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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雷·哈蒙德（Ray Hammond）
在未来趋势与发展预测领域拥
有近40年的研究、写作和演
讲经验。 

 

他著有14本未来学著作，为
世界各地的大型企业以及欧洲、
美国和亚洲的政府部门和大学
撰文、咨询和讲学，并经常受
邀担任各国和国际广播电视节
目的采访嘉宾。 

 

2010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chal Gorbachev）向雷·哈蒙德授
予一枚由意大利众议院代表联合国颁发的奖章，以表彰其对未来学作出
的贡献。在致辞中，戈尔巴乔夫总统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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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欣喜地嘉奖雷·哈蒙德持之以恒的研究工作以及对未来的惊
人推测，他的研究受到科学知识的启迪并出自对人类的关怀。“ 

作者按语 

本报告代表我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看法。它不代表安世联合的观点。在应邀
开展研究并撰写本报告时，我得到关于研究主题领域的指引，但我被允许
独立地就所有议题展开论述。文中的错误和疏漏由本人自行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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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主要趋势将会塑造未来。过

去的几十年间，环境、社会、政

治与技术方面的趋势已经初见成

型，我们能够预见这些趋势对21

世纪后续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 

这些大趋势包括： 

1. 不均衡的全球人口爆炸 

2. 气候变化 

3. 可再生能源革命 

4. 全球化 

5. 健康领域的多重变革 

6. 信息技术发展提速 

7. 最底层二十亿——全球最贫
困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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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许多次要趋势和影

响也会对未来产生影响，例如

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均衡，以及

免费高等教育在线课程的普及

等等。 

能够被称为重大趋势的必要条

件是已经对世界发展产生了显

著影响，并且极有可能在未来

持续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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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重大趋势 

为艰难。地球上有充足的淡水，但

大部分的所处位置不太理想 

——都在南北两极。 

有人建议到2040年将通过越洋邮

轮运送淡水，但我认为对于许多发

展中国家而言，最好的解决办法是

建立低成本、低能耗的小规模海水

淡化厂。 

如今，许多经营中的

海水淡化厂都使用了

大量能源以将海水、

淡盐水和不洁水转化

为可饮用的淡水。 

在各地兴建中的小型

海水淡化设施将利用空气中的水分 

提取淡水，或将污水与咸水资源转

化为淡水。 这些小型设施将采用

可再生能源，截至2040年时很可

能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淡水

来源。 

截至2040年，全球能耗将提升约

30%。但是由于气候变化，新增的

40亿人所需的能源只能通过可再

生能源生成。 

好消息是，由于可再生能源系统的

惊人发展，我认为截至2040年，

可再生资源完全足以提供充足的清

洁能源。 

截至2040年，

全球总人口

将超过9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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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全球总人口约达76亿。

联合国预计截至2030年，该数

字将上升至85亿，而截至2040

年则可能超过90亿。 

全球人口还将持续增长。截至

2100年，全球人口将达112亿。 

但地球上的资源已经 

极大程度上被过度开 

发了。 我们该如何为 

增加的50%的人口寻找 

必要的食物、水源和 

能源呢？甘地曾经说 

过： “这个世界足 

够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

满足每个人的贪婪。” 

为110亿人找到足够的食物应该

是可能的。当今世界，90%的农

业仅为自给农业, 生产力较低，

且高达50%的产出食物在抵达

消费者处之前就在发展中世界的

分销链中浪费了。在食物供应链

中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农业生产

力和减少浪费 （例如通过利用

冷藏和节约型包装）来能提供必

需的食物。 

为全球的新增人口寻找新鲜、洁

净的水源将比必需的食物供应更 

趋势1：不均衡的全球 

人口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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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876610215010553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876610215010553
https://www.israel21c.org/solar-powered-desalination-cuts-energy-costs-by-90/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s/608003/wringing-water-from-dry-air/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s/608003/wringing-water-from-dry-air/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s/608003/wringing-water-from-dry-air/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s/608003/wringing-water-from-dry-air/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s/608003/wringing-water-from-dry-air/
https://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php?id=32912
https://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php?id=32912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ost/It_is_estimated_that_in_2040_the_world_population_will_be_9_038_687_000_Will_the_world_economy_be_able_to_support_this_population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ost/It_is_estimated_that_in_2040_the_world_population_will_be_9_038_687_000_Will_the_world_economy_be_able_to_support_this_population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ost/It_is_estimated_that_in_2040_the_world_population_will_be_9_038_687_000_Will_the_world_economy_be_able_to_support_this_population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earth-overshoot-day-natural-resources-humans-planet-nature-damage-global-footprint-a8460756.html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earth-overshoot-day-natural-resources-humans-planet-nature-damage-global-footprint-a8460756.html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earth-overshoot-day-natural-resources-humans-planet-nature-damage-global-footprint-a8460756.html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earth-overshoot-day-natural-resources-humans-planet-nature-damage-global-footprint-a8460756.html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earth-overshoot-day-natural-resources-humans-planet-nature-damage-global-footprint-a8460756.html
https://www.goodreads.com/quotes/427443-the-world-has-enough-for-everyone-s-need-but-not-enough
https://www.goodreads.com/quotes/427443-the-world-has-enough-for-everyone-s-need-but-not-enough
https://www.goodreads.com/quotes/427443-the-world-has-enough-for-everyone-s-need-but-not-enough
https://www.goodreads.com/quotes/427443-the-world-has-enough-for-everyone-s-need-but-not-enough
https://www.goodreads.com/quotes/427443-the-world-has-enough-for-everyone-s-need-but-not-enough
https://www.goodreads.com/quotes/427443-the-world-has-enough-for-everyone-s-need-but-not-enough
https://www.goodreads.com/quotes/427443-the-world-has-enough-for-everyone-s-need-but-not-enough
https://www.goodreads.com/quotes/427443-the-world-has-enough-for-everyone-s-need-but-not-enough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260760/icode/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260760/icode/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935112/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935112/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5/06/8-ways-africa-can-raise-farm-productivity-and-boost-growth/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5/06/8-ways-africa-can-raise-farm-productivity-and-boost-growth/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5/06/8-ways-africa-can-raise-farm-productivity-and-boost-growth/
http://www.fao.org/zhc/detail-events/en/c/889172/
http://www.fao.org/zhc/detail-events/en/c/889172/


截至2040年，

全球能耗将

提升约30% 

趋势2：气候变化 

在过去50年间，全球已经对排

放入大气层的温室气体的有害效

应有了一定的认识。 

然而，虽然长期以来发出过许多

针对气候变化的明确警告，且各

国也有尝试达成应对气候变化问

题的协议，但全球大气层的状况

仍在持续恶化。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IPCC）近期发布的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报告表明，气候变化

的直接后果可能比此前想象的更

为严峻。 

该报告还指出，想要避免对环境 

造成破坏，就需要世界经济以

“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进行

转型。 

该报告表示，如果温室气体排放

维持在现有水平，截至2040年，

大气层将较工业化前变暖约2.7

华氏度（即1.5摄氏度），在淹

没海岸线的同时导致干旱与贫困

加剧。 

自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以

来，公众对于全球变暖的关注有

所减退。但即便公众对气候变化

长远影响的关注度有所降低，但

是随着全球变暖正为世界各地带

来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状况，情

况也会有所改变。 

21世纪的重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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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brary.wmo.int/doc_num.php?explnum_id=5188
https://library.wmo.int/doc_num.php?explnum_id=5188
https://www.edf.org/climate/climate-change-and-extreme-weather
https://www.edf.org/climate/climate-change-and-extreme-weather
https://www.edf.org/climate/climate-change-and-extreme-weather


1980年至2004年间，每年出现

极端天气状况的数量增长了一倍，

且截至2040年还将再度翻倍。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了迫在眉睫的

问题。 

加利福尼亚州的森林大火、菲律

宾的超强台风、中国的泛滥河川、

印度的热浪、加勒比海的毁灭性

飓风、开普敦及澳大利亚的干旱，

这些例子都证明了极端天气状况

已变得更加常见，也更加频繁，

而这些都源自气候变化。那些过

去未曾经历过飓风、台风和龙卷

风的地区现在却需要准备应对这

样的超级风暴。 

大气层过热的主要特征并非天

气更加温暖，而是更频繁也更

极端的天气状况。 

至于公众是否会要求政治领袖

采取措施以限制温室气体的排

放、减缓全球变暖，这仍是个

未知数。 

在全球的一些地区，环保已经

成为了选民的优先关注点。在

欧盟，许多政府和政客都是由

于积极对抗气候变化和保护环

境的政策主张而得以参政。 

中国直到最近都是最大的温室

气体排放国之一，而最近也开

始了一场大刀阔斧的行动，以降

低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空气污染。 

占到全球80%的温室气体排放

的一系列国家于2015年签署了

《巴黎气候协定》，其中也包括

中美两国——全球最大的两个温

室气体排放国。此后，美国表示

其将退出该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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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uturism.com/extreme-weather-events-frequent
https://futurism.com/extreme-weather-events-frequent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8/jul/27/extreme-global-weather-climate-change-michael-mann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8/jul/27/extreme-global-weather-climate-change-michael-mann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8/jul/27/extreme-global-weather-climate-change-michael-mann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8/jul/27/extreme-global-weather-climate-change-michael-mann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8/jul/27/extreme-global-weather-climate-change-michael-mann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8/jul/27/extreme-global-weather-climate-change-michael-mann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8/jul/27/extreme-global-weather-climate-change-michael-mann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topics/environment_en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8/04/china-is-going-green-here-s-how/
https://www.wri.org/blog/2017/04/interactive-chart-explains-worlds-top-10-emitters-and-how-theyve-changed
https://www.wri.org/blog/2017/04/interactive-chart-explains-worlds-top-10-emitters-and-how-theyve-changed
https://www.wri.org/blog/2017/04/interactive-chart-explains-worlds-top-10-emitters-and-how-theyve-changed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the-paris-agreement/the-paris-agreement


但气候变化依然是需要全球协同

响应的国际问题。在撰写该报告

的同时，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正齐

聚波兰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

并就实施细则达成一致，以实

现《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在

会议开始前，中国牵头组织了

峰会前的一系列关键会议，为

达成行动方案的共识奠定基础。

这一角色转变着实令人惊讶，因

为多年以来，中国一直都避免在

气候相关话题上扮演主导角色。 

这对于2040年的日常生活有何

意义？即使现在立即采取大规

模的国际协同行动，将温室气

体排放量削减80%，2040年的

气候依然会出现诸多极端天气

状况，强度可能自冰河世纪以

来史无前例。未来这一现象不 

可避免的原因在于碳吸收周期

的长度使然。 

今日排放的碳需要经过30年才能

沉入海底并被吸收，最终以暖空

气的形式重现。这种暖空气中的

能量最终为气候所吸收，而能量

越大，其引发的飓风、风暴、洪

水和干旱程度就越强。随着极地

冰盖的消融，海平面将持续上升，

淹没沿海地区并导致洪水泛滥。 

截至2040年，极端天气状况将

成为常态。珊瑚礁将大规模死亡，

沿海地区将被水淹没，风暴、火

灾和干旱将造成严重破坏和大量

的人员伤亡。我们不能矢口否认，

说自己从未得到过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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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排放的碳需要经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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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bc.co.uk/news/science-environment-46582025
https://www.ft.com/content/7c1f16f8-e7ec-11e8-8a85-04b8afea6ea3
https://www.ft.com/content/7c1f16f8-e7ec-11e8-8a85-04b8afea6ea3
https://www.ft.com/content/7c1f16f8-e7ec-11e8-8a85-04b8afea6ea3
https://earthobservatory.nasa.gov/Features/CarbonCycle


趋势3：可再生能源革命 

由于这种种原因，我们必须从化

石燃料的使用向清洁的可再生能

源转型，例如太阳能、风能、生

物质能、水能、地热能等。这一

需求已十分紧迫。 

如今，全球仅有8.4%的电能来

自可再生能源。但根据预测，

截至2050年，全球一半 

的能源需求需通过可 

再生能源满足。 

在2040年地球气候的 

惨淡预期后，好消息 

是，可再生能源的开 

发将会取得超乎预期 

的非凡进展，足以视作 

可再生能源革命的开始。 

在过去8年内，能吸收太阳光并

将其转化为电力的光伏板价格

降低了86%。在同一时期内，离

岸风力发电厂产出能源的成本降

低了23%，太阳能光伏板的效

率提升了一倍，大型风力发电

机生成的能源量增加了40%。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

近期的报告表明，由于取得的诸

多进展，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快速

下滑，截至2020年有望成为稳

定而廉价的电力来源，从而取代

传统的化石燃料。 

但与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降价

相比，更重要的或许是新电池技

术的发展——存储生成的能源，

以供缺少阳光或风力的日子使用。 

高性价比的能源存

储解决方案一直是

可再生能源领域的

短板，但得益于技

术、成本上的突破

和电池创新领域的

投资，这一目标也

正快速实现。电池 

存储系统的成本在过去五年内下

降了约三分之二，对电池开发领

域的投资截至2040年预计可达

6200亿美元。 

在英国，电网运营商和供应商最

近开始安装巨型电池，以存储可

再生能源，并保证在需要时可以

将其重新接入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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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renewable-energy.html
https://www.popularmechanics.com/science/energy/a21756137/renewables-50-percent-energy-2050/
https://www.popularmechanics.com/science/energy/a21756137/renewables-50-percent-energy-2050/
https://www.popularmechanics.com/science/energy/a21756137/renewables-50-percent-energy-2050/
https://www.popularmechanics.com/science/energy/a21756137/renewables-50-percent-energy-2050/
https://www.popularmechanics.com/science/energy/a21756137/renewables-50-percent-energy-205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feb/28/after-the-sunrush-what-comes-next-for-solar-power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feb/28/after-the-sunrush-what-comes-next-for-solar-power
https://www.forbes.com/sites/dominicdudley/2018/01/13/renewable-energy-cost-effective-fossil-fuels-2020/" /l "58ca9d764ff2
https://www.forbes.com/sites/dominicdudley/2018/01/13/renewable-energy-cost-effective-fossil-fuels-2020/" /l "58ca9d764ff2
https://www.forbes.com/sites/dominicdudley/2018/01/13/renewable-energy-cost-effective-fossil-fuels-2020/" /l "58ca9d764ff2
http://www.fetfx.eu/story/stealing-sun-doubling-efficiency-solar-energy-capture/
http://www.fetfx.eu/story/stealing-sun-doubling-efficiency-solar-energy-capture/
https://www.vox.com/energy-and-environment/2018/3/8/17084158/wind-turbine-power-energy-blades
https://www.vox.com/energy-and-environment/2018/3/8/17084158/wind-turbine-power-energy-blades
https://www.irena.org/-/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18/Mar/IRENA_RE_Capacity_Statistics_2018.pdf
https://www.irena.org/-/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18/Mar/IRENA_RE_Capacity_Statistics_2018.pdf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batteries-report/u-s-energy-storage-market-to-nearly-triple-this-year-report-idUSKCN1GI135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batteries-report/u-s-energy-storage-market-to-nearly-triple-this-year-report-idUSKCN1GI135
https://www.forbes.com/sites/arielcohen/2018/11/21/charging-up-battery-storage-investments-to-reach-620-billion-by-2040/" /l "296cb15d96dd
https://www.forbes.com/sites/arielcohen/2018/11/21/charging-up-battery-storage-investments-to-reach-620-billion-by-2040/" /l "296cb15d96dd
https://www.forbes.com/sites/arielcohen/2018/11/21/charging-up-battery-storage-investments-to-reach-620-billion-by-2040/" /l "296cb15d96dd
https://www.forbes.com/sites/arielcohen/2018/11/21/charging-up-battery-storage-investments-to-reach-620-billion-by-2040/" /l "296cb15d96dd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7/oct/09/uk-first-mega-battery-plant-come-online-sheffield-eon-renewable-energy


在南澳大利亚，自极端天气对

关键能源设施造成破坏并导致

长期的全州停电后，电网电池

开始投入使用。全球的其他电网

运营商也纷纷效仿。 

2018年，电网储能电池的市场

增长近三倍，各大能源企业、公

司和业主迅速开始安装。2019年，

仅美国市场的价值就预计超过10

亿美元。而据英国国家电网公司

预测，至2020年，英国的小型分

布式发电将占总发电量的三分之

一。 

最早用于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

的商用储能电池方案之一由特

斯拉于2015年提供。 

特斯拉也为家庭使用提供了

Powerwall，并为工业与电网应

用推出了Powerpack。 

可再生能源革命也导致对新核能

发电项目的投资疑声四起。在美

国、英国、法国、中国、印度、

阿联酋和俄罗斯等15个国家中，

目前约有50个核反应堆正在修建

中。 

然而，除了耗费重金外，核能发

电厂的修建耗时漫长。我现在认

为，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与储能

系统的迅猛发展，也许这些大型

建设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最终会

丧失经济效益。 

高性价比的能源存储解决方案

一直是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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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nterestingengineering.com/teslas-massive-battery-in-south-australia-is-outperforming-conventional-generators
https://interestingengineering.com/teslas-massive-battery-in-south-australia-is-outperforming-conventional-generato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batteries-report/u-s-energy-storage-market-to-nearly-triple-this-year-report-idUSKCN1GI135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sep/15/absurd-hinkley-point-c-cheaper-cleaner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sep/15/absurd-hinkley-point-c-cheaper-cleaner
https://www.tesla.com/en_GB/powerwall
https://www.tesla.com/en_GB/powerwall
https://www.energysage.com/solar/solar-energy-storage/tesla-powerwall-home-battery/
https://www.energysage.com/solar/solar-energy-storage/tesla-powerwall-home-battery/
https://www.energysage.com/solar/solar-energy-storage/tesla-powerwall-home-battery/
https://www.tesla.com/en_GB/powerpack
http://www.world-nuclear.org/information-library/current-and-future-generation/plans-for-new-reactors-worldwide.aspx
http://www.world-nuclear.org/information-library/current-and-future-generation/plans-for-new-reactors-worldwide.aspx


趋势4：全球化 

过去25年里，现代全球化的进展

对世界减贫的贡献已经远远超出

了二战后发达国家的外国援助所

达到的效果。 

超过十亿人已经脱离极度贫困，

全球贫困率已经达到历史最低。

事实上，至2010年，联合国已经

实现了其至2015年使全球贫困人

口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近期的

预测表明，至2050年 

时，除非洲以外的其 

他地区将完全脱离贫 

困。 

极度贫困人口的大幅减 

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 

大的人类成就之一，这 

归功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

投资和贸易——也就是我们所谓

的“全球化”过程 。 

也许中美最近的贸易纠纷会使人认

为全球化的时代即将告一段落。但

其实不然。 

虽然美国制造了新的贸易壁垒，

但世界其他地区正在积极达成其

他贸易协定，清除阻碍全球化的

壁垒与关税。 

 

经过约五年的谈判后，欧盟和日

本于2019年2月签署了自由贸

易协定  。这份重大协议涉及到全

球三分之一的GDP。 

而世界最大规模的贸易协定， 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预期将在2019年顺利达成。该

协定包括了东盟十国

（ASEAN）、澳大利亚、印度、

日本、韩国、新西兰和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中国。 

在谈判协议的过程中，

欧盟、日本、中国、澳

大利亚和俄罗斯的领导

人近期重申了对自由贸

易和全球化的承诺。新

兴世界致力于推进全球

化的进程，并加大保护 

力度。它将全力对抗任何重返贸

易保护主义的尝试。 

同时，美国——更不用说更小规

模的经济体——更难以像过去一

样“去全球化”。如今的国际贸

易由不会受到关税和壁垒阻挠的

知识流和由跨境供应链实现的规

模化生产活动所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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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8/09/19/decline-of-global-extreme-poverty-continues-but-has-slowed-world-bank
https://www.forbes.com/sites/simonconstable/2018/07/23/reports-of-globalizations-death-are-much-exaggerated/" /l "75e390f839ce
https://www.forbes.com/sites/simonconstable/2018/07/23/reports-of-globalizations-death-are-much-exaggerated/" /l "75e390f839ce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nov/17/apec-leaders-at-odds-over-globalisation-and-free-trade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nov/17/apec-leaders-at-odds-over-globalisation-and-free-trade


趋势5：健康领域的多项

变革 

在未来20年内，五项重大变革

将改变医药和健康服务的形式。

这些变革包括： 

• 定制医药——基于个人DNA

分析和患者个人的电子健康

数据 

• 干细胞医药——使用干细胞

修复/再生组织与器官 

• 纳米级医药——亚显微水平

的给药和药物开发 

• 基因编辑——修改人类DNA

以改善健康状况 

• 数字化健康管理——利用人

工智能和数字技术诊断及监

控患者的健康 

这五项变革都将改变人类健康

与寿命的前景。这些变革将共

同创造出健康领域的新篇章—

—消费者能收集自己的健康数

据，遗传学家能消灭人类的遗

传性疾病，人工智能（AI）系

统会定期协助诊断，并为每位

患者量身定制治疗方案。 

21世纪的重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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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6：信息技术发

展提速 

过去50年间，计算机的速度和性

能每过几年都会翻倍——微处理

器的成本却并未提升。这一快速

发展被称为“摩尔定律”，由戈

登·摩尔首次在1965年指出了这一

现象。而在最近的几十年中，这

一快速发展趋势在持续提速。 

如今，微处理器的处理速度不再

每两年翻一倍，因为芯片设计师

正在不断接近物理极限，无法将

更多晶体管集成到有限的空间内。 

但算法、人工智能、计算机架构

和网络带宽的发展意味着计算机

系统的整体性能还将继续快速提

升。在IT设计界看来，似乎摩尔

定律已成为了“摩尔传说”——

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即使对于信息技术发展速度之惊

人的原因并不完全了解，消费者

仍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的功能、联

网的速度和社交媒体、打车应用

及手机支付系统的快速发展察觉

到这一现象。 

但快速的技术发展最明显的效果

就是强大的经济与社会冲击。短

期而言，这会威胁到许多传统企

业的增长前景，同时也会全面颠

覆诸多行业领域。 

酒店行业深受智能手机应用的影

响，旅客可以借此向私人房东预

订住房——这些应用包括爱彼迎、

OneFineStay和缤客。如此冲击

迫使传统酒店改变业务模式，降

低价格，为旅客提供更多旅游

计划以供选择。 

餐厅业务也受到了猫途鹰、

TopTable、OpenTable 和

MyTable.com等网站的影响——

它们时刻提供餐厅评价和在线预

约服务。 

21世纪的重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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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ore's_law
https://singularityhub.com/2016/03/22/technology-feels-like-its-accelerating-because-it-actually-is/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to-business/2018/apr/11/airbnb-is-forcing-everyone-to-up-their-game-how-hotels-are-changing-tack


Deliveroo、Uber Eats和

GrubHub等外卖服务也为餐饮

市场带来了进一步的冲击（并

创造了新机遇）。 

银行与金融服务也受到了移动

应用的影响，其提供众筹贷款、

新支付方式和新的换汇方式。

网络货币进一步冲击着金融市

场。 

传统出租车服务更是受到共享汽

车、打车和顺风车应用的冲击，

众多应用包括了优步、Zipcar、

Lyft、Grab和滴滴。传统的打

手或电话约车正逐渐消失，全

新的公共交通方式正在兴起， 

电动自行车和摩托租赁也在城

市中逐渐流行。 

可以说，打车和共享汽车应用正

在颠覆整个交通领域。 

但与此同时，数字化变革也为创

业公司创造了良机，利用互联网

相关业务本身的“网络效应”获

得快速增长的机会。财富的增长

速度从未如此之快。 

打车应用优步仅创立于十几年前，

但市值现已超过福特或通用汽车。

而优步并不生产任何汽车。高延

展性的极限增长是互联网相关业

务 “网络效应”的绝佳典范。 

21世纪的重大趋势 

银行与金融服务也

受到了移动应用的

影响，它能提供众

筹贷款、支付和换

汇的全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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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guardian.com/cities/2018/apr/25/electric-scooters-urban-transport-bird-santa-monica-uk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etwork_effect
https://www.theodysseyonline.com/uber-worth-more-than-gm-ford
https://www.theodysseyonline.com/uber-worth-more-than-gm-ford
https://www.theodysseyonline.com/uber-worth-more-than-gm-for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etwork_effect


订房应用爱彼迎创立于2008年，

如今市值已超过万豪酒店，成

为全球营收最高的连锁酒店，

而爱彼迎并不拥有任何房间。 

创立于2004年的 

Facebook市值超过 

可口可乐、百事可乐 

和麦当劳的总和。 

但Facebook并不生产 

任何产品。 

亚马逊创立于1994年， 

目前市值约1万多 

亿美元，超过沃尔玛 

和Costco等21家大型零售商的

总和。亚马逊也并不拥有任何

实体零售店。 

还有Alphabet（Google的母公

司，创立于1998年）已经成为

全球第三大市值最高的公司

（撰写本文时，全球最有价值

公司为中国腾讯，一家中国的

互联网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最有价值的

六家企业都属于科技板块。投

资者们明白，变革已经发生。 

新数字技术也在改变社会。约 

会应用改变了我们遇见未来伴

侣的方式，而社交媒体改变了

我们与朋友交流、公益募款和

获取新闻的方式。 

截至2040年，人工智能和自动 

化带来的数字化冲

击很可能导致职场

不再需要大量劳动力。 

在未来十年中，大部

分工作者会因数字化

冲击而沦为冗员，需

要通过再培训以便再

次就业，或者加入个

体经营的零工经济。 

如今，消费者需要的新型人工服

务逐渐增多——例如人生导师、

纹身师、职业溜犬师/宠物美容

师、私人健身教练、美甲师、旅

行动物园经营者和宠物训练师。

目前而言，技术性失业导致的萧

条将由人工服务的增加所弥补。 

但是，2030年代中叶后，数字

化冲击和自动化的浪潮将势不

可挡，大部分人将失去今天的

带薪工作。机器将创造财富，

而对机器人及其生成财富的税

收将成为社会的财收的主要来

源。 

21世纪的重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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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nbc.com/2018/03/20/facebook-still-worth-more-than-coca-cola-pepsico-and-mcdonalds.html
https://www.cnbc.com/2018/03/20/facebook-still-worth-more-than-coca-cola-pepsico-and-mcdonalds.html
https://www.cnbc.com/quotes/?symbol=WMT
https://www.cnbc.com/quotes/?symbol=WMT
https://www.cnbc.com/quotes/?symbol=COST
https://www.inc.com/business-insider/amazon-google-most-valuable-brands-brand-finance-2018.html
https://www.inc.com/business-insider/amazon-google-most-valuable-brands-brand-finance-2018.html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1-29/accenture-to-sell-software-that-allowed-it-to-cut-40-000-jobs
https://www.bbc.co.uk/news/business-38930048


机器人税可能会用于为无法找

到带薪工作的人们提供 “基

本收入”。我认为我们对“工

作”的认知也会发生变化。 

今天，全球最重要的一部分工

作并不被人们认为是“工作”，

也没有报酬。这些工作包括母

亲、家庭护理员、管家和家庭

儿童保育员。 

2040年的社会应当承认上述这些

无薪工作具有更高的职业价值。

对许多人而言，“工作”是自我

认同的重要部分。重新划分如今

的无薪和志愿工作有助于满足因

自动化而失业的人们的精神需求。 

从个人的视角而言，2040年的

信息技术具有隐蔽性，存在于无

形，且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

如今的智能手机将缩减为一个人

人穿戴的“身体网络”枢纽设备。

2040年的身体网络将包括智能

隐形眼镜（或镜片）、耳塞式耳

机、智能首饰（胸针、智能戒指

与腕表），以及遍布身体或缝入

衣物的一整套健康监控器。身体

网络运行将由虚拟软件助手管

理。 

而且我们大部分人很有可能会

为这些助手赋予人格，为它们

赋予性别和名字。 

这些人工人格将成为我们最亲密

的伙伴。尽管就目前而言这个概

念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

2040年时，我们将与机械个体、

甚至是无实体的个体建立密不可

分的关系。 

21世纪的重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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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politics/universal-basic-income-work-john-mcdonnell-shadow-chancellor-a8472031.html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politics/universal-basic-income-work-john-mcdonnell-shadow-chancellor-a8472031.html


21世纪的重大趋势 

但是，即使2040年的人

工智能已经相当成熟，

但其智能水平依然无法

与人类匹敌 

虚拟关系会对人际关系产生怎

样的影响依然无从猜测，但我

相信，2040年，身体网络和

虚拟助手将会非常普及而廉价，

除非自愿，否则人类将不会感

受到孤独。2040年时，人工

智能伴侣也将问世。 

但是，即使2040年的人工智

能已经相当成熟，但其智能水

平依然无法与人类匹敌。 

即使人工智能系统会在许多专业

任务上超过人类的表现，但在人

工智能研究专家所谓的 “通用智

能”方面，仍无法与他们的创造

者人类抗衡。而这需要在更远的

未来才能实现，但2040年至关重

要，因为我们需要思考，当人工

智能有可能达到甚至超出人类智

能的情况下，我们应当采取怎样

的举措。而这将决定人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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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贫也许会成

为本世纪最关

键的问题  

趋势7：底层二十亿 

虽然全球化持续让数百万人脱离

赤贫，依然有生活在58个国家或

地区内的约20亿人，经历着经济

的微小增长、完全停滞甚至实际

萎缩。 

他们的存在对社会非常重 

要，因此我将这一群体的 

存在列为了第七大关键趋 

势。 

这些“底层”的人民无法 

对接全球市场（即使成功对接，

能销售的也仅有自然资源。） 

这些社会群体一贫如洗，人们为

仅有的些许财富而争斗不止，其

中一半人无法获得任何形式的电

力供应。这些社会群体饱受瘟疫

和饥荒的侵害，文盲率很高，仅

拥有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长

期的动荡局势也无法吸引任何外

来资本的投资。事实上，无论这

里存在或产生了多少国内资本，

都会立刻被转移到海外的银行账

户，以避免类似的政局动荡。

（虽然中国近期开始在非洲大力

开展基础建设投资，但也尚未涉

及底层二十亿人所居住的国家。） 

 

西方为这二十亿底层居民所在的

国家提供了大量财务与实物援助

（2012年达5万亿美元），但对

于改善底层二十亿普通人民的生

活收效甚微。 

我们的援助效果不佳的原因在于， 

问题实在太过严重：我

们支援的许多国家太过

贫困，以至于资金立刻

被稍有权势的人瓜分殆

尽。 

在对2040年世界的简短调查中，

为何发展中国家的二十亿（至

2040年可能更多）赤贫人口对

我们而言如此重要呢？除了道

德义务之外，还有两个主要原

因：其一是没落和战乱中的国

家会对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经

济成本，例如阿富汗、伊拉克、

利比亚、索马里、南苏丹和叙

利亚的战乱。 

其二是赤贫会导致大规模非法

移民从贫困国家流入富裕国

家——移民会导致巨大的政治

与经济动荡。在未来几十年内，

这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大趋势，

并成为本世纪最关键的问题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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