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议程 |  11 月 17 日（星期三） 
 
*以下均为新加坡标准时间 
  

08:30  开幕致辞 

 发言嘉宾： 

• 迈克尔·布隆伯格，彭博有限合伙企业和彭博慈善基金会创始人、三届出任纽约市

长 

  

08:40  主旨演讲 

 发言嘉宾： 

• 王岐山，中国国家副主席 

   

08:50 疫情重塑的世界 

在疫情的冲击下，新的经济模式酝酿而生。全球性的封城禁令释放了人们的创造力—

—从医疗保健到教育到配送，各行各业的突破性创新在迅速增加。人工智能、基因编

辑等基础科学与科技的进步推动商业社会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全球投资者正在重新

评估其长期战略目标，并将可持续性列入优先考量。这种转型的支柱是什么？又将如

何服务全人类？ 

发言嘉宾： 

• 孟轲，万事达卡首席执行官 

• 苏尼尔·米塔尔， 巴蒂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OneWeb 执行主席 

• 孙洁，携程集团首席执行官 

主持人：哈斯琳达·阿敏，彭博电视东南亚首席国际记者 

 

09:30 引言: 促进共同繁荣 

发言嘉宾： 

• 鲍勃·斯滕菲尔斯，麦肯锡公司全球管理合伙人 

 

09:35  全球商业新范式 

在重建经济和恢复就业的过程中，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们已步入了未知领域。各

国政府摒弃了以往对通胀和政府角色的正统观念，针对基础设施、智慧城市和绿色科

技等领域倾入了数万亿美元的投资。为人民和企业创造了新的机会，但也付出了债务

负担不断增加的代价。世界是否已经找到了更具活力的经济范式？抑或是一切都将以

通胀飙升和长期低水平增长告终？ 

发言嘉宾： 

• 史黛西·坎宁安，纽约证券交易所集团总裁 

• 魏柏昂，瑞银集团董事长 

• 高博德，星展集团首席执行官 

• 约翰·斯图津斯基，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常务董事兼副董事长 



 

 

主持人：埃里克·沙茨克，彭博电视特约编辑 

    

10:15 茶歇 

 

10:45 对话基辛格 

发言嘉宾： 

• 亨利·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创新经济论坛名誉主席 

主持人：米思伟，彭博总编辑 

 

11:00 全球经济的双速复苏：贫富差距扩大的威胁 

富裕国家出台大量经济刺激措施，有望在实质上缩小国内贫富差距。相比之下，贫穷

国家由于疫苗接种率较低，在经济复苏上愈发落后于人，而整整一代的孩子们可能永

远无法完全赶上错过的课程。当前，食品和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加剧了世界上最脆弱

群体的饥饿问题。富裕国家应调整贸易政策，以支持新兴经济体。落后地区和国家还

迫切需要发展所需的资金。多边机构是否会争先提供风险资本？私营部门贷款机构是

否会纷纷效仿？ 

发言嘉宾： 

• 尚达曼，新加坡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 

• 丹尼尔·舒尔曼，PayPal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 菲利普·伊斯多·姆潘戈，坦桑尼亚副总统 

• 伊丽莎白·罗西洛，AZA Fianance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 

主持人：Shery Ahn，彭博电视主播 

 

11:40 对话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 

发言嘉宾： 

• 吉娜·雷蒙多，美国商务部第 40任商务部长 

主持人：米思伟，彭博总编 

 

12:00 午餐及分组会议 

 

14:45 聚焦：科技巨头和气候雄心 

发言嘉宾： 

• 桑达尔·皮查伊，谷歌和 Alphabet 首席执行官  

主持人：彭博电视主持人张秀春 

 

15:00     COP26 会议后：将净零承诺转化为行动 

拖延症和“美德信号”是气候行动的敌人。为了将全球气温升高限制在 2摄氏度以

内，企业和政府都必须缩小其长期净零目标和短期计划之间的差距。公民如何敦促政

府承担起责任？投资者又怎样能使企业加大对绿色技术的投资? 

发言嘉宾： 

• 丹·约根森，丹麦气候、能源和公用事业部长 



 

 

• 拉尼娅·阿尔玛莎特，埃及国际合作部长 

主持人：马努斯·克兰尼，彭博电视主播 

 

15:25 公平与气候治理：新兴经济体的清洁增长模式 

世界应如何平衡气候目标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经济现实？追求“净零”必须有助于推

动全球经济增长，而不是惩罚贫困人群。当前的任务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

钩。发展中国家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严重，它们应如何实现可持续增长，并避免气候

变化对其人民和经济造成的损害？发达国家应提供哪些支持，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推进

气候相关的项目和实现其经济的公正转型？ 2009年发达国家承诺每年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 1000亿美元资金，现已被证明存在浪费和效率低下的问题，不足以应对气候变化

挑战。为了避免全球性灾难，需要什么样的气候资金目标和分配方案? 

发言嘉宾： 

• 于齐耶尔·恩达吉吉马纳，卢旺达财政和经济计划部长 

• 伊冯娜·阿基-索耶尔，塞拉利昂弗里敦市长  

• 约瑟芬·瓦卡卡布洛，TIG Africa创始人兼总裁 

• 艾哈迈德·M·赛义德，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 

主持人：马努斯·克兰尼，彭博电视主播 

 

15:55 全球金融和绿色转型 

气候危机正在重塑金融行业。越来越多的资产管理人甚至央行，正将环境因素列入优

先考量。银行、保险公司和多边贷款机构将在绿色转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公共和

私营部门将如何协力调动资金，大规模投资于发电、智能电网和运输系统等清洁技

术？ 

发言嘉宾： 

• 金立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 

• 狄澜，淡马锡控股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 

• 丽莎·琼森，Swedbank Robur 首席执行官 

• 琳恩·福雷斯特·罗斯柴尔德，Inclusive Capital Partners 创始人兼执行合伙

人 

主持人：纳特·布拉德，彭博新能源财经首席内容官 

   

16:35 为可持续解决方案筹资 

发言嘉宾： 

• 苏德巍，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主持人：弗朗辛·拉夸，彭博电视主播 

 

16:55 科技能否拯救变暖的地球? 

科技的高速发展为缓解气候变化带来了新的希望。碳捕获和储存、绿色氢以及核聚变

技术有望带来有前景的解决方案。同时，光伏和风能的价格已大幅降低。技术突破是



 

 

否会拯救地球，还是会延缓必要的气候行动，推迟社会、文化、生活方式和政府政策

等方面的改变？ 

发言嘉宾： 

• 凯瑟琳·麦格雷戈，ENGIE 首席执行官 

• 丹·特汉，澳大利亚贸易、旅游和投资部长 

• 张雷，远景科技集团首席执行官 

• 颜金勇，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长 

主持人：杰拉德·巴茨，加拿大前总理首席秘书、欧亚集团副董事长 

 

17:35 总结致辞 
• 史哲庭，彭博媒体首席执行官；彭博创新经济执行主席 

   

17:40 首日会议结束 

 

19:00 彭博创新经济晚宴 

对话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主持人：米思伟，彭博总编 

 

 

  



 

 

议程 |  11 月 18 日（星期四） 
 

08:30 欢迎致辞 

 发言嘉宾： 

• 史哲庭，彭博媒体首席执行官；彭博创新经济执行主席  

 

08:35 主题发言 

发言嘉宾： 

• 亨利·保尔森，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基金会主席、创新经济论坛主席 

 
08:50 重构药物发现和医学：蛋白质折叠和下一次技术革命 

科学技术一直在引领全球的抗疫斗争，展示了遗传物质改变生命的潜力。本世纪下半

叶，人类有望在对抗亨廷顿氏病和癌症等遗传性疾病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新科技能

否带来公平的医疗服务？ 

发言嘉宾： 

• 戴密斯·哈萨比斯，DeepMind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主持人：弗朗辛·拉夸，彭博电视主播 

 

09:10 从治病救人到防患未然：重新思考医学 

全球医疗系统正在面临成本上升、人口老龄化以及慢性病带来的压力。治病不如防

病。医学发展如何过渡到新的医疗模式？mRNA 等革命性新技术将起到哪些作用？ 

发言嘉宾： 

• 比尔·安德森，罗氏制药公司首席执行官 

• 雷切尔·赫尔维茨，Caribou Biosciences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 弗朗西斯·德索萨，Illumina 公司首席执行官 

主持人：大卫·莱昂哈特，纽约时报资深作家 

 

09:45 全球卫生和大流行疾病防范现状 

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是否会帮助各国政府认识到防范大流行疾病的重要性？抑或是，

疫情疲劳是否已不可挽回地削弱了全球的抗疫决心，并阻碍了其他疾病的防治工作? 

发言嘉宾： 

• 比尔·盖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 

主持人：米思伟，彭博总编 

 

10:02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毕井泉致辞 

发言嘉宾： 

• 毕井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10:05 茶歇 

 



 

 

10:40  重建信任：与真相的衰退作斗争 

真相的衰退和如何在社群之间建立信任是全球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而信任的缺失为

应对从“疫苗犹豫”到气候变化等严峻问题增加了难度。我们距离无法区分事实与虚

构还有多远？如何运用科技维护而不是撕裂社会结构？监管改革是否进行地有效并且

充分? 

• 莎拉·汉森·扬，南澳大利亚州参议员 

• 帕特里克·弗里斯，《经济学人》 商业主编 

• 李昕，财新传媒副总裁 

• 大卫·莱昂哈特，纽约时报资深作家 

主持人：本·史密斯，纽约时报媒体专栏作家 

 

11:20 全球温饱：农业与地球健康 

地球面临的首要挑战在于：在全球气候遭受严重扰乱、各地旱涝灾害不一的情况下，

如何确保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的温饱？虫害激增、农业人口被迫迁离土地，粮食安全

的迫切需求迫使我们重新大胆思考地球健康问题。 

发言嘉宾： 

• 埃洛希尔斯·阿塔, Farmerline 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 

• 沃纳·保曼, 拜耳集团管理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 麦伟德，嘉吉集团全球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 莎拉·蒙克，Gro Intelligence 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 

主持人：斯蒂芬妮·弗兰德斯，彭博经济负责人 

 

12:00 午餐及分组会议 

 

15:00 引言：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就疫情将如何改变城市形态分享见解。 

发言嘉宾： 

• 刘太格，墨睿设计事务所董事长 

主持人：基兰·朗，ArkDes 总监 

 

15:15 重塑城市环境 

城市是否能重现繁荣？如果可以，将以何种形式实现？大流行病带给我们的一个教训

是：最成功的城市将住宅、商业、文化和娱乐功能融入市中心。此外，世界各地的城

市居民都坚定希望重返户外活动和餐饮的开放空间，以及重新使用办公用空间。城市

规划者、建筑师和地产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满足人民对于平衡工作、生活和娱乐，建

设更宜居城市的需求。 

发言嘉宾： 

• 陈慶珠，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李光耀创新型城市中心主席 

• 萨拉·弗莱尔，Nextdoor 首席执行官 

• 郁亮，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主持人：基兰·朗，ArkDes 总监 

 

15:50 气候正义：保护全球最脆弱的社区 

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影响分布不均。虽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危机的贡献率

最小，面对气候灾难却是最脆弱的。“气候正义”意味着每个人，无论种族、肤色、

国籍或收入，都应受到平等的保护，免受环境危害和风险。 彭博创新经济先行者将探

讨气候正义的含义，他们所进行的开创性工作包括：绿化中国制造业供应链，利用太

空技术改善偏远地区的生活，以及将清洁能源带到非洲农村。 

发言嘉宾： 

•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创始人、主任 

• 沙米姆·纳布玛·卡利萨，Chil 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始人兼执行董事 

• 丹妮尔·伍德，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 

主持人：哈斯琳达·阿敏，彭博电视东南亚首席国际记者 

 

16:20 新兴经济体的绿色转型 

新兴市场的绿色转型需要数万亿美元的投资，这关系着地球的未来，因为新兴经济体

将是对抗气候变化的关键阵地。通过对企业施压能否推动真正的变革？绿色金融革命

能否解决阻碍新兴市场发行绿色债券的障碍？为释放绿色转型所需的资本，新兴经济

体需要扶持可实现净零目标的政策，并从根本上改善人们的生活和生计。 

发言嘉宾： 

• 陈哲，塔塔集团董事长 

• 祈耀年，汇丰集团行政总裁 

• 希玛拉·维克拉马纳亚克，麦格理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 

主持人：弗朗辛·拉夸，彭博电视主播 

 

17:00  总结致辞 

• 史哲庭，彭博媒体首席执行官；彭博创新经济执行主席 

 

17:05  次日会议结束 

 

  



 

 

议程  |  11 月 19 日（星期五） 
 

08:15 市政厅式会议：竞争激烈的世界 

 

主题演讲 

发言嘉宾： 

• 迈克尔·布隆伯格，彭博有限合伙企业和彭博慈善基金会创始人、三届出任纽约市

长 

 

08:20 协调和协作的前景 

 发言嘉宾： 

• 约翰·克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 

主持人：斯蒂芬妮·弗兰德斯，彭博经济负责人兼执行主编 

 

08:35 助力中国实现净零目标 

 

08:50  中国、碳排放和全球贸易的未来 

发言嘉宾： 

• 欧乐鹰，彭博经济首席经济学家  

 

08:55 理清供应链 

发言嘉宾： 

• 安吉蒂·博斯，Zilingo 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 

• 迈克·弗罗曼，万事达卡副董事长暨战略增长总裁 

• 桑贾伊·梅赫罗特拉，美光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主持人：克拉拉·费雷拉·马克斯，彭博社论专栏作家 

 

09:30  大国竞争：形成中的世界秩序 

大国之间的竞争正在重现，世界可能形成中美两极的国际格局，然而人类亟需携手合

作，共同对抗全球变暖、公共卫生威胁、网络犯罪等共同问题。中等强国与新兴国家

能否挑起领导重任？欧洲又将如何应对这些改变？ 

发言嘉宾： 

• 托尼·布莱尔，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全球变化研究所执行主席 

• 苏杰生，印度外交部长 

• 希拉里·克林顿，美国前国务卿 

主持人：伊恩·布雷默，欧亚集团和 GZERO 传媒总裁兼创始人 

 

10:00 对话阿富汗前央行行长 

• 阿吉马尔·艾哈迈迪，阿富汗前央行行长 

主持人：伊恩·布雷默，欧亚集团和 GZERO 传媒总裁兼创始人 



 

 

 

10:15 当大象起舞：美国“重返亚洲”对亚洲是否有利 

 美国终于在其长期讨论的重返亚洲战略上增添了实质性内容，包括展开四方联合军

演、部署 AUKUS 等防务安排以及加强与日本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军事联系。美国

表示，其行动旨在维护亚洲地区的自由和繁荣。中国认为，这些举措正在将世界推向

冷战，甚至可能引发热战。亚洲国家应如何影响美国的新战略，以达成地区稳定的目

标？ 

发言嘉宾： 

• 梅丽特·杰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 比拉哈里·考西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主席 

• 陆克文，澳大利亚第 26 任总理；亚洲协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 

主持人：尼西德·哈贾里，彭博编辑委员会 

 

10:45  聚焦：中国与全球资本市场 

 

11:00  中国与全球资本市场 

大国之间的竞争威胁着资金流动、投资、创新和科技的发展。愈发割裂的世界将如何

为应对 21世纪挑战所需的投资和科技创新提供资金？ 

发言嘉宾： 

• 欧冠升，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  

• 加利.雷歇尔，启明创投创始主管合伙人 

主持人：Shery Ahn，彭博电视主播 

 

11:30  针对加密货币和颠覆性科技的对决 

世界各国都在加强对加密货币行业的监管。中国已禁止“挖矿”，并宣布所有加密货

币交易为非法活动。欧盟正在创建加密货币发行者和服务商的许可框架。美国证券交

易委员会主席盖里·詹斯勒希望获得监管该行业的权力。数字资产的爆炸式普及，使

得各国对加密货币的监管趋严。比特币已经成为主流，比特币 ETF在美国的诞生具有

着里程碑的意义。新当选的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表示，他将在明年 1月接管市政

厅后，以比特币形式领取前三次工资。针对加密货币的对决在即，结果将会如何？这

对更广泛的数字金融会有什么影响? 

 发言嘉宾： 

• 赵长鹏，币安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主持人：埃里克·沙茨克，彭博电视特约编辑 

 

11:50  闭幕致辞 

发言嘉宾： 

• 班安祖，彭博创新经济编辑主任 

• 伊恩·布雷默，欧亚集团总裁兼创始人 

 



 

 

11:55  论坛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