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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议程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
议程

中国天津，2014 年 9 月 10-12 日

主要议题

议程图标

应变！

电视会议

释放创造力，降低复杂性，提升战略灵活性
和运营灵活性

现场口译

年会导师

让-皮埃尔•布吉尼翁（Jean-Pierre
Bourguignon），欧洲研究理事会主
席，比利时
陈哲（Natarajan
Chandrasekaran），塔塔咨询服务公
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度

公开会议

竞争！

董明珠，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裁，中国

发掘新市场，满足需求缺口
保罗•雅各布斯（Paul E. Jacobs），高
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领悟！

马克斯•列夫琴（Max Levchin），HVF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
青年领袖

运用最新工具和最佳实践，在快速变化的当
今世界加强学习并发挥领导作用

凯文•赖安（Kevin P. Ryan），吉尔特
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苏布拉•苏雷什（Subra Suresh），卡
内基梅隆大学校长，美国

回馈！
与大家分享自己通过获得商业成功而推动社
会进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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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星期三）
07.45 - 08.30

09.00 - 10.00

09.00 - 10.00

梅江会展中心-论坛厅

梅江会展中心-剧场会议厅

梅江会展中心-探索！

太极 1

基础设施

探索/可穿戴技术 1

太极入门介绍

基础设施建设刻不容缓

探索可穿戴计算技术

太极有助于改善医疗效果、净化心灵并维持身心健
康。

哪些模式和合作关系能够加快推动对关键基础设施
的长期投资？

从增强现实眼镜到戴在手腕上的人体活动追踪器，
传感器与网络界面产品正在进入我们的衣橱和个人
生活。

欢迎大家与太极宗师 Faye Yip 一起参加晨会，体验
太极对身心的好处。

将探讨以下内容：

和
Faye Yip，德印太极拳协会太极宗师，英国

- 创新资本结构
- 建立风险缓释工具
- 项目筛选和筹备

欢迎大家与可穿戴计算技术先锋 Thad Starner 一
起，共同体验改变我们生活的突破式科技成果，并
洞悉可穿戴技术未来的发展趋势。

本场会议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有关。Alex Wong
将向与会嘉宾作简要介绍。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和
Thad Starner，佐治亚理工学院计算学教授、情
境计算小组负责人，美国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向媒体开放，并将进行网络
直播。

Christian Jacqui，埃森兰万灵集团执行副总
裁，法国
易卜拉欣·凯塔（Ibrahim Boubacar Keita），
马里共和国总统
Mark Machin，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署亚洲总
裁，香港特别行政区
Shoji Takenaka，东芝公司智能业务全球副总
裁，日本
主持人
Vikram Chandra，新德里电视台主播兼编辑，
印度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3

9 月 10 日（星期三）
09.00 - 10.15

09.00 - 10.00

09.00 - 10.00

梅江会展中心-创想研究室 1 号厅

梅江会展中心-日内瓦厅

梅江会展中心-达沃斯厅

创想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学

创意经济

全球经济动态

创想研究室——与香港科
技大学联合举办

创意经济的繁荣

全球经济最新动态

在数字化推动创意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决定
成功的因素有哪些？

在我们迈向 2015 年的过程中，全球经济的前景如
何？

将探讨以下内容：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 创意人才面临的机遇
- 创意企业的商业模式
- 实施提升创造力的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向媒体开放，并将进行网络
直播。

新兴技术正在如何提升人类体验？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讨：
创想 1：机器人与自控系统研究的新前沿
创想 2：通过物联网改善生活质量
创想 3：充分释放 3D 打印的力量
创想 4：拓展人类沟通渠道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话题介绍人
翁以登，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香港特别行政区
讨论引言人
李泽湘，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宗福季，香港科技大学工业工程与物流管理系教
授、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
吴德恺，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黔，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

Lama Hourani，拉玛-胡拉尼创意工作室创始人
兼创意总监，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Alexander Ljung，SoundCloud 联合创始人兼
首席执行官，德国；技术先锋
埃迪·拉马（Edi Rama），阿尔巴尼亚总理
萧泓，完美世界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中国商业
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长，中国；全球议程理
事会创新经济学专题小组理事

主持人
Justine Cassell，卡内基梅隆大学人机交互研究
所主任，美国；全球议程理事会人工智能与机器
人专题小组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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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主任，中国；
全球议程理事会全球经济失衡专题小组理事
Luis Alberto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华
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西村康稔，日本内阁府副大臣
Kenneth Rogoff，哈佛大学公共政策教授、经
济学教授，美国
朱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华盛顿特区；
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持人，中国；
全球青年领袖

9 月 10 日（星期三）
09.00 - 10.00

09.00 - 09.45

09.00 - 09.45

梅江会展中心-论坛厅

梅江会展中心-伯尔尼厅

梅江会展中心-海洋穹顶

战略转变/信息技术

导师/苏布拉•苏雷什

海洋/放映会 1

信息技术的战略转变

运用科技力量，提高教育
水平

电影：体验奇妙的海洋世
界

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苏
布拉•苏雷什（Subra Suresh）将与大家分享他的观
点，介绍技术辅助下的在线教育在提升学习能力、
改善学习效果方面的潜力。

结合科技、艺术和美学的力量，打造数字化穹顶，
为您打造身临其境的深海奇幻之旅，带您领略绝妙
而脆弱的生态系统。《珊瑚：点燃金星》（The
Coral Rekindling Venus）影片由澳大利亚艺术家
Lynette Wallworth 创作。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在改变信息技术
行业？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大数据与学习算法
- 移动应用与云应用
- 智能传感器与联网设备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设置了与艺术家以及海洋生物学家
Anya Salih 的问答环节。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Jeremy Howard，科斯拉风险资本投资公司数据
战略分析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全球议程理
事会数据开发专题小组理事
胡厚崑，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全
球议程理事会未来电信专题小组理事
André Kudelski，Kudelski 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瑞士
Vivek Kundra，Salesforce.com 企业部执行副
总裁，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苏布拉•苏雷什（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
大学校长，美国；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Joe Palca，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科学记
者，美国

主持人
Mark Spelman，埃森哲战略咨询全球主管，英
国；全球议程理事会欧洲专题小组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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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活动由世界经济论坛和 Felix Media 以及
Zenvision 联合举办。

和
Anya Salih，研发科学家，西悉尼大学，澳大利
亚
Lynette Wallworth，艺术家，澳大利亚

9 月 10 日（星期三）
10.00 - 10.30

10.00 - 10.30

10.15 - 11.30

梅江会展中心-挑战区 2

梅江会展中心-挑战区 1

梅江会展中心-创想研究室 2 号厅

挑战/公共政策

挑战/水资源

创想研究室/欧洲研究理事会

挑战：重新发挥公共政策
的作用

挑战：重新有效管理水资
源

创想研究室——与欧洲研
究理事会联合举办

政府部门如何发挥技术的力量，改善决策水平？

我们如何才能对水资源进行更有效的管理？

大脑研究的突破性成果正在如何改变我们对健康与
自我的认识？

与一位新领军者共同探讨如何应对迫在眉睫的全
球挑战。

与一位新领军者共同探讨如何应对迫在眉睫的全
球挑战。

会场仅能容纳 14 人，请尽早到场。

会场仅能容纳 14 人，请尽早到场。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讨：
创想 1：解析大脑的记忆战略
创想 2：构建大脑对创伤的反应模式

创想 3：绘制大脑神经康复图谱
创想 4：揭示“身心合一的自我”这一概念的起源
和
Jorge Soto，Data4 创始人，墨西哥；技术先
锋；全球议程理事会未来政府专题小组理事

和
Matthew Silver，Cambrian Innovation 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话题介绍人
让-皮埃尔•布吉尼翁（Jean-Pierre
Bourguignon），欧洲研究理事会主席，比利
时；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讨论引言人
Aikaterini Fotopoulou，伦敦大学学院大脑科学
学院心理学与语言科学系副教授，英国；青年科
学家
Antoine Jérusalem，牛津大学工程科学教育系
副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Morten Overgaard，奥胡斯大学临床医学研究
院教授，丹麦；青年科学家
Panayiota Poirazi，国家研究与技术基金会
（FORTH）分子生物学与生物科技研究所研究主
管，希腊；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印格致，自然出版集团中国编辑部执行主编，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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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星期三）
10.30 - 11.30

10.30 - 11.30

10.30 - 11.15

梅江会展中心-剧场会议厅

梅江会展中心-科技区

梅江会展中心-探索！

安全优势

消费技术

探索/机器人

“安全”优势

未来的消费类产品技术

探索机器人革命

计算设备未来的发展趋势是触摸式控制还是非触
摸式控制？

从无人驾驶汽车到无人机，机器人正在从工厂车间
走向医院、企业和家庭。在这种不可预测的环境
下，机器人必须学会应对与合作。

产品安全问题如何改变企业运营，从而有助于企业
在全球市场赢得客户？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增强产品的可追溯性
- 加强合规体系的建设
- 管理环境威胁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向媒体开放，并将进行网络
直播。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Chris Harrison，卡内基梅隆大学人机交互研究
所副教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Sriram Subramanian，布里斯托大学人机交互
专业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Ashifi Gogo，Sproxil 首席执行官，美国；社会
企业家；全球议程理事会社会创新专题小组理事
林碧宝，百事大中华区主席，中国
南吉硕，雀巢公司亚洲、大洋洲、非洲和中东地
区执行副总裁，瑞士
王铁，艺康（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
大中华区总经理，中国
吴厚刚，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裁，中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专家
李泽湘，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教
授，香港特别行政区
Manuela M. Veloso，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
学学院教授，美国
熊蓉，浙江大学智能系统与控制研究所教授，中
国
主持人
Joe Palca，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科学记
者，美国

主持人
Aron Cramer，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会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全球议程理事会未来消费品行
业专题小组理事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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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星期三）
10.30 - 11.15

10.30 - 11.30

10.30 - 11.30

梅江会展中心-日内瓦厅

梅江会展中心-论坛厅

梅江会展中心-达沃斯厅

创意的火花/风险抵御力

营养

《财经》/中国商业环境

创意的火花：如何增强风
险抵御力

重思营养产业

变局下的中国商业环境

营养学与相关产业的创新成果将如何帮助我们改善
生活质量？

中国的商业环境呈现出哪些新的特征？

艺术家兼电影制片人 Lynette Wallworth 将与环境科
学家 Peter Edwards 探讨人类的生存状况和适应能
力。

在这一系列中，艺术家与科学家共同探讨推动创
新所需的生活技能，激发新的洞察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身心健康
-农业的生态足迹
-社会经济发展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国企改革的机遇：混合所有制结构
- 变局中的治理、风险与规范
- 双边投资协定之影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和《财经》杂志联合举
办。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和
Peter Edwards，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未来城市
实验室（新加坡-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中心）主
任，瑞士
Lynette Wallworth，艺术家，澳大利亚

Bram Klaeijsen，嘉吉亚太控股公司总裁兼亚太
区总监，新加坡
Gunhild A. Stordalen，Stordalen 基金会创始
人兼主席，挪威
朱演铭，熙可集团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议程
理事会创新经济学专题小组理事

主持人
Daniel Isenberg，巴布森学院企业高管教育中心
创业实践专业教授，美国

主持人
Fred Guterl，《科学美国人》执行主编，美国

本场会议为电视会议，请提前 15 分钟入场。会场大
门将准时关闭。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董明珠，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裁，中国；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傅成玉，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中国
Klaus Kleinfeld，美国铝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美国；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Mohammed H. Al Mady，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SABIC）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沙特阿拉伯
主持人
王波明，《财经》杂志总编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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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星期三）
10.30 - 12.30

10.30 - 12.30

11.30 - 12.45

梅江会展中心-研讨会

梅江会展中心-研讨空间

梅江会展中心-创想研究室 1 号厅

正念领导力

创造性颠覆

创想研究室/卡内基梅隆大学

正念领导力

创造性颠覆

创想研究室——与卡内基
梅隆大学联合举办

在快速变化的当今世界，领导者对正念的练习如何
有助于他们与外界及自我建立联系并做出贡献？

企业家如何在各组织、行业和市场推动创造性颠
覆？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会议目标：
- 明确“颠覆”的定义
- 了解哪些行业将会被颠覆以及如何被颠覆
- 了解企业、行业和公共政策的影响

和
Janice Marturano，正念领导力学院创始人、执
行董事，美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大数据如何改变人们生活、工作和学习的方式？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讨：

创想 1：深入了解自闭症
创想 2：就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更明智的决策
创想 3：让自动机器人走进日常生活
创想 4：改变我们的教学模式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onathan Adiri，OwnHealth 颠覆性医疗诊断机
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以色列；全球青年领袖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 联合创始人、首
席技术官，美国；全球议程理事会未来旅行和旅
游专题小组理事
Soraya Darabi，Zady.com 联合创始人，美国；
全球青年领袖
Habib Haddad，Wamda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联
酋；全球青年领袖；全球议程理事会创新经济学
专题小组理事
Jessica Lessin，The Information 主编、创始
人，美国
主持人
Tim Brown，IDEO 设计公司首席执行官，美
国；全球议程理事会创意经济专题小组理事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话题介绍人
苏布拉•苏雷什（Subra Suresh），卡内基梅隆
大学校长，美国；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讨论引言人
Marlene Behrmann，卡内基梅隆大学认知神经
科学实验室主任，美国
James H. Garrett Jr，卡内基梅隆大学工程学院
院长，美国
Marsha Lovett，卡内基梅隆大学心理学系教席
教授，美国
Manuela M. Veloso，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
学学院教授，美国
主持人
Nick Campbell，自然出版集团执行主编，中国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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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星期三）
11.30 - 12.15

11.45 - 12.30

11.45 - 12.30

梅江会展中心-新领军者空间

梅江会展中心-探索！

梅江会展中心-伯尔尼厅

思考未来/协作

探索/精确诊断

导师/凯文•赖安

与新领军者共同思考未来

探索精确诊断技术

连续创业家

在互联互通的当今世界，个人和社区实现互联能够
发挥巨大力量，并正在改变我们应对复杂挑战的方
式。

从新型光学传感器到纳米芯片实验室，新型精确诊
断技术正在深刻改变我们追踪疾病的手段。

吉尔特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2014 年新领军者
年会导师凯文•赖安（Kevin P. Ryan）将向大家阐
释：找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何是成功创业的关键？

新领军者将针对协作的力量进行三个简短的发言。
与会嘉宾可以了解到：
- 如何在协作式经济环境中获得成功
- 如何引领集体目标和行动
- 如何打造移动革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和
Noa Gafni，Various 公司数位策略师，英国
April Rinne，共享型经济研究专家，美国；全球
青年领袖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了解精确诊断技术的研究进展及其背后的科学家情
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专家
Jonathan Adiri，OwnHealth 颠覆性医疗诊断机
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以色列；全球青年领袖
Andrea Armani，南加州大学维特比工程学院教
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Wendy Dittmer，皇家飞利浦公司研究院首席科
学家，荷兰；青年科学家

凯文•赖安（Kevin P. Ryan），吉尔特集团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
师

主持人
Michael Segal，《鹦鹉螺》杂志（Nautilus）主
编，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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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Josh Spear，Undercurrent 公司联合创始人兼董
事长，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9 月 10 日（星期三）
11.45 - 12.30

12.00 - 13.00

12.00 - 13.00

梅江会展中心-海洋穹顶

梅江会展中心-剧场会议厅

梅江会展中心-科技区

海洋/放映会 2

战略转变/金融

宇宙学

电影：体验奇妙的海洋世
界

金融行业的战略转变

揭开宇宙的奥秘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在改变金融行
业？

宇宙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了宇宙的哪些奥秘？

结合科技、艺术和美学的力量，打造数字化穹顶，
为您打造身临其境的深海奇幻之旅，带您领略绝妙
而脆弱的生态系统。《珊瑚：点燃金星》（The
Coral Rekindling Venus）影片由澳大利亚艺术家
Lynette Wallworth 创作。

本场会议设置了与艺术家以及海洋生物学家
Anya Salih 的问答环节。
本场活动由世界经济论坛和 Felix Media 以及
Zenvision 联合举办。

和
Anya Salih，研发科学家，西悉尼大学，澳大利
亚
Lynette Wallworth，艺术家，澳大利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将探讨以下内容：
- 重塑全球银行业的发展模式
- 数字化与产业升级

- 银行和另类借贷机构的金融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向媒体开放，并将进行网络
直播。

Bunty Bohra，高盛首席执行官，印度；全球青
年领袖
V. S. Parthasarathy，马恒达集团首席财务官、
集团首席信息官、并购事业部执行副总裁与集团
执行委员会成员，印度
浦晓燕，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董事总经理，中国
Alain Raes，SWIFT 亚太区及欧洲、中东和非
洲区首席执行官，新加坡
主持人
白佩琪，《华尔街日报》副主编，美国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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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Rolf-Dieter Heuer，欧洲核子研究组织
（CERN）理事长，瑞士
Lawrence M. Krauss，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起
源”项目教授、主任，美国

9 月 10 日（星期三）
12.00 - 13.00

12.00 - 13.00

12.30 - 14.00

梅江会展中心-论坛厅

梅江会展中心-达沃斯厅

梅江会展中心-新领军者村

战略转变/医疗服务

CNBC 非洲台/数字化优势

星期三午餐

医疗服务的战略转变

“数字化”优势

社区午餐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在改变医疗服务
行业？

技术发展水平正在如何重新定义全球竞争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下一代基因组学
- 移动医疗和远程医疗
- 可穿戴设备与预测分析

本场会议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有关。Arnaud
Bernaert 将向与会嘉宾作简要介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David Alexandre Gros，赛诺菲集团首席战略
官，法国
夏沛然，凯杰公司首席执行官，德国；全球议程
理事会未来医疗行业专题小组理事
Daljit Singh，富通医疗保健有限公司总裁，印
度
Jeroen Tas，皇家飞利浦公司医疗信息系统、解
决方案与服务部首席执行官，荷兰
主持人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特
聘教授、主任和院长，韩国；全球议程理事会未
来化工与生物科技专题小组理事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论坛诚邀与会嘉宾至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供应链数字化带来的影响
- 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教育及技能的作用
- 推动商业成熟的各种因素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 CNBC 非洲台联合举
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电视会议，请提前 15 分钟入场。会场大
门将准时关闭。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陈哲（Natarajan Chandrasekaran），塔塔咨
询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度；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安睿博，SAP 全球业务总裁，美国
李瑞麒（Rich Lesser），波士顿咨询集团全球
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美国
Maurice Lévy，阳狮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法国
主持人
Bronwyn Nielsen，CNBC 非洲台资深主播兼执
行总监，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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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星期三）
13.00 - 13.30

13.00 - 13.30

14.00 - 15.00

梅江会展中心-挑战区 1

梅江会展中心-挑战区 2

梅江会展中心-剧场会议厅

挑战/3D 打印

挑战/制造业

战略转变/能源

挑战：重新建构人体

挑战：重新思考制造业

能源行业的战略转变

3D 打印如何拓展研究、医疗服务和伦理道德的界
限？

高科技设计如何才能推动制造业革命？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在改变能源行
业？

与一位顶尖专家共同探讨如何应对迫在眉睫的全
球挑战。会场仅能容纳 14 人，请尽早到场。

将探讨以下内容：

与一位顶尖专家共同探讨如何应对迫在眉睫的全
球挑战。会场仅能容纳 14 人，请尽早到场。
和
Eric David，Organovo 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
战略官，美国；技术先锋

和
Natalia Allen，Natalia 公司创始人，美国；全球
青年领袖

- 能源地缘政治
- 去碳化技术
- 非传统石油与天然气

本场会议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有关。Roberto
Bocca 将向与会嘉宾作简要介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向媒体开放，并将进行网络
直播。

Khalid A. Al Falih，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沙特阿拉伯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中国光伏工业协会会长，中国
Simon Henry，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首席财务
官，荷兰
张玉清，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中国
主持人
Vijay Vaitheeswaran，《经济学人》中国商业
与金融编辑兼上海分社社 长，中国；全球议程理
事会创新经济学专题小组理事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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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星期三）
14.00 - 15.00

14.00 - 14.30

14.00 - 15.15

梅江会展中心-科技区

梅江会展中心-探索！

梅江会展中心-创想研究室 1 号厅

大历史

探索/虚拟现实技术 1

创想研究室/东京大学

大历史，大决策

探索虚拟现实技术

历史学家 David Christian 和孙岳带领大家回顾宇宙
138 亿年的历史进程，并结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
与大家共同探讨“大历史”知识如何帮助当今和未
来的领袖制定更明智的决策。

从浸入式 3D 游戏体验到新型数字化社会交往，虚拟
现实技术生态系统终于开始建立，并将进行大规模
的市场推广。与 Jeremy Bailenson 教授共同领略虚
拟现实技术迄今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并了解其未来
的发展趋势。

创想研究室——与东京大
学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和
David Christian，麦考瑞大学历史学教授，澳大
利亚
孙岳，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副教授，中
国

本场会议结束之后，与会嘉宾将受邀参加虚拟现实
技术现场展示。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哪些技术突破将会改变能源生产、输送和消费的方
式？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讨：
创想 1：分布式能源与离网能源解决方案
创想 2：下一代节能技术
创想 3：未来储能技术
创想 4：从智能电网到数字电网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话题介绍人
江川雅子，东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日本
讨论引言人
Rikiya Abe，东京大学数字电网专业终身首席教
授，日本
Yasumasa Fujii，东京大学工程学大学院核工程
和管理系教授，日本
Ichiro Sakata，东京大学创新政策研究中心教
授、主任，日本
Kenji Tanaka，东京大学跨学科研究项目组织副
教授，日本
主持人
William H. Saito，日本内阁府特别顾问；全球
青年领袖；全球议程理事会网络安全专题小组理
事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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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星期三）
14.00 - 15.00

14.00 - 15.00

14.00 - 14.45

梅江会展中心-论坛厅

梅江会展中心-日内瓦厅

梅江会展中心-会议穹顶

地缘安全

传统医学

海洋/放映会 3

地缘安全评述

运用古代智慧，治疗现代
疾病

电影：体验奇妙的海洋世
界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我们如何采取智能手段，结合古代传统与现代医学
创新成果，改善我们未来的健康状况？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结合科技、艺术和美学的力量，打造数字化穹顶，
为您打造身临其境的深海奇幻之旅，带您领略绝妙
而脆弱的生态系统。《珊瑚：点燃金星》（The
Coral Rekindling Venus）影片由澳大利亚艺术家
Lynette Wallworth 创作。

战略竞争是否会影响全球增长？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Katinka Barysch，安联保险集团政治关系总
监，德国；全球青年领袖；全球议程理事会欧洲
专题小组理事
船桥洋一，日本再建基金会主席，日本；全球议
程理事会核安全专题小组理事
Victor Halberstadt，莱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荷
兰；全球议程理事会地缘经济学专题小组理事
Pavlo Klimkin，乌克兰外交部长
Moon Chung-In，延世大学政治学教授，韩国；
全球议程理事会韩国专题小组理事

Aikaterini Fotopoulou，伦敦大学学院大脑科学
学院心理学与语言科学系副教授，英国；青年科
学家
闫希军，天士力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国
Faye Yip，德印太极拳协会太极宗师，英国
主持人
Steve Davis，PATH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美国；全球议程理事会社会创新专题小组理事

主持人
Espen Barth Eide，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管
理委员会成员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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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会议设置了与艺术家以及海洋生物学家
Anya Salih 的问答环节。
本场活动由世界经济论坛和 Felix Media 以及
Zenvision 联合举办。

和
Anya Salih，研发科学家，西悉尼大学，澳大利
亚
Lynette Wallworth，艺术家，澳大利亚

9 月 10 日（星期三）
14.00 - 15.00

14.30 - 16.45

15.00 - 15.30

梅江会展中心-达沃斯厅

梅江会展中心-探索！

梅江会展中心-达沃斯厅

CNBC/新兴市场的再次崛起

探索/虚拟现实技术体验 1

洞察力/姚晨

新兴市场将再次崛起？

探索并体验虚拟现实技术

新兴市场近期的反弹态势能持续下去吗？

请在这个时间段前往“探索！”会议厅，亲身体验
虚拟现实技术。

“洞察力，新观念”会
议：对话姚晨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政治不确定性
- 推行结构性改革的愿望
- 国内消费前景展望

每位嘉宾每次展示的平均时间约为 5 分钟。

与演员、“微博女王”姚晨进行对话，共同探讨如
何发挥社交媒体日益壮大的力量，帮助更多的中国
人了解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危机。

本场会议只有 30 分钟，因此请尽早就坐；会场
大门将准时关闭，迟到者无法进场。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 CNBC 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的官方语言为汉语，将提供英语和日语
同声传译。

本场会议为电视会议，请提前 15 分钟入场。会场大
门将准时关闭。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向媒体开放，并将进行网络
直播。

姚晨，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演员，中国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
成员
Arkady Dvorkovich，俄罗斯联邦副总理；俄罗
斯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Kenneth Rogoff，哈佛大学公共政策教授、经
济学教授，美国
朱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华盛顿特区；
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采访
季小军，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中国

主持人
Bernard Lo，CNBC 亚洲台主持人，香港特别行
政区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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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星期三）
15.00 - 15.30

15.00 - 15.30

15.15 - 16.45

梅江会展中心-挑战区 1

梅江会展中心-挑战区 2

梅江会展中心-研讨会

挑战/货币

挑战/救灾

未来的学习方式

挑战：推动货币革命

挑战：重新思考救灾工作

更好、更快、更智能

替代货币如何能够加速推动协作革命？

如何借助技术创新手段，更快地开展有针对性的救
灾工作？

随着机器日益智能化，教育和学习如何实现智能
化？

与一位顶尖专家共同探讨如何应对迫在眉睫的全
球挑战。会场仅能容纳 14 人，请尽早到场。

会议目标：
- 预测未来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 对照未来需求，审视当前学习体系
- 探讨人机交互关系

与一位顶尖专家共同探讨如何应对迫在眉睫的全
球挑战。会场仅能容纳 14 人，请尽早到场。
和
Marlon Parker，Reconstructed Living 实验室创
始人，南非；全球青年领袖

和
Michele Guarnieri，HiBot 公司董事长，日本；
技术先锋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讨论引言人
Jessica Hammer，卡内基梅隆大学人机交互研
究所与娱乐技术中心副教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Paul Kruchoski，美国国务院政策顾问，美国；
全球杰出青年；全球议程理事会教育专题小组理
事
Temitope Ola，Koemei 公司首席执行官，瑞
士；技术先锋
Dino Varkey，政府和环球教育集团执行董事，
阿联酋
主持人
Anil Gupta，马里兰大学全球战略与创业学
Michael Dingman 教席教授，美国；全球议程理
事会新兴跨国公司专题小组理事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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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星期三）
15.45 - 16.45

15.45 - 16.45

15.45 - 17.00

梅江会展中心-剧场会议厅

梅江会展中心-科技区

梅江会展中心-创想研究室 2 号厅

网络经济

重新设计都市生活

创想研究室/新加坡国立大学

网络经济的未来

重新设计都市生活

哪些因素能够有助于普及和发展全球网络经济？

艺术家兼创新者 Daan Roosegarde 和建筑师 Ole
Scheeren 共同探讨都市设计领域的重大变革，以及
这些变革将如何影响城市生活方式。

创想研究室——与新加坡
国立大学联合举办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互联网的开放性与安全性
- 基础设施的质量和可及性
- 决策平台与原则

科学突破如何帮助管理和缓解环境对健康的影响？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讨：
创想 1：找出空气污染和健康问题之间的关联
创想 2：利用电子健康监护手段对慢性疾病进行管理
创想 3：识别和控制亚洲地区新出现的流行病
创想 4：通过社交媒体，与公众充分沟通健康问题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向媒体开放，并将进行网络
直播。

Daan Roosegaarde，艺术家，荷兰
Ole Scheeren，Büro Ole Scheeren 建筑事务所
首席建筑师，中国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Anne Bouverot，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
（GSMA）总干事兼董事会成员，英国；全球议
程理事会未来电信专题小组理事
Fadi Chehade，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
构（ICANN）首席执行官，美国
保罗•雅各布斯（Paul E. Jacobs），高通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
导师
鲁炜，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中国
Lawrence Strickling，美国商务部国家电信和信
息管理局（NTIA）通信和信息助理部长，美国

主持人
刘佩琪, 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织）主席，
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话题介绍人
陈祝全（Tan Chorh-Chuan），新加坡国立大学
校长，新加坡；全球议程理事会未来工作专题小
组理事
讨论引言人
Chia Kee-Seng，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卫
生学院教授、院长，新加坡
Mohan Jyoti Dutta，新加坡国立大学通信和新
媒体学院教授、主任，新加坡
Teo Yik-Ying，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卫生
学院副教授，新加坡
Yu Liya，新加坡国立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
副教授，新加坡

主持人
Alan Marcus，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资深总
监、信息技术和电信行业社区主管

主持人
Jeffrey M. Drazen，《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
编，美国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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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星期三）
15.45 - 16.45

15.45 - 16.45

15.45 - 17.00

梅江会展中心-日内瓦厅

梅江会展中心-论坛厅

梅江会展中心-达沃斯厅

创新文化

战略转变/制造业

中国前景展望

创新文化

制造业的战略转变

中国前景展望

文化价值观与传统如何影响创新？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在改变制造业？

中国的发展道路将如何影响世界？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引领创新和变革
- 组织模式和架构
- 创新成果在不同文化之间的转让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自动化与机器人的能力
- 增材制造与开源设计
- 对劳动力和资本投资的影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升级产业价值链
- 重新审视货币政策
- 完善投资协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向媒体开放，并将进行网络
直播。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安西祐一郎，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理事
长，日本
Vijay Eswaran，QI Group 执行董事长，马来西
亚
Matsi Modise，南非黑人企业家论坛创始人兼首
席执行官，南非；全球杰出青年
T. J. Stiles，作家、历史学家，美国
Larry Stone，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府事务总
裁，英国

Alexander Collot d'Escury，Desso 控股公司
首席执行官，荷兰
Dong-Kwan Kim，韩华集团董事总经理，韩
国；全球青年领袖
宗福季，香港科技大学工业工程与物流管理系教
授、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Ian Weightman，IHS 公司技术研发与运营副总
裁，美国

主持人
张力奋，《金融时报》副主编； 《金融时报》中
文网总编辑，中国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张茵，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
欧柏嘉（Oleg V. Deripaska），俄罗斯铝业公
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
马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
国；全球议程理事会全球经济失衡专题小组理事
Lord J. Adair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所
（INET）高级研究员，英国
张晓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
中国；全球议程理事会中国专题小组理事
主持人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融时报》北京
分社社长，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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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星期三）
16.00 - 16.45

17.15 - 17.25

17.25 - 18.15

梅江会展中心-海洋穹顶

梅江会展中心-全会厅

梅江会展中心-全会厅

海洋/放映会 4

欢迎致辞

开幕全会

电影：体验奇妙的海洋世
界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
欢迎致辞

开幕全会

结合科技、艺术和美学的力量，打造数字化穹顶，
为您打造身临其境的深海奇幻之旅，带您领略绝妙
而脆弱的生态系统。《珊瑚：点燃金星》（The
Coral Rekindling Venus）影片由澳大利亚艺术家
Lynette Wallworth 创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设置了与艺术家以及海洋生物学家
Anya Salih 的问答环节。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向媒体开放，并将进行网络
直播。

李克强，中国国务院总理
欢迎致辞
黄兴国，天津市市长，中国
菲利普•罗斯勒（Philipp Rösler），世界经济论
坛执行董事、执行董事会成员；全球青年领袖

本场活动由世界经济论坛和 Felix Media 以及
Zenvision 联合举办。

和
Anya Salih，研发科学家，西悉尼大学，澳大利
亚
Lynette Wallworth，艺术家，澳大利亚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向媒体开放，并将进行网络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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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世界经济
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9 月 11 日（星期四）
07.45 - 08.30

07.45 - 08.30

08.00 - 08.45

梅江会展中心-伯尔尼厅

梅江会展中心-论坛厅

梅江会展中心-科技区

冥想 1

太极 2

新闻热点 1

正念冥想

太极入门介绍

新闻热点

正念能够提高专注力、净化心灵、提升创造力和心
理韧性。

太极有助于改善医疗效果、净化心灵并维持身心健
康。

欢迎大家与冥想专家 Janice Marturano 一道参加晨
会，体验正念如何修身养性。

欢迎大家与太极宗师 Faye Yip 一起参加晨会，体验
太极对身心的好处。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与国际媒体领袖一起，共同探讨当日头条商业和政
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和
Faye Yip，德印太极拳协会太极宗师，英国
和
Janice Marturano，正念领导力学院创始人、执
行董事，美国

Vikram Chandra，新德里电视台主播兼编辑，
印度
纪思道，《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美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公众
参与部主管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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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星期四）
09.00 - 10.00

09.00 - 09.45

09.00 - 09.45

梅江会展中心-剧场会议厅

梅江会展中心-探索！

梅江会展中心-日内瓦厅

全球化

探索/量子技术

创意的火花/信心

亚洲商业环境

探索量子技术

世界上发展最快地区的经济体如何才能实现长期可
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增长？

从无懈可击的网络安全到无穷无尽的计算能力，量
子力学在信息科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潜力，有望
推动通信和计算机技术的革命性进步。

创意的火花：如何提振信
心？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地区稳定面临的风险及应对之道
- 共享繁荣和收入稳定增长
- 不断转变的贸易和投资模式

了解量子技术的研究进展及其背后的科学家情况。
在这一系列中，艺术家与科学家共同探讨推动创
新所需的生活技能，激发新的洞察力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向媒体开放，并将进行网络
直播。

考什克·巴苏（Kaushik Basu），世界银行首席
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华盛顿特区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香港特别行政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
成员
小岛顺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长，日本
李稻葵，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主任，中国；
全球议程理事会全球经济失衡专题小组理事
Kevin Sneader，麦肯锡亚洲分公司董事长，香
港特别行政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专家
Suchitra Sebastian，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
物理系副教授，英国；青年科学家
Christoph Stampfer，亚琛工业大学第二物理学
研究所所长，德国；青年科学家
Vlatko Vedral，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生物量子技术
项目联合主任，英国
主持人
Joe Palca，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科学记
者，美国

主持人
Teymoor Nabili，亚洲新闻台执行编辑兼主播，
新加坡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音乐家、演奏家梁建生与神经科学专家 Morten
Overgaard 共同探讨提升信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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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和
梁建生，Tateo Sound 作曲家、音乐家，美国
Morten Overgaard，奥胡斯大学临床医学研究
院教授，丹麦；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Daniel Isenberg，巴布森学院企业高管教育中心
创业实践专业教授，美国

9 月 11 日（星期四）
09.00 - 10.00

09.00 - 10.00

09.00 - 09.45

梅江会展中心-达沃斯厅

梅江会展中心-论坛厅

梅江会展中心-伯尔尼厅

气候变化

战略转变/交通

导师/陈哲

气候政策的新环境

交通行业的战略转变

数字化组织

鉴于中国、美国和欧盟再次聚焦气候变化问题，企
业应该如何参与塑造新的政策环境？

哪些趋势、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正在改变交通行
业？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无人驾驶汽车的不断发展
- 对道路安全状况的日益担忧

塔塔咨询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2014 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陈哲（Natarajan
Chandrasekaran）将就下述问题与大家分享观点：
数字化环境下的领导力与组织结构设计将如何提升
价值创造力？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向媒体开放，并将进行网络
直播。

Rasmus Helveg Petersen，丹麦气候、能源与
建筑大臣
Manuel Pulgar-Vidal Otalora，秘鲁环境部长
谢白曼（Feike Sijbesma），皇家帝斯曼集团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荷 兰
解振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主持人
琳达·岳（Linda Yueh），BBC 新闻频道
“Talking Business with Linda Yueh”节目主
播、首席财经记者，英国

- 消费者行为的不断转变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Bhavish Aggarwal，ANI 技术公司联合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印度
浅见孝雄，雷诺-日产联盟高级研发部门全球主
管，日本
薄睿拓，百威英博首席执行官，美国
徐和谊，北京汽车集团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Sarwant Singh，Frost & Sullivan 公司高级合伙
人，美国；全球议程理事会未来汽车和个人交通
专题小组理事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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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哲（Natarajan Chandrasekaran），塔塔咨
询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印度；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Eunice Yoon，CNBC 国际频道资深记者，中国

9 月 11 日（星期四）
09.00 - 09.45

09.00 - 11.00

09.00 - 11.00

梅江会展中心-海洋穹顶

梅江会展中心-研讨会

梅江会展中心-研讨空间

海洋/放映会 5

中国商业创新

科技成果产业化模式

电影：体验奇妙的海洋世
界

打造全球企业品牌

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新模式

在当前的全球竞争格局下，哪些能力与战略能帮助
中国企业提升创新力？

科技成果转化为商业成功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结合科技、艺术和美学的力量，打造数字化穹顶，
为您打造身临其境的深海奇幻之旅，带您领略绝妙
而脆弱的生态系统。《珊瑚：点燃金星》（The
Coral Rekindling Venus）影片由澳大利亚艺术家
Lynette Wallworth 创作。

会议目标：
- 了解全球标准
- 探寻最佳实践和成功模式
- 重新思考战略定位和传统商业模式

本场会议设置了与艺术家以及海洋生物学家
Anya Salih 的问答环节。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CEIBS）联合举办。

本场活动由世界经济论坛和 Felix Media 以及
Zenvision 联合举办。

和
Anya Salih，研发科学家，西悉尼大学，澳大利
亚
Lynette Wallworth，艺术家，澳大利亚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本场会议的官方语言为汉语，将提供英语同传。

开场致辞
董明珠，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裁，中国；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讨论引言人
陈义龙，阳光凯迪董事长
冯东明，美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中国
韩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教授、中国创
新中心联合主任，中国；全球议程理事会中国专
题小组理事
利明献，广发银行行长，中国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全球
议程理事会中国专题小组理事
叶恩华（George S. Yip），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管理学教授、中欧中国创新研究中心联合主任，
中国
赵民，正略钧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
长，中国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治全球健康研
究所所长，中国；全球青年领袖；全球议程理事
会中国专题小组理事
闭幕致辞
苏理达（Hellmut Schütte），中欧国际工商学
院国际管理学特聘教授、副院长兼教务长，中国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会议目标：
- 了解全新的研发环境
- 重新界定企业和政府的作用
- 推动跨行业合作

24

讨论引言人
Howard Alper，加拿大科学技术与创新理事会
主席，加拿大
Sierd Cloetingh，欧洲研究理事会科学分会委
员，比利时
高锐（Francis Gurry），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总干事，日内瓦；全球议程理事会创
意经济专题小组理事
Yuko Harayama，日本内阁府科技创新理事会
执行委员
Christopher E. Nelson，凯明公司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美国
Dainius Pavalkis，立陶宛教育和科学部长
徐井宏，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Henry Chesbrough，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Haas 商学院企业创新中心主任，美国

9 月 11 日（星期四）
09.15 - 10.00

10.00 - 11.15

10.00 - 11.00

梅江会展中心-科技区

梅江会展中心-创想研究室 2 号厅

梅江会展中心-日内瓦厅

变革的艺术

创想研究室/清华大学

中国文化

变革的艺术

创想研究室——与清华大
学联合举办

从孔子到流行文化

中国正如何改革高等教育，以促进创新并提升其在
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文化复兴与流行文化之比较
- 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比较
- 都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比较

策展人 Susan Fisher Sterling 将向大家展示一些体
现突破式思维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已经针对当今
社会面临的迫切挑战催生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Susan Fisher Sterling，国际女性艺术博物馆馆
长，美国
主持人
纪思道，《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美国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讨：
创想 1：克服中国的文化障碍
创想 2：提高技术能力
创想 3：提升创造力
创想 4：培育敢于冒险的创业精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讨论引言人
付志勇，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
毛东辉，清华大学创意创新创业教育平台（Xlab）主任，中国
潘庆中，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常务副主任，
中国
徐芦平，清华大学交叉创新中心副主任，中国
主持人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中国；全球议程
理事会中国专题小组理事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中国文化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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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
施南生，徐克电影工作室创始人，香港特别行政
区
汪晖，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现当代文学
专业教授，中国
学诚法师，龙泉寺方丈，中国
主持人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公众
参与部主管

9 月 11 日（星期四）
10.00 - 10.30

10.00 - 10.30

10.15 - 11.15

梅江会展中心-挑战区 1

梅江会展中心-挑战区 2

梅江会展中心-剧场会议厅

挑战/能源

挑战/媒体

技术展望

挑战：发展可再生能源

挑战：重塑媒体业

再次遭遇互联网泡沫？

在消费能源的过程中，我们该如何节约资源？

如何发挥技术的力量重塑媒体业？

与一位顶尖专家共同探讨如何应对迫在眉睫的全
球挑战。会场仅能容纳 14 人，请尽早到场。

本场会议将为与会嘉宾提供一个非正式的环境，供
大家就如何应对当前重大挑战开展跨行业对话，旨
在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会场仅能容纳 14 人，请
大家提前到场。

和
Rajiv Pant，《纽约时报》首席技术官，美国；
全球青年领袖

近期对科技类企业的评估表明：我们正在迎来第二
次机器时代，还是将再次遭遇技术泡沫？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科学突破性成果的商业可行性
- 基于价值进行预测还是投机？
- 数字化革命的市场轨迹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向媒体开放，并将进行网络
直播。

曹大容，光速安振中国创业投资基金联合创始人
兼董事总经理，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Tyler Cowen，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
马克斯•列夫琴（Max Levchin），HVF 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
导师；全球青年领袖
主持人
白佩琪，《华尔街日报》副主编，美国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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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星期四）
10.15 - 11.15

10.15 - 11.00

10.15 - 11.15

梅江会展中心-科技区

梅江会展中心-探索！

梅江会展中心-论坛厅

多元化

探索/新材料

神经科学革命

多元化创造活力

探索新材料

神经科学革命

多元化如何推动科技创新取得突破式成果？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从强大的纳米电池和下一代固态电池到神奇材料石
墨烯和未来电路元件，新材料科学有望彻底改变小
到随身设备大到建筑物和信息技术等万事万物。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了解新材料的研究进展及其背后的科学家情况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杂志主
编，美国
Victoria Plaut，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法律
社会学教授，美国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模仿脑波的计算机和用以记录大脑活动的高级光
显微镜不久就能破译大脑内部语言。这将如何改
变人们的自我概念和决策方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专家
Kim Sang Ouk，韩国科学技术院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教席教授，韩国
Michelle Moram，帝国理工学院材料学院工程
学系能源材料专业讲师，英国；青年科学家
Jennifer Rupp，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电气化学
材料专业教授，瑞士；青年科学家

David Cox，哈佛大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
与计算机科学副教授，美国
Thomas R. Insel，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中心
主任，美国
李武，北京师范大学-IDG /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
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

主持人
Michael Segal，《鹦鹉螺》杂志（Nautilus）主
编，美国

主持人
Joe Palca，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科学记
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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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星期四）
10.15 - 11.00

10.15 - 11.00

10.15 - 11.00

梅江会展中心-伯尔尼厅

梅江会展中心-海洋穹顶

梅江会展中心-新领军者空间

导师/董明珠

海洋/放映会 6

思考未来/粮食

中国：提升价值链

电影：体验奇妙的海洋世
界

与新领军者共同思考未来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2014 年
新领军者年会导师董明珠将就下述问题与大家分享
观点：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将如何提升中国经济在
价值链中的地位。

本场会议的官方语言为汉语，将提供英语和日语
同声传译。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董明珠，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裁，中国；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何振红，《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中国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结合科技、艺术和美学的力量，打造数字化穹顶，
为您打造身临其境的深海奇幻之旅，带您领略绝妙
而脆弱的生态系统。《珊瑚：点燃金星》（The
Coral Rekindling Venus）影片由澳大利亚艺术家
Lynette Wallworth 创作。

本场会议设置了与艺术家以及海洋生物学家
Anya Salih 的问答环节。
本场活动由世界经济论坛和 Felix Media 以及
Zenvision 联合举办。

和
Anya Salih，研发科学家，西悉尼大学，澳大利
亚
Lynette Wallworth，艺术家，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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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粮食被损失或浪费，这对
全球人口的健康、环境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领军者将就如何创新思路、确保未来的粮食供应
进行三个简短的发言。
与会嘉宾可以了解到：
- 发展都市农场，改变城市生活
- 打造更加智能的粮食供应链
- 促进海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和
Cherrie Atilano， Gawad Kalinga Enchanted
Farm Agricool 农场联合创始人兼总裁，菲律宾；
社会企业家；全球杰出青年
Rupert Howes，海洋管理委员会首席执行官，
英国；社会企业家
David G. Rosenberg，空中农场公司
（AeroFarms）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全球青年领袖

9 月 11 日（星期四）
11.30 - 12.30

12.30 - 14.00

13.00 - 14.00

梅江会展中心-全会厅

梅江会展中心-新领军者村

梅江会展中心-探索！

新领军者全会

星期四午餐

探索/可穿戴技术 2

新领军者全会：
推动创新 创造价值

社区午餐

探索可穿戴计算技术

论坛诚邀与会嘉宾至新领军者村享用自助午餐。

从增强现实眼镜到戴在手腕上的人体活动追踪器，
传感器与网络界面产品正在进入我们的衣橱和个人
生活。

新领军者如何通过推动创新，共同塑造美好未来？
与论坛新领军者共同探讨数据革命、21 世纪的人才
以及技术改善生活等话题。

欢迎大家与可穿戴计算技术先锋 Thad Starner 一
起，共同体验改变我们生活的突破式科技成果，并
洞悉可穿戴技术未来的发展趋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向媒体开放，并将进行网络
直播。

和
Thad Starner，佐治亚理工学院计算学教授、情
境计算小组负责人，美国

和
Marc Freedman，Encore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
行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Stéphanie Lacour，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工程学院
副教授、Bertarelli 神经假体技术基金会主席，瑞
士；青年科学家
Matsi Modise，南非黑人企业家论坛创始人兼首
席执行官，南非；全球杰出青年
联合主持
Vikram Chandra，新德里电视台主播兼编辑，
印度
琳达·岳（Linda Yueh），BBC 新闻频道
“Talking Business with Linda Yueh”节目主
播、首席财经记者，英国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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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星期四）
13.00 - 13.30

13.00 - 13.30

13.30 - 17.00

梅江会展中心-挑战区 1

梅江会展中心-挑战区 2

梅江会展中心

挑战/老龄化

挑战/流动人口

天津产业游 1

挑战：协助解决老龄化问
题

挑战：支持人口流动
流动人口如何有助于提升经济竞争力？

天津产业游 1：高科技制
造业

社会企业如何应对社会快速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与一位顶尖专家共同探讨如何应对迫在眉睫的全
球挑战。会场仅能容纳 14 人，请尽早到场。

参观行程包括：Future TV、空中客车 A320 天津总
装公司以及百超（天津）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与一位顶尖专家共同探讨如何应对迫在眉睫的全
球挑战。会场仅能容纳 14 人，请尽早到场。
和
Marc Freedman，Encore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
官，美国；社会企业家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和
何乐（Jonathan Hursh），活力社区
（INCLUDED）创始人兼执行董事，中国；社会
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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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 TopLink 平台上提供的详细行程安排（在
“会议”标签下的文件栏里）。座位将实行先到先
得的原则，每辆巴士限乘 50 位嘉宾。巴士将从梅江
会展中心出发。

欲订座位，请将回执发邮件至冯健第，邮箱地址：
industrialtour@tj.gov.cn，或者拨打电话： +86 22
2835 9785。

9 月 11 日（星期四）
13.30 - 17.00

13.30 - 17.30

13.30 - 14.00

梅江会展中心

梅江会展中心

梅江会展中心-剧场会议厅

天津产业游 2

天津产业游 3

洞察力/考什克·巴苏

天津产业游 2: 高科技制
造业

天津产业游 3: 高科技能
源产业

“洞察力，新观念”会
议：对话考什克·巴苏

参观下列企业：天津海鸥表业集团、天津三星电子
有限公司以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参观对象包括：中新天津生态城能源站、中新天津
生态城公用事业运行维护中心、天津经济技术开发
区现代服务产业区、58.com 以及搜狐视频。

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考什克·巴苏（Kaushik
Basu）进行对话，探讨在新的全球经济环境下如何
实现包容性增长并共享繁荣。

请参阅 TopLink 平台上提供的详细行程安排（在
“会议”标签下的文件栏里）。座位将实行先到先
得的原则，每辆巴士限乘 50 位嘉宾。巴士将从梅江
会展中心出发。

本场会议只有 30 分钟，因此请尽早就坐；会场
大门将准时关闭，迟到者无法进场。

请参阅 TopLink 平台上提供的详细行程安排（在
“会议”标签下的文件栏里）。座位将实行先到先
得的原则，每辆巴士限乘 50 位嘉宾。巴士将从梅江
会展中心出发。

欲订座位，请将回执发邮件至冯健第，邮箱地址：
industrialtour@tj.gov.cn，或者拨打电话： +86
22 2835 9785

欲订座位，请将回执发邮件至冯健第，邮箱地址：
industrialtour@tj.gov.cn，或者拨打电话： +86 22
2835 9785。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向媒体开放，并将进行网络
直播。

考什克·巴苏（Kaushik Basu），世界银行首席
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华盛顿特区
采访人
Kenneth Rogoff，哈佛大学公共政策教授、经
济学教授，美国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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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星期四）
14.00 - 15.00

14.00 - 15.15

14.00 - 15.00

梅江会展中心-科技区

梅江会展中心-创想研究室 2 号厅

梅江会展中心-论坛厅

对疾病细胞进行重新编码

创想研究室/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商业模式创新

对疾病细胞进行重新编码

创想研究室——与苏黎世
联邦理工学院联合举办

重新设计商业模式

哪些最新策略有助于发现全球新兴风险并增强相应
的风险抵御力？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确立新的细分市场
- 开发有意义的产品
- 重新打造消费者体验

如果能够对疾病细胞进行重新编码，那么还有必要
对抗疾病吗？

一位嘉宾将通过 BEAM 网真技术，以虚拟的形式参
加本场会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创想 1：重新思考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风险共担问
题
创想 2：适应气候变化
创想 3：重新规划城市空间，塑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创想 4：重新思考关键基础设施建设的迫切任务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话题介绍人
David B. Agus，南加州大学应用分子医学中心
医学和工程学教授，美国；全球议程理事会未来
医疗行业专题小组理事
Pardis Sabeti，哈佛大学系统生物学研究与资源
中心副教授，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张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布洛德研究所核心
成员，美国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话题介绍人
Ralph Eichler，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校长，瑞士
讨论引言人
Peter Edwards，瑞士联邦理工学院未来城市实
验室（新加坡-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中心）主任，
瑞士
Wolfgang Kröger，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风险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瑞士
Wanda Mimra，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管理、技
术与经济学系风险与保险经济学副教授，瑞士
Sonia I. Seneviratne，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大
气及气候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瑞士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助理
研究员，英国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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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战略能够帮助组织获得并维持竞争优势？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藤森义明，骊住集团株式会社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日本
庄睿思，通用电气集团副董事长兼全球增长及运
营总部总裁、首席执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凯文•赖安（Kevin P. Ryan），吉尔特集团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
师
John B. Veihmeyer，毕马威国际全球董事长，
美国
吴文绣，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社长兼首席执行
官，日本；全球议程理事会基础设施专题小组理
事
主持人
Henry Chesbrough，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Haas 商学院企业创新中心主任，美国

9 月 11 日（星期四）
14.00 - 15.00

14.00 - 14.45

14.00 - 14.45

梅江会展中心-日内瓦厅

梅江会展中心-伯尔尼厅

梅江会展中心-海洋穹顶

科学领域的女性角色

导师/让-皮埃尔•布吉尼翁

海洋/放映会 7

剖析性别问题

将科学成果转化为商业机
遇

电影：体验奇妙的海洋世
界

欧洲研究理事会主席、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让皮埃尔•布吉尼翁（Jean-Pierre Bourguignon）将就
下述问题与大家分享观点：如何将科学领域的突破
性成果转化为商业机遇？

结合科技、艺术和美学的力量，打造数字化穹顶，
为您打造身临其境的深海奇幻之旅，带您领略绝妙
而脆弱的生态系统。《珊瑚：点燃金星》（The
Coral Rekindling Venus）影片由澳大利亚艺术家
Lynette Wallworth 创作。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将在未来的
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为何进
入科学技术领域工作的女性数量没有增加？
将探讨以下内容：
-初级职位和高管职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 隐藏的偏见和无形的障碍
- 未被认可的优秀女性
- 失败的政策和成功的改革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设置了与艺术家以及海洋生物学家
Anya Salih 的问答环节。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Ivana Gadjanski，贝尔格莱德城市大学生物工
程中心副教授、研究员，塞尔维亚；青年科学家
Mande Holford，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化学生
物学副教授，美国；青年科学家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让-皮埃尔•布吉尼翁（Jean-Pierre
Bourguignon），欧洲研究理事会主席，比利
时；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主持人
David Aikman，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新领
军者社区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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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活动由世界经济论坛和 Felix Media 以及
Zenvision 联合举办。

和
Anya Salih，研发科学家，西悉尼大学，澳大利
亚
Lynette Wallworth，艺术家，澳大利亚

9 月 11 日（星期四）
14.00 - 15.00

14.00 - 15.30

14.15 - 15.15

梅江会展中心-达沃斯厅

梅江会展中心-研讨会

梅江会展中心-剧场会议厅

凤凰卫视/中国的环境

体验嘻哈文化

医疗服务优势

打造中国的绿色经济

体验嘻哈文化

“医疗服务”优势

哪些解决方案有望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的环境状况？
将探讨以下内容：
- 绿色融资模式与市场化
- 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创新
- 制定明智的政策与技术解决方案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凤凰卫视以及天津电视
台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的官方语言为汉语，将提供英语和日语
同声传译。

获奖音乐人梁建生和 DJ Qbert 解构不同流派和不同
文化背景下音乐合作的过程。
了解当前嘻哈音乐作品的创作过程，并贡献您的才
华。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和
梁建生，Tateo Sound 作曲家、音乐家，美国
Richard (DJ Qbert) Quitevis，音乐家，美国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对医疗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进行创新
- 实现资源整合和规模效应
- 建立监管和融资框架

本场会议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有关。Arnaud
Bernaert 将向与会嘉宾作简要介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向媒体开放，并将进行网络
直播。

本场会议为电视会议，请提前 15 分钟入场。会场大
门将准时关闭。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David Green，Aurolab 创始人，印度；社会企
业家
Andrew Lee，美国安泰保险金融集团东北区副
总裁，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中国
Sathasivam Subramaniam，马来西亚卫生部长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全球议程理事会能源去碳化专题小组理事
章新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理事会主
席，中国；全球议程理事会中国专题小组理事
主持人
胡一虎，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丽君，天津电视台主持人，中国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新兴市场如何在提高医疗效率方面成为全球领先
者？

主持人
李逸仙（Jason Li Yat-Sen），乔治全球健康研
究所所长，中国；全球青年领袖；全球议程理事
会中国专题小组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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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星期四）
14.30 - 15.00

15.00 - 17.15

15.00 - 15.30

梅江会展中心-探索！

梅江会展中心-探索！

梅江会展中心-达沃斯厅

探索/虚拟现实技术 2

探索/虚拟现实技术体验 2

洞察力/姚明

探索虚拟现实技术

探索并体验虚拟现实技术

从浸入式 3D 游戏体验到新型数字化社会交往，虚拟
现实技术生态系统终于开始建立，并将进行大规模
的市场推广。与 Jeremy Bailenson 教授共同领略虚
拟现实技术迄今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并了解其未来
的发展趋势。

请在这个时间段前往“探索！”会议厅，亲身体验
虚拟现实技术。

“洞察力，新观念”会
议：对话姚明
与中国篮球传奇人物姚明进行对话，了解他为何热

每位嘉宾每次展示的平均时间约为 5 分钟。

衷于宣传反对贩卖野生动物以及道路安全等问题。

本场会议只有 30 分钟，因此请尽早就坐；会场
大门将准时关闭，迟到者无法进场。

本场会议结束之后，与会嘉宾将受邀参加虚拟现实
技术现场展示。

本场会议的官方语言为汉语，将提供英语和日语
同声传译。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向媒体开放，并将进行网络
直播。

和
魏坤琳，北京大学副教授，中国

姚明，NBA 娱乐公司职业篮球运动员（20022011），中国
采访
杨燕青，《第一财经》副主编兼主持人，中国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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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星期四）
15.00 - 15.30

15.00 - 15.30

15.15 - 16.00

梅江会展中心-挑战区 2

梅江会展中心-挑战区 1

梅江会展中心-伯尔尼厅

挑战/城市

挑战/气候变化

导师/保罗•雅各布斯

挑战：重新规划城市

挑战：遏制气候变化

促进发明 共享繁荣

如何对过度拥挤的城市空间进行重新规划，以推动
创新并改善社会福祉？

技术如何帮助我们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的步伐？

高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2014 年新领军者年
会导师保罗•雅各布斯（Paul E. Jacobs）将就下述
问题与大家分享观点：哪些模式能够有助于组织机
构打造繁盛、永续的创新文化。

与一位顶尖专家共同探讨如何应对迫在眉睫的全
球挑战。会场仅能容纳 14 人，请尽早到场。
和
Geoffrey Cape， Evergreen 首席执行官、创始
人，加拿大；社会企业家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本场会议将为与会嘉宾提供一个非正式的环境，供
大家就如何应对当前重大挑战开展跨行业对话，旨
在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会场仅能容纳 14 人，请
大家提前到场。

和
Siddharth Hande，Supportive Cities 总监，印
度；全球杰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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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保罗•雅各布斯（Paul E. Jacobs），高通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
导师

9 月 11 日（星期四）
15.45 - 16.45

15.45 - 16.45

15.45 - 17.00

梅江会展中心-科技区

梅江会展中心-剧场会议厅

梅江会展中心-创想研究室 1 号厅

机器的视力

辩论会/金融断层线

创想研究室/社会创新

重新建构大脑

论坛辩论会：金融断层线
另一场全球金融危机是否难以避免？

培育社会创新，推动积极
变革

欢迎加入这场牛津式辩论会，揭示全球金融体系
中尚未解决的结构性问题的影响。

若要通过社会创新实现长期影响力，我们需要采
取什么措施？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讨：

计算神经科学家 David Cox 将揭示视力在大脑中的工
作方式，并解释其研究成果如何促进修复学的发
展，帮助修复或增强大脑功能，并推动创立具有类
似人类视力的计算机算法。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和
David Cox，哈佛大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
与计算机科学副教授，美国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向媒体开放，并将进行网络
直播。

刘明康，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特聘杰出研究员，
香港特别行政区
Paul Sheard，标准普尔评级服务全球首席经济
学家、全球经济研究部门主管，美国
Rob Whitfield，西太平洋银行机构业务主管，
澳大利亚
朱悦，贝莱德集团中国股票投资主管，香港特别
行政区
主持人
Lutfey Siddiqi，瑞银集团新兴市场、外汇、利
率与信贷部全球主管，新加坡；全球青年领袖；
全球议程理事会未来金融与资本专题小组理事

创想 1：培育新兴经济体的创新生态系统
创想 2：公共和私营部门面临的创新障碍
创想 3：运用市场机制，解决社会问题
创想 4：将社会创新纳入企业战略
创想 5：引领 21 世纪的公共创新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讨论引言人
Tralance Addy，斯坦福大学发展中经济体创新
研究所所长，美国；全球议程理事会可持续发展
专题小组理事
Johanna Mair，斯坦福大学 Hewlett 基金会访问
学者，美国；全球议程理事会社会创新专题小组
理事
Kristin Peterson， Inveneo 联合创始人兼董事
长，美国；社会企业家；全球议程理事会未来 IT
软件和服务专题小组理事
Vaughan Smith，Facebook 副总裁兼企业开发
主管，美国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助理
研究员，英国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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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星期四）
15.45 - 16.30

15.45 - 16.45

16.00 - 17.00

梅江会展中心-日内瓦厅

梅江会展中心-论坛厅

梅江会展中心-研讨会

高科技蕴含的情感

循环经济

癌症

高科技蕴含的情感

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下一场全球流行病

了解艺术家 Pors & Rao 如何在其作品中使用电子动
画技术，打造栩栩如生的动画形象和行为反应模
式。

哪些新的商业模式正在帮助我们加快向循环经济转
型？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和
Aparna Rao，Pors & Rao 艺术家，印度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产品即服务
- 从所有权模式向使用权模式转变
- 催生创业机遇

本场会议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有关。Dominic
Waughray 将向与会嘉宾作简要介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Kasim Reed，亚特兰大市市长，美国
谢白曼（Feike Sijbesma），皇家帝斯曼集团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荷 兰
Javier Villamizar，Brightstar 全球分销系统总
裁，美国
Andrew Wales，南非米勒酿酒公司可持续发展
部高级副总裁，英国；全球青年领袖
诸大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教
授、所长，中国
主持人
Anand P. Raman，《哈佛商业评论》特约编
辑，美国；全球议程理事会新兴跨国公司专题小
组理事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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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经济体如何应对癌症带来的不断加重的负
担？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关注多重医疗挑战
- 加强预防的作用，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 寻求合作机会，共同制定抗癌政策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Franco Cavalli，南瑞士肿瘤研究所科学总监，
瑞士
Helmy Eltoukhy，Guardant Health 公司首席执
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Aaron Motsoaledi，南非卫生部长
Christopher P. Wild,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主任，法国
主持人
Jeffrey M. Drazen，《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
编，美国

9 月 11 日（星期四）
16.30 - 17.15

17.00 - 18.15

17.15 - 18.15

梅江会展中心-伯尔尼厅

梅江会展中心-创想研究室 2 号厅

梅江会展中心-剧场会议厅

导师/马克斯•列夫琴

创想研究室/牛津大学

全球科学展望

颠覆创造价值

创想研究室——与牛津大
学联合举办

全球科学展望

为了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我们可以从大自然汲
取哪些灵感进行创新？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HVF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2014 年新领军者年
会导师马克斯•列夫琴（Max Levchin）将就下述问
题与大家分享观点：颠覆者与被颠覆者如何开展协
同合作以提升价值？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马克斯•列夫琴（Max Levchin），HVF 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
导师；全球青年领袖
主持人
Peter Tufano，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院长，英
国；全球议程理事会未来金融与资本专题小组理
事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讨：
创想 1：提升对于系统性风险的抵御力
创想 2：向更加可持续的经济模式转型
创想 3：给气候降温
创想 4：降低信息处理的能源成本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讨论引言人
Ian Goldin，牛津大学马丁学院院长、教授，英
国
Cameron Hepburn，牛津大学马丁学院新经济
思维研究所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系主任，英国
Tim Kruger，牛津大学地质工程项目研究员，英
国
Vlatko Vedral，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生物量子技术
项目联合主任，英国
主持人
米晓娜（Mina Guli），Thirst 国际节水公益组织
首席执行官，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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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界如何为社会创造更高的价值？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向媒体开放，并将进行网络
直播。

让-皮埃尔•布吉尼翁（Jean-Pierre
Bourguignon），欧洲研究理事会主席，比利
时；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陈章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
Thomas R. Insel，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中心
主任，美国
Ichita Yamamoto，日本科技政策大臣兼太空政
策大臣
主持人
Mariette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杂志主
编，美国

9 月 11 日（星期四）
17.15 - 18.15

17.15 - 18.00

17.15 - 18.15

梅江会展中心-论坛厅

梅江会展中心-海洋穹顶

梅江会展中心-达沃斯厅

人才

海洋/放映会 8

财新/中国金融

如何吸引人才？

电影：体验奇妙的海洋世
界

重塑中国金融业

结合科技、艺术和美学的力量，打造数字化穹顶，
为您打造身临其境的深海奇幻之旅，带您领略绝妙
而脆弱的生态系统。《珊瑚：点燃金星》（The
Coral Rekindling Venus）影片由澳大利亚艺术家
Lynette Wallworth 创作。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互联网金融的新角色
- 上海自贸区建设的进展情况
- 重思影子银行体系和地方债务

面对劳动力日益社交化、本地化和移动化，企业如
何吸引并利用人才？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开展虚拟与增强现实技术合作
- 投资技能培训，迎接数字时代
- 探讨弹性工作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何仁桦，悦榕集团执行董事兼中国区主管，中国
乔杰夫（Jeffrey Joerres），万宝盛华集团董事
长，美国；全球议程理事会未来工作专题小组理
事
卢明霞，凯洛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中国
Fabio Rosati，Elance 首席执行官，美国

哪些模式和改革举措将提振中国金融业？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财新传媒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设置了与艺术家以及海洋生物学家
Anya Salih 的问答环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活动由世界经济论坛和 Felix Media 以及
Zenvision 联合举办。

本场会议为电视会议，请提前 15 分钟入场。会场大
门将准时关闭。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和
Anya Salih，研发科学家，西悉尼大学，澳大利
亚
Lynette Wallworth，艺术家，澳大利亚

主持人
Gary Coleman, 德勤有限公司全球行业执行董
事，美国

欧冠升，摩根大通亚太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
港特别行政区
刘连舸，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中国
刘明康，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特聘杰出研究员，
香港特别行政区
时文朝，中国银联总裁，中国
张懿宸，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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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星期四）
18.15 - 19.15
梅江会展中心

19.00 - 21.00
民园广场

19.30 - 22.00
民园广场

前往参加文化之夜活动

文化之夜

返回酒店

前往参加文化之夜活动

文化之夜

返回酒店

巴士将从梅江会展中心出发，前往民园广场。每
15 分钟一班车。

天津市政府诚邀各位嘉宾及其配偶出席在民园广场
举办的文化之夜活动，共同感受美丽天津，品尝当
地风味美食，谱写友谊篇章。

巴士将从文化之夜活动现场返回官方酒店，每 15
分钟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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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星期五）
07.45 - 08.30

07.45 - 08.30

09.00 - 10.00

梅江会展中心-伯尔尼厅

梅江会展中心-论坛厅

梅江会展中心-科技区

冥想 2

太极 3

改善设计，丰富资源

正念冥想

太极入门介绍

改善设计，丰富资源

正念能够提高专注力、净化心灵、提升创造力和心
理韧性。

太极有助于改善医疗效果、净化心灵并维持身心健
康。

随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日益枯竭，我们如何通过设
计和创新扭转这一形势，从而实现对资源的永久性
利用？

欢迎大家与冥想专家 Janice Marturano 一道参加晨
会，体验正念如何修身养性。

欢迎大家与太极宗师 Faye Yip 一起参加晨会，体验
太极对身心的好处。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和
Janice Marturano，正念领导力学院创始人、执
行董事，美国

和
Faye Yip，德印太极拳协会太极宗师，英国

Mark Herrema，新光技术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William McDonough，斯坦福大学土木与环境
工程学顾问教授，美国；全球议程理事会循环经
济专题小组理事
主持人
Michele Wucker，世界政策研究院主席，美
国；全球青年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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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星期五）
09.00 - 09.30

09.00 - 10.00

09.00 - 10.00

梅江会展中心-探索！

梅江会展中心-剧场会议厅

梅江会展中心-论坛厅

探索/虚拟现实技术 3

辩论会/工作

能源革命

探索虚拟现实技术

论坛辩论会：智能化工作

能源革命

智能机器的发展会解放劳动力还是会加剧失业状
况？

从智能电网和纳米线电池到第四代核电和水力压
裂，各种新的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生产、储存和配
送能源的方式。这将如何改变各经济体的能源供
应方式？

欢迎加入这场牛津式辩论会，探讨智能机器对工
作的影响。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从浸入式 3D 游戏体验到新型数字化社会交往，虚拟
现实技术生态系统终于开始建立，并将进行大规模
的市场推广。与 Jeremy Bailenson 教授共同领略虚
拟现实技术迄今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并了解其未来
的发展趋势。

本场会议结束之后，与会嘉宾将受邀参加虚拟现实
技术现场展示。

一位嘉宾将通过 BEAM 网真技术，以虚拟的形式参
加本场会议。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Gordon Lambert，森科能源公司可持续发展与
创新执行顾问，加拿大
Amit Narayan，AutoGrid Systems 创始人兼首
席执行官，美国；技术先锋
Donn Tice，D 光设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
国；社会企业家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和
Yobie Benjamin，Avegant 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
席运营官，美国；技术先锋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向媒体开放，并将进行网络
直播。

Erik Brynjolfsson，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
教授，美国
Tyler Cowen，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
Andrew Ng，Coursera 联合创始人，美国
José Manuel Salazar Xirinachs，国际劳工组
织（ILO）负责政策事务的副总干事，日内瓦；
全球议程理事会未来工作专题小组理事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
台主播，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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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Bronwyn Nielsen，CNBC 非洲台资深主播兼执
行总监，南非

9 月 12 日（星期五）
09.00 - 09.30

09.00 - 09.45

09.00 - 10.00

梅江会展中心-伯尔尼厅

梅江会展中心-海洋穹顶

梅江会展中心-达沃斯厅

洞察力/高锐

海洋/放映会 9

《第一财经》/中国企业家

“洞察力，新观念”会
议：对话高锐

电影：体验奇妙的海洋世
界

中国：下一个创新型国家

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高锐（Francis
Gurry）进行对话，了解知识产权的未来发展趋
势。

结合科技、艺术和美学的力量，打造数字化穹顶，
为您打造身临其境的深海奇幻之旅，带您领略绝妙
而脆弱的生态系统。《珊瑚：点燃金星》（The
Coral Rekindling Venus）影片由澳大利亚艺术家
Lynette Wallworth 创作。

本场会议只有 30 分钟，因此请尽早就坐；会场
大门将准时关闭，迟到者无法进场。

本场会议设置了与艺术家以及海洋生物学家
Anya Salih 的问答环节。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高锐（Francis Gurry），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
干事，日内瓦；全球议程理事会创意经济专题小
组理事

本场活动由世界经济论坛和 Felix Media 以及
Zenvision 联合举办。

和
Anya Salih，研发科学家，西悉尼大学，澳大利
亚
Lynette Wallworth，艺术家，澳大利亚

采访
Alois Zwinggi，世界经济论坛运营与资源执行
董事、执行董事会成员

在中国当前的商业环境下，哪些因素能帮助企业家
取得成功？
将探讨以下内容：
- 赢得本地市场和利基市场
- 转向新的投资和融资模式
- 利用数字化工具和平台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第一财经》联合举
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电视会议，请提前 15 分钟入场。会场大
门将准时关闭。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将进行网络
直播。

刘积仁，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中国
马蔚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中国
沈博阳，LinkedIn 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中
国
王钦敏，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中国
温伯格（Mark Weinberger），安永全球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副主编兼主持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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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星期五）
09.30 - 11.30

09.30 - 11.30

10.00 - 10.30

梅江会展中心-探索！

梅江会展中心-研讨会

梅江会展中心-伯尔尼厅

探索/虚拟现实技术体验 3

imd/全球转型

洞察力/朱民

探索并体验虚拟现实技术

引领全球转型

请在这个时间段前往“探索！”会议厅，亲身体验
虚拟现实技术。

当前哪些转型正在重塑企业模式？

“洞察力，新观念”会
议：对话朱民

每位嘉宾每次展示的平均时间约为 5 分钟。

会议目标：
- 了解推动企业转型的各种因素
- 提升组织灵活性
- 发挥企业领导力，创造更高价值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和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
院（IMD）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本场会议只有 30 分钟，因此请尽早就坐；会场
大门将准时关闭，迟到者无法进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和
Anand Narasimhan，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Shell 全球领导力教授，瑞士
讨论引言人
Amit Bhatia，希望建材公司董事长，英国
平手晴彦，武田制药公司高级副总裁、北亚区总
裁，日本
何国祥，喜达屋全球酒店及度假村集团亚太区总
裁，新加坡
Yoshito Hori，GLOBIS 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Globis 大学校长；Globis Capital Partners
执行合伙人，日本
Carlos Moreira，WISeKey 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及创始人，瑞士
倪瀛, 北京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中国
Iqbal Survé，Sekunjalo 投资公司执行董事长，
南非；全球议程理事会新兴跨国公司专题小组理
事
主持人
Richard T. Pascale，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助理
研究员，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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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Robert A. Johnson，新经济思维研究所所长，
美国；全球议程理事会全球经济失衡专题小组理
事

9 月 12 日（星期五）
10.00 - 10.30

10.00 - 10.30

10.00 - 10.30

梅江会展中心-达沃斯厅

梅江会展中心-挑战区 1

梅江会展中心-挑战区 2

洞察力/周迅

挑战/教育

挑战/提出一项主题

“洞察力，新观念”会
议：对话周迅

挑战：重新思考教育

勇于挑战

教育体制如何打造更优秀的下一代领袖？

提出一项主题，并带领现场嘉宾探讨当前的一项社
会挑战。

与演员周迅进行对话，了解生活方式的细微改变如
何产生巨大的环保价值。

与一位顶尖专家共同探讨如何应对迫在眉睫的全
球挑战。会场仅能容纳 14 人，请尽早到场。

本场会议只有 30 分钟，因此请尽早就坐；会场
大门将准时关闭，迟到者无法进场。

与一位顶尖专家共同探讨如何应对迫在眉睫的全
球挑战。会场仅能容纳 14 人，请尽早到场。

本场会议的官方语言为汉语，将提供英语和日语
同声传译。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向媒体开放，并将进行网络
直播。

施南生，电影工作室创始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周迅，周迅工作室演员，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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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星期五）
10.15 - 11.30

10.30 - 11.30

10.30 - 11.15

梅江会展中心-创想研究室 1 号厅

梅江会展中心-剧场会议厅

梅江会展中心-日内瓦厅

创想研究室/韩国科学技术院

性别优势

创意的火花/尝试

创想研究室——与韩国科
学技术院联合举办

“性别”优势

创意的火花：如何勇敢进
行尝试

性别差距缩小将如何提升新兴市场的竞争力？
从医疗诊断到各种材料，纳米技术正在如何改变我
们的生活？
欢迎加入创想研究室，与我们共同探讨：
创想 1：实现纳米技术与生物科技的结合
创想 2：可持续的能源和材料
创想 3：下一代半导体
创想 4： 柔性技术

将探讨以下内容：
- 实施多样化的决策模式
- 扩大人才库
- 充分利用增加的需求

本场会议与论坛的倡议和社区有关。Saadia
Zahidi 将向与会嘉宾作简要介绍。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向媒体开放，并将进行网络
直播。

话题介绍人
Sung-Mo Steve Kang，韩国科学技术院院长，
韩国
讨论引言人
Kim Sang Ouk，韩国科学技术院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教席教授，韩国
Lee Hyunjoo，韩国科学技术院化工与生物分子
工程系副教授，韩国
Lee Keon Jae，韩国科学技术院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副教授，韩国
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特
聘教授、主任和院 长，韩国；全球议程理事会未
来化工与生物科技专题小组理事

蒋锡培，远东集团董事长，中国
Claudia Sender Ramirez，巴西天马航空公司
首席执行官，巴西；全球青年领袖
唐麦（Michael Thorneman），贝恩公司管理合
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
田薇，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主持人，中国；
全球青年领袖

主持人
Aymeric Sallin，NanoDimension 创始人兼首席
执行官，美国；全球青年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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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师 René Redzepi 将与计算神经学科学家
Panayiota Poirazi 共同探讨实践行为，以及如何将
就利用手头资源进行创新。

在这一系列中，艺术家与科学家共同探讨推动创
新所需的生活技能，激发新的洞察力。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和
Panayiota Poirazi，国家研究与技术基金会
（FORTH）分子生物学与生物科技研究所研究主
管，希腊；青年科学家
主持人
Daniel Isenberg，巴布森学院企业高管教育中心
创业实践专业教授，美国

9 月 12 日（星期五）r
10.30 - 11.30

10.30 - 11.30

10.30 - 11.15

梅江会展中心-论坛厅

梅江会展中心-科技区

梅江会展中心-海洋穹顶

创业

新闻热点 2

海洋/放映会 10

创业新前沿

新闻热点

电影：体验奇妙的海洋世
界

创业如何成为新兴经济体实现优质增长的推动力
量？
将探讨以下内容：
- 与文化相关的领导力
- 调整创新实践
- 打造新的商业模式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Bhaskar Chakravorti，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
外交学院副院长，美国；全球议程理事会创新经
济学专题小组理事
李文正，力宝集团董事长，印度尼西亚
汪静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
主持人
Tracey Chang，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兼记者，中
国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与国际媒体领袖一起，共同探讨当日头条商业和政
治新闻。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金融时报》北京
分社社长，中国；全球青年领袖
Joe Palca，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科学记
者，美国
Suna S. Vidinli，NTV 电视台黄金时段主播，土
耳其
杨燕青，《第一财经》副主编兼主持人，中国
主持人
Nik Gowing，BBC（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
台主播，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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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科技、艺术和美学的力量，打造数字化穹顶，
为您打造身临其境的深海奇幻之旅，带您领略绝妙
而脆弱的生态系统。《珊瑚：点燃金星》（The
Coral Rekindling Venus）影片由澳大利亚艺术家
Lynette Wallworth 创作。

本场会议设置了与艺术家以及海洋生物学家
Anya Salih 的问答环节。
本场活动由世界经济论坛和 Felix Media 以及
Zenvision 联合举办。

和
Anya Salih，研发科学家，西悉尼大学，澳大利
亚
Lynette Wallworth，艺术家，澳大利亚

9 月 12 日（星期五）
10.30 - 11.15

11.00 - 11.30

11.45 - 12.45

梅江会展中心-新领军者空间

梅江会展中心-伯尔尼厅

梅江会展中心-达沃斯厅

思考未来/数据

洞察力/佩里

彭博电视台/技术

与新领军者共同思考未来

“洞察力，新观念”会
议：对话里克·佩里

发展技术，促进繁荣

当今世界 90%的数据是在过去两年中产生的。许多
人认为大数据会威胁个人隐私和自由，也有很多人
认为大数据能够创造巨大的价值。
新领军者将就如何利用大数据推动社会进步这一话
题进行三个简短的发言。
与会嘉宾将了解：
- 制定组织战略，充分利用大数据
- 打造未来政府
- 探讨数据对社会创新的推动作用

提供英语和汉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和
Kieron Boyle，英国内阁办公室社会投资总监；
全球青年领袖
Mois Cherem Arana，ENOVA 联合创始人兼首
席执行官，墨西哥；社会企业家
Rayid Ghani，Edgeflip 联合创始人，美国；全
球青年领袖

与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里克·佩里进行对话，探
讨美国的未来领导力。

本场会议只有 30 分钟，因此请尽早就坐；会场
大门将准时关闭，迟到者无法进场。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
里克·佩里（Rick Perry），德克萨斯州州长，
美国
采访
John Manley，加拿大首席执行官协会主席兼首
席执行官，加拿大

技术或许已经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
那么，这些变革有助于改善人类生活吗？
本场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和彭博电视台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该场次属于电视会议，请参会者于会前 15 分钟到
场，会场大门将准时关闭。该场次为公开会议，将
进行网络直播。

Nathan Blecharczyk，Airbnb 联合创始人、首
席技术官，美国；全球议程理事会未来旅行和旅
游专题小组理事
高纪凡，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中国光伏工业协会会长，中国
保罗•雅各布斯（Paul E. Jacobs），高通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
导师
Rapelang Rabana，Rekindle Learning 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南非；全球杰出青年；全球议程
理事会未来 IT 软件与服务专题小组理事
主持人
Stephen Engle，彭博新闻社记者，中国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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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星期五）
12.45 - 13.00

13.00 - 13.10

13.10 - 14.00

梅江会展中心-达沃斯厅

梅江会展中心-达沃斯厅

梅江会展中心

跨越界限

闭幕致辞

欢送午餐会

闭幕演出：跨越界限

闭幕致辞

欢送午餐会

大提琴演奏家梁建生、唱盘手 DJ Qbert 以及视觉艺
术家 Marton Gabor 将联袂登台，为现场嘉宾带来视
听盛宴，传递音乐灵感、多元文化和创新理念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由天津市政府和世界经济论坛联合举办

提供英语、汉语和日语同传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向媒体开放，并将进行网络
直播。

和
梁建生，Tateo Sound 作曲家、音乐家，美国
Richard (DJ Qbert) Quitevis，音乐家，美国

2014 年新领军者年会——议程

本场会议为公开会议，向媒体开放，并将进行网络
直播。

黄兴国，天津市市长，中国
曲晓飞，大连市副市长，中国
施力伟（Olivier M. Schwab），世界经济论坛
大中华区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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