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5G、人工智能到区块

链，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

命势不可挡，伴随而来的人们

对技术进步可能挤占劳动力就

业机会的忧虑一直未曾消散。

人们不仅关心变化本身，也关

心如何应对变化。

这种关注也体现在世界经

济论坛的主题中。半年前，瑞

士达沃斯论坛首次提出了“全

球化4.0”概念，半年后，大连达

沃 斯 论 坛 聚 焦“ 领 导 力

4.0”。新领军者们意识到，要

勇于学习，拥抱变革，不仅要有

对全球化“怎么看”的宏大叙

事，更应着眼于“怎么办”的务

实选择。

“全球化 4.0”意味着全球

经济的根本性变革，这些变革

受环境挑战、区域竞争、经济不

平等和技术更新等因素推动，

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重

塑企业、社区乃至国家的发

展。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人

们比过去更加需要一种应势而

为、敢于担当的新型领导力，能

够放眼长远，目标明确，团结一

致地处理问题。

顺 势 而 为 ，应 从 学 习 开

始。科技和产业革命催生新的行业，同时对劳动力也提

出了新要求，这势必引起整个劳动力市场调整。目前，对

于未来的几个变化正在达成共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

术最终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就业岗位不会短缺，但如果

应对不当，就会出现高技能人才短缺情况。对于劳动力

而言，世界的飞速变化无法逆转，能否坚持需求导向，适

应市场需要，将真正决定劳动力在市场上的沉浮。

同时，社会要充分创造学习的条件。人们勇于学习、

拥抱变革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学习的机会，这需要政府

和企业双管齐下。一是不断完善人力资本的投资体系，

让人们在与机器“赛跑”过程中抢先掌握机器所不具备的

诸如企业家精神、团队合作等综合技能；二是积极探索劳

动力保障措施，让人们在因技术变革带来的失业中获得

保障；三是创造更加包容的环境，让人们充分享受科技带

来的便利。

“风向转变的时候，有人筑高墙，有人造风车，区别在

于视野与智慧”。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势不可挡，考验

着人们能不能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能不能用看得见

的手去驾驭——充分放大和加速其正面效应，把可能出

现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对此，小到一个个体，大到一个

国家，都应该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增进交流和沟通，以

世界的眼光和胸怀学习先进成果，积极拥抱变革，才能更

好实现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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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变化：下一场金融危机？”分论坛上，与会嘉宾热议——

气候变化蕴藏诸多商业机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辛未

蒙牛的蒙牛的““国际范国际范””又有了新又有了新““标签标签””，，
今年首次成为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准战今年首次成为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准战
略合作伙伴略合作伙伴。。

此次论坛年会期间蒙牛很活跃此次论坛年会期间蒙牛很活跃，，活活
动一个接一个动一个接一个。。77 月月 11 日下午日下午，，蒙牛与乌蒙牛与乌
拉圭乳业在大连签署经贸合作框架协拉圭乳业在大连签署经贸合作框架协
议议，，未来两家企业将就乳制品相关贸易未来两家企业将就乳制品相关贸易
开展多项合作开展多项合作。。这也是蒙牛加速国际化这也是蒙牛加速国际化
布局的重要落地举措之一布局的重要落地举措之一。。77 月月 11 日晚日晚，，
蒙牛集团举办了蒙牛集团举办了““蒙牛之夜蒙牛之夜””系列活动系列活动，，
邀请众多专家邀请众多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学者共聚一堂，，就如何推就如何推

动乳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展开了动乳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展开了
深入交流与探讨深入交流与探讨。。

从从““中国牛中国牛””到到““世界牛世界牛””，，蒙牛近年蒙牛近年
来在国际化道路上一直步履稳健来在国际化道路上一直步履稳健，，有效有效
推进推进。。就蒙牛的国际化发展之路就蒙牛的国际化发展之路、、中国中国
乳业发展现状以及经济全球化等问题乳业发展现状以及经济全球化等问题，，
经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专访了蒙牛中国经济网记者专访了蒙牛
集团总裁卢敏放集团总裁卢敏放。。

卢敏放表示卢敏放表示，，蒙牛创始人当年就提蒙牛创始人当年就提
出出，，要做内蒙牛要做内蒙牛、、中国牛中国牛、、世界牛世界牛。。今年今年
是蒙牛成立是蒙牛成立 2020 周年周年，，蒙牛基本上已经实蒙牛基本上已经实
现了从内蒙牛变成中国牛现了从内蒙牛变成中国牛，，而且连续两而且连续两
年进入世界乳业十强年进入世界乳业十强。。今天今天，，中国乳业中国乳业
已经开始与世界乳业融合已经开始与世界乳业融合，，这是从资源这是从资源
端到生产端再到消费端整个上下游的融端到生产端再到消费端整个上下游的融

合合。。这种融合体现在两个方面这种融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一个是
““GlobalGlobal forfor ChinaChina””，，全 球 资 源 为 中全 球 资 源 为 中
国国。。中国是乳业进口大国中国是乳业进口大国，，与大洋洲与大洋洲、、欧欧
洲洲、、美洲乳业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美洲乳业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另另
一 个 是一 个 是““Global for GlobalGlobal for Global””。。 早 在早 在
20052005 年年，，蒙牛已经开始进入东南亚市蒙牛已经开始进入东南亚市
场场。。现在蒙牛产品已经销往加拿大现在蒙牛产品已经销往加拿大、、新新
加坡加坡、、印尼印尼、、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缅甸缅甸、、柬埔寨柬埔寨、、蒙蒙
古等多个国家古等多个国家。。伴随着伴随着““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建设
持续推进持续推进，，蒙牛积极参与其中蒙牛积极参与其中。。20152015
年年，，蒙牛在位于新西兰北岛中部怀卡托蒙牛在位于新西兰北岛中部怀卡托
地区的雅士利新西兰工厂正式投产地区的雅士利新西兰工厂正式投产。。

卢敏放总结说卢敏放总结说，，这不是为了国际化这不是为了国际化
而国际化而国际化。。第一第一，，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第二第二，，这是一个品牌输出的过程这是一个品牌输出的过程；；第三第三，，

这是一个全球融合这是一个全球融合，，让蒙牛品牌更多地让蒙牛品牌更多地
得到消费者信任的过程得到消费者信任的过程。。

卢敏放拥有多年跨国公司工作经卢敏放拥有多年跨国公司工作经
历历，，对经济全球化有着独特视角对经济全球化有着独特视角。。他认他认
为为，，全球化是大趋势全球化是大趋势，，不可阻挡不可阻挡。。一些民一些民
生产品生产品、、食品全球化程度已经非常高食品全球化程度已经非常高。。
中国乳制品消费如果达到日本的消费水中国乳制品消费如果达到日本的消费水
平平，，大概还要大概还要 22倍到倍到 33倍的消费量倍的消费量。。如此如此
庞大的消费量庞大的消费量，，除了增加本土牛奶供应除了增加本土牛奶供应
外外，，势必要将产业链延伸到全球势必要将产业链延伸到全球。。

卢敏放对中国乳业的未来也很乐卢敏放对中国乳业的未来也很乐
观观，，““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也将孕育全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也将孕育全
世界最大世界最大、、最好的品牌最好的品牌，，大品牌未来也会大品牌未来也会
更好地支持大市场更好地支持大市场。。这是中国市场肯定这是中国市场肯定
会出现的一种场景会出现的一种场景””。。

蒙牛集团总裁卢敏放：

中国乳业走上全球融合之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学慧 王泽彪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

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

威胁之一。面对不断加剧的

气候问题，我们应当采取什么

措施？在2019夏季达沃斯论

坛年会“气候变化：下一场金

融危机？”分论坛上，与会嘉宾

聚焦气候变化对全球经济的

影响，探讨应对气候变化的解

决方案

嘉吉公司是一家集食嘉吉公司是一家集食
品品、、农业农业、、金融和工业产品金融和工业产品
及服务于一体的多元化跨国及服务于一体的多元化跨国
企业集团企业集团，，历来重视中国市历来重视中国市
场场。。20192019 夏季达沃斯论坛夏季达沃斯论坛
期间期间，，嘉吉亚太区主席兼企嘉吉亚太区主席兼企
业战略负责人施孟泽在接受业战略负责人施孟泽在接受
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是嘉吉最重要的市场之中国是嘉吉最重要的市场之

一一，，嘉吉将坚定不移扩大在华投资嘉吉将坚定不移扩大在华投资，，为中国市场提供符为中国市场提供符
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施孟泽表示施孟泽表示，，国际农产品贸易是嘉吉的重要业务之国际农产品贸易是嘉吉的重要业务之
一一。。中国有巨大的农产品市场需求中国有巨大的农产品市场需求，，是嘉吉业务发展的是嘉吉业务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重要推动力。。嘉吉在美国嘉吉在美国、、巴西巴西、、阿根廷的众多投资阿根廷的众多投资，，均均
以满足中国市场需求为目标以满足中国市场需求为目标。。

近年来近年来，，嘉吉在中国不断扩大投资规模嘉吉在中国不断扩大投资规模。。66月月1818日日，，
由嘉吉投资由嘉吉投资 48804880万美元扩建的安徽滁州动物蛋白深加万美元扩建的安徽滁州动物蛋白深加
工二期项目正式投产工二期项目正式投产。。扩产后扩产后，，嘉吉在中国的动物蛋白嘉吉在中国的动物蛋白
深加工产能增加了一倍深加工产能增加了一倍，，同时具备大量出口熟制鸡肉产同时具备大量出口熟制鸡肉产
品的能力品的能力。。此外此外，，嘉吉今年以来还在上海开设了美丽护嘉吉今年以来还在上海开设了美丽护
理业务亚太实验室理业务亚太实验室，，在江西宜春建设动物营养工厂在江西宜春建设动物营养工厂，，扩建扩建
了吉林松原玉米深加工厂等了吉林松原玉米深加工厂等。。

““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整体增长但整体增长
率依然高于全球绝大多数经济体率依然高于全球绝大多数经济体，，我对中国经济前景非我对中国经济前景非
常乐观常乐观，，也对嘉吉在中国的发展前景非常乐观也对嘉吉在中国的发展前景非常乐观。。中国政中国政
府对于食品安全府对于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越来越重视，，
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提供了很大发展机遇这提供了很大发展机遇。。””施施
孟泽说孟泽说。。

施孟泽表示施孟泽表示，，中国不仅给嘉吉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中国不仅给嘉吉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也也
让嘉吉学到了很多成功的做法和经验让嘉吉学到了很多成功的做法和经验，，这些经验将在嘉这些经验将在嘉
吉开拓其他市场时发挥重要作用吉开拓其他市场时发挥重要作用。。如今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中国已经成为
全球科技研发创新的重要源泉全球科技研发创新的重要源泉，，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
近年来近年来，，嘉吉也把中国作为重要的研发创新基地嘉吉也把中国作为重要的研发创新基地，，在北京在北京
和上海都成立了研发中心和上海都成立了研发中心，，研发符合中国市场需求的产研发符合中国市场需求的产
品和解决方案品和解决方案。。

嘉吉亚太区主席施孟泽：

坚定不移扩大在华投资
本报记者 袁 勇

气候变化影响在加剧

“2018 年，全球自然灾害和人为灾
难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额达到 1650 亿
美元。”瑞士再保险集团公共利益风险业
务全球主席高薇俪说。在她看来，气候
变化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对全球造成影
响，而且正在不断加剧。更糟糕的是，气
候变化给人们带来的巨大损失难以用金
钱衡量。“极端天气对粮食产区有较大影
响，特别在一些主要农业生产国。这不
仅会危及数亿农民的生计，也将对粮食
保障构成威胁。”高薇俪说。

尼泊尔外交部长贾瓦利对此深表认
同。他表示，环境与全球经济之间有重
要联系。在尼泊尔，气候变化已经给农

业和经济造成了一定影响。同时，饮用水
水位下降也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面对气
候和环境压力，采取更具韧性的可持续发
展方式加以应对，日显重要。

在谈及气候变化与全球经济之间的关
系时，欧洲研究委员会主席让·皮埃尔·布
吉尼翁表示，气候问题与经济发展关系紧
密，如果不能预测到气候灾难并做好应对
准备，人类就可能面临一系列危机和挑战。

与会嘉宾认为，气候责任和经济发展
之间并不矛盾，企业和社会机构必须寻求
与政府合作，采取综合性、整体化的应对方
式，并且应当马上行动。

聚焦可持续发展投资

气候变化在给全球经济和人类生活带

来负面影响的同时，也蕴藏许多商业投资
机会。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金
融领域更多聚焦于可持续发展投资，企业
也更加关注能够创造长期价值的项目。

“推动以植物为基础的营养膳食，有
助于使消费者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
式。”Superhuman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程如玉说：“在世界排名前 10 位的公司
中，绿色产品线的收益明显高于传统产品
线。因此，在气候变化的环境下，我们更
应该看到金融投资的机会，作出正确选
择，对‘未来’投资。”

当下，人们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正
在发生改变，也涌现出了一些成功的商业
案例。英国一家超市连锁机构预测，采取
可持续发展经营方式会带来 5000 万欧元
的成本。但是在展开更多分析之后，这家

公司发现，由此增加的收入却可以达到
1亿多欧元。“这家超市连锁机构的测算
结果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我们必须改变
原有的发展理念，去发掘更具创新性的
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程如玉表示。

英国 Electron 公司首席执行官保
罗·埃利斯介绍说：“过去二三十年，我们
目睹了可再生能源价格的下降，以及新
型能源的爆炸式发展，而且这种趋势还
将继续。目前，我们正致力于利用区块
链技术将可再生资源整合到主流能源网
络之中。”

寻求创新型解决方案

当前，节能减排已成为全球议题中
重要组成部分。“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球
性的，无论从事何种经济活动，都应评估
其对气候带来的影响。”高薇俪说，有评
级机构已经对此作出“响应”，在一些地
区，如果企业拒绝在气候变化方面采取
行动，将面临信用评级下降风险。

让·皮埃尔·布吉尼翁表示，“在欧洲，
我们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为改善环境
作出努力。除了采取足够的政治行动外，
我们鼓励研究人员探寻创新型解决方
案。比如，研发更加高效的能源电池等”。

在新加坡，新的城市建筑规划提前
20 年至 30 年就要开始评估和考量，这
为城市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
础。让·皮埃尔·布吉尼翁说：“新加坡的
做法值得借鉴，但决策者也应认识到地
区间的差异，在全球视野基础上，根据地
区特性制定相应的差异化方案。”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按
照日常的思维方式是远远不够的。”程如
玉说，创新商业模式可以提供一些更具
创意的可持续发展方案，每个人也都能
为地球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关键是

“行胜于言”。

嘉宾在“气候变化：下一场金融危机？”分论坛上发言。 刘辛未摄

上图 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一名记者用多媒体“利器”采访。

陈学慧摄
右图 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与会者正在翻阅报纸。苏大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