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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层楼

卓越企业家

武汉资环院总经理郝义国读《2052》：
2010 年 ，41 岁 的 郝 义 国 出
人意料地辞职了。
从知名央企子公司总经理
的岗位上，“折腾”到广东一家大
型海外上市国际化企业，他给出
的理由是:“到南方去感受一下那
边的视野。 ”
“当时那个突破很难。 我在
体制内呆了 18 年， 从一线流水
线工作做到管理层，还是可能继
续提拔的后备干部。 很多人说，
你何必呢。 但现在回想，当时的
决定是正确的。 一切都在改变，
人们的生活和传统产业正在被
新的东西颠覆，我需要跟着变。 ”
郝义国去年回到武汉。 近些
年，武汉的气氛越来越“南方”。
郝义国听到消息，武汉市政府正
和他的母校——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联手创办武汉地质资源
环境工业技术研究院，面向全球
公开招聘院长。 这在武汉是个全
新的东西， 郝义国把它形容为
“四不像”——
—“不像大学、 不像
研究机构、不像事业单位、不像
企业”。 把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输
送到市场，郝义国决心在武汉重
新创造一番新事业。
对新事物充满好奇、敢于冒
险“尝鲜”的他，对把握未来趋势
充满兴趣，“马云现在的成功，是
因为 10 年前的一个正确决定，
抓住了来自未来的机会。 如果我
们现在能做一个正确的决定，10
年后也是一样”。 与《2052 ：未来
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下简称
《2052》）的相遇，给了他不少启
发。 人类经济能否无限增长下
去？ 地球是否能承受得了这么多
人的生存需求？ 气候与环境会不
会一直恶化下去？ 作者乔根·兰
德斯对这些问题作了深入的探
讨，《2052》 就是对下一个 40 年
的预测报告。
7 月 19 日，武汉地质资源环
境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总
经理郝义国做客第 19 期“长江
日报卓越企业家读书会”， 分享
他阅读《2052》的体会以及对未
来产业发展的预判。

中国将是 21 世纪最大赢家
记者康鹏 耿珊珊 实习生邵洁 吴悠 活动策划裴道彰

卓尔书店

面向未来的 20条个人建议
乔根·兰德斯，挪威人，世界顶尖
环境战略研究学者， 曾参与经典著作
《增长的极限》的研究与写作。

与 GDP 相对应， 人类对能源的使用量也
将大幅增长。 2040 年左右达到顶峰， 相当于
180 亿吨石油。 煤、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
拐点在 2025 年前后即将到来， 太阳能、 地热
能、生物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则一路高歌猛
进。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会在 2030 年左右到达拐
点，届时全球气温将比现在上升 2 摄氏度。
最让人关心的莫过于粮食问题。 兰德斯预
测，人类的耕地面积在未来并不会出现太大规模
的增长，在 2035 年达到 18 亿公顷的峰值，只比
现在高约 10 个百分点。 但人均食品拥有量将达
到 1.4 吨 / 年，比现在多出 0.5 吨以上。

在世界奇观被人群毁坏之前
去参观一下吧

郝义国 记者胡冬冬 摄

中国人的富裕程度是今天 5倍 但干净的水可能比石油还贵
在全球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中，兰德斯对中国
的前途最看好， 他认为中国将是 21 世纪最大的
赢家。“中国经济未来仍将持续高速增长，其速度
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 富裕程度将是现在的 5
倍， 超过 10 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将有显著提
高。 ”
他甚至鼓励他的外国读者学习中国普通话，

“如果你正在担忧你的孩子， 那么你就应该说服
他们学习普通话。 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之时，他
们也能依靠语言优势，分得一杯羹”。
他还预测，2052 年的中国，温度可能会比现
在高出 4 摄氏度。
“由于中国是个内陆国家，不会过多受到海
洋变化的影响，但中国的陆地面积可能会有更多

的沙漠被侵蚀，同时，上海也需要花巨资去维护
它的海岸线不被侵蚀，北京的雨会比现在更多。”
作为一位学环境出身的企业家，郝义国担心，
水资源将成为中国的重大挑战。“
全球 97％的水在
海洋上，只有 3％的水在陆地，并且其中 80％在地
下。 这些年的飞速发展，导致中国许多城市土壤重
金属超标。 将来干净的水可能比石油还贵。 ”

大数据、云计算、3D打印、人工智能 新技术将颠覆我们的生活
《2052》提供了一个远期的预测。 具体要怎样
抵达未来，郝义国认为，需要技术和商业的力量。
“大数据、云计算、3D 打印外，人工智能、电
子货币、量化生活、可穿戴设备等都具有颠覆
性。 ”郝义国本科学的安全工程，硕士学管理工
程，博士学环境工程，他对这些“新经济”兴趣
很浓。
他举例，2050 年，信息量将达到百万兆兆，大

大超越了我们的描述范围，“不论你从事任何生
意，酒店、贸易还是互联网，你的生意就是个数据
生意。 谁掌握了大数据，谁就掌握了大资源。 ”
对于目前热门的 3D 打印技术， 他也十分看
好：“3D 打印将颠覆整个制造业， 甚至建大楼的
钢筋混凝土也可直接打印出来。 ”
在他看来，新技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眼下在年轻人中流行的可穿戴设备，不仅可以记

录追踪身体、生活、行为和健康，而且可以植入皮
肤和大脑。 特别是医疗生活化的时代，每个人都
可以掌握自己的血脂、心率，判断生病的征兆，还
可以利用基因数据，制造个性化的药物。
郝义国认为，在新的技术潮流下，将产生新
的商业机会。“属于 40 年后的伟大产品还没有被
发明，未来将是难以置信的。 ”他任院长的工研
院，打算专门为大数据产业开辟平台。

俄罗斯的冬宫、法国的凡尔赛宫和
中国的故宫都是值得造访的景点。问题
是，在这些景点，以及其他如埃及金字
塔、柬埔寨吴哥窟中都挤满了前来参观
的游客。文化面临的威胁不仅来自拥挤
的游客，还来自社会动荡的加剧。 一些
景点会面临破坏，甚至彻底消失——
—就
像阿富汗内战中被摧毁的巴米扬大佛，
或者难以靠近——
—就像叙利亚内战中
完全无法接近的佩特拉石城。

生活在受气候变化
影响较小的地方

我们已经知道， 从现在起到 2052
年，海平面还会再上升一英尺。 这提供
了许多的信息， 告诉你不应该居住在
什么地方。
尽管全球变暖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 我还是建议， 如果你的确想要搬
家，你应该避免居住的地区，就是已经
过于炎热或干燥的地区的周边。
居住在传统的洪涝地区是充满风险
的选择。 最后，居住在山脚下并不是个明
智的选择。 到 2052 年，冻土带将向上移
动两米。 那些正处于冰封状态的山地将
开始融化，出现山体滑坡现象。

不再相信
“所有的增长都是好事”

未来， 国家 GDP 即将到达顶峰，
继而下降。 这首先将发生在富有的工
业化国家（日本将首当其冲），接着扩
散到世界各地。 在 21 世纪后半叶，世
界人口将继续下降， 生产力则达到了
极限。 你必须提醒自己，福祉高低与人
均 GDP 增长率， 而不是与总 GDP 增
长率联系更为紧密。

投资那些对社会动荡
不敏感的事物

从不可持续的做法中 寻找潜在的商业机会
从历史上看， 颠覆技术往往是从外围、边
缘衍生出来的，开始的时候质量低、风险高、
利润低、市场小，没有人愿意进入这些市场。
但一旦它达到“拐点”，市场会突然间打开，实
现飞跃。
郝义国举例，目前风力发电、新能源汽车是
快速发展的市场， 但目前还无法确保投资人获
利，“只有敢吃螃蟹的人才能抢占先机”。
这要求投资者和企业家有比竞争对手更快

武汉企业联合会
协办 武汉企业家协会

2052：人口从 80亿回落到 60亿 全球经济总量增速放缓
兰德斯预测， 全球人口数量会在 2040 年左
右达到顶峰，约为 80 亿人，随后在 2052 年回落
至 60 亿左右，与现在持平。“人口增速将总体上
放缓，甚至出现下降，主要原因是城市生活使女
性的生育率下降。 ”
数据显示，15-65 岁的劳动人口将在 2030
年左右提前达到顶峰， 约为 54 亿， 之后开始下
降，人口老龄化趋势显现。
全球经济总量增速放缓， 到 2052 年约只是
现在的 2.2 倍，“一是因为较低的人口增长率，二
是因为发达经济体已经很难再次大幅提高劳动
生产率。三是人类需要花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修
复气候和污染带来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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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创新能力，把握未来商业新趋势，敢于挑
战现状、否定自我。
另外，有许多机会是从当前许多不可持续的
做法中获得的，比如提高能源效率和开发可再生
能源的技术，就是典型。
“过去的灯泡高能耗，但廉价、畅销，飞利浦
公司却转而生产更为昂贵、瓦数更低的灯泡。 刚
开始可能赚不到钱，但很快欧盟制定了关于旧式
灯泡的禁令，飞利浦就成功了。 ”

“2050 年的石油使用量会回落到 1980 年的
水平，油价将下跌，那些基于化石燃料的资产将
会失去价值。 未来真正的赢家将是太阳能、风能、
生物能和地热能。 ”
郝义国对乔根·兰德斯的观点十分赞同：未
来几十年的成熟经济体中，农业和工业将出现衰
退。 就业机会的增长将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 奇
妙的电子娱乐设备、互联网、电子通讯、机器人将
是以后的大趋势。

整合一些有效的资源，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做深
做透。 我们知道国内外有很多小企业在一个很小
的细分领域做到数一数二。 你可以多参考别人的
经验， 很多国外的经验复制到中国来就可以成
功。

同，我觉得应该发展而不是限制汽车工业。 我说
的发展主要是发展新能源这一块。 武汉经常遭
受雾霾，我认为武汉应该主动出击，而不是受到
污染才思考对策。 前几天我们工研院签了一个
新能源项目，叫“液态常压储氢技术”，这个技术
是突破性的。 目前一个上市公司投入一个亿进
行产业孵化，这个技术如果突破了，很多汽车都
能使用氢能，这对武汉市、对全国是一个很大的
贡献。

不要投资那些会受到社会动荡影
响的公司。 但是这条建议恐怕不是很
有用，因为我无法告诉你，这些社会紧
张态势将在何时、何地出现。 但是，它
们一定会使你少之又少的养老金雪上
加霜。

现场对话

书友：能否对大学生创业给点建议？
郝义国：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有激情，不过
缺乏经验。 我的建议是，选择一个好的方向和导
师，依托一个好的平台，你能在创业之路上走得
更快更远。

书友

现场观众提问
记者胡冬冬 摄

： 我 从 事 传 统 的 纺 织 行 业 ，它 在 未 来 可
能被市场所淘汰。 怎样把纺 织 行 业 和 市 场 、互 联
网对接？

郝义国：如果你是个初创期的企业，建议你

书友

： 现在 武 汉 市 的 汽 车 工 业 发 展 很 快 ，道
路建设跟不上，环境 污 染 也 挺 厉 害 。 是 否 应 该 放
缓一点，发展一些清洁能源？

郝义国：我的观点和你一致，不过有一点不

（记者康鹏 实习生孙竞雄 龚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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