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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2019 年全球风险格局

来源：2018-2019 年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认知调查。
注意：调查受访者被要求使用 1-5 的评分标准对各项全球风险的发生概率进行评估，其中 1 表示不太可能发生的风险，5 表示极有可能发生的风险。他们还评
估了各项全球风险的影响，评分标准为 1 至 5（1：最小影响，2：较小影响，3：适中影响，4：严重影响，5：灾难性影响）。参见附录 B 以了解更多详情。 
为确保易读，全球风险名称采用缩写；如欲了解全称和描述，请参见附录 A。



图 II：2019 年风险-趋势关联图

来源：2018-2019 年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认知调查。
注意：调查受访者需要选择在未来 10 年间对全球发展影响最大的三个趋势。对于确定的每个趋势，受访者需选择受此趋势影响最大的风险。参见附录 B 以了解
更多详情。为确保易读，全球风险名称采用缩写；如欲了解全称和描述，请参见附录 A。



图 III：2019 年全球风险关联图

来源：2018-2019 年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认知调查。 
注意：调查受访者被要求最多选择他们认为关联程度最高的 6 对全球风险。参见附录 B 以了解更多详情。为确保易读，全球风险名称采用缩写； 
如欲了解全称和描述，请参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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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们发布世界经济论坛 2019 年 
《全球风险报告》正值一个重要时
刻。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面临的
挑战日益错综复杂。从全球经济增
长放缓和持续的经济不平等到气候
变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第四次
工业革命的步伐加快，不一而足。
每个挑战都是如此巨大，当它们同
时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如果不采
取合作的态度，将会难以应对。 
现在，人们迫切需要采取协作和多
方参与的方法来应对共同的全球 
问题。

全球化使得世界贫困问题得到了很
大的改善，但人们也越来越清楚地
认识到世界需要改变。在许多国家/
地区，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在某些
情况下，将社会群体凝聚在一起的
社会契约正在破碎。这是一个资源
和技术急速进步的时代，但对于许
多人来说，这也是一个缺乏安全感
的时代。因此，我们需要开展新的
全球化方式应对这种不安全问题。
在某些方面，这可能意味着需要国
际层面加大努力，运用新的方法来
解决一系列问题：从技术和气候变
化到贸易、税务、移民和人道主
义。在其他方面，我们需要在国家
层面做出更多努力，例如，应对不
平等现象，或加强社会保护和政治
共同体之间的纽带。

更新并完善我们的国家和国际政治
经济体系结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明
确任务。这项工作意义深远，也必
不可少。《全球风险报告》显示了
任务的艰巨，我希望今年的报告有
助于为采取的行动提供强劲动力。
报告首先概述了全球风险格局，并
预警我们可能会陷入危机之中。随
后深入分析了一些风险，其中包
括：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动荡、海
平面不断上升、新兴的生物威胁，
以及许多人面临的情感和心理压力
不断增加的问题。“未来冲击”一
节再次关注我们所依赖的体制内快
速而显著的变化，今年的主题包括
量子计算、人权和经济民粹主义。

《全球风险报告》体现了世界经济
论坛的协作和多方参与的理念。 
这是我们新的区域和地缘政治事务
中心的核心要务，该中心负责处理
我们与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
重要合作关系。但是，其分析的广
度和深度也取决于他们与论坛的行
业和专题团队的持续互动，他们所
缔造的系统化方法将帮助我们从容
面对未来的种种挑战。我非常感 
谢众多同事在这项工作上的共同 
努力。

我还要特别感谢报告顾问委员会提
供的见解和帮助。我想感谢我们长
期战略合作伙伴威达信集团、苏黎
世保险集团，以及来自新加坡国立
大学、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以及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风险管
理与决策过程研究中心的学术顾问
团。与往年一样，今年的《全球风
险报告》也借鉴了我们的年度全球
风险认知调查，该项调查由来自世
界经济论坛相关社会各方的 1,000 
多名成员共同完成。论坛全球专家
网络中的许多专家也为本报告给与
了意见指导，令我们受益良多。

Børge Brende
总裁
世界经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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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世界是否正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危
机？全球风险不断加剧，但各国
齐心协力应对风险的决心似乎在
减弱，甚至彼此间的分歧越来越
大。2017 年的《全球风险报告》
已指出，世界正迈向日益以国家为
核心的政治格局新阶段，而这一趋
势贯穿整个 2018 年。无论是对于
国内的政敌，还是国际上的多边或
跨国组织，“收回控制权”的理念
让不少国家产生共鸣，并体现在诸
多问题的处理上。眼下，各国都在
着力巩固或恢复国家控制风险，这
削弱了它们对全球性新挑战的协同
应对能力。下面，我们将对那些整
个世界试图摆脱的全球性问题展开
进一步探讨。

纵观 2018 年，宏观经济风险日益
突出。全球经济面临的不利因素 
不断激化。全球经济增长率似乎已
达峰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
预测显示，全球经济增速在未来几
将逐步放缓，1 这主要归咎于发达
经济体的缓慢发展。不过，中国 
经济增速或将放缓的预期也令人 
担忧，其经济增长率将从 2018 
年的 6.6％ 下滑至 2019 年的 
6.2％，而到 2022 年，这一数 
字更将跌至 5.8％。全球债务负 
担水平也堪忧，约为 GDP 的 
225％，明显高于全球金融危机之
前。此外，全球金融环境持续紧
缩，令那些在低利率时筑起美元债
务高台的国家压力倍增。

世界大国间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
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这也是当下最
迫切需要解决的全球风险。在全球
化深刻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后，
世界正逐步走向分歧与割裂。国与
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对其进行
重新调整蕴藏着潜在风险。2018

年，多个世界大国间的贸易和投资
往来也羁绊重重。在此背景下，各
国要在保护环境、应对第四次工业
革命的伦理挑战等其他全球性挑战
上，取得共同进展或将变得更加困
难。国际体系进一步扩大的裂痕，
表明或有新的系统性风险正在酝
酿。如果全球再爆发一场危机，各
国应对危机所需的相互合作和彼此
支持是否会提升至相应水平？也许
会，但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政治
中愈演愈烈的国家主义之间的紧张
关系，确为一项日益加剧的风险。

环境风险仍然是我们每年全球风 
险认知调查结果的“重头戏”。 
今年，在发生概率和影响力两个维
度的前五大风险中，环境风险分别
占据 3 席和 4 席。其中，极端天
气最受关注。不过，受访者也越来
越担心环境政策无法达到预期： 
“气候变化缓和与调整措施失败”
在今年的影响力排名中回升至第 
2 位，紧随《巴黎协定》。在气候
变化问题上不作为所造成的后果愈
发凸显，生物多样性加速恶化尤为
令人担忧。自 1970 年以来，物种
多样性下降了 60％。在人类食物
链中，生物多样性损失影响着人类
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进而波及到
生活福祉、生产力乃至地区安全。

技术在塑造全球风险格局方面继续
发挥着重要作用。在 2018 年的全
球风险认知调查中，数据欺诈和网
络攻击引发的担忧再度凸显，而且
此次调查还揭示了其他技术漏洞：
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预计，2019 
年虚假新闻和身份盗用的相关风险
将有所增加；五分之三的受访者认
为，企业和政府窃取个人隐私的风
险将愈加突出。2018 年发生了数
起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暴露了新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2018，2018 年 10 月《世界经济展望》：稳定增长面临的挑战，华盛顿

特区：IMF。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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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硬件缺陷。还有研究指出，人工
智能或将催生更加诡谲难测的网络
攻击手段。网络攻击对关键基础设
施的威胁也在去年得到了进一步证
明，促使各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强
对跨国合作项目的筛查。 

当下正在进行的各种结构变革固然
重要，但我们不应顾此失彼，忽视
全球风险对人类心理产生的影响。
对于许多人而言，世界正在走向焦
虑、不幸、孤独。目前在全球范
围内，约有7亿人存在心理健康问
题。社会、技术、工作上的巨变，
也在颠覆着人们的生活体验。面对
不确定因素时的无力感所引发的心
理压力，成为人们的普遍问题。我
们需要更加重视上述问题：心理和
精神层面的幸福感日渐缺失，本身
就是一项风险，而且还可能会对社
会凝聚力和政治等方面产生影响，
进而改变全球风险格局。 

此外，与生物病原体有关的风险也
在全球变局中日益凸显。人们生活
方式的改变增加了毁灭性疾病自然
爆发的风险，而新兴技术降低了新
型生物威胁产生或被激发的难度，
无论人们是有意还是无心。我们还
远未做好应对生物威胁的准备，即
使是较小的生物威胁也极可能对个
人生活、社会福祉、经济活动和国
家安全造成严重破坏。2018 年全
球首对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证明
新兴的革命性生物技术有可能带来
奇迹般的进步，但也会对监管构成
严峻挑战。 

随着城市化迅速推进，气候变化的
影响持续，越来越多的人将面临
海平面上升的威胁。预计到 2050 
年，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将生活在
城市之中，届时 570 多座沿海城

市的海平面将上升 0.5 米，而这
些城市的现居人口已约达 8 亿。
城市化引发了一个恶性循环：城市
化不仅将人口和财产集中到易遭破
坏的地区，还会毁灭沿海红树林等
自然资源的复原力，加重地下水储
备压力，进而加大上述风险。随着
环境恶化，越来越多的土地将变得
不适宜居住。应对海平面上升的三
大策略主要有：实施挡水工程；建
设天然防护屏障；以人为本，将居
民和企业转移到安全地带，或增加
社会资本投入，提高洪涝多发地区
的社区复原能力。

在今年的“未来冲击”版块中， 
我们再次聚焦可能引发急剧恶化、
迅速催生诸多连锁风险的阈值效
应。我们在这一部分介绍的 10 种
未来冲击均基于“假设”，它们并
非预言，仅用于提醒人们需要以创
新思维进行风险考量，才能做到有
备无患。今年的话题包括量子密码
学、货币民粹主义、情感计算、 
人权消亡等。而在“风险重新评
估”版块中，专家们分享了风险
管理方面的见解。John Graham 
讲解了如何在不同风险间权衡取
舍，而 András Tilcsik 和 Chris 
Clearfield 则为组织管理者就如何
将系统性失灵风险降到最低提供指
导。在“后见之明”版块中， 
我们回顾了往期报告曾涉及的三个
话题：粮食安全、公民社会、基础
设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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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整个世界正在陷入一场危机？全球风险正在加剧， 

但似乎缺少共同解决风险的集体意愿。相反，分歧日

益加深。去年的《全球风险报告》指出，整个世界转

向了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新阶段，而这贯穿整个 

2018 年。无论是来自国内的政治竞争对手，还是来

自外部的多边组织或跨国组织，“收回控制权”这一

概念在许多国家/地区和问题上得到共鸣现在，巩固

或恢复国家对风险的控制所消耗的精力削弱了对新兴

全球性挑战的集体响应。我们正在深入研究全球性问

题，我们将竭力解决这些问题。 

以下几节主要关注今年的全球风险认知调查 

(GRPS) 中重点关注的五个领域，而后续几章对这

些领域进行了大量分析：(1) 经济脆弱性，(2) 地

缘政治紧张局势，(3) 社会和政治压力，(4) 环境

脆弱性以及 (5) 技术不稳定性。

全球 
风险
失控

（路透社/Lucy Nicho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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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 2 章（权力与价值观）所

述，地缘经济紧张局势在 2018 年

日益加剧。GRPS 受访者在短期非

常关注不断恶化的国际经济环境，

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 2019 年与 

“大国之间的经济对抗”（91%）

和“多边贸易规则和协定削弱”

（88%）相关的风险将会增加。 

去年的报告指出，即使是在增长强

劲的时候，也要警惕更广泛的宏观

经济脆弱性。此后，经济风险成为

更尖锐的关注焦点。2018 年金融

市场的波动加剧，全球经济面临的

不利因素增加。全球经济增长率似

乎已经达到顶峰：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的最新预测表明在未来

几年增长率将逐步放缓。1 这主要

是发达经济体发展的结果，IMF 预

计实际 GDP 增长将从 2018 年的 

2.4% 降至今年的 2.1%，到 2022 

年会降至 1.5%。然而，虽然新兴

经济体的综合增长预计将保持大致

不变，但中国放缓的经济增长令

人担忧，其经济增长从 2018 年

的 6.6% 降至到今年的 6.2%，到 

2022 年会降至 5.8%。 

而高额的全球债务正是我们在去 

年重点关注的金融脆弱性之一。 

当下，这些问题尚未得到缓解。 

全球债务负担已经很大程度上高于

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约占 

GDP 的 225%。2 在 IMF 最新的 

《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IMF 指

出具有系统性显著意义的金融行的

国家/地区的债务负担仍然持续偏

高，占 GDP 的 250%，这个数据

在 2008 年只有 210%。3 此外，

全球金融环境的紧缩态势给那些在

利率较低时建立以美元计价的债务

国/地区带来了特别的压力。截止

去年 10 月，陷入或面临高风险债

务危机的低收入国家/地区占全球

所有国家的比例从 2016 年的三分

之一升至超过 45%。4

不平等仍被视为全球风险格局的一

个主要驱动因素。“不断加剧的收

入和财富分化”在 GRPS 受访者

的潜在趋势列表中位居第四。尽管

全球不平等性在这个千禧年已有所

好转，但各国内的不平等问题仍在

持续加剧。去年发布的新的研究表

明，经济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过去 40 年来公共和私人资本所

有权水平之间的差异不断扩大： 

“自 1980 年以来，几乎所有国

家/地区（无论是发达国家/地区还

是新兴国家/地区）都发生了大规模

的公共财富向私人财富转移。虽然

国民财富大幅增加，但是发达国家/ 

地区现在的公共财富已经呈现负数

或接近于零”5（参见图 1.1）。 

经济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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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政治两极分化，不平等带来

了严重的经济危害，从而破坏了一

个国家/地区的社会结构：随着凝聚

力和信任度的减弱，经济绩效可能

也会随之下降。6 某项研究试图量

化当不同国家/地区的信任程度与

瑞典一样高时，其人均收入可能会

增加多少。7 即使是在更为发达的

国家/地区，预计收益也是相当可

观，从英国的 6% 到意大利的 

17%。其他一些国家/地区的收益 

更为可观：捷克共和国为 29%， 

来源：世界不平等数据库。https://wir2018.wid.world

墨西哥为 59%，俄罗斯为 69%。

根据这些结果，2018 年爱德曼信

任度晴雨表将接受调查的 28 个国

家/地区中的 20 个列为“不信任

者”。8 除了经济影响之外，信任

瓦解以一种更广泛的形式削弱了许

多国家/地区的社会契约。这是一个

强国政治当道的时代，同时也是一

个国家社会群体弱化的时代。 

人们越来越关注一些经济和金融措

施，这些措施利用道德理论和社会

（路透社/Damir Sagolj）

图 1.1：私人收益
1970-2015 年私人和公共净财富（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

心理来协调个人和社会群体目标。

例如，受到更多关注的经济学家兼

哲学家 Adam Smith，他以道德责

任和社会群体为理念，其工作被视

为市场资本主义的“无形之手”。

有些人认为，人们过分强调“国富

论的需要”而忽视了“道德情操论

的必要”。9 这里没有简单的补救

方法：党派分歧的道德心理不允许

对价值观作出妥协，10 而第 2 章

（权力与价值观）所讨论的地缘政

治分歧使得对各种重新思考全球资

本主义的大胆尝试和寻求共识的任

何努力变得更加复杂。但这是新

的挑战，而且将于达沃斯举办的 

2019 年世界经济论坛将直面这些

挑战。 私人资本

公共资本

德国 
法国 

西班牙
英国 

日本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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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间的经济对抗/摩擦

多边贸易规则和协定削弱

大国之间的政治对抗/摩擦

网络攻击：数据/金钱盗窃

网络攻击：运营和基础设施中断

对共同安全联盟丧失信心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议程

媒体回音室效应和“虚假新闻”

国内政治两极分化

个人身份盗窃

有关气候变化的全球气候政策协调削弱

不平等（国家/地区内部）

（公司面临）隐私丧失

涉及到大国的地区冲突

自然生态系统遭受破坏

针对外籍工人的保护主义

针对精英人士的公众愤怒

水资源危机

高水平的青年失业率

（政府面临）隐私丧失

贸易和投资方面的保护主义

他国对国内政治的干涉

空气污染

科技导致失业

经济增长疲软

独裁式领导

企业权力集中化

大规模危机驱动型或经济型移民

债务违约（公共债务或私人债务）

国家间的军事冲突或入侵

宪法体制和公民社会对政府的制约削弱

国家内乱（包括罢工和暴乱）

言论/集会自由削弱

股票和其他资产价格的泡沫

严重贫困或普遍贫困

货币危机

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腐败关系

民族或宗教之间的暴力

人权受到侵犯

暴力犯罪

当前全球化程度

恐怖袭击

中美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正是去年

《全球风险报告》中所述的“多极

且观念多元化的”新兴地缘政治格

局中的一部分。换言之，发展中国

家/地区的不稳定性不仅反映了不

断变化的权力制衡，而且反映了冷

战后的假设，特别是在西方世界，

全世界将会逐步趋同，朝着西方世

去年，世界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紧

张局势不断升级。正如第 2 章 

（权力与价值观）所讨论的，这些

影响主要在经济领域，但可能还有

其他更具根本性的外溢效应。今年

的 GRPS 的受访者较为悲观： 

85% 的受访者预计，2019 年 

“大国之间的政治对抗”风险增加

（参见图 1.2）。 

来源：2018-2019 年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认知调查。
注意：有关受访者回答的详细问题，请参见附录 B。

两极分化和
薄弱监管会
严重影响许
多国家/地区
的政治健康

图 1.2：短期风险展望 
预计 2019 年风险会增加的受访者百分比

大国关系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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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政治压力的不断增加，世

界各地的地缘政治越来越不稳定，

并且经常会出现加剧趋势。GRPS 

受访者将“日渐严峻的社会两极分

化”列为仅次于气候变化的第二大

全球风险格局潜在推动因素。西方

许多民主国家/地区仍然面临政治

分裂和分化危机后模式的挑战，这

使得提供稳定和有效的治理变得更

加复杂。但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而不只是“第一世界问题”。在世

界经济论坛去年发布的首发报告 

《营商环境的区域风险》中，根据

对 130 多个国家/地区约 12,000 

名商业领袖的调查，“国家监管失

效”风险在全球位居第二，而在拉

丁美洲和南亚高居首位。13

两极分化和薄弱监管会严重影响许

多国家/地区的政治健康。在许多

国家/地区，党派之间的分歧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多。社会凝聚力的减

弱会给政治体制带来更大的压力 

并削弱他们预测或应对社会挑战的

能力，而这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当全球性挑战需要多边合作或一体

化时，这一问题更加严峻：弱化的

合法性和问责制带来反精英主义的

冲击。多边政策和制度设计的失败

亦是如此。例如，现在人们普遍认

为，应该为全球化中的失败者提供

更多保护或补救措施。14 而不应该 

将这视为一场危机。在 GRPS 

中，59% 的调受访者预，2019 年

与“针对精英人士的公众愤怒”相

关的风险将会增加。第 3 章（脑

力与心力）探讨了这种愤怒升级的

原因和潜在后果，以及其他形式的

情感和心理痛苦。 

界的规范靠拢，事实表明这种假设

过于天真乐观。正如第 2 章（权

力与价值观）所讨论的，根本性规

范的差异可能在未来几年和几十年

的地缘政治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些差异将以各种方式显著影响全

球风险格局，例如消弱安全联盟力

量和破坏对公共资源的保护。 

随着多边主义的弱化以及世界大国

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当前的地缘

政治局势并不利于解决全球持续存

在的许多持久冲突。例如，据联合

国数据显示，在阿富汗，2018 年

前六个月的平民死亡人数是 10 年

来最高的，而受美国支持的阿富汗

政府控制的地区从 2015 年的 72% 

下降到 2018 年的 56%。11 而在

叙利亚，现在有多个省份卷入一场

民事冲突，这次内乱已导致数十万

人死亡。根据 2018 年 10 月的

一次联合国警告，在也门，战争导

致的直接伤亡人数估计为 10,000 

人。此外，多达 1,300 万人面临

因食物和其他物资供应中断而导致

的饥饿风险。12 

自本报告最后一期以来，一次良性

的地缘政治发展在继美国、韩国和

朝鲜促进外交关系之后，进一步缓

解了因朝鲜核计划而引发的紧张动

荡局势。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调查受访者的预计结果，认为 

受访者认为 
大国之间的 
政治对抗风 
险增加

“国家间的军事冲突或入侵”风险

会在明年增加的调查受访者从 79% 

降至 44%。尽管如此，大规模杀伤

武器在潜在影响力方面已连续三年

被认为是全球第一大风险。

政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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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大。例如，在美国，人们对身

份认同政治的态度标志着共和党和

民主党的投票群体之间的分歧日益

加剧。15 在 2018 年 11 月的中

期国会大选中，女性和非白人候选

人的当选人数创下记录。 

在美国，围绕性别，性别歧视和性

侵害现象再度政治化已有一段时

间。#MeToo 行动从 2017 年 10 

月一直延续到 2018 年，同时引

起了人们对类似的反对性暴力运动

的关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有扩散

趋势。16 全球对涉及妇女的暴力

行为的关注日益增加，而这也反映

在诺贝尔和平奖中，Nadia Murad 

和 Denis Mukwege 致力于倡导人

们停止使用性暴力来解决冲突，她

身份认同政治继续推动全球社会和

政治趋势，移民和庇护政策引发出

对政治共同体组成部分进行控制的

核心问题。近年来，移民引起政治

动荡，从亚洲和拉丁美洲到欧洲和

美国都存在这一问题。全球趋势，

从人口预测到气候变化，势必会产

生更多危机，而且一些领导者可

能会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来保护主

要民族文化，维护民族文化的主导

地位。在 GRPS 中，72% 的调受

访者预计，2019 年与“民粹主义

和民族主义主题”相关的风险将会

增加。在某些国家/地区，根据种

族、民族、宗教、性别认同或性取

向等特征定义的少数社会群体日益

增多，而努力确保对这些群体的认

同感和平等性在选举方面的影响越

们最终荣获诺贝尔和平奖。除了直

接受到暴力和歧视之外，世界各地

的女性还在不同程度的受到《全球

风险报告》中讨论的许多风险的影

响，原因通常是由于她们正遭受极

度贫困同时还是儿童抚育、食品和

燃料的主要提供者。例如，气候变

化意味着许多地区的女性必须走到

更远的地方取水。在自然灾害发生

后，女性往往无法像男性一样，拥

有同样的自由或资源让她们抵达安

全的地方，在斯里兰卡、印度尼西

亚和印度的某些地区，2004 年海

啸幸存下来的男女人数比例几乎达

到三比一。17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的数据，女性比男性更

有可能被自动化取代其工作。18 

（路透社/Yannis Behrak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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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境相关的风险连续三年占据 

GRPS 的主要风险，在发生概率 

方面占到前五大风险中的三个， 

在影响力方面占到四个（参见

图 IV）。极端天气再次跻身于 

2019 年全球风险格局的右上象限

（高发生概率、高影响力）内 

（参见图 I）。 

2018 年又是风暴、火灾和洪水多

发的一年。19 在所有风险中，极

端天气最能够显示整个世界正在遭

受灾难。2018 年 10 月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明确

表示，我们最多有 12 年的时间

来开展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来将

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巴黎协

定》1.5°C 的目标之内。美国第

四次国家气候评估报告在 11 月发

出警告，如果排放量未得到有效控

制，到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可能

会上升 5°C。20 GRPS 受访者似

乎越来越担心环境政策失败： 

在巴黎气候大会中的排名下降后，

今年“气候变化缓和与调整措施失

败”在影响力方面回升到第二位。

而且最常被提及的风险关联组合就

是“气候变化缓和与调整措施失

败”和“极端天气事件”的组合。 

同时，生物多样性损失的步伐加快

也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生命地

球指数追踪了全球 4,000 多种物

种，结果显示自 1970 年以来平均

物种丰度下降了 60%。21 气候变

化加剧了生物多样性损失，其中的

因果关系也是双向的：许多受影响

的生态系统，如海洋和森林，是吸

收碳排放的重要环节。日益脆弱的

生态系统也会为社会和经济的稳定

性带来风险。例如，正如第 5 章

（迎战还是逃避）所述，全球有 2 

亿人依靠沿海红树林生态系统来保

护他们生活和粮食安全，避免受风

暴潮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22 根据

对“生态系统服务”理论经济价值

的估计，其可为人类带来饮用水、 

植物授粉或抗洪治洪等好处，每年

达到 125 万亿美元，比全球 GDP 

约高出三分之二。23

在人类食品链中，生物多样性损失

会影响健康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并对身心健康、生产力甚至区域安

全产生影响。其中微量营养元素不

良会影响多达 20 亿人。这通常

是由于粮食的品种和质量不足而导

致。24 全球近一半源自植物的热量

仅由三种作物提供：大米、小麦和

玉米。25 气候变化会加剧其中的风

险。2017 年，气候相关灾害给 23 

个国家/地区的大约 3,900 万人造

成严重的粮食匮乏。26 而不那么明

显的是，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

影响了大米和小麦等主食的营养成

分。研究表明，到 2050 年，这可

能会导致 1.75 亿人缺锌、1.22 

亿人缺乏蛋白质，以及 10 亿人缺

乏膳食铁。27

与环境相关的风险在发生概率方面
占到前五大风险中的三个，在影响
力方面占到四个

气候 
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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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在塑造个人、政府和企业的全

球风险格局方面继续发挥着重要作

用。在 GRPS 中，“大规模数据

欺诈和窃取”在 10 年间一直被

列为全球第四大风险，而“网络攻

击”紧随其后，位居第五。这延续

了去年记录的模式，网络风险与环

境风险同样处于全球风险格局的高

影响力、高发生概率象限（图 I）

中。大多数受访者预计，2019 年

网络攻击的风险会增加，而这将导

致金钱和数据盗窃（82%）以及运

营中断（80%）。调查反映了已深

入融合在生活方方面面的数字科技

所带来的新的不稳定性。约三分之

二的受访者预计，2019 年与虚假

新闻和身份盗窃相关的风险将会增

加，而五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公司

和政府的隐私丧失问题也会增加。

第 3 章（脑力与心力）探讨了人

们生活中日益增多的数字中介的潜

在心理影响。

2018 年，恶意网络攻击和宽松的

网络安全协议再次导致大量个人

信息泄露。最严重的事件是在印

度，据报道，印度政府 ID 数据库 

Aadhaar 遭受多次入侵，可能导致

共 11 亿注册公民的记录受损。 

据报道，1 月犯罪分子以 10 分钟 

500 卢比价格出售数据库访问权

限，而 3 月，一家国有公用事业

公司的泄露事件让任何人都可以下

载其中的人名和身份证号。34 在其

他地方，MyFitnessPal 应用程序的

约 1.5 亿用户35 以及大约 5,000 

万个 Facebook 用户受到个人数据

泄露事件的影响。36

网络漏洞可能来自意想不到的地

方，正如 2018 年的 Meltdown 和 

Spectre 威胁，这些威胁涉及到计

算机硬件的弱点而非软件方面。它

们可能会影响过去 10 年间生产的

每一台英特尔处理器。37 去年还有

证据持续表明网络攻击对关键基础

设施构成风险。7 月，美国政府表

示黑客已经入侵到美国一些公用事

业公司的控制室。38 可以看出，

关键技术基础设施的潜在漏洞逐渐

成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今年的 

随着环境风险因频率和严重性的增

加而成型，其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可能会加剧，从而削弱价值链整体

适应能力。自 2012 年以来，由于

环境灾害导致的商品和服务生产和

交付中断问题增加了 29%。28 2017 

年，北美洲是受与环境相关的供应

链中断影响最严重的地区，这些中

断问题主要是由于飓风和野火造成

的。29 例如，在美国汽车行业，

飓风引起的供应链中断问题比工厂

大火和公司合并导致的此类问题更

多。30 当以受影响的供应商数量而

不是个别事件数量来衡量中断问题

时，2017 年最重要的四大触发因

素是飓风、极端天气、地震和 

洪水。31 

2018 年，全球废物处理和回收供

应链中的巨变可能就是一种预示。

中国禁止进口洋垃圾，包括将近 

900 万吨的塑料废品，以减少污染

并缓解中国环境系统的压力。32 

这一禁令暴露了许多西方国家/地

区国内回收能力差的弱点。英国、

加拿大和欧洲许多国家/地区产生

大量塑料废品。2018 年上半年，

美国将 30% 原本会送去中国的塑

料制品进行填埋，33 其余废品运

往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其他国

家/地区。但是，这三个国家/地区

都已宣布新制定的针对塑料进口的

限制或禁令。总之，随着环境风险

的影响增加，将这些风险视为可以

忽略或转嫁为外部风险的难度也将

越来越大。因此，各个国家需要采

取适当的国内措施以及协调一致的

国际措施来内化并减轻人类行为对

自然系统的影响。

技术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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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RS 中第二个最常被提及的风险

关联组合是网络攻击和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故障的组合。

机器学习或人工智能（AI）变得越

来越复杂和普遍，其扩大现有风险

或产生新风险的可能性增加，当物

联网连接数十亿台设备时尤为如

此。去年由 Brookings 开展的一

项调查显示，32% 的受访者认为 

AI 是人类的威胁，而只有 24% 的

受访者不这么认为。39 IBM 去年

揭示了有针对性的 AI 恶意软件可

以“隐藏”某个视频会议应用程序

中的 WannaCry 病毒威胁，这个

病毒可以在识别出指定目标的人脸

时激活。40 类似的创新还可能会在

其他领域出现。例如，第 4 章 

（病毒蔓延）着重强调了在合成

生物领域可能会有恶意的参与者

使用 AI 来培育新的病原体。今年

的未来冲击之一（第 6 章）探讨

了“情绪计算”的潜在后果，指的

就是能够识别、响应并操控人类情

感的 AI。 

近年来，AI 最广泛和最具破坏性

的影响是其在“媒体回音室效应

和虚假新闻”的兴起中所起的作

用，69% 的 GRPS 受访者预计这

一风险将在 2019 年增加。研究人

员去年研究了 126,000 条推文的

轨迹，发现包含虚假新闻的推文比

那些包含真实信息的推文传播更快

更广，以平均快 6 倍的速度扩散

到 1,500 人。研究人员提到的一

个可能原因是，虚假新闻往往会使

人们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虚假

推文引起的情感共鸣词语通常与惊

讶和厌恶相关，而真实推文引起的

通常与悲伤和信任相关。”41 情感

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会产生

一种前所未有的颠覆性力量。

关键技术基础设施的漏洞逐渐
成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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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 
价值观
观念多元化世界中不断演
变的风险



国际体制经历的变革时期恰好反映了全球秩序的不稳定

性。去年的《全球风险报告》指出，整个世界不仅仅是

多极的，而且还有着“多元化的观念”。本章进一步探

讨了不断变化的权力格局以及不同的规范和价值观是如

何影响全球政治和全球经济的。

本章首先概述了规范差异是如何逐渐塑造国内和国际政治

的。随后着重强调了可能带来颠覆性变革的三个趋势： 

（1）难以就人权等道德伦理问题维持全球共识；（2）对

多边主义和争端解决机制的压力激增；（3）各国家/地区

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地缘经济政策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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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国内，主要紧张关系包括：

国家和个人。这种平衡已经从个

人向国家倾斜。1 在这样的背景

下，“非自由民主”的概念广

为传播。2 
毫无意外，多极的世界也更具有

多元化的观念：随着全球权力的扩

散，与二战结束之后相比，现在

有更多的不同价值观塑造了地缘政

治。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结束后，

取而代之的是美国权力支配的单极

世界，自此一些人认为观点之战已

经结束，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及

时在全球蔓延。这一主张在过去来

看很大胆，但现在来看却有点狂

妄。在当今世界，逐渐融合形成任

何一套包罗万象的价值观的说法看

起来难以令人信服。价值观似乎是

分裂的根源，而不是统一的基石，

这不仅体现在全球范围，在地区和

国家亦是如此。

只是怀念过去是不够的，尤其是过

去的十年并不是那么风平浪静。 

基于价值观的紧张关系在不同地

方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在国家和

地区内部及其之间形成新的冲突

点。但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控

制权以及国家作用。许多政治领

导者和社会群体认为他们已经失 

去了控制权，无论是内部部门、

外部竞争还是多边组织，而且为

了应对，他们希望能够强化国家

的力量。因为权力、安全和自决

的概念在政治上非常重要，所以

与涉及更多技术问题的差异相比，

在冲突中让步的可能性更小。 

国家和少数群体。从政治角度

来看，多数主义的盛行意味着

投票选举逐渐成为极化群体之

间为了达到赢家通吃的手段。

而在文化上，身份认同政治的

争议性越来越大，许多国家/地

区的国内多数群体越来越倾向

于同化（或排斥）少数群体。

国家和市场。跨国企业的规模

和权力加剧了许多国家/地区对

全球化的反对。在其他地方，

国家掌控经济命脉：全球规模

最大的公司中，近四分之一的

公司现在都是由国家控制， 

是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3 

而当务之急是了解正在发生的变

革，并了解如何安全地应对随之而

来的挑战。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全球

化后，许多国家/地区都有着紧密

的融合，重新组合关系可能就没那

么简单了。

路透社/Jean-Paul Pelissier

没有怀旧的余地

国家、个人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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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作用。新兴技术加剧了

价值观之间的紧张关系，例

如，通过削弱个人隐私或加深

两极分化，而价值观差异正在

改变不同国家/地区技术进步的

步伐和方向。4

在全球范围内，主要压力来自各国

如何面临和应对跨境挑战：

多边规则和制度。强国政治使

得维系多边主义更加困难。 

正如下文进一步探讨的那样，

迄今为止，最明显的变化在于

贸易政策从世界贸易组织监管

的全球框架向国家主导的区域

计划和双边协议转变。5

主权和互不干涉。《联合国

宪章》中对国家主权的保护比 

2005 年责任保护原则中的干 

涉主义制度更具弹性。在数字 

时代，推动（或破坏）其他国

家/地区政治价值观的行为引起

越来越大的争议。

移民和庇护。近年来出现的人

口国际流动已成为许多国家/

地区的一个冲突问题。人口趋

势——例如图 2.1 中所示的趋

势预示着非洲和欧洲相对人口的

变化将会推动未来几十年的区域

间移民。 

保护全球公共资源。气候变化、

外太空、网络领域和极地地区都

属于全球公共资源，这些全球公

共资源已经或可能会逐渐成为国

际紧张局势的根源。

在地缘政治竞争日益激烈以及多边

制度的影响力减弱的背景下，围绕

这些压力的争论可能会带来不稳定

因素，甚至可能会导致冲突。比

较乐观的期望是，当前国际体制中

的变化会向着务实、开放和多元化

的方向发展，但是即便如此，国际

局势也将面临艰难且极具风险的

转型。 

来源：2017 年世界人口展望。 
https://population.un.org/wpp/

欧洲

非洲

百
分
比
 (
%)

图 2.1：人口变化
欧洲/非洲综合人口的相对比例

在一个权力和价值观各不相同的世

界中，在共同的全球目标上取得进

展可能会更加困难。这种进展需要

做到两件事：对行动的实质性优先

达成一致共识，然后维持协调与合

作。气候变化的例子表明，即使第

一项工作有达成的可能，第二项工

作也会极具挑战性：例如数十年来

形成的广泛共识，最终在 2015 年

签署《巴黎协定》，但在具体落实

方面情况极为混乱，即使全面实施

条约，也无法减轻全球变暖带来的

破坏程度。 

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挑战发展

迅速，当涉及基本价值观时，协调

对此挑战的应对可能会很复杂。第 

4 章（病毒蔓延）讨论了新兴生物

技术是如何模糊人性与技术之间的

界线：例如，据 2018 年底的声

明，基因编辑工具已用于培育经过

基因改造的婴儿。无论各个国家/

地区是针对此类研究制定自己的研

究方向，还是根据共同的伦理原则

制定国际限制，这都会对人类未来

产生重要影响。

不同价值观中的共
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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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全球性问题还有移民和跨境税

务政策，这两者都涉及道德伦理问

题，并受到不同国家利益的制约。

但是，最严峻的挑战可能还是人

权，人权已经成为衡量国际体制中

不断变化的价值观的试金石。 

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竞争的加

剧，人权也在日益泛政治化。6 人

权领域中复杂的全球形势，在共同

价值观上只达成名义上的共识，而

在理解和实施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面对多边制度各自为政，是国际体

制中更广泛价值观的一个缩影。比

较乐观的态度是，将围绕人权的变

化视为各个国家/地区和其他利益

相关者开始寻找更完善的行为方

式的开端。但是，价值观的差异

意味着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个国

家也难以就“更完善”的含义达成

共识。如本报告未来冲击（参见第 

政治领导者越来越多地强调民族国

家在国际体制中的重要地位，并试

图削弱国际协议和多边制度对国家 

自主权的约束。多边主义的捍卫者

指出，这种分散化风险会造成盲

点，削弱全球稳定性，并且会限制

应对跨境挑战的能力。

当前的多边架构受到了崛起和传统

权力的批判。在一些崛起权力中，

批判者认为二战后在权力和价值观 

的平衡下形成的国际架构过于稳

固，而且未能有所发展以反映随

后的全球转型。7 在经济方面，例

如，1950 年，美国占全球 GDP 

的 27.2%，中国为 4.6%（按购买

力平价计算）；2017 年，这一数

字分别为 15.3% 和 18.2%。8 经

济重心的这种转变带来对制度变革

的需求。同时，在一些传统权力

中，批判者认为多边主义对其自主

管控是一种代价高昂的钳制。 

有多种方式会削弱多边主义。各个

国家/地区可以退出协议和制度；

可以进行干预以阻止达成共识；可

以采用选择性方法来维护规范和规

则。多边制度也可能会经历一个逐

渐废除或忽略的过程。可以说，建

立新的平行结构可能会削弱多边体

制的凝聚力，但不断增加的制度密

度也可能会增强体制的弹性。 

74 页）之一所概述的，可以想象

在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各个国家/

地区会放弃那些限制其自主权的观

念和制度。

受到威胁的 
多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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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Edgar Su

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是一个特别令人

关注的领域，到目前为止在与贸易

相关的方面特别明显。例如，如果

WTO 上诉机构新法官的任命继续

被妨碍，主要争端解决小组将在

2019 年 12 月因法官不足无法发

布有效裁决而停止运作。9 

争议解决机制是国际商务体系结构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该体系已经发

生变化，其重心正在从西方转移到

亚洲。例如，2017 年底，中国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

推出了其首个国际仲裁规则，2018 

年中期，中国成立了两个新的国际 

法庭来处理与“一带一路”计划

相关的商业纠纷。10 许多国家/

地区通过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

（ISDS）程序上报争议，这项机

制让外国投资者可以依赖国际仲裁

流程，而不是他们进行投资的国

家/地区的当地法律框架来解决争

端。11 如果跨境信任因地缘政治竞

争和不同价值观而受到削弱，那么

双方都接受的争端解决机制可能会

变得越来越复杂。

贸易领域是迄今为止受更多极化、

观念更加多元化的世界的广泛影响

最为明显的领域。2018 年，中美

之间的贸易关系急剧恶化。虽然年

底出现的一些转机让中美关系复合

重燃希望，但早期加速的恶化凸显

了风险在此领域成型并加剧的速度

有多快。

分散化风险会造成盲点，削弱全球稳定性，并且会限制
应对能力

贸易关系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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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初，根据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的建议12，特朗普总统签

署了“全球保护关税”，这是自 

2001 年这项条文首次被使用， 

关税的签署导致美国太阳能电池板

进口总额达 85 亿美元，洗衣机

进口总额达 18 亿美元。美国后

来在对征收钢铝进口关税时提到了

国家安全，并且三次增加了与知识

产权和技术纠纷相关的针对中国

的特定关税。13 针对美国这些措

施，中国制定了反制措施威胁到两

国之间进行的所有商品交易。14

2018 年 10 月，贸易关系紧张

局势激化的潜在成本尤为明显，

此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将 2018 年和 2019 年的全球

经济增长预测下调了 0.2 个百

分点。IMF 预测美国经济增长将

从去年的 2.9% 放缓到 2019 年

的 2.4%，而中国则从 6.6% 降

至 6.2%。全球经济增长的任何放

缓都会为发展中国家/地区带来不

利因素，这些国家/地区已经面临

利率上升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

国内政治压力也将增加：9 月，

由于美国债券收益上升，投资者的

紧张情绪推动新兴市场股票进入

熊市。15

经济政策长期被视为通过将权力嵌

入互利关系中来缓解地缘政治风险

的一种手段，现在经常被视为战略

竞争的工具。例如，美国商务部在 

2018-22 年的战略计划中指出 

“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16 

去年中美关系恶化，双方都指责对

方破坏了双边关系，17,18 而且国

内政治因素并不总是有利于两国之

间达成妥协。两国目前关系的恶化

不能排除是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迅速

放开的因素，但部分分析师警告还

有许多根本性挑战。2018 年全球

贸易环境的恶化这不仅出现在竞争

对手之间。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贸

易关系也出现了意外的波动。在 6 

月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召开之前，

美国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及

其他国家的钢铝进口征收关税。19 

威胁与反威胁随之而来，特别是在

美国与欧盟之间：特朗普总统谈到

对从欧盟进口的车辆征收 20% 关

税；而欧盟委员会暗示会采取全球

对策，收取关税总计达 2.94 亿

美元，约占全球商品进口的五分之

一。20 这种不确定性给欧洲汽车

制造商带来很多压力，其中一些

汽车制造商已经受到来自中美贸易

紧张关系的压力。21 经过各种修

好和解，特朗普总统和欧盟委员

会主席 Jean-Claude Juncker 于 

7 月同意朝着降低双方关税的方

向努力。10 月，美国、墨西哥和

加拿大宣布以修订的贸易协议取代 

NAFTA，新协议命名为 USMCA 

（美墨加三国协议）。22 

在 2018 年受到威胁或被强加关

税的备受关注的贸易中断几乎都与

实物商品的进出口有关。但是，服

务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

多，尤其是数字服务。由于数字流

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因此

数据本地化条款也要求企业在收集

数据的国家/地区存储数据，而不

是存储在位于其他地方的公司服务

器上。23 从隐私和知识产权到国

美国商务部在其战略计划中指出 
“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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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监管和税务等多个方 

面都合理地制定了本地化规则。 

但是，批判者认为政府限制数据流

通常只是为了给压制跨境数字贸易

的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一个借口。24

路透社/Yannis Behrak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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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并在 2018 年宣布进一步

限制对电力基础设施和农业用地的

投资。35 

尽管起点不同，但中国正朝着另一

个方向发展。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的数据，中国近年

来对 FDI 的限制显著减少，尽管

如此，中国仍是全球限制最严格的

国家之一（参见图 2.2）。36 而在 

2018 年中国宣布进一步开放其 

“负面清单”，即禁止外国企业投

去年海外直接投资（FDI）的发展

态势可能比贸易紧张局势更为明

显。正如 2018 年《全球风险报

告》中所讨论的那样，对外投资与

地缘政治定位的相关程度越来越

高。因此，人们在对内投资方面愈

加谨慎。由于海外直接投资与贸易

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不同，因此在这

一领域，日益激烈的地缘经济竞争

可能会为需要多年形成且需要更多

时间才能解决的紧张形势埋下种

子。特别是西方国家/地区一直在

加强其自身权力以阻止在战略行业

的投资，尤其是新兴技术，这可能

会在一定程度上为全球化投资带来

降温趋势，正如贸易一样。 

2018 年 8 月，德国政府宣布降低

阻止国外投资的限制门槛。25 之前

德国政府曾指示一家国有银行收购

一家能源基础设施公司 20% 的股

份以防止其自身被收购。26 这已经

不是欧洲政府首次尝试限制对内投

资。2005 年，在政府的干预下，

百事公司对乳制品生产商达能集团

的提议收购宣告失败。27 之后， 

法国前总理 Dominique de Villepin 

赞称“经济爱国主义”是全球竞争

力的基石。28 当时，这一言论引起

强烈反对，但在今天获得共鸣，虽

然此时欧洲已经把防范的对象由美

国转到了中国。 

自 2016 年中国一家公司收购德国

尖端技术公司 Kuka 以来，这种防

范态度愈演愈烈。2018 年，英国

发布了一份 120 页的政策提案，

旨在增加政府阻止国外收购的权

力，29 而法国发布的立法草案增加

了国外收购必须事先获得部级批准

的行业数量。30 在这其中是投资审

查的特别关注的焦点，因为其重要

性超出了经济范围：许多新技术的

双重性意味着他们的收购可能会影

响国家安全。31

2017 年 12 月，欧盟委员会提议

在欧盟范围内采取措施以控制来自

非欧盟地区对欧盟公司的投资，因

为 28 个成员国中只有 12 个具有

审查机制。欧盟对此关注的一个原

因是希望通过欧盟各国一致的决策

来避免单一国家受到海外投资的影

响。2018 年 9 月，欧盟委员会主

席 Jean-Claude Juncker 呼吁通

过特定多数表决来协调欧盟的对外

政策。32 

美国还在 2018 年制定立法，以提

高对 27 个行业的投资审查，其中

包括半导体和电信行业。33 2017 

年，印度严格规范了外国企业在电

力传输行业的运营行为。34 近年

来，澳大利亚不断收紧其对内投资

图 2.2：扩大开放？

OECD FDI 限制指数（0=开放； 
1=关闭）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https://data.oecd.org/fdi/fdi- 
restrictiveness.htm 

注：该指数包括四种主要类型的 FDI 限制： 
外国股票限制、歧视性审查或审批机制、 
对重要外籍人员的限制以及运营限制。 

中国

美国

OECD

投资紧张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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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逐渐下降

全球 FDI 流入资金 
（以十亿美元为单位）

来源：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 (OECD)。http://www.oecd.org/
investment/statistics.htm 

资的，或者只能作为与中国实体合

资企业的一部分运营的行业37，然

而许多会引起国外投资者兴趣的行

业仍在清单上。38 与贸易领域一

样，如果跨境投资资金流的环境

继续恶化，这将会阻碍全球经济增

长，并且还会形成经济和地缘政治

紧张局势相互加剧的恶性循环。数

据表明 2017 年的 FDI 已急剧下

降，虽然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仍然稳

健。这一下降趋势持续到 2018 年

上半年（参见图 2.3）。39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将会让许

多国家/地区（尤其是较小或较弱

的国家/地区）必须在保证投资增

长与保持财政控制和战略自主性之

间做出痛苦的选择。



30 2019 年全球风险报告

参考文献

1 自由之家，2018，2018 年世界自由
度：危机中的民主，自由之家，https://
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
freedom-world-2018
2 Mounk, Y.，2018，《人民与民主：为
什么我们的自由岌岌可危以及如何维护我们
的自由》，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
社；另见 Krastev, I，2018，“东欧的 
非自由革命：民主衰落的漫长之路”， 
《外交事务》，2018 年 5 月/6 
月，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
articles/hungary/2018-04-16/eastern-eu-
ropes-illiberal-revolution
3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6， 
《国有企业作为全球竞争者：挑战或机
遇》，巴黎：OECD 出版社，https://doi.
org/10.1787/9789264262096-en
4 Regalado, A.，2018，“尽管对 
CRISPR 婴儿存有争议，哈佛大学仍将开
始进行基因编辑精子的研究”，MIT 技术
评论，2018 年 11 月 29 日，https://
www.technologyreview.com/s/612494/
despite-crispr-baby-controversy-har-
vard-university-will-begin-gene-edit-
ing-sperm/
5 Kharas, H，2017，“压力之下的多边
主义”，2017 年 7 月 31 日，Brook-
ings，https://www.brookings.edu/re-
search/multilateralism-under-stress/
6 Moyn, S.，2012，《最后的乌托邦： 
历史上的人权》，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
学出版社，
7 Slaughter, A.-M.，2018，“联合国实
体从层次结构转变为枢纽中心”，《金融
时报》，2018 年 9 月 17 日，https://
www.ft.com/content/e236a712-ba51-
11e8-8dfd-2f1cbc7ee27c
8 Maddison, A.，2008，“西方经济体
和世界其他经济体：1000-2030”，《
世界经济》9 (4)：75-99，http://cite-
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
doi=10.1.1.546.9890&rep=rep1&type=pdf；
以及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DataMapper 数据库，“基于 PPP 的 
GDP，世界份额”， https://www.imf.
org/external/datamapper/PPPSH@WEO/
OEMDC/ADVEC/WEOWORLD
9 Miles, T.，2018，“特朗普威胁，需
求引发 WTO 的‘存在危机’”，路透
社，2018 年 10 月 24 日，https://
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ade-
wto-insight/trump-threats-demands-
spark-existential-crisis-at-wto-idUSKCN-
1MY12F
10 Lewis, D.，2018，“一带一路系列采
访：Don Lewis 解读 BRI 的法律框架”， 
Belt & Road Advisory，2018 年 8 月 
5 日，https://beltandroad.ventures/
beltandroadblog/2018/08/05/understand-
ing-the-bri-legal-framework

11 Fernholz, T.，2018，“新的 NAFTA 
解决了有争议的公司法律权利——到
目前为止”，Quartz，2018 年 10 
月 4 日，https://qz.com/1412330/
the-new-nafta-changes-global-corpo-
rate-arbitration/
12 Bown, C.P.和 M.Kolb，未注明日期。
特朗普的贸易战争时间表：最新指南，2018 
年 12 月 1 日更新，https://piie.com/
blogs/trade-investment-policy-watch/
trump-trade-war-china-date-guide
13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2018，实行
美国贸易法：301 条款和针对中国的条
款，2018 年 12 月 3 日，https://fas.
org/sgp/crs/row/IF10708.pdf
14 Lambert, L.，2018，“特朗普威胁
针对共计 5000 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
征收关税”，路透社，2018 年 7 月 20 
日，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
us-usa-trade-china/trump-threatens-tar-
iffs-on-all-500-billion-of-chinese-imports-
idUSKBN1KA18Q
15 Jones, M.，2018，“1 月以来，熊市
的新兴市场股票下跌了 20 个百分点”，
路透社，2018 年 8 月 15 日，https://
www.reuters.com/article/us-emerging-
markets-stocks-bear/emerging-market-
stocks-in-bear-territory-after-20-percent-
drop-since-january-idUSKBN1L01UZ
16 美国商务部战略计划，2018-2022 年：
帮助美国经济增长，http://www.decso-
cal.org/NewsEvents/us_department_of_
commerce_2018-2022_strategic_plan.pdf
17 美国副总统彭斯关于政府对华政策的讲
话，2018 年 10 月 4 日，https://www.
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
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administra-
tions-policy-toward-china/
18 Fifield, A.和 S.Denyer，2018，“中
国警告特朗普政府停止其‘错误’行为和
指控”，《华盛顿邮报》，2018 年 10 
月 8 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
com/world/china-tells-trump-administra-
tion-to-stop-its-misguided-actions-and-al-
legations/2018/10/08/cd17c926-cac1-
11e8-a85c-0bbe30c19e8f_story.html
19 Donnan, S.，2018，“美国打响与同
盟国的贸易战争”，《金融时报》，2018 
年 5 月 31 日，https://www.ft.com/
content/7ba37aa2-64ac-11e8-a39d-
4df188287fff
20 Brunsden, J.，2018，“欧盟警告，美
国汽车进口关税将达 3000 亿美元”，《金
融时报》，2018 年 7 月 1 日，https://
www.ft.com/content/38388ebe-7d21-
11e8-8e67-1e1a0846c475
21 McGee, P.、D.Keohane 和 M.Sto-
thard，2018，“戴姆勒公司谴责中美贸易
战导致其利润受损”，《金融时报》， 
2018 年 6 月 21 日，https://www.
ft.com/content/06d97bf2-74d0-11e8-
aa31-31da4279a601
22 Magnus, G.，2018，“先是关税，

现在开始在全球贸易中孤立中国，美国
会成功吗？2018 年 10 月 16 日，《
南华早报》，https://www.scmp.com/
comment/insight-opinion/united-states/ar-
ticle/2168600/first-tariffs-and-now-move-
isolate-china
23 Beattie, A.， 2018，“数据保护主义：
全球商务日益增长的威胁”， 
《金融时报》，2018 年 5 月 13 日， 
https://www.ft.com/content/6f0f41e4- 
47de-11e8-8ee8-cae73aab7ccb
24 外交关系委员会， 2017，数据保护主
义兴起：CFR 研讨会的洞察分析，2017 
年 10 月 18 日，https://www.cfr.org/
report/rise-digital-protectionism
25 Chazan, G.，2018，“德国计划进一
步限制国外投资”，《金融时报》，2018 
年 8 月 7 日，https://www.ft.com/
content/6ff764e8-9a1c-11e8-ab77-
f854c65a4465
26 Chazan, G.，2018，“德国采取措施保护
能源集团不受中国影响”，《金融时报》， 
2018 年 7 月 27 日，https://www.
ft.com/content/a39c799c-91ab-11e8-b639-
7680cedcc421
27 Orr, D.，2005，“达能：不卖”，福布
斯，2005 年 7 月 25 日，https://www.
forbes.com/2005/07/25/danone-pep-
si-takeover-cz_do_0725danone.html
28 Thornhill, J.和 A.Jones，2005， 
“De Villepin 呼吁‘经济爱国主义’”， 
《金融时报》，2005 年 9 月 22 
日，https://www.ft.com/content/028ba-
cac-2b94-11da-995a-00000e2511c8
29 Pickard, J.、A.Massoudi 和 T.Mitch-
ell，2018，“更严格的国外投资规定让
他们瞄准中国”，《金融时报》，2018 
年 7 月 25 日，https://www.ft.com/
content/9554e45e-8f54-11e8-bb8f-a6a2f-
7bca546
30 世达国际律师事务所公司，2018，“扩
大欧洲以国家安全为重点的国外投资审查
范围”，2018 年 7 月 2 日，https://
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
aspx?g=a29a3227-8be8-4e29-b71c-
19707303d8ce
31 欧盟议会，2017，国外直接投资审查：
有关中欧 FDI 流动的争论Briefing，2017 
年 5 月，http://www.europarl.europa.
eu/RegData/etudes/BRIE/2017/603941/
EPRS_BRI(2017)603941_EN.pdf
32 欧盟委员会，2018，2018 年欧盟状
况，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
priorities/state-union-speeches/state-
union-2018_en
33 Bartz, D.，2018，“美国自 11 开始针
对中国收紧国外投资规定”，路透社，2018 
年 10 月 10 日，https://www.reuters.
com/article/us-usa-trade-security/tighter-
u-s-foreign-investment-rules-aimed-at-chi-
na-start-in-november-idUSKCN1MK1IC
34 Varadhan, S.和 N.Dasgupta，2017， 
“独家报道：印度针对中国收紧电网、
电信规定”，路透社，2017 年 8 月 



312019 年全球风险报告

17 日，https://in.reuters.com/article/
india-china-business/exclusive-taking-aim-
at-china-india-tightens-power-grid-tele-
coms-rules-idINKCN1AX278
35 Smyth, J.，2018，“澳大利亚将收紧国
外投资，令中国担忧”，《金融时报》， 
2018 年 2 月 1 日，https://www.
ft.com/content/308ca8d6-06f6-11e8-
9650-9c0ad2d7c5b5
36 OECD 数据，FDI 限制指数，https://
data.oecd.org/fdi/fdi-restrictiveness.htm
37 UNCTAD（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2018，“精简国外投资负面清单”， 
投资政策中心，2018 年 7 月 28 日， 
http://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
IPM/MeasureDetails?id=3266
38 Fickling, D.，2018，“中国开放国外
投资大门，但极为有限”，彭博社，2018 
年 7 月 2 日，https://www.bloomberg.
com/view/articles/2018-07-02/china-s-
foreign-investment-door-opens-but-only-
barely
39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8， 
“FDI 数据”，2018 年 10 月，http://
www.oecd.org/investment/FDI-in-Fig-
ures-October-2018.pdf



脑力与 
心力
全球风险的人性一面



《全球风险报告》旨在处理结构性问题：面临压力的体

系、不再适应世界所面临挑战的制度、政策和实践的负

面影响。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带来心理和情绪紧张，造成

广泛的人类成本。这通常并不明显，但需要获得更多的

关注，这不仅仅是因为心理和情感健康的下降本身就是

一种风险。更重要的是这还会影响更广泛的全球风险格

局，尤其是通过对社会凝聚力和政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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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点关注全球风险的人性一

面。正如前两节所探讨的，对于 

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日益忧虑、 

不幸和孤独的世界。愤怒情绪在不

断增加，而移情心理似乎有所下

降。本章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复杂变

革带来的影响：社会、技术和工作

相关方面。心理压力通常是由于在

面对不确定性时感觉缺乏控制所造

成的。1

每年，盖洛普都会对全球的情绪状

态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分析。2017 

年，盖洛普询问了超过 145 个国

家/地区的 154,000 名受访者， 

他们在前一天是否有过各种积极和

消极体验。总的来说，积极体验 

（如微笑、尊重和学习）明显多于

消极体验（包括疼痛、担忧和悲

伤），但趋势线令人担忧。

如图 3.1 中的图表所示，自 2006 

年开始调查以来，积极体验指数 

（五种积极体验的综合指标）相对

稳定。与此同时，消极体验指数在

过去的五年已呈上升趋势。2017 

年，近十分之四的人表示他们在前

一天经历了很多担忧或压力；十分

之三的人遭受了很多身体疼痛； 

十分之二的人有过愤怒情绪。2

尽管愤怒情绪是盖洛普的消极体验

中最不常见的，但愤怒通常被视为

时代精神的定义情绪。有些人认为

这是一个“愤怒的年代”，认为 

“相互憎恨急剧增加”。3 虽然可

以想象到公众愤怒可能是一股团结

的催化力量，是本世纪之初经常表

现出来的一种希望，与阿拉伯之春

相关，4 从那时起，愤怒情绪更加

具有政治分裂性和社会腐蚀性。

在美国，民意调查研究员指出，过

去对立的政治团体相互表示出失望

情绪，而现在他们表现的是恐惧和

愤怒。5 在一项调查中，近三分之

一的受访者表示在 2016 年的总统

大选中，他们拒绝与家人或朋友交

谈。6 在另一项调查中，68% 的美

国人表示他们每天至少生气一次；

女性表示自己比男性更容易生气，

中产阶级相对于比他们更富有和更

贫困的同龄人亦是如此。7

愤怒情绪长期以来一直与地位的丧

失有关。8 最近的研究还表明，愤

怒与群体认同有着很强的联系。9 

其中风险在于这种组合会产生愤怒

极化，这是许多国家/地区政治越

来越普遍的特征。正如下面的技术

部分中进一步探讨的那样，近年

来，群体认同经过一个“社会分

类”过程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一过

程侵蚀了传统的交叉社会关系。10

来源：盖洛普 2018 年全球情感
报告。https://www.gallup.com/
analytics/241961/gallup-global-emotions-
report-2018.aspx 

注：两个指数的得分范围为 1 至 100。积极
体验指数的得分越高，表示积极体验越多；
在消极体验指数中，得分越高表示消极体验
越多。
 

消极体验指数

积极体验指数

图 3.1：情绪低迷

人估计 
患有 

精神疾病

愤怒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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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盖洛普对负面体验呈上升趋势的

发现相同，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也

表明，抑郁症和焦虑症在 1990 年

到 2013 年之间分别增加了 54% 

和 42%。11 这种疾病分别在全球疾

病负担中排名第二和第七；在全球

前 20 名的疾病负担中有 5 项是

精神疾病。12 全世界估计有 7 亿

人患有精神疾病。13

并非所有数据都证实心理健康问题

的发生率正在上升，但有迹象表

明，特别是当代年轻人的心理健 

康问题显著增加。例如，在美国，

患有抑郁症的人口比例从 2005 

年的 6.6% 增加到 2015 年的 

7.3%，但患病率在 12 到 17 岁

之间的人口比例增长尤为明显，

从 5.7% 增至 12.7%。14 一项研

究发现，在一次标准化调查中报告

的 2007 年美国患有精神症状的学

生人数要比 1938 年的同龄人多

五到八倍。这些趋势在美国女孩群

体中尤其明显，2016 年，五分之

一的女孩在前一年有过重度抑郁发

作的经历。15 对于诊断标准放松的

担忧日益高涨，而行为证据也有着

相同的趋势。2009 年至 2015 年

间，年龄在 10 至 14 岁之间的女

孩自残率几乎翻了三倍，同期 15 

至 19 岁青少年的自杀率增加了 

59%。16

西方世界有记录的精神疾病患病率

较高，焦虑症的终生发病率在中国

为 4.8%，在美国为 31%。对此，

可能的原因包括报告偏倚、方法因

素，以及在较差的环境下，精神痛

苦更有可能被视为生活预计的一部

分，而不是诊断性疾病。17 尽管如

此，在低收入国家/地区的精神疾

病患者可能会面临极大的困难： 

一项针对 28 个国家/地区的研究

发现，其治疗缺口高达 85%。18

在富裕的国家/地区，财富对健康

有着复杂的影响。低收入群体中的

焦虑症患病率更高。但对金钱的态

度也很重要，研究人员将健康下降

与从内在动机（与社区感受和归属

相关）转向外在动机（与经济成功

和社会地位相关）的社会转变联系

起来。19 这具有世代意义：在美

国的一项研究中，81% 的 18 至 

25 岁年轻人表示致富是他们这一

代人的首要或第二大目标，相比之

下，26 至 39 岁的人中有 62% 的

人如此表示。20 另一个重要的世

代模式是对提高生活质量的期望。

如图 3.2 所示，各国在年轻人对

他们的生活质量对比其父母的生活

质量的看法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中

国仅有 5% 的调查受访者表示他们

的生活质量比其父母的生活质量更

差，而美国和英国有 30%，法国有

近 60% 如此认为。21

过去对立 
的政治团体
相互表示出
失望情绪，
而现在他们
表现的是恐
惧和愤怒

心理健康的全 
球趋势



图 3.2：生活前景

中国

印度

巴西

南非

德国

平均

英国

美国

意大利

俄罗斯

日本

韩国

土耳其

法国

– 80 – 60 – 40 – 20 200 40 60 80

36 2019 年全球风险报告

哪些因素造成这些负面体验不断

增加？社会压力源是首先考虑到

的潜在驱动因素。暴力冲突仍然

是造成情感和心理痛苦最严重的

原因之一。这其中有一种自满的

其他类型的暴力事件亦是如此。他

杀的发生率尤为重要，因为这会影

响对安全的整体认知。24 尽管全球

他杀率在 2016 年临界上升之前

已有十年的下降趋势，25 但各地区

受到的影响却截然不同：拉丁美洲

人口占全球人口的 8%，但其杀人

犯却占 33%。26 虽然相似的趋势

线不适用于“亲密伴侣暴力”，但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全球约有 30% 

的女性在她们的生活中有过被亲密

伴侣暴力的经历，这使得她们患上

抑郁症的风险增加一倍。27 2017 

年，每天会有 137 名女性被自己

的亲密伴侣或家庭成员杀害。28

近几十年来，全球贫困人口比例大

幅下降，缓解了影响身心健康的一

大主要威胁，29 但全球人口的增

加意味着绝对数字仍然非常高。 

2015 年，有 7.36 亿人口每天的

生活费不到 1.90 美元，而在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中东和北非

地区，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30 

而且，在高收入国家/地区，收入

和财富分化与不断增加的心理健康

问题密切相关，根据我们今年的调

查，这是全球风险格局的第四大驱

动因素。31

第三种社会压力源是孤独感。 

这也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西方世

“与父母一代相比，您的生活质量是更好还是更差？”（受访者百分比）

来源：2016 年益普索全球趋势。https://www.ipsosglobaltrends.com/life-better-or-worse-
than_parents/ 更差 更好

危险，因为与冲突相关的死亡人

数从 20 世纪中期开始迅速下

降，如图 3.3 所示。但是，如

图所示，冲突的整体数量接近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的峰值，并在

近年来呈上升趋势。22 虽然不是

大规模死亡冲突，但这些冲突显

然是许多人情感和心理痛苦的来

源，特别是在非洲、中东和南亚

地区。23

暴力、贫困和 
孤独感



每 1,000,000 人的战斗死亡人数， 
1946-2016 年 

冲突数量，1946-2016 年

图 3.3： 
冲突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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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http://ucdp.
uu.se/；Max Roser, “War and Peace”, 
2018.https://ourworldindata.org/war-and-
peace.

界尤为明显，这主要是由于家庭结

构的转变造成的转变造成的。究人

员称，目前独自生活的人口比例 

“达到历史新高”。32 在英国，

单身家庭的平均比例已从工业化前

社区的 5% 增加到 1960 年代的 

17%，在 2011 年增至 31%。类似

数字还出现在德国、日本、荷兰 

和美国。

许多首都城市所谓的“独居者” 

比例甚至更高，例如，在巴黎有 

50%，在斯德哥尔摩有 60%。在曼

哈顿中城区，94% 的家庭是单人

家庭。研究人员指出，与较小的农

村社区相比，城市化可能会削弱

家庭和其他纽带；33 这可能有助

于解释为什么高收入国家/地区心

理健康问题明显高发。34 与城市

化相关的心理压力的证据也来自新

兴经济体：在中国，农村人口在 

1980 年到 2014 年间从 80.6% 

跌至 45.2%，35 而研究发现，迁

移到城市的人口以及留守在农村的

人口，孤独感都有所增加。36

英国最新的官方数据表明，在 

2017 年，有时、经常或总是感到

孤独的人口比例从 2014-16 年平

均的 17% 增加至 22%。37 而同期

从未感觉孤独的人口比例从 33% 

下降至 23%。美国的一项研究调

查了人们有多少亲密朋友：平均值

从 1985 年的 2.9 下降到 2004 

年的 2.1，而回应他们在这段时

间内没有亲密朋友的人口比例则翻

了三倍，因此成为了模式响应。38

研究表明，那些形容自己十分孤独 

的人拥有的社会资本与他们并不感 

到孤独的同龄人一样多。39 与孤

独相关的行为模式之一是睡眠质

量较差，这也会影响个人更广泛

的适应能力。40 早期迹象表明，

随着孤独感的增加，其潜在社会影

响开始被认为是一个需要关注的

问题，2018 年初，英国将孤独感

划归到其政府部长之一的职权范

围内。

女性在 
她们的生活中 
遭受“亲密伴侣 
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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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美国 58% 

的调查受访者和英国 50% 的调查

受访者认为技术是造成孤独感和社

会孤立的主要原因。41 然而，同一

调查发现，社交媒体被认为是能够

让人们更轻松地“以有意义的方式

与他人联系”的一种方式，而感到

孤独的受访者使用社交媒体的可能

性并不会比其他人要大。这些调查

结果体现了有关技术变革如何影响

个人健康的不确定性。技术变革始

终是压力的来源，但当前的变革浪

潮，即第四次工业革命模糊了人类

和技术之间的界限。

例如，围绕数字技术成瘾说法的 

争论。42 英国在 2018 年中期的 

研究发现，人们平均每周花费 24 

小时上网，是 2011 年的两倍之

多。43 至少有一位著名的内分泌学

家将数字技术比作成瘾物质，因为

数字技术会刺激多巴胺分泌，产生

快感，但需要加大使用才能获得同

样的效果。44 新技术可以吸引并

留住用户的注意力，许多商业模式

依赖于这种功效；一些公司甚至会

利用多巴胺的行为影响，以此来进

行营销。45 但是，其他人认为，

成瘾的说法有些危言耸听或夸大其

词：46 英国研究发现，人们现在 

上网的时间仍然比看电视的时间 

要少。

研究儿童早期发育的研究人员对于

成瘾的担忧要小于“功能障碍”的

风险——数字技术可能会排斥人际

互动，而人际互动会为后来的发育

提供基础，例如“集中精力、划分

优先顺序和学习控制传递冲动”的

能力。47 美国儿科学会建议年龄不

超过 18 个月的婴儿仅将屏幕用于

视频聊天，并且建议将年龄未满 5 

岁的儿童观看“高质量”节目的时

间限制在一小时，而且要在一位家

长的陪同下观看。48

在青少年中，一项针对 500,000 

多名美国高校学生的研究发现，那

些在数字媒体花费更多时间的学生

更有可能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数字

媒体是相对于体育运动、面对面互

动、作业、印刷媒体或宗教服务等

非数字活动而言。49 批判者对这些

调查结果提出质疑，特别对于适量

的屏幕观看时间。他们还指出，即

使屏幕观看时间较长，与不吃早餐

或睡眠不足等相比，产生的影响依

然较小。50

技术、成瘾和 
移情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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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潜在的问题是，技术导致换

位思考的移情心理下降。一项针对

美国学生的研究发现，在 1979 年

到 2009 年间，移情心理水平下降

了 48%；51 但是，除了更多地使用

个人技术外，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

还有对物质的日益崇尚以及父母养

育行为的改变等。相关争论主要是

围绕数字回音室效应是如何通过将

个人绑定在关系紧密的群体中来削

弱社会间的移情心理。 

其他技术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

研究人员发现在线约会平台的分 

类和配对流程正在削弱交叉社会关

路透社/Juan Medina

系。52 技术和移情心理之间的关系

看似很微妙：在线交流可以产生移

情心理，但研究表明，其效果要比

现实互动的效果差六倍。53 有些人

认为虚拟现实（VR）技术将成为 

“移情引擎”。54 而其他人认为，

例如，现在的在线游戏与移情心理

有着负相关关系，55 这可能表示类

似游戏的 VR 效果越逼真，带来

的负面影响越大。一些人认为，情

感机器人可能会消除孤独感，特别

是在护理相关环境中。但这并不表

示没有潜在风险，我们在第 73 页

的“未来冲击”一节讨论了潜在的

危险。56 

技术和社会变革与工作场所的快速

转型密切相关，而且工作中发生

的事情可能会影响情感和心理健

康。57 根据一项针对 155 个国家/

地区的全职员工的调查，仅有 15% 

的员工认为自己“高度投入并对工

作充满热情”。58 这种“敬业度”

从美国的 33% 到东亚的仅 6% 不

等，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多度劳累的

结果。在全球范围内，调查发现 

更多的员工 (18%) 有怠工表现， 

即为“充满怨恨并宣泄自己的 

不快”。59

对于许多员工而言，最近的一个明

显的变化是工作和其他生活之间的

界限变得更加模糊。60 与工作有关

的电子邮件通常在正常工作时间开

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就开始发送，

并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才会结

束。许多家庭都要兼顾多项工作，

照顾孩子、紧张的通勤以及照顾年

迈的父母。越来越多的员工将管理

工作/生活平衡的能力视为让工作

更上一层楼的最重要因素。61 根

据一项研究，50% 的美国员工表示

他们“经常或总是因工作而精疲力

自动化、监督和工
作场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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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这个数据在20年间增加了近

三分之一。62 在另一项研究中，英

国员工被要求找出他们认为工作场

所压力的主要原因，有一半的员工

认为是因为不切实际的时间压力和

需求。同一项研究指出，员工担心

对工作场所的变革缺少可供参考的

咨询意见（31%）以及对所做的工

作缺乏控制能力（27%）。63

长期以来，自动化一直是破坏工作

场所原有秩序的根源。自动化使得

大量员工可以晋升到价值链上游，

摆脱单调、危险的任务，但早在 

1959 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注意 

到了自动化甚至是自动化的发展 

前景会对人类产生负面心理影

响。64 2018 年发布的研究表明， 

在美国，受自动化影响的可能性每

增加了 10%，身体和心理健康水平

分别下降了 0.8% 和 0.6%。65

技术还让雇主能够更轻松地监督 

员工；一些人认为“预期一致性”

的程度可以鼓励使用一种替代形式

的自动化。66

自动化和监督问题最突出的一个领

域是在线零售业，在这一领域，特

别是因为仓库现在的运营效率水

平，这给员工身体和心理带来压

力。同时，如果员工将工作场所监

督视为不信任的表现，那么这实际

上会导致产出降低。67 由于监督而

造成的隐私丧失也可能会有类似的

影响：针对中国一家工厂的一项研

究发现，不被私下监督的员工的生

产效率比其同事要高 10-15%。68 

相反，在针对美国餐厅的一项研究

中，餐厅通过监督来遏制员工偷

窃，结果发现每周收入有大幅增

加，而这是因为客户服务水平得到

意外改善。69

 

工作结构和社会地位的更广泛变革

是潜在压力的进一步来源。许多发

达经济体的就业保障和稳定性都在

下降，实际收益增长缓慢或停滞，

并且可预测性较低的“零工经济”

工作正在增加。与此同时，在许多

低收入国家/地区，安全和稳定的

就业一直都不常见：例如，在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70% 的就业 

被国际劳工组织归类为“弱势 

就业”。70

以上的证据加剧了对日益增长的心

理健康问题的担忧。在英国，一

项独立审查发现，尽管 2009 年

至 2017 年间因病缺勤率整体下

降了 15% 以上，与心理健康问题

相关的缺勤率却增加了 5%。71 当

然，并非工作场所记录的所有心理

健康问题都是在工作场所引起的，

但雇主和监管机构应确保工作场所

的环境不会引发或加剧问题。英国

的审查结果建议修订健康和安全规

则，以更好地考虑和重视心理及身

体健康。

19 世纪，身体健康和安全规则和

实践改变了许多工业化经济体的工

作。21 世纪，心理健康和安全规

则和实践也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

以确保工作场所环境适合知识型 

经济。

没有任何法律或法规可以克服移情心 
理缺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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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点关注了导致个人伤害和痛

苦增加的一些驱动因素。这其中本

章探讨了社会、技术和工作场所的

趋势，但其他驱动因素包括政治不

确定性，人口变化和环境破坏等与

健康下降相关的其他方面也值得被

探讨。

个人伤害本身就很严重，但更可怕

的是它也会带来更广泛的系统风

险和挑战。例如，它会带来巨大的

经济成本。世界经济论坛和哈佛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开展的研究表

明，2010 年精神疾病的全球经济

影响高达 2.5 万亿美元，间接成

本（生产力损失、提前退休等）与

直接成本（诊断和治疗）的比例约

为 2:1。72

除了经济风险之外，还有潜在的政

治和社会影响。例如，一个人们情

绪日益愤怒的世界可能会产生不稳

定的选举结果，并增加社会动荡的

风险。如果移情心理继续下降， 

那么风险可能会更加严峻，在一些

社会中，无论如何“移情心理是所

有渴望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的根

本……而且没有任何法律或法规可

以解决移情心理缺乏的问题。”73

在国际上，近年来，针对国家/地

区使用技术来煽动愤怒分裂和两极

分化的指责愈发强烈。不难想象，

这样的情绪和心理上的干扰会带来

严重的外交影响，甚至可能还有军

事后果。

健康为何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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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 
肆虐
生物风险的转变



上一章探讨了整个世界正在经历的多重转变对情感和心

理的影响。本章要探讨的是受全球转变影响的另一种威

胁：生物病原体。一方面，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增加了

毁灭性疫情自然爆发的风险，另一方面，新兴技术降低

了制造以及释放新型生物威胁（包括蓄意或意外两种情

况）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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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自然爆发的传染病带来了极

大的健康、经济和安全影响，而这

通常是由于人类行为模式的改变为

其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多年来，

全球范围内的新闻报道让各种威胁

变得为广为人知：埃博拉病毒、

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非典病

毒、寨卡病毒、黄热病以及每年的

流感病毒。

疫情爆发的频率一直呈逐渐上升的

趋势。1980 年至 2013 年间， 

有 12,012 个记录在案的疫情事

件，包括 4,400 万个个案，影响

遍及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1 世界 

卫生组织（WHO）每个月都会追

踪 7,000 个潜在的疫情爆发信

号——其中，约有 300 个会持续

跟进，30 个会重点调查，10 个

会进行全面风险评估。2018 年 6 

月，世界卫生组织“重点关注的传

染病”清单所列明的八种疾病中的

六种有史以来首次一起爆发。如果

其中任何一种疾病广泛传播，都可

能会造成数千人死亡，导致大规模

的全球混乱。2

五大趋势推动了疫情爆发频率的增

加。第一，旅行、贸易和全球联动

的激增意味着疫情可以在不到 36 

小时的时间内从偏远的村庄扩散到

世界各地的城市。第二，高密度的

生活环境，特别是在卫生条件无法

保证的情况下，使得传染病更容易

在城市中传播。全球 55% 的人口现

在居住在城市地区，预计到 2050 

年，这一比例将达到 68%。3

第三，森林砍伐带来了新问题： 

林木植被流失在过去二十年中持续

上升，并与 31% 的疫情爆发有关，

例如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和尼帕

即使是面对轻度的生物威胁，整个

世界也并未做好准备。我们很容易

受到某些事件的冲击，而这些事件

往往也对个人生活、社会健康、经

济活动和国家安全具有潜在的巨大

影响。革新性的生物技术带来了令

人惊叹的进步，但同时也带来了监

督和控制方面的艰巨挑战。生物医

药领域的进步让我们不再惧怕传统

威胁，但自然也在进步——全新的

流行病可能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以下各节首先探讨了生物风险在大

自然和实验室中的演变方式。面对

一损俱损的全球健康安全这个话

题，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随

着风险迭变，已经有迹象表明那些

重要的治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正在逐

渐瓦解失效。

路透社/Brian Snyder

疫情频频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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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等的爆发。4 第四，世界卫生

组织指出，潜在的气候变化会改变

并加速传染病的传播，如寨卡病

毒、疟疾和登革热。5

最后，人口迁移也是一个关键因

素。无论是因为贫困、冲突、迫害

还是突发事件，大量人口迁移到新

地点（往往是在恶劣条件下）都会

使迁移人口受到生物威胁的风险升

高。据报道，在难民中，麻疹、疟

疾、腹泻疾病和急性呼吸道感染造

成的死亡人数约占总体死亡人数的 

60% 到 80%。6路透社/Brian Snyder

当今，医疗技术的突破和公共卫生

系统的进步让人类能够控制传染病

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从而减缓疫情

爆发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然而，即

便是在这个前提下，全球化也会加

重疫情爆发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

影响。7 2003 年非典病毒爆发感

染约 8,000 人并造成 774 人死

亡，全球经济损失估计达 500 亿

美元。8 而在 2015 年韩国中东呼

吸综合症冠状病毒疫情爆发，虽然

只有 200 人受到感染、38 人死

亡，但造成的经济损失约有 85 亿

美元。9

根据一项估计，21 世纪潜在流行

病所带来的经济成本高达每年 600 

亿美元。10 另一项涵盖生命损失的

估计显示仅传染性流感每年的成本

就有 5,700 亿美元，其数量级与

气候变化相同。11

鉴于许多疫情发生在相对贫困的国

家和地区，即使该项经济成本的绝

对数字较低也会对相关国家和地区

产生严重影响。根据世界银行估

计，虽然 2014-15 年受埃博拉疫

情影响最严重的三个国家——几内

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综合国

民生产总值（GDP）损失仅为 22 

亿美元。12 但是，如果考虑到相

关的社会成本，即对健康的直接影

响以及对食品安全和就业的间接影

响，这一数字就会上升到 530 亿

美元。13

1918 年西班牙流感造成了 5,000 

万人死亡，与之相比，近年来传染

病爆发导致的死亡人数相对较低，

这应该归功于以下应对措施：疫

苗、抗病毒药剂和抗生素极大地降

低了大规模死亡的风险。但是，从 

2000 年以来，每次疫情爆发都应

被视作是一次“死里逃生的灾难召

唤”，这本应该令人们更加警惕，

但却使让人类愈加自满。14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注意到了这种自

满情绪。2015 年，世界卫生组织

发布了“重点关注的传染病” 

清单，并对其每年进行一次审核。

清单发布的目的不是预测哪种病原

体最有可能导致下一次疫情爆发，

而是强调在哪些方面最需要增加研

究和开发工作。2018 年，世界卫

生组织将“X 疾病”列入其清单

中，以促使研究人员关注目前无法

传播给人类或传播率较低的疾病所

带来的流行病风险。

重点关注的传染病清单的实施卓

有成效，因为针对埃博拉病毒的首

只有效疫苗在 12 个月内得以研

发成功，这远远少于疫苗所需要

的 5-10 年常规研发周期。而目

前的困境是针对其他主要疾病研发

疫苗的估计成本已经大大超过了

用于此类工作的现有资源。根据 

2018 年的一项研究，针对世界卫

生组织标示的 11 种传染病分别研

发疫苗，最低研发成本在 28 至 

革新性的生物技术带来
了令人惊叹的进步， 
但也带来了监督和控制
方面的艰巨挑战

死亡人数减少， 
成本增加

预防工作存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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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亿美元之间。15 相比之下，于 

2017 年成立的流行病预防创新联

盟（CEPI）致力于协调并资助疫

苗开发，到 2021 年，其承诺投

资仅为 10 亿美元。16

各个国家和地区薄弱的基本预防 

工作是应对流行病的一大障碍。 

虽然各国已取得一定进展，特别

是自 2014-16 年埃博拉疫情爆发

以来，但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尚未达

到于 2007 年生效的法规中所规

定的检测、评估、报告和应对突发

公共卫生威胁的最低国际标准。17 

因此当疫情爆发时，可能无法作出

适当响应或响应延迟，而且资源

则需兼顾可能出现的其他流行病

事件。

恐慌和忽视往往会影响流行病的预

防工作。在每次重大疫情爆发期间

和之后，领导者都会急切呼吁增加

对预防工作的投资。伴随着这些呼

声，通常会有一些进展出现。但随

着疫情影响的消退，人们会再次忽

视问题的严重性，直到新的疫情

爆发。周而复始，这会引发新的恐

慌，因为时间和精力可能会被浪费

在某些成本高昂但收效甚微的措施

合成生物学技术可能会改变风险格

局。可能带来的好处意义深远，包

括生产化学品、药品、燃料和电子

产品的新方法，但也有可造成严重

后果的风险。复制和改变生命组织

结构所需的技能和设备正在迅速增

加。在科学进步和市场力量的推动

下，DNA 合成的成本下降的速度

比摩尔定律更快：那些曾经只能由

兼具声望和资金支持的科学家所掌

握的技术正在对全球越来越多的人

敞开大门。20 一流的 DNA 合成设

施目前可以在一个集装箱大小的空

间内构建完成，并且随着微型化工

艺的快速发展，DNA 酶促合成现

在可以利用桌面设备完成。21 开

展此类工作不会产生任何外部“指

纹”，而这种“指纹”能够将合成 

DNA 的设施与执行其他生物工作

的设施区分开来。

现在，小型研究团队也可以开展 

意义深远、影响全球的实验。例

如，2018 年，加拿大的一支研究

团队证明，10 万美元的预算足以

合成马痘病毒。马痘病毒是良性

的，但其近亲主天花病毒会带来天

花（一种在 1980 年被根除的疾

病，这种疾病自 1900 年以来已造

成 3 亿人死亡）。天花病毒的活

体样本现在仅存于美国和俄罗斯的

高级别安全设施中。

通过发布马痘病毒的合成过程，这

支加拿大研究团队大大降低了天花

病毒合成的技术难度，而这增加了

上。例如，在 2014-16 年整个埃

博拉疫情蔓延期间，世界卫生组织

认为一般旅行限制是不必要的，但

仍有 41 例国际旅行限制政策相

继出台。18

我们应对生物风险的能力也会因疏

忽而受阻。抗生素的错用以及滥用

让这项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医疗救治

措施的功效逐渐降低。同样，疫苗

规范的淡化也会导致已被根绝的生

物威胁的复苏：例如，由于毫无根

据的安全顾虑而导致疫苗接种覆盖

率下降，使得对婴儿、幼儿和年轻

人构成严重威胁的麻疹发病率在欧

洲日益增加。19

2000 年以来，每次疫情爆发都应被视作是一
次“死里逃生的灾难召唤”

合成生物学加剧了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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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病毒被意外或蓄意地投放传播

的风险。但该研究团队宣称，借此

研发新型疫苗的潜在益处超过了潜

在的疫情爆发风险。22

而这并非是一个孤例。例如， 

H5N1 流感毒株的死亡率骇人听

闻，可以超过 50%；相比之下， 

1918 年西班牙流感的死亡率低于 

2.5%，而季节性流感的死亡率不

到 0.1%。H5N1 的人类病例非常

罕见，部分原因是因为病毒在人与

人之间的传播率极低。如果该毒株

发生变异，其风险将超过之前人类

所遭遇的任何流行病。2011 年，

研究人员针对 H5N1 的传播性展

开了研究，希望能够更快地|应对

病毒新变体。这项研究存在争议，

生物安全专家担心这可能会导致 

高传播性的病毒被意外释放到人 

群中，或被用作生物武器蓄意 

部署。23

人们普遍认为生物制剂是一种危险

武器，部分是因为其生产过程中可

能存在风险，部分是因为难以针对

特定群体或人群使用制剂。但这不

是一个可以放松警惕的领域。美国

国防部于去年委托开展的报告着重

强调了“可能会利用生物技术进行

的恶意活动清单几乎没有边界”，

而且其重要性等同于冷战期间物理

和化学领域的发展。24

自《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

于 1975 年生效以来，国家赞助的

生物武器开发已大致停止。但是，

该项公约存在着缺陷。首先，公约

受到资金支持掣肘，甚至难以维持

适度的会议计划。25 其次，证明遵

守合约的唯一机制是每年制定的 

“建立信任措施”制度，但提交此

类措施的缔约国从未超过一半， 

且有三分之一的缔约国从未进行过

该类措施。第三，该公约对前沿研

究设有限制，但鉴于生物领域的革

新进步，这一限制面临的问题日益

严峻。26

即使可以保证针对国家行为者的约

束，生物武器仍然会引起恶意的非

国家行为者的关注。微生物法医学

的现状使得人们难以可靠地确定生

物攻击的特性，其影响可能是无法

估量的：伤亡等直接影响可能会因

潜在的社会和政治动荡而加剧。

一般恐怖袭击面临着所需资源难以

扩充的问题。但生物制剂袭击与其

他类型的恐怖袭击不同，一旦掌握

了发起灾难性生物攻击所需的技术

知识，就可以重复部署。这种“重

新装弹”的特性令可持续的灾难性

攻击成为可能。据一位专家称，这

意味着美国 9/11 恐怖袭击暴露出

来的国家安全漏洞要小于随后几周

造成五人死亡的一系列“炭疽病毒

信件”所暴露的漏洞。27 2018 年 

6 月，德国警方在一次逮捕中发现

了 84 毫克的蓖麻毒素，从而拦截

了一次潜在的生物攻击。28

考虑到蓄意攻击中蕴含的军事和政

治因素，以及针对生物攻击缺乏可

靠的管理框架，对自然流行病有效

的应对机制在应对蓄意攻击时可能

效果欠佳。29 例如，如果认为任何

后续攻击可能会影响自身，各国可

能不愿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输送资源

和人员来提供帮助。

去年,美国的一次流行病预防工作

演习显示了蓄意攻击的潜在影响。

该演习设定为战时状态下，一个恐

怖组织投放了一种经过改造的病

毒，其具备高死亡率和易传播性的

特点。30 结果显示在这次演习中疫

蓄意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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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Ueslei Marcelino

目前的治理制度存在风险，会为生

物恐怖主义创造条件。科学家们首

先结成了第一道战线——在自我治

理框架下制定合成生物学研究可接

受的边界。例如，DNA 合成公司

开发了新的系统来筛查合成 DNA 

的订单，以寻找潜在恶意企图的迹

象。但是，首先，筛查是自愿的；

其次，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并不适

用；再次，筛查标准、技术和激励

措施也没有跟上 DNA 合成技术和

业务模式的快速发展。必须要制定

更加严格、透明的监督要求，以及

针对可能增加流行病风险的工作使

用更加严苛的规范条文。

在另一个关于自我治理例子中， 

2015 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和伦敦皇家学会

召集科学家探讨生殖细胞编辑的

未来，而这项技术正是针对遗传 

DNA 进行编辑。该小组提出了一

项针对人类胚胎进行生殖细胞编辑

的建议。32 然而，这条建议很难真

正得以实施，而中国的研究人员随

后使用了 CRISPR 技术去纠正本

应无法存活的人类胚胎中存在的一

个基因突变。33 一些顶尖期刊拒绝

发布此项研究，部分原因是基于道

德伦理，但这并未阻止在此领域开

展进一步工作。去年 11 月，中国

的一名研究人员声称其创造出了第

一批基因改造的婴儿——一对双胞

胎女孩，其基因组经编辑可对 HIV 

免疫，这进一步模糊了技术和人性

之间的界线。34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所采用的各种

技术相辅相成取得进步，合成生物

学的监管的挑战将会加剧。例如，

机器学习可以识别哪些流感变异是

苗接种失败、数千万人死亡、政府

无能为力、医疗系统不堪重负、股

票市场下跌 90%。31 这可能只是一

个假设场景，但绝不是纯属虚构。

治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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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致命的。35 此项研究原应为了

更有效地应对疫情爆发而展开， 

但同样的机器学习也可以被用来

协助敌对行为者创造更具杀伤力的

生物武器。在人工智能和基因编

辑的交叉领域也存在类似情况，其

结果充满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

性不仅体现在实践方面，还涉及道

德伦理问题。36 虽然必须鼓励持续

创新，但截止目前对于可能带来巨

大影响的新兴风险的关注却远远

不够。

正如第 2 章（权力与价值观）中

讨论的，针对先进技术展开的地缘

经济竞争加大了建立全球规范的 

难度。然而，合成生物学领域刚刚

起步，在未来数十年中需要规范和

实践来指导其发展。其与互联网相

似的地方在于：通过经验积累，可

于早期阶段在其基础架构中融入更

强的安全措施。现在，网络安全专

家在合成生物学领域发现了类似的

机会。

尽管全球备灾监测委员会和流行病

应急融资基金的成立标志着治理工

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传统

的”流行病预防工作方面还存在治

理难题。37 世界卫生组织的突发事

件应急基金成立于 2015 年，旨在

快速应对疾病爆发和健康危机，但

其融资情况却并不乐观—仅完成其

年度目标 1 亿美元的三分之一。

自《名古屋议定书》实行以来，对

疾病监测和响应至关重要的共享生

物样本国际系统似乎已被弱化。这

是一份关于“存取及惠益分享“的

协议，该协议授予各国对其领土内

收集的病毒样本更多的权利。38 然

而，这个协议也让一些国家和地区

开始担心那些可以被用于研发盈性

疫苗的病毒样本并未公平共享。39

围绕获取和利益的协商已经延误了

对新型疫情的响应，甚至开始导致

季节性流感样品的交换更加复杂。

如果不能迅速、公平地解决各国之

间的分歧，这将会非常危险，因为

非政治化承诺下的开放和协作交换

对于全球健康安全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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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战还是
逃避
让城市为海平面上升做好
准备



城市的快速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容易受到海平面上

升的影响。预计到 2050 年，城市人口将占全球人口的

三分之二。有估计显示，到 2050 年，如果海平面上升 

0.5 米，将会影响居住在 570 多个沿海城市的大约 8 

亿人口。1

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城市化不仅将人口和财产集中在可能

会受到损坏和破坏的地区，而且还会加剧这些风险，例如

破坏沿海红树林等自然资源自我修复能力以及增加地下水

储备的压力。海平面上升的风险往往会因风暴潮和降雨强

度增加而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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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前，一些城市、国家和地区

就已开始制定战略来应对海平面的加

速上升。在过去的 20 年中，采取

的措施发生了明显变化——更多地提

倡基于自然的“软性”改造，并以此

来补充“硬件”工程建造策略。但

是，在许多城市，准备工作仍然滞

后，越来越迫切地需要采取行动。

以下各节阐述了海平面上升的最新预

测，评估了全球哪些地方受到的影响

最大，并探讨了对人口和城市基础设

施的潜在影响。本章随后探讨在多个

城市实施的适应策略，重点关注了日

益普及的防洪抗灾整体方案。

如果全球以目前的速度持续变，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认为在未来 35 年内大气温度可

能会上升 1.5°C。2 为了防患于

未然，需要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来

推动无碳农业、能源、工业和交通

的去碳化。3 世界似乎也越来越不

可能达到《巴黎气候协定》确定的 

2°C 上限。4 按照目前的趋势，

可能会上升 3.2°C。5

随着全球温度的升高，海平面也随

之上升。根据 IPCC 的数据， 

1901 年至 2010 年间，海平面

平均每年能上升 1.7 毫米/年

（mm/y）。1993 年至 2010 年

间上升 3.2 毫米/年。由于海洋变

暖和冰川及冰盖的消失，全球海平

面将在 21 世纪及之后持续上升。

根据 IPCC 的数据，到 2100 年，

温度升高 2°C 将导致海平面上升 

0.30 米至 0.93 米。6 其他研究

表明，即使温度升高小于 2°C，

海平面也可能会上升 2 米。7 

2100 年之后，海平面最终可能会

上升 6 米。8 这种不确定性则是

由于大气变暖、海洋变暖和冰原反

应相互作用的复杂特性而导致：例

如，西南极洲冰原坍塌可能会导致

海平面上升 3.3 米。9

全球平均值只能说明部分情况。 

海平面上升也会因地区而异，例

如，南极地区的冰盖消融预计会对

北半球，即全球大部分沿海城市，

造成程度不一的影响。10 估计 90%

沿海地区海平面的上升幅度将超过

平均值，11 差异可能高达 30%。12

由于地下水抽取和城市扩张等原

因，许多城市已经开始出现下沉现

象，因此，在这些地区海平面的相

对上升幅度将会更高。一些城市的

下沉速度甚至比海平面的上升速度

更快：例如，在雅加达的部分地

区，地平面在过去十年内下沉了 

2.5 米。13 此外，海平面上升加剧

风暴潮的影响，因为较小的浪潮就

能产生同样显著的水位上升。

地区海平面上升和城市人口变化及

发展模式的相互作用仍具有不确定

性。但显而易见的是，由于水文、

人口密度和资产集中的综合作用，

亚洲将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14 

如果全球温度升高 3°C，亚洲地

区预计有五分之四的人口会遭受洪

水的侵袭。15 仅中国就有 7,800 

多万人生活在低海拔城市，而这一

数字每年还会增加 3%。16

世界银行指出，欧洲 70% 的大城

市会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17 

非洲至少有 19 个人口超过 100 

估计 90%沿
海地区海平
面的上升幅
度将超过平
均值海平面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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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不仅对家庭和企业财产

造成巨大损失，还威胁着公共资产

和关键基础设施，并给纳税人造成

严重的或有债务。研究表明，由于

海平面上升会造成高价值财产和基

础设施的损毁，经济影响在地理位

置上高度集中。仅广州、迈阿密、

新奥尔良和纽约这四座城市的损失

金额就可以达到年平均总损失金额

的 43%。24 研究人员指出，正是因

为“沿海洪灾风险高度集中，在少

数关键地区部署抗洪减灾措施就可

能显著地控制损失”。25

现有防灾减损措施已显著减少这些

损失。这项研究还将各城市记录的

年平均损失与百年一遇洪灾的预计

风险敞口进行了比较，结果差异巨

大。例如，阿姆斯特丹遭受百年一

遇洪灾的风险敞口是广州的两倍

多，估计损失金额分别为 830 亿

美元和 385 亿美元。但是，因为

阿姆斯特丹的防灾减损措施强而

有力，目前为止其年平均损失仅为 

300 万美元，而广州的年平均损失

却为 6.87 亿美元。26

在美国，一项研究发现，2005 年

至 2017 年间，康涅狄格州、佛罗

里达州、佐治亚州、新泽西州、纽

约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

州和弗吉尼亚因海平面上升造成房

屋贬值 141 亿美元。27 在发展中

国家/地区，由于海平面上升、采

砂和基础设施建设破坏了海岸沉积

物的流动，沿海侵蚀往往会加剧对

财产的威胁。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的一些沿海社区已经被淹没，每年

损失 30-35 米的土地，还有数千

米的土地面临巨大风险。28

英国国家海洋中心的一项研究预

测，2100 年全球海平面上升的 

年度成本将达到 14 万亿美元。29 

研究发现，按绝对数字计算，中 

国面临的成本最大，而按相对于 

GDP 的比例计算，从高到低分别 

是科威特（24%)、巴林（1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9%）和越南

（7%）。30

万沿海城市会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

响，其中包括阿比让、阿克拉、 

亚历山大、阿尔及尔、卡萨布兰

卡、达喀尔、达累斯萨拉姆、杜阿

拉、德班、拉各斯、罗安达、马普

托、伊丽莎白港和突尼斯。18 在

美国，包括诺福克、巴尔的摩、

查尔斯顿和迈阿密在内的东部沿海

城市已经因海平面的上升而在“艳

阳天”遭受洪水侵袭。19 一项研

究表明，到 2100 年海平面上升 

0.9 米将使 420 万人面临洪灾风

险，而同期上升 1.8 米则将影响 

1,310 万人，也就是相当于目前人

口的 4%。20

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大城市以及约

3.4 的人口都位于三角洲地区。21 

这些三角洲城市特别容易受地层下

陷的影响。相对海平面上升对克里

希纳三角洲（印度）、恒河-雅鲁

藏布江三角洲（孟加拉国）和布拉

马尼河三角洲（印度）构成了极大

威胁。22 在孟加拉国，海平面上 

升 0.5 米将导致该国土地流失约 

11%，以及约 1,500 万人将因此流

离失所。23

越来越多 
的人将挤入
不断缩小的
可居住城市
空间

潜在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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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会对各种形式的基础设

施和经济活动构成威胁：

道路：针对美国东海岸沿海公

路的一项研究估计，洪潮泛滥

已造成每年 1 亿小时的车辆延

误，到 2100 年 可能会增加至 

34 亿小时。31

铁路：研究人员预测，英国一

条长达 4.5 公里的沿海铁路将

因海平面上升 0.55 米后而出

现 84 天的中断，而将这条铁

路改道可能会耗资数亿英镑。32

港口：世界银行已确定中东

的 24 个港口城市以及北非的 

19 个港口城市特别面临海平面

上升的风险。33 海平面上升将

导致破坏性事件更为频繁地发

生，如 2018 年 9 月，飓风佛

罗伦萨导致北卡罗来纳州的港

口对卡车关闭 10 天。34

互联网： 在美国，预计超过 

4,000 英里的地下光纤电缆和 

1,100 个节点会在 15 年内浸

到水下，其中，纽约、迈阿密 

和西雅图面临的风险最大。35 

与海底互联网电缆不同，这些

地下光纤电缆的设计并不具备

防水性能。

环境卫生：2018 年的一项研

究发现，在美国，海平面仅上

升 30 厘米就会有 60 个污水

处理厂面临风险，这些污水处

理厂为超过 410 万人提供服

务。36 贝宁和西非其他国家和

地区的污水处理设施已经受到

海平面上升的威胁。37

饮用水：流水量下降将会加剧

含水层的污染：到 2050 年， 

预计 500 个城市超过 6.5 亿

人将应对淡水供应下降至少 

10% 的局面。38 由于河流和溪

流含有部分地下水，土地盐化

也可能会影响地表淡水。

能源：C40 Cities 城市倡议确

定了 270 个发电厂易受海平面

上升 0.5 米的影响；这些发电

厂为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东海

岸的 4.5 亿人口提供电力。39

旅游：在许多城市，沿海地区 

是旅游和商业收入的来源。例

如，在埃及，IPCC 估计海平

面上升 0.5 米会破坏亚历山德

里亚的海滩，并造成 325 亿美

元的损失。40

农业：海平面上升会导致土壤

和灌溉水源盐化，这种现象在

在 2017 年，有1,880万人因气候

原因（包括洪水及沿海风暴）而流

离失所。42 沿海城市和平原地区

收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会进一步加

强，越来越多的土地将不再适宜居

住或是去经济价值。

这将引发大型城市内部或从大型城

市撤离的人口迁徙。越来越多的人

将挤入不断缩小的可居住城市空

间，抑或迁往国内外的其他城市。

这种迁徙会带来新的风险，例如造

成食品、淡水供应紧缺，并对城市

的社会、经济治理以及安全性构成

压力。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截

至 2050 年，将有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的 8,600 万人、南亚地区

的 4,000 万人以及拉丁美洲地区

的 1,700 万人进行永久性的跨国

迁居。43

造成损害风险的城市可以通过尝试

固守堤坝，也可以尝试适应高水位

的新生活环境。一些应对策略和技

三角洲地区尤为明显。在孟加

拉国，世界银行估计盐化可能

会导致水稻产量下降  

15.6%。41

面临海平面上升



592019 年全球风险报告

术是全新的，但其基本理念却与之

前一脉相承——“由于海岸线是地

球上最具活力的环境之一，因此，

沿海社会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当地海

平面上升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例

如，在二十世纪，位于河流三角洲

的许多海岸大城市已经经历并适应

了由于地层下陷导致的海平面相对

上升几米的情况。”44

主要的应对策略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通过“硬件”工程项目防止

海水侵入城市，此类项目包括海

堤、挡潮闸、水泵和溢流室。第

二，利用自然防御屏障，例如保护

路透社/Amit Dave

或恢复红树林和盐沼湿地，又或是

设法改变洪水对城市的影响方式和

程度，而不是一味地以防御洪水入

侵。第三，设立以人为本的策略，

例如，将家庭和企业转移到更安全

的地方，抑或通过资本运作使得面

临洪灾风险的社区能够更快地恢

复。适当地综合采取沿海适应措施

可能会“将一些沿海影响降低几个

数量级”。45

荷兰的海岸适应性问题迫在眉睫，

因为其三分之二的国土都极易遭受

洪水侵袭。水资源管理的重要性得

到了荷兰行政机构的认可，地区级

别的水务局会自己征收防洪税，而

不是完全依靠政府。46 同时荷兰

已经综合实行上面提到的三种应对

策略。其高度发达的硬件基础设施

灾难恢复支
出几乎是预
防工作支出
的 9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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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荷兰一样，为了应对重大洪灾， 

中国也在 20 世纪 90 年代改变

了其洪水治理措施。1998 年，长

江流域的洪水造成了 4,000 人丧

生，这促使人们不再依赖硬件基

础设施来治理洪水。政府开始优先

考虑基于自然防洪屏障的措施，超

过 200 万人被重新安置到较高的

地方。49 然而，城市化的快速发

展破坏了自然防洪屏障，使得许

多沿海地区的洪灾风险持续增加：

例如，深圳约有 70% 的红树林已

被破坏。50 2015 年，政府新推出

的“海绵城市”计划通过引入透水

性路面、规划重建湿地公园和绿色

屋顶等富有特色的措施来抵消因为

然防洪屏障被破坏所带来的影响；

该计划的 30 个城市中包括上

海，因为海平面上升会显著影响这

座城市。该计划的目标是到 2030 

年，80% 的城市土地能够吸收或

再利用 70% 的降雨量。51

许多城市和国家都在努力应对海

平面上升所带来的更多挑战。在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正在荷兰的

帮助下建造一个巨大的海堤，同

时还启动了一个为期五年的项

目，将面临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大

约 40 万人从河滨和水库地区迁

出进行重新安置。52 但是，一些

批评观点认为，当局还应该采取

更多措施来防止城市下陷。53 这

场关于正确行动方案的争论印证

了妥善进行洪水管理的制度复杂

性：成功往往取决于如何处理遗

留的基础设施问题，而这通常需

要耗费巨资来解决。雅加达的自

来水管道系统只能覆盖三分之一

的居民，剩下三分之二的人需要

包括广泛的堤防系统和世界上最大

的挡潮闸。然而，20 世纪 90 年

代初的内陆洪水造成了 20 万人被

疏散，这促使政府改变应对措施。

政府停止继续建造更高的堤防，因

为，一旦这种堤防被攻破，反而会

造成更大的损失。政府转而采取 

“河道扩容”计划，即，适度降低

某些堤防的高度，刻意使农田在发

生洪灾时被淹没，以保护城镇。受

影响地区的农舍被拆除，农户则搬

进在 8 米高的人造山丘上建造的

新房屋。47

90% 的土地都低于海平面的鹿特

丹，则采取 “砂石引擎”计划，

即从北海挖砂减淤并将其填入城市

海岸，以防止海浪侵蚀海岸线。48 

鹿特丹还有许多城市水资源创新项

目，如水上房屋，以及经过设计可

在洪水泛滥时收集数百万升水的城

市广场。

管控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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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于地下水抽取，而这种行为

会破坏城市的地基。54

在泰国，曼谷处于低洼地带且正

在下陷，其自然海岸防御系统已经

受到侵蚀，而附近泰国湾海平面的

上升速度要快于全球平均水平。55 

曼谷也是世界上最不透水的地区

之一，平均每位居民只有 3.3 平

方米的绿化面积，这远远少于新

加坡创造的 66 平方米/每人的成

绩。56 极端天气的加剧使得这座

城市更易受到南部海平面上升和北

部日益严重的季风降雨的影响。57 

政府的应对措施包括建造 2,600 

公里的运河网络，以及中央公园，

以期借此将 400 万升水排放到地

下容器中。58

2011 年，曼谷发生严重洪灾，  

一些当地官员建议迁都。59 随着

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加剧， 

路透社/Lucas Jackson

“ 管控撤离”的观念可能会在适

应计划中越来越多地被人提起。 

一项研究确认已经有27 个案例在

22 个国家和地区发生。60 在其他

地方，计划正在筹备中。马尔代

夫计划修建人造岛屿，加固 3 米

高的海堤，并通过出租岛屿和促

进旅游为该项目提供资金支持。61 

在太平洋地区，基里巴斯已经购

买了斐济的土地，作为其公民可

能的新家园。在美国，政府已拨

出 4,800 万美元用于重新安置路

易斯安那州的杰查尔斯岛的整个社

区，因为该社区自 1955 年以来

失去了 98% 的土地。62 重新安置

这些居民的同时仍保留其社群意识

是项复杂任务，这将成为未来的测

试案例。

随着海平面上升和城市脆弱性增

加，应对这些变化的需求迫在眉

睫。除了适应措施外，解决海平面

上升危机下的城市脆弱性还需要家

庭、企业和政府协作，以避免危险

加剧。如果沿海地区和泛洪平原上

现有的防御系统因持续的房屋建设

和企业发展而遭到破坏，那么建设

新的防御措施并没有太多的意义。

防洪抗灾的承受能力越来越重要。

而这需要稳健的风险融资策略，该

融资既可为适应措施提供资金，又

可在发生洪灾时用于灾难恢复。目

前，灾难恢复支出几乎是预防工作

支出的 9 倍。63 扭转这一局面并

非易事：为预设性开支和行动提供

时间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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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特别是在涉及到重新安置等

重大中断问题时，可能需要多年的

沟通和规划。时间非常紧迫。

随着适应措施成本越来越高，责任

分担的问题也将随之出现，例如，

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以及市政

和国家当局之间。国家和地区之间

也可能需要相互分担责任。未能为

海平面上升做好准备将会造成跨境

外溢效应，因为面临巨大风险的某

些国家和地区可能难以找到资源采

取适应措施。可能需要创新和协作

方法，以确保及时在全球范围内采

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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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世界日渐复杂化、互连化，增量式变革已被反馈回路的不稳定性、阈值效应和连锁破坏所
取代。突然而剧烈的崩溃发生的几率变得更高，这就是未来冲击。在本节中，我们将介绍 10 
种可能发生的未来冲击。有些冲击还只是推测；而有些则建立在日渐成型的风险之上。我们无
意作出预言。讨论它们的意义是在于抛砖引玉，激发思考和行动——未来可能有哪些冲击从根
本上颠覆或破坏我们所在的世界，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来防止这类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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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操纵工具并非是新的工具，如
通过播云来引发或抑制降雨，而且
大规模部署这些工具变得愈加简单
和经济。随着气候相关的变化对气
象模式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受影响
地区使用相关技术的诱惑也越来越
大。想想政府试图同时控制降雨减
少和用水需求增加的情形。

除了潜在的环境后果外，在地缘政
治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即
使是出于善意的气象操纵也可能被
视为怀有敌意。认知非常重要：邻
国可能会将大规模播云视为雨水盗
窃或旱灾的成因。播云飞机可能还
会被视为进行间谍活动的两用工
具。恶意利用相关工具虽然被禁
止，但却无法彻底排除，例如， 
气象操纵工具可能会被用于破坏邻
国的农业或军事计划。而且如果各
国单方面决定使用更激进的地球工
程技术，这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气候
混乱。

随着技术发展和部署增加，有关使
用方、使用方式和使用原因的透明
度将提高，从而限制造成不安定的
可能性。同时，相邻两国之间的双
边关系以及更广泛的地区和全球多
边平台之间针对环境脆弱性的积极
讨论和协作也会增加。

气象战争

气象操纵工具的使用加剧了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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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投入量子研究的大量资源转化为
大规模量子计算时，构成当前数字
加密基础的许多工具将被淘汰。 
特别是公钥算法，将被轻松破解。
量子计算可能会孕育出新的加密 
方式，但在新方式实际应用之前，
许多秘密或许早已流入暗中觊觎的
罪犯、国家和竞争对手手中。

加密技术的崩溃可能会影响数字生
活的基础。这些技术是在线验证、
信任甚至是保护个人身份信息的根
本所在。从敏感的个人信息到机密
的公司和国家数据，加密技术守护
着我们的秘密。从电子邮件到银行
和商务，加密技术维持着基础服务
的运行。如果所有这些都彻底崩
塌，将会产生巨大破坏和难以估量
的损失。

随着量子解密技术日益临近，向新
的方案，如格密码学和哈希算法的
过渡步伐将加快。有些甚至可以回
归到低技术解决方案，将敏感信息
保持离线并采取面对面交换的方
法。但历史数据也很容易受到攻
击。如果我现在窃取了对方用传统
方式加密的数据，就可以等待时
机，直到量子技术进步帮助我解开
这些数据，无论对方随后采取任何
更强大的预防措施也无济于事。

秘密公开

量子计算宣告当前的加密技术将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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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界限

世界政治地理正在因从农村向城市
地区的大规模迁移而发生转变，使
两者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 
 
同时，在价值观、年龄、教育、权
力和经济等多个方面，城市和农村
的分歧日益加剧。如果城乡差距加
大达到一个临界点，开始威胁国家
统一，该怎么办？

城乡之间不同的价值观已经加剧了
许多国家和地区境内的两极分化和
选举波动。更大的怨恨和竞争可能
会导致地方上的本土主义，甚至是
暴力冲突。富裕的城市地区可能会
滋生分离主义运动，他们反对将收
入转移到与之并无情感纽带的较贫
困的农村地区。主要城市可能希望
绕过国家框架，直接在国际上发挥
作用。在经济方面，加速城市化会
导致农村人口流失和地方经济衰
退，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可能会造成
粮食安全问题。

妥善的长期规划可能有助于缓解这
些危机，这对于不断扩张的城市 
和面临衰退风险的农村地区皆有 
帮助。更强大的交通和通信联系有
助于缓解城乡差距。而实现这些需
要更多资源，也需要更多财政创新
能力，例如寻找方法下放增加收入
的权力，或更广泛地重新分配城市
化产生的生产力收益。

城乡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已经达到一个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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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危机

随着气候变化对全球粮食系统造成
的压力越来越大，以及国际关系紧
张局势日益加剧，地缘政治造成粮
食供应中断的风险也在增加。恶化
的贸易战甚至会增加破坏粮食或农
业供应的风险。影响供应链枢纽的
冲突可能会导致境内和跨国粮食流
动的中断。在极端情况下，国家或
非国家行为者可能会针对敌对国家
的农作物采取行动，例如隐秘的生
物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报复措施的冲
动可能会占据上风。而在国内，可
能需要进行定量配给。囤积和盗窃
行为可能会破坏社会秩序。近年来
的大规模饥荒危机表明，在最不发
达的国家和地区，无论饥荒程度和
死亡人数如何严重，可能都不会引
发重大的国际反应。而如果类似灾
难发生在更强大的国家和地区，则
会快速引起重大反应。

更具弹性的贸易和人道主义网络将
有助于遏制粮食供应中断的影响。
但是，如果是贸易战导致的危机，
那么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可能会寻
求在粮食生产和农业方面实现更高
程度的自给自足来解决问题。在一
些发达经济体中，这可能需要重新
培养在最近几十年已逐渐消失的技
能。农业多样化和培育适应性更强
的变异农作物有助于减轻国家和地
区的脆弱性，从而增强国家安全。

随着地缘经济紧张局势加剧， 
中断粮食供应成为一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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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已取得巨大进
步，不久前还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
的技术现在已成为数十亿人生活的
现实。随着面部识别、步态分析、
数字助理、情感计算、微型芯片、

数字读唇、指纹传感器这些技术和
其他技术的普及，我们进入到一个
与我们相关的一切都会被获取、 
存储并用于人工智能 (AI) 算法的
世界。

数字环形监狱

这使得公共和私人服务变得越来越
个性化，同时也带来新形式的社会
遵从和微定向劝导。如果在关键 
决策环中使用越来越多的机器取代
人类，虽然可以提高效率，但也会
加剧社会僵化。全球政治将会受到
影响：在一个完全透明和可追溯 
的世界中，威权主义实行起来更加
简单，而民主制度可能会变得更加
困难，许多社会已经开始努力在对
隐私、信任和自主性的威胁与对提
高安全、效率和创新的承诺之间作
出平衡。在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
未来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取决于价值
观相异的社会如何处理新的数据存
储库。

对于使用这些技术的政府和公司 
而言，强大的问责制度可以帮助减
轻生物特征识别监控对个人产生的
风险。这在本国的一些情况下可以
实现，但是制定具有更广泛约束力
的全球规范将是一项艰难的挑战。

先进且无处不在的生物特征识别监控带来新的 
社会管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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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耗尽

各种综合因素让越来越多的大城市
面临水龙头干涸的“零日”风险。
其中包括人口增长、人口迁移、 
工业化、气候变化、干旱、地下水
枯竭、基础设施薄弱和城市规划 
不力。许多国家/地区市政和国家
层面的短期主义和两极化政治进一
步加剧了这些危险。

在不同情况下，水资源耗尽的社会
冲击可能会向各种方向剧烈演化。
这可能会加剧分裂。可能会因争夺
仅剩的水资源而爆发冲突，也可能
导致较富裕的居民会开始进口私人
补给。但是，水资源带来的冲击也
可能会在面临共同生存挑战时激发
社区斗志。无论哪种方式，都会造
成损害。环境卫生将会受到影响，
医疗系统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因失
败受到指责的政府可能会试图将弱
势社区作为替罪羊，如那些以非 
官方渠道连接供水系统的非正式 
社区。

大城市疲于应对始终存在的水资源即将耗尽的风险

在水资源充足的时候妥善治理和规
划可降低零日发生的风险，包括公
共信息宣传和对现有基础设施进行
基本维护，以及限制家庭、企业和
政府用水量的法规。在进行谨慎的
风险评估后可以开发新的水源。智
能手段也可以用于水资源节约和再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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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争夺

近地轨道成为地缘政治冲突的竞技场
太空中的商业和政府活动数量不断
增加，而卫星已经成为民用和军事
科技平稳运行的核心。法律地位的
不明确使得这一空间受到潜在混
乱、意外甚至故意破坏的威胁。 
太空碎片也在激增，现在近地轨道
上有五十万的碎片正以子弹的速度
移动。

即使是意外的碎片碰撞也可能会导
致严重的互联网连接中断以及所有
依赖于此的活动。但是，在地缘政
治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太空也可能
会成为激烈冲突的竞技场。及时为
保护关键太空资产而采取的防御性
措施也可能会导致不安定的军备 
竞赛。精密武器和军事预警系统依
赖于高轨卫星，因此太空军事化 
可能被认为是阻止致命攻击的必要
条件。未来，随着进入太空的成本
降低，太空恐怖主义的新威胁也会
随之出现。

新的规则或更新后的协议可能会
澄清这种态势，特别是针对快速扩
张中的商业活动，而在军事活动
方面也是如此。即使是简单的措施
也会有所帮助，如确保碎片清理活
动的透明度，以防止误会的发生。
在全球化合作的退潮期，太空可能
会成为各方都可以参与多边发展的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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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混乱

随着技术与人类生活的交织加深，
使用算法读取人类情绪或预测我们
情绪反应的“情感计算”可能会变
得越来越普遍。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工智能 (AI)“聊天机器人”和类
似工具甚至可以改变情绪及心理护
理的方式，类似于心脏监测器和计
步器。但是，无论是有意还是无
意，拥有情绪“智能”的代码都可
能会造成深远的负面后果。

思考一下数字革命引发的各种混
乱，回音室效应或虚假新闻在情感
计算中相当于什么？选举干扰或微
定向广告又相当于什么呢？同时新
的激进化问题也可能会出现，因为
机器学习可用于识别敏感个体以及
可能激发其暴力行为的特定触发条
件。利用这个能力，强权政府可能
会部署情感计算来施加控制或煽动
愤怒的分歧。

AI 能够识别人类情绪并作出回应，可能会造成新的伤害

为了降低这些风险，可以鼓励对这些
技术的潜在直接和间接影响进行研
究。可以制定强制性标准， 对研究
和开发工作设立道德限制。可以要求
开发者向个人提供“选择退出”的权
利。让相关从业者和普通大众深入了
解潜在的风险也会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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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人权

在一个价值观不同的世界， 
人权受到公然侵犯而没有后果

在强势国家政治当道和国内分化加
剧的新阶段，政府会更倾向于牺牲
个人保护来实现集体稳定。这种情
况已经随处可见：如果符合国家利
益，人权只是一纸空谈，在国内或
国外都可能受到侵犯。如果连口头
承诺都抛在一边，人权被视为在威
胁加剧的时候会削弱国家实力的错
误而遭到摒弃，那该怎么办？

在人权方面记录不佳的威权国家和
地区，这种临界点的影响可能只是
程度不同，还有更多权利受到侵
犯。在一些民主国家和地区，则更
有可能引起质变，走向反自由主
义，而在反自由主义中， 当权者可
以决定哪些人的权利会受到保护，
选举失利的一方则会沦为“人民的
公敌”，面临受到审查、拘留或暴
力的风险。

大国之间已经在联合国开始就 
人权体系的未来展开激烈斗争。 
在基本价值观各异的多极世界， 
想要在这一领域达成具有深远影响
的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普世”
人权很可能会被本地解读，而这些
解读随后会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争
论。即便只是一点表面的改变也能
提供一些帮助，比如相对“人权”
政治色彩更轻的新用语。



2019 年全球风险

752019 年全球风险报告 752019 年全球风险报告

货币民粹主义

如果保护主义浪潮席卷作为全球金
融体系核心的中央银行，情况会怎
样？在地缘经济呈上升趋势的背景
下，对独立的货币政策“收回控制
权”的呼声愈发强烈，有些国家和
地区甚至将其用作世界经济体之间
针锋相对的武器。稳健协调的央行
政策可能会遭到民粹主义政治家的
攻击，作为对民族民主制度的全球
主义的侮辱。

对主要央行独立性的直接政治挑战
会扰乱金融市场。投资者可能会质
疑全球金融体系制度基础的稳固
性。随着不安加深，市场可能会开
始动荡，货币可能会出现波动。不
确定性将会蔓延到实体经济中。两
极分化会阻碍国内政治回应，将越
来越多的问题归咎于存在和不存在
的敌方。在国际方面，从法理上讲
可能没有任何行动者能够强制进行
协调和降温。所以最大限度地提高
央行独立性的公众合法性，是降低
全球金融体系受到民粹主义者攻击
的风险一个办法。

这可以通过将公众纳入有关独立
性、问责制和稳定性的决策中来实
现，而这些决策可在正式的协商会
议中制定。公众对货币政策措施和
工具的理解和支持越深入，他们在
危机时期就越坚韧。

不断升级的保护主义引起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质疑



后见之明
每年的“后见之明”一节都会回顾先前版本的《全球风险报告》，以再次关

注我们之前讨论的风险。其目的是追溯这些风险在这些年来的发展情况，这

些风险以及相关的全球响应措施是如何发展演变的？今年我们回顾的三大风

险是粮食安全、公民社会和基础设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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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体系安全

近年来，对粮食安全的威胁不断加

剧。2017 年，南苏丹宣布进入饥

荒状态；尽管这一状态在几个月后

解除，但这已是世纪之交以来的第

二次此类声明。南苏丹的状况仍被

指定为“紧急”，这是饥荒预警系

统网络（FEWS）采用的五级分制

中仅次于饥荒的一级1，埃塞俄比

亚、尼日利亚和也门也是同样的状

态。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则处于仅

次于此的“危机”类别：阿富汗、

刚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和南部

非洲部分地区。根据 FEWS 的数

据，目前需要紧急粮食援助的人数

是“近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仅

在也门，每个月就有 1,500 万人

需要紧急粮食援助。2

自 2015 年以来，营养不良的情 

况在绝对和相对数据方面都有所 

增加，如图 7.1 所示。世界上 

营养不良的人口比例从 21 世纪 

初的 15% 下降到 2015 年的 

10.6%，但在之后两年内又回升到 

10.9%。从绝对数值来看，这意味

粮食压力上升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8 
年，https://unstats.un.org/sdgs/ 
indicators/database/?indicator=2.1.1

图 7.1：营养不良情况增加

全球普遍存在营养不良 

人数（百万） 全球人口比例(%)

着大约增加了 4,000 万人：2017 

年，共有 8.21 亿人营养不良，达

到 2009 年以来之最。超过 20 亿

人缺乏成长、发育和疾病预防所需

的微量营养元素。3

冲突是近年来粮食匮乏加剧的一

个重要驱动因素。世界大多数饥

饿人口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

地区，4 正如第 3 章（脑力与心

力）所探讨的，近年来世界各地的

冲突数量有所增加。2017 年被划

为遭受长期粮食危机的所有 19  

个国家/地区也都受到暴力冲突的

影响。5 

如 2016 年的《全球风险报告》

中讨论的，冲突会引发粮食体系

的系统性中断，而在 2017 年的

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中又指

早在 2008 年，《全球风险报告》 就用一章内容讨论了粮食安全。该章探讨了 2007 年的食品价格暴涨是粮食体

系常见的短期波动还是更严重的结构性破坏，并强调了粮食匮乏的驱动因素，包括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和消费模

式的转变。2016 年，我们在题为“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风险”的章节中更深入地探讨了气候变化这一因素，该章

节指出粮食产量增速远慢于需求增速。该章节重点关注了气候变化影响粮食安全的两个主要方式：（1）通过温度

和降雨模式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业产出，（2）更广泛的系统性中断，如市场波动、交通网络中断和人道主义危机。

冲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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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口增长加剧了冲突对粮食体

系的影响以及和其他导致粮食匮乏

的驱动因素。如果要将现在的粮食

供应水平维持到 2050 年，粮食

产量预计需要增加 70%。除非能

够解决浪费问题，否则提高粮食产

量的工作效率将会大打折扣：目

前，全球约有三分之一的食物被浪

费掉。10 食物浪费的情况也不尽

相同，从美国每人每年的 95 公

斤到卢旺达的 1 公斤。11 研究表

明，到 2030 年，食物浪费将成

增加近 2% 的递增趋势。12 影响

出：“……冲突会对经济和价格造

成影响，限制了家庭对食品的获

取，还可能会限制人口流动性， 

进而阻断了家庭对食品、健康服务

和安全用水的获取。”6 在也门，

里亚尔在 2018 年下半年迅速贬

值，推高了食品和必需品的价格；

在首都萨那，7 月到 10 月期间，

食品价格上涨了 35%。冲突还会

造成人们流离失所，从而带来粮食

安全问题。目前全球共有 685 万

人流离失所。为难民提供充足的食

物是一项持续的艰难挑战。2016 

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不得

不将肯尼亚难民营的粮食减半。7 

2017 年，由于资金不足，埃塞俄

比亚难民营的粮食供应被削减了 

三次。8

气候变化通过“温度、降水和极端

天气事件的变化以及二氧化碳浓度

增加”持续加剧全球粮食体系的压

力。14
 
过去四年是有史以来温度最

高的几年。15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IPCC）曾发出警告，如果

全球变暖超过《巴黎协定》所定下

的 1.5°C 的目标，则会对粮食安

全造成严重影响。举例来说，温度

升高 1.5°C 时估计有 3,500 万 

人面临粮食产量威胁，而在升高 

3°C 时，受影响人数将会增至 18 

亿。现在已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粮食

产量变化是由气候因素造成的。16 

2018 年欧洲的干旱气候造成该地

区的粮食产量降至 2012 年以来的

最低产量，17 从而导致全球粮食库

存大幅减少。18 粮食体系还要与其

他活动竞争水资源，包括第 5 章

（迎战还是逃避）所述的城市地下

水抽取。 

研究人员还将气候变化视为影响粮

食体系“关口”的风险因素，如海

运线、沿海基础设施和内陆运输网

络19，这些关口负责处理数量庞大的

全球粮食贸易：“占全部国际贸易

一半的粮食都会通过 14 个主要关口

中的至少一个，超过 10% 依赖于没

有可行替代路线的海上要道。”20 

这些关口的脆弱性带来的风险随

着全球粮食供应链作用的增加而加

剧，在 2000 年到 2015 年间，农 

产品交易量在国际范围内增长了 

127%。21 研究人员指出，气候变化

增加了多个关口同时出现状况的风

险：“最糟糕的一次是美国墨西哥

湾沿岸的多个港口因飓风而关闭，

而与此同时，巴西关键要道路因暴

雨而被淹没，这导致全球大豆供应

量一下子削减了一半。”22

不仅限于粮食安全：根据联合国粮

食及农业组织（FAO）的数据，食

物浪费每年估计会产生 8% 的温

室气体排放。13

人口增长和浪费

气候变化和关 
口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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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压制新闻自由是

CIVICUS 记录的最常见的违反公民

自由的行为。过去两年的发展趋势

已经证实了我们在 2017 年报告中

提出的担忧。全球新闻自由度普遍

下降。经济学人智库将 2017 年列

为自 2006 年开始出现媒体自由指

数以来情况最糟糕的一年。23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数据，即使

在往往可为记者提供最强有力的保

护的许多欧洲国家和地区，其状况

2017 年的《全球风险报告》包含一个章节探讨了“公民社会空间封闭化”。该章警告说，对世界各地公民社会

组织运营的限制日益严格，并带来了负面影响，包括社会信任度下降和腐败、两极分化和动乱加剧。该章援引研

究结果，指出 109 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自由所面临的严重威胁，特别是新闻自由。该章强调了频繁以安全性考

虑为由对公民团体施加限制，而新技术在限制表达和集会自由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通常，我们会至少等待两年以上的时间再在“后见之明”系列中讨论某个主题，但即便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

些趋势已经越来越多地决定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和政治风险格局。这反映了强势国家政治的普遍强化以及民

主和非民主国家和地区向更加威权体制的治理模式的转变。

2017 年，自由之家在其最新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全球自由度已连续下跌 12 年，有 113 个国家和地区在此期间

呈现净下降趋势，而 62 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则有所改善。根据公民团体监察组织 CIVICUS 的数据，2018 年

局势将会进一步加剧，3 月到 11 月期间，被归类为“受阻碍”或“被压迫”的国家和地区数量增加，而被归类

为“开放”或“收窄”的国家和地区数量减少。 

公民社会的发展空间

也在显著恶化。马耳他和斯洛伐克

在过去 18 个月里发生大量记者遇

袭事件。24 

一项我们在 2017 年未曾提及的趋

势后来变得愈加重要。虽然大多数

成熟的非政府组织（NGO）都是自

由派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保守派

的公民社会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发

挥着重要作用。

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了保守公民社

会运动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包括巴西、印度、泰国、土耳其、

乌干达、乌克兰和美国。25 基于同

的宗教信仰、社区规范和政治观

点，这些团体追求的目标并不相

同，但“寻求保护，免受变革、 

外部经济压力、新的身份和道德 

准则的影响”是他们贯穿其中的共

同点。26

新闻媒体面临压力

保守团体占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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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公民自由的政府仍将安全视为

正当理由。联合国和平集会和结社

自由权利特别报告员 2018 年的

报告指出了以下问题：“有时缺

乏充分理由的紧急状态声明会使用

含糊的措辞来定义恐怖主义行为和

对公共安全的威胁，并用宽泛的法

律规定随意解读对和平集会和结社

自由权利的限制。”27 报告援引了

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的

条款。

特别报告员还指出，越来越多的限

制性规则和法规的使用使得公民团

体难以生存。这些限制从繁琐的行

政管理要求到更实质性的条款： 

“某些限制要求非政府组织

（NGO）将其活动与政府政策保持

一致，并对没有做到的 NGO 采

取严厉制裁。”28 特别是接受国

外资金的组织面临着风险，我们

在 2017 年强调了这一趋势，而且

这一趋势可能会加剧。在第 2 章

（权力与价值观）中讨论的基于价

值观的地缘政治紧张的大环境下，

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担心对手

会利用“信息行动”来制造政治动

荡。在第 2 章（权力与价值观）

中讨论的基于价值观的地缘政治紧

张的大环境下，许多国家/地区已

经开始担心对手会利用“信息行

动”来制造政治动荡。29

使用新技术来监控或控制公民社会

也可能会加剧地缘政治的影响。在

全球范围内，网络自由度已连续八

年下跌。30 特别报告员指出，新技

术对集会自由“极为重要”，并强

调了一些政府如何禁止访问社交网

络平台。31 一些人认为数字自由是

不断发展的多极且观念多元化的世

界秩序中的主要隐忧。32

安全问题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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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大约占 

GDP 1.9% 到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大

约占 GDP 6.9%，近年来，各个地

区的基础设施支出差距巨大。35

从绝对数值来看，亚洲，特别是中

国的支出水平非常高。2015 年，

亚太地区占据了全球基础设施支出

的一半以上。36

根据 GIH 的预测，中国是目前

到 2040 年间基础设施需求最为

迫切的国家。根据目前的趋势，中

国的总支出需求为 28 万亿美元，

还存在 1.9 万亿美元的缺口。

在美国，整体投资需求要低得多

（12 万亿美元），但相对于当前

基础设施投资 

九年前，第五版《全球风险报告》引起了人们对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关注。该报告于 2010 年发布，也就是在金

融危机最严重时全球经济收缩的一年。在需求暴跌和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该报告指出，全球基础设施在 20 

年中需要相当于大约 35 万亿美元的投资。报告指出了造成挑战的两个主要趋势——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以及

农业和能源领域相关发展的需求。报告还警告说，关键基础设施中的漏洞会导致更广泛的系统性风险，而这需要

进行评估和管理。

从那时起，对未来需求的预计还在增加。根据 G20 创建的机构全球基础设施中心（GIH）的预测，到 2040 

年， 需要对 57 个国家和地区和 7 个领域进行总计 97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当前 79 万亿美元的投资

趋势相比，存在 18 万亿美元的全球基础设施缺口。33 许多新兴和发达国家和地区“对维护和扩展其基础设施资

产不够重视，造成经济效率低下，并使关键系统受到侵蚀。”34

近几十年来，发展型融资的大致情

况（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已从传

统援助资金流转向国外直接投资

（FDI）。40 中国一直在其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到 2017 年，其全球

投资流份额从 2006 年的 4% 增

加到 17%。41 流入发展中国家/和

地区的 FDI 越来越多的受地缘政

治的影响，正如第 2 章（权力与

价值观）所讨论的那样。在我们 

2010 年的报告中，深化的国际基

础设施项目网络所产生的相互依存

关系并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但现

在已越来越成为全球体系中的风险

之源。

趋势，其差距是中国的两倍（3.8 

万亿美元）。我们 2010 年的报

告中指出，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

（ASCE）将美国的基础设施存量

评级为“D”（“A”为最佳， 而 

“D”以下均为不符合其用途）。

最新的 ASCE 报告卡是 2017 年

出版的，美国的评级仅小幅提升

为“D+”。37

相对于 GDP，非洲从目前到 2040 

年间的基础设施缺口最大。38 其

中一个原因是非洲的人口在此期间

将增加一倍。满足该地区的基础

设施需求可能需要做出重大变革：

我们在 2010 年提到的政治和治

理制度薄弱问题将会继续阻碍投

资资金的流入。非洲发展银行指

出，2016 年，非洲的公共和私人

基础设施融资下落到五年中的最低

水平，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流入资

金减少所致。39

支出差距因地 
区而异

风险增加：
FDI 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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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们 2010 年的报告以来，气

候变化已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需求发

生巨大变化。现在，人们对其所带

来的风险有了更多的认识，并对集

体政策响应的需求达成了更深入的

共识。低碳转型将以多种方式改变

基础设施投资状况。例如，在能源

领域，尽管向更清洁能源的转型在 

2017 年告停，但对可再生能源的

投资很有可能加速。44 交通基础设

施需要进行调整，以管理越来越多

的电动汽车，以及海陆空交通流量

预计的巨大增长。45 基于传感器的

技术可能会广泛部署在各种网络和

电网中，对其所依赖的数字基础设

施的需求也会增加。46

气候变化无可避免，这也将推动对

第 5 章（迎战还是逃避）所讨论

的“绿色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的投

资增加。举例来说，这些设施与天

在过去的十年中，技术也彻底地改

变了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风险。

我们在 2010 年指出，随着数字化

和物联网加深了全球互联，恶意行

为者发起网络攻击的可能性及其潜

在损害也随之扩大，因此关键基础

设施的风险也在增加。例如，一次

针对某个国家和地区电力系统的成

功网络攻击可能会引发毁灭性的溢

出效应，这也是世界经济论坛42 现

在关注的领域。据估计，2017 年

共有 17 亿美元被用于保护能源和

公用事业系统免受网络攻击。43 

然材料配合使用能够降低能源需

求、降低城市温度和改善水资源 

管理。47

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进入这一市

场，可持续性基础设施的快速推广

可能会促进持续的金融创新。投入

基础设施资产的资金数额已大幅 

增加，从而使收益回报从 2004 

年的 14% 下降到 2016 年的 

10.6%。48 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

数据，“绿色债券”的发行量从 

2013 年的 110 亿美元攀升到 

2017 年的 1,550 亿美元。49 绿

色融资的快速扩张会带来潜在风

险，包括资产泡沫以及为了鼓励可

持续投资而放低资本金要求50，但

是与增加资本来可持续地满足全球

基础设施需求相比，管理这些风险

的成本可能很少。

低碳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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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重新评估
在《全球风险报告》的“风险重新评估”一节，我们邀请几位著名的风险专

家分享了他们对于风险以及风险管理的重要见解。其目的是鼓励人们发挥创

新思维， 思考如何应对快速变化的风险格局。在今年的报告中，John D.

Graham 分享了他对风险之间权衡取舍的重要性的探讨，指出缓解一种风险

往往会加剧其他风险。同时，András Tilcsik 和 Chris Clearfield 强调了为

保护组织免于受到系统性风险冲击而可以采取的多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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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衡风险

企业高管、监管机构、医生和安全

官员在决策过程中经常面临相同的

两难局面：决定在当下要接受哪些

风险。现实情况是，在任何情况或

领域里，很少有决策是没有任何风

险的。企业管理人尽管认识到与不

熟悉的公司合并是充满了不利或下

行的风险，其仍然可能会决定支持

有前景的收购。与更简单的血管成

形术相比，心脏病患者通常会信任

心脏病科医生来帮助他们决定冠状

动脉搭桥手术的延寿效果是否值得

额外的手术风险。德国淘汰核电的

大胆举措间接导致德国在实现可

再生能源的远大目标之前，都要

承担燃煤电力带来的更大风险。 

如果恐怖分子将目标转向体育赛

事、音乐会和地铁等易受攻击的新

目标，那么在机场打击恐怖主义

的措施可能并不会降低整体社会 

风险。

所谓的“目标风险”是决策者关注

的主要问题之一。特朗普政府将

中国的进口商品视为对美国企业的

直接威胁，因为有大量美国企业

受到政府补贴的中国产品的损害。 

“反补贴风险”是为了降低目标风

险而采取的干预措施引发的意外

风险。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可

能会将中国带到谈判桌上，但在

此期间，这些关税会使美国的一些

商品在全球市场上变得更加昂贵， 

特别是那些依赖于中国进口的商

品。美国关税还引发与中国的贸易

战，这将给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

出口商造成一定的反补贴风险。

解决目标风险和反补贴风险之间的

权衡问题是项挑战，在短期内尤其

令人困扰。技术层面的选择相对固

定，研发（R&D）解决方案超出了

相关的时间范围，政府和企业当前

的法律和组织形式难以快速进行改

革。从长远来看，还有更多的“风

作者：John D.Graham

险卓越”解决方案，因为风险管理

的额外时间允许同时进行研发、创

新和组织变革来克服目标和反补贴

风险。

风险权衡的最有效的短期解决方

案，在理论上非常简单，但在实践

中很难做到：这包括和仔细权衡替

代性决策的竞争风险。例如，由于

全球经济正处于鼓舞人心的复苏阶

段，政策制定者很可能会实施货币

约束规范政策，但这种规范可能会

导致利率上升到全球大部分地区已

经熟悉的令人意外的低水平之上。

如果利率上升太多或太快，可以预

测其会对商业活动造成不利影响。

权衡货币约束规范政策的风险和效

益是货币政策制定者的重要责任。

风险之间的取舍

当苦于目标风险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的受众与可能遇到反补贴风险的受

众是不同的时候，决策者对风险权

地理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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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考虑会表现得尤其敏感。在中

国，受污染严重的东部城市每天都

有大量机动车尾气排放，电动汽车

逐渐走进千家万户，尤其是那些在

拥挤的道路和高速公路附近生活的

家庭。但是，当电动汽车通过中国

电网充电时，发电厂会产生更多的

污染。这些设施可能位于中国城市

的周边地区，也可能位于不太繁荣

的内陆地区，那里更容易安置发电

厂。这需要采用先进的大气化学和

高分辨率地理信息系统仔细进行空

气质量建模，以准确了解哪些人将

面临插入式电动汽车的间接公共健

康风险。如果反补贴风险没有得到

与目标风险相同的分析关注，那么

深思熟虑的监管机构就不可能在道

德方面做出权衡，将污染从一个群

体转移到另一个群体。在这种情况

下，让反补贴风险与目标风险一样

透明，可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当在不同的文化中做出有关风险权

衡取舍的决策时，一些惊人的差异

是会预期产生的。在美国，乔治·

沃克·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总

统的国家能源政策都是通过多级水

力压裂和水平钻孔等创新措施来促

进非常规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在

宾夕法尼亚州、北达科他州、俄克

拉何马州和德克萨斯州，此创新举

措的扩散速度非常快，然而，州监

管机构才刚刚开始充分了解和规范

由此产生的地震和水污染风险。在

美国使用这种非传统技术可能带来

效用，但在德国使用相同的非传统

技术却不见得可行。在德国，“水

力压裂法”在被产业大规模开发利

用之前就已经被政府禁止。此禁令

导致德国的企业和家庭需承担高昂

的天然气价格，并且对俄罗斯的天

然气产生更大得依赖，但德国的政

策制定者有权做出此等权衡取舍。

当所谓的风险与（仅限于某个特定

国家/地区的）生产活动无关，而

是与某个全球经济体跨境贸易的消

费商品有关时，监管风险管理中明

显的国际差异比较难以让人接受。

世界贸易组织（WTO）已经揭露

了多个国家/地区试图利用健康风

险问题来掩盖产品禁令和限制的保

护主义动机的例子。中国担心美国

和欧盟的也会采取这种方式；美国

已经在 WTO 针对欧盟提出的激

素处理牛肉和转基因种子相关案

件中胜诉。

以证据为基础解决贸易纠纷的好

处之一是，无论文化规范如何，

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可以获得科学

证据。了解文化规范是一项比较

主观的题目。尽管对已确定风险

的严重程度的不确定性或会说

明不同国家的预防性法规存在差

异。关于风险和安全的科学认知

并不会局限于国际边界。世贸组

织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组织，然而

它有潜力促进以证据为基础的风

险管理方法，并推动更多关于风

险权衡取舍的国际学习。

幸运的是，从长远来看，为卓越的

风险管理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与 

20 年前相比，新的手术技术使冠

进行投资以减少风
险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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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动脉搭桥手术变得更加安全和有

效。目前在美国和加拿大使用的水

力压裂法技术比五年前使用的技术

更具可持续性和成本效益。电池技

术的进步使交通运输行业的电气化

成为比十年前大多数专家认为的更

合理、更加可持续且更经济实惠的

选择。

难处在于如何促进富有成效的研发

投资，以减轻困难的风险权衡取舍

的考虑。什么时候可以通过市场竞

争高效地推动创新，以及什么时候

行业需要激励、刺激乃至强制力量

才能实现创新？政府补贴是否应专

注于基础研究，或者政府是否还需

要挑选一些有前景的技术并为实际

示范提供资助？政府研发政策在商

业市场中成为“哑弹”的案例有很

多，但也有一些案例，如水力压裂

法和插入式电动汽车车，政府研发

政策在促进激动人心的变革性创新

方面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John D.Graham 是印第安 
纳大学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
的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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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时代的管理 
作者：András Tilcsik 和 Chris Clearfield

当我们对重大事件如自然灾害、

极端天气和协同网络攻击表示担心

的时候，往往是一些细微的错误

产生的连锁影响，从而导致我们

系统出现崩溃。社会学家 Charles 

Perrow 就曾经指出各种制度或系

统中有两个特征容易引发此类意外

错误：复杂性和紧密耦合。1 复杂

的系统就像是一张复杂精细的网，

具有许多错综复杂的连接部分，而

且大部分是肉眼看不到的。紧密耦

合的系统不允许任何错误：几乎没

有可以放松的地方，也没有犯错的

机会。

当复杂的系统出现问题时，问题就

会出现在任何地方，而且很难弄清

楚发生了什么。紧密耦合意味着新

出现的问题很快就会失控，即使是

小小的错误也会产生连锁反应，造

成严重危害。

Perrow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形

成了他自己的学术框架时，既复杂

又紧密耦合的的系统并不常见的；

而拥有此特征的，通常是在特殊的

高科技领域，如核电厂、导弹预警

系统和太空探测任务相关系统。然

而，我们的世界就已经开始变得越

来越复杂。从联网设备和全球供应

链到金融系统和新的复杂的组织结

构，现在我们周围都可能会出现小

问题，从而引发意外的连锁故障。

好消息是有解决方案。虽然通常我

们无法简化制度或系统，但我们可

以改变管理方式。研究表明，只要

对组织团队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作出

细微变化或调整就会产生很大的

不同。

在复杂且紧密耦合的系统中，从大

规模的信息技术（IT）项目到业务

扩展计划，都无法事先识别或确定

可能导致灾难性崩溃的小错误。我

们必须不断收集那些微小但可能几

乎导致意外发生的的情况以及不起

作用的小事的信息，以了解我们的

系统可能会如何出现故障或失效。

小错误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系统漏洞

的大量数据，同时可帮助我们发现

何处会酝酿更严重的威胁。 

但许多组织都没有从这种侥幸的险

情中汲取教训。这是日常生活中常

见的人之常情：我们将偶尔堵塞

的卫生间视为轻微的不便，而不是

一种警告信号，直至其塞满开始溢

出。或者，我们会忽视汽车细微的

警告标志，而不将其带入维修车

间。在复杂的系统中，轻微故障和

其他异常现象都是严重的警告信

号，但只有当我们将其视为危险信

号时才有用。

领导者可以通过建立与培养组织能

力，对微弱的故障信号作出关注。

制药业巨头诺和诺德公司在一次制

造质量故障造成 1 亿多美元的巨

额成本后，开始培养高级管理人员

的这种能力。那次失败之后，诺和

诺德公司并未指责任何人，也没有

提倡管理人员要提高警惕。相反，

该公司创建了一支新的导师团队，

负责在每个部门和各个级别对人员

进行面试，以确保重要问题不会在

底层被错过。该团队会在小问题变

成大问题之前对其进行跟进。

当成功取决于避免小的错误时， 

我们需要在组织中培养怀疑态度，

1 Perrow, C.，1999，《常态性意外》，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以小见大

鼓励怀疑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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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临问题或意外事件时，我们的

本能往往是向前推进。但是，在面

对新出现的问题时仍坚持计划很容

易导致灾难。停下来让我们有机会

评估意外威胁，并在事情失控之前

弄清该做什么。这听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上，引起的延迟和中断的一

些事情最终可能只是虚惊一场，这

对团队成员来说非常令人头疼。这

时就需要领导的积极鼓励。

在某些情况下，停下来可能不是一

个可选的选项。若遇到这些情况，

有效的危机管理需要同时在执行、

监控和诊断等环节之间进行不间断

循环并且迅速行动。我们首先采取

一些措施来尝试修复系统。然后我

们需要监控任何响应与反馈显示的

情况，检视已经作出反应的行动是

否达到预期效果。如果没有，我们

以便从多个角度考虑我们的决策

并避免集体思维。NASA 喷气推

进实验室（JPL）首创的一种方法

是在每个项目团队安排一位怀疑

论者，特别是 JPL 工程技术部门

（ETA）的工程师。

ETA 工程师是理想的怀疑论者。

他们具备足以理解技术和使命的技

能，而且又超脱于外，能够带来独

特的观点。事实上，他们已融入到

组织中，但又有自己的汇报线，这

意味着项目经理不能只是忽视他们

提出的问题。如果 ETA 工程师和

项目经理不能就特定风险达成一致

意见，他们会将自己的问题提交给 

ETA 经理，他会尝试找到一个技术

解决方案、获取更多资源来完成任

务，或者将问题上报给 JPL 的首

席工程师以寻求指示。

培养怀疑主义的另一种有效方式是

通过多元化政策来实现。表象多元

化（例如种族和性别的差异）可促

进组织健康发展。研究表明，多元

化团队在做出决定之前会提出更严

格的问题，分享更多信息并讨论更

广泛的相关因素。专业背景的多元

化同样非常重要。在一项研究中，

研究人员对一千家小银行进行了近

二十年的跟踪研究发现，董事会中

的银行业者越少，银行运营失败的

认知偏差通常是那些被视为可能导

致复杂、紧密耦合的系统出现重大

故障的小错误的根源。幸运的是，

我们可以利用一些简单的技巧来做

出更完善的决策。其中一个是“事

前诊断”。3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

样的情景，从现在起六个月后，您

今天准备启动的宏伟项目的结果显

示是一个失败的情景。事前诊断是

指回顾前面的工作识别出失败的原

因，并思考与识别出那些本应采取

的措施来防止次假设的失败情景。

此技巧与通过头脑风暴过程联想可

能出现的风险截然不同：通过评估

一个假设已经发生的失败问题，我

们利用心理学家所说的“前瞻性后

见之明”，让我们可以预测一系列

更广泛、更现实的问题。

同样，使用预先确定的标准来制定

决策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依赖（通常

是错误的）直觉。许多时候，我们

可能性越小。2 原因在于：非银行

业者更有可能对看似明显的假设提

出质疑，从而打破思维衍生的不

足。正如一家具有专业多元化董事

会的银行的 CEO 所说：“当我们

认为有些事情我们不喜欢时，人们

都会敢于说出来。”

需要使用通过监控所获得的信息进

行新诊断并进入下一阶段。研究表

明，团队以这种循环不间断并且迅

速行动的方式更能解决复杂、不断

变化的问题。

2 Alamandoz, J.和 A.Tilcsik，2016，“当专家成为负债：董事会的领域专家和组织失败”，《管理学会杂志》59, 4 (2016)：1124-49，
3 Klein, G.，2007，“执行项目事前诊断”，《哈佛商业评论》，2007 年 9 月。

学会说停下来

假设失败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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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习惯根据过于简单化的预测来制

定决策，缺少考虑一些应该被重视

并可能发生的结果。例如，我们可

能只会预计项目需要一到三个月才

能完成，并未有考虑出现可能的延

误以及相关原因。如何使预测更有

条理，我们可以通过一种名为主观

概率区间估计（SPIES）的方法，

我们将整个可能的结果范围划分为

多个区间，然后估计每个区间的可

能发生的结果的概率。在我们的示

例中，我们可以将项目工期划分为

六个区间：零到一个月、一到两个

月、两到三个月、三到四个月、四

到五个月和五个月以上。4

即使利用了所有这些技巧与方法，

错误仍然有机会出现。当错误出现

时，我们需要更好地汲取教训。在

实际情况中，通常会有一个这样的

剧本存在着：进行粗浅的事后分

析，然后发现问题在于个人或特定

的技术问题，于是实施有限的修

复或修正措施，然后一切又恢复正

常。这其实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

通过利用一个无懈可击的流程来正

视现实，这个流程不仅仅可以协助

识别与确定具体问题，同时还要审

Chris Clearfield 和 András 
Tilcsik 是《瓦解崩溃：为什么
我们的系统会出现故障以及我
们应该如何应对》（企鹅出版
社，2018 年）的合著者。

4 Haran, U. 和 A.Moore，2014，“更完善的预测方式”，《加州管理评论》57 (1)：5-15，

视更广泛的组织和系统原因。只有

做到这一点，并且通过识别早期警

告信号、为组织培养怀疑文化、利

用结构化决策工具，以及更好地处

理危机，我们才能够防止发生“从

未有过的错误”，而这似乎是现代

世界的一个定义性特征。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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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 2019 年全球风险与趋势描述

全球风险

“全球风险”指的是一种不确定事件或状况，如若发生，可能会对未来 10 年内的若干国家/地区或行业产生重大

负面影响。

为确保可读性，图表中均采用简略形式的全球风险名称。风险全名中用于简略形式的部分以粗体显示。

全球风险 描述

经
济

主要经济体的资产泡沫
无法维持超高价格的资产，例如主要经济体或地区的商品、住房、
股票等

主要经济体的通货紧缩 主要经济体或地区长期接近于零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

主要财务机制或机构失灵 影响全球经济的金融机构崩溃和/或金融系统失效

关键基础设施故障/欠缺 
未能对基础设施网络（如能源、运输和通信）进行充分投资、 
升级和/或保护，导致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压力或故障

重要经济体财政危机 过度的债务负担，造成主权债务危机和/或流动性危机

高度结构化的失业或不充分
就业

持续高水平的失业或就业人群生产能力利用不足 

非法贸易（例如非法资金流
动、偷税漏税、人口贩运、 
有组织的犯罪等）

法律框架以外的大规模活动，例如非法资金流动、偷税漏税、人口
贩运、伪造和/或有组织犯罪，破坏社交互动、区域或国际合作以及
全球发展

严重的能源价格震荡（上升或
下降）

能源价格显著上涨或下降，给高度依赖能源的产业和消费者造成进
一步的经济压力

通胀失控 主要经济体的商品和服务总体价格水平出现难以控制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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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极端天气事件（如水灾、 
暴风等）

极端天气事件造成重大财产、基础设施和/或环境破坏以及人身伤亡

气候变化缓和与调整措施失败
政府和企业未能执行或颁布有效措施以减缓气候变化、保护人口和帮
助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企业适应环境

严重生物多样性损失和生态系
统崩溃（陆地或海洋）

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导致人类和工业资源严重枯竭

重大自然灾害（如地震、 
海啸、火山爆发、地磁风暴）

地球物理灾害（如地震、火山活动、山体滑坡、海啸或地磁风暴） 
造成重大财产、基础设施和/或环境破坏以及人身伤亡

人为的环境破坏和损害灾难灾
难（如石油泄漏、放射性污
染等）

未能防范重大人为损失和灾难，包括环境犯罪在内，对人类生命和健
康、基础设施、财产、经济活动和环境造成损害

地
缘
政
治

国家监管失效（例如法治失
效、腐败、政治僵局等）

由于法治薄弱、腐败或政治僵局，具有重要地缘政治意义的国家/地区
的治理失效

区域或全球监管失败 区域或全球机构无法解决经济、地缘政治或环境方面的重要问题

引发区域性动荡的国家间冲突
国家之间的双边或多边争端升级为经济（例如贸易/货币战争、 
资源国有化）、军事、网络、社会或其他冲突

大规模恐怖袭击
具有政治或宗教目标的个人或非国家团体成功造成大规模人身损害或
物质损失

国家崩溃或危机（例如民事冲
突、军事政变、国家失控等）

由于国内暴力事件、区域或全球不稳定性、军事政变、国内冲突、 
国家失控等问题，具有地缘政治重要意义的国家/地区崩溃

大规模杀伤武器
部署核能、化学、生物和放射技术和材料，造成国际危机， 
甚至有可能导致重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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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失败 
规划不善的城市、城市扩张和相关基础设施造成社会、 
环境和健康问题

粮食危机
无法以充分、可靠、负担得起的方式大规模供应适当数量和质量的粮
食和营养

大规模非自愿移民 冲突、灾难、环境或经济原因引起的大规模非自愿移民

严重社会不稳定 
破坏政治或社会稳定，对人口和经济活动造成负面影响的重大社会运
动或抗议（例如街头骚乱、社会动乱等）

传染病的快速大规模蔓延 
细菌、病毒、寄生虫或真菌（例如对抗生素、抗病毒剂和其他治疗产
生抗药性的结果）致使传染病不受控制地传播，造成广泛的人员死亡
和经济破坏

水资源危机
可用淡水的质量和数量明显下降，对人类健康和/或经济活动产生有害
影响

社
会

技
术

技术进步的负面影响
人工智能、地球工程和合成生物学等技术进步产生预期或意外的负面
后果，造成人身损害、环境破坏和经济损失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网络故障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故障）

对网络的依赖性使得受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例如互联网、卫星等） 
和网络中断影响的风险升高，从而造成大规模破坏

大规模网络攻击
大规模网络攻击或恶意软件导致巨大经济损失、地缘政治紧张局面或
互联网上的信任普遍丧失

大规模数据欺诈/窃取事故 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不正当地利用私人或官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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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趋势”定义为当前正在发展并且可能会造成全球风险加剧和/或风险之间关系改变的长期模式。

趋势 描述

老龄化人口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生育率和中老年人死亡率下降所促成的老龄
化人口

不断变化的国际监管格局
全球或区域机构（例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等）协定或
网络的不断变化

不断变化的气候 
直接或间接地归因于人类活动，并会改变全球大气组成以及自然气候
变异的气候变化

环境恶化 空气、土壤和水的质量因环境污染物浓度和其他活动和过程而恶化

新兴经济体内不断增加的中产阶级 新兴经济体中达到中产阶级收入水平的人口比例不断上升

日渐高涨的民族情绪 
人民群众与政治领导人的民族情绪日渐高涨，影响到其所在国家/地区
的国内和国际政策以及经济地位

日渐严峻的社会两极分化
由于不同或极端的价值观、政治或宗教观点，无法在国家/地区内部就
关键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日益泛滥的慢性病
非传染性疾病（也称为“慢性病”）的发病率增加，导致长期治疗 
费用上升，并在长远上威胁到寿命延长和生活质量提高所带来的社会
效益

日渐严重的网络依赖性 由于人、物和组织之间的数字互联加强，导致网络依赖性提高

不断上升的地域流动性 由于交通运输加快与优化、监管障碍减少，人和物的流动性增加

不断加剧的收入和财富分化 主要国家或地区内的贫富人群社会经济差距拉大

权力转移
权力从国家转移到非国家行为者和个人，从全球转到区域， 
从发达国家转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日益加快的城市化 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数量增加，导致城市地理范围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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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 全球风险认知调查及其方法论

在 GRPS 第一节，受访者被要求

评估与当前 42 个问题相关的风

险，相较于 2018 年他们认为这些

风险在 2019 年是会增加还是减

少。有关这些问题的列表，请参见

图 1.2（第 12 页），提供了汇总

结果。

可选的答案范围为“显著下降”

到“显著增加”1-5 等级。对于 

每个问题，各项答案所占比例 

（“显著增加”、“略有增加”、 

全球风险认知调查（GRPS）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原始风险数据来源，充分利用世界经济论坛广泛的商界、政府、

民间团体和思想领袖专业网络。调查于 2018 年 9 月 6 日至 10 月 22 日期间开展，参与者包括世界经济论坛

多方利益相关者社区、风险管理研究所成员及其顾问委员会成员组成的专业网络。我们基于 GRPS 的调查结果制

作与编写此报告，开篇使用相关数据描述当前的全球风险格局、关联图和趋势图，并为整篇报告的见解与分析提

供了支持。 

GRPS 和《全球风险报告》均采用了以下全球风险和趋势定义：

全球风险：“全球风险”是指一种不确定事件或状况，如若发生，可能会对未来 10 年内的若干国家/地区或

行业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趋势：“趋势”定义为当前正在发展并且可能会造成全球风险加剧和/或其间关系改变的长期模式。

2019 年世界格局

方法 “保持不变”、“略有下降”或 

“显著下降”）的计算方法是： 

将选择相应回答的受访者人数除以

回答总数。

在大多数情况下，受访者的答案都

是基于其所在地区的发展情况。他

们要回答以下问题：“在您看来，

特别是在您所在地区，2019 年发

生下列问题的风险与 2018 年同比

会上升还是下降？”对于以下七个

问题，需要从全球范围回答：“从

全球范围层面，您如何看待2019 

年跟下列问题有关的风险与 2018 

年同比，是否会上升还是下降？”

大国之间的经济对抗或摩擦1

大国之间的政治对抗或摩擦

有关气候变化的全球气候政策协

调会否削弱

多边贸易规则和协定是否会进

一步削弱

对共同安全联盟信心进一步丧失

地区性冲突涉及主要大国

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或侵略发生

1 在去年的 2017-2018 年全球风险认知调查中，受访者被要求评估“大国之间的政治或经济对抗/摩擦”。在今年的调查中，我们将此分成两个独立的问题，一

个是经济问题，一个是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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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附录 A 所列的 30 个风险的每

一项风险，受访者被要求对（1）其

未来 10 年间在全球发生的可能性，

以及（2）若发生，其对同一时期内

若干国家或 地区或行业的负面影响

的严重性给出评级。 

对于这些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 

可选的答案范围为“极不可能”到 

“极有可能”1-5 等级（1 = 极不 

可能，5 = 极有可能）。对于第二 

个问题，受访者可从五个选项中选 

择其一：“最小”、“较小”、 

“适中”、“严重”或“灾难性”，

同样使用 1-5 等级（1 = 最小， 

5 = 灾难性）。受访者如果觉得无法

全球风险格局

就某个问题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可以选择“不知道”，也可以留空

不选。对于任何风险，所有那些只

有发生可能性或只评估了负面影响

的严重性被评级的不完整答卷被视

为无效。

在此基础上，计算出 30 种全球风

险中每一种的发生概率和影响力的

简单平均值。结果如 2019 年全球

风险格局（图 I）所示。

其发生可能性概率和影响幅度分别

表示为发生可能性概率i 和影响幅

度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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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ii 表示风险 i 所对应的受访

者人数，发生可能性的概率i,n 影

响幅度ii,n 分别是受访者 n 为风险 

i 的发生可能性的概率与影响幅度

给出的评级分值。发生可能性概率

是按照 1-5 的衡量等级评级，影

响幅度同样是按照 1-5 的衡量等

级评级。Nii 是风险 i 的受访者中

同时对该特定风险的发生可能性概

率和影响幅度进行了评级的受访者

人数。

来源：2018-2019 年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认知调查。 
注意：图中统计结果全部基于有效受访人数 (916) 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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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

性别 专业领域 组织类型

地区

社会
12.25%

国际组织
8.64%

非政府组织
10.28%

年龄分布

60–69

14.11%

50–5940–49

27.35%

30–39 

18.93%

<30

4.81%

男性
72.76%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4.64%

欧洲
43.76%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14.03%

中东和北非
7.18%

欧亚大陆
1.77%

南亚
3.54%

其他
0.88%

25.93%

女性
26.37%

经济
24.29%

地缘政治
12.69%

科技
19.04%

其他
24.18%

北美洲
19.23%

企业
33.48%

政府
15.43%

学术界
26.26%

其他
5.85%

环境
7.55%

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地区
5.86%

图 B.1：调查样本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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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风险-趋势关联图  

（图 II）所示。 

在两种情况中，首先记录每一对组

合被提及的次数。然后用这个值除

以被提及最多的风险组合被提及的

次数，得出一个比率。最后一步，

求此比率的平方根，以消除长尾效

应（即一些很强的关联性，以及大

量较弱的关联性），让最弱关联之

间的差异更加明显。在公式中，风

险 i 与风险 j（或趋势 i 与风险 j）
之间的关联强度表示为关联ij，计

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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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其中 N 是受访者人数。

在受访者 n 在其选择中纳入了风 

险 i 和风险 j 的组合时，变量组合 

对ij,n 的值为 1。否则其值为 0。关

联的值决定了图 II 和 III 中每条连接

线的粗细程度，被提及次数最多的

组合的连线最粗。 

在全球风险格局和风险-趋势关联

图中，每项风险的大小均根据该节

点在系统中的加权联系度而变。此

外，在风险-趋势关联图中，趋势

大小代表了受访者对它影响全球发

展的重要性的看法（即针对上述关

于趋势的问题第一部分的回答）；

最常被提及的趋势即为受访者认定

在塑造全球发展方面最为重要的 

趋势。

GRPS 的第 3 部分审视与评估了

全球风险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影响。

第 4 部分是对全球风险与一系列

基本趋势或驱动因素之间的相互关

联与影响作出审视与评估。

对于风险与风险之间的相互关联与

影响，被调研受访者被要求对以下

问题提供看法：“全球风险并非孤

立，有必要评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

联与影响的关系。在您看来，相互

影响和关联性最强的全球风险有哪

些？请选出 3-6 对风险配对。”

结果如 2019 年全球风险关联图

（图 III）所示。

关于趋势与风险之间的相互关联关

系，受访者首先需要选出他们认为

对今后未来 10 年制定全球议程至

关重要的最多 3 个趋势（完整列

表请参见附录 A）。然后，受访

者需选择三个可能受其所选的三个

趋势影响至大的风险。访者要回答

的两个问题分别是：“将影响未来 

10 年全球发展的形态与形式的 3 

种最重要的趋势 （无特定顺序）

是什么？”以及“ 针对 [上题] 

所选 3 种趋势中的每一种，请从

下列风险中……选出 3 种最容易

由其诱发的风险。”结果如 

全球风险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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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在全球风险-趋势关联图中的

位置使用 ForceAtlas2 计算得出，

这是一种在 Gephi 软件中执行的

力导向布局算法，可通过模拟物 

理粒子运动使边长度和边交叉最 

小化。2

完成率阈值

我们并未采用 GRPS 完成率的整

体阈值。而是为调查的每一部分设

定了具体的有效性标准： 

第 1 部分“2019 年世界格局”：

仅考虑对此问题所列风险中的至少

三种进行评估的受访者（916 名受

访者符合标准）。

 

第 2 部分“全球风险评估”： 

在计算结果时，使用至少评估了 

一项风险的影响力和发生概率的 

885 名受访者的回答（“不知道” 

视为有效回答，但将问题留空则 

不是）。 

第 3 部分“全球风险关联”： 

使用至少选择了一对有效风险的 

635 名受访者的回答进行计算。 

 

第 4 部分“趋势评估”：在计算

中，使用至少选择了一个重要趋势

与至少一项相关风险构成的组合的 

749 名受访者的回答。 

图 B.1 展示了有关受访者概况的

部分重要描述性统计数据和信息。 

2 Jacomy, M.、T.Venturini、S.Heymann 和 M.Bastian，2014，“ForceAtlas2：一种便于实现网络可视化、专为 Gephi 软件而设计的连续图形布局算法”

，PLoS ONE 9 (6)：e98679， doi:10.1371/journal.pone.0098679 

路透社/St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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