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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各国和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通力合作，共同防控疫
情，治愈疫情带来的伤痕，携手应对更加复杂的全球
风险。而此时，各国从疫情危机中复苏的步伐不同，有
可能导致全球分裂加剧。

部分国家疫苗接种进展迅速，飞速迈向数字化，甚至
恢复到了疫情前的增长速度；这预示着这些国家在
2022年及未来的光明前景。而另一些国家则可能会被
疫情拖累数年，因为它们连推广第一针疫苗都举步维
艰，更不用说还要应对数字鸿沟带来的问题，同时又
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不断扩
大的差距不仅会加大控制新冠病毒及其变种的难度，
而且还有可能导致应对不容忽视的全球共同威胁所
采取的联合行动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

去年的《全球风险报告》就已经提出了警告，指出全球
经济存在出现连锁效应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当下已经
成为了显而易见的威胁。供应链中断、通货膨胀、债
务、劳动力市场短缺、保护主义和教育差异正推着世
界经济进入一片波涛汹涌的水域。无论复苏快慢，所
有国家都需要淌过这片水域，才能恢复社会凝聚力，
促进就业和国家繁荣。这些考验导致我们很难看到新
出现的挑战，比如气候转型失序、网络漏洞增加、国际
人口流动出现更大障碍，以及激烈的太空竞争。

要想应对这些挑战并防止世界进一步分裂，关键在于
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重建信任，同时促进合作。

第17版《全球风险报告》阐述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
所采用的不同路线和方法将导致何种紧张的局势，同
时也分析了这种紧张局势可能带来的风险。今年的报
告还强调了这些风险对个人、政府和企业的影响。

自2006年以来，《全球风险感知调查》（GRPS）一直都
是《全球风险报告》的基础。而今年有近千名国际专家
和领导人参与了调查。在从受访者收集到的新的和更
广泛的真知灼见基础上，对调查进行了更新。《2021-
2022年全球风险感知调查》包括以下部分：

– “新冠疫情事后分析”部分邀请受访者发表自己
对此次危机所产生影响的看法，同时与前一年的
结果进行比较。

– “未来展望”部分在情绪层面对受访者进行了调
查，为我们分析个人认知将如何影响全球风险感
知和缓和措施提供了信息。

– “视野”部分反映了受访者对全球风险发展轨迹
和紧迫感的看法，为我们分析决策者可能面临的
抉择和取舍提供了依据。

– “严重性”部分对潜在的危害进行了排名，而“影
响”部分则要求受访者在考虑风险本身严重性的
同时思考其延伸影响。

前言
作者： 克劳斯∙施瓦布（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董事）
 博尔格∙布伦德（世界经济论坛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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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缓和措施”部分要求受访者评估全球治
理领域的15项国际性措施，以明确这些措施当
前的成果，并找出有机会进行全球行动与合作
的领域。

– “关于风险、趋势和预警信号的开放问题”部分
咨询了专家意见。

今年的《全球风险报告》还通过世界经济论坛的《高
管意见调查》收集到了来自124个国家12000多名国
家级领导人对于本国短期关键风险的意见。这些调
查答复中强调的领域有可能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
并为如何在短期国家风险优先事项与全球风险和前
景之间权衡提供可行观点。

我们十分感谢参与编写报告的合著机构：威达信集
团、SK集团和苏黎世保险集团。我们也十分感谢我

们的学术伙伴：新加坡国立大学、牛津大学马丁学院
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风险管理与决策流程中心。

本报告也发挥了全球顶尖风险专家的集体智慧。这个
不断扩大的专家群体由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实践
部门召集在一起，包括全球风险报告咨询委员会、首
席风险官群体和全球未来理事会前沿风险议题组；此
外，报告还咨询了公共和私营领域的地区专家和专题
专家。

本报告还得到了世界经济论坛各个平台的支持。这
些平台致力于促进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加快有利
于人类和地球的气候行动步伐，同时充分利用第四
次工业革命技术，引导行业转型，加强全球和区域合
作。平台及其利益相关方会根据本报告的洞察制定
相关议程，应对世界主要挑战，并提高组织韧性和合
作力度。



2022年全球风险报告 7

随着2022年的到来，新冠疫情及其产生的经济和社会
影响将继续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由于接种疫苗的机
会不平等，全球经济正在以不均衡的速度走向复苏，
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裂痕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截至
本文撰写之时，占全球人口20%的最贫穷的52个国家
中，只有6%的人口接种了疫苗。到2024年，发展中经
济体(不包括中国)的GDP增速将比大流行前的预期增
速下降5.5%，而发达经济体将比预期增速上升0.9%。

全球差异进一步拉大，国际国内局势将会日趋紧张，进
而加剧大流行的连锁影响，导致应对一系列共同挑战
所需的协调工作更加复杂，这些挑战包括加强气候行
动、提升数字安全、恢复生计和增强社会凝聚力以及管
理太空竞争等。

《2022年全球风险报告》介绍了最新的“全球风险感
知调查”(GRPS)结果，集中分析了当前经济、社会、环
境和技术紧张局势带来的主要风险。报告最后建议从
过去两年的抗疫经验中吸取教训并提供了关于增强韧
性的相关思考。本次调查和分析的主要结果如下所示。

社会和环境风险最为突出

在被问及对过去两年的看法时，“全球风险感知调查”
的受访者认为，“社会凝聚力侵蚀”、“生计危机”和“

心理健康恶化”是大流行开始以来恶化最严重的社
会风险。只有16%的受访者对世界前景持积极乐观态
度，11%的受访者认为全球将加快复苏。与之相反，多
数受访者预计，未来三年或许发生多重意外事件，社
会持续动荡，或许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形成赢家和
输家对峙的阵营。 

对于未来五年，受访者认为社会和环境风险仍是首要
问题。但是，从十年的范畴来看，地球的健康状况更加
令人担忧：环境风险被视为全球最严重的五大长期威
胁，也最有可能对人类和地球产生破坏性影响，其中“
气候行动失败”、“极端天气事件”和“生物多样性丧
失”排名前三。除此之外，受访者还将“债务危机”和“
地缘经济对抗”视为未来十年最严重的全球风险。

受访者认为“数字不平等”和“网络安全故障”等技术
风险是世界面临的短期和中期威胁，但这些风险在长
期威胁的排名中有所下降，也没有出现在发生概率最
高的严重风险之列，这表明风险感知可能存在盲点。

2021年“全球风险感知调查”包括了一项针对国际风
险缓释措施的问题。多数受访者认为，目前在“人工
智能”、“太空开发”、“跨国网络攻击和虚假信息”以
及“移民和难民”领域采取的风险缓释措施不足以应
对挑战，即措施“尚未开始”或处于“早期发展”阶段。

执行摘要



2022年全球风险报告8

与此同时，多数受访者认为，在“贸易便利化”、“国际
犯罪”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领域采取的风险缓释
措施是“切实”或“有效”的。

不均衡的经济复苏危及在应对全球挑战方
面的协同合作

大流行带来的经济挑战依然存在，复苏前景依然黯
淡：在本文撰写之际，预测到2024年，全球经济将因大
流行萎缩2.3%。不断上涨的大宗商品价格、通胀和债
务都是新兴风险。此外，随着2021年底新冠肺炎病例
再次激增，大流行将继续抑制全球经济的持续复苏。

大流行影响了经济发展，加上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
保护主义兴起以及数字、教育和技能差距不断扩大，
世界有可能走向新的分裂。那些能够快速推出疫苗，
成功进行数字化转型并获取新型增长机会的国家可
以在短期内恢复到大流行前的发展趋势，并且从长远
来看有可能实现更具韧性的未来。但是，一些疫苗接
种率低、卫生系统持续承压、数字鸿沟不断扩大和就

业市场停滞不前的国家将会遭受重重阻力。不均衡的
经济复苏将使国际合作举步维艰，难以应对气候变
化、管理移民流动和抗击网络风险等挑战。

国内压力致使各国政府难以专注于长期优先事项，并
且限制分配给用于解决全球问题的政治资本。“社会
凝聚力侵蚀”是31个国家面临的最大短期威胁，其中
包括20国集团中的阿根廷、法国、德国、墨西哥和南
非。已经对社会构成威胁的贫富差距将会进一步拉
大，在疫情影响下，全球极端贫困人口预计增加5100
万，这将加剧社会内部的两极分化和怨恨情绪。国内
压力还可能导致更强硬的民族主义态势，放弃外国援
助和合作，进一步加深全球经济裂痕。

无序的气候转型过程可能会加剧不平等

在本次调查中，受访者将“气候行动失败”列为世界的
头号长期威胁和未来十年可能产生最严重影响的风
险。由于气候变化，干旱、火灾、洪水、资源稀缺和物种
灭绝等事件越发频繁。2020年，全球多个城市遭遇了

路透社/HEO 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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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未见的极端气温⸺马德里创纪录的最高气温达
42.7°C，达拉斯72年来的最低气温达-19°C，北极圈等
地区的夏季平均气温比往年高出10°C。政府、企业和
社会需要有所作为，以阻止最坏的结果发生。然而，不
同国家和行业的不同发展轨迹导致了合作障碍。无序
的气候转型过程可能会加剧国家分裂和社会分化。

鉴于大规模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变革极为复杂，以及当
前减排承诺多有不足之处，到2050年实现净零目标的
转型过程可能呈现无序混乱状态。虽然疫情封锁使全
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出现短暂下降，但很快恢复了上
升趋势：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长速度快于过去
十年的平均水平。继续依赖碳密集型行业的国家可能
会失去竞争优势，因为国家的韧性下降，跟不上技术创
新，难以发挥贸易协定的杠杆作用。然而，快速改革目
前已雇用数百万工人的碳密集型行业可能会引发经
济动荡，增加失业，加剧社会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仓
促采取环境政策也可能对大自然产生意想不到的后
果⸺部署未经测试的生物技术和地球工程技术仍存
在诸多未知风险。监管不力的绿色市场可能会产生垄
断，而缺乏公众对土地使用转型或新定价方案的支持
可能会引发复杂的政治问题，导致行动一再推迟。不考
虑社会影响的转型进程将进一步加剧国家内部和国家
之间的不平等，增加地缘经济摩擦。

数字依赖程度的日益上升将加剧网络威胁

对数字系统的日益依赖（这一趋势被新冠疫情进一步
放大）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发展。在过去的18个月，各
行业加速了数字化转型，员工在可能的情况下转向远
程工作，助力这种转变的平台和设备数量激增。与此同
时，网络安全威胁持续增加⸺2020年，恶意软件和勒
索软件攻击分别增长了358%和435%，有效预防或应
对网络威胁的工作显得力不从心。网络攻击者的进入
门槛降低，网络攻击方法更加激进，网络安全人才严重
短缺以及治理机制不够健全都加剧了网络风险。

攻击大型战略系统可能在全社会产生实质的连锁反
应，而防御措施必然产生高昂成本。虚假信息、欺诈和

缺乏数字安全等无形风险也会影响公众对数字系统的
信任。如果各国政府继续单方面控制风险，更大的网络
威胁很有可能导致国家分裂。随着网络攻击日益严重，
影响范围越来越广，受网络犯罪影响的政府和参与犯
罪活动的政府之间本已尖锐的紧张关系将会进一步加
剧，网络安全将成为加深国家分歧而非合作的另一个
因素。

流动性障碍可能加剧全球范围的不安全感

经济困难、气候变化和政治不稳引发日益强烈的不安
全感，迫使数百万人背井离乡，到国外寻找更好的未
来。“非自愿移民”是“全球风险感知调查”受访者最关
心的长期问题，60%的受访者认为，针对“移民和难民”
的国际风险缓释措施“尚未开始”或处于“早期发展”
阶段。2020年，全球有3400多万人流离失所，创历史新
高。然而，在许多国家，大流行病的影响挥之不去、经济
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劳动力市场动荡不定，这些都提高
了移民寻求工作机会或庇护的进入门槛。 

移民门槛的提高及其对汇款（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关键
生命线）的溢出效应有可能阻碍恢复生计、维持政治稳
定以及缩小收入和劳动力差距。在本文撰写之时，美国
有超过1100万个空缺岗位，而欧盟的卡车司机缺口达
到了40万。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如果弱势群体别无选
择，只能踏上更加危险的不归之路，导致人道主义危机
恶化。2021年，包括儿童在内的4500名移民在旅途中
死亡或失踪。如果移民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地缘政治工
具，移民压力可能会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目的地国家政
府必须处理好外交关系以及民众对移民的疑虑。

摩擦频发或将影响太空开发

虽然人类探索太空已有数十年之久，但近年来太空探
索活动蓬勃发展，既创造了新的机会，也产生了新的风
险，特别是在太空领域日益军事化的情况下。新的商业
卫星市场进入者正在打破现有参与者在提供卫星服务
(尤其是与互联网相关的通信)时对全球空间公域的传
统控制。如果以不负责任的方式管理太空探索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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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太空活动者数量的增加和范围的扩大，太空摩擦
将会频繁发生。由于全球太空治理规范已经过时且多
有不足之处，同时国家层面的政策也颇有分歧，太空风
险日益加剧。 

太空活动加速增加了碰撞风险，可能导致空间碎片急
剧扩散，影响地球关键系统的所在轨道，损坏宝贵的空
间设备，引发国际紧张局势。治理工具的匮乏致使太空
活动更有可能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最近一段时间
在太空进行的武器试验也凸显了这种风险。蓬勃发展
的太空活动也可能引发未知的环境影响，或将增加天
气监测或气候变化监测等公共产品的成本。

对抗疫经验的反思有助于增强韧性

2021年，各国政府纷纷部署新机制，来应对不断变化
的公共卫生危机，这些行动既有成功，也有失败。能否

有效应对此次大流行取决于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第
一，各国政府是否愿意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调整和修
改应对战略；第二，他们是否能够通过有原则的决策
和有效的沟通来维持社会信任。

反思政府、企业和社区的核心目标将有助于确保各方
计划方案的协调一致，举全社会之力应对任何性质的
关键风险。对政府而言，通过平衡各项成本、制定政策
以增强韧性以及调整数据共享方面的措施来确保更
加有效地管理危机，这是高效行使公共权力的关键所
在。企业需要认识到，加强国家层面的防范对于规划、
投资和执行企业战略至关重要，因此可以在诸如供应
链瓶颈解决方案、行业行为准则以及将弹性工作纳入
劳动力福利方案等领域寻找机会。社区可以帮助地方
政府与国家共同行动，改善沟通，支持基层抗灾。在组
织机构层面，可以通过深入分析交付结果、认识系统
漏洞以及采取多种方案等帮助领导者增强韧性。

2022年全球风险报告10 路透社/MUHAMMAD HA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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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2022年世界
各地风险截
然不同

GETTY/ABSTRACT AERIAL ART

6%
在最贫穷的52个国家疫苗接种率只有6%

97%
2020年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7%

510万
极端贫困人口预计将增加510万

197
就《格拉斯哥气候公约》达成共识的国家共有197国

84%
对世界感到担忧或关切的专家比例为84%



��.�%
的受访者
认为未来三年形势将持续动荡，
出现多种意外

��.�%
的受访者
认为世界未来三年发展将
产生脱节，会出现相对的
赢家和输家

��.�%
的受调者
认为未来三年全球
将加速复苏

��.�%
的受调者
认为未来三年全球
发展将逐渐接转折点，
灾难性后果会越来越多

消极展望 积极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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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全球风险感知调查》（GRPS）
中，约有37%的受访者认为从中期来看，世
界的发展轨迹将出现脱节，疫情危机中相
对的“赢家”和“输家”差距将越来越大（见
图1.1）。在进行调查时（见附录C的技术说
明），只有11%的人认为未来三年全球复苏
有望加速。

经济、地缘政治、公共卫生和社会方面的
裂痕在后疫情时期将会扩大4，有可能导致
各国在面对人类和地球的紧要挑战时出
现分歧和迟疑。这些挑战包括加速绿色转
型，应对气候变化（见第二章），携手应对
严重数字漏洞问题（见第三章），管理人口
流动和移民（见第四章）以及保护太空这
个未来全球公域（见第五章）。

2022年伊始，疫情仍在肆虐，疫情对经济
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仍在持续。各国疫苗接
种进度差异将导致经济复苏出现差异，这
有可能加剧先前存在的社会鸿沟和地缘
政治紧张。紧张局势和疫情延伸出的经济
压力将使我们在应对不同全球挑战时难
以保障行动的协调性和响应速度，尤其是
在面对气候变化时。

疫苗接种和数字化加速使一些国家能够
从疫情造成的经济危机中迅速恢复，但其
他许多国家仍头疼该如何规避疫情带来
的最严重后果。在撰写本报告时，世界仍
有一半的人口还没有接种疫苗1，40%的人
口仍无法接入网络2，全世界只有35%的学
生所在国家学校正常开学了3。

复苏步伐差异

图  1 . 1

“您对世界未来三年有什么展望？”

资料来源：2021-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感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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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在国内和国际上针对这些挑战实施有
效行动取决于社会内部信任能否得到恢
复，国家和全球领导人能否积极采取行动，
以及能否找到新的合作机会（见第六章）。

有高达84%的调查受访者表示对世界的前
景感到担忧或关切（见图1.2）；缺乏乐观情
绪有可能导致希望破灭和社会动荡的恶性
循环。

图  1 . 2

“您对世界的前景有何看法？”

关切担忧 积极

乐
观

23.0% 61.2% 12.1% 3.7%

全球环境动荡

资料来�: 2021-2022年�界经济论坛《��风险�知调查》

疫情仍在持续

世界仍在努力应对新冠疫情对公共卫生
的影响。据报道，截至2022年初，全球累
计确诊病例2.82亿例，其中累计死亡病例
540万例5。此外，相当大比例的新冠感染
者都出现了长期症状：约10%的人在感染
后12周内身体一直都很虚弱6。疫苗接种虽
然在稳步推进，但接种情况并不均衡。在
撰写本报告时，已有50个国家为本国70%
以上的人口接种了疫苗7，其中部分国家现
在已经开始接种加强针，然而占世界人口
20%的52个最贫穷国家疫苗接种率仍然
只有6%8。一方面，未来有可能出现更具传
染性的病毒变种，特别是新出现的奥密克
戎变种，另一方面接种疫苗的人群免疫力
将逐渐下降，而未接种疫苗的人的比例仍
然很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2021年底新确

诊病例的数量会再次增加9。 

因此在《全球风险感知调查》中，“传染性疾
病”仍被视为全球紧要短期威胁也就可以
理解了。

新冠疫情也对人们的健康产生了广泛的次
生影响，部分原因是因为其他疾病的紧急
性都被置于新冠之后。疫情导致全球新增
了5300万重度抑郁症患者10。“心理健康状
况恶化”是调查受访者认为疫情期间情况
恶化最为严重的五大风险之一。全球为了
优先处理新冠疫情而出现的治疗延误问题
也在恶化，导致每年因非传染性疾病死亡
的人数高达4100万人，死亡病例主要出现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11。由于滥用抗生
素治疗新冠而导致的病毒抗生素耐药性问
题在2020年还造成了近200万人死亡，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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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疟疾和结核病；而且这个数字还可能
会继续增加12。

新冠疫情及其次生的健康影响将继续给全
球的医疗系统带来压力，加剧国际和本国
内的医疗不平等问题，造成社会摩擦，重挫
经济增长潜力。

经济复苏风险

为了抗击疫情，全球经济出现了衰退。虽
然全球经济仍在复苏进程中，但复苏步伐
正在逐渐放缓。全球经济增长在2020年
萎缩了3.1%，预计在2021年将萎缩5.9%，
而在2022年将放缓到4.9%13。到2024年，
全球经济预计将比没有新冠疫情时衰退
2.3%14。经济增长将面临极大的风险，比
如新冠病毒新变种出现，全球疫情可能卷
土重来。上一版《全球风险感知调查》明确
了中期紧要关切为“商品冲击”、“价格不
稳定性”和“债务危机”。这些问题已经在
一定程度上显露了出来。在撰写本报告
时，2020年底以来，商品价格已经上涨了
近30%15；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局势

不断加剧，中国能源出现短缺16，供应链受
阻问题仍在持续，化石燃料储备投资减少
又带来了转型挑战；在此背景下，商品价
格可能会继续波动。

由于疫情导致供应链出现中断，再加上消
费者需求恢复，商品价格出现上涨，因此许
多国家的通货膨胀也出现了加速的情况。
这将打击对复苏至关重要的消费者积极
性，同时增加中央银行利率上涨的风险17。
无论在发达经济体还是在发展中经济体，
物价和债务攀升将对低收入家庭造成尤为
严重的冲击，而消费欲望的减弱也将影响
到那些仍在努力避免破产的中小型企业。

此外，主权债务也因疫情而激增。2020年，
全球政府债务增加了13个百分点，达到
GDP的97%18。发展中国家本就紧张的公
共财政将因债务去杠杆化19和美元升值而
面临更大的风险：美元指数自2021年初以
来已上升了7%20。调查受访者认为“债务
危机”是世界短期和中期内的一个紧要威
胁，也可能是未来十年内最为严重风险之
一（见图1.3）。债务积压将加大各国应对

图  1 . 3

“列出未来十年内全球最严峻的风险”

资料来�: 2021-2022年�界经济论坛《��风险�知调查》

经济 环境 地缘政治 社会 科技

1st 气候行动失败

2nd 极端天气

3rd 生物多样性破坏

4th 社会凝聚力侵蚀

5th 生计危机

6th 传染性疾病

7th 人为环境破坏

8th 自然资源危机

9th 债务危机

10th 地缘经济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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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的难度，使各国更难
在保证社会公正的前提下为向净零过渡
提供经济支持。

经济差异

疫情引发了全球经济衰退，但现在各国之
间疫苗接种率的明显差异则有可能导致
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甚至比疫情前更严
重。疫情流行程度在疫苗接种率低的国家
高于疫苗接种率高的国家，这将影响到可
用人力和生产力，导致供应链中断并削弱
消费积极性。此外，接种疫苗的国家主要
都是发达经济体，在后疫情时期，它们在
未接种疫苗国家进行投资的意愿有可能
会降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破坏也导致接
种了疫苗的国家更愿意不计成本，优先考
虑恢复经济。由于各国政府和各个行业都
会努力将供应链中断的影响降至最低，所
以可能会以牺牲全球一体化为代价来推
动区域融合。

数字互通、教育和收入轨迹的两极化有可
能促使全球经济进一步分化，而现在增长
放缓，同时还出现了差异化，这种现象将
可能加剧全球经济分化。预计到2024年，
虽然发达经济体将超过其疫情前增长路
径0.9%，但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将
比其低5.5%，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
洲地区甚至可能落后更多21。

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复苏手段本就有限，
而经济脱钩则有可能进一步阻碍发展中
经济体的经济复苏。这种脱钩现象还使得
新兴经济体更难从年轻劳动力、庞大的消
费市场和有竞争力的成本中受益。在面对
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挑战时，新兴经
济体能够利用的资金和技术也可能更少。

尽管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就业率已经快恢

收入差距风险加剧了社会内部
两极贫富分化和仇恨情绪

GETTY/LIU 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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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但在全球范围内而
言，就业行情从疫情影响中恢复的速度仍
落后于经济复苏，也就是说全球就业率仍
低于疫情前水平，而发达经济体中的离职
热潮还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参与度降低。

青年、妇女和低技术水平工人受到的影响尤
其大。全球经济至少需要到2023年才能创
造出因疫情而流失的就业机会，但国际劳工
组织预计，其中许多就业机会的生产率和质
量都将会很低22。“生计危机”是调查发现的
世界第二大直接威胁，也是《高管意见调查》

（EOS）中国家层面的首要威胁。97个国家
认为生计危机是国家面对的最直接威胁，其
中包括20国集团（G20）中的16个国家。

经济复苏的两极分化可能会促使经济移
民数量激增。同时，极端天气加剧，再加上
政局动荡、国家脆弱和国内冲突的增加可
能会造成难民人数进一步膨胀。调查受访
者将“非自愿移民”列为未来十年内世界
的一个紧要威胁。然而，在《高管意见调
查》调查中，只有13个国家将“非自愿移
民”列为排名前十的关注事项。这13个国
家包括亚美尼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
都拉斯、尼加拉瓜、乌克兰和委内瑞拉，这

些国家最近都需要面对与移民和难民有
关的挑战。这些结果表明，移民在部分国
家眼中属于短期的区域性挑战，但从长远
来看却属于一种全球风险。无论如何，移
民来源国的压力在增加，目的地国的移民
壁垒也在提高，二者间的冲突有可能造成
国际紧张局势，在最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
能造成人道主义危机。

社会凝聚力侵蚀

根据调查，“社会凝聚力侵蚀”是疫情开始
以来恶化最严重的全球风险，是在短期、中
期和长期的所有时间跨度内最严重的全球
威胁，同时也是未来十年内破坏性可能最
严重的风险之一。在参与《高管意见调查》
的124个国家中，有31个国家认为“社会凝
聚力侵蚀”是本国的十大短期威胁之一，其
中包括20国集团中的阿根廷、法国、德国、
墨西哥和南非。经济、政治、技术和代际的
不平等现象甚至在疫情扩大收入差距前就
已经成为各国需要面对的挑战了23，而这些
差距现在预计将进一步扩大。根据世界银
行的研究估计，世界上最富有的20%人口
将在2021年恢复一半的损失，而最贫穷的
20%人口则将多损失5%的收入24。到2030

GETTY/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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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与疫情前的预测相比，生活在极端贫困
中的人口预计将多出5100万人25。经济复苏
不平衡加剧了收入差距，有可能加剧各国
社会内部贫富两极分化和仇恨情绪。

人们对接种疫苗和疫情相关限制的不同看
法也加剧了社会压力，一些国家由于有人反
对政府疫情管控政策甚至还出现了暴乱，其
中也包括一些欧洲国家。在许多国家，特别
是美国，种族公平仍然是一个紧迫问题。

例如，最近在美国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
现，“国家分裂”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他
们认为到2022年，这个问题将会进一步
恶化26。在欧洲，另一项民意调查则反映出
了明显的代际差异：在60岁以上的受访者
中，65%的人表示他们“完全不受疫情影
响”，而相比之下，30岁以下的受访者中只
有43%表达了相同看法27。政治两极化有
引发局势动荡的风险，2021年1月美国国
会大厦遭受袭击就是一种表现。

尽管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达
成的协议表明了国际社会对气候行动的
承诺（见框注1.1），但国内短期压力会导致
政府更难关注国家长期优先事项，还会限
制部分政府能够或愿意分配给全球问题
的注意力和政治资本。这种压力还可能导
致国家利益立场更坚定，加剧全球经济脱
节，还可能会以牺牲国外援助和合作为代
价，占用解决冲突、保护难民和处理人道
主义紧急情况所需的资源。例如，英国政
府就已经放低了将国民总收入的0.7%用
于国外援助的目标，至少在2024年前不会
再考虑这件事28。脆弱的经济体甚至可能
会陷入更严重的危机。  

地缘政治紧张

地缘政治裂痕的扩大有可能成为全球分歧

的另一股力量。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正
在升级。一方面，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
正在改变西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29；另
一方面，作为回应，美国也在加强以太平洋
地区为重点的联盟，最近的一次回应便是
澳英美联盟（AUKUS）安全公约。包括俄
罗斯和土耳其在内的其他国家也显示出，
它们更有能力也更愿意向海外投放力量。
同时，全球和各地区的主要大国也正在试
探国际法和国际合作的界限，纷纷在局势
紧张地区进行军事演习，如俄乌边境和中
国台湾海峡。新领域和新区域的竞争正在
加剧，最明显的就是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

（见第五章）以及网络空间的形势变化，受
网络犯罪影响的政府与支援网络犯罪的
政府之间本就紧张的关系将更加剑拔弩张

（见第三章）。

“软实力”运用方面的竞争也在增加。比
如，中国的对外融资战略和经济复苏使中
国能够继续扩大自身在整个发展中国家
的影响力，而2021年，中国经济预计将以
每年8%的速度增长30。中国新冠疫苗的最
大买家包括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
土耳其31，他们在2020年对中国的净债务
支付增加了62%32。为了在后疫情经济中
蓬勃发展，各个发展中国家可能会越来越
多地向中国寻求资金、技术和科学方面的
支持。

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正逐渐向经济领域蔓
延，比如印度和日本在疫情期间实行的保
护主义政策33。西方国家本身也在限制地缘
政治竞争对手对本国战略领域的投资。调
查受访者认为“地缘经济对抗”是全球一个
紧要的中长期威胁，也可能是未来十年内

各国可能以牺牲全球一体化为
代价推动区域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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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见图1.3）。地缘
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紧张局势将使得共同
解决全球挑战变得更加困难，特别是气候
变化。

气候行动失败的风险

2 0 2 1 年 第 2 6 届 联 合 国 气 候 变 化 大 会
（COP26）成功召开，共有197个国家就《格

拉斯哥气候公约》和其他里程碑式重要承
诺达成一致（见框注1.1）。不过即使有了
这些新的承诺， 2016年《巴黎气候协定》
中确立的1.5℃目标预计也无法实现，气
候转型失序的风险还可能增加（见第二
章）34。

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中，疫情导
致的经济压力以及社会凝聚力的侵蚀可
能会进一步限制用于加强气候行动的财
政投入和政治资本。举个例子，欧盟、英国
和美国不愿承诺正式的气候融资目标35，
以应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日益恶化的气
候变化影响。中国和印度提出应该将公约
中规定的有关“有增无减的煤电和低效化
石燃料补贴”措辞，从“逐步淘汰”改为“逐
步减少” 36。

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危机鼓励各国优
先考虑恢复经济增长的短期措施，而不是
寻求绿色转型，因此有可能推迟应对气候
变化的行动。例如，虽然2021年亚马逊森
林的砍伐速度已经达到15年来的新高，随
之而来的还有2020年新冠疫情引发的经
济衰退38，但巴西与其他140个拥有地球上
91%森林的国家仍旧对《关于森林和土地
利用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宣言》表示了支持
37。地缘政治的紧张和国家优先的立场也将
使气候行动变得更为复杂。从第26届联合
国气候变化大会也能看出，气候损害赔偿
方面紧张局势加剧，受影响国家需要面对
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排放国的阻力39。

气候变化仍然被视为对人类最严峻的威
胁。调查受访者认为 “气候行动失败”是未
来十年内可能造成最严重破坏的全球风险

（见图1.3）。然而，《高管意见调查》的结果
却显示出，不同地区和国家对这一问题的
紧迫性有着不同感受。对世界上最大的两
个二氧化碳排放国而言，在美国，“气候行
动失败”作为短期风险排名第二，但在中
国只能排到第二十三。除了美国将其排在
第二以外，20国集团经济体中的其他11个
国家都将其视为十大短期风险之一。

REUTERS/HANNIBAL HANSCH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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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5）在中国昆明
举行，产生了“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有力宣言7，同
时还制定了保护行动的联合措施，解决不可持续生产
和消费现象8；会议还为2022年5月将举行的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大会下半程谈判，以及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铺平了道路9。

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在英国格拉斯
哥举行，会议不仅通过了《格拉斯哥气候公约》1，会议
的圆满结束还意味着人们向气温升幅1.5℃的情景假
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会议要求153个国家的政府更
新并提高国家自主贡献（NDCs），支持气候适应融资
行动，继续调动数十亿美元的气候资金，允许私人机
构和中央银行重新分配数万亿美元的资金，用以实现
全球净零排放。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议是第一个
有金融部门参加的会议，格拉斯哥净零排放融资联盟

（GFANZ）作为代表出席会议，该联盟成员手下管理
着超过130万亿美元的资产，而且已经都在积极为可
持续投资项目注入资金2。

《公约》首次明确提到了逐步减少使用煤炭的重要
性，但却没有承诺“逐步淘汰”低效化石燃料补贴。然
而，正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2021年排放
差距报告》所示，实现1.5°C的目标仍然不太可能3。

会议另一项重要成果是就《巴黎协定》第6条关于碳市
场的基本规范达成了一致意见，可以全面投入使用4。
企业和政府还就加大清洁技术投资力度达成了一致5，
包括加快向电动汽车的过渡，以及对甲烷排放和森林
砍伐做出的重要承诺6。

� �  1 . 1

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成果

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的重要承诺：

印度承诺到2070年实现净零排放，并宣布在
2030年前努力实现可再生能源占比50%的目
标。所有主要排放国都已经同意开始逐步淘汰
化石燃料。

46个国家承诺到2040年将实现从煤炭向清洁
能源的转变。

104个国家承诺到2030年甲烷排放量将减少 
30%。甲烷对全球变暖的贡献率已达 30%。

拥有世界91%森林的141个国家承诺到2030 
年将停止森林砍伐。

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决议-/CP.26, 未编辑预发版https://
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cop26_auv_2f_cover_
decision.pdf 

2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21. 《2021年排放差距报告》2021年排放差距
报告增编. 报告.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21. https://wedocs.unep.
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37350/AddEGR21.pdf

3 2021年英国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2021a. 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达成的《格拉斯哥气候公约》. 2021年11月. https://ukcop26.
org/wp-content/uploads/2021/11/COP26-Presidency-
Outcomes-The-Climate-Pact.pdf 

4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2021. “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就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行动达成共识”. 联合国气候新闻公报. 
2021年11月13日. https://unfccc.int/news/cop26-reaches-
consensus-on-key-actions-to-address-climate-change

5 全球净零金融联盟. 2021. 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 https://www.
gfanzero.com/ 

6 欧盟委员会.2021.美国、欧盟和合作伙伴启动全球甲烷承诺，

承诺将保证1.5℃的目标 .欧盟委员会 .声明 .2021年11月2日 .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 detail/en/
statement_21_5766 ; 2021年英国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2021. 

《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宣言》.2021年11月2
日.https://ukcop26.org/glasgow-leaders-declaration-on-
forests-and-land-use/

7 世界自然基金会. 2021. 世界自然基金会对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
会通过《昆明宣言》作出回应. 世界自然基金会. 2021年10月13日. 
https://wwf.panda.org/wwf_news/?3962441/WWF-reaction-
to-the-adoption-of-the-Kunming-Declaration-at-COP15 

8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202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为联合国生物多样
性大会上半程会议发表闭幕词.  2021年10月18日. https://www.
iucn.org/news/secretariat/202110/iucn-closing-statement-
part-one-un-biodiversity-conference 

9 生物多样性公约.2021.“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上半程会议结
束，为2022年复会时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奠定
基础”. 新闻稿. 2021年10月15日. https://www.cbd.int/doc/
press/2021/pr-2021-10-15-cop15-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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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安全
疫情刺激了数字化的飞跃，但对各国的刺
激力度不同。虽然一些国家因为逐渐接近
超级互联互通而更有竞争力，但其他国家
可能仍然停留在与疫情前类似的经济状
态。在后一类经济体中，为了避免数字鸿沟
不断扩大，快速实现数字化的需求依然迫
切40。在《高管意见调查》中，“数字不平等”
是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以及
其他低收入国家的首要短期风险，前两者
在2022年预计将是增长最少的两个地区。
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企业和个人将主动
寻找快速实现数字化的办法，他们虽然想
加强网络防御，防止关键基础设施被破坏，

制定网络法规来保护数据和隐私，但手头
的技术和财政资源可能却很有限。

网络犯罪分子有可能在世界上更多不同的
地方向全球发起网络攻击，如果受到攻击
的这些国家因此在所能获取的数字技术方
面受限，这就可能会加深这些国家的数字
鸿沟。在疫情期间，发达经济体的快速数字
化也导致了新的网络漏洞。调查受访者认
为“网络安全漏洞”是一个重要的短期全球
威胁，在高收入国家的《高管意见调查》受
访者中得分尤其高（见图1.4）。对网络安全
的担忧有可能进一步阻碍在全球范围内促
进实现快速和包容性数字化的行动。

图  1 . 4

《2021年高管意见调查》中“数字不平等”和“网络安全漏洞”得分与
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较

资料来�：世界经济论坛《2021年高管意见调查》；世界银行公开数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现价美元$）”,https://data.worldbank.org/
indicator/NY.GDP.PCAP.CD, 引用于2021年12月7日.

�: 不包括卢森堡、瑞士和爱尔兰，这三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高管意见调查》样本中是最高的（都在8万美元以上），与其他样本的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相距甚远（第四高的是美国，为63,544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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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成为新的分歧领域

太空是另一个会产生全球分歧的领域，可
能导致管理共同利益发展所需的合作复
杂化。太空竞赛正在升级，同时也成为世
界主要军事力量日益关注的重点，最近的
反卫星武器和高超音速武器试验就是证
明41。不同的经济和科技发展道路有可能
阻止了许多国家获得太空空间所带来的
机会，无法利用太空应对气候变化和扩大

互联互通，也无法保证在进行太空治理和
太空商业化的全球决策时本国的利益能
得到考虑。

同时，私营部门涉足太空事务的程度和拥
堵风险都有所提高，这也向太空治理提出
了新的挑战。然而，太空应该是大家共有
的资源，各国仍有时间联起手来，确保共
同利益和太空的可持续管理。

全球合作中新出现的紧张局势

世界经济内部出现断裂，地缘政治优势竞
争更加激烈，国内压力要求优先考虑国家
目标，以上这些因素所导致的全球分歧将
在未来几年内为全球合作带来复杂的挑
战。接下来的深入分析章节中将对以上四
个领域进行分析：

 – 人们愈发确信，气候将出现快速但无序的
转型，转型速度会被社会、政治和经济的
复杂性放缓。这种看法有可能造成各式各
样的净零排放道路，每一条的发展速度和
问题复杂性都各不相同（见第二章）。

 – 由于新技术的出现和网络犯罪攻击范
围的不断扩大，网络犯罪的种类和危险
程度升高。在此背景下，快速实现数字
化有可能将经济体暴露在更严重的新
型网络漏洞下（见第三章）。

 – 由于移民来源国更不安全了，所以来源
国的移民压力也在增加，在目的地国提
高移民壁垒的情况下，二者间有发生冲
突的风险（见第四章）。

 – 太空商业活动和军事活动都在加速，昭

示着一场新的太空竞赛即将开始，这有
可能加剧紧张局势，导致这一前沿公域
的过度饱和，也突出了加强国际空间治
理的必要性（见第五章）。

疫情虽然暴露出了全球合作的缺点，但全
球合作的未来道路仍不明确。本报告中强
调的全球挑战相互关联，不能仅靠国家
政府来解决，所以我们有必要加强全球治
理，实施更有效的国际风险缓和手段。然
而，为了取得长效成果而带着共同目标走
到一起的各国将面临一个挑战。有效的全
球治理取决于国际合作42，而在当前国际
关系背景下，各国存在经济差距，对全球
化持怀疑态度，只关注国家利益，地缘政
治竞争加剧，各国将很难获得支持，也很
难运用必要能力，找出关键问题的解决办
法。现有的全球治理机构也面临着压力。
例如，世界卫生组织（WHO）资源不足，很
难有效应对新冠疫情43。

考虑到这一挑战，报告的最后一章思考了
政府该如何动员全社会加强国家的抗灾能
力，从而避免多边主义的普遍局限性（见第
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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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的思考

危机中会诞生意想不到的道路。不同的盲
点、触发因素和冲击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带
来不同的可能性和影响。在读者考虑《全球
风险感知调查》结果，回顾新的全球背景，阅
读深入分析章节的同时，本报告也请读者考
虑具体利益相关方的行为和行动，考虑一系
列风险结果可能导致的后果，包括可能的和
不可能的后果，以及可控的和严重的后果。

社会经济方面最值得关注的领域是经济
复苏的差异、经济困境和日益严重的不平
等问题，另外还有这些问题与意识形态两
极分化以及全球大部分人口对公民选举
权被剥夺的感觉之间的相互影响。

各国政府苦于控制疫情，在疫情问题上又
缺乏全球合作。这给管理未来全球风险（
如极端天气）和采取更大胆气候行动的可
行性泼了一盆凉水。在商业和工业领域，
即使是财政上有回旋余地的企业有时也
难以实现环境、社会与企业治理（ESG）的
承诺，更不用说它们同时还要加强供应链
的韧性，适应社会和技术变革，并对网络
攻击等威胁保持警惕。

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至今已持续了两年，
所有利益相关方的行动和行为将决定世
界复苏的速度，并培养应对下一次重大冲
击所需的韧性。

路�/COURTESY NXP SEMICONDU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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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全球风险感知调查结果

查看2021-2022年《全球风险感知调查》的全部结果，请访问：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global-
risks-report-2022/data-on-global-risks-perceptions#report-nav

疫情遗留影响 根据《全球风险感知调查》结果，“社会凝聚力侵蚀”、“生计危机”和“心理健康状
况恶化”这三种风险位于疫情期间全球范围内恶化最为严重的五大风险之列。
这三种风险以及疫情本身（“传染性疾病”风险）也被认为是世界最紧迫的几项
威胁，其社会影响加大了制定有效国家政策的难度，同时还导致各国不太关注
和重视应对全球挑战所需的国际合作。

债务危机迫近 “债务危机”被看作是未来两年内迫在眉睫的全球威胁，但调查受访者认为，债
务危机的关键临界点将在三到五年后出现。政府的激励措施对于保证收入、稳
定工作岗位和维持企业正常运转至关重要，但现在国家债务负担很重，公共预
算在疫情过去后仍将捉襟见肘，甚至保证绿色转型的公平也需要从公共预算中
获得资金。

地球不能等待 “极端天气”和“气候行动失败”位于全球五大短期风险之列，而且五大最可怕的
长期威胁都是环境问题。“气候行动失败”、“极端天气”和“生物多样性破坏”也
被列为未来十年内潜在威胁最大的三大风险。虽然调查受访者对环境恶化的关
注早在疫情出现前就已经显现出来，但受访者日益担忧气候行动会失败也显示
出他们对世界控制气候变化的能力缺乏信心，特别是社会鸿沟和经济风险还在
加深的情况下。

数字联通认知盲点 因为全世界仍有30亿人无法使用互联网，“数字不平等”因此被视为迫在眉睫
的全球威胁。然而，也正是因为数字化，许多国家和行业才得以迅速使用并顺利
适应人际交往的新模式和远程工作的新形式。数字化的飞跃也伴随着漏洞的增
加。调查受访者认为，“网络安全漏洞”在未来两年或是三到五年内将继续考验
全球的数字系统。未来十年内最严重的潜在风险不包括科技风险。这表明，与经
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相比，科技风险与受访者的相关性较低；不过考虑到网络风
险可能造成的破坏，也可以说受访者在认知上存在盲点。

竞争日益加剧 调查受访者认为，“地缘经济对抗”将成为全球中长期的紧要威胁，同时也是未
来十年内可能最严重的风险之一。尽管国内还面临着各项紧迫挑战，需要立即
予以关注，但疫情及其经济后果再次证明，全球风险并不受政治疆界的影响。人
类面临着经济分裂和地球环境恶化的共同复杂威胁，需要全球携手应对。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global-risks-report-2022/data-on-global-risks-perceptions#report-nav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global-risks-report-2022/data-on-global-risks-perceptions#report-n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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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新冠疫情事后分析
自疫情爆发以来恶化最严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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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I

全球风险视野
风险何时会转化为全球紧要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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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I I

全球风险后果
潜在破坏性最大的风险（上排）以及它们会加剧的风险（下排）*

*线条粗细取决于统计关联性强弱（见附录C：技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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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V

国际风险缓和手段
当前每个领域的国际风险缓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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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气候转型
失序

1.8°C
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后对全球变暖上升温度最
乐观的预测为1.8℃

 

130 万亿 
私人资本为碳中和投入130万亿美元

400 万
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领域再培训将创造400万工作岗位

五大风险
调查受访者认为长期关切中这五大环境风险最令人担忧

路透社/YARA NAR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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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将被削弱，最终导致“太
弱太晚”的情况，“世界热屋假设”成真，气
候变化失控，使地球无法居住5。如果我们
不能在2050年之前共同实现净零目标，世
界将付出高昂的代价6。对气候问题完全不
作为预计将导致全球GDP损失4%至18%7，
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各不相同8。

净 零 是 指 排 放 到 大 气 中 的 温 室 气 体
（GHG）与从大气中清除的温室气体相互

平衡的状态*。向净零转型对于经济和社会
来说可能会产生像过去的工业革命一样的
变革。然而，去碳化需要复杂的技术、经济
和社会变革，再加上当前的承诺本就行动
缓慢又力度不足，气候转型将不可避免地

气候变化加速和影响扩大已经出现了不可
逆转的后果1。大量科学分析都将矛头指向
了环境变化和恶性循环，二者将推动生态
系统越过临界点2。而一旦越过临界点，去
碳化的努力便将功亏一篑。

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上
的最新去碳化国家自主贡献（NDC）仍未
达到《巴黎气候协定》规定的1.5℃目标（关
于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成果的全面总
结，见第一章框注1.1）3。按照目前的发展轨
迹，预计全球气温将升高2.4℃4，只有最乐
观的情况下才会保持在1.8℃（见图2.1）。

如果不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全球减缓并适

气候行动与不作为

工业化之前的平均水平

《巴黎协定》1.5ºC目标
目前的位置
2021年全球变暖1.2°C

** 国家自主贡献（NDCs）是不具约束力的国家气候行动计划，包括温室气体减排目标。长期战略（LTS）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本世纪中期国家发展计划。
如果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低于现行政策下的预测排放水平，则采用现行政策数据。

+0°C

+1.5°C

+2°C

+3°C

+4°C

+2.0ºC

+3.6ºC

+1.9ºC

+3.0ºC

+2.6ºC
+2.4ºC

+1.5ºC
+1.7ºC

+2.7ºC
+2.4ºC

+2.1ºC
+1.8ºC

现行政策 
如果根据现行政策
采取行动

只看2030年的目标
如 果 能 完 全 落 实
2030年的国家自主
贡献目标**

长期承诺和2030年
目标
如果能全面落实已
提交的具有约束力
的长期目标和2030
年的国家自主贡献
目标**

乐观估计 
最好的情况；假设
全面落实所有宣布
的目标，包括净零
目标、长期战略和
国家自主贡献**

资料来源：基于气候行动追踪组织数据。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

图  2 . 1

2100年全球气温情况

* 实现二氧化碳（CO2）净
零排放是指在特定时期
内，全球人为二氧化碳排
放与移除互相抵消。二氧化
碳净零排放也被称为“碳
中和”。“净零”的定义来自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IPCC）。2018: 附件一
词汇表

https://www.ipcc.ch/
sr15/chapter/glossary/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
https://www.ipcc.ch/sr15/chapter/glossary/
https://www.ipcc.ch/sr15/chapter/glo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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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不同程度的失序。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而且部分经济体从
疫情中复苏的步伐比其他经济体更快，气
候转型失序可能会导致社会分化，在国家
内部进一步催生分歧，而转型过慢从长期
来看只会带来多方面的害处和颠覆性影响

（见框注2.1）。在国家内部，政府、企业和
家庭在政策承诺、财政激励、法规和迫切需
求方面脱节可能会放大转型潜在的破坏
性。国家之间长期缺乏协调还可能会产生
深远的地缘政治影响。去碳化有坚定倡导
者，也有使用拖延气候行动或漂绿等策略
来反对快速有力行动的反对者，二者间的
摩擦只会不断增加。漂绿是指某个公司或
部门说服人们相信自己比实际情况更环保
的做法。

气候转型快速但失序的有利因素

有明确证据表明，陆地冰雪融化、海平面
上升和长期极冷极热9等物理风险不断上
升，以及这些风险对人类和经济系统造成
的相关后果10，这些因素正在加快气候转
型的势头。疫情封锁后，虽然全球温室气
体排放量有所下降，却又很快恢复了上升
的轨道11：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率的上升
速度超过了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12，说明了
全球经济仍然严重依赖化石燃料。

政府、企业、投资者和社区的利益正日益趋
于一致，各方都有必要加快转型，每个群体
也都对其余群体提出了更高的期望。绿色
政党和碳边境调节税13一类的绿色政策已
经在许多国家、地区和行业获得了支持，气
候俱乐部14这样的多边概念也是如此。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IFRS）正在吸纳大量的气候
相关风险信息披露体系和衡量标准，准备
将其整合到新的国际可持续性标准委员会

（ISSB）标准中。这将有助于明确责任和问
责对象，可以突出并预防出现漂绿和气候
行动停滞的情况。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和股东积极主义兴
起，公司热衷于使用环境、社会和企业治理
的（ESG）目标和指标15，再加上环境、社会
和企业治理方面的投资，这些要素正在重
新塑造金融和经济格局16，而且有越来越多
的组织已经开始着手对业务进行碳减排。
随着银行、保险公司和机构投资者将资本
引向净零排放领域，金融系统正迅速转变
为气候转型的关键推动者。在100万亿美

框 注  2 . 1 

全球风险感知调查中“气候行动失败”被列为首要风险

2021-2022年全球风险感知调查（GRPS）的受访者将“气候行动失败”列为中期
（2-5年）和长期（5-10年）最紧要的全球威胁，认为其最有可能对社会、经济和地

球造成严重损害。大多数人还认为针对这一问题采取的行动太少了。77%的人表
示，缓和气候变化的国际措施尚“未开始”或仍处于“制定早期”（该调查先于26届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进行，详见附录C技术说明）。

疫情封锁后，虽然全球温室气体
排放量有所下降，却又很快恢复
了上升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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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债券市场中，有越来越多的份额被用
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预计到2022年将达
到每年发行1万亿美元的里程碑17。此外，
在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格拉斯
哥净零金融联盟（GFANZ）宣布现已有超
过130万亿美元的私人资本被投入到了碳
中和事业中，足以在2050年实现零碳18。此
外，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各个缔约方
还就《巴黎协定》第6条的框架达成了一致
意见，全球碳市场得以立即投入运作，清洁
发展机制（CDM）的未定结果终于尘埃落
定，同时也进一步建立起了一个新的联合
国中央监督机构，专门负责交易具体项目
的碳信用。民间社会组织和投资者都在密
切关注企业和政府做出的这些承诺19，他们
害怕这些为了短期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做
出的民粹主义承诺不堪一击20。

导致气候转型放慢的不利因素

导致气候转型失序风险加剧的因素包括

经济和金融体系相互依存和分散的特性、
公民和企业向来不清楚气候变化的外部
因素、去碳化成本，再加上许多不同的利
益因素共同作用而导致气候转型复杂化。
在短期内，这样的复杂因素可能会促使许
多行动主体避免或推迟行动。

一些国家和企业主体仍在暗中作梗，试图
拖延或缩减绿色转型的步伐。政府需要在
依赖碳密集型产业的人口需求和国际承
诺之间做出平衡。不过，部分国际承诺根
本高不可攀，缺乏科学支持21；立法机构抢
了先手，打算阻挠新的气候法律成立22；相
关法规在法庭上也备受争论，支持加大推
行气候行动的人和主张减少气候行动的
人吵得不可开交23。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
不断升级的气候友好型原材料争夺也进
一步威胁到了就推动绿色转型展开国际
合作24。一些主体对开展气候行动的多边
平台兴趣不大25；而另一些主体则仍旧优
先考虑对国家有重要意义的产业，在全球

REUTERS/PRAPAN CHANKA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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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这些主体可
能会转而关注气候转型行动中的国家安
全问题。

由于政府有财政压力，规定的监管力度也
不会走得太远，速度也不够快，人们认为
市场力量会最终解决这些问题。许多国家
都没有足够的激励措施来鼓励家庭和企
业投资净零技术，对于不投资净零技术的
惩罚措施也很少。低碳能源发电和碳捕获
与储存等新技术的吸收速度缓慢，人们仍
在过度消费碳密集型产品和服务26，未能
意识到气候威胁的严重性，所有这些都表
明气候转型速度将放慢，短期内仍将保持
现有“秩序”27。生产和使用过程中需要大
量能源的新型创新也会弱化减少生态足
迹的努力，比如加密采矿或加密交易28通
常用的就是化石燃料能源。

后疫情时期的复苏手段大多忽视了绿色
转型，而偏重于短期稳定29，而另一边，宽
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扭曲了依赖市场的
绿色解决方案或投资30，同时也加剧了僵
尸企业的问题31。碳密集型技术仍然享有
公共补贴32，2020年就有50多个发达国家
和新兴经济体向化石燃料行业投入3450
亿美元。而且这一数字之所以低于前几

年，主要都是因为疫情期间消费和价格低
迷33。在撰写本报告时，纵观从疫情影响中
复苏的经济，（化石）能源供不应求34，导致
能源价格急剧上升，哪怕现在全世界都在
反对使用化石燃料35。此外，还有部分商业
主体仍在努力拖住转型的步伐。许多国家
仍然普遍存在气候怀疑论的政治游说团
体36、漂绿和散播虚假信息的现象以及对
气候科学的不信任感37。

一些经济激励措施也让试图协调各方举措
的尝试变得更复杂，而这些举措本可以使
高排放行业和国家的成本内部化，最大限
度地减少市场干扰，同时还能重新分配责
任和回报，使其更公平。全球排放价格和报
告要求缺失非但没有促进去碳化，反而继
续包庇了消费者和生产者，使其免于承担
不作为的代价38。这种现象是在鼓励国家和
企业，不必遏制排放，只需要将碳密集型活

后疫情时期的复苏手段大多忽
视了绿色转型，而偏重于短期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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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离岸，或者跟法规不那么严格的国家交
易本国的排放量，就可以钻系统的漏洞，逃
避责任39。发展中国家被短期经济利益所吸
引，引进排放外包计划，浪费了将碳排放配
额用于自身发展的机会，甚至有可能影响
本国未来打开贸易流量以及获得气候缓和
和适应措施所需资金的机会40。

企业可能还没有准备好，难以应对气候转
型的风险，比如政策和法规的快速转变、开
发低碳技术的需求以及消费者行为和投资
者偏好的变化41。因为总的来看，这些风险
会增加违约率和资产波动性，所以有可能
会破坏金融系统稳定性42。这些风险在投资
能力低、高度依赖化石燃料和政治制度包
容性较差的经济体中还会被进一步放大43。

后果

气候转型的后果和反响必然反映出气候
转型的速度，对气候转型的投入，以及气
候转型的性质，比如是缓慢转型还是积极
转型，是协调转型还是坚定转型，是更侧
重于缓和还是适应。1.5℃的目标非常重
要，各国社会需要做好准备好，勇于承担
政府为了防止未来出现最糟糕后果而采
取的当下政策的负面后果。这些负面后果
包括气候转型失序带来的就业损失、成本
增加和地缘政治不稳定。只有社会公正的
气候转型才能将这些后果控制在社会大
部分人都能承受的范围内；为此，政府需
要制定政策和社会保护体系，帮助减少这
些负面后果对人们的影响。快速的去碳
化只会在短期内增加经济和社会的混乱，
而如果去碳化速度较慢，力求减少短期影
响，这从长期来看也会带来更大的成本和
失序问题。

调查受访者还特别提到了全球环境退化的
社会后果。他们认为“气候行动失败”和“极
端天气”是严重加剧“非自愿移民”、“生计
危机”和“社会凝聚力侵蚀”风险的因素。

相比之下，《高管意见调查》（EOS）的受访
者则认为，“气候行动失败”所产生的影响
是短期内国家的首要风险。在90个经济体
和60个国家中，“人为环境破坏”和“极端
天气”都被认为是排名前十的风险。所有
将这些风险排在靠前位置的国家都特别
容易出现山火、干旱、洪水、森林砍伐和污
染的问题。

步伐各异

步伐快速
由于积极协调转型的行动跨度广泛，而行
业、企业和政府内部和彼此之间又无法协
调一致，所以这样的行动将带来不连续
性，从而导致出现中断。这虽然能缓和长
期的环境后果，但也可能产生严重的短期
经济和社会影响。举个例子，方法错误就
可能威胁到国家能源安全，并导致能源价
格的波动。从长期来看，当大部分人口已
经远离内燃机、燃气锅炉和燃气供暖时，
各国将面临汽车燃料和天然气供应安排
的可行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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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数百万工人在碳密集型产业工作，
迅速终止碳密集型产业可能会引发经济
波动，加剧社会和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
到2050年，能源行业中的化石燃料航业
和核能行业可能会失去多达850万个工作
岗位（几乎占了所有岗位的30%），不过通
过重新培训则可以创造多达4000万个新
的工作岗位，新岗位主要都会集中在可再
生能源领域44。过去或现在对碳密集型技
术投资可能会导致资产搁浅。即使是为了
短期利益而有意投资于碳密集型技术，而
不是为了长期利益投资清洁能源45，这些
资产也可能会影响到金融行业46以及气候
转型，因为二者都受制于那些开采低碳科
技所需资源的行业。尽管有这些短期的干
扰，但如果全球变暖得不到缓解，整个国
家被淹没或消失，其社会和经济后果将更
加严重，整个国家的经济和资产都会全部
搁浅。

没有大局观的政府所采用的方法也带来
了风险。过于匆忙地采用低碳和可持续科
技，而忽视了不同系统间的相互依赖性，
如果此时没有冗余系统来防止能源供应
崩溃，就可能会导致生产力短缺，破坏次
级经济周期，例如在另一个相互联系或有
所依赖的系统准备好之前就强迫某个系
统转型。如果新的绿色市场监管不力也可

能会在地缘政治上有争议的行业造成不
必要的垄断，如稀土元素开采等行业。

一些绿色转型的方法也存在一些盲点，有
可能对工人和环境造成损害48，比如只关注
二氧化碳（CO2）的排放而忽视甲烷排放49，
或为了低碳技术而增加资源使用量。这些
转型方法也有可能会冒着监管的风险，在
替代方法出现之前就强制淘汰相关技术，
或者换句话说，只关注化石燃料限量供
应，而不去关注对碳需求量最大的碳密集
行业的破坏。

缓慢转型
相比之下，一个缓慢但更有序的气候转型
方法在短期内可能更可控，但到2050年前
仍需要更深更快的转型变化。这将导致长
期失序问题更明显，失序问题同时还会被
破坏性更严重的经济活动所放大，如商业
机遇消失，环境退化导致的破坏性冲击将
影响社会福利，还有脆弱的基础设施。

长期财政冲击将影响更多大国和/或发展
中国家50。其中一些国家在使用削减煤炭使
用等方法快速减少对化石燃料能源生产的
依赖时面临着政治和经济上的障碍51；而另
一些国家则试图依靠天然气在去碳化之前
实现更高的工业化水平52，但是这些政策都

GETTY/AERIAL PERSPECTIVE WORKS



2022年全球风险报告 37

只会进一步加剧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因此，
（可耕种）土地的损失将增加移民压力和

气候难民的数量（见第四章）。这种缓慢转
型的途径可能导致各国优先考虑气候适
应工作而非缓和工作。然而，一旦碳价格
上升，需求被破坏，最终只会导致化石能
源投资失去胜算；对这部分发展中国家来
说，尽早跃进可再生能源时代有可能是更
为有效的长期投资。

步伐各异
由于政治意愿（去碳化的目标和政治利
益）、经济结构（服务业与制造业）和能力
强弱（专业技术知识和必需资金）的不同，
各个国家的气候转型计划很可能会以不
同的步伐进行。进展较快的国家将得以巩
固自己的国家能力和清洁技术产业；进展
较慢的国家虽然在这一领域将缺乏竞争
力，但也因此能够利用其他国家已经开发
好的最佳资源。那些更加关注范围三*排
放的倡议将使全球价值链受到关注，导致
落后国家的出口处于愈发不利的地位。此
外，全球气候行动的异质性将使未来贸易
流量面临风险，特别是对欠发达经济体而
言。由于贸易融资渠道紧缩，欠发达经济
体有可能被失去采用有序气候缓和和适
应手段的机会53。

如果政府和企业被视为需要对气候变化
担部分责任，哪怕不是全责，其声誉损害
和责任问题都可能导致国家间的信任破
裂，加剧全球紧张局势，并有可能给落后
国家招来制裁，或给故态复萌的企业带来
罚款或贸易关税。

如果气候转型政策忽视了大规模水电和风
能设备对土地使用、资源和自然的影响54，
或者由于定价方案不公正，打击了愿意投
资绿色能源的社区，比如没有将化石燃料

技能组合无法转型的非熟练
工人面临的风险尤其大

* 范围一排放是自有排放源或控制排放源产生的直接排放。范围二排放是购买能源产生的间接排放。范围三排放是上报核算公司价值链中产生的所有间
接排放（不包括范围二排放），包括上游和下游排放。“范围三排放”的定义来自2021版《温室气体议定书》。 https://ghgprotocol.org/sites/default/files/
standards_supporting/FAQ.pdf 

补贴转变为可再生能源补贴，或没有对个
人和大规模供应商实行平等上网电价55，气
候转型政策就有可能失去公众支持。而可
再生能源供电稳定性差，储存能力不足，
再加上核能56等碳强度虽低但在政治上有
很大争议的现有基本负载能源技术逐渐
被淘汰，这些因素也削弱了公众对清洁能
源的支持。

生物技术和地球工程解决方案
虽然负排放技术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所有1.5°C设想都包含的重要组成
部分，地球工程解决方案或许也真是一剂
灵丹妙药，但二者可能尚未充分探索系
统内相互依存的关系和彼此间的影响57

。此外，部署这种未经测试的技术也有未
知的风险。人工影响天气或太阳辐射管理

（SRM）等部分地球工程方法，如果在没
有任何治理框架的情况下被滥用于获得
地缘政治优势58，其效果可能就会因地区
而异59，这些方法就可能会失去控制或造
成摩擦。它们能改善部分国家的气候，也
可能给部分国家带来意料之外的惨痛后
果，从而有可能加剧二者间的地缘政治紧
张关系60。

另一方面，移除大气二氧化碳（CDR）等生
物技术解决方案需要扩大规模，才能保证
实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有的
1.5°C设想61。任何依靠二氧化碳移除技术
的净零战略稳健与否，既取决于推动二氧
化碳移除技术的基础项目有效性，更取决
于储存碳的持久性62。碳捕获、利用和储存

（CCUS）等其他解决方案已经得到了大

https://ghgprotocol.org/sites/default/files/standards_supporting/FAQ.pdf
https://ghgprotocol.org/sites/default/files/standards_supporting/FAQ.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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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补贴63，但由于碳密集型产业最终无
法对其价值链进行结构性改变，减少排放
64，这些解决方案也有可能被用来漂绿。同
理，生物质能碳捕集与封存（BECCS）解决
方案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地缘政治后
果，或者发现效果适得其反65。 

各利益相关方的后果

对个人造成的后果：失去主导权
这种类型的气候转型将对个人产生深远
的社会经济影响。在政策、激励措施和创
新不能刺激市场产出有效解决方案的情
况下，由于家庭碳减排要求提高，化石燃
料价格上涨和物理气候影响等问题，普通
家庭的生活成本将增加。由于从业者没有
充分预计到系统的依赖性和不连续性，公
用事业还可能出现更多服务中断，普通家
庭同样会受到影响。那些技能组合无法转
型的非熟练工人以及那些目前在面临巨
大改革的碳密集型行业工作的非熟练工
人将面临尤为巨大的风险66。这些工人中
许多已经面临着自动化带来的挑战，同时

还有疫情前时代，煤炭钢铁等关键重工
业被外包到新兴市场的超全球化带来的
挑战67。如果积极转型措施影响到了中产
阶级家庭的财务状况，导致购买力大幅下
降，中产阶级也可能被抛下。

收入降低将限制人们获取新技术和向社
会上层流动的机会，进一步加深延续了几
代人的不平等现象。转型速度不均衡可能
会扩大经济体之间的不平等现象，迫使工
人迁移到仍然需要其技能的国家（见第四
章）。气候行动失败或过于迟缓可能会加
剧性别不平等，因为在许多低收入经济体
中，妇女负责收集和生产食物，取水并收
集木柴和农作物废料等生物能源。这些后
果加在一起可能会让人们对气候行动感
到幻灭，并导致整个政治领域的边缘化社
会经济群体变得激进。

对政府造成的后果：失去控制权
无论政府采取的气候行动是缓慢还是积
极，都将引发强烈反应。如果采取快速大
幅提高煤炭和化石燃料价格等成本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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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型手段，便可能会削弱公众对快速气
候行动的支持；相反，如果采用缓慢行动
也可能会导致那些本就认为各级部门行
动不够迅速的人变得更加激进，有可能增
加代际摩擦，还会因为复苏资金增加给财
政带来更大压力。投资净零经济可能会给
缺乏这种大规模投资手段的经济体带来不
可承担的债务水平，或者给严重依赖碳密
集型资源生产的经济体带来租金/税收损
失，使本就已经在新冠疫情经济冲击余波
中摇摇欲坠的公共财政更加步履维艰（见
第一章）。那些容易受气候影响的国家风
险尤其大。这种绿色投资可能被视为转移
了原本应该投入到疫情复苏计划和加强
核心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的资源。低碳或
零碳创新技术的不平等使用权可能会破
坏一些国家民众对政府的支持68。

不公正社会气候转型还将加剧地缘政治
和经济摩擦以及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不平
等现象。落后的经济体，特别是那些依赖
碳密集型行业和未能跟上技术创新的经
济体，它们有可能失去竞争优势和贸易协
议的杠杆作用，出现内乱、政权更迭和大
规模经济和社会混乱。如果实现气候转型
必需的材料和资金使用权不平等可能会
加剧紧张局势，也可能产生意外后果，例
如为了实现发达经济体的下一步电气化

行动而提取资源的行为可能会破坏发展
中国家的生态系统69。

如果先进经济体无法兑现或推迟兑现自
己的财政承诺，例如减少承诺的外国直接
投资（FDI）70，或无法像全球商定的那样，
每年足额提供1000亿美元，资助新兴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向低碳排放转型，帮助它们
采取适应性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物
理后果71，发展中国家就可能陷入昂贵又
激进的转型计划中，无法向弱势人群提供
帮助。

国家之间零和的政治游戏，先到先得的心
态，缺乏凝聚力，再加上缺乏明确的气候
治理或可执行的问责措施，这种情况只会
加剧快速转型的经济体与那些偏好或者
需要缓慢转型的经济体之间紧张的关系。

对企业造成的后果：失去市场份额
如果政策引发了大规模产业过早衰亡，只会
干扰市场，影响融资机制，限制投资机会72。

前后不一致的政策信号、只会削弱竞争力
的选项以及相互矛盾的言论、法规和激励
措施只会引起企业的不满。这样的气候转
型可能导致碳密集型产业的资产搁浅73，
而其资产贬值可能影响金融系统74，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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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流动性减弱，增加债务、信贷和市场
风险75。如果消费者认为企业拖了气候转
型的后腿，或是认为企业需要为放慢气候
行动的步伐承担一定责任76，这部分企业
就可能失去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甚至
可能要面临额外的国家干预和司法行动
带来的责任风险77。总的来说，企业还可能
失去投资净零技术和未来的专业技术人
员的机会78，从而影响到他们的长期生存
能力。

如果气候转型失序，由于劳动力和产品短
缺，供应链中断问题可能会更频繁、更严
重，特别是在行业和公司转换运营模式或
直接倒闭的时候。供应链频繁中断对所有
行业的商业模式韧性都是一种挑战。

对自然的破坏
气候转型的速度和力度对自然生态系统
产生的影响反过来也会帮助或阻碍气候

转型的效果。部分气候变化缓和手段需要
自然为其支付代价。部分行动急于增加生
物质能碳捕集与封存技术使用的生物质
能燃料，使用更多农业用地来为航空等行
业制造生物燃料，开采世界经济碳减排所
需的矿物79，这些过程很难不对新兴经济
体的生态系统和本土社会产生的额外负
面影响。一些碳补偿解决方案提倡恢复土
地面貌或在土地上再造树林（所谓森林减
排），但一旦这些土地被山火或洪水等更
严重的天气破坏，最终释放出储存的碳，这
些解决方案便功亏一篑。风电场或水电大
坝选址不当不仅会影响大范围内的生态系
统和野生动植物，同时也会带来社会风险

（如强迫当地居民搬迁）和政治风险（如控
制下游邻国的可用水资源）。环境持续恶
化将增加当地居民、公共卫生和企业的压
力，最终影响社会稳定，而区域人口增长
将进一步影响土地和水以及食物等资源
的使用。

绿色市场崩溃

如果可持续投资的繁荣变成了泡
沫，很快崩溃，导致创新和进步停
滞不前，怎么办？

核聚变能源最终到来

如果出现了一种新的变革性技术，但
却不能以低成本大规模生产，导致发
展中经济体处于不利地位，同时还影
响到气候行动的变革动力，怎么办？

附带地理损失

如果单方面大规模实施地球工程
解决方案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连锁
反应，而发展中的经济体又没有能
力处理，怎么办？

冲击带来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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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更加有序的气候转型

气候转型失序除了转型所需变革的规模
庞大、复杂且系统之间相互依赖之外，其
原因还包括几十年来各相关方在区域和
全球层面的不作为和迟迟不肯付诸实践
的转型措施，导致地球环境已经驶向了一
条难以改变的道路。

全球经济虽然正在复苏，但步伐各异，各
国将需要以不同的速度实现气候转型，防
止短期破坏抵消长期收益，但全世界都将
能感受到转型速度不同所带来的后果。破
坏性最小的气候转型措施需要全面考虑
个人、社会、企业和地球的需求。国内和

国际合作应侧重教育公众了解气候行动
的价值和必要性，包括改变消费行为和减
少对碳密集型商品的需求。各种规模的企
业需要激励措施才会主动考虑转型风险
并向循环经济模式转变，同时政府应立即
积极采取大胆措施，实施强有力的法律框
架，确保公正转型。

这样规模的气候转型无论哪种都将具有
破坏性。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需要关注那
些能够推动创新和包容性的、坚定有力的
气候转型行动，努力将转型失序的影响降
到最低，帮助人们适应并充分利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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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数字依赖
与网络漏洞

435% 
2020年勒索软件数量增加435%

300 万
世界范围内网络专业人才缺口为300万

 

8000 亿美元
到2024年预计数字商务价值将增长8000亿美元

95%
95%的网络安全问题由人为错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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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办公室网络转移到了住宅网络。住宅网
络连接的设备种类更多，但对网络入侵的
保护却更少。同时，人们对使用多种技术协
同工作的能力需求越来越强，比如人工智能

（AI）、物联网（IoT）/搭载机器人物联网的
设备、边缘计算、区块链以及5G4。虽然这些
能力为企业和社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使
其能够通过技术大幅提高自己的效率、质
量和生产力，但这些能力同样也将用户暴
露在更大、危害更强的数字风险和网络风
险面前。

在未来，随着社会逐渐接纳建立在区块链
技术上的下一版互联网，这些数字工具的
互联融合现象将继续扩大和深化。这种转
变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元宇宙：一个由加
密货币和非同质化代币（NFT）等技术促成
的三维虚拟空间网络，具有前所未有的社
会经济互用性和沉浸式虚拟现实体验5。随
着用户对这些复杂技术的依赖性越来越
强，且技术越来越分散，如去中心化、缺乏
结构化的防护体系、复杂的入门基础设施
等，用户将不得不学会应对这些复杂技术
所带来的安全漏洞。

政府、社会和公司都愈发依赖技术来管理
一切，比如公共服务和业务流程，甚至日
常购物1。技术平台、工具和界面正通过互
联网连接融合，而互联网正迅速转向更分
散的网络3.0版本，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将
加速导致更复杂的网络威胁形势和越来
越多的关键故障点。随着社会数字化程度
越来越高，网络犯罪的潜在威胁也越来越
大，经常给组织带来上千万甚至上亿美元
的损失。而且我们为网络威胁付出的代价
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重点基础设施、社会
凝聚力和精神健康也受到了威胁。

全面数字化

在过去20年里，人们对数字系统的依赖不
断增加，极大地改变了许多社会的运作方
式2。疫情导致工作方式逐渐向远程工作转
变，人们更快速地在工作中采用了技术平
台和设备，而这些平台和设备会跟第三方
共享敏感数据，比如云服务供应商、数据聚
合器、应用编程接口（API）和其他技术所需
的中介3。这些系统虽然确实是数据分析和
处理的强大工具，但却增加了人们对服务
供应商的依赖性。远程工作也将数字交流

数字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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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漏洞

当下人们普遍依赖愈发复杂的数字系统，
在此背景下，不断增长的网络威胁即将反
超社会有效预防和管理这些威胁的能力。
例如，实体供应链的数字化将会催生出新
的漏洞，因为这些供应链所依赖的技术供
应商和其他第三方也面临着类似的且有
潜在传染性的网络威胁6。2021年12月，在
一个拥有大量用户的软件库（Log4j）出现
重大安全漏洞后的一周内，每分钟都会出
现100多次试图利用漏洞的攻击，说明开
源代码确实能大范围传播漏洞7。信息技术

（IT）监测和管理软件也证明了漏洞感染
的可能性，它可以突破重要网络安全供应
链的防御。2020年底发生的Solar Winds 
Orion攻击就证明了这一点8。虽然这次攻
击的发起机构背后可能受到国家支持，手
法极为高明，但其他犯罪组织一定会试图
模仿这种做法9。同时，许多组织仍然依赖
过时的系统或技术，旧的漏洞仍旧存在。

恶意活动正在不断增多，虽然其部分原因
在于漏洞越来越多，但同时也是因为勒索

软件行业几乎没有入门门槛，而且也几乎
没有招来引渡、起诉或制裁的风险10。2020
年，恶意软件数量增加了358%，而勒索软
件增加了435%11，勒索软件地址收到的加
密货币总值也增加了四倍（见图3.1）12。“勒
索软件即服务”甚至给了不懂技术的犯罪
分子实施攻击的机会。随着人工智能（AI）
也开始能够编写恶意软件，这一趋势可能
会愈演愈烈13。事实上，那些唯利是图的网
络雇佣兵随时都能提供设计精湛的网络
入侵工具，协助此类攻击。此外，加密货币
还允许网络犯罪分子在暴露风险或回收
资金风险不大的情况下取回赃款14。

攻击行为本身也变得更加猛烈和普遍15。
通过勒索软件实施网络威胁的犯罪分子
将采用更强硬的施压手段，选取更易得手
的目标下手，比如公共事业、医疗系统和
拥有大量数据的公司16。

例如，被指控应对美国最大成品油运输管
道运营商Colonial Pipeline公司攻击负
责的组织DarkSide在解散之前不止向客
户提供了加密文件，同时还提供了一套服

图  3 . 1

2013-2020年勒索软件地址收到的加密币总价值

资料来�: 基于Chainanalysis的数据。2021年的勒索软件：年中重要更新。洞察力博客。 https://blog.chainalysis.com/reports/ransomware-update-
may-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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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让勒索“一箭三雕”或“一箭四雕”），包
括数据泄露和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
击。黑客组织还会联系受害者的客户或合
作伙伴，让他们敦促受害者支付赎金。黑
客提供的服务中还包括收集高层管理人
员的信息进行敲诈17。 

精密复杂的网络工具也使网络威胁犯罪
分子能够更有效地攻击所选目标，而不只
是满足于随机出现的目标，这说明犯罪分
子有可能进行更有目的的攻击，导致未来
出现更大的财务、社会和声誉损失。例如，
犯罪分子对间谍软件技术的使用越来越
巧妙，可以有针对性地攻击不同地区的记
者和民权积极分子，从而引发一波政治和
行业反击，比如政府制裁和诉讼18。这种可
以随意定向攻击的能力包括定时攻击，即
在网络安全团队和领导层被其他急事分
散注意力的时候进行攻击，例如在疫情爆
发的高峰期或自然灾害期间。网络威胁犯
罪分子从受害者那里获得的信息也逐渐
更高质量、更敏感。而且网络威胁犯罪分
子还能通过深度伪造技术精进自己的社
会工程手段，扩散虚假信息，破坏社会稳
定，特别是在社会动荡时期19。

全球风险感知调查（GRPS）受访者的回答
也反映了这些趋势，他们将“网络安全漏
洞”列为新冠疫情危机开始以来恶化最严
重的十大风险之一。此外，世界经济论坛
网络安全领导力团队中85%的成员强调，
勒索软件正不断增长，即将发展为一个可
怕的威胁，成为公共安全的一个重大问题
20。在地区层面上，“网络安全漏洞”在东亚
和太平洋地区以及欧洲地区被列为前五
大风险，而澳大利亚、英国、爱尔兰和新西
兰四个国家则将其列为头号风险。许多高
度数字化的小型经济体，如丹麦、以色列、
日本、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等，也将其列为排名前五的安全问题。

本就应接不暇的信息技术和网络安全专
业人员的负担只会越来越重。这不仅是因
为远程工作愈发普遍，而且还因为数据和
隐私方面的法规会越来越复杂，不过这些
法规对于确保公众对数字系统的信任而
言必不可少21。网络专业人才也十分匮乏，

“网络安全漏洞”是受新冠疫
情影响恶化最严重的风险之一

REUTERS/JIM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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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有超过300万的人才缺口22。人们需要
更多能够提供网络领导力，能够测试和保
护数字系统，并对人们进行数字卫生教育
的人才23。与其他关键商品一样，网络安全
专业人员的长期缺口最终可能会阻碍经
济增长24，不过“普及”网络安全的新举措
或许有助于填补小企业或其他机构的一
些需求空缺，例如提供免费的网络安全风
险管理工具25。

有人担心，量子计算或许能强大到足以破
解加密密钥，从而带来巨大的安全风险，
因为这些密钥所保护的金融数据、个人数
据和其他数据都非常敏感和关键。元宇宙
的出现还可能为恶意软件和数据泄露创
造更多的登陆点，进而扩大恶意进攻者的
攻击面26。据估计，元宇宙数字商业价值规
模预计到2024年将超过8000亿美元。随着
其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这些类型的攻击
将愈发频繁，攻击性也会越来越高27。非同
质化代币艺术收藏品和数字房地产等无

数形式各异的数字财产可能会进一步诱
发犯罪活动。

对于试图预防网络安全漏洞的政府来说，
各司法管辖区生拼硬凑起来的执法机制
将继续阻碍控制网络犯罪的努力28。地缘
政治的裂痕也阻碍了潜在的跨境合作，因
为一些政府不愿意或无法监管其境内针
对境外实施的网络入侵行为。意料之中的
是，鉴于围绕数字主权的地缘政治紧张局
势，调查受访者认为，“跨境网络攻击和虚
假信息”和“人工智能”领域是国际风险缓
和措施中“已完成”或“有所成效”最少的
两个领域。

公司还必须在监管措施出现新转变之前
采取行动，因为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暗流/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可能会影响到跨境数
据的流动。这可能意味着公司需要将数据
处理转移到在数据隐私问题上可以更好
保护客户隐私的司法管辖区29。

后果

过去不断重复的网络入侵案例值得我们重
新审视，因为这些案例表明，对覆盖面庞大
和具有战略意义的系统进行攻击会造成巨
大的破坏，比如攻击银行、医院、全球定位
系统（GPS）或空中交通管制系统30。随着资
源日益数字化，我们注意到网络间谍攻击
的风险也在增加，这些攻击通常以知识产
权为目标，大大增加了私营部门和公共部
门组织发展和建立声誉的成本31。

日益增长的网络威胁和数字化相互影响，
也带来了无形的后果。深度造假和“付费
散播虚假信息”行业的增长可能会加深社
会、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不信任32。例如，深

度造假可能被用来左右选举或带来政治
后果33。举个更具体的例子，在最近的一起
案件中，网络犯罪分子复制了一名公司董
事的声音，授权将3500万美元转入诈骗账
号34。此外还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服务市场，
其服务能够操纵公共舆论，使舆论倒向服
务的公共或私人客户，或损害其竞争对手
35。随着银行、卫生和公民系统转向远程，

各司法管辖区生拼硬凑起来的
执法机制将继续阻碍控制网络
犯罪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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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诈行为也将变得更加容易，因此也更加
频繁。

2021年，由于人们花费在网上购物的时间
增加，英国网络银行诈骗的数量比2020年
增加了117%，诈骗总额增加了43%36。而
随着缺乏经验的网络弱势人群也开始使
用网络，数字安全的各方面都面临着新的
挑战，比如医疗健康方面的虚假信息、极
端主义和剥削童工37。

即使在对攻击性数字威胁防御效果最佳
的情况下，所有利益相关方的运营成本也
会大幅增加。这对中小型企业来说会尤其
具有挑战性，因为它们在安全方面的开销
可能会占到运营预算的4%或更多，而大
型企业的开销只有大概1-2%38。事实上，
随着勒索软件索赔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上
升，美国的网络保险定价在2021年第三
季度上涨了96%，同比增长了204%，是自
2015年以来最显著的增长39。调查受访者
对这样的发展表示了长期担忧，将“不利
的技术进步”列为5至10年内的十大风险
之一。

随着政府越来越频繁地采取单边方式来
控制风险，网络威胁也将继续加剧国家分
裂问题。随着攻击的严重性和影响范围继
续扩大，受网络犯罪影响的政府和网络犯
罪实施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将进一步
恶化，因为网络安全会成为各国之间的另
一个引发分歧而非合作的楔子40。特别是
在当前超级大国之间紧张局势加剧的时
代，网络攻击将成为另一个战场，网络安
全形势恶化则是战场上的一大风险（见第
一章）41。如果网络威胁继续存在而没有得
到缓解，政府将继续对犯罪分子实施反击

（不管是实际发生的还是对方感知到的），
从而引发公开的网络战争，对社会造成进
一步的破坏，导致民众对政府行使数字管
家能力失去信任。

对民众造成的后果：数字安全鸿沟 
在这一大背景下，最弱势的人群是那些现
在才开始使用网络或即将开始使用网络
的人。世界上约有40%的人口尚无法使用
互联网42。这些人本就已经面临着数字安
全不平等问题，而这种不平等只会随着互
联网3.0版本和元宇宙的到来而扩大43。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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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发达的社会中，弱势人群也往往面临
更大的数字风险。例如，最近的一项研究发
现，居住在旧金山这个硅谷文化中心的低
收入居民比富裕居民更有可能成为网络犯
罪的受害者44。在其他情况的社会中，强制
实行数字身份标识可能会给公民带来新的
风险，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深度伪造攻陷
生物识别认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45。

随着人们越来越无法掌控自己的数据，他
们将暴露在人身攻击、欺诈、网络暴力和
跟踪的危险中，人们也会越来越感到焦虑

（见图3.2）46。现在人们普遍缺乏主导意
识，这也会导致他们不愿担起责任来保护
自己的数字足迹。这一点从即时通信工
具应用程序中便可以看出，其虽然饱受隐
私争议困扰，但却仍旧能长期主导市场。
网站普遍都有“拒绝所有”这一数据隐私
选项，其目的就是要简化个人数据隐私保
护，不过即便如此，这种做法也有缺点和

限制，例如会限制部分功能和其他选项。
重要的是，这些功能只是更大的隐私方程
式中的一小部分。网站仍然充斥着像素追
踪和第三方脚本，这些是识别用户在线行
为的强大工具48。

对政府造成的后果：管控力度过大或不足
各级政府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责任，许多
政府都在为如何履行政府方面的数字社
会契约而头疼，比如该如何保障关键基础
设施的安全，如何应对虚假信息对“认知
安全”的威胁，如何保护公民程序和公共
服务不被破坏，如何立法打击网络犯罪，
如何在数字社会契约问题上对民众进行
教育和培训，如何监管数字服务供应商，
如何确保稀土矿等数字经济所需资源的
供应等等。如果政府出于地缘政治目的而
决定关闭系统、打造更高的数字壁垒或通
过垄断数字系统开始数字殖民，此时必要
的监督便可能会导致管控力度过大49。虽

图  3 . 2

在发现未授权存取后的情绪体验

在过去12个月内全球发现未授权存取的总人数

资料来�: 诺顿LifeLock公司，2021年。“2021年诺顿网络安全洞察报告：全球调查结果”。诺顿和哈里斯民意调查。2021年5月。 https://now.symassets.
com/content/dam/norton/campaign/NortonReport/2021/2021_NortonLifeLock_Cyber_Safety_Insights_Report_Global_Resul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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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Petya 2.0 政府主权削弱 未被发现的影响

如果出现了一个比NotPetya范
围更广、代价更昂贵的攻击软件，
它还具有自我传播的能力，甚至
可以通过变异来规避预防控制措
施，封锁一系列对系统具有重要
意义的企业，导致组织破产，干扰
服务，使过去几年所做的数字化
转型努力付诸东流，怎么办？

如果网络安全重心向私有信息技
术基础设施以及加密货币和去中
心化金融转变，导致政府对数据、
流程和金融系统的管控力度被削
弱，怎么办？

如果医疗、银行或其他数据的细微
变化多年来一直没有被发现，但在
此期间却造成了意外死亡、资金损
失或其他重大后果，怎么办？网络
间谍活动会对研发投资收益和未
来竞争力产生什么危害？

然这些行动表面上看是为了减少攻击和
破坏，但这些政策可能很快就会演变为压
迫的工具。此次新冠疫情危机已经导致公
众对政府失去信任，如果政府的步伐跟不
上不断变化的威胁形势，或是不能负起责
任来管理这些挑战，政府就可能需要面对
民众更大的怒火。

对企业造成的后果：付钱、保护或灭亡三
选一
随着网络威胁继续升级，网络威胁保险的
风险将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保险公司本身
也会因为试图阻挠勒索软件接收赎金而
面临报复性攻击50。因此，企业一旦遭受攻
击便不得不支付越来越高的赎金，否则就
要承受网络攻击带来的声誉、经济、监管
和法律后果。正如之前SolarWinds等入
侵事件所证明的，保险公司也需要评估和
管理供应商和供应链伙伴所面临的风险。
对于那些未能投入资金保护自身数字基
础设施的企业而言，破坏性网络攻击带来

的影响可能会为其财务表现造成巨大打
击，尤其是在政府开始禁止支付赎金或对
网络安全措施不完善的企业进行惩罚的
情况下51。此外，随着环境、社会和企业治
理（ESG）问题日益受到重视（见第二章），
企业如果不能在网络安全方面展现出有
效的企业治理手段，例如采用安全稳固的
系统和流程监督协议，或是在出现入侵事
件时保持透明并实行问责制，这些企业在
关注环境、社会和企业治理问题的投资者
眼中便会名誉扫地。

企业运营环境中95%的网络安全问题追
根溯源都是人为导致的52，而不管是有意
还是无意，其所导致的内部威胁也占了所
有漏洞的43%53。部分公司将不可避免地
将数字系统划分得更细，方便对内部风险
进行有效问责。出于对网络安全问题的
考虑，公司可能会开始或继续锁定关键数
据。如果访问数据和信息的便利性下降，
人们的工作效率也会受到影响。

值得反思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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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提高网络韧性

随着我们对数字技术的依赖性增加，互联
网3.0版本成为现实，各方也在加大投入，
努力建立行为准则和规范，约束网络空间
的所有利益相关方。虽然利益相关方多方
国际对话可以帮助加强数字安全领域主
体之间的联系，但各组织间的合作却可以
创造出各行业和各大经济体都可复制的最
佳实践。各项倡议应关注新兴技术，如区块
链、量子科学和人工智能，以及它们衍生出
的数字交易模式，如元宇宙。领导者还必须
继续关注网络犯罪和勒索软件攻击等反复

出现的问题。在组织层面，如果能提高领导
者在网络安全问题方面的能力，并将新出
现的网络风险问题加入到董事会层面的对
话，组织的网络韧性便将得到加强。在一个
深度连接的社会，数字信任就是促进未来
创新和繁荣的通货。反过来，值得信赖的技
术也代表着一个公平、有凝聚力的社会的
构建基础。除非我们能采取行动，通过长期
举措主动加强数字信任，数字世界将继续
走向分裂，人类迈入历史上最具活力的时
代的希望也将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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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移民壁垒

2 亿
到2050年气候难民的人数预计将达到2亿

~25%
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收到的侨汇约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25%

9%
2021年低收入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9%

4,800
2021年死亡或失踪的移民约有48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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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定书》2；国际社会的内部分歧和国家利
益为上的立场加剧了这种压力，有可能限制
全球应对这一挑战的能力。大约60%的调查
受访者认为，对“移民和难民”领域从全球层
面实施的风险缓释行动不足（相关项目要么
尚“未开始”，要么还处于“早期构建阶段”）。

经济移民往往对来源国和目的地国都有相
当大的好处。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3，它
是“减少贫困同时共享繁荣的最有效方式”，
而且还可以解决目的地国家的劳动力短缺
问题，支持经济增长。虽然大多数跨境移民
都发生在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之间，
但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22个
最富有国家中，有83%的非移民居民都从涌
入的移民身上获得了经济净收益4。另一方
面，一些借着跨境基础设施优化项目引入移
民的情况却给目的地国带来了负面影响，因
为目的地国将更倾向于雇用来源国的工人，
使得目的地国本地工人获取收入和掌握技
能的机会5减少。

全球大部分人口面对的未来前景将越来
越不安全（见第一章）。《全球风险感知调查》

（GRPS）的受访者认为，“生计危机”是未来
十年最严重的潜在风险之一。数百万人为了
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已经在积极寻找移民
机会。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际移民的数量持续上
升，从2010年的2.21亿人增加到2020年
的2.81亿人1。经济困难、气候变化、冲突和
政局动荡还将迫使数百万人离开他们的
家园。《全球风险感知调查》印证了这些趋
势，其中“非自愿移民”被受调者列为首要
长期问题。

要想确保经济移民不会受到剥削，保证涌入
其他国家的非自愿移民（难民）能得到他们
所需的援助和庇护，就需要改善现有的国际
合作来管理这些流动人口。这一巨大挑战给
现有的移民和难民保护框架带来了巨大的
压力，包括1951年的《难民公约》和1967年的

无处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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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最终也能为目的地国的经济做出积
极贡献，但这部分取决于难民能否以较为
均衡的方式进去各有能力接收的国家。难
民能做出多大的贡献往往取决于目的地
国能否为在其面对被迫离开家园带来的
各种问题时提供支持。例如经济移民通常
就不会得到创伤后压力心理咨询这类的
帮助。实际情况与此相反，数以百万计的
难民仍然挤在社会边缘的难民营里，而且
通常还聚集在南半球那些没有经济能力
接纳他们的国家。

然而，针对人员流动问题的国家壁垒也在
加强。近年来，全球化幻灭助长了许多目
的地国家的本土主义言论和国家利益政
策，疫情也加速了这种趋势。2021年4月，
世界经济论坛委托益普索进行的一项调
查发现，在疫情期间，25个国家中对全球
化持积极看法的人数比例平均下降了10
个百分点6。许多政府对教育和医疗服务、
购房能力和当地就业的压力表示担忧，实
际也反映出本国民众的态度；对其他国家
来说，当务之急时解决移民融入当地社会
的问题不管是有序移民还是无序移民，针

对移民设置更高的壁垒都会降低找到帮
助移民有恢复生计、缩小收入和劳动力差
距以及维持政治稳定的解决途径的可能
性。来源国局势动荡，而目的地国又在加
强移民壁垒，二者间的冲突只会激化全球
分歧（见第一章），加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
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使经济公平复苏复杂
化，导致那些被迫移民的人在绝望中做出
更极端的行为。

来源国的动荡局势日益严重

疫情导致的出行限制打断了一些移民流
动7；随着出行限制放宽，经济复苏差异可
能会加大因疫情而受限的移民压力8。移民
来源国主要都是欠发达国家和疫苗接种
率较低的国家（见第一章）。许多来源国的
经济前景堪忧，增长停滞，公共财政仍然
捉襟见肘，与疫情相关的刺激措施还遭到
了缩减9，而弱势群体通常对此类政策有较
强的依赖性。如果疫情持续下去，这些国
家的就业率也可能出现下降；而此时全世
界都在进行工作场所自动化，引导企业回
流，缩短供应链，这些做法可能会影响这

路透社/BAZ RATNER



60 2022年全球风险报告 路透社/BAZ RATNER

些来源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出
口和增长10，导致形势更加恶劣。由于许多
低收入国家都盛行非正式工作，而这些国
家来的非正式移民工人由于收入低且无
法获得目的地国的国家帮扶，特别容易受
到疫情导致的经济后果影响11。

气候变化是移民的一个关键推动因素。一
方面，气候变化造成的自然灾害直接迫使
人们离开家园；另一方面，气候变化使得
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经济体的经济
出现衰退，间接推动当地人民的经济移民
行为。由于无法适应或减缓气候变化带来
的影响，世界上某些人口稠密的地区有可
能会变得不适合居住12。随着火灾、洪水和
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变得更加频繁和严
重，到2050年，可能会有2亿多人不得不背
井离乡13。缺水也是移民的一个关键推动

因素，因为这对健康和生计有很大影响，
还可能引发冲突14。调查受访者将“极端天
气”和“气候行动失败”列为“非自愿移民”
问题恶化的主要因素。印度、尼日利亚、巴
基斯坦和菲律宾等高度依赖农业的人口
稠密国家15特别容易受到不安全气候的影
响。极端天气恶化将引发大规模的移民，
迫使大批人口离开家园，但国际社会不愿
意承认“气候难民”和“环境移民”，使得这
部分移民将更难得到法律保护16。立法和
治理框架仍然不具备必要条件，无法保护
数百万极有可能将不得不离开家园但又
不符合传统难民标准的人17。在突发大范
围环境冲击时，这些治理上的空白可能会

气候变化、冲突和政局动荡将迫
使数百万人离开家园



2022年全球风险报告 61

导致政府不知所措。此外，如果不能实现
向零经济包容性转型（见第二章），就会使
那些留在来源国的企业和家庭面临更加
不安定的经济状况。

冲突和政局动荡也是非自愿移民的主要
推动因素。2020年，仅冲突一项因素就导
致全球超过3400万人离开家园，流落海
外，创下历史记录（见图4.1）；移民原因主
要是阿富汗、缅甸、南苏丹、叙利亚和委内
瑞拉的长期冲突和政治动荡18，以及埃塞
俄比亚境内外不断扩大的冲突19。根据高
管意见调查（EOS），“非自愿移民”是亚美
尼亚、乌克兰和委内瑞拉的首要短期威
胁，这些国家都存在冲突和政局动荡现象
20。受疫情影响，再加上阿富汗和非洲萨赫
勒地区等冲突区域的国际安全部队数量
减少，政治动荡问题很可能会恶化。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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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难民署任务范
围内的难民

寻求庇护者 离开家园的委内瑞拉人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任务范围
内的巴勒斯坦难民

图  4 . 1

2000-2020年的难民、寻求庇护者和离开家园的委内瑞拉人，单位：百万

已有部分政治领导人以独裁、歧视性政策
或极端主义言论应对经济危机和社会动
荡，使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面临被边
缘化或遭到暴力对待的风险。

解决或缓解当前人道主义危机所需的全
球合作进程正受到挑战，比如先进经济体
存在财政压力，各国都更关注国内优先事
项，地缘政治环境更加紧张（见第一章）。
这场疫情已经使发展中国家能获取的外
部资金减少了7000亿美元，相当于世界
上36个最贫穷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的总
和（见图4.2）21。

资料来�: 联合国难民署数据，“难民数据搜索查询” https://www.unhcr.org/refugee-statistics/download/?url=rVpdj6, 引用于2021年12月1日.

注：UNHCR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RWA指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

针对人口流动问题的国家壁
垒也在加强

https://www.unhcr.org/refugee-statistics/download/?url=rVpdj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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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国的人口流动壁垒 

跨境移民有三大潜在壁垒：疫情余波对国
际人口流动的影响、未来的就业趋势、许
多国家的国家利益至上立场加强。

疫情及其带来的经济影响使一些团体和
政治领导人行为更加出格，对移民、外国
人或来自外国的社区公然采取敌对姿态。
在撰写本报告时，仍有32个国家因疫情在
实行国际旅行限制22，其中包括重要目的
地国和过境国，如中国、印度、俄罗斯、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美国。未来出行限制能
否放宽将取决于疫苗接种的进度和疫情
的发展情况，但全球疫苗接种情况仍将存

在差距，特别是在来源国，这意味着许多
人的国际旅行仍将受到限制。

疫情也可能导致移民工人在目的地国的
未来就业窗口缩小，这与疫情造成的经济
发展中断，以及工作和服务的加速自动化
和数字化有关。

世界经济论坛的《未来就业报告》发现，为
了应对疫情，全球50%的用人单位计划将
工作自动化，且通常是在以往依赖移民工
人的行业23。报告还估计，到2025年，将有
8500万个工作岗位因自动化而消失，虽然
未来也会出现9700万个新工作岗位，但许
多移民的技能组合不一定能匹配得上这

图  4 . 2

2020年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损失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比，单位：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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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 经合组织数据. 2021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资金展望. https://www.oecd.org/development/global-outlook-on-financing-for-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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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工作岗位的需求24。疫情带来的短期经
济反弹刺激了一些关键行业大量聘用移
民，如酒店业和医疗保健行业，但从长远
来看，目的地国家出现的电子商务增长、
商务旅行减少等新消费模式预计将减少
农业、食品服务和仓储等移民密集型行业
的工作需求25。

在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中，国
家利益至上的立场也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例如，智利和秘鲁已经重新规划了本国的
移民管理机制，使得移民和难民人口更难
以享受基本的金融和医疗服务26。同时，英
国签证发放量持续下降，美国边境的第42
条驱逐令也一直在实行，证明公共医疗问
题中原本就存在的限制性政策并没有放
宽27。其他目的地国也在努力巩固边境，防
止非自愿移民入境，欧洲和土耳其计划建
造隔离墙的新目标就是证明28。

后果

针对有序移民的壁垒可能会给全球带来
负面后果，比如扩大劳动力缺口和收入差
距，引发或加剧人道主义危机，激化社会
分化等。

经济后果。疫情带来的经济反弹扰乱了市
场动态和供应链，促使工人重新评估自己
的个人决定和职业选择，从而在某些行业
中造成了劳动力缺口，不过在部分情况下
这样的缺口可能是暂时性的。在撰写本报
告时，美国总共有超过1100万个工作岗
位空缺，而欧盟仅在卡车运输业就缺少40
万名司机29。作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行
业之一，酒店业尤其容易受到劳动力长期
短缺的影响，而移民原本可以填补这些空
缺。美国一项调查发现，超过50%曾经在
酒店业工作过的员工不会再回到他们从
前的工作岗位，而60%的求职者不会考虑
酒店业的工作30。

 

移民就业率降低可能会打击全球汇款的
流动，导致收入增幅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
度，从而限制了来源国的社会流动性。侨
汇还支撑起了来源国的私人消费、储蓄和
投资，占了来源国国民总产值的很大一部
分（在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占了近四分之
一，在索马里占了三分之一以上）31。事实
证明，在疫情危机中，汇款收入的韧性很
强：在2020年，中低收入国家每年的汇款
只下降了2%32，不仅远远低于外国直接投
资30%的降幅33，而且还实现了快速复苏，
在2021年增长了7.3%34。再加上旅游业停
滞和出口压力35，汇款收入减少将削弱许
多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重要资金来源。

由于移民受限，企业有可能面
临工人短缺和需求冲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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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后果。一旦离境壁垒阻碍了弱势
群体远离迫害或暴力，人道主义危机就
可能愈演愈烈。在一些脆弱国家，政府为
了阻止人口减少和资本外流可能会阻止
公民离境。据报道，阿富汗和缅甸政府已
经在阻止公民离境36。由于政府阻挠移民
行为，人们无法追求更安全的生活，也无
法与离散的家人团聚。这种做法可能会加
剧社会分裂，因为它关闭了减少贫困和缩
小不平等的手段，煽动了公民对政府的敌
意，如果此时犯罪集团甚至恐怖分子向心
怀不满的民众提供了离境的希望，还有可
能助长不法分子的势力。

国际人口流动机会愈发受限将会促使移
民踏上更加危险的道路，并有可能在邻国
和过境国家引发或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叙
利亚危机就是这样一个实例。到2021年，
已经有近600万叙利亚人被迫离开家园，
流亡国外，主要逃往了土耳其、黎巴嫩和
约旦，且这种情况还可能进一步恶化37。据
估计，2021年约有70万中美洲移民在墨西

哥过境，迅速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38，而
那些无法进入美国的移民则不太可能返回
他们的来源国39。曾有1.5万名中美洲难民
在美墨边境的一座桥下滞留了数日，情况
岌岌可危40。《高管意见调查》结果显示，“
非自愿移民”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
拉斯和尼加拉瓜的首要短期威胁这些危险
的旅程也可能导致出现移民丧命的惨剧，
比如人们有可能被困在海上或卡在边境地
区，同时还得面临恶劣的天气41。在撰写本
报告时，2021年约有近4800名移民丧生
或失踪，其中大部分移民都试图从非洲前
往欧洲42。虽然全世界都认同打击人口贩
卖问题的紧迫性，但国际移民组织估计，
有组织的人口贩卖集团在每个国家都有
活动43。

地缘政治后果。移民压力可能会加剧地缘
政治的紧张局势，甚至激化跨境冲突。例
如，在中东，预计有50万阿富汗人将采取越
来越激烈的措施来突破移民限制，逃往邻
国44，其中就包括伊朗，而伊朗为了阻止塔

GETTY/PAUL RAT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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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班的潜在入侵已经增强了边境的军事防
御45。如何管理移民流动已经成一个导致土
耳其和欧盟之间关系紧张的问题，因为土
耳其收容了大约360万叙利亚难民46。

如果来源国移民越来越频繁地被当作地
缘政治工具利用，地缘政治裂痕也可能
会扩大，甚至可能出现新的裂痕。由于欧
盟不支持摩洛哥宣称西撒哈拉属于摩洛
哥的主张，二者间本就存在紧张局势，而
移民不断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
只会进一步加剧这一紧张局势47。另一方
面，白俄罗斯欢迎来自中东的难民，并将
难民营转移到了白俄罗斯与波兰交界的
边境，鼓励难民越境，迫使波兰在边境部
署军队以应对难民问题，由此看来，白俄
罗斯和欧盟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也在激
化升级48。在这种情况下，目的地国政府
要想遵守有关难民待遇的国际法，借此维
护自身在全球发展和人权领域的国际社
会声誉，就必须谨慎处理与邻国的外交关

系，达成能够推进问题处理的解决办法，
同时还要应对本国很大一部分人口对移
民的怀疑言论。

对利益相关方造成的后果

来源国和目的地国的人民、政府和企业都
将从不同角度面临移民带来的不同挑战。
而两种地区的利益相关方也面临相同的
挑战：如果有人借题发挥，利用移民问题
公然歧视和边缘化某些群体，就会出现社
会动荡问题；如果政府以应对移民问题为
借口，加强对公民和市场的控制，就会出
现政治环境收紧问题；如果移民在目的地
国建立的正规移民网络受到破坏，就会出
现一些负面的经济后果。

如果移民被当作地缘政治工
具利用，地缘政治裂痕可能
会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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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众造成的后果：孤立无援 
截至2020年，世界上有超过400万无国籍
人士，达到近十年新高49；但由于社会分化
加剧、政府资源不足，这一数字仍有可能
增加。移民获得目的地国入境许可的途径
有限，即便只是临时入境也受到限制，而
这一现状可能会因为过境国不允许移民
滞留境内而变得更加复杂。处于这种境地
的人一般不愿意或没有能力返回家园，而
他们的政府又不负责保障他们的身心健
康，所以这批人有可能滞留在非正规暂住
点或设施中，只能按最低标准获取基本商
品和服务、经济支持或外交援助。其他无
法脱离不安全环境的人则有可能遭受暴
力对待或沦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组织
的牺牲品。如果管理非自愿移民的国际合
作项目缺失，过境难民或难民营中的难民
将面对的是恶劣的条件，甚至暴力。更严
重的情况是，可能会有更多的经济移民决
定孤注一掷，因此很容易被人口走私集团
利用。

在目的地国，日益增长的极端主义会给试
图融入当地的移民带来更大的挑战50。政
府可能以管理移民为借口，对公民实行大
规模监控，侵入个人信息，让公民感觉自
由遭到政府的侵犯。

对政府造成的后果：最后手段
汇款收入改善了来源国的生活水平，是其
重要的资金来源51。如果失去了汇款收入，
经济稳定有赖于汇款的来源国政府在治理
国家方面可能会面临严重的问题，有些政
府可能会面临沦为失能政府的风险。目的
地国政府同样也可能无法解决本国公民对
移民问题的担忧。收紧移民措施则可能会
引起一些民众的反感，因为支持移民的人
会在街头和网上发声，而如果不能有效地
管理涌入的移民，则有可能滋生民粹主义。

对企业造成的后果：难以为继
目的地国的企业面临着全球工人短缺的
风险，以及因移民受限而导致的需求冲

我的国家不会这样

如果联邦民主国家的仇外政党逐
渐赢得更多选举席位，并在目的地
国的边境或庇护所城镇占主导地
位，怎么办？如果他们无视联邦法
律，逐渐掌控当地的边境保护政策
或人口流动政策，助长了滥用私刑
的行为，怎么办？

我只看钱

如果移民政策收紧导致监管更繁
琐、竞争减少，还提高了汇款服务
的费用，怎么办？如果传统汇款渠
道被掐断，加密货币因此成为最常
见的汇款方式，导致无法保障数字
安全的移民将被迫面临网络盗窃
问题，怎么办？

太少、太晚

如果由于气候行动停滞或推迟，导
致生态系统突然意外达到临界点，
干旱、洪水和资源稀缺问题恶化，
加速了人们向邻国气候移民的步
伐，怎么办？

冲击带来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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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移民工人这一消费群体十分具有吸引
力，他们可以促进国内市场的发展，并提
高品牌在来源国的知名度，支持品牌向国
际进军。但是，如果人们认为企业赞成收
紧外国劳工需求，或者在支持本组织移民

员工方面没有做足工作，就可能会引发移
民社区和移民支持者的反感情绪。另一方
面，那些为了获得低成本劳动力而对移民
工人做出欢迎姿态的企业则可能会面临
工会的阻力。

建立双向桥梁

在当前全球分歧的时代，移民可以促进经
济一体化。国际人口流动可以缓解国家内
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问题，在来源国的
求职者与国外增长行业（如医疗保健、可
再生能源和运输行业52）岗位空缺之间搭
起桥梁。

建立更有效的有序移民渠道可以加强各
国之间的政治联系，鼓励双方在共同关心
的问题上进行合作，比如合作共建双方共

享的跨境资金流动基础设施。这些渠道包
括一致的法律政策框架、跨境同步合作，
还有加强对偷渡行为的执法力度。全球社
会还可以加强接收难民的合作机制，提高
能够超越地缘政治分歧的友善态度。

移民在为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提供
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各国领导人将
有机会共同确定，在哪些方面可以建立起
互利互惠的新桥梁。

GETTY/JIM WAT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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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拥挤的太空
竞赛

5 个
到2030年，政府将开发5个新空间站

7 万
未来几十年内预计将发射7万颗卫星

28 国
有28国制定了国内太空法规

100 万
约有100万个大于等于一厘米的太空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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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地轨道/中圆轨道的太空竞赛

几十年来，传统的地球静止轨道（GEO）商
业卫星市场一直主导着通信领域，但如今
却因为企业可以从近地轨道或中圆轨道
提供同样的服务而逐渐失去其商业价值。
在过去的近十年中，投入太空倡议新应用
的资金快速增长：企业、初创公司和研究
机构数量激增，聚拢了数十亿美元的资
金，从而压低了发射系统的成本，尤其是
近地轨道的发射成本（见图5.1）1。成本降
低为众多领域的主体带来了更多发射小
型卫星星系的机会。随着访问太空的成本
效益的增加，人们的目光正在转向高光谱
遥感、太空能源生产、制造、采矿和旅游等
领域的新机会2。

几十年来，人类一直在计划进行太空探索，
但日益膨胀的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考虑正
日益影响这一前沿领域。虽然早期太空活
动都由公共部门主持或资助，但在过去十
年里，私人投资的比例正在不断增加。新企
业正在突破传统企业对卫星传输服务供应
的控制，特别是在互联网有关的通信或发
射服务方面。部分政府之所以鼓励私人太
空活动，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国家“领土”或
促进高价值工作岗位的发展，特别是在近
地轨道（LEO）或中圆轨道（MEO）区域的岗
位，同时也是希望加强本国在太空的军事
或国防力量*。增加对这些轨道的利用力度
不但带来了拥堵的风险，增加太空碎片的
数量，同时还提高了发生碰撞的可能性，而
太空目前几乎没有任何治理结构可以减轻
这个新出现的威胁。

太空变得愈发拥挤

图  5 . 1

太空投资：按投资者类型划分的股权资本（单位：十亿美元）

资料来�: Space Capital. 2021年第三季度. https://app.powerbi.com/
view?r=eyJrIjoiNGY4MWI4OWEtMjNmZS00OTM3LWE5M2QtYTgxZTdjODk3YTllIiwidCI6IjYzMDZkMTJjLTEwODMtNGNhOS04Yjk2LTdjYzM3ODcwMWIzMiIsImMiOj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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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地轨道（LEO）通常包括
以地球为中心的轨道，高度
为2000公里（1200英里）或以
下；地球静止轨道（GEO）包
含的轨道高度更高，通常在
地球赤道上空35000公里的
高度；而中圆轨道（MEO）则
包括一系列介于近地轨道和
地球静止轨道之间的轨道。

https://app.powerbi.com/view?r=eyJrIjoiNGY4MWI4OWEtMjNmZS00OTM3LWE5M2QtYTgxZTdjODk3YTllIiwidCI6IjYzMDZkMTJjLTEwODMtNGNhOS04Yjk2LTdjYzM3ODcwMWIzMiIsImMiOjN9
https://app.powerbi.com/view?r=eyJrIjoiNGY4MWI4OWEtMjNmZS00OTM3LWE5M2QtYTgxZTdjODk3YTllIiwidCI6IjYzMDZkMTJjLTEwODMtNGNhOS04Yjk2LTdjYzM3ODcwMWIzMiIsImMiOj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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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领域的最大增长预计仍会是在
地球上扩大数字连接的行业，比如民用端
宽带连接3。

国家志向

太空计划仍然被广泛视为树立国家威望
的标志，因为它们直射一个国家的地缘政
治影响和军事力量，并且具有科学和商业
意义。中国、欧洲（欧盟和欧洲航天局）、法
国、德国、印度、日本、北约、俄罗斯、英国
和美国等大国/阵营已经公开宣布了要建
立太空部队，以及太空基础设施，并计划
在2030年前至少建立五个新空间站4。第
一个商业空间站也预计在未来十年内完
成5。下一步的深空探索项目正在制定中，
例如美国主导的阿尔忒弥斯计划，该计划
旨在重启月球探索，并最终在火星和小行
星上建立前哨站6。此外，更多经济体开始
意识到自己有机会在这一竞技场扩大自
己的地缘政治和商业影响力，这将引发更
多新的航天大国的出现。已经对此表现出

兴趣的国家包括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
和墨西哥；非洲和中东的埃及、伊朗、土耳
其、沙特阿拉伯、南非和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以及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新西兰、韩国和越南7。

在开发新项目的同时，许多民用和商业实
体所依赖的关键基础设施也必须得到维
护和修缮8。

近地轨道、中圆轨道以及地球静止轨道上
的卫星将有多种用途，比如监测气候和自
然资源、宽带互联网、无线电和电视广播，
以及定位、导航和计时服务9。这种基础设
施不仅对政府、企业和社会至关重要，它
也为拥有先进空间产业的国家创造了机
会，这些国家可以在有国家层面监管的支

企业、初创公司和研究机构
数量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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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

如果太空运营主体没有得到有效的管理，
太空运营主体的数量和种类增加反而可
能会引发新的摩擦或加剧原有的摩擦。商
业、民用和军事领域最近呈现的趋势是用
近地轨道上多个较小卫星的分布式系统
取代传统上昂贵的单一大型地球静止卫
星系统。自1957年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斯普特尼克1号以来，全球总共已经发射
了大约1.1万颗卫星，但如果各国的拟定
计划能顺利实施，在未来几十年内可能还
会有7万颗卫星进入地球轨道12。在这些刚
获准的新卫星计划中，绝大多数将由占主
导的少量运营商发射，这将加大运营商对
监管环境的影响。

这些卫星一旦进入轨道，除非主动退役，
其中许多卫星可能会在太空中停留数百
年13。同时，因为较小的成本和低发射门
槛，低成本卫星数量也在激增14。即使目前
卫星碰撞的风险仍然相对较低，但卫星数
量的增加也加大了它们彼此碰撞的概率，
或者至少需要进行紧急制动的需求来避
免碰撞。

卫星碰撞可能会阻碍未来的太空发展或
加剧国际紧张局势。这是因为如果太空中
的物体发生碰撞，它们就可能破裂并产生
太空碎片，即使是直径为1至5厘米的太空
碎片也可能造成严重破坏15。例如，国际空
间站（ISS）在2021年5月就被损坏过，当
时一块太空碎片穿透了它的机械臂16。这
种撞击事故在过去几十年中也曾发生过，

但它们以后可能会变得更加频繁。一种名
为“凯斯勒效应”的理论（见框注5.1）提出
了碰撞级联效应的潜在后果17。目前较小
的太空碎片（尺寸大于1厘米）估计有接近
一百万块18，而超过10厘米的较大物体则
约有数千块（见图5.2）。不过轨道维修保
养服务和太空碎片清理有助于缓解一些
最为严重的后果19。追踪太空碎片是防止
卫星碰撞或损害的重要手段，但在未来更
加拥挤的太空领域，这种手段也需要越来
越高超的巧妙才能保证有效。

拥挤的太空出现卫星碰撞的可能性增大，
而太空活动又缺少最新国际条款的约束，
这种现象也增加了潜在冲突的风险。早在
1967年定下的《外层空间条约》是目前最
主要的太空协议，而且现在联合国外层空
间事务办公室（UNOOSA）仍在使用这项

� �  5 . 1

凯斯勒效应

这个效应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唐纳德•凯斯勒
于1978年首次提出，它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形：如果近地轨
道上的物体（卫星和卫星碎片）密度高到一定程度，物体之
间的碰撞就可能会引发级联效应，也就是说每次碰撞产生
的太空碎片会进一步增加出现更多碰撞的可能性，导致卫
星碎片呈指数增长。这个效应警告我们，分布在轨道上的
卫星碎片可能会致使在这些轨道范围内的卫星很难被使
用，从而导致好几代人在特定轨道范围内的太空活动出现
困难。

持下，凭借先发优势，在某些特定轨道的
产业宣誓主权10。最后，太空还有至关重要
的军事意义：武装部队长期以来依赖的技
术都是基于太空技术或需要太空支持。比
如军队需要全球定位系统（GPS）导航、需

要专用军事卫星通信渠道建立安全的数
字连接，还需要通过间谍卫星收集情报。
这也使得这些系统成为了诱人的军事目
标，从而使得加强这些系统的防御措施变
得至关重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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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来管理太空发生的大部分活动。不
过，近年来几乎很少出现能够反映新现实
的有效治理工具，例如现在全球迫切需要
一个机构来管理卫星的发射和维修保养、
管理太空交通、建立共同执法条例20。

其中最典型的问题就是1972年的《空间
责任公约》，该公约规定了从地球上发射
的太空物体的国际责任，但在当下混合飞
行器和火箭运输系统背景下，这项公约已
经缺乏准确性。比如，附有火箭的飞行器
起飞应该被视为发射吗？还是说火箭上的
飞行器脱落才算发射？另外，两种部件都
有的混合飞行器应该算航空器还是算航
天器？情况不同，归属的管辖法律可能也
会不同。修订现行公约以区分清楚太空法
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取代航空法变得必要
21。随着新的卫星系统的出现，以及新兴
的5G地面网络频谱技术的竞争加剧，甚
至连国际电信联盟（ITU）过硬管理下的
电磁频谱管理领域也面临着过度拥挤的
竞争压力22。

全球风险感知调查（GRPS）的受访者给出

的答复也反映出了这些问题：76%的受访
者将国际空间风险缓和手段的现状描述
为“未开始”或处于“制定早期”。

各国政府也制定了自己的国家太空政策23，
将商业利益与国家安全和民用航天政策
一起作为国家战略的关键支柱。尽管许多
政府过去和现在都在幕后有过合作24，但
现在签署太空法规的28个国家之间却存
在严重的政策分歧25，而且各国在太空领
域的规模和宏图也不同26。这种分歧使得
有益的太空商业活动难以得到进一步发
展，因为太空商业活动的运作需要国家间
步调一致27。

各国的太空宏图也逐渐提高了太空军事化
的风险。美国军方在2019年创建了一支太
空部队，将其作为本国武装部队的一个独
立分支，而在过去两年内，日本也建立了太

各国的太空宏图逐渐
提高了太空军事化的风险

路透社/JOE SKI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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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作战中队，英国则建立了太空司令部。

其 他 先 进 武 装 部 队 现 在 通 常 也 包 括 一
个太空部门。例如，2021年，法国空军更
名为法国空天军（Armée de l'Air & de 
l'Espace）。2021年11月，俄罗斯进行的一
次反卫星武器试验遗留下了大量太空碎
片，威胁到了国际空间站上的宇航员28。其
他国家也进行了类似的测试，所以类似事
件可能会继续在其他国家出现，这将大大
加剧太空碎片的问题（见图5.2）29。高超音
速武器领域的军备竞赛也有提高空间军
事化的风险。俄罗斯和美国都在研发这种
武器，并在2021年下半年进行了测试30。

随着地理空间情报范围持续扩大，地球所
有角落都逃不了卫星的监测，这可能会促
使一些国家屏蔽、干扰或以其他方式干预
卫星对地球的观测31。随着技术的进步，太
空矿物开采已经率先被纳入一些深空探
索计划之中，在更遥远的未来太空矿物开
采也可能被视为另一个竞争领域32。

太空治理方面的差距也增大了太空军备
竞赛的可能性。例如，《外层空间条约》虽
然禁止在太空中使用核武器，但没有点明
对常规武器的使用，这在当下各国在太空
发展和试验常规武器的背景下特别令人
担忧。

图  5 . 2

1960-2020年间所有轨道上的太空物体数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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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 欧洲航天局. 2021. 欧洲航天局年度太空环境报告. 2021年5月27日. https://www.sdo.esoc.esa.int/environment_report/Space_Environment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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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的将来出现新规定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各国在边界、太空物体的控制权和军
民两用系统等关键问题上几乎无法达成
一致意见33。任何在空间治理方面合作的
减少都只会进一步加剧风险34。

对民众造成的影响：服务中断和环境中的
未知数
无数社会日常活动都依赖于太空的基础
设施。全球定位系统卫星不仅为空中、陆
地和海上的行程提供了安全导航，而且它
们也是金融交易、数据传输和能源控制系
统的基础。大规模的太阳风暴或对全球定
位系统卫星进行干扰可能会导致网速变
慢，导航系统失灵，甚至导致控制能源电
网、水或交通的系统崩溃。这些系统哪怕
只是中断几秒钟，也可能会给整个社会带
来大规模的连锁反应35。

太空开发速度过快对地球环境也存在重
大的未知影响，比如可能会破坏臭氧层，
排放出的黑碳（烟尘）可能会产生蝴蝶效
应，甚至可能改变极地喷射气流36。当然，
天基太阳能等技术的进步或许可以抵消
不断发展的太空探索开发所带来的许多

负面影响37。

对政府造成的影响：引力与斥力
尽管私人投资比例很高，但随着太空的不
断商业化和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政
府需要持续增加在太空项目和国防方面的
支出，与此同时，由于疫情延伸出的经济问
题也使公共财政备受压力（见第一章）。例
如，各国政府争夺人才的需求将会越来越
大，而私营企业提供的工作报酬也将更加
丰厚。国防机构将需要继续投入资源，防御
更先进的天基武器和越来越厉害的天基国
家治理工具，如改进后的监视或间谍活动。

然而，对绝大多数政府而言，虽然所有人
对太空技术的依赖都在与日俱增，但是太
空技术及其使用却始终遥不可及。虽然已
经有41个国家向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
公室登记了本国的太空机构38，但许多尚
未能登记的政府仍旧很难发展其相关实
力，也很难在关键决策过程中为本国赢得
一席之地。如果没有协调一致的努力来促
进太空领域包容性的发展，那么在开发太
空的过程中，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的不平
等现象只会加剧。

冲击带来的反思

凯斯勒撞击

如果近地物体和太空碎片之间发
生了级联碰撞，导致近地轨道饱
和，几乎无法进一步开太空商业，
怎么办？

太阳干扰

如果一场大规模的太阳活动或地
磁暴干扰了卫星相关的服务和功
能，对地球造成大规模连带的经济
和社会后果，怎么办39？

太空资产

如果违反《外层空间条约》的行为
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惩罚，比如在月
球“淘金热潮”中占领矿产资源，怎
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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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造成的影响：阻碍商机
继太空商业航班成功发射后，风险资本迅
速涌入了太空行业。随着太空商业活动的
增长，会有更多公司趁着投资者兴致高涨
的时机进入市场。然而，如果制造业、旅游
业或其他太空企业未能真的随之腾飞，投

机者和太空产业内的公司可能会遭遇太
空泡沫破裂。同理，基层为了杜绝太空污
染并防止重要科学数据私有化的宣传运
动也可能迫使投资者按下暂停键，扼杀涌
入该领域的风险资本40。

走向太空合作

虽然太空代表了又一个地缘政治和商业
可能出现紧张局势的领域，但在这一领
域，重要的合作传统仍不应被遗忘。过去，
为了建立相互信任和相互理解，我们通过
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自愿措施建立起了不
少行为规范，这帮助我们缓解了在升级
边缘的紧张局势。虽然这种方式仍值得保
持，但在更加拥挤、竞争更加激烈的太空
领域，我们需要更有力的正式治理。主要
太空大国之间如果能订下具体可操作的
双边或多边协议，便可以帮助创建规范并
广泛影响全球各国的行为。

太空态势感知、太空交通管理和太空碎片
清理等领域都需要规范约束，正式国际协
议最终将使所有主体受益。重要的是，就
如其他领域技术发展步伐往往会超过监
管政策发展步伐一样，将私营企业主体纳
入协议制定进程将有助于确保这种契约
能够同时反映商业和技术的现实情况。善
加利用这些机会，制定各国能够广泛接受
的规范，便可以促进各方围绕更具挑战性
的太空问题展开讨论，例如对武器化的限
制、太空空间所有权和管理太空所需的适
当场所等。



2022年全球风险报告78

1 Fildes, N. 2021. “卫星集团面临挑战，要么扩大规模，要么就成
为太空垃圾：兴趣浓厚的亿万富翁和新技术分散市场的估值降
到地底”.金融时报. 2021年11月14日. https://www.ft.com/ 
content/138b3f58-cdad-484f-b180-ce0b96bb7028

2 摩根士丹利. 2020 “投资太空这一最后的边疆”. 2020年7月24
日. https://www.morganstanley.com/ideas/investing- in-
space; Stutt, A. 2020. “全球争相开发太空采矿业”. Mining.
com. 2020年5月22日. https://www.mining.com/the-global-
race-to-mine-outer-space/; Woo, E. 2021. “初创公司目标已
不在地球”.纽约时报. 2021年7月7日. https://www.nytimes. 
com/2021/07/07/technology/space-start-ups.html

3 摩根士丹利. 2020.标题同上.

4 Gabbat, A. 2021. “美国在俄罗斯进行反卫星武器试验后指
责其行为‘危险’”. 卫报. 2021年11月15日. https://www.
theguardian.com/science/2021/nov/15/us-investigating-
debris-event-space-reports-russia-anti- satellite-weapon-
test; Jones, A. 2021. “中国的天宫空间站”. Space. 2021年8
月24日. https://www.space. com/tiangong-space-station; 
Rome, N. 2021. “空间站和月球站的发展：地缘政治风险中的承
诺”. Georgetown Security Studies Review. 2021年7月14日. 
https:// georgetownsecuritystudiesreview.org/2021/07/14/
growth-of- space-and-lunar-stations-promise-amidst-
geopolitical-risk/

5 Rome. 2021. 标题同上.

6 美国航空航天局. 2021. 阿尔忒弥斯计划. https://www.nasa.
gov/specials/ artemis/

7 欧洲空间政策研究所. 2021. 新兴航天国家. 2021年6月. https://
espi.or.at/publications/espi-public- reports/category/2-
public-espi-reports; Goswami, N. 2021. “亚太地区现有的和
新型的太空大国能力现状”. 美国鹦鹉螺研究所. 2021年8月20
日. https://nautilus. org/napsnet/napsnet-special-reports/
status-of-existing-and- emerging-asia-pacific-space-powers-
capabilities/

8 Buchs, R. 2021. “太空活动增多需要加强风险审查”. 洛桑联邦
理工学院. 2021年4月14日. https://www.epfl.ch/ research/
domains/irgc/spotlight-on-risk-series/intensifying- space-
activity-calls-for-increased-scrutiny-of-risks/

9 同上.

10 Davis, G. 2021. “SpaceX的竞争对手称埃隆•马斯克可能会垄断
太空”. Tech Times. 2021年5月29日. https://www. techtimes.
com/articles/260823/20210529/spacexs-competitors- 
claims-elon-musk-monopolize-space-starlink-constellation- 
unsustainable.htm

11 Broad, W.J. 2021. “太空如何演变成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下一个‘
大国’竞赛”. 纽约时报. 2021年5月6日. https://www.nytimes.
com/2021/01/24/us/politics/ trump-biden-pentagon-space-
missiles-satellite.html

12 Daehnick, C. and Harrington, J. 2021. 小心下面：轨道上的
太空碎片需要如何处理？” 麦肯锡. 2021年10月1日. https://
www.mckinsey.com/industries/aerospace- and-defense/
our-insights/look-out-below-what-will-happen-to- the-
space-debris-in-orbit; Jones, A. 2021. “中国正计划发射1.3
万颗卫星的巨型星座”. SpaceNews. 2021年4月21日. https://
spacenews.com/china-is-developing-plans-for- a-13000-
satellite-communications-megaconstellation/; 明镜商业
版. 2021. “贝索斯的太空公司正计划修建私人空间站，只比国
际空间站略小”. 明镜商业版. 25 October 2021. https://www.

尾注

spiegel.de/wirtschaft/unternehmen/ jeff-bezos-plant-
private-raumstation-orbital-reef-etwas-kleiner-als- die-iss-a-
1779efd7-6ee6-4c92-9986-7fc996951e8f

13 Daehnick, C. and Harrington, J. 2021. “小心下面：轨道上的太
空碎片需要如何处理？” 麦肯锡. 2021年10月1日 https://www.
mckinsey.com/industries/aerospace- and-defense/our-
insights/look-out-below-what-will-happen-to- the-space-
debris-in-orbit

14 美国航空航天局. 2021. 最先进的小型航天器技术. 2021年10
月. https://www.nasa.gov/sites/default/files/atoms/ files/
soa_2021.pdf

15 自然. 2021. “世界必须携手合作才能避免灾难性的太空碰撞”. 
自然. 2021年8月11日. https://www.nature. com/articles/
d41586-021-02167-5

16 Strickland, A. 2021. “太空垃圾击中国际空间站，损坏了一个机
械臂”.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 2021年6月1日. https:// edition.
cnn.com/2021/06/01/world/iss-orbital-debris-robotic- arm-
scn/index.html

17 Hyde, J. L., Christiansen, E.L. and Lear, D.M. 2019. “微
陨石和轨道碎片撞击对国际空间站的破坏观察情况”. 美
国航空航天局. 2019年12月9日. https://ntrs.nasa.gov/
citations/20190033989; Kessler, DJ. and Cour-Palais, B.G. 
1978. "人造卫星的碰撞频率：碎片带的产生". 地球物理学研究杂
志. Volume 83, Issue A6. 1978年6月1日.

18 欧洲航天局. 2021. "太空碎片（按数量排序）". 2021年12月22日. 
https://www.esa.int/Safety_ Security/Space_Debris/Space_
debris_by_the_numbers

19 Rooney, K. 2021. “大规模太空清扫是什么，为什么重要”.世界经
济论坛全球议程. 2021年5月20日. https:// www.weforum.org/
agenda/2021/05/space-junk-clean-satellite/

20 Stuart, J. 2017. “《外层空间条约》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它
是否适用于现代社会？”. The Conversation.  2017年1月27日.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outer-space-treaty-has-
been-remarkably-successful-but-is-it-fit-for- the-modern-
age-71381; Kwan, R. and Henley, J. 2021. "中国在与埃隆•马
斯克的卫星‘亲密接触’后斥责美国". 卫报. 2021年12月28日. 
https://www.theguardian. com/science/2021/dec/28/china-
complains-to-un-after-space- station-is-forced-to-move-to-
avoid-starlink-satellites

21 Li, C. and Wang, G. 2021. “私人航天航班责任公约的适用
性”. Space: 科学&技术板块. 2021年5月4日. https://doi. 
org/10.34133/2021/9860584

22 Panhans, D., Schicht, R., Hamady, F. and Werlé, T. 2020. “即
将到来的频谱之争”. 2020年2月11日. https://www. bcg.com/
en-us/publications/2020/coming-battle-for-spectrum

23 见美国副总统办公室等. 2021. “美国太空优先事项框架.” 2021
年12月1日. https://www. whitehouse.gov/wp-content/
uploads/2021/12/United-States- Space-Priorities-
Framework-_-December-1-2021.pdf

24 Marshall W. and Hadfield, C. 2021. “为什么美国和中国应
该在太空方面进行合作”. 时代周刊. 2021年4月15日. https:// 
time.com/5954941/u-s-china-should-collaborate-in-space/; 
Shackelford, S. 2019. “各国忽视了合作的传统，重新开始
太空竞赛”. The Conversation.  2019年1月10日. https://
theconversation.com/renewed-space-rivalry- between-
nations-ignores-a-tradition-of-cooperation-108810

https://www.ft.com/ content/138b3f58-cdad-484f-b180-ce0b96bb7028
https://www.ft.com/ content/138b3f58-cdad-484f-b180-ce0b96bb7028
https://www.morganstanley.com/ideas/investing- in-space
https://www.morganstanley.com/ideas/investing- in-space
https://www.mining.com/the-global-race-to-mine-outer-space/
https://www.mining.com/the-global-race-to-mine-outer-space/
https://www.nytimes. com/2021/07/07/technology/space-start-ups.html
https://www.nytimes. com/2021/07/07/technology/space-start-ups.html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21/nov/15/us-investigating-debris-event-space-reports-russia-anti- satellite-weapon-test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21/nov/15/us-investigating-debris-event-space-reports-russia-anti- satellite-weapon-test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21/nov/15/us-investigating-debris-event-space-reports-russia-anti- satellite-weapon-test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21/nov/15/us-investigating-debris-event-space-reports-russia-anti- satellite-weapon-test
https://www.space. com/tiangong-space-station
https:// georgetownsecuritystudiesreview.org/2021/07/14/growth-of- space-and-lunar-stations-promise-amidst-geopolitical-risk/
https:// georgetownsecuritystudiesreview.org/2021/07/14/growth-of- space-and-lunar-stations-promise-amidst-geopolitical-risk/
https:// georgetownsecuritystudiesreview.org/2021/07/14/growth-of- space-and-lunar-stations-promise-amidst-geopolitical-risk/
https://www.nasa.gov/specials/ artemis/
https://www.nasa.gov/specials/ artemis/
https://espi.or.at/publications/espi-public- reports/category/2-public-espi-reports
https://espi.or.at/publications/espi-public- reports/category/2-public-espi-reports
https://espi.or.at/publications/espi-public- reports/category/2-public-espi-reports
https://nautilus. org/napsnet/napsnet-special-reports/status-of-existing-and- emerging-asia-pacific-space-powers-capabilities/
https://nautilus. org/napsnet/napsnet-special-reports/status-of-existing-and- emerging-asia-pacific-space-powers-capabilities/
https://nautilus. org/napsnet/napsnet-special-reports/status-of-existing-and- emerging-asia-pacific-space-powers-capabilities/
https://www.epfl.ch/ research/domains/irgc/spotlight-on-risk-series/intensifying- space-activity-calls-for-increased-scrutiny-of-risks/
https://www.epfl.ch/ research/domains/irgc/spotlight-on-risk-series/intensifying- space-activity-calls-for-increased-scrutiny-of-risks/
https://www.epfl.ch/ research/domains/irgc/spotlight-on-risk-series/intensifying- space-activity-calls-for-increased-scrutiny-of-risks/
https://www. techtimes.com/articles/260823/20210529/spacexs-competitors- claims-elon-musk-monopolize-space-starlink-constellation- unsustainable.htm
https://www. techtimes.com/articles/260823/20210529/spacexs-competitors- claims-elon-musk-monopolize-space-starlink-constellation- unsustainable.htm
https://www. techtimes.com/articles/260823/20210529/spacexs-competitors- claims-elon-musk-monopolize-space-starlink-constellation- unsustainable.htm
https://www. techtimes.com/articles/260823/20210529/spacexs-competitors- claims-elon-musk-monopolize-space-starlink-constellation- unsustainable.htm
https://www.nytimes.com/2021/01/24/us/politics/ trump-biden-pentagon-space-missiles-satellite.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1/01/24/us/politics/ trump-biden-pentagon-space-missiles-satellite.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1/01/24/us/politics/ trump-biden-pentagon-space-missiles-satellite.html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aerospace- and-defense/our-insights/look-out-below-what-will-happen-to- the-space-debris-in-orbit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aerospace- and-defense/our-insights/look-out-below-what-will-happen-to- the-space-debris-in-orbit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aerospace- and-defense/our-insights/look-out-below-what-will-happen-to- the-space-debris-in-orbit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aerospace- and-defense/our-insights/look-out-below-what-will-happen-to- the-space-debris-in-orbit
https://spacenews.com/china-is-developing-plans-for- a-13000-satellite-communications-megaconstellation/
https://spacenews.com/china-is-developing-plans-for- a-13000-satellite-communications-megaconstellation/
https://spacenews.com/china-is-developing-plans-for- a-13000-satellite-communications-megaconstellation/
https://www.spiegel.de/wirtschaft/unternehmen/ jeff-bezos-plant-private-raumstation-orbital-reef-etwas-kleiner-als- die-iss-a-1779efd7-6ee6-4c92-9986-7fc996951e8f
https://www.spiegel.de/wirtschaft/unternehmen/ jeff-bezos-plant-private-raumstation-orbital-reef-etwas-kleiner-als- die-iss-a-1779efd7-6ee6-4c92-9986-7fc996951e8f
https://www.spiegel.de/wirtschaft/unternehmen/ jeff-bezos-plant-private-raumstation-orbital-reef-etwas-kleiner-als- die-iss-a-1779efd7-6ee6-4c92-9986-7fc996951e8f
https://www.spiegel.de/wirtschaft/unternehmen/ jeff-bezos-plant-private-raumstation-orbital-reef-etwas-kleiner-als- die-iss-a-1779efd7-6ee6-4c92-9986-7fc996951e8f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aerospace- and-defense/our-insights/look-out-below-what-will-happen-to- the-space-debris-in-orbit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aerospace- and-defense/our-insights/look-out-below-what-will-happen-to- the-space-debris-in-orbit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aerospace- and-defense/our-insights/look-out-below-what-will-happen-to- the-space-debris-in-orbit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aerospace- and-defense/our-insights/look-out-below-what-will-happen-to- the-space-debris-in-orbit
https://www.nasa.gov/sites/default/files/atoms/ files/soa_2021.pdf
https://www.nasa.gov/sites/default/files/atoms/ files/soa_2021.pdf
https://www.nature. com/articles/d41586-021-02167-5
https://www.nature. com/articles/d41586-021-02167-5
https:// edition.cnn.com/2021/06/01/world/iss-orbital-debris-robotic- arm-scn/index.html
https:// edition.cnn.com/2021/06/01/world/iss-orbital-debris-robotic- arm-scn/index.html
https:// edition.cnn.com/2021/06/01/world/iss-orbital-debris-robotic- arm-scn/index.html
https://ntrs.nasa.gov/citations/20190033989
https://ntrs.nasa.gov/citations/20190033989
https://www.esa.int/Safety_ Security/Space_Debris/Space_debris_by_the_numbers
https://www.esa.int/Safety_ Security/Space_Debris/Space_debris_by_the_numbers
https:// www.weforum.org/agenda/2021/05/space-junk-clean-satellite/
https:// www.weforum.org/agenda/2021/05/space-junk-clean-satellite/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outer-space-treaty-has-been-remarkably-successful-but-is-it-fit-for- the-modern-age-71381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outer-space-treaty-has-been-remarkably-successful-but-is-it-fit-for- the-modern-age-71381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outer-space-treaty-has-been-remarkably-successful-but-is-it-fit-for- the-modern-age-71381
https://www.theguardian. com/science/2021/dec/28/china-complains-to-un-after-space- station-is-forced-to-move-to-avoid-starlink-satellites
https://www.theguardian. com/science/2021/dec/28/china-complains-to-un-after-space- station-is-forced-to-move-to-avoid-starlink-satellites
https://www.theguardian. com/science/2021/dec/28/china-complains-to-un-after-space- station-is-forced-to-move-to-avoid-starlink-satellites
https://doi. org/10.34133/2021/9860584
https://doi. org/10.34133/2021/9860584
https://www. bcg.com/en-us/publications/2020/coming-battle-for-spectrum
https://www. bcg.com/en-us/publications/2020/coming-battle-for-spectrum
https://www. 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12/United-States- Space-Priorities-Framework-_-December-1-2021.pdf
https://www. 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12/United-States- Space-Priorities-Framework-_-December-1-2021.pdf
https://www. 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12/United-States- Space-Priorities-Framework-_-December-1-2021.pdf
https:// time.com/5954941/u-s-china-should-collaborate-in-space/
https:// time.com/5954941/u-s-china-should-collaborate-in-space/
https://theconversation.com/renewed-space-rivalry- between-nations-ignores-a-tradition-of-cooperation-108810
https://theconversation.com/renewed-space-rivalry- between-nations-ignores-a-tradition-of-cooperation-108810
https://theconversation.com/renewed-space-rivalry- between-nations-ignores-a-tradition-of-cooperation-108810


2022年全球风险报告 79

25 Goguichvili, S., Linenberger, A. and Gillette, A. 2021. “全
球太空法形势：谁将在最后的边疆书写规则？” 2021年10月1
日.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 global-legal-
landscape-space-who-writes-rules-final-frontier

26 欧洲空间政策研究所. 2021. 新兴航天国家. 2021年6月. https://
espi.or.at/publications/espi-public- reports/category/2-
public-espi-reports

27 Goguichvili, Linenberger and Gillette. 2021. 标题同上.

28 Gabbat, A. 2021. “美国在俄罗斯进行反卫星武器试验后指
责其行为‘危险’”. 卫报. 2021年11月15日. https://www.
theguardian.com/science/2021/nov/15/us-investigating-
debris-event-space-reports-russia-anti- satellite-weapon-
test; Rincon, P. and Amos, J. 2021. “俄罗斯反卫星测试加剧了
太空碎片问题”. 英国广播公司. 2021年11月16日. https://www.
bbc.com/news/science- environment-59307862

29 纵观历史，碰撞和反卫星武器试验已经显著增加了在轨太空物体
和碎片数量。例如，2009年，一颗运行中的商业通信卫星与一颗废
弃的军事卫星相撞；或2007年的反卫星试验造成的废弃卫星。

30 Stone, M. 2021. “美国空军部长称美国与中国将进行高超音速武
器‘军备竞赛’”. 路透社. 2021年12月1日. https://www.reuters.
com/business/aerospace- defense/us-hypersonic-weapon-
arms-race-with-china-air-force- secretary-2021-11-30/; 路
透社. 2021. “国际文传电讯社称俄罗斯将进行超音速导弹试
射”. 2021年12月24日. https://www.reuters.com/world/
europe/russia-conducts-test- launch-hypersonic-missile-
interfax-2021-12-24/

31 Vinci, A. 2020. “即将到来的情报事务革命”. 外交杂志. 2020年
8月31日. https://www.foreignaffairs. com/articles/north-
america/2020-08-31/coming-revolution- intelligence-affairs

32 Stutt, A. 2020. “全球竞相开采外太空”. Mining. com. 2020年5
月22日. https://www.mining.com/the-global-race-to- mine-
outer-space/

33 Pozdnyakova, G. 2021. “2022年的十大主题之太空：
令人担忧的地缘政治疆域”. 德意志银行. 2021年12月8
日. https://www.dbresearch.com/servlet/reweb2. 
ReWEB?rwsite=RPS_EN-PROD&rwobj=ReDisplay.Start. 
class&document=PROD0000000000521006

34 Panda, A. 2021. “军事竞争、新技术和太空”. 亚洲的太空漫
游. 2021年3月. 外交风险情报. https://dri.thediplomat.com/
report/2021-03/

35 Scott, C. 2018. “威胁到地球的剧烈太阳风暴”. 英国广播公
司. 2018年11月22日. https://www.bbc.com/news/science- 
environment-46260959; Tullis, P. 2019. “卫星定位系统很容
易被入侵，而美国没有二手准备”. 科学美国人. 2019年12月1日.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gps-is-easy-to- 
hack-and-the-u-s-has-no-backup/

36 Ross, M. and Vedda, J.A. 2018. “火箭排放的政策和科学”. 太
空政策和战略中心. 2018年3月31日. https://aerospace.org/
sites/default/files/2018-05/ RocketEmissions_0.pdf

37 David, L. 2021. “太空太阳能的时代可能终于要来临了”. Space.
com. 2021年11月3日. https://www.space. com/space-solar-
power-research-advances

38 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 https:// www.unoosa.org/oosa/
en/ourwork/space-agencies.html, 引用于2021年12月15日

39 Khodairy, S., Sharaf, M., Awad, M., Hamed, R.A. and Hussein, 
M. 2020. “太阳活动对近地轨道卫星的影响’. 物理学杂志：会
议系列 1523 (1): 012010. IOP出版社. https://iopscience.iop.
org/ article/10.1088/1742-6596/1523/1/012010/pdf

40 Szkutak, R. 2021. “亿万富翁的太空竞赛启动了新的风险资
本太阳系”. 福布斯. 2021年9月16日. https://www.forbes.
com/sites/rebeccaszkutak/2021/09/16/the-billionaire-
space-race-launches-a-new-venture-capital-solar- 
system/?sh=74f837e7482e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 global-legal-landscape-space-who-writes-rules-final-frontier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 global-legal-landscape-space-who-writes-rules-final-frontier
https://espi.or.at/publications/espi-public- reports/category/2-public-espi-reports
https://espi.or.at/publications/espi-public- reports/category/2-public-espi-reports
https://espi.or.at/publications/espi-public- reports/category/2-public-espi-reports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21/nov/15/us-investigating-debris-event-space-reports-russia-anti- satellite-weapon-test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21/nov/15/us-investigating-debris-event-space-reports-russia-anti- satellite-weapon-test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21/nov/15/us-investigating-debris-event-space-reports-russia-anti- satellite-weapon-test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21/nov/15/us-investigating-debris-event-space-reports-russia-anti- satellite-weapon-test
https://www.bbc.com/news/science- environment-59307862
https://www.bbc.com/news/science- environment-59307862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 defense/us-hypersonic-weapon-arms-race-with-china-air-force- secretary-2021-11-30/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 defense/us-hypersonic-weapon-arms-race-with-china-air-force- secretary-2021-11-30/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 defense/us-hypersonic-weapon-arms-race-with-china-air-force- secretary-2021-11-30/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russia-conducts-test- launch-hypersonic-missile-interfax-2021-12-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russia-conducts-test- launch-hypersonic-missile-interfax-2021-12-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russia-conducts-test- launch-hypersonic-missile-interfax-2021-12-24/
https://www.foreignaffairs. com/articles/north-america/2020-08-31/coming-revolution- intelligence-affairs
https://www.foreignaffairs. com/articles/north-america/2020-08-31/coming-revolution- intelligence-affairs
https://www.mining.com/the-global-race-to- mine-outer-space/
https://www.mining.com/the-global-race-to- mine-outer-space/
https://www.dbresearch.com/servlet/reweb2. ReWEB?rwsite=RPS_EN-PROD&rwobj=ReDisplay.Start. class&document=PROD0000000000521006
https://www.dbresearch.com/servlet/reweb2. ReWEB?rwsite=RPS_EN-PROD&rwobj=ReDisplay.Start. class&document=PROD0000000000521006
https://www.dbresearch.com/servlet/reweb2. ReWEB?rwsite=RPS_EN-PROD&rwobj=ReDisplay.Start. class&document=PROD0000000000521006
https://dri.thediplomat.com/report/2021-03/
https://dri.thediplomat.com/report/2021-03/
https://www.bbc.com/news/science- environment-46260959
https://www.bbc.com/news/science- environment-46260959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gps-is-easy-to- hack-and-the-u-s-has-no-backup/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gps-is-easy-to- hack-and-the-u-s-has-no-backup/
https://aerospace.org/sites/default/files/2018-05/ RocketEmissions_0.pdf
https://aerospace.org/sites/default/files/2018-05/ RocketEmissions_0.pdf
https://www.space. com/space-solar-power-research-advances
https://www.space. com/space-solar-power-research-advances
https:// www.unoosa.org/oosa/en/ourwork/space-agencies.html
https:// www.unoosa.org/oosa/en/ourwork/space-agencies.html
https://iopscience.iop.org/ article/10.1088/1742-6596/1523/1/012010/pdf
https://iopscience.iop.org/ article/10.1088/1742-6596/1523/1/012010/pdf
https://www.forbes.com/sites/rebeccaszkutak/2021/09/16/the-billionaire-space-race-launches-a-new-venture-capital-solar- system/?sh=74f837e7482e
https://www.forbes.com/sites/rebeccaszkutak/2021/09/16/the-billionaire-space-race-launches-a-new-venture-capital-solar- system/?sh=74f837e7482e
https://www.forbes.com/sites/rebeccaszkutak/2021/09/16/the-billionaire-space-race-launches-a-new-venture-capital-solar- system/?sh=74f837e7482e
https://www.forbes.com/sites/rebeccaszkutak/2021/09/16/the-billionaire-space-race-launches-a-new-venture-capital-solar- system/?sh=74f837e7482e


80 2022年全球风险报告

第 六 章

恢复韧性
新冠疫情给全社会应对措施
带来的经验教训

67.2%
高收入国家新冠疫苗注射人口占比为67.2%

20-40倍
每日新冠确诊病例数量的高峰和低谷可相差20-40倍

210万
到2021年，非洲死亡案例预计最多可达210万

路透社/SEBASTIAN CASTAN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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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新冠病毒进化出更具传染性的变种，各
国政府也在尽力部署新的应对措施，同时
与前一年制定的措施保持一致，以便社会
和经济能够尽快恢复常态。大多数国家在
这一年经历了几次确诊病例数量的激增，
每日确诊病例数量呈指数级增长，高峰和
低谷可相差高达20至40倍（见图6.1）。从
这个角度看，大多数国家在不同时期都既
有成功案例，也有可以吸取的教训。

《2021年全球风险报告》在结尾部分反思
了长期存在的自满情绪、新冠疫情本身的
新颖性和特殊复杂性、动荡分裂的（地缘）
政治环境、纯粹管理不善等因素在多大程
度上导致我们对疫情采取的应对措施不
足。本章将盘点疫情第二年实施的国家应
对战略，然后对各国内部的合作机遇进行
反思，为应对未来危机做好更充足的准备
工作，提高组织韧性。

2020年期间，在各国和全球准备工作严重
不足的背景下，各国政府只能尽力应对这
种致死率极高的新型病毒，努力保障民众
生命安全和生计问题。而到了2021年，随

国家对疫情的适应韧性 

大多数国家在不同时期都既有
成功案例，也有可以吸取的教训

路透社/ELOISA LOP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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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 1

新冠每日新增病例：全球感染情况和感染人数最多的六个国家的情况

资料来�: Worldometer.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 “每日新增病例”.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 引用于2022年1月5日.

事实证明，两大相互关联的因素对国家有
效管理疫情至关重要：第一，政府是否准
备好了针对不断变化的情况灵活调整应

对策略；第二，政府是否有能力根据原则
做出决策并进行有效的沟通，从而保持社
会信任，有效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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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活的应对策略

总的来说，有效的国家应对措施都包含以
下特点：社会福利大局观、在控制传播途
径和保护卫生系统方面多管齐下、有力协
调政策和流程、可靠的后勤、部署新的干
预措施以及越来越细化的实时数据（如果
有）。相比于方法没那么全面的国家，智利
和芬兰等国家更能管理好疫情高峰期1。
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包括：跨行业的
政策议程；扩大社区医疗工作者网络；保
护重要的医疗工作者；虽然单独来看并不
完善，但组合起来却可以生效的一系列传
播途径管控措施，如检测、追踪和隔离；数
字医疗技术；准备用以应对未来需求的早
期投资。

对许多国家来说，应对疫情的关键在于建
立起明智的过渡政策，知道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可以放宽社会交流和经济活动，而
在需要的时候就要恢复到疫情早期默认
的限制流动策略。全面迅速放松对社会和
经济活动的限制往往会导致病例数量急
剧上升，不过提高疫苗接种率通常就足
以缓解这种现象对医疗系统和死亡率的
影响。一些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自满于本
国病例数量少，当它们发现病例数量少已
经不再是衡量疫情状况的最佳指标时往
往不愿承认这一点，也不愿进行调整2。由
于奥密克戎变体传染性较高，政府将不得
不重新考虑该如何维持经济活动和控制
传播二者间的平衡。鉴于这种病毒的威胁
明显减轻，一些国家选择尽量减少疫情的
干扰，但由于医疗系统仍然存在崩溃的风
险，所以他们也必须准备好在必要时恢复
限制措施3。

在管理病毒对公民健康和国家卫生系统
的影响方面，有效疫苗和抗病毒疗法的出
现将彻底改变现有格局，给其他政策留出
更大的回旋余地4。平价快速检测的大规
模应用也有助于人们重新流动和融合，同

时减少传播风险。然后，虽然今年年初时
已经上市了一系列疫苗，但各国的谈判筹
码各异，签约方式和审批制度也不一样，
这将极大影响疫苗接种实施项目的时间
安排。许多高收入国家在接种疫苗方面占
优势：到2021年12月初，几乎所有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至少50%的
人口都接种了两针疫苗，只有三个国家尚
未达到这一标准5。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的
疫苗接种率也很高：例如，马来西亚的疫
苗接种率高达79%，大部分要归功于有效
的配送6；而巴西有65%的疫苗接种率则是
因为民众接种疫苗的意愿强烈7。

高收入国家

69.9%

低收入国家

4.3%

图  6 . 2

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口比例

资料来�: ONE. 2021. “深挖数据：疫苗接种工作差距惊人”.  202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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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率最低的国家大多是低收入国
家（见图6.2），尤其是非洲国家，这些低收
入 国 家 所 能 仰 仗 的 只 有 个 别 国 家 的“疫
苗外交”举措和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COVAX）等多边协议。多边协议其实有
不少问题，比如高收入国家贡献少，协议
官僚主义严重，疫苗供应不可预测，疫苗
储存和配送也存在难点8。这些国家人口
相对年轻，再加上“气候有利”，死亡率可
能已经有所缓和；尽管如此，截至2021年5
月，非洲的超额死亡人数预计仍在0到210
万之间9，而且由于存在大量的非致死病
例，长期新冠可能会成为这些国家的一个
长期的挑战。

总的来说，成功的疫苗实施计划需要在速
度和安全性之间取得平衡，认识到追求完
美有时反而会徒劳无功。虽然现在已知
接种完第二针后，疫苗的有效性会有所提
高，但疫苗的效果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减弱，于是先进的经济体引入了加强针疫
苗接种计划，其中接种率和速度最为紧急
10。到今年下半年，分析表明，完全接种疫
苗的人便不太可能传播病毒、出现严重或

长期症状、占用医院床位或死亡11。

在全球范围内根除新冠病毒的方案已无法
实现，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
新冠病毒）的持续传播还导致出现了新的
病毒变体，传染性更强，也可能更致命，能
够绕过痊愈后或接种过现有疫苗后所产生
的免疫抗体。中低收入国家的疫苗接种计
划实施相对较慢，而且任何地方都可能存
在迟迟不愿接种疫苗的民众，因此所有国
家仍将面临持续的疫情风险，需要为进一
步过渡政策做好准备。一旦出现新的变体，
政府就需要实施一套新的合理控制措施。

维护社会信任

维护社会信任需要政府在较长时期内反复
调整政策，引导公民和商界遵守配合相关

平价快速检测的大规模应用
有助于人们重新流动和融合，
同时减少传播风险

路透社/ELOISA LOPEZ



政策。事实证明，要做到这一点往往很难， 
比如2021年，许多公民对封锁和戴口罩等
义务已经感到无比厌烦。11月下旬，在确
诊人数不断膨胀的情况下，一些欧洲国家
和澳大利亚政府由于收紧政策甚至引发
了暴乱12。

此外，发达经济体民众虽然普遍都能接种
疫苗，但由于人们或错误地认为接种疫苗
的风险比感染病毒的风险更大，或对自身
的自然免疫力过于自信，或偏信一系列缺
乏科学依据的理论，所以到2021年底，这
些先进经济体中仍有相当比例的成年人
口没有接种疫苗13。而在其他国家，民众对
政府的普遍不信任导致人们普遍迟迟不
愿接种疫苗，而地方舆论和宗教领袖等其
他权威的影响也并不足以从侧面消除这
种恐惧14。

能否获得管理这一危机所需的信任，往往
取决于以科学为依据强制施加限制或压力
和利用政策鼓励良好行为两件事之间能否
找到平衡。要想在个人自由和集体韧性之
间夹缝中行走，就需要良好的沟通；事实
上，近50%的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专家

都认为，这种紧张关系是社会最需要管理
的关键问题之一15。随着世界步入疫情的第
三个年头，公众情绪越来越厌烦（特别是在
节日期间），越来越想无拘无束地参加社会
活动，这一难题只会愈发难以解决。

检测试剂盒的配送速度、民众自行购买的
便捷程度还有检测结果的可靠性，改善这
些情况将有助于解放社会互动和国际人
员流动。随着限制政策逐渐放松，社会活
动增多导致检测服务供不应求（这一情况
已经在部分国家出现），所以能否普及平
价检测将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然
而，在疫苗方面，一些政府已经开始担心
自愿接种措施发挥的效用始终是有限的，
特别是在奥密克戎变种出现之后16。强制
要求接种疫苗的计划将会对那些顽固抵
抗分子在就业和流动方面进行制裁，这种
措施将会考验社会的善意和配合程度，同
时也考验了政府在面对政治分裂风险时
还有多大决心17。此外，要想针对未来可能
出现流行病制定国家韧性战略，可能还需
要考虑到民众对政府可能有一定程度的
不信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蔑视那些旨在
保护弱势人群的限制和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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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未来危机需要提前完善国家韧性生态系统 

励新的倡议，促进合作，或者仅仅只是鼓
励良好实践。

在与私营部门的交流合作中，管控力度
更大的政府可能需要调整自己在出现危
机时囤积关键商品、征用和采购流程的
方法21。此外，所有政府都可能需要收紧
网络安全政策，提高对关键基础设施压力
测试结果的期望22。政府可能需要主动建
立一个韧性研究发展生态系统，协调涉及
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危机管理演习，并为针
对灾难风险的联合保险计划提供一定程
度的支持23。

最为重要的是，政府需要在三个问题上
找 到 平 衡 的 解 决 途 径 。首 先，分 担 风 险
的方式至关重要。平衡分担风险意味着
每一次危机的成本不需要全都由纳税人
出，政府也不会将公共资产负债表上的
风险一股脑儿都倾倒入私营部门。在风
险和容差问题上，以分析为主的公开讨
论应该能够催生出更为公平、更有创意
的解决方案，解决风险成本和定价问题，
还有在危机爆发时能减轻其影响的财政
和市场缓冲办法。

其次，旨在提高韧性的监管措施必须考虑
到资产、行业和系统的快速变化，监管政
策中彼此冲突的优先事项，以及执法的难
点。可以说，对各个体系十分重要的资产、
公司和细分行业应该受到更多的监督，这
样才能防止数字生态系统中出现“隐藏”
资产、关键小众行业中出现垄断巨头以及

政府应该利用其他行业的能
力来强化公共领域的工作

新冠疫情的发展情况一再让那些负责预
测其发展轨迹的人感到惊讶，还可能遗留
下更多复杂问题。政府、社会和企业所面
临的挑战也不仅仅是疫情及其应对措施。
正如《全球风险报告》所指出的，新的危机
可能即将到来。

许多重大风险都需要全社会共同响应。
这不仅需要不同行业参与，开展多项单
独行动，而且还需要不同行业之间开展
更富有成效的交流合作，共同促进社会
健康和繁荣18。

各国必须区分清楚不同的韧性目标，才能
更有效地利用集体的力量，在许多不可避
免的取舍中做出明智抉择，因为如果不了
解不同目标之间的差异，任何解决方案能
获得的支持都会将是有限的。举个例子，
这样的目标可能是提高社区对潜在灾害
的韧性；也可能是建立可靠的经济和社会
关键基础设施；这样的目标还可能是产业
转型等长期战略需求19。这些目标每个都
需要不同的战略，这也为不同行业进行跨
行业交流合作提供了一个框架。

政府视角

政府应该充分利用国家风险评估和韧性
战略审查流程，找出哪些地方动力不足，
需要加大政府干预力度。政府单凭一己之
力填补所有空白的想法是不可取的，也是
不可行的。相反，政府应该积极利用其他
行业的能力和能量来补充强化本来由公
共领域负责的工作20。各项战略应列出实
现目标所需，并从全新的角度审视所有可
以利用的途径。战略项目应该明确政府在
哪些方面可能需要强制其他行业采取行
动，而在哪些方面可以行使客户权力，激



某些行业中不断增长的部门一旦有几个
供应商先后破产便将产生深远的负面影
响24。对于主要目的是保护当代消费者的
监管制度来说，长期韧性应成为制定和实
施重大关键基础设施资本投资计划时的
核心原则和主要目的25。强化跨行业监管
中心可以深化讨论，并帮助协调具有不同
法定权力的机构间的不同议程26。

第三，数据共享方案必须要进行调整，使
之既能发展出预防性韧性，又能提高危机
管理的灵敏度。政府有充分理由限制一些
数据和情报的流动，比如在国家安全、商
业机密、反垄断限制和个人隐私方面。政
府如果认识到了这一点，可能就会主动找
出可能出现危机的情况，比如网络安全漏
洞问题，从而及时强制关键基础设施运营
商向政府机构提供相关数据。而在地震等
其他情况下，政府可能就会允许甚至鼓励
竞争公司彼此共享数据，从而保证全国战
略物资的供应。在危机发生前，政府应该
考虑如何针对假设情景和影响分析发展
更多的合作方式，在韧性分析和危机决策
中融入半开放的专有数据，加大对公司在
开始竞争前共享数据行为的支持力度，实
现对从业者和国家皆有利的创新27。

企业视角

许多公司都曾试图了解他们如何才能为
其业务所在国的国家韧性作出贡献。他们
认识到，如果国家准备工作做得越充分，
冲击事件对经济和政府政策稳定性产生
的影响就越小，就能够为企业创造一个更
好的计划、投资和执行环境。

企业的机遇分为四类。首先，为了减轻瓶颈
期和停产期的影响，大公司已经深入研究
了供应链、管理服务供应商、公用事业部门
和客户的业务中断的风险；而小公司也可
以采用相同的方法，但是力度可以稍微小
些28。其次，在疫情期间，全国的支柱企业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在相互合作；扩大行
业行为准则范围可以为每个行业在应对未
来危机时树立最佳实践范例29。第三，疫情
促使企业更加关注员工团队和相关社区的
韧性；体量较大的企业可以在给员工的医
疗和福利中融入韧性元素30。第四，一些企
业一直在主动发挥积极作用，努力解决影
响了其业务但政府又无法独自解决的大规
模公共政策挑战；这样的努力可以直接转
化对公共产品的支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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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发展韧性的工作向来都由公共资金管
理，但企业也越来越有必要承担起推动创
新的重任，这样才能减少政府内部的盲点
和“各自为政”的倾向。如果私营部门在战
略论坛的活跃度能得到提高，专家和从业
人员便可以对政府议程做出贡献，同时也
能提出挑战。围绕优先事项、政策和工作方
式展开跨部门动态交流合作也有助于发现
效果快速显著的解决方案，并为新的举措
提供更广泛的支持32。

社区视角

疫情和极端天气事件都突出表明了中央
政府和地方机构在哪些领域可以改善合
作成效。如果国家政府各部门的政策议程
不能联合起来，就会对地方产生破坏性影
响，各个地方会爆发危机，出现脱节问题。
同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之争或
沟通不畅的地方通常会创造出“空隙”，这
些“空隙”已经影响了数据流动、倡议的效
果和地方信任33。改善沟通流程，下放更多
决策权，加强中央政府专门机构和地方行
政部门之间基层工作的协调，加强地方和

国家的能力建设，这些都将大大有助于发
展韧性。

在支持社区韧性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往
往还可以跟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合作，还有
可以继续努力的空间。地方韧性论坛可以
鼓励社区就具体情况弱点和重大风险潜
在影响提供相关详细情报，帮助确定韧性
措施的轻重缓急。加强地方的意识和参
与，为地方主体赋能，针对长期贯彻韧性
计划所需的文化转变建设相关重要能力。

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上都有多种机会，
特别是为科技问题提供专业知识和证据
方面，学术界和政府议程可以丰富彼此之
间的相互交流34。无论是在危机之前、期间
还是之后，针对风险和韧性问题的合作探
索都能从强大灵活的沟通渠道和充分的
信任中获益（见框注6.1）。

国家准备工作越充分，就越能
打造出一个优秀的投资环境

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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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到实践
世界经济论坛根据过去一年的挑战，与首席风险治理官团体以及全球未来理事会前沿风险议题组两大主要风
险团体成员合作，确定了五条可以改善组织实践、培养韧性的实用经验：

1. 对成果要求的基础
分析。

不从具体的风险入手，而是从阻碍实现核心业务目标的失败与损失类型入
手通常反而更有用。从这些不理想的结果开始回溯，对当前做法进行评估
思路便可以更开阔，更好地了解可能需要引入、部署、重新设计或强化哪些
能力、方法、工具和流程。

2. 了解更广泛的生态
系统的弱点。

除了检查他们管理下的关键资产和运营工作之外，组织还应关注他们业务
所处的更广泛的生态系统。他们应该审查，如果自身所依赖的第三方资产
和服务出现短缺、停产及延期问题，组织对此有多强的韧性，以及那些依赖
他们的利益相关方有多大容错度。

3. 采用多样化韧性战略。 如果组织能更注重“以防万一”的可靠策略，而不是“还好赶上了”的办事效
率，便可以缓和一些潜在危机。而应对其他危机的最好办法可能包括准备
备份和冗余，调整运营流程，或是确保组织转变和适应的速度够快，能够保
障业务的连续性。员工的支持与结构性措施同等重要，尤其是当良好的领
导力和有效沟通为员工赋能时更是如此。

4. 将韧性工作与其他
目标联系起来。

许多组织的环境、社会和企业治理（ESG）目标与群众基础广泛的韧性平台
目标是一致的，如果双方能步调一致，组织也将从中受益。例如，缩短供应
链可以促进净零战略，并减少不利地缘经济发展的影响，强大的社区关系
则可能在灾难发生时为恢复措施提供助力。

5. 把韧性看作一段过
程而不是一个结果。

拥有先进韧性计划的组织往往能从压力测试演习和实际危机中学习经验
教训，从而变得更强大、更灵活、更有准备。他们对显示出了潜在高风险的
变化环境十分警觉，时刻反省自身还存在哪些需要采取额外行动的盲点和
短板，总是积极调整应对策略，改善实现关键目标所需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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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风险

“全球性风险”是指某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也指某种状况发生的可能性，这种状况一旦发生就可能对数个国
家或行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本报告调查的范围是在未来十年内。

为确保可读性，图中全球风险的名称用的都是缩写，缩写在对应全名中已加粗。

附 录  A

2022年全球风险情况说明

全球风险 描述

经
济

大型经济体的资产泡沫
破裂 大型经济体中的住房、投资基金、股票和其他资产的价格与实体经济脱节越来越严重

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行业
崩溃 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全球行业或公司倒闭，给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和/或社会带来影响

大型经济体的债务危机
大型经济体的公司和/或公共财政因债务积累和/或偿债而不堪重负，导致出现大规模破
产、违约、资不抵债现象以及流动性危机或主权债务危机

价格走势无法得到稳定
无法控制商品和服务的总体价格水平，导致价格上升（通货膨胀）或下降（通货紧缩）出现
失控

非法经济活动激增
破坏经济进步和增长的非正规和/或非法活动在全球范围内激增，如造假、非法资金流动、
非法贸易、逃税、人口贩卖、有组织犯罪等

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全球经济增长近乎于零，或持续多年放缓

商品冲击严重
对全球体系十分重要的商品供应和需求突然受到冲击，导致企业、公众和/或家庭预算紧
张，比如化学品、排放、能源、食品、金属、矿物等受到冲击

环
境

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
统崩溃

由于物种灭绝和/或减少，对环境、人类和经济活动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对自然资本造成
永久性破坏。

气候行动失败
政府和企业未能执行、颁布或投资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措施和缓解措施，未能保护好生态
系统，保障民众顺利过渡到碳中和经济

极端天气事件
冷锋、火灾、洪水、热浪、风暴等全球极端天气事件导致民众丧生、生态系统被破坏、资产被
损毁和/或经济遭受损失

人为环境破坏
由于人类活动和/或无法与动物生态系统共存，导致民众丧生、经济损失和/或生态系统遭
受破坏，比如放松对保护区的管制、工业事故、石油泄漏、放射性污染、野生动物贸易等

重大地球物理灾害
地球物理灾害造成的民众丧生、经济损失和/或生态系统遭受破坏，比如地震、泥石流、地
磁暴、海啸、火山活动等

自然资源危机
由于人类对重要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或管理不善，导致全球范围内出现化学、食品、矿
产、水资源或其他自然资源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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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缘

政
治

多边组织瓦解
为解决经济、环境、地缘政治和/或人道主义危机而设立的全球多边组织解散，给区域或全
球造成影响，这些危机包括边界争端、环境承诺、移民危机、卫生紧急情况、贸易争端等

国际关系破裂
地缘政治大国由于彼此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或技术竞争，导致双边关系破裂和/或加剧紧
张局势

地缘经济对抗
全球或区域大国动用经济手段，比如控制投资、控制贸易、非关税壁垒和/或货币措施，导
致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脱节，从而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

争夺地缘政治战略资源
为了获得地缘政治优势，国家对人类发展至关重要的商品、知识、服务或技术采用集中、压
榨和/或限制流动手段

国家冲突
国家间发生双边或多边战争冲突，对全球造成影响，这样的冲突包括生物、化学、网络和/
或物理进攻、军事干预、代理人战争等

国家崩溃
由于内部冲突、法治崩溃、机构腐败、军事政变、地区或全球不稳定，导致具有全球地缘政
治重要性的国家崩溃

恐怖袭击
个人或非国家团体进行的带有意识形态、政治或宗教目的的大规模、分散或独立的恐怖袭
击，造成民众丧生、严重受伤和/或实际损失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部署生物、化学、网络、核武器或放射性武器，导致民众丧生、造成破坏和/或引发国际危机

社
会

社会保障体系崩溃或
缺失

社会保障体系不存在或普遍破产和/或社会保障福利遭到侵蚀，这包括残疾、老年、家庭、
伤病、生育、医疗、疾病、遗属、失业等方面的保障

就业和生计危机
壮年劳动人口的工作前景和/或标准出现结构性衰落，比如失业、不充分就业、工资降低、
合同不牢靠、工人权利受到侵蚀等

社会凝聚力侵蚀
由于民众愤怒、不信任、分裂、缺乏同情心、少数族裔被边缘化、政治两极化等问题持续存
在，社会资本出现流失，社会网络断裂，对社会稳定、个人福祉和经济生产力带来负面影响

公共基础设施失效
由于城市扩张管理不善、规划不合理和/或投资不足，导致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出现不公
平和/或不足的现象，对经济发展、教育、住房、公共卫生、社会包容和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传染性疾病
病毒、寄生虫、真菌或细菌的大规模快速传播，导致传染病蔓延不受控制，演变为流行病或
瘟疫，造成民众丧生，经济被破坏

大规模非自愿移民
气候变化、歧视、缺乏经济发展机会、迫害、自然或人为灾害、暴力冲突等因素引发的大规
模非自愿移民

反科学风潮蔓延
全球出现针对科学证据和科学界的指责、否认和/或怀疑，导致气候行动、人类健康和/或技
术创新方面的进展倒退或停滞

污染对人类健康产生的
危害

能源生产、工业和农业实践、废物管理失败、自然灾害、人类行为和其他来源产生的有害化
学物质或其他微粒进入空气、水或食物中，对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产生影响。

心理健康状况严重恶化
心理健康疾病和/或障碍多个人群中都普遍存在，遍及全球，对个人福祉、社会凝聚力和生
产力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心理问题包括焦虑、痴呆、抑郁、孤独、压力等

年轻人普遍感到幻灭
全球范围内的青年普遍不愿参与现有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对其缺乏信心和/或失去信
任，这对社会稳定、个人福祉和经济生产力产生了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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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不利的技术进步后果
技术进步对个人、企业、生态系统和/或经济体产生的有意或无意负面影响，这些技术包括
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生物技术、地球工程、量子计算等

重要信息基础设施故障
由于对网络和/或技术存在系统性依赖，导致实体和数字关键基础设施或服务恶化、饱和
或关闭，比如人工智能密集型系统、互联网、手持设备、公共设施、卫星等

数字不平等
由于投资能力不平等、劳动力缺乏必要技能、购买力不足、政府限制和/或文化差异因素，
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对关键数字网络和技术的使用出现断带和/或不平等现象

数字集权
关键数字资产、能力和/或知识集中在少数个人、企业或国家手上，导致定价随意、缺乏公
正的监督、私人和/或公共访问不平等等问题

网络安全措施失效
企业、政府和家庭的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和/或措施被愈发复杂和频繁的网络犯罪所超越或
淘汰，导致经济受影响、出现财务损失、地缘政治紧张和/或社会不稳定

技术治理失败
由于不同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采用的是不兼容的数字基础设施、协议和/或标准，因此
缺乏全球公认的关键数字网络和技术的使用框架、制度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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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高管意见调查：全国风险感知  

在2021年5月至9月期间，共有124个经济体接受了世
界经济论坛高管意见调查（EOS）的调查。表B.1列出了
每个经济体认为的五大风险。有12000多名领导人回
答了“在未来两年内，哪五大风险将对贵国构成严重威
胁？”这一问题，并按要求从35种风险名单中选出了这
五大风险，不需要特别排序。“第一位风险”代表了被每
个经济体最频繁选中的风险。如果出现选中次数相同
的情况，则次数相同的风险按字母顺序列在同一个单
元格中，用虚线“---”隔开，该行的下一个单元格则会使
用省略号“...”填充。例如，亚美尼亚有两个风险（“人为
环境破坏”和“大规模非自愿移民”）并列第三位，因此
第四位没有风险。

高管意见调查受访者收到的问题与全球风险感知调
查受访者收到的问题类似，问题如下：“请列出您在未
来0-2年内的五大全球风险关切（这些风险将对世界
构成严重威胁）”。高管意见调查中列出的35种可选风
险也与全球风险感知调查（GRPS）所列出的风险清单
类似，只不过在进行了高管意见调查后，全球风险感
知调查中新加入了两种风险：“地缘经济对抗”和“污
染对人类健康产生的危害”；另外还有一种风险改了
名称，原本在高管意见调查中叫做“战略资源地缘政
治化”的风险，在全球风险感知调查中改名为“争夺地
缘政治战略资源”（见附录C：全球风险感知调查技术
说明）。

�  B . 1

高管意见调查中列出的五大风险 

经济体 第一位风险 第二位风险 第三位风险 第四位风险 第五位风险

阿尔巴尼亚 国际关系破裂 人为环境破坏 网络安全措施
失效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危机 传染性疾病

安哥拉 就业和生计危机 经济长期停滞
不前 人为环境破坏 国家崩溃 年轻人普遍感到

幻灭

阿根廷
经济长期停滞
不前 就业和生计危机 国家崩溃 价格走势无法得

到稳定 数字不平等

亚美尼亚 国家冲突 经济长期停滞
不前

人为环境破坏

…

网络安全措施失效

大规模非自愿
移民 国际关系破裂

澳大利亚
网络安全措施
失效 极端天气事件 气候行动失败 传染性疾病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危机

奥地利 气候行动失败 社会凝聚力侵蚀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危机 数字集权

经济长期停滞
不前

极端天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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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 第一位风险 第二位风险 第三位风险 第四位风险 第五位风险

阿塞拜疆 自然资源危机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泡沫破裂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危机

气候行动失败

…
多边组织瓦解

人为环境破坏

传染性疾病

巴林
经济长期停滞
不前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危机

… 传染性疾病 就业和生计危机
网络安全措施
失效

孟加拉国 就业和生计危机
数字不平等

… 人为环境破坏
气候行动失败

争夺地缘政治战
略资源

网络安全措施
失效

巴巴多斯 极端天气事件 经济长期停滞
不前 就业和生计危机 具有系统重要性

的行业崩溃
气候行动失败

传染性疾病

比利时 气候行动失败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危机 极端天气事件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泡沫破裂 …

国际关系破裂

贝宁
非法经济活动
激增

价格走势无法得
到稳定 商品冲击严重 反科学风潮蔓延 社会凝聚力侵蚀

玻利维亚 就业和生计危机 非法经济活动
激增

数字不平等
… 国家崩溃

人为环境破坏

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

人为环境破坏
… 就业和生计危机

数字不平等
…经济长期停滞

不前
年轻人普遍感到
幻灭

博茨瓦纳 就业和生计危机 社会保障体系崩
溃或缺失

经济长期停滞
不前

年轻人普遍感到
幻灭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危机

巴西
经济长期停滞
不前 就业和生计危机 数字不平等 人为环境破坏 争夺地缘政治战

略资源

文莱 就业和生计危机 经济长期停滞
不前 技术治理失败 人为环境破坏 网络安全措施

失效

保加利亚 人为环境破坏 传染性疾病 国家冲突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危机 …
就业和生计危机

柬埔寨 人为环境破坏 经济长期停滞
不前

不利的技术进步
后果

…

生物多样性减少，
生态系统崩溃

传染性疾病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危机

喀麦隆 就业和生计危机 恐怖袭击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危机 人为环境破坏 自然资源危机

加拿大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危机 气候行动失败 极端天气事件 就业和生计危机 传染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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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 第一位风险 第二位风险 第三位风险 第四位风险 第五位风险

佛得角 就业和生计危机 经济长期停滞
不前 人为环境破坏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危机

生物多样性减少，
生态系统崩溃

网络安全措施
失效

乍得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危机 就业和生计危机 重要信息基础设

施故障 恐怖袭击 人为环境破坏

智利
经济长期停滞
不前 社会凝聚力侵蚀 社会保障体系崩

溃或缺失 国家崩溃 极端天气事件

中国 极端天气事件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泡沫破裂 传染性疾病 社会保障体系崩

溃或缺失
争夺地缘政治战
略资源

哥伦比亚 就业和生计危机 人为环境破坏 经济长期停滞
不前 国家崩溃 非法经济活动

激增

刚果
就业和生计危机

…
生物多样性减少，
生态系统崩溃 …

国家冲突

人为环境破坏 数字不平等 国家崩溃

哥斯达黎加
经济长期停滞
不前 就业和生计危机 数字不平等 国家崩溃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危机

极端天气事件

科特迪瓦 恐怖袭击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危机

价格走势无法得
到稳定 就业和生计危机 人为环境破坏

克罗地亚
经济长期停滞
不前

争夺地缘政治战
略资源 数字不平等 人为环境破坏 年轻人普遍感到

幻灭

塞浦路斯 气候行动失败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危机

争夺地缘政治战
略资源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泡沫破裂

…传染性疾病

经济长期停滞
不前

捷克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危机

具有系统重要性
的行业崩溃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泡沫破裂 传染性疾病 价格走势无法得

到稳定

丹麦 气候行动失败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泡沫破裂 … 网络安全措施

失效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危机

传染性疾病

多米尼加 极端天气事件 就业和生计危机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危机

数字不平等
…网络安全措施

失败

厄瓜多尔
社会保障体系崩
溃或缺失

经济长期停滞
不前 就业和生计危机 非法经济活动

激增 数字不平等

埃及 自然资源危机 传染性疾病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危机

价格走势无法得
到稳定 就业和生计危机

萨尔瓦多
经济长期停滞
不前 国家崩溃 ���气事件 �业和生计��

��保�体�崩
溃或�失

��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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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 第一位风险 第二位风险 第三位风险 第四位风险 第五位风险

爱沙尼亚 国���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沫破裂 … �为环�破�
国际��破裂

芬兰
经济长期��
不前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气�行动失败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沫破裂 传染性��

法国 ����力�蚀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 气�行动失败 �络��措�
失��夺地缘政�战

略资�

格鲁吉亚 国��� ��不平等 ��走势��得
�稳�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业和生计��

德国 气�行动失败 ����力�蚀 ����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国际��破裂

�夺地缘政�战
略资�

加纳
�业和生计��

… �夺地缘政�战
略资�

�络��措�
失�

�有�统重�性
的行业崩溃�为环�破�

希腊
经济长期��
不前 ���气事件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国��� ��不平等

危地马拉
��经济活动
�� 国�崩溃 ���气事件 �共基础设�

失�
����力�蚀

�为环�破�

洪都拉斯 国�崩溃 �业和生计�� ���气事件 ��经济活动
��

经济长期��
不前

中国香港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沫破裂

经济长期��
不前 传染性�� 国��� ����力�蚀

匈牙利
��走势��得
�稳� ���气事件 气�行动失败 传染性�� 国际��破裂

冰岛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沫破裂 … �有�统重�性

的行业崩溃

�络��措�
失� …

气�行动失败 传染性��

印度 国际��破裂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年轻�����
�灭 技术�理失败 ��不平等

印度尼西亚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 �业和生计�� �夺地缘政�战

略资�
�络��措�
失�

�为环�破�

伊朗 �业和生计�� 年轻�����
�灭

经济长期��
不前 自�资��� 生物�样性��，

生态�统崩溃

爱尔兰
气�行动失败

… 国际��破裂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
�络��措�
失�

经济长期��
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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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 第一位风险 第二位风险 第三位风险 第四位风险 第五位风险

以色列 �怖袭击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沫破裂 … �络��措�

失�
大规模杀伤性
武�

国���

意大利
气�行动失败

… ���气事件 �夺地缘政�战
略资� ��不平等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日本
经济长期��
不前 ���气事件 国��� �络��措�

失�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沫破裂

传染性��

约旦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业和生计�� 自�资��� 经济长期��

不前
��走势��得
�稳�

哈萨克斯坦
�业和生计��

… �品�击严重 国��� �夺地缘政�战
略资���走势��得

�稳�

肯尼亚 �业和生计��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为环�破�

经济长期��
不前 …
�怖袭击

韩国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沫破裂

�业和生计��
…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为环�破�
传染性��

科威特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沫破裂

…
技术�理失败

…
�为环�破�

��保�体�崩
溃或�失

�夺地缘政�战
略资�

传染性��

吉尔吉斯
斯坦

�业和生计�� 国��� 技术�理失败 气�行动失败 ��走势��得
�稳�

老挝
��走势��得
�稳� �业和生计�� �为环�破� 生物�样性��，

生态�统崩溃

重���基础设
�故�

传染性��

拉脱维亚 国���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沫破裂 ��不平等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
经济长期��
不前

黎巴嫩 国�崩溃 �为环�破� ��保�体�崩
溃或�失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
经济长期��
不前

莱索托 ��不平等 传染性�� 气�行动失败 ���气事件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立陶宛 国��� �品�击严重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沫破裂

… �为环�破�
�络��措�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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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 第一位风险 第二位风险 第三位风险 第四位风险 第五位风险

卢森堡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沫破裂

气�行动失败
…

��不平等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国际��破裂

马拉维 ��走势��得
�稳�

�为环�破�
… ��经济活动

��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经济长期��
不前

�业和生计��

马来西亚 �为环�破� �业和生计�� 经济长期��
不前

�夺地缘政�战
略资�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马里
�业和生计��

…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保�体�崩
溃或�失 技术�理失败

�怖袭击

马耳他 �为环�破� �有�统重�性
的行业崩溃

��经济活动
��

�络��措�
失�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沫破裂

毛里求斯
经济长期��
不前

�有�统重�性
的行业崩溃 �业和生计�� ���气事件 ����力�蚀

墨西哥
��经济活动
��

经济长期��
不前 国�崩溃 �业和生计�� ��不平等

摩尔多瓦
经济长期��
不前

大规模�自�
�� 国��� ���气事件 ��经济活动

��

蒙古国 �为环�破� �业和生计��
经济长期��不前

… �夺地缘政�战
略资�国�崩溃

黑山 �业和生计�� 国际��破裂 经济长期��
不前 ��不平等 �为环�破�

摩洛哥 自�资��� �业和生计�� 经济长期��
不前 ��不平等

���气事件

国���

纳米比亚 �业和生计�� ��不平等 经济长期��
不前 ���气事件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尼泊尔 �业和生计�� �为环�破� �夺地缘政�战
略资� 传染性��

��不平等

经济长期��
不前

荷兰 气�行动失败 ����力�蚀 �络��措�
失�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沫破裂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新西兰 �络��措�
失�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沫破裂

… …
气�行动失败

传染性��
���气事件

经济长期��不前

尼加拉瓜 国�崩溃 经济长期��
不前

�业和生计��
… ��保�体�崩

溃或�失���气事件

尼日利亚 �怖袭击 经济长期��
不前

年轻�����
�灭 �业和生计�� �为环�破�

北马其顿 �为环�破� �共基础设�
失�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经济长期��
不前 ��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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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气事件 ��走势��得

�稳�
�络��措�
失� �为环�破�

巴拿马
��保�体�崩
溃或�失

经济长期��
不前 �业和生计�� ��不平等 �为环�破�

巴拉圭
��经济活动
��

��保�体�崩
溃或�失 ��不平等 �为环�破�

�业和生计��

国�崩溃

秘鲁 国�崩溃 经济长期��
不前 �业和生计�� ��不平等

�为环�破�

��经济活动
��

菲律宾
经济长期��
不前 ��不平等 ���气事件 �业和生计�� �共基础设�

失�

波兰 �为环�破� 传染性�� 国���

国际��破裂

…经济长期��
不前

葡萄牙
经济长期��
不前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业和生计�� ��不平等 ��保�体�崩

溃或�失

卡塔尔 气�行动失败 ��不平等

�有�统重�性
的行业崩溃

… …国际��破裂

传染性��

自�资���

罗马尼亚 �为环�破� �业和生计��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 大规模�自�
���夺地缘政�战

略资�

俄罗斯 国��� ��走势��得
�稳� 传染性�� �业和生计�� �品�击严重

卢旺达 �业和生计�� 经济长期��
不前 ���气事件 ��不平等 �络��措�

失�

沙特阿拉伯
��走势��得
�稳�

�为环�破�
… 国���

国际��破裂

传染性�� 经济长期��不前

塞内加尔 �业和生计��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怖袭击 �为环�破�

��不平等

自�资���

塞尔维亚 �为环�破�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业和生计�� ��不平等 �夺地缘政�战

略资�

塞拉利昂 �业和生计�� �为环�破� 经济长期��
不前

��走势��得
�稳�

年轻�����
�灭

新加坡
经济长期��
不前 传染性��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沫破裂
�络��措�
失� 气�行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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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
�有�统重�性
的行业崩溃

��保�体�崩
溃或�失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 ��不平等
�为环�破�

斯洛文尼亚 �品�击严重 �夺地缘政�战
略资�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沫破裂

���气事件
…

�为环�破�

南非
经济长期��
不前 �业和生计�� 国�崩溃 �共基础设�

失�
��经济活动
��

西班牙 �业和生计�� 经济长期��
不前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气�行动失败
…

国际��破裂

斯里兰卡 �为环�破�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业和生计��
… ��不平等

传染性��

瑞典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沫破裂 �怖袭击 气�行动失败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为环�破�

瑞士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沫破裂

经济长期��
不前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 …
国际��破裂

�夺地缘政�战
略资�

国���

中国台湾 传染性�� ���气事件 �夺地缘政�战
略资�

�络��措�
失�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沫破裂

塔吉斯坦 国��� ��走势��得
�稳� ���气事件

�业和生计�� 
…

传染性��

坦桑尼亚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业和生计�� �为环�破�

气�行动失败
…

传染性��

泰国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为环�破� 经济长期��

不前 ��不平等 �业和生计��

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

经济长期��
不前 �业和生计�� ��不平等 �有�统重�性

的行业崩溃 ���气事件

突尼斯 国�崩溃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业和生计�� 经济长期��

不前
��经济活动
��

土耳其 �业和生计�� 经济长期��
不前 国际��破裂 �为环�破� 技术�理失败

乌克兰
经济长期��
不前 国�崩溃

气�行动失败

… …��走势��得
�稳�

国���

阿联酋 传染性��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沫破裂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
气�行动失败

�络��措�
失� �业和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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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络��措�
失�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经济长期��
不前 传染性�� ���气事件

美国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沫破裂 气�行动失败 ���气事件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业和生计��

乌拉圭 �品�击严重 经济长期��
不前 �业和生计�� ���气事件 ��保�体�崩

溃或�失

委内瑞拉 国�崩溃 经济长期��
不前 �为环�破� 大规模�自�

��
��经济活动
��

越南
生物�样性��，
生态�统崩溃

大型经济体的资
产�沫破裂 传染性��

���气事件
…�夺地缘政�战

略资�

也门
��走势��得
�稳� 国�崩溃 �共基础设�

失�

�业和生计��

…国���

自�资���

赞比亚 �业和生计�� 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

��走势��得
�稳� �为环�破� 经济长期��

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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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技术说明：2021‒2022年全球风险感知
调查

《全球风险感知调查》（GRPS）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原
始风险数据来源，借助了论坛宽广的人脉网络，汇集
了学术、商业、政府、民间社会和思想领袖的专业知
识。2021年9月8日至10月12日，调查从世界经济论坛
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社区（包括全球杰出青年社区）、咨
询委员会的专业人才库以及风险管理研究所的成员
处收集了相关回应。基于调查结果，我们总结出了本
报告开篇所示的全球风险新冠疫情事后分析、未来展
望、全球风险视野、全球风险严重性、全球风险后果和

国际风险缓和手段的图表，这些调查结果也为本报告
提供了宝贵的洞察依据。

《全球风险感知调查》和《全球风险报告》都采用了以
下定义：全球风险是指某一事件或状况发生的可能
性；这种风险一旦发生，便可能对数个国家或行业造
成重大负面影响。就本报告而言，全球风险的范围是
未来10年。

2021‒2022年《全球风险感知调查》更新的内容

新风险名单

调查中包含的37个全球风险的清单在2021年进行了
更新。

根据观察到的经济、地缘政治和环境趋势，报告新添
加了两个风险，分别为：（1）“地缘经济对抗”和（2）“污
染对人类健康产生的危害”。

为了反映各类风险可能出现的新方式以及它们可能
造成的潜在不利后果，其余35种风险的名称和定义也
进行了修订，在部分情况下还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和/
或扩展。然而，为了确保长期可比性，虽然我们修改了
这些风险的名称和定义，但风险的基本概念仍与过往
版本的调查保持一致。

新模块内容

为了获取更新、更广泛、更有根据的风险感知，同时融入
新的风险管理和分析办法，2021-2022年《全球风险感
知调查》在今年进行了大规模改革，现包括六个部分：

1. 新冠疫情事后分析和未来展望（新增）： 这一部分
需要受访者针对新冠疫情对加剧风险的影响表达
自己的意见，可以与前几年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
受访者提供的意见也有助于预测他们对后疫情时
期的看法。这一部分还调查了受访者对世界未来
的展望，可以据此分析受访者的个人情况如何影
响了他们的全球风险感知以及他们对风险缓和手
段的看法。

2. 全球风险视野：由于受访者可能对10年内的全球
风险演变有不同的看法，这一部分需要受访者对
短期风险（0-2年）、中期风险（2-5年）和长期（5-10
年）风险发表看法，同时也反映了受访者对不同全
球风险的紧迫程度的看法，并为决策者可能面临
的选择和权衡提供了分析参考。

3. 全球风险严重性（新增）：这部分需要受访者按照
未来10年的潜在危害对全球风险进行排名，同时
也提醒受访者需要考虑多种因素，比如对人类的
影响、造成的社会干扰、经济冲击、环境恶化和政
治不稳定。这部分没有使用1-5分的评分标准，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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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了排名的方式，让受访者对自己的答案可以
更有把握。

4. 全球风险后果（新增）：由于不同风险之间并不是孤
立的，而是会通过负反馈循环相互放大，这部分需
要受访者在考虑风险本身严重性的同时也考虑其
连带影响，鼓励培养对全球风险的大局观。

5. 全球治理-国际风险缓和手段（新增）：由于风险缓
和手段需要融入全球议程，这部分需要受访者评估

15个全球治理领域的国际缓和手段现状。这部分调
查认可了全球行动和合作的成就以及未来有机会
进行全球行动和合作的领域，并为分析各阶段的有
效性对未来准备工作的影响提供信息。

6. 开放性问题（新增）：这一部分提出了一系列的问
题，来检测盲点、趋势和冲击，对风险调查工作进行
了补充。这一部分保障了《全球风险感知调查》的灵
活性以及受访者对待调查的认真程度，同时援引了
专家知识。

研究方法

新冠疫情事后分析和未来展望

新冠疫情事后分析：
受访者需要从附录A所列的37个全球风险中找出他们
认为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情况恶化了的三个全球风
险。在此基础上，我们对37种全球风险中的每一种都
进行了简单的统计。结果如图一所示。

未来展望：
受访者需要用四种情绪表达他们展望世界未来时的
感受：担心、关切、积极、乐观。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这
四种情绪中的每一种都进行了简单的统计。结果如图
1.2所示。

然后，受访者需要在以下四个答复选项中选出他们对
世界未来三年的展望：全球加速复苏；经济复苏轨迹
出现断带，出现赢家和输家之分；持续动荡，伴有多种
意外；逐渐逼近临界点，灾难性后果越来越多。在此基
础上，我们对四种情绪中的每一种进行了简单的统
计。结果如图1.1所示。

全球风险视野 

受访者需要从附录A所列的37个全球风险中选出在以
下时间范围内他们认为将对世界构成关键威胁的风险：

 – 短期威胁：0–2年

 – 中期威胁：2–5年

 – 长期威胁：5–10年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37个全球风险中的每个风险都进
行了简单的统计。结果如图二所示。

全球风险严重性

受访者需要从附录A中所列的37种全球风险中选出9
种他们认为最严重的风险，并根据他们认为这些风险
的严重性从1到9排序，其中“最严重”意味着这种风险
在未来10年内有可能对全球造成最严重破坏。受访者
在评估风险影响时需要考虑多种因素，比如对人类的
影响、给社会造成的影响、经济冲击、环境恶化和政治
不稳定。

结果按照以下评分标准进行了汇总：

 – 某个风险每次被选为最严重风险时得9分

 – 某个风险每次被选为第二严重风险时得8分

 – 某个风险每次被选为第三严重风险时得7分

 – 某个风险每次被选为第四严重风险时得6分

 – 某个风险每次被选为第五严重风险时得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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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某个风险每次被选为第六严重风险时得4分

 – 某个风险每次被选为第七严重风险时得3分

 – 某个风险每次被选为第八严重风险时得2分

 – 某个风险每次被选为第九严重风险时得1分

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上述评分标准计算出了每个风
险的得分之和。结果如图1.3所示。

全球风险后果

在全球风险严重性部分，受访者需要分别选出受最严
重、第二严重和第三严重风险影响最大的两个风险。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受访者认为最严重、第二严重、第
三严重、第四严重和第五严重风险分别影响最大的另
一个风险提名次数进行了简单统计。结果显示在全球
风险后果中（图三）。

在全球风险后果的图中，每一个最令人担忧的风险节
点，其大小会根据上述的评分标准进行缩放；风险与
其影响的风险之间联系，其粗细也会根据上述评分标
准进行缩放。

全球治理‒国际风险缓和手段

受访者需要给下面列出的15个国际风险领域在国际风
险缓和手段方面的状态打分，状态包括：“未开始”、“制
定早期”、“已成立”或“有所成效”。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四种可能状态中的每一种进行了
简单的统计。结果如图四所示。

这15个国际风险领域分别是：人工智能（如自主武器、
偏见）；基础资源安全（食物和水）；生物多样性保护；
气候变化缓和措施；跨境网络攻击和虚假信息；金融
系统稳定性；人类健康危机；国际犯罪；移民和难民；
自然灾害救济；解决物理冲突；扶贫；太空开发；贸易
便利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完成阈值

《全球风险感知调查》共收到了1183份答复，留下了
959份，至少有一份非人口统计学的答复作为阈值。 

 – 第一部分–新冠疫情事后分析和未来展望：有959
位受访者选出了三个全球风险。 

 – 对未来的情绪：957位

 – 未来展望：957位

 – 第二部分-全球风险视野：分别有926位（0–2年）， 
912位（2–5年）和904位（5–10年）受访者在对应风
险时间段内至少选出了一个风险。这些结果是根
据所有调查受访者的答复计算出来的。

 – 第三部分-全球风险严重性：分别有893位和888位
受访者指出了至少一个严重风险，并为其指定了
至少一种驱动因素。

 – 第四部分-全球风险后果：有837位受访者指出了
至少有一种风险加剧了另一种风险。

 – 第五部分–全球治理–国际风险缓和手段：有829位
（气候变化）受访者至少在全球或地区其中一项

上打了分。这些结果是根据本部分每个风险领域
的全部受访者给出的答复计算出来的。

 – 样本分布：样本分布计算涉及到了第一部分的959
位受访者，按居住地（地区）、性别、年龄、专业领域
和所属机构分别计算。 

图C.1显示了一些�键描�性统计�据和受访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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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1

调查样本结构  

资料来�: 2021–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感知调查

性别

行业类别

专业领域  所属组织

地区

年龄层

女性
34%

企业
41%

非企业
59%

经济
21%

环境
9%

地缘政治
9% 社会

13%

风险
8%

NGO
10%

国际组织
9%

高校
17%

企业
41%

政府
16%

科技
16%

其他其他
20%

不适用
3%

7%

<30

北美 欧洲

30‒39 40‒49 50‒59 60‒69 69< 不适用

不适用
1%

其他
0%

男性
64%

20%

27% 28%

11%

2%
5%

15%
10%

44%

6%
2% 3% 6%

13%

2%

拉丁美洲
及加勒比
地区

非洲撒哈
拉以南地
区

欧亚 中东及
北非

南亚 东亚  
及太平
洋地区

不想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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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lio Granados Franco 
全球风险及地缘政治议程总监

Melinda Kuritzky 
全球风险及地缘政治议程负责人

Richard Lukacs  
全球风险及地缘政治议程专家 

Saadia Zahidi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

世界经济论坛在此特别感谢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克劳斯 施瓦布（Klaus Schwab）教授以及博尔格 •布
伦德（Børge Brende）总裁。本报告是在他们的指导
下完成的。

本报告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世界经济论坛“
塑造新经济和社会未来”平台以及《2022年全球风险
报告》团队其他成员的奉献和专业知识，包括：Aidan 
Manktelow, Jordynn McKnight, Giovanni Salvi, 
Jean-Philippe Stanway, Samuel Werthmüller以及
Yann Zopf。

*****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战略合作机构威达信集团、SK集
团和苏黎世保险集团，特别是威达信集团的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Daniel Glaser、SK集团主席兼首席执
行官Chey Tae-won以及苏黎世保险集团首席执行官
Mario Greco。我们还要感谢威达信欧洲大陆风险管理
领导组的常务董事Carolina Klint、SK集团的社会价值
委员会主席Lee Hyunghee以及苏黎世保险集团的集
团首席风险官Peter Giger。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SK集团主席办公室主任Guillaume 
Barthe-Dejean、苏黎世保险集团可持续性风险主管
John Scott以及威达信优势部门执行董事Richard 
Smith-Bingham，感谢他们在本报告的规划和起草过
程中做出的贡献。

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的三个学术顾问机构：新加坡国立
大学、牛津大学马丁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风险
管理和决策流程中心。

本报告还从《全球风险报告》咨询委员会成员的
洞察和专业知识中获得了大量真知灼见，委员
会成员包括：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的Rolf Alter、
乐施会的Gabriella Bucher、国际工会联合会
的Sharan Burrow、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
Winnie Byanyima、国际风险治理中心的Marie-
Valentine Florin、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的Charles 
Godfray、Generation投资管理公司的Al Gore、SK
集团社会价值委员会主席Lee Hyunghee、沃顿
风险管理和决策流程中心的Carolyn Kousky、雅
克•德洛尔研究所的Pascal Lamy、Igarapé研究
所的Robert Muggah、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的Moisés Naím、圣保罗大学的Carlos Afonso 
Nobre、哈佛大学的Naomi Oreskes、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的Jonathan Ostry、风险管理研究院的Carol 
Ouko-Misiko、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的Eduardo 
Pedrosa、新加坡国立大学的Danny Quah、剑桥风
险研究中心的Daniel Ralph、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
Samir Saran、苏黎世保险集团的John Scott、威达
信集团的Richard Smith- Bingham、瑞士联邦理工
学院苏黎世分校的Effy Vayena、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的Charlotte Warakaulle、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
高等学院的Beatrice Weder di Mauro、牛津大学
的Ngaire Woods以及新美国基金会的Alexandra 
Zapata。

我们还要感谢SalesForce的高管尽职副总裁Natalia 
Latimer、Tableau的社会影响副总裁Neal Myrick以
及Lovelytics的Eric Balash，感谢他们为我们设计了
全球风险的可视化互动数据。

*****

我们还很感谢我们的战略合作机构、学术顾问机构和
风险社区，感谢来自以下机构的人员为本报告做出的
贡献：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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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达信集团： Rob Bailey, Amy Barnes, Francis 
Bouchard, Jerome Bouchard, Kate Bravery, Darrel 
Chang, James Crask, Apoorv Dabral, Simon Glynn, 
Garrett Hanrahan, Ben Hoster, Stephen Kay, 
Christopher Labrecque, Siobhan O’Brien, Deepakshi 
Rawat, Jillian Reid, Reid Sawyer, Chris Smy, Sarah 
Stephens, Neil Frank Stevens以及Scott Stransky。

苏黎世保险集团： Paige Adams, Ines Bourbon, 
Laura Castellano, John Corless, Oliver Stephen 
Delvos, Daniel Eherer, Matt Holmes, Wen Lin, 
Sean McAllister, Guy Miller, Eugenie Molyneux, 
Darren Nulty, Pavel Osipyants, Timothy Powell 
and Alessio Vinci。

SK集团： Ilbum Kim。

新加坡国立大学： Tan Eng Chye 以及Ho Teck Hua。

牛津大学马丁学院：  Julian Laird。

沃顿： Howard Kunreuther。

全球未来理事会前沿风险议题组：美洲开发银行理
事会联合主席Eric Parrado、牛津大学理事会联合
主席Ngaire Woods、剑桥大学理事会成员Clarissa 
Rios Rojas、帝国理工学院的Deborah Ashby、科
菲•安南基金会的Elhadj As Sy、牛津大学的 Nayef 
Al-Rodhan、SK集团的Guillaume Barthe-Dejean、
杜克大学的Nita A. Farahany、香港科技大学的
Pascale Fung、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Alexander 
Gabuev、欧盟安全研究所的Florence Gaub、巴黎
政治大学的Sergei Guriev、康科迪亚大学的Orit 
Halpern、纽约大学的Maha Hosain Aziz、清华大学
的Meng Ke、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Patricia Lerner、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的Liu Meng、德国全球与区
域研究院的Amrita Narlikar、UCOM大学的Maria 
Soledad Nuñez Mendez、全球塑造者社区的Jake 
Okechukwu Effoduh、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的
Peter Piot、苏黎世保险集团的John Scott、威达信集
团的Richard Smith-Bingham、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的Tatiana Valovaya、兰卡斯特大学管理学院的Gail 
Whiteman、灰犀牛公司的Michele Wucker以及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的Daria Zakharova。

首席风险治理官社区：诺德•安博特公司的Stacy 
Allen、Team 8的Bob Blakely、瑞银集团的Christian 
Bluhm、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Brenda Boultwood、
俄罗斯储蓄银行的Dzhangir Dzhangirov、意大
利忠利保险集团的Giancarlo Fancel、贝恩公司的
Sebastian Fritz-Morgenthal、苏黎世保险集团的
Peter Giger、诺华的Jan Hansen 、高伟绅律师事务
所的Bahare Heywood、贝宝的Aaron Karczmer、
万事达的Alfred Kibe、麦肯锡的Cindy Levy、武
田药制药公司的Giselle Lim、埃森哲的Domingo 
Mirón、西联公司的 Jody Myers、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的Heike Niebergall-Lackner、印孚瑟斯的Deepak 
Padaki、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Hanne 
Raatikainen、波士顿咨询集团的Tad Roselund、马
恒达集团的Nidhi Seksaria、巴克莱银行的Taalib 
Shah、世界银行的Lakshmi Shyam-Sunder、威达
信集团的Richard Smith-Bingham、康西哥公司的
Matthew Snyder、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Jacob van 
der Blij、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Susan Yasher以及SK
集团的Yong Seop Yum。

*****

另外，我们也特别感谢那些为我们的专题和区域内容
提供了咨询的专家。

第二章
雀巢的Alison Bewick、世界经济论坛的Jennifer 
Clazure、俄罗斯储蓄银行的Dzhangir Dzhangirov、
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的Charles Godfray、戈尔办事处
的Brad Hall、世界经济论坛的Akanksha Khatri、世
界经济论坛的Marie Quinney、达信咨询的Graeme 
Riddell以及马恒达集团的Nidhi Seksaria。

第三章
苏黎世保险集团的Paige H. Adams、埃森哲的
Kristian Burkhardt、爱维士软件的Jaya Baloo、
瑞银集团的Christian Bluhm、埃森哲的Kristian 
Burkhardt、世界经济论坛的Daniel Dobrygowski、
国际风险治理中心的Marie- Valentine Florin、普华
永道的Genevieve Gimbert、世界经济论坛的Akshay 
Joshi、普华永道的Joseph Nocera、世界经济论坛的
Algirde Pipikaite、Secdev集团和Zeropoin安全软
件的Rafal Rohozinski、印孚瑟斯的Vishal Salvi、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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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E的Dmitry Samartsev、威达信集团的Scott 
Stransky以及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Effy Vayena。

第四章
牛津大学的Alexander Betts、国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
的Bina Desai、世界经济论坛的Andrej Kirn、联合国
裁军研究所Alfredo Malaret、国际移民组织的Marie 
McAuliffe、世界银行的Dilip Ratha、世界经济论坛的
Miriam Schive以及气候难民组织的Amali Tower。

第五章
牛津大学的Nayef Al-Rodhan、世界经济论坛的
Nikolai Khlystov 以及美国航空航天公司的Jamie 
Morin。

欧洲：2021年7月7日 
雀巢的Alison Bewick、博科尼大学的Catherine 
De Vries、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Katie Henry、伦敦
经济学院的Louise Marie Hurel、英国武装部队
的Joachim Isaacson、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Peter 
Kalotai、瑞士国防部军需处的Quentin Ladetto、
雅克•德洛尔研究所的Pascal Lamy、风险管理院的
Ian Livsey、欧洲工会的Esther Lynch、威达信集
团的Maurizio Quintavalle、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
专员公署的Hanne Raatikainen、世界气象组织的
Michael Sparrow、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Jacob Van 
der Blij、Ecosphere+的Lisa Walker、埃克塞特大学
商学院的Gail Whiteman以及全球公民参与联盟的
Susan Wilding。

拉丁美洲：2021年7月13日
西班牙和美洲民主倡议的Asdrubal Aguiar 
Aranguren、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
Cynthia Arnson、Portafolio/El Tiempo的
Ricardo Ávila、Banco BTG Pactual银行的Tiago 
Berriel、Breca集团的Luis Bravo、巴西政府的
Antonio de Aguiar Patriota、La Tercera的Paula 
Escobar、布鲁金斯学会的Marcela Escobari、 
Fedesarrollo的Luis Fernando Mejía、苏黎世保
险集团的Mónica Forero、Nubank的Henrique 
Fragelli、Petroleo Brasileiro的Rafaela Guedes 
Monteiro、威达信集团的Gerardo Herrera、AstUr 
Foundation的Enrique Iglesias、Banco Safra的

Joaquim Levy、墨西哥竞争力研究所的Valeria 
Moy、Banco Nacional de Panamá的Alvin Ortega、
智利制造业发展协会的Rafael Palacios Prado、
美洲开发银行的Eric Parrado、哥斯达黎加大学的
Luis Adrián Salazar以及Sarukhan + Associates的
Arturo Sarukhan。

北美洲：2021年7月13日
美国和平研究所的Tegan Blaine、哈佛大学T.H.陈公
共卫生学院的David Bloom、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Brenda Boultwood、大西洋理事会的David Bray、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的Jasmina Byrne、普华永道的Alexis 
Crow、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的Daniel Drezner、哥
伦比亚大学的Jean-Marie Guehenno、威尔逊中心的
Sherri Goodman、纽约大学的Maha Hosain Aziz、
贝宝的Aaron Karczmer、沃顿商学院风险中心的
Carolyn Kousky、苏黎世保险集团的Sonia Kund、威
尔逊中心的Robert Litwak、Igarapé研究所的Robert 
Muggah、世界银行的Lakshmi Shyam-Sunder、哥伦
比亚大学的Adam Tooze、麦肯锡的Olivia Whit以及
灰犀牛公司的Michele Wucker。

亚洲：2021年9月21日
赫瑞瓦特大学的Mushtak Al-Atabi、新加坡国立大学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Kanti Bajpai、新加坡国立大
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Adila Binte Shahrin、奥纬
咨询的Tek Yew Chia、韩国基金会的Lee Geun、麦
肯锡的Ziad Haider、东京大学的Yee-Kuang Heng、
苏黎世保险集团的Debora Ianuzzi、澳大利亚战略
政策研究所的Peter Jennings、劳埃德注册基金会公
众理解风险研究所的Olivia Jensen、新加坡政府投
资公司的Prakash Kannan、香格里拉对话的Lynn 
Kuok、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Huong Le Thu、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的Meng Liu、东盟经济研究所
的Anita Prakash、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
学院的Danny Quah、福特基金会的Steve Rhee、风
险管理研究所印度分部的Hersh Shah、新加坡国立
大学风险管理研究所的Lutfey Siddiqi、国际特赦组
织的Anjhula Mya Singh Bais、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的Louise Tang、TikTok的Chathuni 
Uduwela、劳埃德注册基金会公众理解风险研究所的
Catherine Wong、亚洲理工学院的Eden Woon以及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Janson Yap。



*****

除上述人员外，我们还要感谢以下同事付出的时间
和给予的帮助：Marisol Argueta, Sophie Brown, 
Diego Bustamante, Eoin Ó Cathasaigh, Arnaud 
Colin, Roberto Crotti, Ana del Barrio, Attilio 
di Battista, Beatrice Di Caro, Mirek Dušek, 
Jaci Eisenberg, Harry Gray Calvo, Kateryna 
Gordiychuk, Nikhil Kamath, Patrice Kreidi, Gayle 
Markovitz, Adrian Monck, Nicholai Ozan, Jennifer 
Perez, Robin Pomeroy, Eduardo Rezende, Katja 
Rouru, Kirsten Salyer, Miriam Schive, Paul Smyke, 
Pierre Saouter, Olga Spirina, Jackson Spivey以及
Vesselina Stefanova Ratcheva。

*****

《2022年全球风险报告》
中文编制团队
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
李菁

威达信集团
Hang Qian 钱行，奥纬咨询
Maggie Xu 徐雪梅，奥纬咨询
Lingjun Jiang 蒋灵俊，奥纬咨询
Youwen Sun 孙友文，达信中国
Fan Liang 梁帆，美世中国

设计与制作： 感谢所有参与今年报告设计和制作的
人员。世界经济论坛方面的参与人员包括：Sakshi 
Bhatnagar, Javier Gesto, Floris Landi, Jordynn 
McKnight, Liam Ó Cathasaigh以及Jean-Philippe 
Stanway。我们的外部合作者包括：编辑Hope Steele
和写作编辑Andrew Wright。此外我们也特别感谢
Patrik Svensson做出的艺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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