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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疫情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蔓延至今已近两年，世界

各国的社会和经济都遭受了冲击。新冠疫情加速了全球经

济面临的挑战，也为各国领导人带来了石油价格冲击、通

货膨胀和供应链中断等全新挑战。

新冠疫情凸显了从气候变化到不平等问题等全球社会所面

临的最严峻挑战，并迫使人类应对其后果。然而，在我们

学习与新冠疫情共存的同时，mRNA疫苗的突破性成功、

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以及各国政府将支出侧重于拯救生命

和改善人民生计等种种迹象，都表明人类有能力应对和克

服巨大的挑战。在科技领域，我们已经步入了新的探索时

代。

第四届彭博创新经济论坛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公共和

私营部门领袖参加的首批重大线下国际会议之一。本届论

坛于11月16-19日在新加坡举行，来自全球46个国家和地

区的300多位参会嘉宾齐聚一堂，共同商议新冠疫情带来

的挑战和机遇。

在为期三天的议程中产生了诸多鼓舞人心的对话。敬请浏

览2021年论坛年会的精彩瞬间。



社群

位发言嘉宾

位国家领导人

场一对一会议

个国家和地区 位部长

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366位嘉宾齐聚新加坡， 就

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共同商议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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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对话
1. 中美关系仍面临挑战

本届论坛于中美两国元首视频会晤之后

举行，两国关系也是今年的讨论重点之

一。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开幕式主

旨演讲中承诺，中国政府将继续对外国

投资保持开放。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预测，拜登政府将取消一些针对

中国的惩罚性关税，那些关税“伤害”

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前国务卿、前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在与彭博总

编米思伟的对话中表示，两国必须“形

成一种模式，要试图缓解争端，要意识

到如果双方一决胜负，必定会给全人类

带来生死攸关的风险。”

2. 必须学习与新冠疫情共存

在新冠疫情持续蔓延的情况下，新加坡

克服重重困难，作为合作主办国支持了

本届彭博创新经济论坛的举行。为确保

安全，论坛广泛推行了社交距离规定。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与彭博主编米思伟

的采访中表示，新加坡依然坚持“逐

步”重新开放的计划。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预测，

到2022年年中，新冠疫情的死亡率和

感染率或将低于季节性流感水平。他表

示，自然感染免疫、疫苗接种免疫以及

新近研制出的新冠口服药物“应会使死

亡率和感染率大幅下降”。与会的企业

高管们还讨论了新冠疫情期间涌现的医

疗保健挑战。罗氏制药首席执行官比

尔·安德森表示，由于有资质的审核人

员数量有限，导致新冠病毒诊断测试的

批准速度放缓。

3. 资金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
键

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表示，世界

需要加快行动，推动高度依赖煤炭的

国家转向较低污染的替代能源，并确

保全球减排目标如期实现。约翰·克

里在论坛

上表示：“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能够把快

速淘汰煤炭的协议提出来。”埃及国际

合作部部长拉尼娅·阿尔玛莎特表示，

各国需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有效气候融

资，以维持格拉斯哥会谈的势头。埃及

将于明年11月主办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第27次缔约方会议（COP27）。汇丰银

行首席执行官祈耀年表示，政府需要建

立公共基金并制定明确的规则，以支持

私有资本为向零碳未来转型提供资金。

4. 加密货币仍有争议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抨击了加

密货币，称其有能力最终削弱整个国

“如果双方一决胜负，
必定会给全人类带来
生死攸关的风险”
亨利·基辛格 
美国前国务卿; 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新冠肺炎的死亡率 
和 发 病 率 应 该 会 大 
幅下降”
比尔·盖茨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合主席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能
够把快速淘汰煤炭的
协议提出来。”
约翰·克里 
美国总统气候特使



家。希拉里·克林顿表示，加密货币行

业“有破坏货币、削弱美元作为储备货

币作用、影响国家稳定的潜力”。瑞银

首席执行官魏伯昂对加密货币“持怀疑

态度”。他在论坛上表示：“将银行和

现金支付转向一个交易双方未知的匿名

工具，这种机制难以存续”。而全球加

密货币交易平台——币安的首席执行官

赵长鹏则在论坛上描述了较为乐观的前

景。他在论坛间隙的采访中表示，币安

的美国子公司在即将结束的一轮融资中

预计将募集两亿美元。

5. 通胀与供应链展望

在关于新冠疫情如何重塑世界经济的讨

论中，企业高管们针对粘性通胀和严重

技术中断提出了警告。高盛首席执行官

苏德巍警告，随着全球经济力图摆脱疫

情的突然影响，市场可能会面临一段艰

难时期。苏德巍表示：“回顾自己40

年的职业生涯，我发现在有些时期，贪

婪远远超过了恐惧，我们现在就处在这

样一个时期。”美光科技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桑贾伊·梅赫罗特拉在论坛上表

示，尽管供应链仍面临挑战，但曾导致

从汽车到电脑等商品减产的芯片短缺问

题正在逐渐缓解。他表示，此次危机明

确了供应链多元化和全球化的重要性。

“回顾自己40年的职业生涯，我发现在有些时
期，贪婪远远超过了恐惧，我们现在就处在这
样一个时期。
苏德巍 
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机构影响力
彭博创新经济国际抗癌联盟

2019年，创新经济论坛在北京举行，论

坛期间，专家们齐聚一堂，针对中美两

国可以合作的领域制定战略。专家组由

亚洲协会、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

以及研究人员和中国及国际生物制药企

业共同领导，提出了加强国际临床试验

合作的理念，以求加快有效癌症疗法的

研发及审批速度，从而挽救数百万人的

生命。建立彭博创新经济国际抗癌联盟

的想法由此诞生。

彭博创新经济委员会

专项委员会于2021年春季成立，是彭博

创新经济的机构核心，专注于彭博创新

经济核心议题中的四项：城市、卫生健

康、气候和贸易。

专项委员会由麦肯锡公司、彭博新能源

财经、彭博经济、彭博行业研究牵头，

帮助制定创新经济的路线图。专项委员

会工作组为邀请制，是打造年度创新经

济论坛不可或缺的部分；作为全年常任

智囊团，他们促进知识和思想交流，并

为企业和政府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方面

提出可行性建议。

在2021年创新经济论坛上，30多位专项

委员会成员在全体会议上发言并主持特

2021年7月，联盟的首次正式会议在线

上举行，来自学术界、政府机构和业界

的顶尖专家们参加了会议。议题如下：

1）讨论推进癌症临床试验国际合作的切

实途径；

别工作会议，聚焦于确定切实的解决

方案，应对从重新计算供应链风险到

推动新经济城市活力的挑战。

敬请访问： 

bloombergneweconomy.com/news/

category/insight/，进一步了解我们的卫

生健康、城市、贸易和气候委员会在论

坛前和论坛期间发布的工作详情

2）就如何利用最近兴起的远程监测和数

字通信革新提出可行性建议，将患者置

于临床试验设计和执行的中心。

2021年11月17日，彭博创新经济国际抗

癌联盟在新加坡于创新经济论坛上正式

成立。诚挚邀请您访问我们的网站并阅

读《金融时报》和《柳叶刀-肿瘤学》最

近发表的相关文章，了解关于联盟具体

工作的更多内容。

https://www.bloombergneweconomy.com/coalitions/
https://www.bloombergneweconomy.com/news/category/insight/
https://www.bloombergneweconomy.com/news/category/insight/
https://www.bloombergneweconomy.com/coalitions/
https://www.ft.com/content/86ec9f20-c2b0-4ffa-99ec-7a7ce7bce547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onc/article/PIIS1470-2045(21)00670-7/fulltext


媒体报道
2021年彭博创新经济论坛受到了全球

媒体的广泛报道，包括450多篇原创报

道。

《经济学人》11月27日的熊彼特专栏这

样描述彭博创新经济论坛：“这一峰会

汇聚了在过去几十年中构建了中美关系

的重要人物，以及总市值超20万亿美元

的企业家和投资者。”

《金融时报》独家报道了彭博创新经济

国际抗癌联盟的成立；《柳叶刀》跟进

发表了颇具影响力的标题文章：“致力

于协调中美抗癌研究与治疗工作的新联

盟”。

在论坛首日的全体会议上，中国国家副

主席王岐山发表的主旨演讲以及参会嘉

宾们在从气候问题到中美关系等方面的

讨论都引起了各国媒体的争相报道。

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亨

利·保尔森于论坛第二天发表的演讲在

《纽约时报》的“Dealbook”占据了

头条。路透社通过多则新闻报道了塔塔

集团、汇丰集团和麦格理集团的领导者

们就企业净零承诺发表的最新言论，这

些企业作为合作伙伴参与了由彭博有限

合伙企业和彭博慈善基金会创始人、三

度出任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发起

彭博跨平台的报道扩大了创新经济论坛的全球影响

彭博数字媒体

彭博媒体渠道 彭博媒体发行合作伙伴

彭博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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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气候金融领导人倡议”。《海峡时

报》在第1A页报道了约翰·克里与彭博

经济负责人兼执行主编斯蒂芬妮·弗兰

德斯的对话。

媒 体 报 道 还 包 括 ： C N B C 、 《 华 尔

街 日 报 》 、 《 纽 约 时 报 》 “ M e d i a 

E q u a t i o n ” 专 栏 、 《 南 华 早 报 》 、

《新闻周刊》、CNN Business、财

新、《印度时报》、Politico Global 

Insider、BBC、中国中央电视台、《环

球时报》、《财经时报》、《悉尼先驱

晨报》、All Africa、第一财经等。

论坛最后一天，迈克尔·布隆伯格宣布

将于2022年在拉丁美洲启动彭博创新经

济Gateway活动，引发了70余篇英语和

西班牙语报道。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21/11/27/decoupling-is-the-last-thing-on-business-leaders-minds
https://www.ft.com/content/86ec9f20-c2b0-4ffa-99ec-7a7ce7bce547
https://www.nytimes.com/2021/11/16/business/dealbook/china-us-hank-paulson.html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cop/bosses-hsbc-tata-macquarie-urge-governments-do-more-green-transition-2021-11-18/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politics/no-single-politician-can-undo-climate-efforts-us-john-kerry-at-bloomberg-forum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politics/no-single-politician-can-undo-climate-efforts-us-john-kerry-at-bloomberg-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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