一步加强了人力资源管理平台的建

设，帮助员工和招聘经理更清楚地看到内部流动机会和

招聘流程。按照云优先的发展战略，论坛使用顶级的云

服务，进一步强化了核心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与此同

时，论坛按照零信任原则加强了信息技术系统的安全性。 

展望未来 

未来一年，论坛将增加数字优先的会员类别，让世界范

围内更多的专业人士获得论坛的丰富知识。另一项目标

是将TopLink应用程序转变为线上线下会议的“伴侣”，

同时开发辅助性应用程序提供互动交流的内容。此外，

论坛还将继续探索和评估元宇宙等新技术，了解如何利

用这些技术为合作伙伴和相关方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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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和文化 

 
 

Alois Zwinggi，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 
 
 

全球就业形势出现了新的动态，世界经济论坛的协作

方式也继续改变，逐步转变为现场和远程办公结合的

员工团队，这种方式已成为常态。和许多全球组织一

样，面对流动性越来越强的就业市场，论坛也加大了

人才招聘力度，在过去一年中填补了287个空缺职位。

目前，论坛拥有837名员工（包括117个临时员工）和

180名学者。 

 

加强与人才的合作 
 

过去一年，人才和文化团队重点关注为员工提供成长

机会，让他们相互学习，向顶级专家学习，培养人际

关系，也让他们更好地认同论坛文化、使命和价值观。

在劳动力队伍走向线上和线下结合的背景下，这些变

得不可或缺。 

 

团队工作集中于下列主题： 

 

- 推动经理和团队成员经常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交流，

就组织目标、工作成就和职业发展目标达成共识，

采取动态的人才管理策略，增进员工福祉、激发

员工动力和提高员工生产效率。除了开展上述讨

论，团队还在整个组织层面进行“人才谈话”，

让领导者谈论团队人才。 

 

- 提供有效的学习和成长方案，让员工根据自身需

求进行个性化选择，包括获得一笔1,000瑞士法郎

的学习奖励，可以用于自行选择的任何学习机会。

此外，还发起了结构化卓越管理和高级领导力计

划，旨在提高论坛人才管理的质量。 

 

- 让540名员工（覆盖全球六大办公室）参与各类研讨，

提高员工归属感，促进平等和包容。鼓励员工公开

分享经验，为未来数年论坛的发展提供具体建议。 

 

关注学习、发展和成长 
 

为了助力实现论坛打造学习型组织的目标，人才和文化

团队领导开展了一个团队技能定制项目，精心挑选团队，

为其提供预算，让他们获得与工作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通过这项行动倡议，论坛可以为负责项目管理的员工提

供有关变革管理的课程，为经常筹办会议和向全球受众

发声的员工打造关于卓越沟通方面的学习路径。此外，

团队还开展了针对性的学习计划，提高员工的管理技能，

并投资推出了一项员工辅导计划，向各层面的所有员工

开放。 

 

过去一年，团队还安排高级领导者为70多位员工进行了

辅导，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职业发展机会。这项员工辅

导计划受到了广大员工的积极响应。 

 

团队还推出了早期职业项目，吸引50多位职业初期的专

业人士加入论坛全球各大办公室，加强内部人才梯队建

设。 



 

关爱我们的员工 

员工的心理健康仍然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在出现个人

危机时，包括全球事件突然导致困难时，论坛将为员

工提供支持，并保证所有的沟通公开透明。    

 

这种支持包括为员工提供全天候、多语种援助热线，

通过私密的咨询对话，为员工及其家人提供情感支持；

为员工提供资金支持，承担他们与远方亲属的通讯成

本；以及为员工提供特别休假，这种休假无需医生出

具证明，也不会从年假中扣除时间。 

 

论坛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切实增进员工福祉，培养员工的

目标感。在乌克兰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发酵之际，人才和

文化团队协助员工进行现金和实物捐赠，而论坛同时也

进行同等额度的捐赠。   

 

加强组织文化建设，应对未来工作 

未来一年，团队的目标之一是进一步强化组织文化建

设，为所有员工打造更好的职场环境，确保为他们提

供必需的技能，帮助他们在论坛以及将来的其他职场

获得成功。 

论坛近40%的员工是过去两年加入的，而且是采取现场

和远程结合的办公形式。因此，有必要考虑并调整入职

体验，确保新员工有效开展工作，同时培育和传播协作

式文化，这是论坛取得成功的基石。有鉴于此，团队将

改革入职计划，根据员工的反馈建议和市场最佳实践，

制定全面、定制化的策略，提升员工归属感，匹配论坛

独特的目标、价值理念和文化。 

 

利用员工数据，推动战略决策 

过去一年，论坛更加重视数据推动的策略，并通过实时

更新的数字工具和员工数据控制板，进一步强化了这一

策略。团队将启用一个全新的员工体验平台，为员工、

管理者和团队提供一套发展工具和一系列数据化措施，

并将其纳入员工的整个职业生涯。这将有助于研判员工

满意度趋势，及时调整产品、支持和服务，从而管理具

体风险。 

 

人才和文化团队也正在审视整个组织的职业晋升和技能

发展路径，通过在论坛的特定背景下提升内部流动和职

业发展机会，打造为人才创造价值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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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和运营 

 
 

Julien Gattoni，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 
 

数字说财年 
 

过去一年中，尽管许多合作伙伴遭遇了困难动荡的经济

形势，但在论坛各类营收中，会员和合作伙伴年费仍然

高达2.477亿瑞士法郎（详见“合并财务报表”一章）。

扣除来自俄罗斯企业的收入（从2022年2月底开始未纳入

本财年核算），今年的会员和合作伙伴年费增加了3.7%。

未来一年，取消和俄罗斯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将给论坛

带来1030万瑞士法郎的损失。 

 

在维持世界经济论坛运营韧性的过程中，现有合作伙伴

和新加入的合作伙伴至关重要。截至2021-2022财年末，

论坛共有783个企业合作伙伴，比上一财年增加了8.8%。

尤其是，有178个企业加入论坛，成为论坛合作伙伴，

而现有合作伙伴的留存率从上年度的86%提高至87%（剔

除俄罗斯合作伙伴）。 

 

本财年的下半年，随着疫情封控措施的解除，论坛得以

在5月底成功举行2022年会。由于年会延迟举行、健康安

全类支出增加和参会费收入降低，论坛本财年的运营利

润减少了2,890万瑞士法郎。但与此同时，由于非会议类

运营支出降低，论坛完全承受住了财务受到的影响，并

在财年末实现了净盈余。 

 

直接资金支持 
 

直接资金支持在上一财年的基础上增加了920万瑞士法

郎，约占总收入的15%。直接资金支持和会员制业务模

式将为论坛提供战略机遇，助力论坛实现转型，从促

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交流，转向推动共同行动和

实现集体影响力。 

 

资金提供者往往是公共机构和基金会，其支持的资金往

往专用于特定的行动倡议，比如热带雨林联盟、全球塑

料行动合作伙伴关系或“植万亿棵树”等。这些资金能

够帮助论坛发挥专长：团结各大社区实现共同目标，打

造强大的影响力，造福地球、惠及人类。随着全球经济

形势趋稳，这类资金将继续成为推动论坛发展的强大力

量。 

 

在此背景下，论坛发布了首份《合作伙伴关系的力量》

白皮书，帮助读者深入了解资金支持下的多方利益相

关者合作伙伴关系——拥有共同目标的不同利益相关

者在约定时间内实现具体目标的合作关系——正在取

得什么样的进展。 

 

办公室翻新项目 

二十年前在日内瓦科洛尼建造的论坛标志性大楼长期以

来不仅发挥了办公室的功能，它也是汇集论坛各团队和

各社区的中心，是论坛各项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

弘扬这样的传统，也考虑到工作和文化的变化趋势，论

坛于2022年2月启动了为期9个月的办公室翻新项目，旨

在实现三个维度的目标： 

 

– 职场交流新愿景：建筑和功能设计将同时注重合作、

会议和焦点空间等三大功能，形成连贯一致的整体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The_Power_of_Partnerships_Report_2022.pdf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The_Power_of_Partnerships_Report_2022.pdf


– 强化论坛理念的传递：职场设计将体现论坛的过去

（传统）、现在和未来，向团队成员和访问者展示论

坛的成就和活动，并强化员工的归属感和目标感。

– 职场环境要满足当前的功能和员工身心健康需求：

精心挑选的可持续材料、照明和家具陈设将体现

论坛对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坚守。

升级采购流程 

2021-2022财年，财务和运营团队开始采用新的采购工

具。新工具包括一个“购买-支付”功能，能够实现供

应商管理和合同管理，帮助论坛改善采购运营和开支

控制，并实现对组织开支的完全公开。此外，团队还

将打造一个整合的供应商和合同数据库，对这方面的

工作提供透明度并进行控制。这种做法还有可能帮助

改善ESG报告工作。 

利益相关者理念指标 

今年，论坛第二次在年报中报告环境、社会和公司治

理绩效，内容包括国际工商理事会携手德勤、安永、

毕马威和普华永道等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共同开发

的利益相关者理念指标。 

这套指标围绕论坛运营的四大支柱提供了信息：治

理、地球、人类和繁荣发展。 

今年，在举行2022年会的背景下，论坛关于可持续

会议管理的ISO20121认证得到了再次确认。 

展望未来 

2022年8月起，Villa Mundi社区会议空间将在两年

翻新后正式开放，将为世界经济论坛日内瓦总部增

加500平方米的会议空间。空间内将包括一个能够容

纳100个参会席位的会议室。论坛在日内瓦的高级别

社区将利用这个多功能空间举办会议。 

空间毗邻论坛总部占据的地块，最初是一位外交大使的

住所。这座大楼是1957年由瑞士著名建筑师Georges 

Brera设计，属于日内瓦的地标建筑。本次，论坛不仅

对这座大楼进行了翻新，而且还建造了延展空间。

  63  世界经济论坛2021-2022年度报告 

https://www.weforum.org/stakeholdercapitalism/our-metrics


5. 办公室





66 世界经济论坛2021-2022年度报告 

5. 办公室

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 

在中国，人们将世界经济论坛视作一个高瞻远瞩、公

平公正的国际平台。许多公共机构认为，论坛是进行

具有影响力的高层次合作的最佳伙伴。目前，论坛与

中国30多个中央部委和政府部门，以及15个重要的省

市政府达成了富有建设性的合作。 

论坛在中国的重要的政府合作伙伴是中国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国家发改委是中国中央政府体系的一个

关键部委。新领军者年会是论坛在中国举行的旗舰会

议。自2007年举行首届会议以来，中国总理每年都参

加新领军者年会并发表致辞。 

旗舰会议和政要参会 

虽然国际旅行持续受到疫情防控措施的限制，但中国

高层领导人在过去一年中继续参与论坛活动。2021年

和2022年，习近平主席连续两年在“达沃斯议程”对

话会的开幕式上发表特别致辞，就中国政治经济的发

展分享观点。由于受到秋季公共卫生形势的影响， 

2021年新领军者年会被迫延期举行，但李克强总理仍

然参加了世界经济论坛举行的中国主题特别对话会，

与来自40个国家的论坛合作伙伴企业的数百位首席执

行官和董事长进行对话，围绕从数字转型到行业脱碳

的重点政策阐述看法。 

企业参与和重要行动倡议 

2021年，大中华区拥有143家世界500强企业，连续

第二年成为拥有此类企业最多的地区。过去一年，

70多家一流中国企业（包括42个合作伙伴和25个会

员和新领军者）参与论坛行动倡议和活动，其中包

括17家世界500强企业。 

在这些商业领袖的积极参与下，在决策者、专家学者

和社会组织相关方的持续努力下，论坛北京代表处在

2021年举办了25场平台会议和活动，并围绕从未来金

融科技到数字孪生城市的各类主题发布了10份洞察报

告。 

- 在气候和自然领域，论坛与中国多个部委进行合作，

共同举办了一系列会议，推动企业参与筹备在云南 

昆明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 

方大会。“迈向昆明：商业与金融助力生物多样性 

保护”活动吸引了4,300名嘉宾和100多个能源企业， 

最终各成员国签署了《昆明宣言》，中国向昆明生 

物多样性基金投入2.33亿美元资金。 

- 论坛在中国的相关方积极活跃于金融服务领域，北

京代表处感受到了他们对资产管理和ESG报告最佳实践

的需求日益成熟。论坛在中国设立了一个新的团队，

专注于推进碳中和议程，重点实施针对能源、材料和

物流等重工业部门的脱碳路线图。

https://www.weforum.org/events/the-davos-agenda-2022/sessions/special-address-by-xi-jinping-president-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https://www.weforum.org/press/2021/11/ceodialogue21en/


论坛参与设立的“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已经吸纳

了41个签约方和12个支持单位，它们来自15个国家和

地区，其中半数已经实施了逐步淘汰煤炭的政策。  

– 在先进制造业领域，在论坛全球灯塔工厂网络的90

个项目中，有31个是位于中国的工厂。中国企业高

管参加了论坛组织的线上和线下工厂参观，研究技

术用例，并参与线上活动，参会总人数超过了50万

人。

– 2021年12月，论坛和广州市联合举办了未来汽车与交

通出行大会，对接了地方参会者和海外行业领袖，推

动他们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数字转型，并展示了中国

采用全区域自动驾驶技术实现最后一英里配送的首个

试点项目。

– 其他活动，比如围绕“十四五规划”与发改委副主任

宁吉喆进行了政策对话，并安排商业代表团考察快速

发展的云南省，这些都受到了中国企业高管的欢迎。

来自论坛合作伙伴企业的79位中国高管参加了这些活

动。

思想领导力和对话 

论坛通过媒体和数字报道展现了强大的思想领导力。论

坛发言人接受的80多次访谈和撰写的专栏文章出现在了

中国主流媒体上。   

2021年，中文数字平台上的博客文章、社交媒体视频、

会议直播和播客每月阅读量/播放量达到了300万次。 

论坛极大促进了中国和世界各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公开对话和方案共享。国家发改委已经批准了论坛

拟于未来一年举行的43项活动。 

展望未来 

北京代表处共有40名同事，将进一步开发平台行动倡议，

致力于将中国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有效纳入全球社区，并

将在中国多个重要城市举办更多活动。 

GETTY/DUKAI PHOTOGRAP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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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日本代表处 

Makiko Eda，世界经济论坛日本代表处首席代表 

2021-2022年度，世界经济论坛日本代表处大大增强了与

日本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相关方的合作关系。在政府层

面，日本环境省参与了“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平台，致

力于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日本经济产业省则成为第

四次工业革命日本中心的合作伙伴。在企业层面，尽管

面对新冠疫情的影响，日本合作伙伴企业仍然加大了与

论坛的合作力度，参与的平台活动数量超越以往。在公

众参与层面，论坛上线了Youtube日本频道，作为进一步

促进日本公民参与的社交媒体平台，并迅速成为论坛最

成功的数字渠道之一。 

影响力 

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在2022年的达沃斯议程会上发表

了特别致辞，这也是他首次向全世界全面阐述日本政府

的重点政策。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也

分享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经济前景。 

日本代表处的企业事务和平台团队为论坛合作伙伴企业

和潜在合作伙伴打造了多个针对性的合作机会，推动他

们参与各类行动倡议研讨会和圆桌会议，包括参与“塑

造先进制造业和价值链的未来”平台和“塑造能源、材

料和基础设施的未来”平台。在促进能源转型方面，日

本能源经济研究所和日本自然资源和能源厅等公共部门

的参与丰富了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对话机制。通过这

些活动，日本代表处巩固和拓展了与企业界的关系。 

在日本环境大臣（2019-2021）小泉进次郎和东京大学

全球公域研究中心主任石井菜穗子的共同主持下，全球

未来理事会日本议题组成员热烈探讨了日本在领导可持

续粮食体系和循环经济中的作用。该议题组由来自学术

界、商界、社会企业和媒体的30多位领袖组成，针对日

本的情况专门发布了一份讨论简报。 

日本转型路线图由论坛和早稻田大学于2021年9月联合

编制而成，内容涵盖八大议题：日本政治、日本的数字

转型、日本文化的全球化、日本的环境和能源消耗、日

本的对外经济政策、日本的新冠疫情、日本的老龄化社

会，以及日本的科学技术。 

https://www.weforum.org/events/the-davos-agenda-2022/sessions/special-address-by-kishida-fumio-prime-minister-of-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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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安排多次对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和其他领导者

的访谈，以及通过在Youtube上播放广受欢迎的社交媒

体视频，日本代表处加大了与日本媒体的合作力度。与

去年相比，日本媒体对论坛的提及次数增加了50%。 

 

日本代表处首席代表Makiko Eda经常参加NHK日本企业

家专题节目和世界台节目，向国际受众传达信息。 

 

交流合作 

过去一年，日本代表处始终保持与相关方的交流合作，

不断增加各方之间的信任。虽然面对疫情的影响，日本

合作伙伴始终保持了很高的留存率。尽管各地区之间存

在时间差，但合作伙伴之间加大了交流合作的力度，更

多参与了论坛日内瓦或纽约办公室发起的在线会议。日

本合作伙伴积极参与相关平台和行动倡议的工作，重点

聚焦行业转型、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等主题，致力于和

世界各地的商业领袖和决策者共同打造影响力。合作伙

伴还参与了企业高管社区活动。2021年，7个日本企业

加入了论坛首席数字官社区。 

论坛继续和日本政府保持了强有力的合作；与日本重要部

委的交流也为日本参与下列领域的合作创造了机会：净零

排放、能源、性别差距，以及科学和技术。论坛与日本政

府共同创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日本中心也与日本经济产业

省和数字厅紧密合作，共同探索下列课题：智慧城市和灵

活治理；以及“发挥数据力量，实现共同目标”行动倡议。 

 

日本媒体领袖和报道媒体积极参加论坛主要活动，进行相

关报道，并将对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总裁和几位平台

总监的访谈刊登在日本媒体上。 

 

展望未来 
 

未来一年，日本代表处将继续推动日本相关方参与全球行

动倡议，并通过正式的机制来推进能源转型工作，尤其是

与水电和转型融资有关的工作，希望能够拓展整个亚洲的

议程。代表处可能会更加重视能源安全问题，以更好地反

映当前全球危机。此外，代表处还在筹划与日本政府共同

发起“消除性别差距加速器”行动倡议，届时将由重要的

商业领袖担任联席主席。最后，代表处还将向日本企业界

推介论坛自然和气候中心开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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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办公室

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 

Sarita Nayyar，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执行董事、首席运营官 

2006年以来，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携手美国利益相关

者，共同制定全球、区域和行业议程。原纽约办事处继

续管理与论坛企业合作伙伴的关系。企业合作伙伴大力

支持论坛的使命，通过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以及公共部

门和私营部门合作，推动重要、可持续的变革。2017年

以来，位于旧金山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作为世界经济

论坛在美国的第二个机构，重点关注技术治理。   

由于疫情尚未完全结束，过去一年大部分工作在线上

开展。美国办事处自2022年3月以来采用混合办公模式。  

纽约办事处 

纽约办事处一如既往关注重点行业领域，包括消费包装产

品、金融服务、投资者、信息技术、数字通信和交通出行。

过去一年，纽约办事处开展的主要工作包括： 

- “消费者减少浪费”倡议：重点关注如何发挥国家政策

的作用，加快转向循环再利用经济

- “营养新前沿”倡议：借助生态系统支持因素，实现更多

的营养选择，促使更多消费者选择营养。

GETTY/ VENTDUSUD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consumers-beyond-disposability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shaping-the-future-of-food/projects/new-frontiers-of-nutr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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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Y/HEYENGEL 

- “在私募市场中创造可持续价值”：召集私募

股权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合作推进可持续

发展措施

- “生物多样性融资—将外部性内化”倡议：旨在

减少那些能够加剧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资金流动，增加

那些能够实现积极影响力的投资

纽约办事处主办了“实施大胆行动，发挥粮食力量，

造福公众利益”线上会议，这一大型活动致力于在非

洲、美洲、亚洲和欧盟各国加强粮食+营养、气候以及

自然+用地的转型。来自哥伦比亚、埃及、欧盟、印度、

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卢旺达和美国的近200名代表参

加会议。会后发布了出版物《粮食系统2022：展望》，

提出迫切需要将粮食系统转型为净零排放的自然受益

型基础设施，向所有民众提供粮食和营养，还指出在

乌克兰战争、新冠疫情和极端天气事件等冲突造成全

球动荡的形势下，一些相互关联的风险正在威胁区域

和国家粮食系统。 

过去一年，论坛深化了与北美政界的交流合作，促进不

同国家内阁成员和高级官员与论坛的利益相关者（特别

是北美商界）直接沟通合作。加拿大、加勒比地区和美

国内阁的高级成员参加了多场论坛活动。其中值得一

提的是，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L·耶伦出席2022年1

月举行的达沃斯议程会，并谈及供给侧经济学的现代

方法。 

2021年11月，美国总统乔·拜登在格拉斯哥举行的

COP26会议上宣布启动“先行者联盟”。此项倡议由美国

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和世界经济论坛共同发起，旨

在激发尚未规模化的新兴技术的早期市场需求。数十家

领先企业已作出坚定承诺，将在未来采购此类技术。 

旧金山办事处 

旧金山办事处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网络的全球总部。论坛

继续建设这一网络，将其发展成为首屈一指的国际机构，发

挥卓越领导力，合作开发、试点和完善政策框架与治理协议，

更充分地预见新兴技术的风险，加快发挥其社会效益。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在人工智能、区块链和数字资产、物联

网或自动驾驶汽车等领域制定新政策和新战略，并通过快速

发展的国家和次国家中心网络实现灵活的实施和迭代更新。

中心帮助领导者预测、理解和塑造技术变革的轨迹，创造以

人为本、有益社会的工作成果（参见“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

章节）。 

展望未来 

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各办公室将继续通过论坛的平台工作

联系北美地区各领域政策制定者，实现论坛促进公共部

门和私营部门合作这一使命。在美加两国国内政治分化的

背景下，这一点正变得愈发重要。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creating-sustainable-value-in-private-markets-returns-relationships-and-responsibility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biodiversity-finance-internalize-the-externality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biodiversity-finance-internalize-the-externality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biodiversity-finance-internalize-the-externality
https://www.weforum.org/events/bold-actions-for-food-as-a-force-for-good-2020#%3A%7E%3Atext%3DTo%20feed%20more%20than%2010%2Call%20stakeholders%20across%20multiple%20axes
https://www.weforum.org/events/bold-actions-for-food-as-a-force-for-good-2020#%3A%7E%3Atext%3DTo%20feed%20more%20than%2010%2Call%20stakeholders%20across%20multiple%20axes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02/food-systems-2022-outlook/
https://www.weforum.org/events/the-davos-agenda-2022/sessions/a-conversation-with-janet-l-yellen-secretary-of-the-treasur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
https://www.weforum.org/events/the-davos-agenda-2022/sessions/a-conversation-with-janet-l-yellen-secretary-of-the-treasur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
https://www.weforum.org/first-movers-coalition
https://www.weforum.org/centre-for-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initiatives
https://www.weforum.org/centre-for-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initiatives
https://www.weforum.org/centre-for-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initiatives
https://www.weforum.org/centre-for-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initiatives
https://www.weforum.org/centre-for-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initiatives
https://www.weforum.org/centre-for-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centres
https://www.weforum.org/centre-for-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centres


6. 基金会

Jill Rademacher，论坛基金会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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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金会

全球青年领袖论坛 

Wadia Ait Hamza，全球青年领袖论坛总监 

全球青年领袖论坛加快发挥这个由全球40岁以下负责任领

袖组成的多元社区的影响力，塑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

未来。每年，这一论坛通过严格流程遴选并表彰世界各地

群体和行业的杰出人士，目前有1,300多名成员和往届成

员， 来自120多个国家，包括市政和商业创新者、企业家、

技术先锋、教育家、活动家、艺术家、记者等。  

全球青年领袖论坛与世界经济论坛的使命保持一致，致力

推进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增进全球公共利益。这一

社区的共同信念是：解决当前紧迫问题，建设更美好的未

来。全球青年领袖可凭借会员身份，参与论坛的平台活动，

获得启发和见解，并提高在全球范围的曝光度。  

他们还通过社区活动和行动倡议相互联系，加强自身

人脉建设。 

2022年度全球青年领袖 

社区今年重新振兴了全球青年领袖项目，设计了结构清

晰、目标明确、易于达成的三年计划，以深化成员之间

的联系——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并进一步推动影响力。

2022年度全球青年领袖包括全球120名最具潜力的社会

活动家、商业领袖、艺术家、技术专家和公共官员。他

们通过众多项目改善世界状况，包括：领导开发莫德纳新

冠疫 

http://click.e.weforum.org/?qs=2c358ffb90b403544e90174690b6270d751bbdbda84017598b58d5d88057ac1ff90a23535c1698653740462f5b370ae6712665358a8aae29


75 世界经济论坛2021-2022年度报告 

苗；保持巴勒斯坦历史与文化活力；倡导保护亚马孙雨林原

住民领地；以及对抗索马里的性别暴力。这些青年领袖展

现了当今世界不可或缺的坚韧精神和远见卓识。 

全球青年领袖的影响力 

过去一年，全球青年领袖指导了与社会和经济包容、自然

和环境、以及技术和创新有关的多个项目： 

- 30多名全球青年领袖参加“消除针对黑人的种族主

义”主题课程，完成了由弗吉尼亚大学Frank Batten领

导力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2012年度全球青年领袖Ian

Solomon设计的学习模块。他们考察了种族主义的起源，

并起草了行动计划，概述他们将在自身影响范围内为了

消除种族主义而推动的变革。总体而言，本课程的参与

者直接影响70,000多名员工，其所在组织的影响超过

1,700万人。

- 在2018年度全球青年领袖Bhairavi Jani的带领下，

一群全球青年领袖创建了1t.org印度联盟，支持印度履

行环境承诺，即恢复2,600万公顷被毁林地，并在2030

年前通过增加森林和树木覆盖率额外封存25亿至30亿吨

二氧化碳当量。该联盟将与世界经济论坛南亚团队、论

坛“加快推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平台和全球杰出青

年印度分社区密切合作。

未来全球领袖 

展望未来，全球青年领袖论坛将继续支持、表彰和宣传世界

各地、各行各业的多元领袖。全球青年领袖致力于鼓励代表

性不足的群体获得发挥领导力的新机会，包括执行与本社区

的治理、组成、人员配置和规划有关的“多元、公平和包容

路线图”。社区还将审视自身的影响力战略，更有效地支持

全球青年领袖的共同努力，在全球范围推动积极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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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金会

全球杰出青年社区 

Natalie Pierce，全球杰出青年社区总监 

全球杰出青年社区成立于2011年，由30岁以下的杰出人士

组成，旨在推动对话、行动和变革。社区包括14,500多名

成员和往届成员，在152国的486个城市分社区自行开展活

动，从亚特兰大到阿克拉，从苏黎世到萨格勒布，足迹

遍布全球。 

十年影响力 

成立十年以来，全球杰出青年发挥了非凡的积极影响力，今

年我们迎来了庆祝这些影响的独特机会。为此，在Project 

Everyone、Salesforce和埃森哲的支持下，社区发布《庆祝

十年影响力》报告，概述了全球杰出青年的工作如何直接惠

及近200万人，并对另外1,150万人产生了间接影响。为推进

所有17个全球目标，社区成员自愿工作日达45,000个工作日。 

打造更有韧性、更加包容和更可持续

的未来社会 

2021-2022年，许多国家寻求打造包容、可持续和具有

韧性的后疫情社会。在此过程中，全球杰出青年社区

赋权青年和加强当地社区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从

向世界领导人建言献策到组织紧急动员，全球杰出青

年共同努力实现这一愿景。 

- “全球杰出青年达沃斯实验室”行动倡议采取多

方利益相关者合作方法，深入了解下一代对社会、

政府和企业的期望。通过这一行动倡议，杰出青

年了解了150个国家200万人的观点，并将其纳入

青年复兴计划，提出了38项政策建议，包括呼吁停止所有

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勘探，并开展更多计划，让

青年成为政策制定者。 

- 今年，全球杰出青年进一步推进地球保护工作。在与慈善家

Rosamund Zander和“气候现实”项目的合作中，112名

全球杰出青年参加由环保主义者阿尔·戈尔和多位专家、活动家

及科学家主讲的气候现实领导力团队培训。自2018年

以来，已有812名全球杰出青年接受培训，成为卓有成效的

倡导者，在全球宣传气候科学事实和最佳做法。这一合作

产生了首个气候项目孵化器，其中美国萨克拉门托分社区

发放1,000个抗旱节水工具包，加纳Ho分社区推动用椰子

壳替代煤炭，新西兰奥克兰分社区将毛利人方案纳入城市

净零排放战略。在11月份于格拉斯哥举行的COP26会议上，

50多名成员分享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见解。世界各地成员

在线上发声，针对气候行动发表看法和表达全球愿景。

- 全球杰出青年还推动循环经济创新，消除浪费并保护

世界资源。14个分社区于所在城市实施了论坛的Scale360°

循环创新指南，提升当地企业、政府和社会的可循环性。

曼谷分社区帮助消费者选择那些采用一次性塑料替代品的

企业，墨西哥城分社区对政府官员开展循环设计、服务和

运作培训，都灵分社区协助成立当地利益相关者循环创新联

盟，推进关键气候目标。

https://widgets.weforum.org/gsc-10-year-anniversary/index.html
https://widgets.weforum.org/gsc-10-year-anniversary/index.html
https://widgets.weforum.org/gsc-10-year-anniversary/index.html
https://www.globalgoals.org/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youth-recovery-plan
https://youtu.be/qqZiX7mjY5Y
https://www.weforum.org/events/forum-cop26-live-2021/sessions/accelerating-youth-climate-action-with-the-global-shapers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1/07/cities-go-cir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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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杰出青年：数字聚焦 

2021-2022年，全球杰出青年实施了650个项目。为支持并

推动其发挥影响力，社区全年举办了75次线上培训和会议，

提供相关专业知识，将2,150名青年联系起来，分享最佳

实践。在长时间线上交流后，全球杰出青年的150 名社区

管理员参加了在日内瓦和纽约的两场线下会议并深受鼓舞，

55名成员在世界经济论坛2022年会期间分享了见解。 

基层动员： 

从阿富汗到乌克兰 

  除了参与本社区的项目，社区成员还展现了在快速动员

全球基层方面的青年力量。2021年8月，全球杰出青年和往届    

成员对阿富汗暴力事件做出回应，支持75名阿富汗全球杰出   

青年及其家人从当地疏散。2022年3月，乌克兰的全球杰出青   

年发起SupportUkraineNow。在世界各地成员的支持下，这一 

平台迅速成为热心的公民如何帮助危机中的乌克兰人的宝贵 

综合指南。项目负责人分享了组织基层人道措施应对危机的   

经验。 

展望未来 

鉴于全球问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全球杰出青年社区汲取

广大成员的经验，扩大了影响领域，将健康和福祉、公民参

与以及保障民众基本需求纳入工作范围。 

https://supportukrainenow.org/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03/supportukrainenow-lessons-from-young-people-humanitarian-response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03/supportukrainenow-lessons-from-young-people-humanitarian-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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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金会

施瓦布社会企业家基金会 

François Bonnici，施瓦布社会企业家基金会总监 

施瓦布社会企业家基金会与世界经济论坛合作，召集社

会创新者建立全球先锋型社区，推动社会创新实现系统

性变革。 

施瓦布基金会为变革者提供支持，共同打造更公正、更

公平、更可持续的世界，并使之有机会获得独家见解和

课程（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系统领导力模块），将

相关内容纳入论坛倡议，并促进社区内的同伴支持。 

25年全球影响力 

自1998年成立以来，基金会支持了400多位社会创新者，

他们直接影响超过7.22亿人的生活，在近200个国家开展

活动。 

基金会跟踪和评估其全球影响力，包括在印度农村地区

建立医院、为巴西黑人社区赋权、向加纳最贫困的社区提

供资金支持以及利用新技术促进南非的教育公平。通过基

于价值观的创新方法并关注包容、协作和可持续发展，

2019-2022年加入社区的72名获奖者影响了全球1亿多人，

包括： 

4100万 
人获得更好的医疗保健 

2000万 
青年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机会 

1530万 
人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并得以增强能力 

360万 
人获得资助和能力建设，社会经济状况得到改善 

220万 
青年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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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社会企业家联盟 

 
施瓦布基金会的全球社会企业家联盟——原名“应对新

冠病毒联盟”——发展成为社会企业领域规模最大的多方

利益相关者合作机制。联盟由100位成员组成，代表全球

100,000多名社会企业家，共同影响约20亿人的生活。

2021年，联盟聚焦印度新冠疫情最后一英里防控50强，

支持社会企业家在疫情应对和疫后复苏中发挥作用。联

盟还展示了企业如何通过负责任采购与社会企业合作并

提供支持，介绍了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的100家可对接

企业的社会企业。 

 

2022年度社会创新者 
 

从利用嘻哈音乐改变巴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到筹集逾2

亿美元投入全球医疗创新，从澳大利亚通过增强现实呈现

古老故事，到荷兰发展去中心化医疗服务和哥斯达黎加消

除隐性饥饿，施瓦布基金会2022年度社会创新者推动积

极变化，让世界更加美好。2022年1月在达沃斯议程会上

宣布的获奖者包括杰出创始人、跨国和地区企业领导人、

政府领袖和知名专家。   

 

regional business leaders, government leaders 

and  

 

施瓦布基金会年度社会创新奖设有“年度社会企业家”、“年

度企业社会内企业家”、“年度公共社会内企业家”以及“年

度社会创新思想领袖”。下一颁奖周期将设立“集体社会创

新奖”，表彰为实现共同的系统性变革而积极创新的组织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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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nitiatives.weforum.org/global-alliance-for-social-entrepreneurship/
https://initiatives.weforum.org/global-alliance-for-social-entrepreneurship/
https://initiatives.weforum.org/global-alliance-for-social-entrepreneurship/
https://widgets.weforum.org/lastmiletop50india
https://widgets.weforum.org/lastmiletop50india
https://widgets.weforum.org/lastmiletop50india
https://widgets.weforum.org/100-corporate-ready-social-enterprises/index.html
https://widgets.weforum.org/100-corporate-ready-social-enterprises/index.html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01/how-15-leaders-are-changing-the-world-through-trust/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01/how-15-leaders-are-changing-the-world-through-trust/


7. 领导力和治理

世界经济论坛由其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教授担任执行主席，由基金董事会负责提供指导，由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 

管理委员会 

截至2022年6月30日 

管理委员会是世界经济论坛的执行机构, 致力于确保各

项活动履行论坛使命,并代表论坛与外部各方接触。管

理委员会的主席由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担

任。 

管理委员会集体对论坛负责，并向基金董事会汇报工

作。   

博尔格·布伦德，世界经济论坛总裁 

Julien Gattoni，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首席财务

官 

Jeremy Jurgens，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 

Gim Huay Neo，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 

Sarita Nayyar，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美国分部首席

运营官 

施力伟，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 

Saadia Zahidi，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 

Alois Zwinggi，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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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董事会 

截至2022年6月30日 

基金董事会为论坛工作提供指导，其成员由杰出领袖组

成，他们守护着论坛使命和价值观，指导世界经济论坛

为推动真正的全球公民理念开展工作。 

基金董事会的成员都是来自商界、政界、学术界和社会

组织的杰出领袖。他们在董事会的工作不代表任何个人

或行业利益。为了确保基金董事会代表多方利益相关者,

董事会一半成员来自企业，另一半则来自国际组织和社

会组织。 

克劳斯·施瓦布，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包必达，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副主席 

Mukesh D. Ambani，信实工业公司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 

Marc Benioff，Salesforce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Thomas Buberl，安盛集团首席执行官 

Mark Carney，联合国气候行动和融资特使 

Laurence D. Fink，贝莱德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 

Chrystia Freeland，加拿大副总理、财政部长 

Orit Gadiesh，贝恩咨询公司董事长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Fabiola Gianotti，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总干事 

阿尔·戈尔，美国前副总统 （1993-2001）；美国世

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联合创始人 

André Hoffmann，Massellaz董事长 

Paula Ingabire，卢旺达信息通讯技术和创新部长 

凯飒，西门子能源监事会主席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欧洲中央银行行长 

马友友，大提琴演奏家 

 
彼得·毛雷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 

 

路易斯·莫雷诺，Allen & Company董事总经理 

Patrice Motsepe，非洲彩虹矿业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奥孔乔-伊维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拉尼娅·阿卜杜拉，约旦哈希姆王国王后陛下 

L. Rafael Reif，麻省理工学院校长

David M. Rubenstein，凯雷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联席执行主

席 

马克·施奈德，雀巢公司首席执行官 

尚达曼，新加坡国务资政 

施杰翰，西门子集团董事长 

朱莉·斯威特，埃森哲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谢白曼，皇家帝斯曼集团荣誉主席 

竹中平藏，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 

朱民，中国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管理委员会成员   
                                 
审计和风险委员会成
员                                  
投资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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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合并财务报表 
 

 

 

 

 

附件截至2022年6月30日 
 

声明 

世界经济论坛是一个国际组织，召集商界、政界、学术

界和社会各届领袖组成全球性社区, 致力于改善世界状

况。 

 

为达成这一使命，世界经济论坛主要通过公共部门和私

营部门合作模式，推动思想领导力和行动。 

 

为此，世界经济论坛鉴别全球、区域和行业领域的问题，

寻找解决方案，并尽可能开展合作，推进行动。 

 

世界经济论坛始终践行企业家精神，满足全球公共利益，

将创造性思维、创新行动倡议和学术诚信的力量与推动

全球和平与繁荣的愿景相结合。 

 

在活动中，论坛充分尊重政府和国际组织及其各类关

联机构的根本性作用。 

 

论坛是独立的非营利机构，旨在增进公共利益, 不寻求

任何政治利益或意识形态目标。 

 

世界经济论坛在其活动中，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展现

其独立性和公正性。 

 

世界经济论坛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科洛尼，在中国北京

和印度孟买设有代表处，在美国纽约、旧金山和日本东

京设有办事机构。 

 

重大会计政策 

报表编制基础 

 

世界经济论坛（下称“论坛”、“基金会”、 “组织”）

合并财务报表根据瑞士公认会计原则FER基金会（符合概

念框架、核心FER 和其他瑞士公认会计准则）的全球建议

模板编制。此等报表真实、公允地反映了组织的资产、财

务状况和财务成果。财务报表根据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报表根据历史成本原则编制，以瑞士法郎表示。报表也

遵守《瑞士民法典》第83a节的规定和基金会的规章。 

 

报表中的列示和评估原则与以往财务年度一致。年度合

并财务报表中所用的假设或估计没有重大变化，无形资

产的生命周期调整除外（详见下文）。 

 

在编制世界经济论坛合并财务报表时使用的主要会计

规则详见下文说明。 

合并方法 

 

合并财务报表包括世界经济论坛及世界经济论坛控制下

之实体的报表，如合并报表范围所示。若世界经济论坛

可接触或有权处置实体的可变收益，并能够通过对实体

的控制权影响此等收益，即视为存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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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中包括之实体 

 

实体名称 活动 国家 2022 

投票权 

2021 

投票权 

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 非营利组织 美国 100 100 

世界经济论坛日本分部 非营利组织 日本 100 100 

施瓦布社会企业家基金会 非营利组织 瑞士 0 0 

全球青年领袖论坛 非营利组织 瑞士 0 0 

全球杰出青年社区基金会 非营利组织 瑞士 0 0 

世界艺术论坛基金会 非营利组织 瑞士 0 0 

 

世界经济论坛完全合并其直接或间接行使独家控制权

的实体。 

 

论坛控制下实体的资产与负债、费用和收入，均完全包

括于年度合并报表中。 

 

在净资金和结果中的任何少数权益在合并资产负债表和

合并损益表中单独列示。在整体性 (unity)原则下，少

数权益包括在资金中。 

公司间结余、费用和收入在合并时消除。 

 

合并财务报表在截至2017年年末的年度首次编制。 

 

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之财务报表已于世界经济论坛行

使控制权（自2017年1月1日起）的期间内合并。 

 

世界经济论坛日本分部于2019年注册成立，附属于世界

经济论坛，在2018-2019年财年首次并入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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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合并财务报表   

 

 
合并范围的变动  

2022财年，财务报表的范围没有任何变动。 

外币 

世界经济论坛采用最能反映交易之经济现实的货币来衡

量财务报表要素。报表以瑞士法 郎（CHF）表示，即世

界经济论坛的功能货币。 

外币发生之交易  

 

外币发生之交易已转换为功能货币，以瑞士当局在当

月对外币的开盘汇率为准。在决算日，以外币表示的

资产负债表项目（资金除外）重新估价，按照瑞士当

局在次月的平均汇率转换为功能货币。交易结算以及

外币重新估价产生的汇兑损益均在损益表中列示。 

转换为瑞士法郎 

 

合并报表以瑞士法郎编制及列示。论坛控制下实体的

财务报表以当地货币列示。外国实体的损益表及现金

流量表中的个别项目已转换为功能货币，以瑞士当局

在当年发布的平均汇率为准。资产负债表项目（资金

除外）已转为功能货币，以瑞士当局对外币规定的汇

率为准。资产负债表项目转换产生的差异对损益表无

影响，已连同平均汇率和年底汇率之差异产生的损益

表转换差异确认在“资金” 中。 

重大会计判断、估计和假设 

 

编制论坛之财务报表需要管理层做出判断、估计和假设。

此等判断、估计和假设会影响收入、费用、资产和负债

的报告数额，以及附带的或有负债披露。此等假设和估

计中的不确定因素或会导致未来受影响资产或负债的账

面金额大幅调整。 

 
1. 判断 

 
编制此等财务报表期间，论坛管理层所做判断包括: 

 

合并瑞士基金会财务报表 

 

世界经济论坛审核与瑞士基金会的现有合同关系后，认

为其对瑞士基金会具有控制权。 因此，自2020年起此等

基金会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货币利率互换提前取消 

 

论坛管理层决定撤销先前截至2019年6月30日以货币利率

互换之公允价值计入的备用金，根据截至2021年6月30日

和2022年6月30日之宏观经济环境前景，提前取消衍生工

具合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2. 估计和假设 

 
以下内容涉及对未来的重要假设，以及其他在报告日期

引起估计不确定性的因素，此等假设和因素具有导致资

产和负债之账面金额在下一财年大幅修订的显著风险。

论坛所做假设和估计乃基于财务报表编制期间的可用指

标。然而，现有情况及对未来发展的假设或因市场变化

或论坛无法控制之条件而改变。如发生此类变化，将反

映在假设中。 

非金融资产减值 

 

当资产或现金产出单元的账面价值高于其可收回金额时, 

即发生减值。“建筑”类别的公允价值由专家每五年确

定一次，基于对类似资产依照公平交易执行之具有约束

力的销售协议中的可用数据或者可观察到的市场价格，

减去处置该等资产的增量成本确定。 

坏账准备 

论坛基于其应收货款的账龄计算坏账准备。 房地产、工

厂与设备超出资产负债表日期180天的所有应收货款均已

全额计提准备，包括其他一些存在无法回收风险的未偿付

发票。2022年，由于新冠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上述账龄

从2021年的60天延长至常态化的18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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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有情况及对未来发展的假设或因市场变化或论

坛无法控制之情形而有所改变。 

无形开发成本 

论坛将产品开发项目的成本资本化。成本的初始资本化

基于论坛管理层的判断，即技术与经济可行性得到确认, 

通常是当产品开放项目根据成熟项目管理模式达到明确

的重要节点时进行。在确定资本化的金额时，论坛管理

层做出多项假设，例如：员工从事符合资本化条件之开

发活动的时间比重，项目预期的未来现金增值能力和效

益等。管理层还确定了其无形资产的生命周期，从原来

的五年降至最多两年。 

现金和短期现金存款 

此项目表示活期存款账户中的资产和短期现金存款。此

等交易以当时通行汇率记账。在年底以期终汇率重新计

算。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按照原始开票之金额记录。如无法收回账款之

可能性较高，则在期末审查未结项目的基础上建立坏账

准备。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所有账期超过180天的应收

款项均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包括任何无法确保可收回

的未偿付票据。2022年，由于新冠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

上述账期从2021年的60天（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不

确定性而加强了控制）延长至常态化的180天。确定无

法收回之账款已核销。 

预付费用/应计收入 

该项目包含与下一会计期间相关的预付费用及应

计收入。 

投资证券 

 

证券之价值按购入成本减去减值损失计算。卖出证券时

实现收益，并列入财务收益。 

房地产、工厂与设备 

房地产、工厂和设备按历史成本记录，减去累计折旧。 

 

采用直线折旧法，按资产类别基于以下使用周期： 

 
 

资产性质 折旧期 （年） 

新建筑 30 

房地产 10 

设备与器材 5 

租赁资产改良 可用寿命和剩余租期较

低者 

IT 软件 5 

IT 硬件 3 

设备与器材（会议用） 3 

车辆 3 

艺术品 无折旧 

土地 无折旧 

在建资产 无折旧 

 

 
修理和维护费用记入损益表。大修费用已资本化，在

被替换要素的使用周期内摊销，但不超过相关资产的

剩余可用期限。实施中项目的研究成本不进行资本化，

而在发生时作为费用列支。 

 

基金会在资产负债表日期检查每项资产，并酌情确认

减值损失。 

 

对于艺术品、土地和建筑，则五年一次循环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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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 

研究成本在发生时作为费用列支。组织可证明以下内容

时，个别项目的开发支出可作为无形资产确认，又称

“ICT”： 

 

 

– 无形资产是可辨别且由组织控制；  

 

– 其支出能够在开发期间可靠地衡量； 

 

– 能确定资产如何在未来几年产生经济效益； 

 

– 有资源能够确保无形资产的完整。 

 

无形资产按历史价值减去折旧计算。采用直线折旧法，

基于通常两至三年的标准使用周期。从开发完成、资产

可用时开始摊销资产。每年对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

减值测试。 

应计负债 

项目包括与当期相关的应付费用，只在下一会计期间支

付。 

准备金 

若基于过去事件，基金会可能负有义务，且金额和/或

到期日不确定但可估计时，则会列入准备金。这一义

务产生负债。 

贷款与衍生品 

来自信贷机构的贷款按名义价值确认。债务发行成本在

整个债务期内摊销，归入流动负债，除非债务结算在报

告日期后延期至少12 个月。 

 

外汇汇率和利率波动的风险通过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对冲。 

按照瑞士GAAP FER框架，组织使用资产负债表外方法, 

即对冲工具在附注中披露，不在资产负债表中确认。由

于市场利率或外汇汇率相对于期限的波动，金融衍生工

具变得有利（资产）或不利（负债）。 公开交易的衍生 

品、证券和投资的公允价值基于报告日的市场报价。 

 
收入 

如有确凿证据说明存在安排且风险和收益已转移，则确

认收入。金额列入损益表，不含税。 

养老金计划 

基金会承担与所有员工及法律规定之受让人的职业养

老金成本。养老金计划符合瑞士法律及世界经济论坛

条例。 

 

养老金义务和计划资产由合法、独立的养老基金管理。 

养老金计划的组织、管理和筹资依照法律、基金会契 

约和适用于养老金的有效法规执行。 

相关方交易  

根据瑞士公认会计准则RPC 15，以下基金会视为

相关方： 

 

– 施瓦布设计企业家基金会 

 

– 全球青年领袖论坛 

 

– 世界艺术论坛基金会 

 

– 全球杰出青年社区基金会 

 

– 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 

 

– 世界经济论坛日本分部 

 

– 世界经济论坛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日本） 

 

– 基金董事会成员 

 

– 管理委员会成员 

 

– 执行委员会成员 

 

– 审计委员会成员 

 

– 世界经济论坛工作人员公积金 

 

论坛已与这些相关方（包括施瓦布基金会、全球青年领

袖论坛、世界艺术论坛、全球杰出青年社区）签署协议，

说明如有任何赤字，将由世界经济论坛补足。 

 

相关方间的任何其他交易按公平原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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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 

机构捐赠： 

 

- 捐款资金根据向世界经济论坛的书面捐款协议作出，全

额记录于损益表，作为在作出捐款承诺之年度的捐款。

若收到之捐款有使用条件、捐赠者目的或时间限制，则

被分类为受限资金，并在“受限资金-直接资助”下确

认为收入，前提是不超过项目年度支出水平。 

- 在书面捐款协议日期和实际收到款项日期之间实现的外

币汇兑损益，以及在财务状况报表日期未实现的外币汇

兑损益，均计入损益表。 

 

个人捐款 

              -     鉴于相对规模和重要性，此等捐款按现金制记录。 

 

风险管理政策 

风险评估 

为满足内控制度要求，世界经济论坛通过独立制度性检

查和治理机构（如基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瑞士法律

规定的法定审计）持续进行风险与控制检查。 

 

在内部，世界经济论坛由总裁博尔格·布伦德领导的管

理委员会进行治理。 

 

内部委员会，如事务领导团队和项目审核委员会，评估

合作伙伴和会员是否适当与合格，并审查项目活动。 

 

汇率风险管理  

瑞士法郎为基金会的功能性货币。世界经济论坛收入单

位为瑞士法郎和美元。大多数费用以瑞士法郎支出，少

数以欧元和美元支出。组织日常活动中的汇率风险非常

低，产生的损益列于损益表。 

流动性风险管理 

在特定对手方违约或具有再融资问题时，基金会存在此等

风险。 

 

流动性状况受到严格监管，确保基金会可随时偿还短期

债务。 

利率风险管理 

基金会的两笔单独债务需支付浮动利率，利率波动风

险较高。尽管如此，组织进行货币利率互换以对冲风

险，以支付固定利率。 

市场风险 

鉴于收入的多元化，基金会面临的市场风险很低。2022年，

达沃斯年会的收入占总收入的8%。 

会计政策的变更 

过去一年内，瑞士GAAP PRC并未发生或发布有效的变化。 

权益列示的变动 

2021-2022财年，论坛调整了基金会自有资本列示，以

满足瑞士公认会计准则的标准，同时也调整了2020-

2021年度自有资本的列示，确保可比数据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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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2年收入与成本及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 

 

瑞士法郎 (000s) 30/06/2017 30/06/2018 30/06/2019 30/06/2020 30/06/2021 30/06/2022 

总收入 280,022 326,740 344,708 367,004 315,455 383,382 

会员费 30,817 31,620 27,294 22,350 15,396 10,174 

参会费 43,200 43,299 42,336 42,079 0 28,921 

合作伙伴费 166,634 209,315 222,550 233,002 225,346 240,689 

直接资金支持 18,673 18,002 18,137 29,277 37,386 46,537 

 
其他 

 
20,698 

 
24,503 

 
34,390 

 
40,297 

 
37,327 

 
57,061 

总支出 278,809 325,023 343,688 366,492 314,924 383,382 

人力1
 108,360 130,790 144,337 152,186 122,860 130,299 

办公室和活动 170,449 194,233 199,351 214,306 180,067 252,237 

 
重组成本 

 
– 

 
– 

 
– 

 
– 

 
11,997 

 
846 

结转至基金会资本 
 

1,213 

 
1,717 

 
1,020 

 
512 

 
531 

 
0 

 

 
 

资产负债表：资产 

 

瑞士法郎 (000s) 30/06/2017 30/06/2018 30/06/2019 30/06/2020 30/06/2021 30/06/2022 

总资产 455,690 565,650 596,385 658,176 681,626 734,014 

流动资产 162,982 164,948 190,145 356,412 366,624 256,209 

现金与现金等价物 97,760 74,055 107,338 295,097 327,659 202,876 

 
应收账款 

 
65,222 

 
90,894 

 
82,808 

 
61,315 

 
38,965 

 
53,333 

非流动资产 292,708 400,702 406,240 301,764 315,002 477,805 

 
有形和无形资产2

 

 
115,993 

 
142,849 

 
145,165 

 
142,919 

 
122,428 

 
122,087 

金融资产 176,715 257,853 261,075 158,845 192,574 35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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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负债和资金 

 

瑞士法郎 (000s) 30/06/2017 30/06/2018 30/06/2019 30/06/2020 30/06/2021 30/06/2022 

总负债和资金 
 

455,690 
 

565,650 
 

596,385 
 

658,176 
 

681,626 
 

734,014 

流动负债 185,514 194,863 200,790 177,645 166,689 202,470 

应付账款 13,278 12,149 7,083 6,635 8,139 23,918 

 
应计费用和递延收入3

 

 

172,236 

 

182,715 

 

193,708 

 

171,010 

 

158,550 

 

178,552 

非流动负债 – 50,000 50,000 95,000 95,000 95,000 

 

长期贷款 

 

– 

 

50,000 

 

50,000 

 

95,000 

 

95,000 

 

95,000 

受限资金 9,744 14,095 17,301 24,152 28,474 28,639 

 

受限资金-直接资金

支持 

 

 
9,744 

 

 
14,095 

 

 
17,301 

 

 
24,152 

 

 
28,474 

 

 
28,639 

资金 260,433 306,691 328,293 361,378 391,463 407,905 

初始资本 25 25 25 3,525 3,525 3,525 

 

无法流动的资本 
 

32,050 
 

33,578 
 

34,385 
 

35,011 
 

213,534 
 

274,840 

 
自有资本 

 
227,144 

 
271,371 

 
292,863 

 
322,330 

 
173,872 

 
129,540 

盈余 1,213 1,717 1,020 512 531 - 

 

 

 

 
1. 人力资本包括薪资、社保和其他人类费用。 

 

2. 有形资产：土地、房产、器材、IT硬件和软件。无形资产：IT开发。 

 

3. 应计费用：活动成本备抵和人力成本备抵。递延收入：递延会员费、合作伙伴费和参会注册费。 

 

*上述合并数字包括世界经济论坛和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截至2017年1月1日之数字。 

 

自2019年7月1日起，合并财务报表还包括世界经济论坛日本分部和其他基金会（全球青年领袖论坛、施瓦布社会企业 

家基金会、全球杰出青年社区和世界艺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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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衡量利益相关者理念 :  指 标 和 披 露 标 准   

 

 

 

 

 

 

 

介绍 
 

 

 

 

 

 

世界经济论坛利益相关者理念指标揭示了论坛在下列

ESG四大支柱方面的表现：治理原则、地球、人类和繁

荣发展。今年是论坛第二次发布ESG报告。正如去年报

告中指出，“ESG报告是个永不停歇、精益求精的长期

旅程。”根据我们的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论坛在

这趟旅程中取得了初步进展。  

 

比如，在“人类”支柱中，论坛去年发布的ESG报告显

示，论坛可以在性别平等和员工多元化的某些方面取得

进步。其中之一便是员工的国籍。2020年，论坛的员工

来自83个国家，其中大多数来自欧洲和北美。这两个地

区约占员工总人数的75%。但到了2022年年中，来自其

他地区和国家的员工越来越多，其中亚太地区的员工增

长最快。在此期间，论坛在11个国家第一次雇佣员工。

目前，论坛员工覆盖了94个国家，其中30%是欧洲和北

美之外的国家。 

 

论坛员工的性别结构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论坛雇佣

的女性员工数量超过了男性。2020-2021年度，女性

员工占比为60%，而在2021-2022财年，这一比例进一

步升高至62%。以往，大多数初级员工均有女性担任，

她们处于一级、“专员”、二级或“负责人”职位。

在中层管理职位中，女性占比低于50%；而在管理委

员会中，女性占比更是不到20%。但是，在中层管理

职位和管理委员会这两个层级上，论坛已经提高了女

性比例：女性已占据半数的中层管理职位（三级或

“总监”级别职位），并已经在管理委员会中占据了

三分之一的职位，达到了一个重要的比例门槛。但是，

在高层管理职位（四级职位）中，女性占比仍然偏低，

不符合整体发展趋势，需要进一步改善。 

 

今年在“人类”支柱下开展的两个项目值得重点关注。

首先，论坛大幅提高了学习预算，过去十二个月的学习

开支（980,000瑞士法郎）相当于上两个财年的总和。 

同时，这笔开支也更加广泛地分配到了学习和技能提

升上，为每位员工提供1,000瑞士法郎，让大家自行

选择学习课程。第二，论坛大幅加大了招聘力度，启

动了一个专门面向青年专业人才的早期职业计划。不

管是为人才提供加入论坛的机会，还是加大对现有员

工的投入，都表明论坛致力于提升员工技能，吸纳更

多年轻人加入论坛事业。 

 

在“地球”支柱方面，论坛回归了线下会议，但也说

明了论坛的范围3或是间接的环境足迹在多大程度上是

源于人员的流动，特别是与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

相关的航空旅行。2020-2021年，由于疫情的爆发，论

坛未举行线下会议，因此论坛的碳足迹从上一年财年

的近10万吨二氧化碳骤减至790吨。这反映了在所有员

工在一流办公室工作的情况下，论坛的日常运营具有

很高的组织效率。但挑战依然存在。随着论坛组织举

办2022年达沃斯年会，二氧化碳排放足迹迅速回升至4

万吨左右，这主要是因为参会嘉宾的航空出行。 

 

论坛将继续致力于实现碳中和，通过购买碳信用额度，

抵消残余二氧化碳排放量，根据科学减碳倡议组织的

标准，实现2030净零排放承诺以及二氧化碳减排计划。

但是，为了应对这一巨大挑战，在实现减排的同时召

集世界各地领袖前来参会，论坛正在探寻富有创造力

和创新力的解决方案，比如将年会的一些环节复制到

元宇宙。 

 

这些事例都说明，将基于ESG的利益相关者理念指标

纳入论坛以及任何一个大型企业和国际组织的年度报

告，都具有重要价值。通过衡量ESG绩效，就有可能

更好地管理ESG。本报告中列出的十几项ESG指标也再

次表明论坛不仅取得了财务报表中列示的那些业绩，

也不仅增加了合作伙伴的数量，而且在更加广泛的指

标上实现了影响力和绩效。管理委员会和基金董事会

可以利用这些作为工具来提高论坛在所需发挥作用的

领域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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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它们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途径，使

论坛在追求改善世界状况这一使命的过程中保持问

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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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项指标最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目标17：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

伙伴关系—目标17.16：分享知识、技术和财政资源 

9. 衡量利益相关者理念 :  指 标 和 披 露 标 准  

 

 

 

 

 
 

治理原则支柱 

 

治理宗旨 
 

 

指标 举措  
 

核心指标 

 

宗旨陈述  

宗旨应当是企业为解

决经济、环境和社会

问题提出方案的方式

表述。企业宗旨应当

是为包括股东在内的

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

价值。 

 

 

 

 
 

 

 

 

 

扩展指标 

 

以宗旨为导向的管理  

企业如何将宗旨纳入公司

发展战略、政策和目标。 

世界经济论坛是一个非营利、公益性组织，寻求实现自身章程中规定的宗旨——

“致力于改善世界状况”。在这一宗旨框架下，论坛发挥全方位、一体化的平台

作用，积极推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详细了解论坛宗旨，请参阅论坛章程和

规章制度。 

 

 

 

 

 

 

 

 

 

 

 
 

 

 
论坛将宗旨置于所有活动的核心。论坛针对每项行动倡议制定了专门的治理架构，确

保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有助于实现论坛使命。此外，论坛基金董事会通过下设的各委员

会（治理委员会、审结和风险委员会、投资委员会），为论坛发展提供必要的治理和监

督，确保其符合论坛战略、政策和目标，助力论坛实现使命。这些工作的成果都已纳

入每年发布的论坛年度报告。 

 

 

 

和这项指标最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目标17：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

伙伴关系—可持续发展目标17.16：分享知识、技术和财政资源 

https://www.weforum.org/about/world-economic-forum-related-documents
https://www.weforum.org/about/world-economic-forum-related-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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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机构的水准 
 

 

指标 举措  
 

核心指标 

 

治理机构的构成 

最高治理机构及其委员

会的构成：与经济、环

境和社会主题相关的能

力和素质；执行或非执

行；独立性；治理机构

人员的任期；每位成员

其他重要职位的数量和

承诺以及承诺的性质; 

性别；来自弱势群体的

代表情况；以及利益相

关方的代表情况。 

 

 

 

 

 

 

 

 

论坛是依法注册成立的基金会，接受瑞士联邦政府的管辖。基金董事会负责管理论坛

各项活动及其相应的治理机构。董事会成员经任命产生，成员构成需体现国际社会各

利益相关者（国际组织、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他们围绕与经济、社会、环境和

技术相关的重大问题，积极推进论坛价值理念和愿景目标。 

 

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都是各自领域功成名就、德高望重的领袖。他们参加董

事会是为了积极推进论坛使命。董事会成员不接受薪资，他们利用个人能力和多元化

背景，确保董事会不受任何利益影响，独立履行监督职责，专注于推进论坛使命。 

 

详细了解论坛治理机构，请参阅论坛章程和规章制度。 

 

获取基金董事会现任成员名单，并了解更详细的信息，请登录世界经济论坛官方网站

的“领导力和治理团队” 页面。 

 
 

和这项指标最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目标16：推动构建正义、和平和包容的社会

—目标16.7：确保各级的决策反应迅速，具有包容性、参与性和代表性。 

https://www.weforum.org/about/world-economic-forum-related-documents
https://www.weforum.org/about/leadership-and-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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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合作 
 

 

指标 举措  
 

核心指标 

 

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实

质性问题 

对关键利益相关者具有

实质性影响的主题清单;

这些主题是如何确定的;

利益相关者如何合作。 

依据制定的宗旨，论坛积极开展多方合作，致力于在下述领域取得进展： 

 

1. 设计团结、可持续和具有韧性的经济体系 

 

2. 改善全球公域治理 

 

3. 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各项技术 

 

4. 推动负责任的行业转型与增长 

 

5. 促进全球和区域合作 

 

在上述五大领域,论坛对照ESG四大支柱下的所有指标，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致力

推动全球进步，希望在自身运营过程中，改善ESG绩效并提高对四大支柱的整合能力，

进而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经评估，论坛ESG报告所涵盖的大多数指标对于内外部利益

相关者均具有实质性影响。 

 

论坛通过常年举行的会议、研讨会、调查、报告以及与商界、政界和社会组织领袖的持

续互动（线上和线下），对主题确定的过程和利益相关者合作给予支持，并通过论坛各类

治理机构（基金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和特定项目治理机制（如行业高管社区和管理社

区）强化这一过程。 

 

早在1973年，世界经济论坛通过《达沃斯宣言》率先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合作的概念 

和利益相关者理念的定义。2020年1月，论坛在庆祝成立五十周年的年会上发布了 

更新版宣言。 

 

因此，论坛在召集多方利益相关者领袖参加线上线下活动方面具有独特经验，能够

推动他们探讨问题、交流见解，助力解决优先事项。 

 
 

和这项指标最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目标17：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

全球伙伴关系—目标17.16：分享知识、技术和财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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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行为 
 

 

指标 举措  
 

核心指标 

 

反腐败 

1. 接受过反腐败政策和

程序培训的治理机构

成员、员工和业务伙

伴（按地区划分）。 

 

a. 在本年度确

认、但与往

年相关的腐

败事件的数

量和性质 

 

b. 在本年度确

认、但与今

年相关的腐

败事件 的数

量和性质 

1. 作为推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的国际组织，论坛认真对待自身作为信任建立者

的角色，因此在整个组织内对腐败问题采取零容忍政策。 

 

论坛对“腐败”采取了透明国际组织的定义，即“滥用受托的权力谋取私利”。 

 

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定义，它不限于论坛运营所在国所认定的犯罪活动，也不限于

涉及政府官员的交易行为。 

 

论坛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和程序，对符合上述定义的行为和交易进行识别，并在

此基础上允许及时和适当的纪律处分和补救措施。 

 

世界经济论坛的每一位员工（包括经理和高管）在入职后的90日内必须参加行

为规范在线培训，这项规定最近拓展至“临时工作人员”，包括那些可以访问

论坛系统的研究人员和顾问。 

 

为了便于介绍这项指标，员工和临时工作人员将被统称为“论坛员工”。他们在

开始工作后不久就会自动注册参加行为规范培训，并在人力资本管理系统的提醒

下，在90天内完成相关培训（以及其他强制性入职在线培训）。系统会跟踪整个 

培训情况，直至培训完成。 

 

除了新加入的员工（入职时间不超过90天的论坛员工），我们的目标是确保100%的

论坛员工完成行为规范培训。截至2022年6月30日，论坛员工整体培训完成率是 

86%（上年度同期是87%），其中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员工（位于美国的论坛员工）

的完成率是87%（上年度同期是86%），日内瓦和论坛其他办公室的整体完成率是86%

（上年度同期是87%）。 

 

截至2022年6月30日，论坛全体员工（员工、专家和合同工）的培训完成率是69%

（上年度同期是77%），其中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的完成率是68%（上年度同期

是74%），日内瓦和其他办公室的整体完成率是 69%（上年度同期是78%）。论坛正

式员工的培训完成率明显高于临时工作人员，因为直到最近才针对后者 强制实

施行为规范在线培训。与上一财年相比，临时工作人员培训完成率出现了下降，

是因为论坛在本年度加大了对新员工的招聘力度。 

 

论坛供应商行为规范和受捐者行为规范针对道德行为和遵守反腐规章的事宜作

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些规范已被纳入论坛标准合同，作为和供应商以及受捐者

进行交流合作的参考。 

https://weforum.box.com/s/icyidyxaqmitl0rw6238rj8vd7wqfib6
https://weforum.box.com/s/2rd03abjey0qu5x4cz10dt061zktiz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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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项指标最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目标16：创建正义、和平和包容的社会—目标

16.5：大幅减少一切形式的腐败和贿赂行为 

论坛标准的合作伙伴和会员协议也规定，合作伙伴和会员必须维护关键的伦理

道德原则（比如商业诚信和反腐败），且在合作伙伴或会员违反此等原则的情

况下，论坛有权终止该企业的合作伙伴或会员资格。 

 

 

回应1a)和1b)：截至2022年6月30日，本财年已确认的腐败事件如下： 

 

– a. 与往年相关的腐败事件为零（上财年同期也为零） 

 

– b. 和今年相关的腐败事件有1起（上财年同期为零）：发现了一例利益冲突事件，

此后立刻采取适当的调查行动，并解聘了相关员工。 

 

 

2. 探讨行动倡议

以及利益相 

关者的参与情

况，改善整体

的运营环境和

文化，实现有

效反腐。 

 

 

 

 

 

 
指标 

 

2. 世界经济论坛还与合作伙伴企业和政府展开积极合作，通过联合反腐行动倡议，

实施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和系统性策略来解决全球问题，共同解决腐败问题。联

合反腐行动倡议于2004年发起，是全球反腐领域由首席执行官领导的首要平台，

其工作的基础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负责任的领导力和技术进步这三大支

柱。截至目前，该行动倡议拥有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100多个签约方，代

表着打击腐败、维护诚信的企业最强音。 

 

 

 

 

 
 

举措 

 

 

核心指标 

 

受保护的道德建议和

报告机制 

 

针对下列问题的 

内外部机制的描述：  

 

1. 寻求关于道德行

为、合法行为和

组织诚信的建议  

 

2. 报告关于不道德行

为、 不合法行为和

组织失信行为的相

关问题 

  

1. 论坛法务和合规团队支持管理层和员工的工作，为其提供关于法律、合规和公

司治理方面的建议，包括但不限于道德行为、合法行为和组织诚信。 

 

行为规范、法务和合规政策和在线培训为员工的道德和合法行为提供指导。论坛所

有员工都可以通过内网查看行为规范和相关的政策和程序（利益冲突、反腐败、送

礼和娱乐招待政策等）。 

 

论坛在其行为规范、反腐政策、供应商行为规范和受捐者行为规范部分明确规定了

邀请自由发表意见和禁止报复等事项。 

 

 

2. 论坛还为员工提供多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于不道德行为、不合法行为和组织失信

行为的担忧。论坛员工可以选择下列方式： 

 

– 与直管经理或负责监管该团队的执行董事沟通 

 

– 与人才和文化团队沟通 

 

– 使用外部供应商管理的诚信报告平台；该平台为论坛和报告者搭建了双向沟通渠

道，同时为报告者提供了匿名报告的选择。 

https://www.weforum.org/communities/partnering-against-corruption-initiative
http://www3.weforum.org/docs/Code_of_Conduct_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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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项指标最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目标16：推动构建正义、和平和包容的社会—

目标16.5：大幅减少一切形式的腐败和贿赂行为 

和这项指标最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目标16：推动构建正义、和平和包容的社会—

目标16.5：大幅减少一切形式的腐败和贿赂行为 

论坛诚信报告政策介绍了处理此类问题的流程和针对任何报告事件的管理流程。2022年4

月1日，管理委员会修订了这一政策。 

 
 

 

 
 

指标 举措  
 

扩展指标  

 

统一游说战略和政策 

 
公司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和

游说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和这些关注领域相关的公

司战略；以及游说立场与

其目的、政策、目标或其

他公共立场之间的任何差

异。 
 

 

 

 

 

指标 

 
扩展指标 

 

不道德行为带来的货

币损失 

 

与下列情形有关的法律

诉讼所带来的货币损失

总额：欺诈、内幕交易、

反垄断、反竞争行为、

市场操控、渎职或违反

其他相关行业法律法规

的行为。 

根据论坛章程第4条，论坛不参与任何游说活动（游说和宣传倡导具有明显差异）：

“论坛是一个独立组织，不追求任何政治或意识形态利益。在所有活动和所有情形中，

论坛致力于保持独立性和公正性”。 

 

 

 

 

 

 

 
 

 

 
举措  

 
2021-2022财年，论坛未报告任何与下列情形有关的法律诉讼所带来的货币损失：欺诈、

内幕交易、反垄断、反竞争行为、市场操控、渎职或违反其他相关行业法律法规的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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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和机会监督

指标

核心指标

将风险和机遇纳入业
务流程
披露公司具体面临的实

质性风险和机会，而不

是普遍意义上的行业性

风险；公司对这些风险

的偏好；这些机会和风

险的长期演变过程；以

及公司针对这些变化采

取的对策。应当将这些

机会和风险纳入重大的

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

包括气候变化和数据治

理。

举措 

风险 :

论坛制定了专门的流程，持续识别和评估风险，并于 2020 年更新了这一流程。2021

年 11 月，最新的年度风险评估报告提交至基金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和风险委员会。

报告指出，引发撰稿人讨论最多的风险和论坛价值主张的核心内容有关，即“相关性

和可信度”以及“公正性”。

但在本财年，此类风险与论坛运营以及实践价值主张的风险之间的关联 / 相互依存性

愈加明显。比如，为了支持论坛发布的内容，需要开展数据采集和处理工作，而在此

过程中伴随的职业操守风险就和下列风险紧密相关：论坛作为一个中立组织的声誉受

到损害的风险。

论坛的旗舰出版物之一是《全球风险报告》。该报告每年 1 月发布，是深入了解领导

者对于未来一年风险的看法和期望的关键信息参考。根据 2022 版《全球风险报告》，

在位列前十的各项风险中，有五项风险和环境有关，其中排在首位的是“气候行动失

败”风险，这充分说明了论坛非常重视并始终关注气候议程，同时也采取合适的运营

方式来应对气候危机，以免损害论坛作为气候行动领导者的声誉。

机会 :

世界经济论坛通过其各级治理机构和各大社区、各类活动，持续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 

形势，完全能够预判趋势、识别威胁和挖掘机遇，并积极推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

合作，助力打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和更有韧性的世界。比如在过去一年中，论坛和

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合作，共同发起了“先行者联盟”，旨在聚合私营

部门的购买承诺，提振对创新技术的市场需求，推进“难减排”行业的脱碳工作。

加入联盟的 50 多个企业分布在五大洲，其总市值达 8.5 万亿美元，并且正在承诺到

2030 年将购买额度提高至前所未有的水平。

另一个例子是论坛技能再培训革命行动倡议。该倡议于 2020 年发起，目前已经吸纳

了来自 15 个国家的 350 多个组织，致力于为十亿人提供更好的教育、技能再培训和

技能升级培训机会。该行动倡议不仅提供成人学习机会，还重点关注针对儿童和青年

的教育。新成立的教育 4.0 联盟召集了 20 个领先的教育机构，将在上述工作的基础

上更进一步。

这些创新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关系为解决气候危机提供一个新的路径，能够将

私营部门的市场和购买力量与政府部门的召集力量结合起来。

和这项指标最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目标 17：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

全球伙伴关系—可持续发展目标 17.17：鼓励和推动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

织之间建立有效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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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扩展指标

资本配置框架中的经
济、环境和社会主题
政府最高权力机构在监

督开支、收购和资产剥

离等重大资本配置决策

时如何看待经济、环境

和社会问题。

举措 

重大资本支出决策：过去一年中，论坛开展的一项重大投资是对位于瑞士日内瓦的办

公室进行内外翻新。在此过程中，论坛按照下述三大支柱精心挑选材料和承包商：遗

产保护、社会赋权和环境保护。

论坛严格要求供应商和承包商遵守《供应商行为规范》。该行为规范围绕商业行为、

环境保护和劳动和人权等问题制定了清晰的标准。

金融资本配置：请参考“繁荣发展”支柱下社区和社会活力主题下设的“总社会投资”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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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衡量利益相关者理念： 指标和披露标准

地球支柱

指标

核心指标

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对于所有相关的温室气

体（如二氧 化碳、甲烷、

氧化亚氮和含氟气体），

以二氧化碳当量吨数来

报告温室气体议定书范

围 1 和范围 2 的排放情

况。估算和报告重要的

上下游排 放情况（酌情

报告温室气体议定书范

围 3 的排放情况）

举措 

世界经济论坛全面评估了 2021-2022 财年组织内部二氧化碳排放情况。2021-2022 财

年，论坛共计排放 40,822 吨二氧化碳当量。下图显示的年度排放同比增长是因为随

着全球健康形势的好转，原本在 2020-2021 年度无法举行的线下会议恢复举行，包括

世界经济论坛在达沃斯举行的年会。与 2019-2020 财年的基准相比，论坛的排放量下

降了。在疫情的影响下，线上会议逐渐成为标准做法，而且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因

此部分排放下降的趋势还将继续。此外，对元宇宙的探索利用也将减少对线下会议的

需求，从而进一步降低论坛排放量。

总体来讲，包括所有航空出行在内的范围 3 排放占论坛总排放量的 95%，而办公室能

源消耗所产生的范围 2 排放仅占总量的 5%。范围 1 排放和论坛没有相关性，因为除

了电力消耗（范围 1）或自有车辆外，论坛的办公设施不产生实质性排放。

2020-2022 年度论坛范围 2 和 3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二氧化碳当量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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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财年，论坛 76% 的排放与年会有关，主要归因于参会嘉宾和工作人员的

航空旅行。第二大类排放环节是嘉宾搭乘飞机前往参加其他线下会议，这部分占论坛

总排放量的 13%。论坛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的计算是采用 DEFRA 排放换算系数，包

括对 97% 的排放计算采用辐射强迫指数（即除了二氧化碳本身的影响，也将其他非

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计算在内），对剩余的 3% 使用 MyClimate 排放换算工具。

范围 3 排放涉及的活动包括论坛员工出行（航空飞行、酒店住宿以及出租车和其他交

通）；所有嘉宾的参会出行和线下参会住宿，包括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以及年会自身

所有的运营活动。日内瓦最大办公室的通勤也加入了本财年的计算，纳入范围 3 的评

估范围。范围 2 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分析包括主要办公室（日内瓦、旧金山、纽约和

北京）的电力消耗和服务器使用所产生的影响（为了让计算更加全面而在今年新增的

项目）。

从内部来看，论坛运营严格遵循可持续管理体系，包括针对会议采取最高的可持续

发展标准（2022 年 5 月的年会再次获得 ISO 20121 认证）、每年对全球二氧化碳足迹

进行审计，以及按照科学减碳倡议组织的标准，实施二氧化碳减排战略，致力于到

2030 年实现净零排放。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论坛无法正式获批实施符合科学减碳

倡议组织标准的减排战略，但我们仍接受审计。我们用一套政策来管理采购流程以及

与供应商的合作，并会对可持续战略文件进行更新。我们的工作重点仍然是进一步降

低排放，实现 2030 净零目标。相应的行动举措包括员工出行仅限必需的任务；只有

在现场会议能对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下才举行线下会议；以及探寻更多的方式，

减少年会产生的交通和运营足迹。为了继续推进在 2030 年前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

论坛通过购买碳信用额度来抵消当年的排放量，并继续遵守《联合国全球契约》。与

此同时，由于界定限制全球气温上升所需条件的科学知识不断变化，论坛也不断调整

内部可持续发展战略。

对外，随着 ESG 报告越来越普遍，人们日益意识到每个人都必须减少排放来应对气

候变暖，企业也逐渐寻求有助于脱碳的最佳实践和创新思路，论坛平台为各行各业提

供了取得进步的机会。本年报的其他部分，尤其是“自然和气候中心”章节，介绍了

与气候相关的行动倡议及其产生的影响。值得指出的是，论坛不断提高对气候问题的

重视程度，以至于每个论坛平台都至少有一个以气候为中心的工作项目。过去一年中，

气候变化也成为论坛大型会议（比如世界经济论坛 2022 年会和 2021 年可持续发展影

响力峰会）的重点。论坛围绕这一主题继续开展了多个灯塔项目，UpLink 和战略洞

察等论坛平台也聚焦气候变化。论坛将继续集中力量，积极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最为

严重的潜在影响。

和这项指标最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目标 13：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

影响—可持续发展目标 13.2：将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纳入国家政策、战略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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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核心指标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
露执行情况
充 分 执 行 气 候 相 关 财

务 信 息 披 露 工 作 小 组

（TCFD）的各项建议。

如有必要 , 披露至多三

年内的实施情况。披露

企业是否已经制定或承

诺制定温室气体减排目

标，助力实现《巴黎协定》

提出的目标，即在工业

前水平的基础上将全球

气温升幅控制在 2 摄氏

度 甚 至 是 1.5 摄 氏 度 以

内，在 2050 年之前实现

净零排放。

举措 

世界经济论坛继续实行内外并举的措施，最大程度地发挥影响力，支持建设更加可持

续的世界。过去一年中，论坛继续坚定地致力于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将气候变化带

来的风险纳入战略决策考量。随着需要应对的挑战数量和性质不断变化，论坛也将相

应调整战略。论坛计划在 2022-2023 财年末发布首份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小组

报告。

和这项指标最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目标 13：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

影响—可持续发展目标 13.2：将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纳入国家政策、战略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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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扩展指标

与《巴黎协定》保持
一致的温室气体减排
目标
确定和报告有时限、基

于科学的减排工作的进

展，并依据 《巴黎协定》

的目标—— 在工业前水

平的基础上，将全球气

温升幅控制在 2 摄氏度

甚至 1 摄氏度以内。包

括要明确一个在 2050 年

之前的具体日期，在这

个日期之前将实现温室

气体的净零排放，并在

适用的情况下，报告根

据科学减碳倡议组织提

供的方法实现的中期减

排目标。如果使用了替

代性方法， 请披露所使

用的计算目标的方法及

其实现《巴黎协定》目

标的依据。

举措 

如上所述，论坛的目标是按照科学减碳倡议组织的指引，减少论坛排放量，力争到

2030 年实现净零排放。自 2019 年以来，论坛对各范围的排放量进行计算，并对其全

球碳足迹进行审计。就内部减排目标而言，论坛的总体计划仍然是尽快尽可能降低排

放量，并主要通过购买信用额度的方式抵消每年的剩余排放量。

为了抵消剩余的排放量，论坛与 South Pole 公司合作。该公司提供能够满足 Verra 标

准的方案，并依据其质量和影响力选择具体的项目。比如，为了抵消 2020-2021 财年

的排放量，这一获得支持的项目为乌干达自给自足的农民赋能，帮助他们应对毁林问

题带来的影响。目前，论坛正在敲定针对 2021-2022 财年的最终抵消方案，但计划通

过购买信用额度的形式，对参会嘉宾未能抵消的排放进行中和处理。

扩展指标

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报告对整个价值链的实

质性影响；报告温室气

体排放（温室气体核算

体系范围 1、2 和 3 的排

放）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披露碳消 耗产生的社会

成本预测，并提供这一

预测的依据。

和这项指标最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目标 13：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

影响—可持续发展目标 13.2：将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纳入国家政策、战略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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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损失

指标

核心指标

土地使用和生态敏感
性
报告在保护区和 / 或生

物多样性关键区域内或

邻近这些区域的范围内

拥有、租赁或管理的建

筑物数量和占用面积（公

顷）

举措 

自然损失主题下的各项指标和论坛内部运营关系不大，因为论坛办公室的位置都远离

保护区和 / 或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

但是 , 为了应对这个重要的全球性问题，论坛还是实施了多个项目，比如“热带雨林

联盟”、1T.org（“植万亿棵树”）、 一亿农民、 自然气候解决方案联盟、 2030 生

物多样性城市和为亚马孙、塞拉多和查科等地区提供创新融资。本报告的“自然和气

候中心” 章节介绍了论坛开展的这项工作。

扩展指标

土地使用和转化的影
响
报告对价值链的实质性

影响：土地使用和生态

系统用途转化所产生的

重要影响。

扩展指标

土地使用和生态敏感
性
报告运营产生的影响（如

适用）和整个供应链产

生的影响（如具实质性）

这些项目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5：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

统，可持续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也有助于实现具有同样愿景目标的大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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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供应

指标

核心指标

用水紧张地区的用水
量 和取水量
报告实质性运营情况：

取水量的百万公升数、

用水量的百万公升数、

取水量和用水量在高或

极高基准水压地区的比

重（根据世界资源研究

所 Aqueduct 水风险地图

分析工具）。在适用的

情况下预测和报告整个

价值链（上下游）的上

述信息。

举措 

“淡水供应”主题下的各项指标和论坛的关联不大，因为论坛办公室都位于基准

水压不高的地区。

但是，论坛还是在世界各地开展多个项目，不断与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加强合作，

改善这项工作。开展的项目包括：2030 水资源小组和 50 升水家庭联盟。

扩展指标

淡水消耗和抽取的影
响
报告整个价值链受到的

实质性影响：淡水消耗

和抽取的重要影响。

这些项目将为可持续发展目标 6 作出直接贡献：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

进行可持续管理—可持续发展目标 6.5：在各级进行水资源综合管理，包括酌情开

展跨境合作；以及为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作出贡献：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

展全球伙伴关系—可持续发展目标 17.7：促进发展中国家开发以及向其转让、传播

和推广环境友好型技术；这些项目也为其他平台树立了动员各界力量、携手开展行

动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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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

指标

扩展指标

空气污染
报告整个价值链受到的

实质性影响：氮氧化物、

硫氧化物、颗粒物和其

他重要的空气污染物。

如有可能，预测城市地

区 / 人口密集地区或临

近这些地区的特定排放

物的比例。

举措 

论坛活动产生的最主要的非二氧化碳空气污染物产生于航空环节。航空旅行是嘉宾参

会和员工筹备内部活动的主要交通方式之一。这些非二氧化碳污染物所产生的影响被

视作辐射强迫的一部分，将纳入 DEFRA 排放换算系数，从而计算出全球二氧化碳当

量排放量。过去一年，论坛继续致力于减少旅行对各类排放的影响。

此外，论坛继续支持实施本报告提及的“清洁空气联盟” 和“未来清洁天空”等行

动倡议。这些行动倡议将召集多方利益相关者组织，共同推进这项议题。

扩展指标

空气污染的影响
报告价值链受到的实质

性影响：空气污染产生

的重要影响，包括氮氧

化物、硫氧化物、颗粒 

物和其他重要的空气污

染物。

和这项指标最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目标 3：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

段人群的福祉—可持续发展目标 3.9：大幅减少危险化学品以及空气、水和土壤污

染导致的死亡和患病人数；可持续发展目标 9：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

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工业化，推动创新—可持续发展目标 9.4：提高资源使用

效率，更多采用清洁技术；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 11：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

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目标 11.6：特别关注空气质量，以及

城市废物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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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

指标

扩展指标

营养物
预测和报告价值链上的

实质性影响：消耗的氮、

磷和钾肥吨数。

举措 

“水污染”主题下的各项指标和论坛关系不大，因为论坛开展的工作不会涉及使用氮

磷钾。

但在过去一年，论坛继续实施“海洋行动之友”、2030 水资源小组和海洋 100 对话

等项目，坚定地致力于改善世界范围的水系统。

扩展指标

水污染的影响
报告价值链上的实质性

影响：水污染产生的重

要影响，包括营养物过

剩、重金属和其他有毒

物质。

这些项目尤其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4：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

促进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目标 14.2：可持续管理和保护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

以免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6：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

进行可持续管理—可持续发展目标 6.3：通过减少污染改善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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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弃物

指标

扩展指标

一次性塑料
报告整个价值链受到的

影响：一次性塑料消费

吨数预测。披露一次性

塑料最重要的用途、采

用的量化方式和一次性

塑料的定义。

举措 

论坛在世界各地举行的会议和全球各大办公室一直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饮食服

务及会务政策更是强烈反对使用。比如在年会上，论坛捐赠了食物，并对 80% 的设

备和其他材料进行回收再利用，这也是论坛每年的惯常做法，旨在尽可能减少废弃物，

为达沃斯社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论坛实施的全球塑料行动合作伙伴关系行动倡议旨在减少一次性塑料的使用。除了和

许多国家合作制定计划、为国家气候政策提供信息支持外，该行动倡议还继续深入实

施在联合国环境大会上达成的塑料污染防治协定（参见本报告“自然和气候中心”章

节的内容）。

扩展指标

固体废弃物处理的影
响
报告整个价值链受到的

影响：固体废弃物（包

括塑料和其他废弃物）

处理带来的重要社会影

响。

和这项指标最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目标 12：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可

持续发展目标 12.5：通过预防、减排、回收和再利用，大幅减少废物的产生；和可

持续发展目标 11：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可持续发展目标 11.6：特别关注空气质量，以及城市废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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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可用性

指标

扩展指标

资源可循环性
报告整个公司和 / 或单

个产品、材料或设施层

面最为相关的资源可循

环性指标。潜在指标包

括但不限于：循环转型

指标（世界可持续发展

工商理事会）；艾伦麦

克阿 瑟基金会开发的指

标；以及公司自行开发

的指标。披露所选指标

的计算方法以及选择该

套指标的依据。

举措 

论坛内部政策帮助确保其采购的所有品牌商品都严格按照可持续发展标准来设计。我

们在论坛供应链加强实施可持续采购政策，包括在达沃斯年会上推广使用可持续资源。

论坛的目标是减少购买任何一次性商品，采购环境足迹最小化的商品，最大程度地提

高内部资源的可循环性。今年获得 ISO20121 认证证明了论坛对年会可持续性（包括

可循环性）的持续关注。

对外方面，论坛围绕这个主题实施了一系列行动倡议，包括循环经济行动倡议和

Scale360°。详细了解论坛为了提升资源可循环性而开展的各项工作，请参见本报告

的自然和气候中心章节。

和这项指标最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目标 7：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

可持续的现代能源—可持续发展目标 7.3a：加强国际合作，促进获取清洁能源的研

究和技术；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12：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可持续发展目标

12.6：鼓励各个公司采用可持续的做法，并将可持续性信息纳入各自报告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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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衡量利益相关者理念：指标和披露标准

人类支柱

指标

核心指标

多元和包容
按照年龄组别、性别和

其他多元化指标（如种

族等），报告每一类员

工数量的百分比。

举措 

这一指标中的“员工”是指和世界经济论坛签署全职或兼职雇佣协议并在瑞士、美国、

日本、中国和印度等论坛办公室工作的人，包括固定职位、永久性职位和临时性职位

（包括早期职业计划参与者），但不包括实习生、外部组织借调人员以及和其他机构

签署就业协议、但在论坛职场工作的顾问或其他人员（比如论坛供应商）。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论坛员工总数是 837 个；员工的第一国籍和第二国籍数量达

到了 94 个。附加国籍包括双重国籍，双重国籍均计入国籍总数。大多数员工（51.6%）

拥有欧洲国籍。过去三年的完整数据以及变化情况请见下图：

国籍占比—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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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存在小部分不知国籍的员工，因为论坛美国办公室不得索要员工的国籍信

息；美国法律规定，只允许询问员工他们是否获得了在美国工作的许可。

关于种族和民族的数据不完整，因为自 2020 年 11 月以来，只有 40% 的员工在员工

管理系统中填写了自愿式自我身份识别模块。因此，提供的数据不能代表完整的情况。

有鉴于此，本报告重点关注的是覆盖了论坛所有办公室所有员工完整信息的数据，包

括国籍（按地区）、性别和年龄。

历史数据显示，论坛女性员工的数量持续多于男性员工。2022 年，女性员工占论坛

员工的比例为 62%，而在 2021 年和 2020 年，这一比例分别为 60% 和 59%。

男女员工数量的变化，2020-2022

论坛还对性别数据进行了层级划分。除了管理委员会之外，论坛将职位分为四个层级：

大多数员工属于一级职位（34.9%）和二级职位（45.2%），两个层级的员工总数占

比 80.1%；剩余的 19.9% 分布在三级（14.3%）、四级（4.5%）和管理委员会成员（1.1%）。

四个层级主要按照每个层级的预期贡献和影响力来划分：一级主要是初级职位的员工，

他们在工作中需要接受大量的监督指导；而四级主要是资深专业人士，他们负责制定

小组层面的优先事项，实现业务和财务目标。论坛的领导团队一般是指三级和三级以

上的员工（占总人数的 19.9%），这个层面的许多员工需要承担团队领导责任和预算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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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提供了过去三年中每个层级的性别数据。表格显示，和去年相比，今年管理委员

会中的女性成员比例显著提高。

各职位层级的性别比例，2020-2022 年

自去年和组织分享了多元、平等和包容路线图以来，人才和文化团队一直致力于增强

员工归属感，促进平等和包容，组织 540 名员工（全球所有 6 个办公室）参加了研讨，

并向参与者征集了宝贵意见和建议。团队还鼓励员工公开分享经验，并提供改进相关

工作的建议，用于在未来数年贯彻实施。

截至目前，开展的工作包括通过公开分享项目和行动倡议来提升透明度；以及确保广

泛沟通和持续实施关于内部流动、晋升和绩效管理的政策。同时，论坛还在进行一项

投资，为员工提供持续的无意识偏见培训，这项培训将会纳入目前正在规划的一项全

新的入职培训计划。此外，人才和文化团队正在使用 Mathison 开发的平等招聘指数

工具，对招聘和人才培养工作进行审计，确保团队能够识别并消除差距，满足求职者

的信息获得需求，让所有求职者了解招聘流程，并通过设置标准化的面试问题和具有

代表性的面试小组，确保面试过程的公正和均衡。

过去两年中，员工辅导计划将近 200 名员工（其中 70% 是女性员工）与论坛的高级

领导者进行匹配，帮助他们了解职业发展机会，同时提高他们的能力，让他们在年龄、

性别、民族和地理位置等多元维度打造重要的非正式网络。今年，论坛发起了一个员

工体验平台，让员工、经理和团队可以访问个人 360 度全面调查和团队效能调查。调

查结果出来以后，论坛还会设计对应的行动计划，旨在为员工个人和团队赋能，提高

员工满意度，增强员工归属感。通过持续提供教育机会和变革入职流程和绩效管理框

架，人才和文化团队继续致力于打造一个让所有员工都感到被倾听和被包容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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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能拥有获得公正待遇、发展自身职业和获得工作认可的平等机会。

从代际多元的角度看，截至 2022 年 6 月，论坛员工年龄的中位数是 36 岁。过去三年中，

1965 年前出生员工的比例降低了（由于按计划退休），而随着新员工的招聘，1997

年以后出生员工的比例提高了。下图代表了当前的年龄分布和过去三年的变化情况：

各世代员工占比，2020-2022

对外方面，论坛在多元、平等、包容和社会公正等领域的工作由新经济和社会中心领导。

多元、平等、包容和社会公正任务小组在世界经济论坛 2022 年会期间分享了下列动态：

– 宣传了关于性别平等、种族公正、残疾人群和 LGBTQI 人群社会包容的现状，展示

了每一维度及其交叉维度加速进展的路径

– 进一步扩大了近期发起的全球平等联盟的覆盖范围

– 通过消除性别差距加速器，推动更多国家致力于实现性别平等

– 支持 Valuable 500 进入下一阶段，发起 Generation Valuable 行动倡议

– 为 2022 年 6 月发布旗舰报告《2022 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做好准备工作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本报告第 41 页“多元、平等、包容和社会公正”标题下的内容。

这部分内容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10.2 一致：到 2030 年，增强所有人的权能，促进他

们融入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而不论其年龄、性别、残疾与否、种族、族裔、出身、

宗教信仰、经济地位或其他任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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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 

论坛在瑞士和美国的办公室是实现这项指标的重要运营场所，这两个办公场所的大量

员工提高了本次分析的有效性。自 2009 年起，论坛一直是瑞士获得平等薪酬认证的

组织。自 2019 年起，美国办公室也一直获得了平等薪酬认证。最近两次认证的有效

期持续到 2022 年。

然而，根据修改后的瑞士法律，任何员工人数超过 100 人的公司都必须进行收入分析，

然后交由独立机构进行核验，并将结果告知员工。有鉴于此，论坛于 2021 年 6 月委

托普华永道对瑞士办公室进行了收入评估，并委托 Mazars 进行了审计。男性员工和

女性员工薪酬差异显示，世界经济论坛符合瑞士法律关于平等薪酬的要求。根据本次

评估结果，在位于瑞士的论坛员工中，女性员工的平均薪酬大约比男性高出 1.5%。

普华永道同样对论坛的美国办公室进行了一次自愿式薪酬评估（尽管未安排外部机构

进行审计）。在美国办公室的员工中，女性平均薪酬水平比男性低 2.1%。

论坛雇佣的女性员工越来越多（女性员工占比 60%），且女性在低层次职位上占比较

高，因此论坛采用年度薪酬评估和晋升流程来解决这一问题，为更多女性提供加薪和

晋升机会。下表显示了过去三个薪酬评估周期中这一问题的变化。

这方面工作有助于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8.5：到 2030 年，所有男女，包括青年和残

疾人实现充分和生产性就业，有体面工作，并做到同工同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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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核心指标

薪酬平等
在女性 - 男性和少数民

族 - 主要民族等其他相

关衡量平等的领域，按

照主要的运营地点划分，

报告每一类员工基础工

资和薪酬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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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 

1. 去年年底，论坛聘请薪酬基准数据供应商 The Birches Group 更新论坛各大办公室的

薪酬范围（该薪酬范围上次评估是在 2019 年）。该公司采用多个来源（包括咨询

和其他知识性行业的跨国公司雇主）的国别薪酬数据和可比的国际组织和非营利组

织的数据，对论坛办公室进行了一次专业、独立的市场评估。

评估之后，薪酬范围进行了更新，同时维持了男女平等的初级职位薪酬。新的薪

酬范围和美国的最低工资存在一些差异，两者之间的比例从原来的 1.3 提高至 1.9，

这既是考虑到了通货膨胀因素，也有助于在劳动力市场面临困难的情况下维持论坛

竞争力。论坛在印度孟买的办公室出于类似的原因，对薪酬范围进行了类似程度的

上调。

初级职位工资相对于当地最低工资的倍数，2020-2022

指标

核心指标

工资水平

1. 报告初级职位男女 员

工标准工资和当 地最

低工资的比例

2. 报告首席执行官年薪

和其他所有员工中位

数年薪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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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财年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首席执行官薪酬和所有员
工薪酬中位数的比例 

8.02 8.22 10.16

2. 2022 年 6 月 30 日，世界经济论坛总裁的年度总薪酬和其他所有员工年度总薪酬的

中位数比例为 10.16:1，而在 2021 年和 2020 年，这一比例分别为 8.22:1 和 8.02:1。

虽然薪酬中位数和去年接近，但 2022 年的薪酬最高位进行了上调，旨在提升论坛

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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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核心指标

童工和强迫劳动风险
对被认为有使用童工、

强迫和强制劳动等重大

风险的运营行为和供应

商进行解释。此等风险

可能和下列因素有关：

a. 运营类型（比如制造

工 厂）和供应商类型

b. 存在运营和供应商风

险的国家或地区

举措 

世界经济论坛遵守人类尊严、健康与安全、保护儿童和公平劳动等原则。

论坛《供应商行为规范》列出了论坛对其商品或服务供应商（组织和个人）行为的期

望。该行为规范发布在论坛官网上，并纳入了论坛与供应商签订的所有协议中。 它

列明了论坛遵守的价值理念：论坛相信，供应链中的所有工作者都应获得最大的尊严

和尊重，都应当在公平、符合伦理道德且恪守最高人权标准的职场环境中工作。供应

商必须禁止雇佣童工。

2022 年，论坛已经采取下列各项措施，改善和这项指标相关的 ESG 报告 :

– 论坛正在采用带有供应商数据库的全新采购软件。数据库将用来存储论坛在全球

范围的供应商数据，并实现了对论坛各办公室供应商登记流程的同步。此外，该

软件还设置了一个灵活的供应商管理模块，能够实现持续的改进，支持论坛在这

项指标以及其他指标的 ESG 报告方面取得进展。

– 论坛也将在下个财年进行一次性测试，提高供应商数据和数据库的质量，进而改

善未来与采购相关指标的 ESG 报告结果。

和这项指标间接相关的论坛工作 :

对外，论坛在世界各国预防童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7 年 9 月至 2021 年 1 月，

论坛实施了全球电池联盟行动倡议，开展了大量活动，旨在加强矿业的童工防治工作

（论坛在去年年报中介绍了一些主要成就）。今天，论坛仍然在全球电池联盟的董事

会和监事会中发挥着领导作用。

此外，论坛还通过实施各类行动倡议，致力于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这有

助于识别不人道的劳动实践，并限制其发生的风险。

– 为了落实“提高可追溯性，实现可循环的运营和价值链” 行动倡议，论坛在多个

制造行业开展工作，努力应对关键挑战，加速部署现有解决方案，有效利用可追

溯性。这有助于制定新战略，挖掘新动能，发现新用例，催生新合作，推动运营

模式和商业模式的转型，快速提升可循环性。

– 论坛在 2021 年可持续发展影响力峰会期间发起了“提高社会和负责任采购的标准”

行动倡议，并由“塑造先进制造业和价值链的未来”平台携论坛全球社会企业家

联盟成员共同实施。 该倡议寻求通过创新的策略来分析未来社会和负责任采购，

确定论坛和领军企业在供应链转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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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扩展指标

薪酬差距

1. 在公司层面或重要的

运营场所，按照性别

（女性 / 男性）和多

元指标（比如黑人、

亚洲人和少数民族群

体 / 其他群体），报

告全职员工基本工资

和薪酬的平均差距。

2. 报 告 下 列 两 者 的 比

例 : 在每个重要的运

营所在国，收入最高

员工的年薪和其他所

有员工的年薪中位数

举措 

1. 针对这项指标，我们只能提供关于性别的数据，而对于其他多元指标，今年尚无

足够的信息。 根据普华永道在 2021 年 6 月开展的、并在 2021 年经过 Mazars 验证

的薪酬评估，世界经济论坛继续满足瑞士法律关于平等薪酬的要求，男女员工平

均薪酬的差距在 5% 以内。评估结果显示，在瑞士办公室的员工中，女性平均薪酬

比男性高出 1.5%，而在美国办公室的员工中，男性平均薪酬比女性高出 2.1%。

2. 在这项分析中，我们将瑞士和美国办公室作为主要的运营场所。收入最高员工的

年薪和其他所有员工年薪中位数的比例见下表。相关比例分别为 7.80 和 8.05（瑞

士办公室 2020-2021 年度以及 2019-2020 年度）；5.50 和 5.79（美国办公室 2020-

2021 年度和 2019-2020 年度）

财务年度 瑞士比例 美国比例

2019-2020财年 8.05 ：1 5.79 ：1

2020-2021财年 7.80 ： 1 5.50 ：1

2021-2022财年 10.0 ： 1 5.45 ：1

对工资水平和薪酬差距进行报告有助于我们推进对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8.5：到

2030 年，所有男女，包括青年和残疾人实现充分和生产性就业，有体面工作，并

做到同工同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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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扩展指标

歧视事件及其产生的
成本
歧视和骚扰事件的数量、

事件状况和采取的对策 ,

以及和下列因素相关的

法律诉讼带来的资金损

失情况

a. 违法

b. 就业歧视

举措 

过去十二个月（2021 年 7 月 -2022 年 6 月），日内瓦和亚洲办公室共报告了三起投

诉事件 , 内容涉及霸凌、骚扰、恐吓和 / 或歧视。目前三个案例已经解决，未引起法

律诉讼或导致资金损失。同期，美国办公室未报告投诉事件。

论坛《行为准则》详细规定了反骚扰政策，并对违反这一政策者进行处罚行动，最严

重的情形可能会采取开除行动。

相关事件可以向直接经理或相应的执行董事汇报，或者上报至人才和文化团队，也可

以通过诚信报告平台进行报告。论坛相关团队（人才和文化团队或法律和合规团队）

根据具体情况开展内部调查。2022 年 4 月 1 日生效的最新诚信报告政策重申了诚信

报告的原则，并介绍了支持诚信报告平台工作的全球热线服务供应商和解决方案。

报告歧视事件有助于我们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10.3：确保机会均等，减少结果不

平等现象，包括取消歧视性法律、政策和做法，推动与上述努力相关的适当立法、

政策和行动。

指标

扩展指标

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
权面临风险

1. 集体谈判协议覆盖的

劳动力占比

2. 解释对下列供应商的

评估情况：结社自由

和集体谈判面临风险

的供应商，包括介绍

该组织为了消除这些

风险所采取的措施。

举措 

1. 论坛是一个国际组织，其大多数员工并不适用集体合同。论坛不采用集体雇佣合同，

而是在针对每个员工的合同中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确保了员工的公平劳动

和工作条件。

2. 若出现任何结社自由遭受侵犯的投诉，论坛将通过适当的报告机制来解决此类事件。

在当前报告期内，未收到关于结社自由或集体谈判面临风险的事件报告或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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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扩展指标

人权审查、人权影响
和现代奴役

1. 按国别报告受到人权

审查或人权影响评估

的运营活动数量和百

分比

2. 报告期内涉及明显人

权问题的不满事件数

量和类型，并解释产

生的影响类型

3. 被认为具有使用童工

和强迫性劳动等重大

风险的运营活动和供

应商数量和占比。此

类风险可能会和下列

因素有关：

a. 运营类型（比如制

造工厂）和供应商

类型

b. 运营和供应商面临

风险的国家或地区

举措 

1. 法律和合规团队按照《行为规范》中列示的原则，为领导层和员工提供指导、在线

培训和需要遵守的相关政策和指南，这些原则是基于论坛的下述价值理念：独立、

公正、道德操守和学术诚信。如果出现任何违背这些原则的行为或是违背坚持人

权或拒绝骚扰等义务的行为，论坛鼓励员工通过指定的报告渠道提起诉讼。关于

报告机制和事件报告的更多信息，请见下列指标中的内容：核心指标 “获得保护

的道德建议和报告机制” 和扩展指标“歧视事件及其产生的成本” 。

2. 在当前报告期内，论坛未收到需要进行人权审查的事件报告。《供应商行为规范》

介绍了论坛对所有供应商行为的期望，并纳入了论坛和供应商合作的所有协议。

行为规范要求工作人员遵守论坛原则，即用最大程度的尊严和尊重对待供应链上

的所有工作人员，并按照最高的人权标准打造公平和符合道德的职场环境。供应

商必须禁止雇佣童工。

3. 作为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的成员，论坛也考虑到联合国《全球契约》的十项原则。

共有 383 个供应商接受了尽职调查。在 2021-2022 财年报告周期内，论坛进行了

201 项尽职调查。下一个报告周期的目标是至少对半数论坛供应商进行尽职调查。

另一项目标是通过进一步完善供应商数据库，报告接受过尽职调查的供应商数量

和在全体供应商中的占比。本章节“童工和强迫劳动风险”指标下“2022 年 , 论

坛已经采取下列各项措施改善和这项指标相关的 ESG 报告”这部分内容详细介绍

了论坛开展的相关工作。

论坛和这项指标相关的间接足迹

对外方面，论坛已经在阻止世界范围内的人权侵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童工和强

迫劳动风险”指标下的相关叙述提供了更多信息，介绍了论坛与人权相关的间接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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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福祉

指标

核心指标

健康安全

1. 工伤导致的死亡人数

和死亡率；高等级工

伤事故 （除了死亡之

外）；可记录工伤；

工伤主要类型；以及

工时数。

2. 解释组织如何帮助就

业人员获得非职业医

疗和保健服务，以及

为员工和工人提供的

医疗范围

举措 

1. 本报告周期内，未收到工伤引起的死亡报告。

2. 目前 , 我们为员工提供下列福利计划 :

– 员工援助计划（瑞士和亚洲办公室的 Cigna 计划，以及美国办公室 ADP Life Care 

and Guardian Work Life Matters 计划）

– 为美国办公室员工提供心理健康和情绪支持平台 wayForward

– 为瑞士办公室员工提供心理健康和情绪支持服务 Umanize

– 为美国办公室员工提供全面的医疗保险服务 （UnitedHealthcare/Oxford, and Guardian 

[ 牙科和眼科保障 ]; 仅适用于美国）

– 为瑞士办公室员工每月缴纳医疗保险费

– 为所有办公室的员工提供意外险和因疾病导致收入中断险

和世界范围内许多组织一样，论坛积极适应新冠疫情给工作节奏带来的变化，从

2021 年 9 月起实行现场和远程办公结合的工作模式。在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疫情防控

指南允许的情况下，员工可以每周在办公室工作三天，然后进行两天居家办公。员工

也可以选择每周在办公室工作五天。针对在办公室工作的员工，论坛采取卫生预防措

施，继续为有意向的员工提供现场健康测试、消毒产品和口罩。如果当地卫生部门采

取强制式封控并要求实行远程办公（过去一年，论坛所有办公室就曾有数周时间面临

这种状况），那么为了遵守防疫指南，论坛为所有员工提供相关技术和工具，便于他

们进行居家办公。论坛还继续为员工提供 500 瑞士法郎（或等值的当地货币），用作

健身房会员费用或采购健身器材，或购置家庭办公室的装备，比如人体工学椅、桌子、

显示器或耳机。

论坛认识到下列工作的重要性：为员工福祉作出有意义的贡献；以及增强员工的目标

感。在当前仍在继续的乌克兰人道主义危机中，论坛人才和文化团队打造便利渠道，

方便员工进行现金和实物捐赠，而论坛也进行对等数额的捐款。有的员工有亲朋好友

生活在受战争影响的区域。对于这些受到战争直接影响的员工，论坛与他们进行公开

透明的沟通，让他们充分了解论坛提供的下述支持：

1. 全天候员工援助热线，用本地化语言提供私密的心理咨询服务

2. 提供资金支持，承担他们的互联网费用和国际长途电话费

3. 让员工在不提供医生证明的情况下进行短期特殊休假，而且不占用常规年假

4. 访问论坛供应商 International SOS 运行的一个门户网站，获得最新的旅行咨询意见

和物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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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扩展指标

工伤造成的货币化影
响

用职业事故的数量和类

型乘以每个事故中雇员

和雇主产生的直接成本

（包括监管者发起的行

动和 / 或罚款、财产损失、

医疗成本和向员工进行

赔偿的成本）

举措 

在论坛日内瓦办公室，事故数量和疾病索赔在过去一年中继续减少。2021 年（日历

年），事故导致的缺勤天数为 240 天，而在 2020 年和 2019 年，这一数字分别为 417

天和 488 天。2021 年，疾病导致的缺勤天数为 2,789 天，而在 2020 年和 2019 年，这

一数字分别为 3,492 天和 4,028 天。

报告工伤情况将有助于我们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8.8：保护劳工权利，推动为所有

工人，包括移民工人，特别是女性移民和没有稳定工作的人创造安全和有保障的

工作环境。

年份 事故导致的缺勤天数  疾病导致的缺勤天数  

2019 488 4,028

2020 417 3,492

2021 240 2,789

随着全球新冠疫情最严重的阶段逐渐平息，混合型工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出勤

率。所有办公室的所有员工现在是每周到办公室上班三天，居家办公两天，这有效缓

解了员工疲劳的问题。因为心理健康问题（比如压力或焦虑情绪）而无法现场办公的

员工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远程办公，并且可以和经理谈谈是否需要更多的远程办

公时间，以便将身心健康放在首要位置。

论坛继续宣传职场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提供“重归美好”系列研讨会，帮助员工了解

如何采取健康的工作习惯。论坛与其服务供应商 Umanize 共同研究社会心理风险，预

防长期缺勤产生，制定重返职场的战略。最近，论坛委托 Umanize 为几名长期缺勤的

员工提供支持。这几名员工目前正在评估健康状况，考虑重回全职或兼职工作岗位。



世界经济论坛 2021-2022 年度报告124

面向未来的技能

指标

核心指标

提供的培训

1. 按 照 性 别 和 员 工 类

别 , 提供报告期内该

组织平均每位员工接

受的培训时长（总的

培训时长除以员工数

量）。

2. 平均每位员工的培训

和发展开支（总的员

工培训开支除以员工

数量）。

举措 

1. 2021-2022 年度论坛员工学习情况
从 2021 年到 2022 年初，论坛按照去年年报中确定的重点事项和关注领域，发起了大

量学习行动倡议。鉴于许多培训学习活动是由员工自定进度的，而且需要在教学时间

之外花费额外的精力，因此通常难以准确评估具体的培训时长。但是，论坛了解关于

培训性质、目标受众和培训成果的背景信息。

为了履行给团队管理者提供专业工具的承诺，论坛发起了卓越管理培训计划，旨在为

团队管理者提供一流的工具和实践机会，提高个人和团队参与度、贡献度和影响力。

截至目前，已有 45 位团队管理者参加了这项培训，获得了重要的管理实践经验，能

够更好地在全新的混合工作模式下领导团队，实现发展。第一期卓越管理培训是在

2022 年 2 月发起，第二期是在 4 月份。为期七周的学习项目包括一系列为期三小时

的密集研讨会，以及小范围的辅导课程，所有这些都是在外部管理专家的协助下进行。

所有参训人员在 12 个月内都可以访问一个在线学习平台，参加精心设计的领导力和

管理课程，进一步深入学习。

在这些专业学习和发展经验的基础之上，论坛今年和 Ezra Coaching Programme 合作，

提供了一个新的员工辅导方案。论坛邀请获得专业认证的教练，为各层级的 45 名员

工提供了一对一的个性化执行力训练，让他们在三个月内获得无限制的培训课程。鼓

励参训学员追求多样化的发展目标，助力近期职业需求和未来职业发展。

灵活学习：2022 年度的另一项重点任务是提供适应性学习机会，即个人和团队学习

者根据技能需求申请学习项目。3 月，论坛选拔了各层级的 52 名员工，选择参加一

项全新的主管教育项目（共有 5 个项目可选）。这些项目由论坛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

顿商学院以及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等顶级学术伙伴共同打造，学习内容包括多个

模块、自定进度的线上学习、网络研讨会以及与其他组织的参训者进行交流。2022-

2023 年，论坛将继续拓展这项行动倡议。此外，论坛还发起了团队定制技能行动倡议，

允许个人和团队提交一份申请，获得相应预算，开展一个培训项目，满足团队特定学

习需求。四位成功的申请者获得了资金支持，在从变革管理到会议主持技能等多个领

域进行了培训。成功获得申请的员工和团队也将在整个组织分享学习心得和传播相关

知识。

内部同侪学习：过去一年，论坛继续与内部专家开展学习活动，利用内部丰富的信息

资源，在整个组织内部采取同侪学习的方法。案例之一是“掌握参与之道”研讨会，

邀请企业参与团队提供了两期培训，参训员工近 50 人。

领英学习：除了 8,000 多个领英课程外，论坛开始策划学习内容，为员工打造针对性

的学习路径。按照这种方式，论坛为所有员工提供了一个获取新知识、提高论坛相关

技能的便利空间。论坛策划的领英学习路径涵盖 50 多项技能组合，内容涉及数据分

析和会议管理等多个方面，学习对象包括初级、中级和高级职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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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论坛还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员工体验平台——Culture Amp，为员工提供三大支持：

搜集工作期间的反馈意见；通过 360 度调查和团队效能调查工具，催生有效的职业发

展洞察；以及将身心健康理念纳入学习旅程。

除了这些项目，论坛还刚刚试行了一个项目，支持团队管理者打造必要技能，识别和

支持正在承受过度压力和焦虑的团队成员。这些相关的研讨活动正由一个外部职业健

康服务供应商运作。论坛更新了针对所有办公室的学习奖励，为每位员工提供 1,000

瑞士法郎（或等值货币）的学习资金，用于自行选择一个外部学习机会。

为了进一步加强内部人才梯队建设，论坛发起了早期职业计划，每年吸纳 50 位不同

背景的初级专业人才进入论坛各大办公室。

未来学习方向

论坛发起了一个专门项目，打造面向论坛的职业技能框架，致力于确定和打造灵活的

技能组合，为人才周期各环节（招聘、职业规划和人才培养）的决策提供信息和支持。

在此过程中，该框架将提供丰富的技能组合，确保论坛各类职位要求的透明度。

技能项目连接着论坛的组织目标和个人才能贡献，有助于为不同的工作类别和职能部

门制定透明的技能标准和要求，提高空缺职位招聘人才的准确性，挖掘学习差距和需

求，支持个人和团队发展，增强个人和组织能力。

未来十二个月，我们将重点开展下列各项工作：
1. 为管理者提供一流工具和做法，帮助他们进行更好的个人和团队管理，提高贡献度

和影响力

2. 通过全新设计的课程，尝试为 12 位领导者提供高级领导力培训，帮助他们更好地

胜任充满挑战、需要多任务处理能力的高级领导职位。课程将聚焦能力建设，提

供三大具有影响力的学习模块：引领未来工作、执行和系统变革，以及制定和实

施战略。

3. 加强灵活学习战略，提供一系列灵活的学习课程，帮助个人和团队根据技能需求申

请学习项目。

对外方面，作为新经济和社会中心的一部分，教育、技能和学习任务小组开展了下列

工作：

– 支持旗舰行动倡议——技能再培训革命加速取得进展，旨在到 2030 年为十亿人提

供更好的技能、教育和经济机会（截至目前已经惠及 1.02 亿人）

– 举办了技能再培训革命领军者社区首次线下会议

– 启动了“消除教育差距加速器”行动倡议的首批项目

– 发布了《推动教育 4.0：投资改变未来学习，实现以人为本的复苏》报告

了解更多信息，请阅读本报告第 40 页“教育、技能和学习”标题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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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1-2022 财年的学习和发展预算总计 980,003 瑞士法郎，包括 655,603 瑞士法郎

和从领导力项目预算中划拨过来的 324,400 瑞士法郎。2021-2022 财年，论坛平均

员工总数为 778 人，因此人均学习预算大约为 1,259 瑞士法郎，高于上一财年的

382 瑞士法郎（学习总预算为 295,518 瑞士法郎）。2020-2021 财年学习预算低，

部分要归因于新冠疫情给论坛运营带来的许多变化，因此减少了培训机会，转而

提供了更多具有成本效益的线上课程。相比之下，2019-2020 财年的学习预算为

621,439 瑞士法郎，人均预算约为 780 瑞士法郎。

论坛报告的这部分内容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4.4 一致：到 2030 年，大幅增加掌握就业、

体面工作和创业所需相关技能，包括技术性和职业性技能的青年和成年人数。

年份 学习和发展预算 人均开支

2019-2020财年 621,439瑞士法郎 780瑞士法郎

2020-2021财年 295,518瑞士法郎 382瑞士法郎

2021-2022财年 980,003瑞士法郎 1,259瑞士法郎

疫情高峰期结束之后，随着学习项目的增加，学习预算也相应得到了提高，旨在为论

坛所有员工（不管职级或任期）提供学习机会，确保实现真正民主化的学习安排，促

进所有员工的成长和发展。为此，往年为 30 位员工提供的专业领导力项目的预算被

划拨到了普通学习预算上，以惠及所有员工。

在预算增加的影响下，论坛提供了高度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既安排了外部专家的学习

课程，也增加了线上课程，还举行了一些特殊的讲习班。2022-2023 财年，论坛将继

续增加学习预算，打造真正的学习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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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 

1. 2021-2022 财年的学习和发展预算是 980,003 瑞士法郎，相当于员工薪资的 0.7%，

这一比例高于 2020-2021 年度的 0.3% 和 2019-2020 年度的 0.5%。

2. 目前尚无关于培训和发展行动倡议成效的数据。

指标

扩展指标

培训产生的货币化影
响

1. 培训投入占工资支出

的比例

2. 培训和培养计划的成

效（营收增加、生产

效率提 升、员工敬业

度提高和 / 或实习生

招聘率提高）

学习和发展预算占工资的比例 , 2020-2022

FY-20/21

0.80.70.6

占工资比例

0.50.40.30.20.10

FY-21/22

FY-19/20

论坛报告的这部分内容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4.4 一致：到 2030 年，大幅增加掌握就业、

体面工作和创业所需相关技能，包括技术性和职业性技能的青年和成年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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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 

1. 在疫情高峰期时，论坛减缓了人才招聘的步伐，尤其是 2020 年 6 月只有 10 个空缺

职位。此后，论坛逐步加强了人才招聘活动，以配合项目和线下会议不断增加的

需要。2020-2021 年末，论坛提供 92 个空缺职位。2021-2022 年末，论坛提供 82

个空缺职位。这些空缺职位大多位于论坛在日内瓦的总部办公室，详见下图：

2. 论坛于 2021 年 11 月启动了早期职业计划，并于 2022 年 2 月和 3 月吸纳 29 人参与

计划，加入到各地办公室；另外还有 20 名已经录用的人才将于 2022 年 7 月和 8

月开启职业生涯。该计划主要面向对论坛工作感兴趣、学习相关专业的最新毕业生，

为其提供不超过 6 个月的论坛工作经验。项目结束时，许多人会寻求留在论坛工作，

而人才招聘团队将与他们合作，挖掘适当的工作机会，并在整个内部招聘过程中

为其提供指导。

2021-2022 财年，早期职业计划共录用了 29 人，占年度招聘总数（262 人）的

11%。

指标

扩展指标

技能型职位空缺数量

1. 空缺的技能型职位数

量

2. 公司招聘非技能型员

工、然后对其进行培

训的技能型空缺职位

占比

6 月 30 日各地办公室的空缺职位 , 2020-2022

2020-2021

806040200

74 15 3

瑞士 美国 亚洲

2021-2022
61 9 12

2019-20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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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衡量利益相关者理念：指标和披露标准

繁荣发展支柱

指标

核心指标

雇佣数量和就业率

1. 按照年龄、性别、其

他多元指标和地区，

报告年度内新聘员工

的总数和占比

2. 按照年龄、性别、其

他多元指标和地区，

报告年度离职员工数

量和占比

举措 

1. 在这项指标中，“员工”是指与论坛签署全职或兼职雇佣协议并在瑞士、美国、日本、

中国和印度等论坛办公室工作的人，包括固定职位、永久职位和临时职位的员工，

但不包括实习生以及从外部组织借调到论坛工作的人员。

– 2019-2020 年度，我们雇佣了 187 名新员工，占员工总数的 23.4%（当年度总人

数是 797 人），其中女性员工占 64.7%（121 人），男性员工占 35.3%（66 人）。

3 名新员工出生于 1965 年之前，28 名新员工在 1965-1980 年期间出生，148 名

新员工在 1981-1996 年间出生，还有 8 名新员工出生在 1997 年之后。

– 2020-2021 年，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论坛招聘人数出现下降，雇佣了 66

名新员工，占员工总数的 8.5%（全年平均员工数为 774 人）。其中，75.8% 是

女性员工（50 人），24.2% 是男性员工（16 人）。20 名新员工在 1965-1980 年

间出生，42 名新员工在 1981-1996 年间出生，另有 4 名出生在 1997 年之后。

– 2021-2022 年，论坛加大了招聘力度，推出了 287 个空缺职位，其中 22% 的

职位由捐赠资金资助。新招聘员工占员工总数的比例为 36.9%（全年平均总数

为 778 人），创下过去三年最高水平。其中，64.5% 为女性员工（185 人），

35.5% 为 男 性 员 工（102 人）。1965 年 前 出 生、1965-1980 年 间 出 生、1981-

1996 年间出生和 1997 年后出生的人数分别为 1 人、32 人、224 人和 30 人。

就业和财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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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世代新聘员工 , 2020-2022

2020-2021

300250200100 150500

婴儿潮一代 (1946-1964)

Y世代 (1981-1996) Z世代 (1997+)

X世代 (1965-1980)

20 42 4

2021-2022
1 32 224 30

2019-2020
3 28 8148

2020-2021

2021-2022

250200150100500

女性 男性

185

50 16

102

2019-2020
121 66

新聘员工男女对比 , 2020-2022

2. 离职数据的变化如下：

– 2019-2020 年，127 名员工离开了论坛，占员工总数的 16%（平均总人数 797 人）。

其中，54.3% 是女性员工（69 人），45.7% 是男性员工（58 人）。有 4 名离职

员工是在 1965 年前出生，38 人在 1965-1980 年间出生，80 人在 1981-1996 年

间出生，还有 5 人在 1997 年后出生。

– 2020-2021 年，由于疫情导致组织结构的变化，192 名员工离开了论坛，占员工

总数的 24.8%（平均员工总数 774 人）。其中，女性员工 120 人，男性员工 72

人，占比分别为 62.5% 和 37.5%。1965 年前、1965-1980 年间、1981-1996 年间

和 1997 年后出生的离职人数分别为 14 人、55 人、117 人和 6 人。

– 2021-2022 年，170 名员工离开了论坛，占员工总数的 22%（平均员工总数 778 人）。

其中，女性员工和男性员工人数分别为 104 人和 66 人，占比分别为 61.2% 和

38.8%。1965 年前、1965-1980 年间、1981-1996 年间和 1997 年后出生的离职人

数分别为 6 人、43 人、117 人和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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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世代离职人员对比 , 2020-2022

男女离职人员对比 , 2020-2022

过去三年中，全球公共卫生形势带来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论坛员

工数量。2020-2021 年度，论坛新入职员工数量出现了下降，离职人员出现小幅增加，

原因是论坛用线上会议取代了传统的线下会议。在离职员工中，有些是属于自然减员，

原来的办公和生活地点远离自己的国家，疫情之下希望离家更近一些；有些是按原计

划退休；而有些则是源于论坛组织战略的变化：论坛对运营、项目和行动倡议进行了

一些调整，以更好地服务利益相关者不断变化的需求。

2020-2021 年度，全球员工总数略有下降，从前一年度的 797 人降至 774 人。新招聘

员工人数从 187 人降至 66 人，而离职员工人数从 127 人增至 192 人。到了 2021-2022 年，

这一趋势有所好转。随着全球公共卫生形势持续趋稳，论坛线下会议逐步恢复，整体

活动数量开始增加。全年平均员工总数达到 778 人，新聘员工人数从 66 人增加至 287

人，而离职员工人数从 192 人降至 170 人。

FY-20/21

FY-21/22

200150100500

婴儿潮一代(1946-1964)

Y世代 (1981-1996) Z世代 (1997+)

X世代 (1965-1980)

6

14 55 117 6

43 117 4

FY-19/20
4 38 80 5

FY-20/21

FY-21/22

200150100500

104

120 72

66

女性 男性

FY-19/20
69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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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率 , 2020-2022

300250200150100500

女性 男性

新入职员工，2020-2021

离职员工，2020-2021

新入职员工，2019-2020

离职员工，2019-2020

50 16

120 72

121 66

69 58

新入职员工，2021-2022

离职员工，2021-2022

185 102

66104

通过新经济和社会中心的工作、工资和就业创造小组，论坛推动合作伙伴组织参加以

就业和财富创造为主题的行动倡议，包括：

– 在世界经济论坛 2022 年会上发起的工作联合体。该联合体由领先的首席执行官和

部长级政府官员组成，他们共同倡导对优质就业机会进行投资，促进经济复苏。

– 发布了两份白皮书：《未来就业：社会工作在经济复苏中的三重效益》由论坛和埃

森哲联合发布，介绍了投资创造社会工作（关护、医疗和教育类工作）的回报；以

及“《优质工作框架：推进新型商业议程，打造未来就业》由论坛和美世咨询共同

发布，旨在探讨如何在新经济中创造更加优质的工作机会。

– 通过“工作加速器”项目，在国家层面建立了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关系

– 发起了“难民就业和提高就业能力”行动倡议，该倡议的第一阶段将为在欧洲的乌

克兰难民提供支持

了解详细信息，请参见本年报第 40 页“工作、工资和就业创造”标题下的内容。

和这项指标最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目标 8：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

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可持续发展目标 8.2：通过多样化经

营、技术升级和创新，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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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 

1a. 创造的直接经济价值：论坛《2019-2020 年报》、《2020-2021 年报》和《2021-2022

年报》财务部分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附注中报告的收入。

分配的经济价值：论坛《2019-2020 年报》、《2020-2021 年报》和《2021-2022 年报》

财务部分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附注中报告的成本。

1e. 指总税收这项指标。

1f. 根据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201-1 定义，论坛为全球青年领袖论坛基金会、全球杰出

青 年社区基金会和施瓦布社会企业家基金会拨付的资金视作社区投资，因为这些

社区 在世界经济论坛外部运作。2020-2021 年度和 2021-2022 年度，论坛社区投

资分别为 150 万瑞士法郎和 240 万瑞士法郎。

2. 2021-2022 年度，论坛获得了政府部门提供的 2,420 万瑞士法郎补助资金，而

2020-2021 年度的这一数字为 2,140 万瑞士法郎。

2021-2022 年，多国政府（按照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201-4 的定义）以捐赠的形式，

为论坛提供了 2400 万瑞士法郎的资金支持，支持论坛领导的多项行动倡议，主要

包括：全球贸易便利化联盟、热带雨林联盟、全球塑料行动合作伙伴关系、亚洲

增长、循环经济和价值链、粮食体系、可持续发展投资合作伙伴关系、贸易政策、

海洋行动之友和全球水倡议。提供资金支持的政府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

欧盟、 德国、日本、荷兰、挪威、瑞士、阿联酋、英国和美国。

2021-2022 财年，阿联酋政府向论坛捐赠了 20 万瑞士法郎，支持论坛于 2021 年

11 月在迪拜举行的“宏大愿景”会议。

2020-2021 财年，日本政府向论坛捐赠了 80 万瑞士法郎，支持论坛于 2021 年 4 月

在日本举行的全球技术治理峰会。

指标

核心指标

经济贡献

1. 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

报告产生和分配的直

接经济价值，要覆盖

组织全球运营的基本

组成部分，最好按照

下列各项分类：

a. 营收

b. 运营成本

c. 员工工资和福利

d. 向资本提供者支付

的金额

e. 向政府支付的金额

f. 社区投资

2. 从政府获得的资金支

持：报告期内组织从

任何政府获得的支持

资金

单位：百万瑞士法郎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1a. 创造的经济价值/收入  350.6 304.8 360.4

1b. 运营成本  (170.3) (105.8) (174.9)

1c. 员工工资和福利  (145.3) (121.7) (133.4)

1d. 向资本提供者支付的金额  (0.8) (0.6) (0.6)

1e. 向政府支付的金额  (20.7) (17.3) (19.5)

1f. 社区投资  (3.8) (1.5) (2.4)

分配的经济价值  (340.8) (246.8) (330.9)

留存的经济价值  9.8 58.0 29.5



世界经济论坛 2021-2022 年度报告 135

1. 2021-2022 财年，世界经济论坛在固定资产领域投入了 1,310 万瑞士法郎，包括信

息通讯技术转型（扣除折旧）。论坛的不动产投资主要集中在扩大科洛尼办公室的

空间面积上，旨在加强与论坛各相关方的合作，同时努力促进当地经济和建筑行业

的发展。最新的大型建筑项目是建设 500 平米的多功能空间，该空间由瑞士知名建

筑师 Georges Brera 设计。

论坛继续投资改善各办公室的通讯工具和演播室，以便更好地和世界各地的社区进

行互动交流。论坛对自有平台 TopLink 的投资证明非常必要，能够通过转型路线图，

将论坛各大社区的集体资讯转变为动态的情景化知识。

2. 与“股份回购和分红支付”相关的指标不适用于论坛，因为论坛是瑞士一家基金会，

不存在股东。

和这项指标最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目标 8：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

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可持续发展目标 8.2：通过多样化经

营、技术升级和创新，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生产力。

年度总资本支出 , 2018-2022 （百万瑞士法郎）

指标

核心指标

金融投资支出

1. 报告资本支出减去折

旧的金额，同时提供

公司投资战略描述

2. 股份回购和分红支付 ,

同时提供公司股东资

本回报战略

举措 

7.3

8.7 9.5

3.6

4.6

11.2
8.1

(2.4)

20.0

10.0

5.0

0.0

(5.0)

15.0

15.9 16.0

5.7

13.1

FY-18/19 FY-19/20 FY-21/22FY-20/21

信息通讯技术转型 其他资本支出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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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扩展指标

基础设施投资及其支
持的服务
采用定性的披露方法，

描述下列各要素：

1. 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

目的发展程度及其支

持的服务

2. 对社区和当地经济的

当前或预期影响，包

括积极影响和消极影

响

3. 这些投资和服务是以

商业、实体还是慈善

形式提供

举措 

1. 论坛的直接投资额相对较小，但它的间接影响力要大得多。论坛在数字平台的投入

帮助各大社区应对当今世界最为复杂的挑战。五十多年来，论坛与全球合作伙伴

携手合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打造了历史性的行动倡议，实现了无数的行业

突破和经济解决方案，催生了成千上万的项目与合作关系，不断改善了世界状况。

论坛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力，构建了丰富的经济环境，促进了

可持续发展，造福了子孙后代。

2. 论坛打造的平台直接惠及了论坛各大社区，但论坛的影响力也影响了其他社区和当

地经济。从能探测非法捕捞的无人机和能分拣塑料废弃物的机器人，到为世界各

地森林提供的可持续解决方案和为在疫情中挣扎的学生提供远程学习工具，这些

都展示了企业家如何发挥创造力，助力社区和社会解决问题。

比如，论坛持续投资建设数字平台 UpLink，支持世界各地企业家的创新解决方案

实现最大影响力，助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根据 UpLink《2020-2021 影

响力报告》，仅在 2020-2021 年，平台就举办了 27 次创新挑战赛，“挖掘了来自

38 个国家的 2,500 多个创新方案，其中有 150 多个解决方案被评选为‘UpLink 顶

级创新者’，这样的荣誉能够为解决方案带来更多的投资、宣传和辅导机会”。

同样，论坛继续投资并完善战略洞察平台。平台用户可以获得深刻洞察，并以创

新的方式分析各领域转型的推动力量。社会公众也可以使用这款强大的工具，了

解和探索影响当今世界的战略性问题。这些问题由一流专家提出，涵盖 120 多个

主题，包括产业发展、国家和区域经济以及各类全球问题。

此外，在 2022 年会上，论坛携手战略合作伙伴埃森哲和微软，呈现了全球合作村

的总体概念和架构，并针对体验和功能进行了概念验证。论坛深入参与这项行动

倡议，考察如何利用这些技术，尤其是在元宇宙情景中利用这些技术，加强全球

交流与合作。

3. 为了更好地履行使命，论坛投入大量资源，促进政界、商界、文化界和社会各界领

袖加强合作，共同改善世界状况。作为推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的国际组织，

论坛投资打造各类平台和行动倡议，致力于帮助所有利益相关者在论坛社区之外

进行合作，催生多方利益相关者行动，实现集体影响力。

和这项指标最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目标 8：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

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可持续发展目标 8.2：通过多样化经

营、技术升级和创新，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生产力。



世界经济论坛 2021-2022 年度报告 137

指标

扩展指标

重大、间接的经济影
响

1. 举例说明组织产生的

重大、间接的经济影

响，包括积极和消极

影响

2. 说明该间接经济影响

在外部基准和利益相

关者优先事项（比如

国家和国际标准、规

范和政策议程等） 背

景下的重要性

举措 

1. 作为推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以影响力为导向的国际组织，世界经济论坛通

过大量行动倡议和平台对经济产生了巨大的间接影响力。全球贸易便利化联盟、

全球塑料行动合作伙伴关系、EDISON 联盟、粮食行动联盟和促进性别平等加速器

等行动倡议正在助力应对重大的社会经济挑战。比如，全球贸易便利化联盟召集

政府和企业代表，实现更加精简、快速和具有成本效益的国际贸易。2021 年，经

合组织预计，如果《贸易便利化协定》得到完全落实，有望将全球贸易成本降低

18%，其中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将获益最多。同样，论坛打造的多个平台正

在以间接的方式，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为企业家、投资者、企业合作伙伴、

专家学者和其他组织搭建桥梁，帮助他们实现规模化发展，UpLink 平台在 2020-

2021 年度推动顶级创新者创造了 133,000 个工作机会，其中为女性创造了 52,000

个工作岗位，为少数群体提供了 2,400 多个工作机会。

2. 论坛已经发展成为深受各方信赖的、致力于推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的国际组

织。作为这种信任的明确体现，《全球性别差距报告》 和《全球风险报告》 等论

坛旗舰指数报告被许多机构和组织用作外部基准，来制定它们的政策议程。比如，

2006 年推出的全球性别差距指数报告从四个维度衡量性别平等的进展情况，比较

各经济体的性别差距状况：经济机会、教育、卫生和政治领导力。该报告提供各

经济体排名，旨在鼓励对各地区和经济体进行比较分析，激发各方了解导致性别

差距的原因以及能够消除这些差距的政策。该指数已经被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使

用，正在助力制定能够消除性别差距的政策。

和这项指标最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目标 8：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

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可持续发展目标 8.2：通过多样化经

营、技术升级和创新，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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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核心指标

研发总支出

举措 

鉴于其活动的性质，世界经济论坛并没有符合美国通用会计准则 ASC730 定义的研发

成本。但是，论坛仍然进行了大量的技术投资，以满足论坛及其相关方不断变化的需

求。过去几年，我们持续开发和改善了 TopLink 平台，并将部分功能向社会公众开放。

2020-2021 年度，论坛在信息技术领域投入了 810 万瑞士法郎，并在 2021-2022 年度

投资了 950 万瑞士法郎。

和这项指标最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目标 9：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

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工业化，推动创新—可持续发展目标 9.5：在所有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加强科学研究，提升工业部门的技术能力，包括到 2030 年，

鼓励创新，大幅增加每 100 万人口中的研发人员数量，并增加公共和私人研发支出。

指标

扩展指标

创造的社会价值
为了创造特定社会效益

或为了解决特定可持续

发展挑战而提供的产品

和服务所创造的收入占

比

举措 

作为推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的国际组织，论坛所有活动都是为了以直接或间接

的方式，创造社会效益和改善世界状况。论坛主要通过合作伙伴和会员收入，筹集各

类资源，提升影响力。这些资源帮助论坛与政界、商界、文化界和其他社会各界的领

导者进行交流合作，携手制定全球、区域和行业议程。论坛各项活动的推动力是建立

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基础之上的机构文化，这种理论认为一个组织对社会各界负有责任。

论坛精心整合和平衡各类组织的精华，包括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国际组织和学术机构。

论坛开展上述工作的主要驱动力是多方利益相关者资助打造了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或

协作关系。这些多方利益相关者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在约定时间范围内，实现以

使命为导向的具体成果。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捐助者以及社会组织捐助者的资金支

持下，再加上论坛自身的资源，这种模式有助于打造协作式创新解决方案，激励系统

变革并实现大规模影响力。2021-2022 财年，论坛向各类行动倡议直接投入 4,860 万

瑞士法郎捐赠资金，比如全球塑料行动伙伴关系、海洋行动之友、Mission Possible 伙

伴关系、1t.org（植万亿棵树）、全球贸易便利化联盟和热带雨林联盟等。总体来看，

这些合作关系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有 2,160 万人参与行动倡议并从中获益。这

项标准衡量论坛的直接贡献，关注有多少人直接参与了论坛平台或受到了论坛平台的

影响，同时也认识到平台合作伙伴开展的广泛工作还会对更多人产生间接影响。

产品和服务创新

和这项指标最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目标 8：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

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可持续发展目标 8.2：通过多样化经

营、技术升级和创新，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生产力。



世界经济论坛 2021-2022 年度报告 139

FY-19/20

3.9 (1.2%)

所有金额的单位均为百万瑞士法郎

15.3 (4.4%) 31.3 (10.3%) 34.4 (9.5%)

FY-21/22FY-20/21

创新营收

FY-18/19

总计
332.2

总计
350.6

总计
304.8

总计
360.4

指标

扩展指标

活力指数
过去三至五年新增产品

线的收入占比，可以计

算过去三至五年内发布

的产品的总销售额，同

时描述公司如何采取创

新做法 , 应对特定的可

持续发展挑战。

举措 

论坛增加了新的收入模式，比如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和战略洞察平台。在发起后的三

年内，这种收入还属于非常新的收入来源。2021-2022 年，这笔新的收入达到 3,440

万瑞士法郎，占论坛总收入的 9.5%。

和这项指标最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目标 9：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

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工业化，推动创新—可持续发展目标 9.5：在所有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加强科学研究，提升工业部门的技术能力，包括到 2030 年，

鼓励创新，大幅增加每 100 万人口中的研发人员数量，并增加公共和私人研发支出。

论坛正不断加大投资力度，倡导多方利益相关者原则。论坛创造了新的收入来源，比

如提供战略洞察平台数字订阅服务，为小型企业提供参与机会。虽然这种订阅服务的

单价较低，但未来数年的订阅量有望逐渐增加，从而带来更高的收入。论坛继续通过

UpLink，为小型初创企业提供访问全球平台的机会。此外，平台合作伙伴的产品也继

续增加，为希望参加论坛平台的企业提供加入论坛全球社区的机会。这也凸显了论坛

平台和合作伙伴项目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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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核心指标

纳税总额
公司在全球范围的纳税

总额，包括企业所得税、

财产税、不可抵扣的增

值税和其他销售税、雇

主承担的工资税和给公

司带来成本的其他税种

（按税种类别列示）

扩展指标

公司代缴的其他税
公司代表其他纳税人缴

纳的税收，包括公司代

表客户或员工支付的增

值税和员工相关税（按

税收种类列示）。

扩展指标

在重要运营所在国纳
税总额
纳税总额以及公司代缴

的其他税收（按照重要

运营所在国列示）。

举措 

社区和社会活力

纳税总额，2019-2022 （百万瑞士法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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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瑞士 中国 日本 印度美国

FY-18/19
16.1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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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11.4

1.2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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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FY-20/21

17.3

6.7

8.6

1.2

0.4
0.4

FY-21/22
19.5

10.1

7.9

1.0

0.3 0.3

世界经济论坛是位于瑞士的一个私营基金会，在瑞士和美国享受免税待遇。但即便如

此，论坛依然在其运营的各办公室缴纳工资税和预扣税（中国、印度、日本、瑞士和

美国）。2021-2022 财年，论坛向多国政府缴纳的各类税额达 1,950 万瑞士法郎。

税收是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而政府是关键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帮助论坛实现使命。

因此，税收话题非常重要。论坛已经在会议、报告和各种白皮书中提出了与税收相关

的问题，包括实行全球最低税率。经合组织预计，如果实行全球最低税率，全球每年

可以新增 1,500 亿美元的税收收入。此外，世界经济论坛“塑造贸易和投资的未来”

平台在贸易和税收社区之间建立了重要联系，推动制定一贯的政策，响应社会需求的

变化，并反应企业经营的现实。

同时，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政府和国际组织已经在多个方面展示了更加明显的政策

倾向，包括税收政策。论坛发布了《数字服务贸易与税收》白皮书，除了和专家进行

探讨之外，还与面对数字服务税的企业进行了访谈和调查，了解这些政策措施的普遍

性和影响力，以更好地开展知情决策。该研究为决策者提供了洞察和建议考量的因

和这项指标最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目标 17：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

全球伙伴关系—可持续发展目标 17.1：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支持等方式，以

改善国内征税和提高财政收入的能力，加强筹集国内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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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扩展指标

总社会投资
包括一个企业按照 CECP

组 织 的 估 值 指 南， 向

ESG 工 作 的 S（ 社 会）

领域投入的资源总和。

举措 

自成立之日起，世界经济论坛就将创造社会价值确立为最重要的使命。

2020 年 1 月，论坛在达沃斯年会上发布了新版《达沃斯宣言》，界定了企业目标：

召集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共同、可持续的价值。在此过程中，企业不仅要服务股东，

也要服务雇员、客户、供应商、当地社区和整个社会等利益相关者。

论坛还积极加强公私部门合作，在消除差距的同时，帮助各国改善在教育、性别平等

和创新领域的表现。

从内部来看，在投资委员会的领导下，论坛已经将 ESG 标准纳入投资战略，更好地

管理基金会长期的战略资产。为了进一步推进使命，论坛以负责任的方式配置资金用

途。

论坛携其投资委员会，和投资合作伙伴进行密切合作，在进行投资决策的过程中遵循

ESG 原则，并维持一个良好的风险 / 回报状况。在遵守 ESG 原则方面，最大的投资组

合和最先进的基金是捐赠基金。2022 年 6 月 30 日，这一流动资产组合的 MSCI ESG

评级是 AA，而此前年初的时候，这一比例是 A。同样在这个组合中，近三分之二的

资产符合《可持续金融披露条例》第 8 和第 9 条款的规定（2022 年 6 月 30 日）。随

着遵守 ESG 的金融工具越来越多，论坛希望这一比例继续升高：目标是到 2022 年第

三季度末，将流动资产组合中符合第 8 和第 9 条款规定的资产比例提高至 90% 以上。

在其他投资方面（瑞士国债、储备和养老基金），论坛采取大量措施，提高投资组合

的 ESG 影响：

1. 自 2017 年起，论坛一直推动以负责任的方式采购贵金属。论坛利用一个第三方的

前沿可追溯性解决方案，用区块链技术追踪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全球贵金属供应链，

确保按照透明的方式进行负责任采购。

2. 养老基金分配权益的大部分都投入了世代投资管理公司。该公司是对 ESG 权益进

行积极管理的先锋企业，运营着高度集中的、高置信度的上市公司资产组合，并

将可持续性分析纳入每一个投资决策。

3. 出于平衡的考虑，论坛的资产管理公司通过 ESG 基金，管理着部分瑞士债券、瑞

士证券和全球证券。

4. 在另类资产配置中，论坛资产管理公司选择了一个遵守 ESG 指引的对冲基金，并

投资了一个小额信贷基金。

5. 论坛投资了投资伙伴开发的首个以气候为中心的 ESG 解决方案。

和这项指标最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目标 8：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

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可持续发展目标 8.2：通过多样化经

营、技术升级和创新，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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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是推动公共

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的国

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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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