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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未来你想如何生活呢？当前的政治家和现行的经
济体制能解决人类未来的问题吗? 

谨此,我想向您介绍我对地球和平、全球化生活、
全球化经济、饮食和幸福的愿景。我现在为您介绍
的内容将彻底改变全球政治和经济结构。

我既非政治家，亦非自然保护者，更不是共产主
义者。我是一个机械制造工程师，是一位企业家，
拥有一家分公司遍布全球的中型企业。 

我孤身奋战，以己之力资助这场宣传运动。 

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也就是大自然，在未来几
十年里将因经济飞速增长和人类对权利与金钱无止
境的贪欲而被破坏。实现当前将最大利益作为目标
的垄断资本主义和银行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时代即
将结束。

我呼吁大家，这个世界的所有人团结起来，努力
即刻采取措施应对大自然被破坏和气候变化这些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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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努力尽快结束资源滥用于军备。 

滥用资源就是互相残杀。现有的武器可以将我们多
次彻底毁灭，甚至摧毁地球。我们真的想这样吗？
我们究竟有多傻啊？ 

让我们努力将石油、天然气、农田、重要原材料和
水当作人类的财产按照全球规则进行组织和分配。
当人类无法再从这些基本资源上攫取利益，那么战
争也将不复存在。让我们努力平衡地球上的生活状
态，不再有人被迫背井离乡。 

让我们努力将资金用于研究更有裨益的可再生能
源、生态农业，用于我们的健康或我们孩子的教
育，而不是毫无意义地浪费在军队上。 

全球性问题只能通过全球化方式和平解决。战争只
能让军备公司获利。

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虽是未来的希望，却也蕴藏危
险，所以必须采取全球化方式进行管控。

Global problems can only be resolved in a global and
peaceful manner. Wars serve only to boost the profits of the
armaments compani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o Engineering, these hazards and
hopes of the future, must be regulated on a global basis.

Through my many years of intercultural work in various
regions of the world, I have learned that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belong together and that they will only have a good life
in the future through cooperation and mutual respect, as well
as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basic resources such as water, land
and energy.

However, I have also learned that thinking and acting on a
global basis or an understanding for foreign and unknown
cultures is not something that can be assumed of all people.
This requires a great deal of time and the will to get to know
one another, open-minded cooperation and above all mutual
respect. 

The idea that I would like to present to you will certainly
seem utopian, unrealistic and perhaps even comple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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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我多年在全球各地开展的跨文化工作，我了解
到这个世界的人类本应是一体的，只有通过合作和
互相尊重以及公平分配诸如水、土地和能源这些基
本资源，才能在未来实现美好生活。

 但是我也了解到并非所有人都具备全球化思维和
行为方式，或者理解外来文化和陌生文化。

 为此需要很多时间和意愿来互相了解，开放合
作，最重要的是互相尊重。

也许您第一眼觉得我在这里向您介绍的理念是乌托
邦，并不现实，甚至根本无法实现或者很天真。 

但是我的理念真的是这样吗？ 

这一理念计划让全球化思维和文化交流变得完全像
地方行动一样，并尊重人类各自家乡文化的愿望。 

公平、宽容和尊重是友谊、合作的基础，将为你们
和你们的孩子创造一个和平幸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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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与你们分享这个想法，并希望你们可以提出更
好的建议，想象一下你们在这个星球上共同生活的
未来。 

我们需要新的愿景。 

请你们不要害怕正常的改变，这些改变将有益于全
人类。请你们不要被腐败的政治家或亿外富翁吓到
和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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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asible naive at first glance. 

But, is it really?

It is an idea that envisages a global mind-set and cultural
exchange, just as it envisages local action and respect for
the wishes of the cultures of people in their homeland.

Fairness, tolerance and respect are the foundations for
friendship, cooperation and therefore also for a peaceful and
happy future for you and your children.

I would like to share this idea with you and hope that you will
introduce your own perhaps better suggestions as to how
you foresee future co-existence on this planet. We need new
visions.

Do not fear reasonable changes that benefit all mankind. Do
not allow yourself to be intimidated or manipulated by corrupt
politicians or billionaires!

联合的世界政府 

为了真正的全球化和对抗泛滥的、自我毁灭的资本
主义的途径 

世界政府的理念 

不是新鲜的理念，它同人类文明化的过程一样漫长
并能追溯到埃及国王统治时期。就连但丁和伊曼努
尔·康德也曾对此进行过研究。 

“Writing in 1795, Immanuel Kant considered World 
Citizenship to be a necessary step in establishing world 
peace“

10% 的世界人口却拥有 85% 世界财富！

这是为了争夺世界资源而进行的斗争，它目前正朝
着极其激进的方向发展。这事关世界统治地位的重
新定位，以获取能源、水、原材料、土地等资源。 

我们的时代特征是追逐权力和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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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没人明白，直至最后没有赢家，我们今天认识
到的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文明终究会被毁灭。 

当前的难民潮就是明显的例证，人类不会被城墙或
边界所阻挡。 

我们目前正经历着新一轮向欧洲进行民族迁徙的开
端，一次多民族的融合，也是欧洲乃至世界不可阻
挡的变革。 

其原因在于世界权力和资源的极其不公平的分配，
即：人类的生存基础转移到极少数个人手中。 

数十亿人生活贫困，没有干净的饮用水，也无法获
得世界资源。 

这些资源被少数工业化国家使用和浪费，浪费在最
大利润系统上。 

回顾过去 10 年的发展，你会发现穷国和富国之间的
差距不断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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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 stand against economic interests, particularly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9 witness large parts of the world
becoming ungovernable and descending into violence.

Chaos and violence already rule in Syria, Iraq, Libya, and the
Ukraine, and may soon spread to Egypt, Southern Europe,
and perhaps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s well.

Instead of combating terrorism and uniting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what has happened was that terrorism was fostered
and extreme fascist Islamist movements were allowed to
establish a State based on medieval and inhumane
principles. 

It is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s resources that is currently
becoming increasingly aggressive. At stake is a realignment
of global power and consequently access to the resources of
energy, water, raw materials, and land.

It is a time marked by intolerance and greed, both for power
and for money.

No one involved seems to realize that in the end everyone
will lose and our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as we know it today
will have been destroyed.

这不只是拥有石油、天然气或原材料等能源资源的
问题，最重要的是，它事关对人类根本的生活基础
的投机买卖以及私人拥有水和土地并种植粮食。

投机买卖粮食和耕地造成贫困国家粮食价格大幅增
长，应立即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 

金钱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以及私人、银行、对冲基
金、评级机构或大型跨国集团结合在一起的泛滥的
权力，他们对更多金钱和更多权力的贪婪终有一天
会使世界资源消失在少数人手中。 

为此我们现在必须呐喊和反抗。
 
不要让媒体分散您对难民和恐怖话题的注意力。

这些只是争取对个人，对您更多控制和更多权力以
及助长恐惧的工具。 

对不可见的事物、伪善的事物进行示威和抗议很
难。我们时常也要扪心自问究竟是谁支持贝莱德集
团或诸如高盛集团这样超级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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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以实现最大利润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必须被具有
创新环境和对人类福祉负责的私有经济体系所取
代。

金钱就是权力，我们必须公平地分配金钱并限制个
人拥有金钱，从而限制权力。金钱应该具有作为物
质价值和支付的存储媒介功能，在货物交换时通过
金钱来支付。金钱不该被滥用为权力手段。 

主要的 战争原因 是争夺土地、争夺能源、争夺水资
源（占领基本资源）以及权力。 

目前无法想象的大量资金（权力手段）流入军备，
其最终目的是战争、毁灭和杀戮。只有当没有武器
时，才能实现和平。但：世界正在扩充军备！！ 

由于整个地区的不稳定，人们不得不想办法生存，
从而无法和威胁他们的系统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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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不稳定和对生命和生活基础（战争）的破坏
以及随之而来的稳定和生活状况的改善难道是该系
统的组成部分？ 

冷战结束后，世界似乎走向全球和平，一种强国根
本不希望的和平！？

我们切身体会到，如何利用宣传来实现整个地区的
有针对性的不稳定以及大国如何再次相互对立，重
新开始代理战争。 

多年来，军火库大量增加。危机四伏。西方反对东
方。伊斯兰反对基督教。逊尼派反对什叶派。美国
和欧洲反对俄罗斯和中国？这会导致什么？

这会导致大规模的不稳定。 

其基本适用原则是：更多武器、更多战争。更多死
亡、更多不幸。 

更多武器不会带来更多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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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界政府在 21 世纪有何担当，为什么今天的
世界问题只能通过一个中央政府来解决？

联合的世界政府应具有以下目标：

1.逐步平衡地球上的生活水平。

2.公平分配水、土地、能源等基本资源

3. 限制金钱的权力，禁止生产、扩散和使用战争武
器。 

这些目标是世界政府的基本目标，必须写入基本
法。 

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将能源、水和土地置于世界
政府的中央管理之下。 

必须禁止从这些资源中获取私人利润。 

这 3 种人类基本资源将被排除在私人所有权之外，
限制私有土地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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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政府的基本目标是什么

a)通过引入中央世界货币 (W$) 和建立世界中央银行
来限制金钱的权力。 
清算所有现有货币。

b) 全球范围来控制土地、水、能源这 3 种基本资源
的分配以及相关人类基本资源的平等分配。 

c) 适应地区差异的全球统一的教育体系。

d) 废除民族国家，在种族相似的人民和语言群体中
引入行政区。 

e) 世界宗教自由 

f) 严格分离宗教和政府

g) 限制金钱权力的自由化全球资本主义经济。

h) 全球市场，但促进目前欠发达地区粮食的区域种
植和生产工厂的落户。

i) 全球自由劳动力市场和自由旅行。鉴于经济上存
在巨大差异，旅行自由必须在开始时受到限制。 

ONE WORLD

13



j) 废除军队并销毁所有现有武器库存

k) 建立全球武装警察以控制冲突并遵守世界政府
的基本法。

l) 全球统一的税收立法 

m) 全球统一的环境保护和防灾措施立法

n) 采用一种统一的核心语言，以便人们互相理解
并保持和维护现有的区域语言。 

o) 禁止生产、制造和销售战争武器，从而阻止大
规模跨区域战争。 

p) 引入最低和最高收入以及最大所有权

q) 经济体制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同时限制收入
和所有权。私人财产最高不得超过 10,000,000 W$ 
且不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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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chieve this, the power of money absolutely must be
restricted. Energy resources, water and land shall be
centrally administrated by the World Government.

Gaining private profits from these resources must be prohibit

These 3 basic resources of humanity should be exempt
from private ownership and private ownership of land
should be restricted.

1. Basic principles and essential objectives of a World
Government

a) Restricting the power of money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a central world currency (W$)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entral World Bank. All currently existing currencies are to be
liquidated.

b) Global control over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3 basic
resources of land, water and energy and consequently an
equal distribution of humanity›s resources.

c) A uniform global educational system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regional differences.

d) The elimination of all nation state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r) 建立统一的卫生体系 

s) 性别平等 

t) 废除现行的政党体制 

u) 当前行使职权的政治家由于其同垄断及金融资本
的关系被排除在世界政府之外。

2.理念实现的具体步骤： 

2.1. 制定宪法。（基本法）

基本法应该源于西欧国家的自由主义原则，并构成立
法的基础。引入全球民主以及选举法不会在世界范围
内实施。取而代之应有一个由区域行政区代表组成的
最高议会，并以多数人同意对全球事务做出决定。 
行政区内也必须有这样的议会。 
对世界政府及其成员的约束具有高度的迫切性，因而
监管特别重要。监管由议会承担。

宪法的起草应由未来所有地区行政区的广大知识分子
人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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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政治家应该被排除在起草宪法之外，因为他
们接近金融寡头统治。 

宪法的制定应在世界各地不同职业群体成员的参与
下进行，诸如教师、律师、技术人员、具有国际经
验的经济学家、医生，他们同世界政府宣称的基本
目标一致并支持这些目标。此外，还邀请了来自世
界所有宗教的现任宗教领袖。 
当前世界秩序的过渡时期，包括个别国家和新结构
的建立，必须尽可能短，过渡才能有效。 
为此必须制定具体计划并起草基本法，以及坚定不
移地贯彻实施。 

2.2 关于立即停止武器生产和销毁所有战争武器的法
律

战争武器及其应用是目前对我们文明造成的最大威
胁，被用于夺取权力和扩大权力。因此，世界政府
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使这些现有武器失效，并说服当
前的所有者交出和销毁其武器。 
世界政府必须控制所有武器。这些武器将在 1 年内
变得无害。生产和销售战争武器原则上要受到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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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关于全球平等分配 3 种基本资源的法律

禁止私人所有水和能源这样的基本资源，限制土地所
有权。可以租赁耕地，但只允许用于种植粮食和发展
畜牧业。 

在租赁土地上私人种植的粮食可以以盈利为目的销
售，但土地不能私有。 

禁止石油和天然气的私人所有权。不得通过出售能源
（煤、石油、天然气）获利。获得的任何利润应投资
到生产设施或可替代能源形式的建立和现代化方面。 
私人土地所有权的面积应限制在最大每人 5000 平方
米。 
超过限额的土地所有权将被没收，但如果之前的所有
者将土地用于经营农业和林业，则可以将土地出租给
他们。 

水被排除在私人财产之外。生产和销售饮用水的利润
必须立即投资于制备技术和全球水网络。 

2.4 关于保护环境的法律

世界政府必须成立一个中央环保局，分析因诸如核技
术和基因技术、石油和原材料开采、气候变化等对环
境的破坏状况。在此之后，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和禁止
这些环境破坏。通过种子转基因的粮食和转基因的杀
虫剂由于其突变为不可估量的新生物而具有无法估量
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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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府必须阻止制造商生产这些产品并关闭生产
设施。 
对于核电站必须进行风险分析并 采取措施。 大力
推动对可替代能源的投资

2.5 关于引入统一教育体系的法律

调节全球生活水平的基础是一套和区域相适应的，
但中央控制的教育体系以及学校和大学的全球建
设。
该教育体系的基础应展现当前最有效和最好的教育
体系。应采用芬兰或德国的体系。自然科学学科和
主要语言（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英语）的教
学计划必须由中央预先制定。其他学科可以由地区
政府选择。毕业要求必须有全球统一的标准。 

宗教团体负责宗教课程和价值观的传授。 
需注意的是，每个宗教的基本原则也应向所有人传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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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or doctors, who agree with the declared basic
objectives of the World Government, should be involved in
drafting the constitution. Current leaders of all world religions
are also invited.

The transition period between the current world order based
on individual nation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structures
must be as short and effective as possible.

To achieve this, concrete planning is needed, along with the
creation of a legal basis which is then consistently
implemented.

2.2 Law on the immediate stop of arms producti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all military weapons

Military weapons and their usage to gain and expand power
currently present the biggest threat to our civilization. It will
therefore be the biggest challenge, but one of the key tasks,
of the World Government to render these arsenals ineffective
and to move the current owners of these weapons to
surrendering and destroying their arsenals. 

2.3 Law on the equal global distribution of the 3 basic
resources

每个人可以选择加入某种宗教或选择是否加入宗
教。 
不允许出生时就皈依某种宗教。
培训新教师和派遣教师到目前教育薄弱和欠发达的
地区是至关重要的。必须加强按照德国、奥地利或
瑞士的模范式培训师资力量和专业人员。 
教育和宗教是严格分开的。Es sind weltweit 
internationale Universitäten zu bauen. 

全球教育体系的基础应是正确观点和正确思想的佛
教教义。（道德课程） 

人们需要明白，生活的目的是体验幸福。 
只有将自己的财富给予他人才能体验到幸福，嫉
妒、贪婪和怨恨导致不幸。 

责任、幸福和思想必须作为学校课程而引入。
此外，教育还应注重男女平等、种族平等和宗教平
等。
教育必须免费，由纳税人负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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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关于废除现有国家和国界及引入区域行政区的
法律

民族国家的逐步解体是引入全球中央机构和法律的
基础。 
将世界划分为区域主要行政区应在大陆范围进行。
世界可分为八个主要行政区。 

A)欧洲 
B)北非和阿拉伯 
C)北亚 
D)南亚 
E)中亚
E)北美洲 
G)南美洲 
H) 非洲 

纳入主要行政区的附属行政区和子行政区应按照种
族和语言区来管理。 

should be taken as a model. Curricula for science subjects
and the central language (mathematics, physics, chemistry,
biology, English) must be centrally specified. Other subjects
can be chosen by the regional governments. Uniform global
graduation standards are to be specified.

The religious communities are responsible for religious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ethics instruction.

It must be ensured that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all religions
are taught to all people.
Everyone should be able to freely choose their religious
denomination or to choose no denomination at all. No one
may belong to a religion by birth.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and the deployment of teachers to
regions with currently poor educational standards and/or
structural weakness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and education professionals is to be increased and
modeled after the German, Austrian or Swiss system.

Education and religion are to be strictly separated. Global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are to be established. The global
basis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should be the Buddhist
doctrine of right view and right thought. (Ethics instruction)

People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the meaning of life i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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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关于收入和财产的法律

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均衡的生活水平和限制金钱的
权力必须定义和确定最低和最高收入（按地区和职
业）。
这同样适用于最高财产。

建议以下个人收入： 
48 小时工作每年的最低收入为 6,000 W$。 
个人每年最高收入不得超过 500,000 W$。
个人财产不得超过 1000 万W$。 

由于收入实际上被用于实体经济和全球发展，全球经
济总体状况将出现巨大增长。这种增长必须和环境相
协调。 

必须禁止任何形式的投机。 

每个接受过培训的人有权享受一份每周不低于 20 小
时的带薪工作。对于这份工作必须支付最低工资。

社会福利仅适用于因健康原因或残疾而无法工作的
人。原则上，这项权力适用于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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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净收入（利润）应取决于工作岗位的数量，
每位全职员工每年收入不得超过 70,000 W$。

因而可以保障每个工作岗位获得固定的收入。 
公司可以获得最大利润。 
一个驻地的公司规模不得超过 4,000 名员工或净利
润不得超过 2.8 亿 W$。驻地应位于不同的行政区
内。

对于有个人责任的公司所有者和对社会有特殊责任
的人其最高财产为 50,000,000 W$。(地产、现金)对
于非公司所有者建议最大财产为 10,000,000 W$。 
只能成立股份公司形式的公司。员工有权获得公司
股份或以公司股份形式得到其部分工资。

2.8 控制生育和人口增速减缓

人们认为，鉴于教育、启蒙和更高的收入，中期出
生率会大幅下降，特别是目前世界上贫困地区。依
据世界政府的观点，没有必要为控制生育立法。学
校必须加强性教育，这将成为中央教育体系的一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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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happiness and that happiness can only be
experienced when sharing one›s wealth with others. Envy,
greed and jealousy only create misery.

Responsibility, happiness and logic thinking must be
established as a school subject. 

Further focal points in education are the equality of gender,,
color and religions.

Education must be free and is to be financed through taxes.

2.6 Law on the abolition of currently existing nations and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regional
administrative areas 

The gradual elimination of nation states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central global structures and laws.

The division of the world into major regional administrative
zones should be based on continents and could render eight
such major zones:

A) Europe
B) North Africa and Arabia
C) North Asia
D) South Asia and Australia

2.9 性别平等 

性别平等是世界政府的基本原则。 
这项基本原则必须写入世界政府的基本法。
原则上，男女工资标准是一致的。女人和男人一样
有工作的权利。必须保障怀孕期和养育期有收入并
创建幼儿园。由于幼儿园被视为后期教育体系的教
育基础，因而由纳税人承担费用。

2.10 关于对收入和财产征税的法律

个人收入每年最高不超过 500,000 W$ 免税。这同样
适用于最高财产。 
建议采用 30% 的统一增值税。生活用品、水和能源
的增值税税率仅为 15%。从而确保消费最高的消费
者支付税收中最高的部分。 

价格可根据市场原则自由制定。 

向公司征收的增值税为 15%。其中 5% 给世界政
府，5% 给行政区以及 5% 留在各省。
可以在确定的开发区授予税收优惠。不得收取额外
税费。禁止额外补贴或税收优惠。 
将引入全球金融均等化，透明地分配中央世界政府
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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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关于引入新的中央世界货币和创建中央世界银
行并由其分配金钱的法律。 

世界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限制金钱的权力。
为此引入世界美元 (W$) 并替代迄今为止现行的货
币。为了确保废除所有现行货币后的经济运行周
期，引入资产兑换汇率。 
对现有金融机构的贷款将予以取消。 
关闭私人金融机构。国营和半国营银行成为世界政
府的财产。 
货币改革后的兑换金额取决于个人或公司的最大允
许资产。

世界美元 (W$) 由中央世界银行创建并按照现有美
元价值 1: 1 为基础。因此，在世界银行印刷足够的
现金之前，目前的现金资产可能继续以相同的兑换
汇率使用。所有价格均以 W$ 注明。 

每个年满 16 岁以上的公民都有权获得一个账户。
关联该账户，他收到一张类似于今天的信用卡的全
球适用的支付卡。16 岁以下儿童在父母名下获得
一个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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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al economy will experience an enormous upswing
because of global development and the fact this income will
actually be spent in the real economy. This economic upturn
must be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Speculation of any kind must be prohibited.

Everyone has a right to at least 30 hours of paid work per
week after completing their education. A minimum wage shall
be payable for this work.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are permitted only for those
individuals that cannot pursue any work for health reasons or
because of disability. This right to work generally applies to
both sexes.

The net income (profit) of companie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number of their employees and limited to W$70,000 per full-
time employee per year. 

This would ensure a certain income for every job. Companies
may generate maximum profits, but any one local branch
shall be limited to 4,000 employees or a net profit of W$280
million. Company offices shall be located in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zones.

为此，必须引入类似于信用卡的中央支付系统。 

每位 16 岁以上的贫困公民会在他的储蓄卡上获得 
1,000 W$ 的启动资金。16 岁以下儿童的贫困父母会
收到一次性资金 500 W$。 

这笔启动资金仅允许用于生活用品、住房和教育。
每位 16 岁以下儿童的父母都会收到 500 W$ 的启动资
金。 
迄今为止的收入按照 1：1 的比例支付，同时要遵守 
上限和下限。 

关闭现有银行或归为世界政府所有。 

2.12 关于构建中央卫生体系的法律

建立统一的中央卫生体系是世界政府的目标。每位
公民都有健康保险。药品生产产生的利润按 50％ 的
税率征税。这些税收资金投资用于研究。
无论是今天的常规药物还是可替代或天然药物都应
以同样的方式得到资助。 
引入全球适用的养老和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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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央世界政府的世界经济体系

为什么世界政府要将一种以生态为导向的中庸资本
主义社会秩序作为全球基本秩序并实施呢？

当今全球大多数社会结构为资本主义和/或具有封
建主义特征。农奴制度和奴隶制度仍存在于非洲、
中东和近东的封建主义结构中，甚至上在整个东方
仍然很普遍。

Wir finden in den sogenannten Schwellenländern wie 
China, Indien, Brasilien, Russland eine 
Mischgesellschaft, bestehend aus Kapitalisten (Inhabern 
der Produktionsmittel) und Fabrikarbeitern sowie 
feudalen bzw. landwirtschaftlichen Strukturen.

社会越朝着生产社会发展，新创造的价值越大，个
人的收入就越高。 
资本主义社会（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将通过公平分
配剩余价值而演变为一个富裕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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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 and women must generally be paid equally and women
have the same right to work as men. Women shall receive
paid leave for pregnancy or child upbringing. Nurseries must
be built, and since they are viewed as the basis of the further
education system, they shall be financed by taxes.

2.10 Law on the taxation of income and property

Private income up to W$500,000 annually is tax-free. The
same applies for maximum property. 

However, a uniform value added tax of 30% is recommended
VAT on food, water and energy shall be on 15%. This
ensures that the biggest consumers pay the highest share of
taxes.

Pricing is unregulated and based on market principles. 

Companies must pay a vat of approx. 15%, Taxes are
distributed as follows: 5% for the World Government, 5% for
the major administrative zone, 5% for the province.

Tax benefits may be granted in specified developing regions.
Additional taxes may not be levied. Additional subsidies or
tax benefits are prohibited.

如果观察一下迄今为止从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或共
产主义的所有社会秩序，作为生产社会的资本主义
是在工业国家中产生的最富裕的社会秩序。

生产资料有限地私人所有和竞争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从中可以得出结论，社会发展不仅需要竞争，还必
须促进人民生活水平和群众的满意度不断提高和改
变。 

必须放慢经济发展，同时减少资源消耗。因此，世
界政府必须在这一领域设立特别研究项目。 

世界政府必将创造一个作为社会基础的具有生态和
私人经济特征的社会秩序。 

应当通过减少各人手中持有的财产和资金来约束这
个具有私人经济特色的社会秩序。必须限制各人手
中的权利。通过教育和对环境能源和交通项目的投
资来增加贫困地区的财富。

ONE WORLD

27



人们取得成功不一定非要和金钱有关。
必须尝试通过全球团结一致的氛围取代目前嫉妒和
怨恨的氛围。 

为了消除社会和经济差异务必要推进全球均衡的工
业化，创造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和更多受教育的机
会。 

世界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促进亚洲和非洲
以及南美洲欠发达和封建主义地区工业的快速发
展。 

因此，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应该为当今工业欠发达
地区的工业化做出贡献。当今工业国家的工业化潜
力不会上升，但欠发达地区会得到大力发展。目标
是，产品和食物本地生产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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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Dollar (W$) is created by a central World Bank
and equals in value the current US Dollar. This means
current cash reserves can still be used for payments at
current exchange rates until the World Bank has printed
enough new cash. All prices are to be given in W$.

Every citizen of Earth aged 16 or older has the right to have
an account with an associated globally valid payment card
similar to today›s credit cards. Children under 16 get an
account with their parents.

A centralized payment system similar to that of credit cards
must be established.

Every destitute citizen of Earth over 16 receives a starting
capital of W$1,000 on their payment card. Destitute parents
receive a one-time payment of W$ 500 for each child.

This seed money may only be used for food, housing and
education. Parents receive a starting capital of W$500 for
every child under 16.

Current incomes shall continue to be paid as before,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above defined minimum and maximum
wages.

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乌托邦或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许多人可能会警告建立这样一个体系的危险性，因为
如果由不当的人主导将会迅速在世界范围的独裁统治
中结束。

当然存在这样的危险，所以极其重要的是
世界政府的基础必须是一部强有力的基本法。负责世
界政府目标在中央或地区执行的所有人都要以宪法或
基本法为基准。

强有力的宪法保护和宪法法院负责贯彻实施本宪法的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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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已经唤醒了你的兴趣，并期待着一个有趣
的讨论。

请将您的想法和建议发送给
future@1world.earth .

我期待着您的回音！

by Klaus Ertm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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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ope that I have awakened your interest, and look forward
to an interesting discussion.

Please send your ideas and suggestions to
future@1world.earth .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by Klaus Ertmer 
2015

全球政府的结构组织

这个世界的人民应该受到治理专家，而不是无能和
权力饥渴政治家。

ON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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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府4个支柱上的重要信息

专家组 部委

独立正义 各省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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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府组织

专家 组 

行政区

省

各区

多达20亿居民

多达1亿居民

多达100万居民

专家组为了全
球决定

专家组为了全
球的决定行政

的区

议会/全民公决

议会/全民公决
为了本地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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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行政区

Africa

South
East Asia
Australia

北美 

南美洲

欧洲

北亚北非+阿拉伯

非洲

南亚

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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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AL
ADMINISTRATIVE ZONES

Africa

South
East Asia
Australia

North
America

South
America

Europe

North AsiaNorth Africa
+Arabia

Africa

South
Asia

Middle
Asia

1) 专家团队

•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应该是最高级别的他们领域的专
家应该已经拥有国际经验

•专家必须与中国密切合作部委

•专家应该新当选或再次当选每3年一次。

•人们应该能够直接提出合格的问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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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团队跟随领域

水和
能量（40） 正义（40）

警察和
安全（40） 媒体（40）

医学（40） 民防（20）

金融和银行（40） 农业（20）

经济（40） 工业（40）

建筑（40） 林业（20）

文化与运动（20） 税收（20）

幸福（10） 教育（40）

环境保护（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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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委

•各部委应实施专家的建议和决定球队

•各部委应设有子公司行政区和办事处省。

•各部委密切合作与专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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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部门

警察和安全部

交通运输部

水和能源部

司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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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和医疗部

文化部和文化部和解人民

生态部和当地农业

教育部和幸福

环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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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工业部

改革部公司有更多超过5000名员工

破坏部战争武器和重组军备公司

公平分配部财富和减轻贫困

银行，金融部和支付系统

Ministry for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

Ministry for the reconciliation
of religion

Ministry for information and media:
• Neutral information

• Media receive a certificate
regarding the veracity      of the news

• The media must work autonomously
and independently
• Shall report only the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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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for ecological industry

Ministry for the restructuring of
companies with  more 
than 5000 employees

Ministry for the destruction of
weapons of war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armaments companies

Ministry for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the alleviation of poverty

Ministry for banking, finance
and payment systems

劳动和劳动部社会事务

和解部宗教

信息和媒体部：•中立信息

•媒体收到证书关于新闻的真实性

•媒体必须自主工作并独立
•只报告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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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司法

最高
宪法

 法庭

主席最高法院

立宪法院管理区域

省级法院

地方法院

4) Parliaments and elections in the provinces and
districts

•Provinces and districts should retain the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s and should be able to make more local
decisions

•This gives more power to local decision-makers

•Local decisions should be made in the districts and
provinces

•Global decisions should be made by the expert teams

•Ministries have subsidiary offices in the provinces and
districts.

•Expert teams, ministries and parliaments work closely
together. 

•Districts and provinces should be governed by
parliaments

•The parliaments should be re-elected through an online
election every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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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省议会和选举区

•省和地区应保留行政管理结构，应该能够更多

的本地化决定

•这为当地决策者提供了更多权力

•应在地区和地区作出决定省

•全球决策应由专家组做出

•各部委在各省设有分支机构区。

•专家团队，各部委和议会密切合作一起。

•地区和省份应受制于议会

•议会应通过网络重新选举产生每3年选举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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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乡镇和村庄应该提名他们的候选人

•议会将在巴尔的格罗森，蒂罗尔州当选，南蒂罗
尔，在安达卢西亚，在卡卢加州，在位于加利福
尼亚州德克萨斯州的Chandong省或四川省艾伯
塔省或奇瓦瓦州。国家如德国，意大利，瑞士，
奥地利，俄罗斯，中国，美国，墨西哥，加拿大
或西班牙将被解散

•议会将作出地方决定。

•在里面如果是55％的绝对多数，则应进行公民
投票保持

•所有决定都应有益于人类

•专家团队制定全球决策，议会制定各省和地区做
出地方决定。

•要求行政区域的专家组与当地议会密切沟通

•管理语言应为英语，加上当地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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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让世界回归！为您和您孩子的未来。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希望人们受到专业人士的管理，而不是腐败政治家。

我们想要一个单一的全球法律和税收立法以及一个全球性的宪法
。
我们希望公平分配3种基本人力资源：土地，水和能源。

我们希望无条件地保护自然和环境。

我们希望逐步解散民族国家和废除国家边界。

我们想要一个自下而上的政府（地区，省，行政区）。

我们想要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我们希望销毁所有战争武器和禁令
生产战争武器。

我们希望全球获得公平和最高收入。

我们想限制金钱的力量和金融的力量行业。

我们希望废除私人银行业。

我们想要一种新的单一世界货币取代所有旧货币货币。

我们希望为所有人提供免费教育和免费初级卫生保健全世界。

我们希望引入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收入。

请联系我们： 
www.1world.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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