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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生产是商业发展的核心命脉，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人类提供一切生活必需
品和便利设施的同时，也在一步步耗尽地球生灵赖以生存的公共资源。“促进可持续
生产”项目旨在利用制造业助力实现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并为企业注
入源源不断的竞争活力。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让我们有更多底气去实现这
一目标⸺它所构建的技术生态体系涵盖海量的数字、物理和生物创新成果。随着创新
成果数量激增，高端技术的成本直线下降。以基因组测序技术为例，人类首次基因组
测序花费高达27亿美元，而如今只需1,000美元。
在技术进步与技术成本骤降的双重作用下，社会发展进程明显加快。但在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和提升企业竞争力方面，哪种因素的影响更甚？这正是本白皮书探讨的
核心问题，也是当前世界经济论坛与埃森哲共同致力的事业。本白皮书全面考察了技
术发展在助力（或阻碍）“从生产到出库”全流程实现可持续生产方面的作用，并在
此基础之上构建了一套全新的工业发展框架，重点突出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涌现的各项
创新成果。该框架不仅有助于量化可持续发展在价值创造方面的潜力，协助政府和企
业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增长战略，还能够助力这些机构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作出更多贡献，全面提高经济和产业竞争力。
本白皮书深入阐述了各国应如何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在全球各
大工业集聚区推动四大制造业部门实现可持续创新并创造更多价值。上述四大制造业
部门和工业集聚区是我们研究的立足点，对指导各国从生产系统角度探索可持续发展
具有一定的示范性作用。
我们的目标是将研究发现与相关资源用于各国政府主导的可持续生产价值评估试
点工作中。时至今日，本项目已步入第三个年头。未来，我们计划在深度区域分析的
基础之上，逐步推进相关扶持措施的范围界定工作。
海伦娜 • 劳伦特（Helena Leurent）
世界经济论坛“制造业的未来”系统行动倡议负责人兼执行委员会成员
安博奥（Omar Abbosh）
埃森哲全球通信、媒体与高科技事业部首席执行官
*安博奥此前担任埃森哲首席战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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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我们面临诸多发展机遇，制造业的“春天”
随时可能到来。早在数十年前，科学研究就指出人类经
济活动和消费模式可持续性不足。随着经济发展日益全
球化，“获取、制造和弃置”的线性商业模式大行其
道，全球消费增长逐步抵消了资源效率提升带来的优
势。我们发现，全球经济存在消耗资源过度的问题，其
资源消耗量是地球每年可再生资源近两倍，这一趋势显
然有悖于我们减缓气候变化的目标以及地球资源有限的
实际情况。此外，我们还发现了诸多外部社会性问题：
许多市场中的就业岗位已流失或被取代，而市场需要很
长一段时间才能孕育出新的岗位。此时此刻，我们必须
坚定信心，并发扬乐观主义精神，从容解决上述问题。
现如今，我们已经培育了足够的社会发展动力，同时获
得了公共部门的理解与支持，以及相关技术资源和投
资，为制造业打造、实施和变革相应的社会经济系统势
在必行。对许多国家而言，2018年至2030年无疑将迎来
大好发展契机。未来，各种挑战仍将继续存在并不断变
化，但最大的挑战还是我们自身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意
志力方面的不足。我很荣幸受邀为本白皮书撰写前言，
本报告是众多利益相关者通力合作的成果。希望能够借
此机会，激励各位同仁携手共建“与地球和谐相处的制
造业的未来”。时不我待，立即行动。
安特妮 • 克莱顿（Annette Clayton），施耐德电气
北美地区首席执行官、总裁兼首席供应链官，美国
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能够通过技术为我们创造更多
价值、提高生产效率，还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可持续
生产和消费，确保惠及全球。各国在这一领域的表现一
直不尽如人意。过去，以牺牲地球环境换来的利益为私
人攫取，而环境破坏的代价却需要整个社会共同承担。
当前，我们正处于扭转这一发展模式的十字路口。政府
和企业必须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助力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的共同目标，采取更有
效的解决方案应对可持续发展相关议题，确保惠及更多
消费者。本白皮书标志着我们已经朝着这一目标迈出了
关键的一步，同时也提出了极具前瞻性且切实可行的解
决方案，有望推动环境保护和企业竞争力提升齐头
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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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白皮书所述内容是对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主
题“在分化的世界中创造共同的未来”的延伸。本次大
会旨在邀请各国政商界精英人士共聚一堂，求同存异，
携手应对全球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一直以来，可持续发展往往被视作一种成本负担。
我们必须转变这一观点，承认可持续发展也能带来重大
业务机遇，应当成为所有现代商业蓝图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某些领域，我们已经逐步走上了正轨。自2016年
以来，全球在太阳能和风能技术方面的投入超过了煤炭
和石油，但仍需再接再厉。这些成绩能够帮助我们以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指南，引导全球各国共同迈向更
加可持续的未来。
阿朗查 • 冈萨雷斯 • 拉亚（Arancha González Laya）
，
国际贸易中心执行董事，日内瓦
第四次工业革命有望彻底颠覆当前的经济发展进程
和财富分配状况。新技术正在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生
产效率。与此同时，中低技术要求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容
易被取代。政府领导人必须确保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
队。助力工业中小企业转型，并整合中小型技术供应商
以充分挖掘其发展潜力是当今各国面临的重要议题。与
此同时，弥合数字化能力差距也是一项重大挑战。各国
政府以及相关国际策略应当确保这一重大变革能够惠及
全球。
马泰乌什 • 莫拉维茨基（Mateusz Morawiecki），
波兰总理兼财政与发展部长
制造业未来将依托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借助精
心设计的供应链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致力于满足不断
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宝洁始终致力于提供优质产品和服
务，让生活更美好。我们坚信，拥护联合国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能够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并创造更多价值。
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数字、物理与生物技术发展成
果，准确预测并把握消费者需求，实现生产运营和物料
采购流程无缝连接，尽可能降低对环境的影响。这就要
求我们对员工提供辅导和培训，以充分利用新技术。通
过以负责任地态度履行上述义务，我们将实现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并促进社区繁荣发展，从而在整个供应链中创
造更多价值。
穆罕默德 • 萨米尔（Mohamed Samir），宝洁公司
印度、中东和非洲地区总裁，阿联酋

概要
就世界经济论坛“塑造制造业的未来”系统行动倡
议下“促进可持续生产”项目而言，其最终目标是利用
创新增强竞争力、提高效率、增进人类福祉并减少环境
破坏。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深化公私部门之间的合
作，利用生物、物理和数字技术进步，取得前所未有的
发展成果。

新材料：包括新型包装材料、绿色电子产品以及塑
料、皮革及肉类的替代品。由于纳米和生物技术、绿色
化学与智能实验室技术进步，这些新材料的性能（和性
价比）远胜传统材料，很快就会在各行各业发挥更大
作用。然而，上述技术进步还取决于新材料加工技术与
相关投资从研发到商业化生产阶段的发展步伐。

本项目将指导全球各国充分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
各项发展成果，帮助各个国家/地区和企业积极探索生产
系统转型方法，以推动可持续增长、助力实现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并增强自身竞争能力。

先进农业：有机原材料生产（例如生物塑料）对土
地和水资源的需求日益上升，使得农业食品生产系统成
为一个跨行业议题。精准农业、自动化农业和生物技术
领域的创新成果最为瞩目。通过整合物联网、数据、分
析技术与作物科学，促进从施肥、灌溉、收割到排种全
流程的决策优化。先进农业技术不仅能够大幅提升作物
产量，还可以通过合理规划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确保
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发展。

第四次工业革命产业发展成果与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

在项目初始阶段，我们重点研究了四大工业部门。
从项目研究样本和环境生产力增长潜力角度考虑，研究
对象中既有低端制造业部门也有高科技行业1。基于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发现了一系列能够创造更多价
值的新技术2。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将侧重运用已经掌握
的信息来量化创造的经济价值并开展实地项目。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哪些技术成果在促进可持续生产
方面最具潜力？大部分技术成果均适用于特定行业或地
域，本白皮书第一章将对这部分内容进行详细论述。没
有任何一项技术足以应对所有制造业部门面临的可持续
生产挑战，但以下五大跨行业趋势日益突出：
先进的再制造：物理和数字技术创新实现了高性价
比的退货处理、机器人拆卸以及先进的物料分类工艺，
可助力打造闭路系统。联网设备能够为设计和工程人员
提供反馈信息，以提升产品性能及其耐用性。通过整合
这些技术创新成果、优化后的员工系统、人机协作技术
以及用于逆向物流管理的数字化追踪系统，可助力提升
品牌声誉并降低日益严峻的供应链风险。

工厂效率：“准黑灯工厂”采用从智能仓储到先进
的增材制造等一系列自动化流程，以提高资源生产效
率、缩短供应链并降低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量。尽管自
动化流程可以助力制造业逐步向需求市场靠拢，我们仍
需审慎应对劳动力市场变化。
可追溯性：集成海量传感器和数据标签的区块链等
技术可用于从追踪汽车零部件供应源到咖啡果生长时间
戳等多个应用场景，助力企业提供关于产品原料、生产
工艺和生产人员的多项验证信息。推动数据在整条供应
链中自由流通对于构建信任关系、消除低附加值流程、
保障小型供应商享有公平收益以及利用逆向物流应用实
现再制造和循环利用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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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机遇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成果覆盖数字化技术、新材料，
以及闭环制造和工厂自动化的创新运营模式等。鉴于第
四次工业革命发展成果的覆盖范围之广，我们必须发掘
最适合大规模推广的新技术并采取相关措施。
世界经济论坛国家准备状况指数框架的数据和我们
的案例研究分析表明，我们必须针对各区域的特殊情况
采取相应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创新成果。我们还探讨了在
各区域推广可持续生产实践的具体可能性。为了确保分
析对象兼具特殊性和代表性，我们对以下区域进行了深
入研究：欧洲（波兰）、非洲（肯尼亚、埃塞俄比
亚）、亚太地区（印度、泰国、越南）和拉丁美洲（阿
根廷、墨西哥）3。虽然一两个国家的情况分析无法代表
整个区域，但我们可以从中发掘一些明显趋势，从而由
点到面，根据区域特殊情况采用相应的新技术。

– 在非洲经济区，相比其他国家，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
两国更专注提升劳动力的敏捷性、适应能力和可持续
性。像肯尼亚这样积极采用农业科技的地区正是推行
农业创新成果的沃土。

– 印度、泰国和越南等主要亚太经济体具备规模化生
产、较强的外资流入和制造业中心等特点。这些经济
体之间的贸易联系十分紧密，可以在对牵制区域经济
发展的汽车和电子行业中引进新技术。纺织、服装和
农业食品生产等技术应用水平普遍较低的行业也将迎
来新发展。
– 墨西哥、阿根廷等拉丁美洲经济体消费需求强劲，实
体和技术方面的基础设施均较为完善。这些国家还拥
有庞大的肉类加工市场，可以在食品与饮料行业积极
引进新技术。

图1总结了各个区域的潜在杠杆点以及相关行动措
施。此外，第二章还将提供相关案例分析、企业领导者
和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的相关行动以及影响。

– 在欧洲地区，波兰国内的生产结构相当复杂、贸易网
络四通八达、需求强劲且消费者关于生产对环境影响
的意识迅速提高。协作机器人、供应链可追溯性等行
Regional
Opportunities: Each region has a unique local context and lends itself better to the adoption of
specific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developments
业创新技术将为该市场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Summary of the potential leverage points and actions for each region based on case study and country analysis*
图1：能够促进可持续生产的区域发展机遇
欧洲

• 杠杆⸺强大的生产结构、明确的可持续
发展意识和强劲的市场需求
• 行动⸺与众多利益相关者构建合作伙伴
关系，大力促进研发/创新

北美和拉丁美洲

• 杠杆⸺明确的环保意识、强大的本地市
场和有利的能源条件和投入成本
• 行动⸺引进必要的认证和标准体系，并
开展相关活动以唤醒消费者意识

亚太地区

• 杠杆⸺汽车和电子行业规模大、投资广
且发展势头强劲

• 行动⸺推动数字化/信息通信技术应用，
开展相关计划以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

东非

• 杠杆⸺明确的环保意识、强劲的技能和
包容性发展势头

• 行动⸺整合上游、建立认证和标准体系，
并引入激励机制

资料来源：科尔尼研究、埃森哲战略分析

*To keep the analysis specific yet representative, the following geographies have been studied closely: Europe (Poland),Pacific
Asia (India, Vietnam, Thailand), Africa (Kenya, Ethiopia), and Latin America
(Argentina, Mexico)

促进可持续生产框架

相比空谈可持续生产，衡量项目进展需要大量投入。
2018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将对可持续
消费和生产领域的12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进行审核。
这一即将到来的重要里程碑将促进我们积极开展各项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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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各国政府和企业圆满完成可持续发展任务，
我们构建了首个在线框架以评估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成
果的商业和可持续发展潜力。该框架旨在：（1）衡量在
生产系统中应用特定技术能够创造的所有价值；以及
（2）确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及其相关目标和衡量指
标。从而在战略层面凸显可持续发展目标与行业价值创
造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扩大第四次工业革命创新成果
为整个生产体系带来的诸多优势。

简介
背景

促进可持续生产项目旨在构建合理的生产体系，从
而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同时不断造福社会和环境。
作为世界经济论坛关于“塑造制造业的未来”系统
行动倡议的一部分，本项目为制造业各部门领导人提供
了一个合作平台，以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经济增长为出发
点塑造制造业的未来。要想实现这一增长目标，必须依
托技术创新与推广、高效利用全球公共资源和以人为本
的劳动力战略。自2016年成立以来，塑造制造业未来的
系统行动倡议全球社区日益多元化，由来自18个行业的
50多家企业、27位工业部长及来自顶尖工科大学、工会
与相关民间团体的代表构成。该系统行动倡议的其他项
目如下：
–《塑造制造业的未来⸺国家准备状况》：揭示推动第
四次工业革命创新成果应用与规模化的关键成功因素。
–《塑造制造业的未来⸺员工和技能》：研究不断变化
的制造业、技术发展和宏观趋势，突出全球技术供需
失衡引发的诸多风险。

–《塑造制造业的未来⸺科技与创新》：基于互联、智
能化和灵活自动化三大趋势，研究下游制造业的数字
化发展机遇。

–《塑造东盟地区制造业的未来》：分析影响东盟成员
国制造业的各项趋势以及各国当前的竞争力状况。
本白皮书与上述项目相辅相成，特别需要指出的
是，国家准备状况指数框架帮助我们构建并审核了推广
区域可持续生产的各项机遇。

目标

本白皮书深入探讨了极具影响力的新技术、区域推
广机会和跨部门利益相关者风险价值三大议题，为促进
可持续生产项目开展第二、三年工作提供了关键洞察和
有效工具。上述工作的核心是构建合理的战略框架，
助力政府和企业利用生产领域的创新成果推动可持续发
展并提高自身竞争力。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必须充分认识新技术对于在特定区域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可能性。本项目的第一份白皮书旨在回答以下
三个问题：
–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给生产系统带来哪些变化？这些变
化又将如何影响可持续发展？

– 哪些地理发展机会可助力大规模利用并拓展可持续发
展机遇？
– 第四次工业革命创新成果为企业、社会和环境创造了
哪些价值？将如何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们研究成果表明，必须针对各重点行业制定一系
列按照优先顺序排列的新技术并阐明其将为全球可持续
发展带来的影响。

范围

本项始于2017年在柏林、大连和纽约举行的社区会
议，会议确定了与各利益相关者休戚相关的四个制造业
部门，兼顾低端与高技术制造业。这些产业拥有较强的
环境生产力、终端用户洞察和未来转型潜力。我们参考
经合组织（2005年）的产业技术分类方法（基于研发密
度带来的增收和总产量数据）进行了产业技术划分4：
– 汽车行业
– 电子行业

– 食品与饮料行业

– 纺织品、服装和鞋类行业
为了确保分析对象兼具特殊性和代表性，我们对以
下区域进行了深入研究：欧洲（波兰）、非洲（肯尼
亚、埃塞俄比亚）、亚太地区（印度、泰国和越南）和
拉丁美洲（阿根廷、墨西哥）。本文附录的研究方法部
分确定了研究范围、术语和相关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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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可持续生产

根据1994年奥斯陆专题研讨会定义：

可持续生产是指通过以下方式制造产品并提供服务：
在满足消费者和市场的需求、提升生活品质的同时，尽

量减少自然资源和有毒物质的使用、降低废弃物和污染物
的排放，避免损害下一代的需求。

结构

本白皮书第一章全面剖析了能够促进可持续生产的
40项颠覆性技术成果。
第二章对上述技术成果助力实现可持续生产并提升
竞争力的成功案例进行了研究，并发现了在不同区域大
规模推行此类最佳行业实践的一系列机遇。
第三章构建了一套定量框架来评估第四次工业革命
技术成果为企业带来的益处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从而对相关措施划分优先级，并为各国、地方政府和企
业战略带来积极影响。

目标群体

本报告主要面向企业领袖、国家与地方政府领导人，
从而协助这些决策者规划并引导实施第四次工业革命技
术成果，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和环境改善两大目标。

后续措施

本项目旨在促进商界、政府和民间团体之间的对
话，共同探索工业化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
系，从而切实推动各项以行动为导向的协作项目、解决
各类挑战并增进人类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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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Methodology

第一章：第四次工业革命产业发展成果与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

第二章：区域发展机遇

促进可持续生产区域发展机遇评估框架以基于数据

Chapter
One: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sand the Unite
的世界经济论坛“制造业的未来”准备状况评估报告为
本报告评估框架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相关指
基础，涵盖两个维度：制造业结构（即当前的生产基
标为基础。我们采取案头研究与采访的方式，结合相关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准）和制造业驱动力（即利用新兴技术推动制造业体系
可持续发展目标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发展成果进行了
Our evaluation framework is based on the
SDGs
and indicators.Developments inFourth Indust
转型的关键因素）。
评估，并阐述其潜在机遇和风险。我们选择了其中14个
Revolutiontechnology were assessed againstrelevant SDG targets based on desk research an
可持续发展目标（共17个），并将其主要归类为经济、
interviews, noting upside potential and risks.
Fourteen
of the 17 SDGs were selected and group
为发掘推动可持续生产的区域发展机遇，我们收集
社会和环境三大领域（见图2），用于可持续性评估。上
onmental; see Figur
make up threeareas for assessing sustainability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
了相关的案例研究、识别了关键成功因素并根据评估框
述相关目标和指标已根据目标行业的相关生产系统进行
The full list of the related targets and indicators
was narrowed down to those relevant to pr
架的各项杠杆进行调整。随后，我们根据生产数据驱动
适应性调整。
因素的基准表现，确定了在特定国家推广可持续生产创
systems in the in-scope industries.
新的相关变革。
有关第一章研究方法的完整介绍，请参见附录2。

See Appendix 2 fora full description of Chapter One methodology
.

图2：基于上述三大评估领域划分的生产活动的可持续
Figure 2: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Goals
发展目标
assessment

areas

经济影响：
无贫穷

社会影响：
零饥饿

环境影响：
清洁饮水和
卫生设施

性别平等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良好健康与
福祉

优质教育

经济适用的
清洁能源

可持续城市
和社区

产业、
创新和
基础设施

负责任消费
和生产

linked to production activities grouped by three
第三章：促进可持续生产框架

促进可持续生产框架可以说是本项目的核心内容
（制造业的未来社区成员可使用这一在线可视化工具）。
该框架旨在为企业提供能够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尽享战略
管理的方法，全面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该框架具备
一定的灵活性，其构建方法允许研究人员基于不同的技
术影响因素对其进行适应性调整。

减少
不平等

水下生物

有关第二章研究方法的完整介绍，请参见附录2。

陆地生物

资料来源：埃森哲战略分析

Source: Accenture Strategy analysis

Chapter Two: Regionalopportunities

该框架采用了专为世界经济论坛数字化产业转型
项目所开发的风险价值方法，并将范围扩展到了物理和
生物技术，并对其进行适应性调整以解决制造业领域的
特殊事项。
通过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和定义进行深入分
析，我们在风险价值框架的最低水平价值杠杆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之间建立起了联系。我们的目标是发现价值杠
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之间的因果联系，即证明价值
杠杆变更可助力可持续发展目标。
有关第三章研究方法的完整介绍，请参见附录2。

The regional assessment of opportunities for accelerating sustainable production is based o
World Economic Forum Country Readiness Index
framework, whichconsists oftwo dimensions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the
currentbaseline of production) and
the drivers of production (the k
enablers that position a country to capitalize on emerging technologies to transform its pro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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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understand regional oppo
rtunities fordiffusingsustainable production developments
, we gath

第一章：第四次工业革命产业发展成果
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世纪之交到来前的四十年里，人们曾一度认为全
球商业将朝着以下方向发展：大宗商品价格随经济增长
而下跌、大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股东因公司发展而获
益，经济发展一派欣欣向荣。
但随着城市人口和中产阶级消费上升，上述模式发
生逆转：导致许多资源严重短缺，水和肥沃的土地等其
他资源面临的压力日增。尽管企业在资源利用效率方面
有所进步，但在资源保护方面却仍然较为落后。
如今，我们（至少大部分人）已经认识到：当前的
全球制造业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获取、制造和弃置”的
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严重的资源利用效率低下问题。
我们不妨看看以下数据：全球制造业能源消耗占全
球能源消耗总量的54%5，其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排放总
量的五分之一6，且产生的工业废料高达全球每年新增废
弃物的半数7。其生产活动占用了大量天然能源，例如，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金属矿石的开采量增加了133% 8 ；
与此同时，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量日益增长，而可再生
资源利用量却不断下滑9。
提倡绿色增长的创新型生产模式可以大大减轻对环
境的破坏，彻底颠覆国内生产总值（GDP）依赖自然资
源消耗的传统增长路径。《经合组织2050年环境展望》
指出，技术进步确实可以在未来几十年减轻经济发展对
资源的依赖程度10。虽然没有任何一项技术成果能够以一
敌百，全面解决上述问题，但我们可以通过构建一系列
解决方案以维护全球公共资源并培育产业竞争力。本章
将探讨在促进汽车、电子、食品与饮料、以及纺织、服
装和鞋类4个产业可持续生产方面最具潜力的第四次工业
革命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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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背景

虽然近年来，汽车行业销售势头强劲，业绩增长迅
猛11，但仍然受到了全球经济宏观发展趋势的冲击，包括

所有权模式的演变、供需向新兴市场的转移、供应链动
态变化以及电动和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相关创新挑战
正在颠覆传统利润分配格局，打破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和一、二级供应商之间的界限，让车企能够接
触到更多新技术。例如，特斯拉最近决定抛开供应商，
自行生产Model 3的座椅12，颠覆了过去30年以来的合同
制造模式13。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健康、安全和排放法规都
在逐步收紧。虽然可持续性往往体现于终端产品的使
用，但可持续寻购和循环经济对汽车行业的重要性与日
俱增14。电动汽车逐步将行业焦点由废气排放转移到汽车
制造、电池生命周期和废弃车辆的环境影响上来，这些
领域的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生产力并降低了
生产物料对环境的影响。借助预测型维护、动态流程调
整和自动化技术，轻资产型制造模式可提高机器利用
率、降低投资需求与碳排放量。
虽然汽车行业遍及全球，但其本质上仍属于区域性
产业。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欧盟国家从其他欧洲国
家采购大部分零部件，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员主要在
北美自由贸易区内进行采购。同样的，亚洲制造商通过
主要从该地区内部采购零部件，形成了明确的区域一体
化现象”15。基于当前的区域结构，制造商有必要考虑零
部件的物流和重量比成本。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进步催
生了一批规模更小、更灵活、更接近需求中心且有助于
降低供应链流量的微型工厂，有望进一步推动本地化
生产。

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成果

汽车生产流程进步是体现技术创新提高企业效率、
竞争力和可持续性的一个典型案例。本研究明确了第四
次工业革命利用数字、物理和生物技术创新推动汽车行
业生产系统变革的9种方式（图3）。

在下文中，我们将考察最有可能实现汽车行业可持
续发展目标并创造更多价值的三大技术（图4）及相应的
业务和可持续性发展机遇与挑战。这三项技术分别是短
循环回收、生物塑料和复合材料以及用于再制造环节的
机器人拆卸技术。

图3：第四次工业革命汽车行业发展成果的可持续性评估
制造业短循环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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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production system developments: developments with highest potential for S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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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汽车行业最具发展潜力的三大技术及其简介
进展
制造业短循环回收

生物塑料和复合材料
用于再制造环节的
机器人拆卸技术

简要概述
短循环（即所有回收过程均保留在汽车行业中）旨在利用数字平台和就近原则建立多个合作伙伴关系来回收可以（再）制造的材料。
当前建立这种短循环进行原材料回收的例子包括钢、铜、纺织品和塑料等，最大限度将回收处理流程保留在当地的汽车行业内部。

将较重的金属和塑料部件替换为工程级生物聚合物和/或较轻的天然纤维增强的塑料（全部或部分采用植物原料生产）。例如，结构件
可以采用由亚麻纤维和生物环氧树脂与碳纤维进行混合后生成的复合材料，比传统聚合物更轻、更便宜、也更环保。这些材料和部件
适用于多种车辆系统，包括动力传送系统。

机器人现已广泛用于汽车制造，但在再制造领域，特别是在关键的拆卸阶段尚未普及。这一领域的进步意味着未来用于再制造的报废
产品拆卸流程将变得更容易、更快速和更具成本效益，从而推动有效的资源利用并实现本行业的循环经济。

资料来源：埃森哲战略分析

在不久的将来，用于再制造环节的短循环回收技术
业必须全面整合物理和数字技术（特别是用于监控和管
最有望促进可持续生产。在短循环中，回收流程仍限于
理物料和组件流通状况的数字追踪技术），同时充分利
汽车行业范围内，可通过邻近供应链合作伙伴回收物料
用先进的材料分类加护和高效的机器人技术、协作机器
Note: The identified developments refer to a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ies, process changes and / or business model changes, which
drive
can
a transformative impact. Also, we have taken a geographically neutral approach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these
developments
并用于制造与再制造环节。要想有效利用这一技术，企
人或工人辅助拆卸系统。
Images credit: The Noun Projec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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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诺公司的促增长项目ICARRE 95就是一个典型范例。
该项目表明，报废车辆有95%的部件可以回收，85%的
部件可再循环利用，从而惠及所有利益相关者16、17。项目
创新成果包括专业拆卸工具、车辆和部件可追溯性以及
优化后的物流和人工辅助系统（用于识别和拆卸汽车部件）
。
“追求汽车产业原材料的高效和循环利用，其意义远
大于环境问题。面对有限的自然资源，这是满足日益增
长的汽车购买需求的唯一途径。在过去的五年里，循环
经济领域的创新成果为提升雷诺集团的行业竞争力和净
利润作出了持续性贡献。”
让-菲利普 • 埃尔米纳（Jean-Philippe Hermine），法国雷诺-日产
联盟战略环境规划副总裁

报废车辆回收往往较为分散，主要依赖小型专业供
应商。从积极方面来看，促进区域回收有助于降低对区
域环境的影响，同时提升企业的总体物料生产力。从其
缺点来看，复杂复合材料的回收、额外的库存跟踪和管
理工作，以及运行部件拆卸系统需要企业对固定资产进
行大规模投资，导致工厂能耗上升。
从长远来看，再制造领域的机器人拆卸技术（在关
键拆卸环节采用自动化技术）将在未来将得到更为广泛
的应用。这一技术进步意味着用于再制造的报废产品拆
卸流程将变得更简单快捷，且成本效益与资源利用效率
更高，有助于推动行业循环经济的发展。
生物基塑料和复合材料以可再生资源为基础，在减
少温室气体和实现闭环物料使用方面极具潜力。亚麻纤
维、碳纤维生物环氧树脂复合材料等生物材料可用于生
产比传统聚合物更轻、更便宜、更环保的汽车零部件。
与玻璃纤维（48.3MJ/kg）相比，天然纤维在生产过程
中能耗更低（11.4MJ/kg），能够将产品重量降低
5-15%，从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18。用于多种车辆系
统，包括动力总成。
未来，生物聚合物产量预计将出现两倍增长，从
2013年的510万吨增长到2020年的1700万吨19。该领域
的创新应用案例不断涌现。佛吉亚（Faurecia）和三菱
化学控股株式会社（Mitsubishi Chemical）合作开发的
BioMat是一种纯生物材料，可用于取代用于生产汽车内
饰的石油基塑料 20 。佛吉亚与法国标致雪铁龙汽车集团
（Peugeot-Citröen）合作开发的单向、无纺亚麻的轻型
复合材料Flaxpreg可用于生产汽车后座舱的结构地板21。
此外，奥迪（Audi）、巴斯夫（BASF）和科思创（Covestro）
开发了含70%生物质的车身涂层材料22。这些迅速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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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工艺应归功于绿色化学和化学工程领域取得的进
展，其研发阶段的智能实验室技术加速了新型复合材料
的开发、制造和测试流程。
“在传统制造业中，产量是可以预计的，因为库存、
投入和产出都是固定的。然而，在再制造流程中，生产
系统的供需存在着更多的不确定性。电池等电动汽车部
件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因为电池的库存量必须满足交
付需求，但库存剩余的电池会不断老化。”
倪军，美国密歇根大学机械工程教授

瑞典电力公司Vattenfall正在寻找资源利用率更高的
碳纤维。在欧洲，汽车二氧化碳排放标准正在促使制造
商纷纷寻求新材料，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降低车身重
量。Vattenfall还在探索利用再生能源发电生产碳纤维的
替代性方法。制造一辆汽车产生的碳污染不亚于行车中
的尾气排放 23 ，原始碳纤维蕴含的能量相对较高，约为
200MJ/kg24。最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利用再可生能源发电
产生氢，氢与二氧化碳作用产生甲醇，再用甲醇代替石
油生产丙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利用二氧化碳生
产有用的资源，而不是直接将其排放到大气中去。
然而，生物基聚合物和复合材料的应用同样面临诸
多挑战。首先，种植用于汽车制造业的作物会与粮食作
物的生产构成竞争关系，或将加剧全球、尤其是发展中
国家的饥饿、缺水和贫困问题。在进一步推广生物基聚
合物应用之前，各利益相关者应当充分考虑这一举措可
能带来的更广泛的影响。此外，以生物基塑料取代石油
基塑料无法确保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生物材料的分解过
程以及种植用于汽车制造业作物的过程中产生的农业废
弃物，都会释放出甲烷。要全面采用生物聚合物，我们
就必须制定有效的回收和再利用计划，尽可能降低对环
境的影响。
其他亮点：3D打印技术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制
造产品，从而减少生产废料。相较于传统生产方式，每
利用3D打印技术生产一磅产品，就可节省30磅原材料。
这一技术还极具成本优势，尤其是在钛、镍合金钢等珍
稀金属材料的生产过程中。增材制造（即根据数字设计
模型制作3D产品）可以将材料成本降低90%并节约高达
50%的能源成本25。到2025年，3D打印有望节约5,930
亿美元的制造成本26。

在汽车行业，3D打印技术的应用主要集中在模具、
快速制造、原型设计和零部件制造上。例如，奥迪采用
3D打印技术按需生产车辆零部件，本田则利用该技术根
据客户需求打造定制化产品 27 。此外，3D打印技术还可
以用于生产替换件，及时更换生产线中关键机器上的故
障部件，以缩短停机时间。
Local Motors等公司纷纷开始将3D打印技术用于汽
车制造28。该公司只需6个月就能研发出一款定制汽车。
该公司采用轻资产运营模式，打造全面融合的数字化设
计、工程和制造环节，从而缩短产品上市时间并降低了
工程成本、资产和资源消耗。
到2019年，这一技术在汽车行业的应用有望创造11
亿美元的价值29。到2021年，这一数据将上升至23亿美
元30 。但目前这一技术尚未完全走向成熟，例如金属3D
打印的处理能力较低，反复循环可能会破坏高纯度材料
和金属粉末。尽管塑料回收的问题更为严峻，业内已经
出现了一些替代性解决方案，例如聚乳酸回收。

加快可持续生产的机遇

随着技术和商业创新日趋融合，汽车产业的再制造
已然成为行业焦点，进一步深度整合大有可为。要想实
现产业规模化，企业必须把握在逆向物流基础设施和工
艺创新方面的投资平衡，并要求整车厂与供应商之间建
立起更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在这一全新价值等式中，
整车厂应当与供应商共同推进行业变革，并为创新和流
程变革提供平台，实现互惠互利。我们可以利用汽车产
业区域性分布的特点，推进地方政策扶持的再制造规模
化发展计划，推动清洁经济增长。
随着生物基塑料不断接近甚至是超过了预期的性能
和成本要求，结合全球粮食安全和土地使用相关挑战，
我们必须充分挖掘该技术带来的可持续性优势，趁势推
进生物基塑料的规模化应用。因此，有必要促进新材料
研发、加大生物材料供应链投资并制定合理的报废品处
理计划。行业内和跨行业企业联盟能够为生物基零部件
的采购和报废处理提供支持，促进规模化发展。通过为
第四次工业革命科技提供跨行业支持，各国政府将有效
促进农业食品行业发展。
结合当前工业生产体系的物料流动情况，企业可以
考虑采用增材制造技术，打造定制化增材制造网络安全
解决方案，以降低知识产权侵权风险。此外，必须执行
针对报废品处理计划的监管规定，充分发挥增材制造技
术的优势并尽可能降低风险。

电子
背景

电子行业拥有基于高价值产品的复杂全球价值链。
该价值链由遍布世界的多家企业构成，这些企业基本上
可分为两类：拥有自主品牌的行业领军企业以及负责为
这些企业装配产品的合同制造商。大多数行业领军企业
位于以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其竞争对手主要来自新
兴市场，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是这一阵营的主力军。据
估计，近90%的电子产品研发工作是在亚洲进行的，亚
洲在全球电子行业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电子行业目前面临严峻的环境挑战，包括能源和物
料密集度过高，以及化学品使用过量。实际上，70%-80%
的个人电子设备温室气体排放都发生在制造阶段31。随着
个人电子设备的数量日益增加以及设备复杂性提高，电
子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还将持续增加。近期研究显
示，行业面临缺乏透明度、金属材料采购与追踪管理不
善（导致假冒产品泛滥）以及物料循环利用程度过低等
挑战。

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成果

本研究明确了8项能够为电子行业生产系统及其可
持续性生产带来显著影响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成果
（图5）。
在下文中，我们将考察最有望促进行业发展的三大
技术（图6），即半导体Fab 4.0、自动拆卸技术和绿色电
子材料，以及潜在发展机遇和挑战。
半导体Fab 4.0技术即时影响力强且不确定性小。该
技术是指将先进的制造技术应用于电子元件，从而显著
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集成电路制造环节占设备平均使
用周期内消耗能源的近50%32，半导体Fab 4.0技术能够
利用生产线数据分析降低能源消耗，利用增强现实技术
管理零部件库存以实现高效的资源管理，从而有效保护
环境，并提高制造商的成本竞争力。
自动拆卸技术能够降低行业对原材料的需求，形成
材料循环闭环。苹果公司（Apple）的Liam机器人项目
将促进iPhone的自动拆卸，帮助公司减少有害的电子垃
圾，同时还能回收黄金、铂、银和稀有金属等贵金属33。
该项目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提高了企业竞争力。机器人
只需11秒左右就能拆卸一部iPhone，按照这个速度，每
年可拆卸约240万部手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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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电子材料指提倡使用有机资源，减少对不可再生
资源及潜在有害物质的依赖，从而保护环境。技术发展成
果还可以为农民提供更多创收机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例如，我们可以在廉价有机原料上栽培能够生产生物导线
（bio-wire）的地杆菌35。借助该技术，农民能够将农作物
残渣作为原料来培育细菌。
其他亮点：戴尔（Dell）和惠普（HP）等公司采用的
先进绿色包装技术不仅能够为企业带来盈利，还能够保护
地球环境36。用麦秸制成的绿色材料可通过有机过程由特种
酶分解。研究表明，这种绿色包装可以在整个生产流程中
节约40%的能源和90%的水资源37。

准黑灯工厂（无人或极少人工值守的工厂）的数量正
在增加，但行业仍需采取审慎态度。从积极方面来看，准
黑灯工厂可以将产品缺陷率降低80%并将工厂生产力提高
250%38。但从负面影响来看，该技术可能会导致生产回归
到邻近市场，进一步加剧收入不平等问题，或导致发展中
国家的员工队伍缩减。作为一家总部位于中国的领先电信
制造商，剑桥工业集团（Cambridge Industries Group）
在将生产基地改造成准黑灯工厂的过程中，预计将裁掉三
分之二的员工（共3,000多人）39。

图5：电子行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成果的可持续性评估
半导体Fab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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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production system developments: developments with highest potential for SDG
资料来源：埃森哲战略分析
impact

图6：电子行业最具发展潜力的三大技术及其简介
技术进展
半导体Fab 4.0

电子产品自动拆卸

绿色电子材料

资料来源：埃森哲战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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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概述
应用先进制造技术进行硅晶圆制造以及半导体和微芯片等电子元件的生产，传统流程需要耗费大量能源和资源。优化运营有助于大
幅提高可持续性，重点是在晶圆前端制造和后端制造环节中采用工业物联网、大数据、高级分析、机器学习和协作机器人等技术，
在有望大幅提升能源和资源效率的新兴市场中更是如此。

指拆卸电子产品以实现电子元件再利用和回收，从而降低对原材料的需求，实现材料闭环和循环经济业务模式。这一发展成果离不
开适用于小型拆卸厂的模块化设计技术以及先进的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这不仅能够降低供应链风险以及电子产品和冲突矿产的名
誉风险，还能够确保原材料的持续再利用和增值。

由细菌和微生物等有机物制成的合成生物材料能够助力打造体积更小、功能更强大的设备。这些材料目前可用于制作电线、晶体管
和电容器，减少人们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以及在电子元件中使用有毒物质，且极具成本效益。这些材料可用于制造生物兼容性传
感器、计算设备和太阳能电池板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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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可持续生产的机遇

考虑到电子行业的特殊性质，创新对于构建差异化
竞争优势至关重要，电子企业应当充分利用这些创新技
术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与学术界和研究机构打造战略
性合作伙伴关系，助力实现这一目标。
要想培育自动拆卸等技术成果，则需要上下游供应
链业务模式的同步创新。除了与客户共同制定回收激励
政策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制造商还需要与下游价值链
的关键参与者合作，投资推动供应商网络转型，并利用
产品使用数据来提高生产系统的效率。智能设备可以将
现场数据反馈到工程和制造流程中，以减少报废量，延
长产品的使用寿命。
企业必须确保其基础设施能够满足快速发展的市场
需求。部署机器人技术的基础设施（如准黑灯工厂和自
动拆卸等发展成果）、提高数字可追溯性的区块链解决
方案，或3D打印电子产品的数字资产，都需要企业进行
资本投资。领军企业正在寻找战略投资机遇，以培育竞
争优势。苹果公司iPhone的制造商富士康（Foxconn）
推出了一个区块链试点项目，向其制造供应链合作伙伴
拨付了一笔价值650万美元的营运资本贷款40。
从政策角度来看，制定激励机制有望吸引资本投资
所需的全部资金。各国政府应当考虑全自动化生产设施
对于当地经济的影响，并实施切实可行的工业战略以降
低风险。

食品与饮料行业
背景

食品与饮料行业的特征之一是，只需少数跨国企业
就能将世界各地的小型生产商与消费者联系起来41。
鉴于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是本行业的关键
参与者，可持续性问题显得愈发重要。该行业的技术含
量较低（根据经合组织基于研发密度带来增收的技术分
类法），但能在不给社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吸
收创新科技。事实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的分析表明，该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速度与人均
GDP的增长速度相当，且就业率的下降速度十分缓慢，
因此，该行业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保持附加值
增长42。

中短期内，粮食和农业面临的可持续性挑战尤为严
峻。农业占淡水消耗量的80%-90%43以及全球温室气体
排放量的24%44。四分之一（按卡路里计）的食物在“从
农场到餐桌”的过程中被浪费，8%的食物则在上游价值
链中被浪费45。由于使用化肥与杀虫剂、滥伐森林和过度
灌溉，农业食品生产系统已成为土壤侵蚀和污染的根源
之一。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指出，每年有500万到1,000万公
顷的农田因土壤严重退化而消失，同时更多农田面临着
产量下降的问题46。
到2050年，由于人口增长以及中产阶级扩张带来的
消费趋势变化，全球粮食总需求量将增长70%47，同时红
肉和奶制品的需求量也将增长80% 48 。我们必须充分利
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确保全球粮食生产系统
能够有效把握增长、创新和发展机遇，同时在减轻环境
负担的情况下解决相关挑战。商业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Busi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ission）
预计，到2030年，农业食品价值链中每年有望为可持续
发展目标创造2.3万亿美元的价值49。

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成果

鉴于食品与饮料加工和生产的技术含量低且提高农
业食品生产活动效率极具潜力，该分析主要侧重于上游
价值链细分市场。本研究明确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各项
发展成果利用数字、物理和生物技术创新推动食品与饮
料行业生产系统变革的11种方式（图7）。
我们在下文中考察了食品与饮料行业最具可持续发
展目标价值创造潜力的三项进展（图8），即精准农业、
先进生物农业和粮食作物基因组编辑，还指出了相应的
业务和可持续性机遇与挑战。例如，在自动灌溉系统中
部署湿度传感器并分析数据就是精准农业的范例之一。
精准农业需要在自动灌溉系统中部署湿度传感器并
分析数据。利用这一技术，加利福尼亚州某杏树种植园
的用水量降低了20% 50 。目前的分析显示，种植一棵杏
树需要消耗3.8升水，因此，用水量降低能带来极大的环
境收益51。
IBM研究表明，90%的作物损失是由于天气因素造
成的52。预测建模和精准农业技术能够将天气原因造成的
作物损失减少25%53。这一成就意义非凡，尤其是对于那
些高度依赖农业食品生产的国家和区域经济体而言。
2016年，农业科技领域投资额达到了创纪录的250亿美
元，由此可见精准农业的重要性非比寻常54。

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创新成果推动生产系统可持续发展

15

图7：食品与饮料行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成果的可持续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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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食品与饮料行业最具发展潜力的三大技术及其简介
技术成果
精准农业
先进生物农业
基因组编辑

简要概述

精准农业将数据、分析技术与作物科学相结合，作出科学的农业决策。利用GPS、土壤传感器、天气数据和物联网等技术制定施肥、
灌溉、收获时间、播种间距等相关决策，适用于整个农业生产系统，可在优化资源利用的同时大幅提高产量。

先进生物农业将精准农业技术与利用先进的绿色化学（例如生物刺激剂和生物杀虫剂）开发的农业生物解决方案相结合。先进生物农
业涵盖了源自天然微生物的各类产品，可在作物收获前后使用。这些解决方案减少了对土壤和水的化学污染，有助于防止生物多样性
下降，减轻传统农业化学品给人类健康和福祉带来的风险。

基因组编辑技术使得科学家能够修改基因组，精确切割并将所需的性状插入作物基因。相反，传统的基因改造技术会改造DNA以添加
来自其他生物体的基因，从而生成所需性状。基因组编辑可以改进作物的耐旱性、提高作物产量和农业设备的工作效率。

资料来源：埃森哲战略分析

然而，精准农业本身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这一技术
全球10%的海域变成了人造“死亡地带”55，密西西比河
可能会加剧全球不平等，因为欠发达经济体往往无力投
三角洲附近墨西哥湾中面积达到8,500平方英里的“死
资兴建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无法为农民提供他们负担
亡地带”就是一个有力例证56。
Note: The identified developments refer to a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ies, process changes and / or business model changes, which
drive
can
a transformative impact. Also, we have taken a geographically neutral approach to assess the
得起的融资和电子技能培训项目。此外，设备的大规模
impact of these developments
Images credit: The Noun Project 2017
大规模部署生物解决方案能够带来巨大的环境、社
部署可能会导致电子垃圾增加和集中堆放，尤其是在缺
会和经济效益。21世纪的有机农业应当利用土壤和作物
少废物管理基础设施的地区。
微生物群落，结合精准农业技术，实现生产系统的突破
性发展，以缩小与传统有机农业的产量差距（目前约为
先进生物农业将精准农业技术与利用先进的绿色化
19%57）并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一机遇已吸引了来自初创
学和微生物技术开发的农业生物解决方案相结合。
企业和跨国公司的数十亿美元投资，开辟了全新的农业
食品生产发展方向58。
人工肥料尽管在提高农业生产力方面大获成功，然
而，农业废水中的氮和磷影响了各大海洋生态系统，使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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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Appendix 2 fora full description of Chapter Two methodology
.

基因组编辑有望以极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有效加快传
要想充分发掘这些技术的潜在价值，我们需要推进
Chapter
Three:The AcceleratingSustainable
Productionframework
59
统选育进程并改进农业耕作方式
。在RISPR/Cas
9等全
研发工作、投入大量资本、并提供制度支持、人才支持
Arguably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k lies in the
AcceleratingSustainable Production
新基因编辑工具的帮助下，原本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个世
以及物理和数字基础设施。很少有企业具备足够的资源
framework(also available as an online tool
). Its objectiveis to give businesses a way to manage
纪才能完成的基因改造在几个月内就能完成。与之前的
和能力独立完成上述工作。但是，基因编辑实验室和农
impact
of
SDGs
strategically,
building
their
own
competitive strength in the bargain. The mo
60
基因工程技术相比，基因组编辑的风险也相对较小 。
业技术制造商可以携手合作，加快开发能够快速适应现

agile, and its methodologyallows it to be tailored
for different technological interventions.
有或新型农业机器人的新型食品种类。数字化农业解决
这一技术能够创造巨大的商业价值。转基因作物的

方案供应商可以与当地融资机构合作，为目标客户提供

The framework builds on thevalue at stake approach
developed as part of the World Econom
批准流程十分复杂且耗资巨大。迄今为止，玉米和大豆
可行的融资方案。在全球范围内定制、推广和部署精准
Forum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61。这项技术
Industries project
, but is extended to cover physic
al and biologi
等大宗商品作物的转基因项目已经大获成功
农业解决方案离不开融资和技能培训项目的规划与实
可以推动由市场调节生物工程领域的决策，扩展对经济
和环境有重要影响的关键作物的转基因项目规模，削减
成本，提高产量，确保行业参与者共享转基因技术创造
Accelerating Sustainable ProductionWhite
|
的价值。在欧洲，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导致猪农每
年损失近16亿美元。在美国，这一数据为6.64亿美元62。
基因组编辑技术可用于家畜饲养，保障动物健康、提高
产量并降低动物患病造成的经济损失。
在环境可持续性方面，基因组编辑技术可用于培育
更耐旱、资源利用率更高、更适应气候变化的作物。此
外，这一技术还可改进热带地区原生家畜的基因63，改善
数亿以畜牧业为生的小农家庭的生活水平。要想实现并
共享这一技术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适当地监管并
利用这一技术可谓至关重要。
其他亮点：细胞和组织工程技术可用于改良肉类、
蛋类和奶类等最终产品。与其他蛋白质来源（如植物或
鱼类）相比，动物性食品（特别是牛肉）属于资源密集
型产品，资源生产率较低。事实上，虽然动物性食品生
产占全球食品生产用地的75%以及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
的三分之二，但其提供的蛋白质只占人类蛋白质总摄入
量的27%64。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几十年
时间才能改变现有的文化和饮食习惯。全球社会要想从
容应对未来粮食需求对全球公共资源带来的挑战，推动
技术发展很可能是最佳的、甚至唯一的选择。

加快可持续生产的机遇

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指
出，到2050年，全球人口数量将达到98亿65，在养活这
么多人口的同时推动农村发展、减少温室气质排放量并
保护宝贵的生态系统已成为目前最严峻的挑战66。因此，
在食品与饮料行业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已经悄然发生变
化：衡量企业的竞争力时需要综合考虑经济价值、环境
和社会影响等因素，把握战略平衡。仅仅依靠提高农场
产量和逐步优化产品加工流程推动食品与饮料行业发展
的策略已经过时。第四次工业革命为农业食品生产系统
转型提供了机遇，同时也推动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施。这两大领域都十分强调合作的重要性；在化学和生
物技术产业中塑造有机食品生产的未来也需要各大企业
倾力合作。
Paper

Page

“关键在于，行业和政府必须精诚合作，打造以风险
为导向的监管环境，推动新技术的商业化，以及在从播
种到包装的整个农业价值链中进行投资。”
丽莎 • 施罗特（Lisa Schroeter），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
Company）贸易与投资政策全球总监，美国

政府必须制定政策以刺激并促进发展。为此，政府
需要及时了解行业技术进步，并根据实际情况审慎评估
社会经济影响和必要的支持环境。例如，农业数字化转
型离不开由政府提供支持的融资和技能培训项目。第四
次工业革命和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农业食品系统地理格局
变化引发了许多担忧，对于随时面临发展滞后风险的发
展中国家而言，农业数字化转型显得尤为重要。

纺织品、服装和鞋类行业
背景

《多种纤维协定》（已于2005年终止）奠定了行业
的竞争格局。该协定对发展中国家可出口至发达国家的
纱线、织物和服装的数量实行配额制度，导致相关生产
活动从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因此，在许多以经
济发展为核心的国家，该行业占制造业总就业岗位的比
例很高67。

全球纺织品、服装和鞋类行业的整体趋势一直由市
场力量决定，并由少数大型企业主导，服装品牌和精益
零售商正在推动产品价格下降。除了设计、产能和上市
速度这三大领域，本行业鲜少出现技术革新，整个行业
均面临可持续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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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可持续发展工作的重点是提供安全平等的工
作条件，消除童工现象。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行业
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具体取决于采用的纤维类型。我们
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加工矿物燃料生产合成纤维时
导致的资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与种植纤维作物
有关的水资源和化学品滥用问题，以及成品制造阶段产
生的有毒/有害废料和废水68。例如，仅在2015年，生产
聚酯纤维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就相当于185个煤电厂一
年的排放量69。此外，生产一件棉衬衫需要2,700升水70，
到2050年，全球纺织品消费量预计将比2015年增长两
倍71。

f is

尽管如此，全球服装生产量在2000年至2014年间
还是翻了一番72。当前风靡的“快时尚”潮流意味着每年
有50个服装生产周期，而传统情况下一年只有两个周
期73。众多认证标准表明，消费者已经具备了时尚价值链
意识，希望服装企业能够逐步实现可持续生产。这为企
业带来了严峻挑战：如何把握极具洞察力的消费者难以
捉摸的多样化需求，同时在技术转型逐步向上游转移的
背景下打造更加环保、流程更精简的服装产业。

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成果

鉴于行业技术含量低特性以及纤维取材、生产和加
工对于可持续性的影响，该分析侧重于行业上游价值链
市场。我们在研究中梳理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利用数字、
物理和生物技术创新推动纺织品、服装和鞋类行业生产
系统变革的12种方式（图9）。
我们在下文中考察了纺织品、服装和鞋类行业最具
可持续发展目标价值创造潜力的三项发展成果（图
10），即替代性天然纤维、基因编辑纤维作物和生物制
造皮革，同时指出了相应的业务和可持续性机遇与挑
战。事实上，近期最具促进可持续生产潜力的是替代性
天然纤维以及纤维作物精准农业技术。（由于食品与饮
料行业部分已经对精准农业进行了论述，本部分将重点
讨论替代性天然纤维。）
替代性天然纤维可利用可再生、可降解的原材料生
产出性能优良的纺织品。根据近期的市场动态（例如纸
张消耗量下降）和相关科学依据，源于林木的纺织纤维
也可归为这一类74。
借助绿色化学和酵素科技，创新人员已经解决了亚
麻、大麻或黄麻等韧皮纤维过硬的问题75。种植大麻的需
水量低于棉花，而且生长更快，其根系能够疏松土壤，
为之后栽种的作物提供肥沃的土壤。此外，每公顷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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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纤维产量约为棉花的三倍76。虽然林木纤维生产的可持

续性主要取决于木材来源和所用的化学处理方式，但这
一材料能够带来极大的环境收益77。更重要的是，替代性
天然纤维占用的土地面积少，几乎不会带来滥伐森林的
风险。
扩大替代性天然纤维的规模化生产能够为全球发达
和发展中国家农民带来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同时带来
更多机遇，例如利用废弃物（例如菠萝叶）创造价值或
培育更多棉花替代品，因为种植棉花的成本甚至高于石
油基合成纤维78。石油基合成纤维也为我们带来了严峻挑
战，其大规模使用对环境的深远影响已在城市水域和海
洋中逐渐显现。
“RefibraTM纤维以棉花废料的浆状物为原料，是实
现再循环生产的一项突破性创新，最终目标是循环利用
消费后废物。目前，化工和机械技术已经取得了显著进
步，确定纤维废弃物化学成分的相关挑战。数字化技术
能够帮助我们在整个价值链中应对这一挑战。”

杜博思（Stefan Doboczky），兰精集团（Lenzing）首席执行官，
奥地利

近期检测显示，全球有数十亿人正在饮用被微塑料
污染的水，83%的调查样本显示水源已被污染79。绿色化
学的进一步发展有助于缓解合成纤维服装带来的微塑料
污染。
基因编辑纤维作物则采用了本白皮书“食品与饮料
行业”章节讨论的技术。基因编辑技术能够提高纤维作
物的产量，同时调整纱线和织物的物理性质。
经非遗传性改良的高地棉能够创造更多增值产品80 。
异源四倍体棉花复杂的基因组特征81极具挑战性，但最新
的研究表明，尽管基因改造的遗传性仍需进一步观察，
但以CRISPR/Cas9诱导棉花产生基因突变具有一定的可
行性82 。考虑到全球有2.4%的农田种植棉花，且使用的
杀虫剂和农药分别占全球总量的24%和11%83，逐步完善
棉花培育工作能够有效推动可持续性发展。
这一发展成果为将基因组编辑技术用于棉花和其他
天然纤维植物指明了前进之路。棉花基因改造能够降低
杀虫剂使用率，提高棉花产量，但也会导致降低生物多
样性和种子供应垄断等问题84。提供商用植物基因组数据
和编辑技术的开源平台可以帮助更多群体获得改良型纺
织纤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图9：纺织品、服装和鞋类行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成果的可持续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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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纺织品、服装和鞋类行业最具发展潜力的三大技术及其简介
技术成果
替代性天然纤维

基因编辑纤维作物

生物制造皮革

简要概述

即由不可食用或具有高纤维素的植物器官（例如菠萝叶、椰子壳、香蕉茎杆）制成的纺织纤维。纤维来源一般是不具备商业价值的
农场残留物。其中还包括可用于替代棉花和石油基纺织品、纯纺织品或混合纺织品的天然纺织纤维，如亚麻、大麻、竹子和海藻。
这些植物可以提供性能优良且可再生、可降解的纤维。

利用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来改良纤维作物，尤其是棉花。该技术有望解决因土壤侵蚀、降雨强度和农业化学品过度使用而导致
的产量下降问题，同时还能为行业领导者和中国、印度和美国等主要棉花出口国提供创收机会。

指的是通过内部培育的胶原细胞在实验室培养生物制造组织以用于非动物皮革生产的活动。采用简化的鞣制工艺提纯并加工胶原蛋
白，化学物质含量较低。根据设计规划尺寸和形状，因此不会造成浪费；纹理等物理特性均可定制。整个过程更迅速、更清洁，能
够生产对环境影响不大的产品。

资料来源：埃森哲战略分析

在众多皮革替代品中，生物制造皮革是最新的一项
例如，印度卡普尔（Kapur）附近的恒河中与鞣制
技术成果。然而，目前的动物皮革替代品大多属于无机
流程相关的毒素含量约为每升6.2毫克，远远超出了政府
物，不支持生物降解且不耐用，而且容易造成严重的环
规定的每升0.05毫克的标准88。
85
Note: The identified
developments refer to a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ies, process changes and / or business model changes, which
drive
can
a transformative impact. Also, we have taken a geographically neutral approach to assess the
境污染
。据估计，到2025年，每年需要屠宰4.3亿头奶
impact of these developments
Images credit: The Noun Project 2017
除了能够解决与皮革生产有关的伦理道德和环境问
牛才能满足全球时尚需求，这可能会对人造材料产生重
题，人造皮革（即生物制造皮革）还具有更轻、更薄、
大影响。（这些估值不包括汽车等行业的需求86。）从经
更耐用的优势89。企业可以针对环保道德意识较高的消费
济角度而言，皮革是肉类行业最重要的副产品87。皮革对
者，开发模仿稀有或已灭绝动物特性的新产品。事实上，
于环境的影响主要在于工业养殖和皮革加工，而皮革加
人造皮革可以弥补传统皮革供应不足的问题 9 0 然而，
工往往会产生大量有毒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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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该行业预计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
持续发展91，过快推广这一技术可能会对现有的行业工作
者造成冲击。（值得注意的是，除此之外，并无其他行
业使用牲畜皮革。）

加快可持续生产的机遇

虽然没有任何一种替代性天然纤维能够取代棉花或
抢占石油基合成纤维的大量市场份额，但各类替代性天
然纤维的规模化应用以及旨在提升终端用户环保意识的
活动能够在推动行业增长的同时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影
响。当前的技术水平已然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但仍需开
展进一步研究。此外，政府也可效仿传统的纤维作物补
贴政策（例如美国的棉花补贴项目），为当前的规模化
协作项目提供支持92。
为了提高产量、降低维护成本并增加农民收入，我
们可以大规模种植基因编辑纤维作物品种。这一举措将
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GDP增长，同时降低该行业的供给
侧和名誉风险。从长期商业发展角度来看，生物制造皮
革是一个新兴领域。虽然生物制造皮革在社会经济效益
方面仍存在不足，但其能够在不增加现有牲畜数量的前
提下满足全球迅速增长的皮革需求。对初创企业而言，
借助各大服装品牌赢得销量、打造口碑的能力至关重
要。我们需要构建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协作平台助力初
创企业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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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Two: Regionalopportunities
第二章：区域发展机遇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ill
likely deploy very differently across regions, varying in speed and
scale between those with legacy as
sets and thosestartingfrom scratch. The classic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jectory
– from agrarian to industrial to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is becoming obsolete.
Industry will go directly to the most sustainable and competitive model by combining technolo
gy,
asset-light processes and new business models.

第四次工业革命在不同区域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可能
报告）促进可持续生产实践，并通过案例分析确定取得
截然不同，例如，有的区域已拥有丰富的发展资源，而
可持续生产发展成果的关键成功因素。
This chapter explores opportunities for accelerating sustainable production practices
有的区域则需要从零开始。从农业社会过渡至工业社会
based
on understanding the regional context (drawn这一极具前瞻性的各国准备状况评估采用了基于两
from World
the Economic Forum Readiness for
再到后工业社会这一典型的发展轨迹已经过时。整合技
the
Future of Production assessment 2017-2018 ) and
identifying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for
adopting
术、轻资产流程和全新商业模式将助力工业直接进入最
大维度构建的框架（图11）：制造业结构（即当前的生
sustainable
production developments drawn from
case study analysis.
具可持续性和竞争力的发展阶段。
产基准）和制造业驱动力（即利用新兴技术推动制造业
体系转型的关键因素）。
The本章探讨了如何在了解区域背景的基础上（基于世
forward-lookingcountry readinessassessment uses a framework(Figure 11) based on two
the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the baseline current
of
production) andthe drivers of
dimensions:
界经济论坛2017-2018年“制造业的未来”准备状况评估

production (the key enablers that position a country to capitalizeemerging
on
technologies to
transform its production systems).

图11：用于评估制造业未来发展潜力的国家制造业准备状况指数框架
Figure
11: Country R eadiness Index framework to assess the future potential of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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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科尔尼（A.T. Kearney）/世界经济论坛分析
Source:
A.T. Kearney/World Economic Forum analysis

The framework leverages a data
-driven approach to map countries across four broad archetypes
(Figure
12) – (1 ) global leaders: strong current– base and
positioned well for the future,2)( legacy
本框架利用数据驱动法绘制了四类典型国家（图12）
为了确保分析对象兼具特殊性和代表性，我们对以
（1）全球领军者：当前实力强劲，为未来做好了充分准
下区域进行了深入研究：欧洲（波兰）、非洲（肯尼
champions: strong current base but at risk for the future,
3) (high potential
: limited current base but
备；（2）传统胜利者：当前实力强劲，但未来面临发展
亚、埃塞俄比亚）、亚太地区（印度、泰国和越南）和
positioned
well for the future
, and (4) followers: limited
current base and at risk for the future.
风险；（3）高潜力者：当前实力有限，但为未来做好了

拉丁美洲（阿根廷、墨西哥）。

To
keep the analysis specific yet representative, the following geographies
were studied closely–
充分准备；（4）追随者：当前实力有限，未来面临发展
Europe
风险。 (Poland), Africa (Kenya, Ethiopia),Asia Pacific (India,Thailand, Vietnam) and Latin America
(Argentina, Mex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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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used in report

图12：各国未来制造业准备状况（8个样本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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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科尔尼（A.T. Kearney）/世界经济论坛分析

欧洲（波兰）
区域背景

从框架区域背景（图13）来看，波兰拥有以下优势：

– 强大的贸易基础设施（稳固的贸易关系网络和市场准
入渠道）
– 健全的物理基础设施

– 复杂的生产结构（跨价值链和跨行业协作十分成熟）
– 注重可持续发展

波兰消费者的可持续发展意识不断增强93，对于产品
追溯、打击假冒产品和获取真实产品信息的需求也愈加
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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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机遇

鉴于复杂的生产结构和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波兰
非常乐于采用工业生产领域的创新技术。例如，ABB公
司开发的YuMi协作机器人能够通过持续操作进行设计和
测试，从而提高产品质量和车间生产力，并将车间调试
时间缩短25% 94 。总部位于德国的电子生产设备制造商
Kurtz Ersa是首家利用YuMi协作机器人执行中小规模重复
性焊接工作的公司95。
德国自动化协作机器人：协作式自动化生产

作为一款协作式双臂机器人，YuMi采用人形设计，
重达38公斤。YuMi动作精准，行动迅速，能够不断折返
回同一地点，误差不超过0.02毫米，最高移动速度可达
每秒1,500毫米。YuMi售价为40,000美元，每只手臂的
有效载荷为0.5公斤，可与工作站轻松集成。

Framework used in rep

New framework

图13：国家准备状况指数框架得分 - 波兰

Country readiness framework score – Poland
贸易

8.5

基础设施

7.6

复杂程度

7.5

可持续性

7.1

技术平台

6.9

当前劳动力

al map of国内外需求
readiness
sults (eight focus
政府
规模
ated)
消费群体
未来劳动力
投资

创新能力

6.9
6.7
6.1
5.9
5.1
3.8
3.4

2.6

资料来源：科尔尼（A.T. Kearney）/世界经济论坛分析

从应用角度来看，促进协作机器人等技术的发展要
求国家更多地关注研发和创新能力。在本框架中，波兰
的研发创新指标得分相对较低，仍然有待改进。
对于有潜力满足本土消费者规模化需求的生产创新
而言，不断提高的消费者意识堪称一大助力。阿迪达斯
的高速工厂（Speedfactory）是一家位于德国的鞋厂，
可根据消费者的规模化需求调整鞋品设计96。通过高速工
1
厂，阿迪达斯推出了为伦敦、巴黎、洛杉矶、纽约、东
京和上海定制的城市专属运动鞋97。
阿迪达斯的高速工厂：数字化和柔性制造
阿迪达斯的高速工厂在生产鞋品时使用了自动化技
术、增材制造技术和智能数字孪生技术。高速工厂的构
想是直接将原材料灵活转化成产品部件，取代配件订
购，从而缩短生产价值链。高速工厂能够帮助阿迪达斯
将开发、制造到上市的时间周期从数月缩短至数天，同
时缩小产品批量至500对，甚至最终实现个性化定制产
品。阿迪达斯借此实现了本地化设计。传统供应链中也
开始采用高速工厂技术，以提高生产灵活性和速度。
波兰消费者意识的不断增长，有望大力推动技术创新，
增强消费者信任和透明度。例如，沃尔玛（Walmart）
与IBM合作推出了基于区块链的可追溯系统，旨在追踪其
食品供应链中产品的原产地。凭借该系统，沃尔玛在2.2
秒内就能追踪到墨西哥芒果的原产地98；在此之前，则需
要将近一周才能查到这一信息。从执行角度来看，协作
机器人生产系统、高速工厂或基于区块链的可追溯系统

Driv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Production Systems with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novation

等创新技术均离不开供应链创新的支持。YuMi协作机器
Country readiness framework score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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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创新合作的基础上设计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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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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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波兰而言，促进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的机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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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政策机遇包括利用激励机制促进跨国联盟和合
reduction in emission intensity during 200

作伙伴关系，例如，欧盟委员会的循环经济一揽子计划
（Circular Economy Package）能够帮助欧洲企业和消
费者打造更强大的循环经济100 。此类政策有助于波兰借
助法国、德国等邻近国家的雄厚研发实力。（根据2018
年“制造业的未来”准备状况评估报告，法国和德国在
研究强度和创新能力等指标的得分约为6-7，总分为10）。

非洲（肯尼亚、埃塞俄比亚）
区域背景

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国家准备状况平均得分（图
14）表明该区域在以下方面优势显著：
‒ 可持续性（高度重视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并积极采取措
施尽可能减少生产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 技术平台（为制造业技术提供先进、安全、互联的信
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
此外，子类别数据（图中并未涉及）显示，两国在
劳动力灵活性和适应性上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事实上，
虽然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在大部分子类别的平均得分都
不足4分，但在灵活性和适应性方面的平均得分分别为
5.0和4.3。另外，农业活动对于这两个国家乃至整个非
洲大陆都至关重要。本研究注意到，肯尼亚的农业产值
占该国GDP的25%左右，占用了约75%的劳动力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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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framework
图14：国家准备状况指数框架得分
- 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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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区域性的细微差异，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
可以充分利用本国灵活的大规模农业劳动力来推动农业
创新，例如垂直农业、精准农业和非食用性生物纺织品。

推广机遇

南非Clean Air Nurseries（CAN- SA）等企业已在大
力推广农业创新技术。该公司在南非各地兴建了垂直农业
生产基地，这一举措减少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有助于
改进民众的健康状况。
利用Pinatex纤维制造皮革需要利用到创新技术将菠
萝废弃物制成皮革，同时避免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102 。
这一创新技术对于菠萝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的埃塞俄比亚
而言意义非凡103。
Pinatex纤维：利用菠萝叶制造皮革
Pinatex是一种源自菠萝叶、用于制造皮革的纤维的
商用名称。首先需要通过皮质剥除工艺从菠萝叶中提取
长纤维，在菲律宾接受脱胶加工处理，变成无纺布。随
后半成品会被运至西班牙，制成结实耐用的皮革。16棵
菠萝作物的叶子能够制成1平方米大小的Pinatex皮革，售
价为18英镑。
全球菠萝种植业会产生约1,300万吨废弃物，其中很
大一部分可转换成Pinatex纤维。皮质剥除工艺产生的废
物也可用作肥料或生产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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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农业的发展也能为本区域带来收益。例如，孟
山都公司（Monsanto）于2013年斥资约10亿美元收购
了Climate公司（Climate Corporation）104。本次收购
可助力孟山都收集关于地形和天气条件的海量数据，将
这些数据作为实时情报分享给农民，帮助农民在干旱、
暴雨等恶劣天气条件中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这一计划
能够帮助农民提高产量并降低歉收风险，而孟山都也能
利用海量数据培育更优质的农产品。

影响和行动

企业能够通过推动上游一体化和协作在促进农业创
新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同时利用其规模化和灵活性优
势，打造由农民、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组成的农业生态
系统，集众人之智，采众家之长，推动行业发展。
决策者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 制定全新认证和标准，确保满足安全需求，增强消费
者意识。例如，美国一家动物权益机构善待动物组织
（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简称
PETA）将Pinatex认证为零残忍（cruelty-free）产品105。
在非洲地区，制定类似认证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 促进机制能够利用孵化中心、创新中心和资助机制，
鼓励创业活动，并充分利用该地区劳动力灵活敏捷、
适应力极强的优势，促进产业发展。

亚太地区（印度、泰国、越南）
区域背景

图15表明，在亚太地区范围内，印度、泰国和越南
在以下方面尤为突出：
‒ 需求（国内外需求巨大，消费群体复杂，有利于开展
多样化产业活动）
‒ 规模（制造业附加值占GDP的比重较高）
‒ 物理基础设施

除了上述特征，各大产业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亚洲的电子产品出口占全球出口额近三分之一 106 。
虽然迄今为止大部分出口来自中国，但越南和印度的上
升势头不容小觑 107 。在汽车行业，亚洲的轿车产量占全
球总产量的近一半，而印度和泰国分别是全球第五大和
第十二大汽车制造国108。

从区域角度来看，亚太区域内的企业对制造业创新
接受度更高，尤其是在汽车行业和电子行业。亚太国家
彼此建立了稳固的贸易关系网络，有助于推广从发达国
家传承的最佳实践。

推广机遇

在汽车行业，丰田（Toyota）在新款车型中采用了
生物聚合物部件109 ，这一举措值得本地制造商深思。丰
田希望借此用生物塑料取代部分传统塑料部件。
在欧洲，雷诺（Renault）的短循环回收利用计划则
是另一例证。这一颠覆性项目是雷诺循环经济战略的一
部分。借助全法工业合作伙伴和汽车拆卸中心网络，雷
诺成功实现了95%报废汽车的再利用 110 （85%用于材料
回收，10%用于能源生产）。目前，雷诺在欧洲制造的
汽车有36%（以质量计）的原材料是可回收材料111。
丰田试水生物聚合物部件：以生物质取代塑料
丰田表示，其20%的塑料部件将更换为全部由生物
或有机材料制成的生物塑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负责
丰田集团贸易业务的丰田通商（Toyota Tsusho）已与总
部位于美国的阿内洛公司（Anellotech）开展合作。后
者专注生产纯生物塑料，能够利用专业技术将非食用生
物质转化为用于生产聚合物的塑料。目前，测试设施已
经交付，预计到2020年，生产生物聚合物部件的商用级
别生产设施即可获批。
福特斥巨资投入美国业务，以期转型成为电气化、
自动化和机动化领域的巨头 112 。而转型离不开互联技术
的支持。利用这些投资，福特的业务模式逐渐从以产品
销售为核心转向为以结果销售（即车辆机动性）为核
心。到2020年，该整车厂将推出13种新车型，实现40%
以上系列车型的电气化113。
对亚太地区的规模化经济体而言，电子行业在推广
创新技术领域也极具潜力。目前，亚太地区已在全球电
子研发领域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十分乐于吸
纳 技术创新，利用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研发的生物纳米线即是例证114。
生物纳米线：美国的电子行业创新

地杆菌（一种细菌）可以将电子转移到电极表面。
利用该技术制成的生物纳米线导电性高、毒性低且生产
能耗低。地杆菌纳米线可以产生类似于碳纳米线的电
荷，还可与电子设备和传感器相集成。

图15：国家准备状况指数框架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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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3D打印器官芯片115是一项颇具前景的创新
技术。器官芯片技术能够模仿消化、呼吸和心肺系统等
人体功能，扩大疾病检测、毒理学和药物筛选的研究途
径，从而取代动物试验。利用3D打印技术制造器官芯片
不仅能够推动自动化制造，还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更复
杂的产品。

影响和行动

跨国合作能够加快越南、泰国和印度等国采用汽车
和电子行业技术创新的步伐。本土汽车和电子制造企业
可以与来自技术更为成熟地区的行业参与者开展合作或
建立合资企业。
各国政府和决策者可考虑采取以下行动：
– 推动数字化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应用：各国
政府和决策者可考虑制定政策机制以推动数字化技术
的采用和针对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投资，打造高
度连通的生态系统。例如，印度已通过“数字印度”
5
（Digital
India）倡议等项目制定了此类机制116，但仍有
许多国家的宽带互联网尚未普及，无法充分发挥相应
潜力。

– 加强劳动力技能培训：鉴于亚太地区在“未来劳动力”
这一类别得分较低（约4.1），加强劳动力技能培训有
望进一步推动该区域的发展。劳动者必须对创新技术
Framework used in report
有基本的认识，并从小学阶段开始了解创新技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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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net imports)
Resources (attractive energy utilization costs and access to clean
energy altern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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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阿根廷、墨西哥）
区域背景

在北美和拉丁美洲，墨西哥和阿根廷在框架中的以
下方面拥有明显优势（图16）：
– 需求（国内外需求巨大，消费群体复杂，有利于开展
多样化产业活动）
– 健全的基础设施和技术平台

美洲的食品与饮料行业侧重肉类产品。事实上，阿
根廷的人均肉类消费量居世界首位118。
孟菲斯肉类公司（Memphis Meats）：推出环保人造肉
类食品

美国食品技术初创公司孟菲斯肉类正在大力研发人
造肉。该公司从活体动物身上提取初始细胞，置于生物
反应器内的生长培养基上进行增殖。初步味道测试表
明，牛肉、鸡肉和鸭肉的味道均可以接受。该公司声
称，人造肉有望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土地和水资源使
用量骤降低至仅10%。截至2017年3月，一磅肉的生产成
本为9,000美元。该公司预计，到2021年，人造肉的价
格将降至消费者可承受的水平。

New framework

Country readiness framework score – Average for

图16：国家准备状况指数框架得分
- 阿根廷和墨西哥的平均值
Argentina and Mexico
国内外需求

6.9

基础设施

6.1

技术平台

6.0

复杂程度

5.9

可持续性

5.9

规模

5.7

当前劳动力

5.6

贸易

4.9

政府

4.2

消费群体

4.0

投资

未来劳动力
创新能力

3.9
3.3
2.1

资料来源：科尔尼（A.T. Kearney）/世界经济论坛分析

推广机遇

该区域在食品与饮料行业的上游创新方面优势十分
明显。例如，美国杜邦公司（DuPont）利用CRISPR
基因编辑工具 119 开发了多个淀粉含量较高、需水量较少
的玉米品种。这项技术还可用于减少作物生长中的疾病。
杜邦计划到2020年实现该技术商业化落地。

目前美洲还在引入一些更前沿的创新，为各行各业
带来可持续发展实践。美国孟菲斯肉类公司所开发人造
肉的口味测试 120 已经在多种动物制品验证中取得了好成
绩。人造肉类也能为传统产品提供有利于环保和动物保
护的替代产品。天丝（Tencel®）溶剂型纤维采用可再生
资源木材制成，这是另一个潜力巨大的发展方向。这些
纤维来源于天然生态原料，在生产过程中对水、溶剂、
染料和漂白剂的需求非常少，极大降低了对环境的影响121。
该技术未来可以扩大到其它地区，例如墨西哥和阿根廷，
这两个国家都拥有茂密的桉树林。
兰精集团Tencel®专有天丝纤维：环保纺织品

奥地利兰精公司（Lenzing）利用木材开发出了Tencel®
天丝溶剂性纤维。这些树木不需要灌溉，杀虫剂则来自
于天然可持续的森林和种植园。将木材压碎成碎片并进
行溶解，经过溶剂沉析纺丝流程即可产生纤维。这种纯
白色纤维不需要漂白，并且由于吸收性好只需少量染
料。在生产过程中，99%以上的溶剂可以回收再利用，
从而形成一个闭环流程。制造一吨天丝纤维需要砍伐0.3
公顷（0.7英亩）林地的树木；而从棉花中生产相同数量
的纤维则需要四倍的土地和20倍以上的水。

影响和行动

消费者的怀疑论和惯性思维往往会阻碍食品饮料行
业的创新。因此，企业应该考虑开展一些旨在提高消费
者认知度的活动：人造肉生产商可以大力宣传生产流程
的益处，减轻人们对“人造”产品的担忧。
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开发新的认证机制和标准，以
推广并监督这些可持续的新型纤维产品。例如，如果没
有Ecocert认证，环保纤维可能会受到消费者的质疑122。

制定类似的标准可以帮助提振消费者和行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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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促进可持续生产框架
无论是在工业生产还是日常生活中，科学技术的飞
速发展有目共睹。但是，要让人们理解并量化这些变革
所创造的价值以及为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年制定）所
做的贡献，则要困难得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促进可
持续生产框架所面临的挑战。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将于2018年
7月审查目标12（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的进展情况。生产
系统有望助力实现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可持
续生产框架将帮助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深入了解第四次工
业革命的创新成果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从
而制定出连贯一致的发展战略，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
进展。
构建框架时的第一项任务是衡量在生产系统内实施
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成果可能为行业带来的价值。研究
团队利用世界经济论坛数字化产业转型项目所开发的风
险价值方法，并将范围扩展到了数字化技术以外的物理
和生物技术。在框架的这一部分共阐述了六个行业价值
杠杆：对行业运营利润（增值）的潜在影响；行业参与
者之间的利润转移（价值迁移）；客户利益，以及对劳
动力、社会和环境的影响。
此外，还探讨了这些行业价值杠杆与可持续发展目
标之间的联系。其间重新审查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并详细审查了232项基本指标及其定义。随后，我们根据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低标准绘制出六种价值杠杆并建立
了因果关系，有助于大家了解各行各业可借助哪些杠杆
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见图17，以汽车行业为例）。
最后，成功将本白皮书中确定的40项可持续生产发
展目标与风险价值杠杆和可持续发展指标联系起来。这
样才形成了一个框架，不仅可用于衡量本文确定的第四
次工业革命发展成果对企业价值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做
的贡献，也可用于了解本文未作讨论的创新效果。
（附录
2提供了该框架采用研究方法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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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框架现已被转化成为一项交互工具。各国领导者
可以结合本国制造业领域的创新成果，借助该框架来把
握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可持续性影响和机遇。此外，
他们还可以从战略层面利用该框架，从而实现三重底线
价值。该工具还可以帮助各利益相关者评估本文中未涉
及的其他创新成果进行场景研究。
企业领导者在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时可以综合考虑
各种复杂的影响关系，从而了解哪一杠杆可用于推动特
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此外，企业领导者还可以相互理
解和交流自身对“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贡
献。想象一下，如果从事汽车行业，您可能希望了解区
块链的影响（图18）。利用该工具可揭示第四次工业革
命发展成果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凸显与价值
创造驱动因素之间的联系，并提供有关时间范围、所涉
技术以及相关利益和风险等信息（图19）。
该项目的下一步是在合作国家和组织中应用该模型，
以量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价值和贡献。

excel-based model into an interactive tool
Accelerating Sustainable ProductionWhite
|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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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促进可持续生产框架工具⸺汽车行业价值驱动因素与可持续发展指标的联系（截图）
Screenshot
of the framework showing the mapping of value drivers to SDG indicators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资料来源：埃森哲战略

图18：促进可持续生产框架工具⸺汽车行业第四次工业革命特定发展成果（区块链）影响下，价值驱动因素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指标的联系（截图）

资料来源：埃森哲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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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促进可持续生产框架工具⸺第四次工业革命某一特定发展成果（区块链）的详细说明（截图）

资料来源：埃森哲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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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1：第四次工业革命可持续
生产发展成果
汽车
Automotive

图20：汽车行业可持续生产技术的发展成果和说明
Figure 20:Sustainable producti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and descriptions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进展

短循环回收利用

生物塑料和
复合材料

智能数字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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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3D打印技术

区块链

智能仓储

增强劳动力

用于再制造环节的
机器人拆卸技术

简要概述

短循环（即所有回收过程均保留在汽车行业中）旨在利用数字平台和就近原则建立多个合作伙伴关系来回收利用可

（再）制造的材料。当前利用短循环进行原材料回收的例子包括钢、铜、纺织品和塑料等，最大限度将回收处理流程保
留在本土汽车行业。

将较重的金属和塑料部件替换为工程级生物聚合物和/或较轻的全部或部分采用植物原料生产的天然纤维增强塑料。例

如，结构件可以采用由亚麻纤维和生物环氧树脂与碳纤维进行混合后生成的复合材料，比传统聚合物更轻、更便宜、也
更环保。这些材料和部件适用于多种车辆系统，包括动力传送系统。

将现有的数字孪生技术与工业物联网和机器学习技术相融合，通过机器传感器提供近乎实时的更新和数字资产可视性。
数字孪生模式可让制造商大幅提高工厂运营效率并及时了解最终产品的性能。

机器人系统采用人机合作的方式执行任务，不仅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保护人类远离存在潜在危险的工作（比如事故
发生频率较高的工作）。由于传感器和视觉技术的进步以及计算能力的提高，新一代重量更轻、即插即用型移动产品即
将面市，从而安全开展各类人机协作。

将3D打印技术应用于金属材料可以提升通用和特殊用途型材料的灵活性。3D金属打印技术在汽车行业的应用涉及大规模

的生产模具、备件和定制零件的增材制造以及最终产品组件打印。自下而上构建产品并按需用料可以显著减少材料浪费
并降低产品重量，且极具成本优势，尤其是在使用钛合金和镍合金钢等材料的情况下。

区块链是一种分布式账本技术，可以创建可与业务网络中多个参与者共享但不可更改的交易记录。在汽车领域，区块链
技术可以使所有利益相关者通过供应链中每个步骤追溯组件的来源，并可通过逆向物流应用实现物料回收和再制造。

自主移动机器人（AMR）技术的进步使在仓库中使用机器人成为现实，它们通常可与仓库工人合作，支持大批量小型多

行订单操作。这样可以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工伤和事故，并提供更多技能培养和再培训机会。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将
机器学习纳入AMR解决方案。

增强现实技术（AR）现已广泛用于车辆生产的各个环节。AR技术在汽车行业可以支持复杂装配、机器维护、专家支持需

求和质量保证等多个流程。它也是一种协作工具，可促进车间自动化，提高生产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推动健康安全
事项改善。

机器人现已广泛用于汽车制造，但在再制造领域，特别是在关键的拆卸阶段尚未普及。这一领域的进步意味着未来用于
再制造的报废产品拆卸流程将变得更容易、更快速和更具成本效益，从而推动有效的资源利用并实现行业内的循环
经济。

资料来源：埃森哲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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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汽车行业可持续生产技术的发展成果和说明
Figure
21:Sustainable
producti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 time horizons, key
technologies
and business
considerations
进展

影响时间范围

关键技术和创新特征（简述）

关键商业因素

短循环回收利用

短期
（未来5年）

• 数字技术：跟踪技术、机器视觉、云计算、大数据

• 逆向物流

生物塑料和
复合材料

短期
（未来5年）

智能数字孪生

中期
（5-10年）

协作机器人2.0

短期
（未来5年）

金属3D打印技术

短期
（未来5年）

区块链

中期
（5-10年）

智能仓储

长期
（10年以上）

增强劳动力

中期
（5-10年）

用于再制造环节的
机器人拆卸技术

中期
（5-10年）

• 物理技术：先进的物料分类、机器人拆卸

• 其他：商业模式创新（回收和循环利用、循环供应链）

• 垂直整合

• 生态系统适应性调整

• 物理技术：纳米技术（指轻质材料中的纳米粒子使用）、

• 需要监管部门批准

• 数字技术：用于研发的智能实验室技术、大数据、云计算

• 可回收能力

先进的科学仪器、微纤维技术（例如纤维素微纤维复合材料）

• 生物技术：先进的绿色化学和化学工程

• 物理技术：传感器和执行器，计算技术

• 数字技术：工业物联网、仿真软件、机器学习/AI
（用于预测分析和仿真）、大数据、云计算

• 其他：工厂车间的实时仿真和诊断

• 研发投资

• 数据存储功能和网络安全
• 资本投资

• 互联产品和服务

• 物理技术：机器3D传感、传感器和执行器、机电设计工具

• 员工培训

• 其他：基于传感器和机器感知的新型安全解决方案

• 资本投资

• 数字技术：适用于工业机器人的高级软件、工业物联网

• 流程变更

• 物理技术：3D打印机和打印方法、新材料（例如金属添加剂

• 知识产权与网络安全

• 数字技术：CAD设计的进步，网络安全的改进

• 可回收能力

制造）

• 其他：材料科学的进步

• 利益相关者准备程度

• 物理技术：传感器和数据标签，RFID技术

• 网络安全

• 其他：商业模式创新（循环供应链、共享平台）

• 人才招聘/能力培养

• 数字技术：区块链（分布式账本）、加密货币

• 透明度和可追溯性

• 物理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

• 资本投资

• 其他：有效支持物流装配线的启动

• 流程变更

• 数字技术：机器学习、视觉传感、软件技术

• 员工培训

• 物理技术：显示技术、移动设备

• 资本投资

• 其他：用于机器维护、质量控制、复杂装配等的工艺创新

• 员工培训

• 数字技术：工业物联网、云计算、数据分析、软件技术

• 人才招聘（设计师）

• 物理技术：机器人和协作机器人技术、机器3D传感和机器视觉、

• 资本投资

• 数字技术：工业物联网、云计算、数据分析

• 流程变更

传感器和执行器、机电设计

• 其他：商业模式创新（回收和循环利用、循环供应链）

• 员工培训

资料来源：埃森哲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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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One: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industry developmentsand the Unite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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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evaluation framework is based on the
SDGs and indicators.Developments inFourth Indust
Revolutiontechnology were assessed againstrelevant SDG targets based on desk research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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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s, noting upside potential and risks.
Fourteen of the 17 SDGs were selected and group

电子
图22：电子行业可持续生产技术的发展成果和说明
Figure 22:Sustainable producti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and descriptions in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进展
矿产的数字
可追溯性

半导体Fab 4.0

高级电子
设计自动化

准黑灯工厂

电子产品自动拆卸

电子产品3D打印

绿色电子材料

先进的绿色包装

简要概述
用于贵金属和工业金属市场的区块链软件，可防止“冲突矿产”进入电子产品价值链。私人许可的区块链技术可以按时
间顺序永久记录从可由多个合作方访问的计算机网络中复制来的信息。涉及矿石来源的交易可以与之前的销售交易相
关联。

指应用先进制造技术进行硅晶圆制造以及半导体和微芯片等电子元件的生产（传统生产流程会耗费大量能源和资源）。
优化运营有助于大幅提高可持续性，重点是在晶圆前端制造和后端制造环节中采用工业物联网、大数据、高级分析、机
器学习和协作机器人等技术，在有望大幅提升能源和资源效率的新兴市场中更是如此。

EDA是电子设计领域的一项仿真技术，可以计算并预测材料和组件的性能，从而创建最佳的产品配置。这项以往只用于

芯片设计的技术，现在已扩展到电子设备的整个开发过程，结合机器学习技术，可以提高设计和生产的效率和准确性，
加快原型设计步伐，减少批次缺陷和产品召回机率，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自动化工厂采用机器人作业来生产电子产品，只需有限的或甚至无需人工干预。虽然真正的黑灯生产仍在少数，但越来
越多流程只需少量人机交互即可顺畅运行。这样可以显著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生产能力和总产能，同时尽可能减少错误
和浪费。

指拆卸电子产品以实现电子元件再利用和回收，从而降低对原材料的需求，实现材料闭环和循环经济业务模式。这一发
展成果离不开适用于小型拆卸厂的模块化设计技术以及先进的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这不仅能够降低供应链风险以及电
子产品和冲突矿产的名誉风险，还能够确保原材料的持续再利用和增值。

即使用3D打印技术生产电子产品的硬件组件。使用3D打印的印刷电路板（PCB），设计人员可以加速完成原型设计，从
而加快产品上市时间并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这种3D打印技术应用方才兴起，目前仅限于原型设计，但不少公司已经在
尝试使用导电油墨以适应传统金属在用于电子产品时的特性。

由细菌和微生物等有机物制成的合成生物材料能够助力打造体积更小但功能更强大的设备。这些材料目前可用于制作电
线、晶体管和电容器，减少人们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以及电子元件中的有毒物质，十分经济高效。这些材料还可用于
制造生物兼容性传感器、计算设备和太阳能电池板组件。

材料科学创新让行业领先的电子产品公司能够在出厂的产品中使用可持续包装，例如基于菌丝体的保护泡沫、使用
AirCarbon®绿色材料和酶加工小麦秸秆等，从而提高企业声誉并降低碳排放量。

资料来源：埃森哲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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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3: Sustainable producti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in the electronics
– time
industry
horizons, key

technologies and business considerations
图23：电子行业可持续生产技术的发展成果⸺时间范围、关键技术和商业因素
进展

影响时间范围

矿产的数字
可追溯性

中期
（5-10年）

半导体Fab 4.0

短期
（未来5年）

高级电子设计
自动化

中期
（5-10年）

准黑灯工厂

中期
（5-10年）

电子产品自动拆卸

中期
（5-10年）

电子产品3D打印

中期
（5-10年）

绿色电子材料

长期
（10年以上）

先进的绿色包装

短期
（未来5年）

资料来源：埃森哲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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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和创新特征（简述）

关键商业因素

• 数字技术：区块链、云计算、在线平台

• 网络安全

• 其他：商业模式创新（共享平台、循环供应、回收和循环利用）

• 人才招聘/能力发展/协作

• 物理技术：RFID、移动技术

• 数字技术：云计算和大数据、高级分析、协作机器人系统和
机器学习

• 其他：精益计划

• 企业声誉
• 资本投资

• 长期竞争力

• 数字技术：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云计算、大数据、工业物

• 网络安全

• 其他：研发流程再设计

• 人才招聘/能力发展

联网、机器学习

• 物理技术：机器人和智能自动化、传感器和执行器

• 数字技术：工厂平面规划工具、工业物联网、云计算和存储、
分析

• 资本投资
• 网络安全
• 资本投资

• 利益相关者准备程度

• 物理技术：先进的机器人和自动化、传感器和执行器、

• 员工培训

• 数字技术：数字化退货物流、云计算

• 资本投资

移动设备

• 其他：商业模式创新（循环供应）、工艺设计

• 研发

• 物理技术：打印机和打印方法/墨水、纳米技术

• 资本投资

• 其他：材料科学、机械工程、印刷电路板印刷和导电油墨

• 创新驱动力

• 数字技术：CAD软件、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
等专有工艺

• 物理技术：纳米技术、先进的科学仪器

• 生物技术：生物混合系统/合成生物学和生物工程、
先进的绿色化学

• 其他：材料科学

• 内部能力

• 合作机会

• 创新驱动力

• 与生物科技的联系

• 物理技术：先进的科学仪器

• 合作机会

• 其他：材料科学

• 供应链就绪

• 生物技术：先进的绿色化学、酶解决方案

• 成本吸收

食品与饮料行业

Figure 24: Sustainable producti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and descriptions in the food and beverage indu
图24：食品与饮料行业可持续生产技术的发展成果和说明
进展

精准农业

先进生物农业

基因组编辑

垂直农业

自动化农业

农业5.0

细胞与组织工程

3D食品打印

供应方高级包装

供应链可追溯性
和控制
先进的有机废水处理

简要概述

精准农业将数据、分析技术与作物科学相结合，作出科学的农业决策。利用GPS、土壤传感器、天气数据和物联网等技

术制定施肥、灌溉、收获时间、播种间距等相关决策，适用于整个农业生产系统，可在优化资源利用的同时大幅提高
产量。

先进生物农业将精准农业技术与利用先进的绿色化学（例如生物刺激剂和生物杀虫剂）开发的农业生物解决方案相结
合。先进生物农业涵盖了源自天然微生物的各类产品，可在作物收获前后使用。此解决方案减少了对土壤和水的化学污
染，有助于防止生物多样性下降，减轻传统农业化学品给人类健康和福祉带来的风险。

基因组编辑技术使得科学家能够修改基因组，精确切割并将所需的性状插入作物基因。相反，传统的基因改造技术是通
过改造DNA来添加来自其他生物体的基因，从而生成所需性状。基因组编辑可以改进作物的耐旱性、提高作物产量和农
业设备的工作效率。

通过部署可对农业环境各种因素（例如湿度、温度、灌溉施肥、曝光角度等）进行控制的技术，采用垂直的堆叠层在有

阳光或无阳光的室内生产各种食物。技术和能源方面的进步可帮助加快粮食生产速度，提高产量，减少作物浪费和物流
成本。

利用机电一体化技术（如农业机器人）推动上游生产活动提升自动化水平，提高运营效率和资源生产率。例如机器人采

摘、农用无人机播种/喷洒、奶牛机械化挤奶、自主拖拉机等。这一技术可带来诸多优势，包括但不限于提高生产率、提
高资源效率以及降低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短缺风险。

这一发展成果是指通过将采用下一代农业机器人系统增强的精准农业与机器学习和农业生物工程进行深度融合，打造未

来农场，最大限度提高生产力和作物产量，同时将投入降至最低。这一技术成果目前仍处于试验阶段，由学术和行业合
作伙伴共同推动。

使用生物技术从细胞培养物中提取组织以用于最终产品（例如肉类），或使用细胞/微生物作为“工厂”来生产脂肪和/或

蛋白质，从而构成最终食品（例如蛋和牛奶）。如果适当扩大规模，这一技术成果则有可能大幅减少土地和水资源使
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并解决人类的抗生素耐药性问题。

可大规模打印烹饪和供应食品的机器。3D食品打印技术可以通过整合喷嘴技术、机器人技术和新鲜配料处理流程，制造
各种复杂食品。该技术可以提高加工食品的营养价值，延长保质期，减少食物浪费。

即产品包装可与内部环境变化进行交互或作出反应，以尽可能延长将产品保持在最佳参数范围内的时间，或者将相关信

息传达给价值链参与者。包装中使用生物技术和数字传感器系统，例如时间温度指示器、爆震指示器和RFID标签。它可
以配合分布式账本技术，帮助减少上游食品生产浪费。

即分布式账本解决方案，通过跟踪技术、加密货币和数字技术来消除中间环节，增强食品价值链的可追溯性和透明度，
追溯产品源头，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利用污水-能源生化转换流程、先进的膜解决方案和生物催化剂，加速有机废弃物的生物降解，同时收集能源。该技术可
去除99%以上污染物，实现水资源循环再利用，同时从沼气中收集可再生能源供加工厂使用。

资料来源：埃森哲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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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5:Sustainable producti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in the food and beverage industry
– time horizons, key
图25：食品与饮料行业可持续生产技术的发展成果⸺时间范围、关键技术和商业因素
technologies and business consideration
进展

影响时间范围

精准农业

短期
（未来5年）

先进生物农业

短期
（未来5年）

基因组编辑

中期
（5-10年）

垂直农业

短期
（未来5年）

自动化农业

中期
（5-10年）

农业5.0

长期
（10年以上）

细胞与组织工程

中期
（5-10年）

3D食品打印

长期
（10年以上）

供应方高级包装

短期
（未来5年）

供应链可追溯性
和控制

中期
（5-10年）

先进的有机
废水处理

短期
（未来5年）

资料来源：埃森哲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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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和创新特征（简述）

关键商业因素

• 物理技术：GPS、传感器、无人机、移动技术

• 负担能力/低成本解决方案需求/

• 其他：作物科学

• 技能需求/能力建设

• 物理技术：GPS、传感器、无人机、移动技术、绿色化学

• 市场增长

• 生物技术：生物催化、生物修复、微生物组技术

• 规模经济

• 数字技术：物联网、大数据和分析、云计算

• 数字技术：物联网、大数据和分析、云计算

融资渠道

• 产品溢价

• 物理技术：基因组测序芯片、3D打印工具

• 政策和法规

• 生物技术：CRISP-R/Cas9基因编辑工具

• 早期创新（基因目标有限）

• 数字技术：大数据、分析、模拟建模、AI（在部分实验案例中）
• 物理技术：传感器和执行器、农业工程

• 数字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分析、移动技术
• 生物技术：溶液培养、气雾培养、鱼菜共生

• 消费者意识
• 能源密集度

• 技能/能力建设

• 其他：循环经济商业模式

• 物理技术：GPS、无人机、农业机器人、传感器和执行器

• 数字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分析、移动技术、机器感知和
机器视觉

• 物理技术：GPS、无人机、农业机器人、传感器和执行器

• 数字技术：大数据、云计算、高级分析、移动技术、机器感
知和机器视觉、机器学习

• 生物技术：基因组编辑

• 负担能力/融资渠道
• 市场增长

• 负担能力/融资渠道
• 技能需求/能力建设

• 利益相关者准备程度

• 物理技术：先进的科学仪器、3D打印工具

• 培育市场、降低成本

• 生物技术：生物制造、生物催化、基因组编辑

• 消费者接受程度

• 数字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云计算

• 建立伙伴关系扩大经营规模

• 物理技术：3D打印机和打印方法、新材料（例如食品盒和

• 高端低本解决方案

• 数字技术：CAD设计的进步

• 早期创新

可食用粘合剂）

• 其他：食品与营养科学、亲水胶体
• 物理技术：新型包装材料

• 数字技术：芯片、数据标签、RFID、区块链、传感器、
数据、云计算

• 生物技术：生物活性技术
• 物理技术：GPS

• 数字技术：区块链/分布式账本解决方案、加密货币（在某些
情况下）、RFID和数据标签、数字平台

• 其他：循环经济商业模式

• 消费者意识

• 上游适用性

• 负担能力/低成本解决方案需求
• 价值链整合
• 研发投资

• 建立伙伴关系扩大经营规模
• 价值链整合

• 物理技术：废水处理厂/生物反应器、膜解决方案、能量收集

• 废液适用性

• 生物技术：生物催化剂、电生物学、厌氧和好氧处理

• 规模经济

• 数字技术：控制仪表板、数据、分析、云计算

• 资本投资

纺织品、服装和鞋类行业
食品与饮料行业
Figure 26:Sustainable producti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and descriptions in the textiles, apparel and footwear
图26：纺织品、服装和鞋类行业行业可持续生产技术的发展成果和说明
industry
进展

基因编辑纤维作物
先进生物农业

精准农业
（纤维作物）

升级纺织纤维

生物制造皮革

下一代生物基聚酯

替代性天然纤维

鞋类工厂5.0
纳米技术
增强面料
时尚业区块链
先进的有机
废水处理
自动缝纫

简要概述

利用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来改良纤维作物，尤其是棉花。该技术有望解决因土壤侵蚀、降雨强度和农业化学品过度使
用而导致的产量下降问题，同时还能为行业领导者和中国、印度和美国等主要棉花出口国提供创收机会。

先进生物农业将精准农业技术与利用先进的绿色化学（例如生物刺激剂和生物杀虫剂）开发的农业生物解决方案相结合。
先进生物农业涵盖了源自天然微生物的各类产品，可在作物收获前后使用，可以减少对土地和水的污染，降低对当地生物
多样性的负面影响。

精准农业将数据、分析技术与作物科学相结合，作出科学的农业决策。利用GPS、土壤传感器、天气数据和物联网等技术
制定施肥、灌溉、收获时间、播种间距等相关决策，适用于整个农业生产系统，可在优化资源利用的同时大幅提高产量。

化学技术已经成功从木浆中提取出升级版纤维素，可用于生产优于目前市售粘胶纤维的生物纤维。该技术最近已成功应用
于商业规模的棉纤维生产。该方法可大幅减少水资源和化学品用量，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并延长原材料的投入使用周期，为

服装行业的物料闭环提供可行的商业解决方案。基于这一流程，研究人员现在通过化学创新已经找到了可对棉-聚酯混合物
进行类似处理的方法。

指的是通过内部培育的胶原细胞在实验室培养生物制造组织以用于非动物皮革生产的活动。采用使用少量化学剂的简化鞣

制工艺提纯并加工胶原蛋白。根据设计规划尺寸和形状，因此不会造成浪费；纹理等物理特性均可定制。整个过程更迅
速、更清洁，能够生产对环境影响不大的道德产品。

生物单体长期用于生产纺织用的高性能化学器和聚合物。但现在由化工行业领军企业进行的最新创新成果可以实现极具成

本效益、100%可再生和回收利用（玉米秸杆）的高性能生物聚酯纤维。生物降解性和原料长期供应仍是一个难题，但研究
表明未来极有可能开发出非石油衍生产品的混合解决方案。

即由不可食用或具有高纤维素的植物器官（例如菠萝叶、椰子壳、香蕉茎杆）制成的纺织纤维。纤维来源一般是不具备商
业价值的农场残留物。其中还包括可用于替代棉花和石油基纺织品、纯纺织品或混合纺织品的天然纺织纤维，如亚麻、大
麻、竹子和海藻。这些植物可以提供性能优良且可再生、可降解的纤维。

具有市场需求且可缩短供应链的新式微型生产工厂。这些工厂采用高度自动化的生产流程，例如适用于大规模生产的电脑
针织、机器人剪裁和高级添加剂制造等。与此同时，原型机可由计算机通过数字孪生技术进行设计和测试。此外，这些微
型工厂通过规模化定制和快速投放市场等，大幅提高资源生产效率，提升环境保护绩效。

经过纳米颗粒处理的面料不会沾染污渍和灰尘，甚至具有自净功能，减少洗涤、干燥和熨烫环节，可以在产品整个生命周
期内降低能源和水资源消耗。这项技术可为服装制造商带来实现产品差异化和优质化的重大机遇。

分布式账本解决方案融合移动技术和嵌入电子技术，不仅可以增强纺织纤维价值链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还可以提高产品
可信度、企业信誉度和品牌忠诚度，贯穿产品整个生命周期。该技术还可用于验证物料的上游源头、工人的生产条件、织
物成分和所用化学品等。

利用污水-能源生化转换流程、先进的膜解决方案和生物催化剂，加速有机废弃物的生物降解，同时收集能源。该技术可去
除99%以上污染物，实现水资源循环再利用，促进各类加工工厂的可再生能源应用。

机器人技术、机器视觉等技术进步以及各类新型工艺创新为服装制造这个目前仍大量依赖手工作业的行业带来了全新的自
动缝纫工艺流程。目前已臻成熟的解决方案适用于包括服装在内的多个行业，可让制造商们以更低成本推动行业升级，让
供应链更加接近消费者。可持续性收益表现在可大幅降低运输成本和资源浪费。

资料来源：埃森哲战略研究

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创新成果推动生产系统可持续发展

37

Figure 27:Sustainable producti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in the textiles, apparel and footwear industry
– time
图27：纺织品、服装和鞋类行业可持续生产技术的发展成果—时间范围、关键技术和商业因素
horizons,
key technologies and business considerations
进展

影响时间范围

基因编辑纤维作物

中期
（5-10年）

先进生物农业

短期
（未来5年）

精准农业
（纤维作物）

短期
（未来5年）

关键技术和创新特征（简述）

关键商业因素

• 数字技术：大数据、分析、模拟建模、AI（在部分实验案例中）

• 消费者意识

• 物理技术：基因组测序芯片、3D打印工具
• 生物技术：CRISP-R/Cas9基因编辑工具

• 市场增长

• 生物技术：生物催化、生物修复

• 规模经济

• 数字技术：物联网、大数据和分析、云计算

• 负担能力/低成本解决方案需求/

• 其他：作物科学

• 技能需求/能力建设

• 物理技术：专有闭环化学解决方案、机械工程技术

• 逆向物流

• 其他：循环经济商业模式

• 上游集成

• 数字技术：物联网、大数据和分析、云计算

生物制造皮革

长期
（10年以上）

下一代生物
基聚酯

短期
（未来5年）

替代性天然纤维

短期
（未来5年）

鞋类工厂5.0

中期
（5-10年）

纳米技术
增强面料

中期
（5-10年）

• 物理技术：纳米织物涂料、新材料

时尚业区块链

中期
（5-10年）

• 物理技术：GPS、微芯片/可穿戴电子产品

• 数字技术：数字平台和供应链工具

中期
（5-10年）

资料来源：埃森哲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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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渠道

• 规模/能力建设

• 物理技术：先进的科学仪器、3D打印工具

• 蓝海市场

• 生物技术：生物制造和工程、基因组编辑

• 产品优质化机遇

• 数字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云计算

• 规模/能力建设

• 物理技术：先进的绿色化学和工业生物科学

• 上游集成

• 其他：循环经济商业模式

• 农民赋权

• 数字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云计算

• 规模/能力建设

• 物理技术：先进的绿色化学和工业生物科学

• 上游集成

• 其他：循环经济商业模式

• 原材料聚合

• 数字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云计算

• 物理技术：工业物联网、传感器和执行器、3D打印、机器人、
新材料

• 数字技术：云计算、供应链数字化、数字孪生

• 规模/能力建设
• 农民赋权
• 资本投资

• 新的技能需求/能力建设

• 其他：生产回流

• 数字技术：云计算、大数据

• 数字技术：区块链/分布式账本解决方案、加密货币
（在某些情况下）、数字平台

• 其他：循环经济商业模式

自动缝纫

• 产品溢价

• 物理技术：GPS、传感器、无人机、移动技术

短期
（未来5年）

短期
（未来5年）

• 早期创新（棉花实验证据）

• 物理技术：GPS、传感器、无人机、移动技术、先进的绿色化学

升级纺织纤维

先进的有机
废水处理

• 政策和法规

• 研发投资
• 监管环境

• 价值链整合
• 研发投资

• 建立伙伴关系扩大经营规模
• 价值链整合

• 物理技术：废水处理厂/生物反应器、膜解决方案、能量收集

• 废液适用性

• 生物技术：生物催化剂、电生物学、厌氧和好氧处理

• 规模经济

• 数字技术：控制仪表板、数据、分析、云计算

• 资本投资

• 物理技术：传感器和执行器、机器人技术

• 研发投资（早期开发）

• 其他：化学科学

• 流程重新设计

• 数字技术：机器视觉、机器感知、M2M通信

• 资本投资

附录2：研究范围、术语、定义
和研究方法
范围

适用于可持续生产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各项技术的研
究范围主要基于以下标准：
– 能源和原材料的提取均假定在本分析范围之外
– 成为主流普及产品的时间：未来10年或更长
– 上游价值链适用性（从摇篮到工厂到大门）
– 重点关注生产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制造活动

– 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从而实现一个或多个可
持续发展目标
– 处于创新或早期应用阶段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先进技术
（根据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
我们选择国家时，主要基于其市场发展重点、相关
产业对国民经济的相对经济重要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UNIDO）关于制造业增加值（MVA）在国内生产总
值中所占份额的数据，以及该国对世界MVA和制造业贸
易的影响。
我们在选择制造业时主要基于UNIDO分类系统研
究，重点是为消费者提供最终产品的产业。同时还参考
了相关行业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对于全球经济的重
要性等数据。随后，我们选择了“一揽子”能够反映UNIDO
研究结果，包括低端和高科技的行业，即这些行业通常
应具有更高的环境生产力（即每生产1美元附加值的碳排
放量低于同行）。本方法中的基本假设是选择最容易受
到可持续技术干预影响的行业。在最终确定四个行业
时，我们还充分考虑了项目社区的利益。

主要术语和定义

– 生产：任何既定行业价值链中从摇篮到工厂到大门这
部分所有的产品增值活动，不包含假定不属于本分析
范围的活动。
– 可持续生产：产品的制造和产品投入以及相关服务的
创建，应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和市场需求，提高人们生
活品质，同时最大限度减少自然资源和有毒物料的使
用。在此过程中，还应将废弃物和污染物的排放量降
至最低，避免危及后代的生存与发展（根据1994年奥
斯陆专题研讨会有关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的定义）。

– 第四次工业革命可持续生产发展成果：一整套数字、
物理和/或生物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融合在一起，用
于改变制造行业的投入、流程和产出，然后打造新型
商业模式，力争在坚守三重底线（经济，社会和环
境）基础上创造更大价值。
– 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成果时间范围：预计实现全面的
技术成熟和主流普及的时间，根据埃森哲分析、中小
企业的行业调查和媒体搜索结果而确定（短期：0-5
年；中期：5-10年；长期：10年以上）。

– 循环经济：英国废品与资源行动计划组织（Waste and
Resources Action Programme）定义为“替代传统线
性经济（制造-使用-处理），尽可能长期地维系利用资
源，在使用中获取最大价值，在每次使用寿命结束时
实现产品和材料的回收与再生产的一种经济模式。
”

研究方法

第四次工业革命产业发展成果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将作为本框架的基
础，用来确定从经济、社会和环境角度对可持续发展具
有最大促进作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科技成果。在17个可
持续发展目标中，我们选出了14个目标组成三个可持续
发展评估领域，并将相关子目标和指标的完整列表缩小
至研究范围内工业领域相关的生产系统。根据初级和二
级研究证据，对已确定的科技成果与14个可持续发展目
标之间的联系（有可能不存在）进行评估。如果可以确
认两者之间的直接联系，那么将展开进一步研究，确定
特定科技在所有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上获得的总分及其
上升潜力和下行风险。
选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基于经济、社会和环境
维度的分组结果如图28所示。
我们的研究随后确定了涵盖价值链各环节⸺从“摇
篮到大门”（原材料开采到下游制造业）⸺以及四个目
标行业的40个技术领域。然后，对每一项技术进行评
分，更加精准地确定各项技术对于促进可持续生产的预
期影响。评分依据对文献的回顾以及针对业界和学术界
领导人的采访。考虑到可承受能力、技术应用率与技术
发展途径等因素，我们界定了评分标准。共有5个等级，
从-2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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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Appendix 2 fora full description of Chapter One methodology
.
Figure 2: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Goals linked
to production activities grouped by three
区域发展机遇
图28：基于上述三大评估领域划分的生产活动的可持续
assessment areas
发展目标
促进可持续生产机遇的区域评估工作基于世界经济
论坛国家准备指数框架（见图29），涉及以下相关因素：
经济影响：
无贫穷

性别平等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健康和福利

优质教育

行业、
创新和
基础设施

减少
不平等

– 生产结构 — 这些因素可反映生产活动当前基准，用于
衡量其经济复杂程度和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百分比

社会影响：
零饥饿

环境影响：
清洁饮水和
卫生设施

经济适用的
清洁能源

可持续城市
和社区

– 生产驱动因素 — 这些因素可反映各国对于利用新兴技
术改造其生产系统的准备状况

负责任消费
和生产

水下生物

陆地生物

总而言之，这个框架包含的一系列杠杆不仅可用于
确定特定国家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科技发展状况，并且还
能用来帮助这些国家识别促进各项科技发展所需的行动。

资料来源：埃森哲战略研究

图29：用于识别区域发展机遇的国家准备指数框架
Source: Accenture Strateg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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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Appendix 2 fora full description of Chapter Two method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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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科尔尼（A.T. Kearney）/世界经济论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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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区域评估时，遵循了以下步骤：
‒ 第一步，利用世界经济论坛国家准备指数框架来了解
相关区域背景。这一步有助于我们理解区域内可能会
对某一地区第四次工业革命科技发展状况产生影响的
细微差别。
‒ 其后，收集创新案例，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报告所确定
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科技。案例研究的选择主要考
虑涵盖本研究范围内的四个工业领域及本研究确定的
关键主题科技。
‒ 根据对区域背景（源自框架）及案例研究中关键成功
因素的理解，确定区域机会。

‒ 最后，确定对企业和政策制定者的潜在行动和影响，
帮助它们及时把握短期区域发展机遇。
促进可持续生产框架

该框架建立在作为世界经济论坛制造业数字转型
（DTI）项目组成部分的风险价值基础上，并将范围扩展
到了物理、生物及数字技术。
初始框架经调整后，可以应对制造业的特殊性问
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将环境因素与社会因素相
分离，以突出前者的重要性，同时还在框架内加入了若
干非财务影响的新领域。
该框架具有双重目的：（1）衡量在生产系统中应用
特定技术能够创造的总价值；（2）确定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影响来源及其基本目标和指标。我们采用了以下方法
来构建框架并选择指标：
1. 验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风险价值框架中所用的价值杠杆

2. 进行全面的文献综述回顾，确定能够准确反映社会经
济和环境影响的指标

3. 审查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对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和跨机构专家组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研究方法
（IAEG-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详细审查

4. 建立初步框架描绘第四个工业革命科技的潜在影响。
该框架作为本流程的组成部分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
完善。

框架结构
价值杠杆

以数字转型项目的初始风险价值框架为基础，开发
促进可持续生产框架结构。为了强调可持续性重点，我
们对初始框架结构进行了调整：将社会因素从环境因素
中分离出来，增加额外的价值杠杆，确保指标反映出所
有的潜在负面影响。
促进可持续生产框架（图30）将价值与工业（增加
值和迁移）和社会价值（客户利益、劳动、社会和环
境）区分开来:
– 增加值 — 目标行业应用第四次工业革命科技所获得的
益处可分成两大部分：（1）提升营业利润，从相同的
投入中获得更多产出或是增加产品溢价；（2）降低成
本，包括直接投入成本（例如，投入品与劳动力）和
间接成本（例如，公用设施或设备）

– 价值转移 — 经营利润主要通过两种形式在不同行业之
间转移：（1）技术供应商的收入增加，（2）被替代
产品的供应商和投入品供应商蒙受收入损失。其结果
就是，人们开始考虑被替代零件的经济效益

– 对客户的好处 — 客户得以使用因技术进步而变得更为
完善的产品，产品改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时间、
成本和质量
– 劳动力 — 由于其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被列为独
立分支，可带来以下三大主要价值来源：（1）就业机
会（来自就业变化或培训）；（2）薪酬；（3）工作
条件

– 社会 — 该类别包含了工厂改进或新产品变更为社区带
来的附带收益，主要包括两大形式：（1）健康与安
全，致力于降低死亡率/提高预期寿命；（2）改善生
活质量（例如，安全用水和安全用电）或减少不平等
（劳动力相关）

– 环境 — 包括四大类：（1）温室气体排放和颗粒物；
（2）水的使用（提高利用率，改善废水排放）；
（3）土地利用（提高土地利用率）；（4）材料使
用，包括废弃物管理（假定气候影响已经反映在了排
放量的预计成本中，与水和土地相关的影响不包括在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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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用于分析单项可持续生产技术发展风险价值的框架
级别1

价值增长
价值迁移

风险
价值
总额

客户收益

劳动力
社会

级别2

运营利润（来自增量收入）
节约成本
收入转移
节约时间
节约成本
质量收益
工作机会
收入增长
工作条件

健康和安全
生活质量
气体排放

环境

水资源使用
土地使用

材料使用（包括废物管理）

资料来源：埃森哲战略分析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

最后，我们建立了最低水平价值杠杆和可持续发展
目标指标之间的联系。为此，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及其定义进行了详细分析。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由IAEG-SDG制定，并经联合国
统计委员会批准。整个制定过程耗时一年，众多成员国
参与其中，还邀请了各地区机构和国际机构作为观察
员。我们所使用的指标清单基于2017年4月的IAEG-SDG
最新版本。
我们的目标是发现价值杠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之间的因果联系，即证明价值杠杆变更可助力可持续发
展目标。采用这种方式之后，一旦加入了计算元素，就
可以对特定发展成果如何帮助具体区域更快实现目标进
行量化。我们从整个行业或行业巨头的角度进行分析，
因为许多经济指标（主要是可持续发展目标8和9）都涉
及宏观经济的变化。
这项工作能够协助政策和商业领导者制定战略，还
有助于列出不同投资机遇要素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度。因此，领导者可以在进行定性分析的同时，全方位
地了解具体影响。未来，这项工作将为详细的经济模型
奠定基础，以量化可持续创新在不同市场中创造价值的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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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产量和溢价

级别3

降低成本（包括直接/间接成本）
收入（来自新的/替代产品、服务、技术解决方案等）
更易获取（通过提高连接性，减少拥塞，改进获取方式等）
价格下降
加强医疗保险（可持续产品/服务）
净工作岗位增加（通过直接/间接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能力（通过技能提升）
提高工资（承担技能要求高的工作、增加收入等）
减少工伤和死亡
基本生活条件（空气环境、用水卫生等）造成的死亡率降低，事故相关伤害的死亡率降低
加大基本福利设施的部署力度，减少不平等（性别、收入等）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颗粒物
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用水效率、回收等），改善废水排放
提高土地利用率
提高材料利用率（使用可再生材料、循环模型、回收利用等），减少废弃物（包括危险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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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环境规划副总裁

雷诺-日产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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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蒙特雷高等教育和技术学院
（ITESM）
耐克公司

马克斯 • 劳彻
（Markus Laubscher）

循环经济项目经理

皇家飞利浦公司

弗兰克 • 普拉特
（Frank Platt）

数字制造高级总监

SAP公司

赛维尔 • 霍特
（Xavier Houot）

环境事务全球主管

施耐德电气

安妮特 • 克莱顿
（Annette Clayton）

施耐德电气首席执行官兼主席

施耐德电气

托尔斯滕 • 杰利内克
（Thorsten Jelinek）

主任

太和智库

汤姆 • 扎奇
（Tom Szaky）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TerraCycle公司

查尔斯 • 阿登 • 克拉克
（Charles Arden-Clarke）

校长

经济司十年方案框架秘书处负责人

蔚山科学技术大学（UNIST）

艾丽莎 • 通达
（Elisa Tonda）

工业与价值链单位负责人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制造业研究所国际制造中心主任

剑桥大学

帕万 • 莫纳查
（Pavan Manocha）

副教授兼博士研究员

剑桥大学
密歇根大学

汤姆 • 墨菲
（Tom Murphy）

工学院“吴贤铭”冠名教授；
上海交大密歇根学院荣誉院长

高级常驻学者，Joseph C. Canizaro/Klingbeil
家族城市发展主席
资源对话与回收办事处副主任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

拉姆斯科德 • 安妮卡
（Ramskold Annika）

企业可持续发展副主席

Vattenfall

开发、创新与市场高级执行副主席

威立雅集团

克里斯托夫 • 润德
（Christoph Runde）

总经理

Jung Moo-Young

嘉杰特 • 辛格 • 斯莱
（Jagjit Singh Srai）
倪军

凯思琳 • 萨尔耶尔
（Kathleen Salyer）

劳伦特 • 奥古斯特
（Laurent Auguste）

项目团队

安博奥
（Omar Abbosh）

虚拟维度中心
（Virtual Dimension Center）

埃森哲

可持续部门首席战略官

埃森哲战略

“制造业的未来”系统行动倡议负责人

阿提拉 • 图罗斯
（Attila Turos）

“制造业的未来”可持续项目负责人

托尼 • 墨哲夫
（Tony Murdzhev）

城市土地学会

*安博奥此前担任埃森哲首席战略官

埃森哲全球通信、媒体与高科技事业部首席执行官

海伦娜 • 劳伦特
（Helena Leurent）

昆汀 • 德鲁威尔
（Quentin Drewell）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可持续发展业务战略顾问，借调至世界经济论坛

世界经济论坛

世界经济论坛
埃森哲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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