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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1. 北大汇丰勇夺“戈 14”沙克尔顿奖、“沙 8”沙鸥奖、
“征 5”团队冠军等多项大奖
PHBSers Win Numerous Awards in the Gobi Desert Challenges

2019 年 5 月 7 日，北京大学汇丰
商学院“戈 14”“沙 8”“征 5”庆功大
会隆重举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院
院长海闻教授，副院长朱家祥教授，副
院长、EMBA 项目主任欧阳良宜教授，
助理院长、MBA 项目主任孔繁敏教授，
EDP 项目主任魏炜教授以及三个项目的
师生 400 余人齐聚一堂，共同庆祝“商
界军校”沙漠、戈壁挑战者凯旋。
海 闻 院 长 指 出， 拼 搏 精 神、 团 队
精神是北大汇丰最重要的精神气质，相
比于“戈 14”“征 5”“沙 8”取得的优
异成绩，更值得骄傲和欣慰的是北大汇
丰的学子们在比赛中体现出来的精神风
貌。他号召更多的同学参与到今后的比
赛中来，向自我挑战，实现“商界军校”
引领社会的历史使命。
在第十四届“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
挑战赛”（戈 14）中，北大汇丰 EMBA
勇士们刷新了历史最佳成绩，获得卓越
奖、沙克尔顿奖等 7 项大奖。MBA 学
子在第八届“亚太地区商学院沙漠挑战
赛”（沙 8）中，连续四年赢得团队最高
奖沙鸥奖。在第五届“工商大道中国经
营者戈壁远征”（征 5）比赛中，北大汇
丰 EDP 成功卫冕，连续 4 年获得沙克
尔顿奖、连续 3 年夺得团队冠军，共收
获 92 枚金牌、39 枚银牌、7 枚铜牌。

On May 7th, 2019, PHBS held
celebrations for prestigious honors
2

that PHBSers had been awarded in the
recent Gobi Desert challenges. Wen
Hai, founding dean of PHBS; ChiaShang Chu, associate dean of PHBS;
Liangyi Ouyang, associate dean and
director of EMBA program; Fanmin
Kong, assistant dean and director of
MBA program; Wei Wei, director of
EDP; and more than 400 teachers and
students attended the ceremony.
D e a n We n H a i p o i n t e d o u t
that compared with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the Gobi Desert
challenges, the high morale that students
showed during the competition is more
important. He called on mor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future competitions,

challenge themselves and realize their
mission as social leaders.
In the 14th Xuan Zang Roa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Gobi
Challenge, PHBS EMBA competitors
wo n t h e E xc e l l e n c e Awa r d , t h e
Shackleton Award and 5 other awards,
achieving the best results in history.
At the 8th Asia-Pacific Business School
Desert Challenge, the MBA team
received the Sand Gull Award, the
highest group honor in the competition,
for four consecutive years. EDP students
defended their title in the 5th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venue Gobi Desert
Expedition, winning a total of 92 gold
medals, 39 silver and 7 bron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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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IIC 全球创新影响力大会在深举
行，北大汇丰提供独家学术支持
PHBS Provides Academic Support for “GIIC
Global Innovation Impact Conference”

Innovation Impact Conference was held in Shenzhen with
exclusive academic support from PHBS. Professor Wen Hai,
founding dean of PHBS, delivered a speech via video for the
conference. Professor Ting Ren, associate dean of PHBS,
gave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selection dimensions of the
"Top 100 Industry Innovation Impact in 2019" list. Professor
Wei Chen, director of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enter of PHBS, delivered a keynote speech.

2019 年 4 月 17 日，2019 创 响
中国—深圳启迪协信站暨 GIIC 全球创
新影响力大会在深圳举行，北京大学汇
丰商学院为此次大会提供独家学术支
持。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海闻
教授通过视频为大会致辞，副院长任颋
教授现场解读了《2019 产业创新影响
力 100 强》榜单评选维度。北大汇丰
商学院创新创业中心主任陈玮教授发表
主题演讲。

On April 17, 2019, GIIC Global

2019 年 3 月 27 日 上 午， 北 京 大
学常务副校长、深圳研究生院院长詹启
敏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调研。北京大
学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海闻，副院长任
颋、李志义等学院领导陪同调研。詹启
敏肯定了北大汇丰目前的发展成绩，希
望北大汇丰抓住机遇，越办越好。

3. 北大常务副校长、深研院院长詹启敏在北大
汇丰调研
Qimin Zhan,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PKU ,
Visits PHBS

On March 27, 2019, Qimin Zhan,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dean of Shenzhen
Graduate School of PKU, visited
PHBS. PHBS Dean Wen Hai, and
Associate Deans Ting Ren and Zhiyi
Li accompanied the visit. Qimin
Zhan appreciated the achievements
of PHBS, and he hoped that the
school would seize opportunities and
advance to the nex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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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京大学、剑桥大学将在商学、
创新创业等领域深化合作
Peking University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deepen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s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2019 年 3 月 24 日下午，剑桥大学校长斯蒂
芬·图普（Stephen Toope）访问北京大学并发表
演讲。北京大学校长郝平与图普签署两校战略合
作伙伴备忘录，双方将在商学、创新创业、人工智
能等领域深化合作。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海闻参加会见。2018 年 3 月

5. 海闻院长出席第十届中国（深圳）金融科
技发展论坛并致辞
Dean Wen Hai attends the 10th China (Shenzhen)
Financ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Forum

26 日，海闻院长曾访问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并与
Christopher Loch 院长会谈，双方探讨了两院在科
研教育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2019 年 3 月 23 日，由深圳市金融科技协会与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深圳）金融科技发展论
坛在深圳成功举办，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海闻出席

On March 24th, 2019, Vice-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ofessor Stephen
J. Toope visited Peking University, and signed a
memorandum of strateg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ies. The two sides will deepen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s of business,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n Hai, vice Chairman of Peking University
Council and founding dean of PHBS, attended
the meeting. On March 26, 2018, Dean Wen Hai
visited Cambridge Judge Business School (CJBS)
and had a meeting with Dean Christopher Loch o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

4

论坛并致辞。会议启动了“深港澳金融科技师专才计划”
，北
大汇丰商学院为该计划的联合发起单位，海闻院长和北大汇
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巴曙松教授为该计划指导委员会成员。

On March 23, 2019, the 10th China (Shenzhen) Financ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Forum was held in Shenzhen.
The forum launched the “Shenzhen, Hong Kong and Macao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Expert Program”, with PHBS as
one of the co-sponsors. Wen Hai, founding dean of PHBS,
and Shusong Ba,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HSBC Financial
Research Institute at Peking University, are members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of th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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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闻院长、任颋副院长受聘为《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 2018》专家委员
Dean Wen Hai and Associate Dean Ting Ren are appointed as Experts of the
China Cities Business Environment Report 2018
2019 年 1 月 17 日，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央视财经频道节目部主任哈学胜一行到访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并向北京大学汇丰商
学院创院院长海闻教授和副院长任颋教授颁
发了《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 2018》专家
委员聘书。该报告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在
北京发布，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为报告提供
了学术支持，任颋副院长为报告主要执笔人。

On January 17, 2019, Xuesheng Ha,
director of the CCTV Financial Channel,
visited PHBS and appointed Dean Wen Hai
and Associate Dean Ting Ren as members
of the Expert Committee of China Cities
Business Environment Report 2018 , which
was released in Beijing on December 12,
2018. PHBS provided academic support for

the report and Associate Dean Ting Ren
was the main author.

7. 北大汇丰学生论文获中国传媒经济四十
年高峰论坛研究生分论坛一等奖
PHBS Students’ Paper Wins the First Prize
of the Graduate Forum of China's Media
Economy 40-Year Summit

2018 年 12 月 8 日，中国传媒经济四十年高峰论坛暨
第七届中国传媒经济年会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北京大
学汇丰商学院 2018 级财经传媒硕士专业研究生李长旭
与王勇赵合作的论文《布尔迪厄资本理论视域下传媒上
市公司企业家资本与公司绩效之间有何关联？——基于
2014 年 -2016 年数据的混合路径与复杂性研究》入选
了本届年会，并荣获研究生分论坛唯一的一等奖。

On December 8, 2018, the China Media Economy
40-Year Summit and the 7th China Media Economics
Annual Conference were held at the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PHBS students Changxu Li and
Yongzhao Wang 's pap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Capital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of
Listed Media Companies under the Bourdieu Capital
Theory, won the first prize of the graduate sub-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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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龙门创将”中国赛区半决赛在北大汇丰举行，
12 个创新创业杰出项目脱颖而出
Twelve Entrepreneurial Projects Stand Out at Pitch @ Palace China 3.0 Semi-Final at PHBS
撰文 / 绳晓春 摄影 / 谢凤

2019 年 4 月 11 日至 12 日，第三届“龙

业过程中，许多创业者往往不是被竞争对手打败，而是输给了

门创将”全球创新创业大赛·中国赛区训练

自己的心理状态，因此，
“如何处理创业过程中的‘至暗时刻’”

营和半决赛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举行。北

就成了大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最后，他特别强调，希望每一

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海闻教授作为本

位创业者都能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在创业的“漫漫旅程”中

届“龙门创将”半决赛评委出席相关活动。

一往无前，
“Just Do it”。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新创业中心主任陈玮
教授作为明星导师为参赛项目做培训讲座。
海闻院长在 11 日的 开 营仪 式 上 致 辞。

12 日，北大汇丰商学院负二层报告大厅座无虚席，创业者、
投资人往来穿行，第三届“龙门创将”全球创新创业大赛·中
国赛区半决赛在这里隆重举行。

他强调，创新创业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经

半决赛开始前，深圳市南山区区长曾湃先生首先代表深圳

济发展、技术进步的永恒动力。经过改革开

向在座嘉宾和创业者表示欢迎。他表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放 40 多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

全面铺开的今天，期待“龙门创将”这项世界级的创新创业大

新的阶段，并在很多领域站在了世界的前沿。

赛持续搭建中英两国新桥梁，同时，此次比赛也是深圳南山区

海闻院长指出，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汇丰商

政府打造全国双创示范基地的重要举措。

学院本身都是创新创业的产物。作为坐落在

“龙门创将”发起人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在致辞中首先强

全国最重要的创新城市深圳的商学院，北大

调了自己对大赛“呈报”环节的关注。他认为，呈报的目的不

汇丰建院以来一直致力于以创新精神突破传

仅是为了支持企业实现增长，更是为了鼓励人们以企业家精神

统的教育理念，走出一条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进行思考和市场开拓。他说 ：
“每一位企业都是‘龙门创将’的

的新型商学院之路。最后，他希望各位选手

校友，我的团队和我的组织可以帮助你们成长，帮助你们变成

在展示自己才智的同时，相互学习创新创业

更好的企业，鼓励你们走向全球。”

的精神，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我们知道龙是一种神秘的生物，而大白鲨只关注自己，

在训练营的培训环节，陈玮教授以他深

但我把自己看作是海豚中的一员，因为海豚总是集体行动以实

厚实践经验和跨界思维为他心目中的“创业

现他们的目标。”致辞中，安德鲁王子还分享了自己在皇家海军

英雄”们上了一堂“心理课”。他发现，在创

服役时学到的一条宝贵经验——团结。只有像海豚一样集体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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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团结一致，创业者们才能获得更大的力量。
本届大赛以“科技的未来”为主题，参
加半决赛的 42 个项目从各个角度展示了科技
的独特魅力。
“全球首个”“全球唯一”“技术
突破”“多项专利”等词汇不断从呈报人的口
中说出，涵盖工业科技、消费科技、生物技术、
健康和看护技术、网络安全、数据管理与分
析、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等最前沿科学技术
领域的多项成果更让在场听众惊喜不已。同
时，为肺部疾病患者提供精准给药、为糖尿
病患者免除糖尿病足的困扰，让听障患者重
回有声世界等一些将技术与人文关怀结合的
项目呈报也获得了评委嘉宾的一致认可。
最终，经过长达 7 小时的比拼和严格的
晋级评选，
“42 颗星”中有 12 组创业项目脱
颖而出，它们分别是 ：广东埃森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哈尔滨莱特兄弟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
致辞

站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亿航智能设备（广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创院院长海闻教授为
开营仪式致辞

州）有限公司、E 签宝 - 杭州天谷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上海易界云软件有限公司、音科
有限公司、珠海瑞思普利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深圳市微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创龙智
新科技有限公司、速感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博雅工道（北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见证此次半决赛的嘉宾还有中国人民外
交学会会长吴海龙、深圳市南山区副区长练

深圳市南山区区长
曾湃致辞

聪、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创新局局长刘石明、
“龙
门创将”全球特别代表阿曼达·瑟斯克、
“龙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
院管理实践教授陈
玮做呈报培训

相关链接
“龙门创将”英文名为 Pitch@Palace，意为“在王宫呈报”，是由英国
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于 2014 年创立的创业孵化公益平台。自创立以来，“龙
门创将”在全球扶持了 2164 个创业项目，帮助他们建立了超过 18700 个有
效价值链接。多个创业项目成功被苹果、推特等国际知名企业收购，并获得
总计超过 9 亿英镑的投资。
目前，
“龙门创将”全球创新创业大赛已有马来西亚、非洲、爱沙尼亚、中国、
澳大利亚、阿联酋、新加坡等 61 个国家的创新企业参与其中。自 2017 年落
地中国以来，“龙门创将”已成为连接中英两国，乃至中国与世界创投界的重
要平台，更作为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重要见证，得到中英两国领导人的
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
第三届“龙门创将”全球创新创业大赛·中国赛区由科学技术部、中
国 人 民 外 交 学 会、 深 圳 市 人 民 政 府 指 导，“ 龙 门 创 将 ” 全 球（PITCH@
PALACE GLOBAL）主办，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协办。

门创将”中国发起人夏华、
“龙门创将”中国
发起人杨腾波、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剑桥孵
化器总监哈纳迪·贾巴朵、东方富海投资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玮、宁波诺丁汉大
学商学院院长马丁·洛克特、起风资本创始合
伙人马可元、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金融
科技与创新委员会副主任彭白萍、广东省粤
科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
宁湘、京东集团国际业务总裁郑孝明、华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精算师周军。
12 日晚，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举办了以
“群星璀璨·创想未来”为主题的招待酒会。
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等与会嘉宾和参赛项目
团队成员欢聚一堂，交流大赛中的难忘经历，
共话创新创业的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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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 罗一峰 编辑 / 绳晓春

摄影 / 杜锦超、谭斯文、许煜川、张聪

北大汇丰用一场运动会纪念“五四”百年
PHBS Holds Its 2nd Sports Games to Commemorate the Centenar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撰文 / 罗一峰 编辑 / 绳晓春 摄影 / 杜锦超、谭斯文、
许煜川、张聪

2019 年 4 月 21 日，北京大学汇丰商学
院第二届运动会在大学城体育场拉开帷幕。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海闻，副
院长任颋、李志义、朱家祥、欧阳良宜，助
理院长孔繁敏等学院领导和来自 M A- PhD、
EMBA、MBA、EDP 项目及各行政办公室的
师生员工 700 余人欢聚绿茵赛场，用运动彰
显“商界军校”的朝气与活力，用体育纪念“百
年五四”的热血与梦想。
海闻院长在开幕致辞中指出 ：
去年，我们以北大汇丰商学院“首届运
动会”迎接了“北大 120 周年校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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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同样的方式，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
年”。无论是 戊戌变法创办“京师大学堂”，
还是五四运动追求民主与科学，都需要高识
远见，都必须刚毅坚卓！
作为培养国家未来领袖和精英的北大
汇丰，就是这样一所“注重综合素质，强调
远见坚卓”的商学院。我们之所以要军训和
野外拓展，要参与沙漠和戈壁的挑战赛，要
春游和秋游，要举办运动会，目的都是一个：
要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拼搏精神！
开幕式上，在国旗方阵的引领下，学院
领导方阵率领 12 个方阵依次入场。他们步
伐矫健、英姿勃发，在体现各单位的特色的
同时，充分展示了北大汇丰的凝聚力和团队
意识。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戈十四”
“沙八”和
“征五”的出征仪式，为即将远征戈壁的勇
士们打气、助威。
本届运动会共设有 29 个项目，涵盖了
跑步、跳远、投掷等传统项目和划船机、翻
轮胎、攀岩、举圆木等趣味项目。与去年相
比，今年的运动会新增了旋风跑，合力天梯
（高空），射箭以及 400、800、3000、4 乘
400 赛跑等新项目。
蔡元培老校长曾说，
“完全人格，首在
体育”。运动，能让人历练“狮子样的体力，
猴子样的敏捷，骆驼样的精神。”海闻院长说，
在未来的人生中，每个北大汇丰人都需要这
样的体力、敏捷和精神。
这场运动会所展现出的凝 聚力和战 斗
力，将激励着每一个北大汇丰人和学院一起，
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更高！更快！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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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汇丰推出金融实务课程（FICC 方向），
巴曙松教授、朱晓天副教授、孟小宁先生联袂开讲
PHBS Launched Its Finance in Practice Course (FICC)
撰文 / 都闻心

摄影 / 谢凤

编者按
2019 年 2 月 19 日，北大汇丰金融实务（FICC
方向）课程正式启动。首堂课由北京大学汇丰金融

巴曙松教授

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香港交易所集团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
曙松教授，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朱晓天副教授，天
风国际证券集团行政总裁孟小宁先生联袂开讲。本
课程由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策划并提供支持。

本课程由巴曙松教授发起并与朱晓天副教授、孟小宁先生
共同主持，邀请昌明、徐小庆、孙晓凡、张忠、周兆平等一线
资深专家授课。
在“开课仪式”上，朱晓天副教授对课程做了简单介绍。
他指出，在资管新规出台、金融行业转型及面临外资金融机构

朱晓天副教授

竞争压力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固收类市场专业人员十分欠缺。
因此，加深同学们对固收行业的理解，是开设本课程的重要初
衷。
在正式授课前，巴曙松教授代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向以
孟小宁先生为代表的业界专家团队赠送了纪念品并表示感谢。
在由巴曙松教授主讲的第一堂课《FICC 业务发展 ：从理
论到实践》中，他从 FICC 的基本概念出发，为大家讲解了国
际 FICC 市场的发展新趋势，进而引入中国固定收益市场及其
业务发展的重大契机。巴曙松教授指出，在国际市场上，FICC
市场规模庞大，远超过股票及其它资产类市场，且全球各大交
易所正迅速扩大在 FICC 的业务范围。而目前，中国市场面临
着如何解决固定收益市场分割和多头监管，以及如何建设多层
次、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固定收益板块的重大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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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资本市场 Bond vs Equity
Global Bond Market
Outstanding-2008
$73.8 Trillion
Emerging Markets
5%
Other Developed Markets
4%

Global Equity Market
Capitalization-2008
$32.4 Trillion

US
41%

Cash Bond Outstanding 2017

Emerging
Markets
20%

US
36%

Other Developed Markets
11%
Japan
17%

Global Bond Market
Outstanding-2017
$100.1 Trillion

Japan
10%

EU 28
33%

Global Equity Market
Capitalization-2017
$85.3 Trillion

US
39%

Emerging Markets
14%
Other Developed Markets
Japan
6%
13%

EU 28
28%

Source: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BIS)

EU 28
23%

Government

FI

Non-FI

US

Total
40,330

45%

39%

15%

Japan

12,978

75%

19%

6%

China

12,333

38%

38%

24%

UK

5,917

46%

45%

9%

France

4,606

49%

35%

16%

Germany

3,615

51%

43%

5%

Italy

3,225

71%

24%

5%

Derivatives Notional Outstanding 2017

Emerging
Markets
27%

Other Developed Markets
11%
Japan
7%

US
38%

EU 28
17%

Note: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listed domestic companies
Source: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OTC

Exchange-traded

FX

87,117

412

Interest Rate

426,648

80,572

Equity Linked

6,569

---

Commodity

1,862

---

Credit

9,578

---

Total market capitalization size: $100tn vs $85tn.
Total derivatives notional size: $613tn, 99% is FICC.

中国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为发展固

化和标准化，按业务前中后流程分为承揽、承做和承销，具体针对

定收益业务带来了新空间，巴曙松教授

FICC 领域，信用融资的 DCM 产品、抵押融资和结构化融资将会

解释道，人民币加入 SDR 后，全球资本

是未来发展的重点。其次，全球市场业务的本质是金融资产买卖的

对人民币债券产生了配置需求，随着人

中介人，这类工作虽然没有像投行一样市场曝光在聚光灯下，但它

民币汇率双向宽幅波动，其国际化基础

起到为庞大的全球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和发现价格的作用，特别是

正在发生变化，而“一带一路”倡议进

FICC 市场，其体量、产品类型、流动性都极为可观。再次，资产

一步为人民币计价债券的发行提供了发

管理业务是依托金融市场和交易性金融资产，再包装成基金等适合

展机遇。

多种类型和群体性投资人购买的投资型金融产品，本质为代客进行

巴曙松教 授 强调，2017 年债 券 通
“北向通”的开通，是固定收益市场互

中长期的资产投资和增值。在 FICC 范畴中则包括货币基金、固定
收益类共同基金、宏观对冲基金等。

联互通的重要一步，而香港可以发挥构

最后，孟小宁先生针对课程设计做出了详细阐述，并向大家推

建围绕债券通的离岸固定收益业务生态

荐了与本课程相关的精品读物。朱晓天副教授具体介绍了课程安排

圈的作用。在全球贸易摩擦、汇率波动

与考核要求。从加深学生们理解的角度出发，本课程设置了学生分

加剧的背景下，开发更多固定收益产品、

组进行场景路演、模拟交易等新颖的任务，使得趣味性与挑战性大

汇率对冲工具，是应对浮动恐惧的重要

大提升，同时可以达到增强同学们创新与合作能力的效果。

途径。
随后，孟小宁先生为大家带来了主
题为《现代金融市场前沿与实践》的第
二堂课。基于多年的从业经验，孟小宁
先生讲解了金融市场中各类机构参与者
和其营业模式、产品种类和岗位分工。
孟 先 生 指出， 现代 金 融机 构中的
围绕 FICC 业务主要分成投资银行融资
类、全球市场做市和交易类与资产管理
产品与投资类三种模式。首先，广义的
投资银行是包含这三种业务生态的中介
型服务机构，可以是包含多个牌照、多
种产品和团队的金融集团 ；而狭义的投
资银行业务是指将客户的融资需求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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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汇丰 2018 届全日制硕士毕业生就业报告
Employment Report on PHBS 2018 Full-time Master’s Graduates

策划 / 绳晓春 马曦业

编者按
自 2004 年建院以来，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将百年北
大的深厚底蕴与特区深圳的活力律动良好结合，为中国
和世界培养了一大批有领导力、有自制力、有远大视野的

继续深造

3%

的中国毕业生 进 入世界
一流院校 继 续深 造 , 赴
境内外名校继续深 造的
具体去向如下 ：

商界精英。
2018 届全日制硕士中国毕业生共有 283 名，专业包
括经济学硕士、管理学硕士、金融硕士三大门类，部分同
学同时完成了新加坡国立大学金融工程学硕士、香港中
文大学经济学硕士的培养要求，在 3 年内获得了两个专
业的硕士学位。97% 的毕业生选择直接工作，72% 的同

北京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

清华大学

英属哥伦比亚
大学

斯坦福大学

圣路易斯华盛
顿大学

芝加哥大学

纽约市立大学
巴鲁克学院

学进入金融行业。

毕业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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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行业
2018 届毕业生的就业趋势与金融市场发展
紧密接轨，呈多元化发展。直接进入职场的 275
名中国学生中，选择券商、投行和传统银行的毕
业生仍保持占比最大，达到 43%，且去向多为
行业内影响力较大的企业。

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占比

30%

涵盖国内外各大知名券商和投行，包括中金公司、
中信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华泰证券、广发证券、
中银国际、摩根士丹利华鑫、花旗集团等 ；

3%

的毕业生进入知名互联网公司从事战略
发展等岗位
（腾讯、网易、Bloomberg 等）

商业银行占比

13%

包括国有控股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等，
且多为总行相关部门（如中国银行、工商银行、招
商银行、交通银行）；

其他金融行业共占比

3%

的毕业生从事咨询相关工作
（德勤、波士顿咨询、普华永道、贝恩资本、
IBM、洛希尔财务咨询等）

31%

就业职能分布

基金、VC/PE、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和保险等行业
占比分别为 12%、8%、5%、4%、2%，都为行业
内顶级机构，如易方达基金、华夏基金、博时基金、

就业职能方面，2018 届毕业生多选择

正心谷创新资本、创新工场、海通资管、东方资管、

在金融机构研究、投资银行、投融资、固定

外贸信托、平安信托、中国人保、泰康保险等知名

收益等职能部门或管理培训生开始自己的

公司 ；

职业生涯。

的毕业生进入了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
8% （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中
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
上海清算所、银登中心等）

9%

的毕业生进入知名实业和大型国有企业
多数为管培、投资、金融类相关岗位（中
央结算、五矿集团、招商蛇口、中建三局、
国投集团、华为、壳牌、霍尼韦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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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地区分布

金融专业就业行业分布

就业地区分布
北京、深圳、上海依然是我院学生就业
地域选择前三甲，吸引了共 83% 的毕业生 ；

经济专业就业行业分布

4% 的毕业生前往香港和国外（美国 / 加拿大
/ 韩国）工作或者读博 ；其他就业地区多为省
会城市（成都 / 南京 / 厦门 / 武汉）。

各专业情况

管理专业就业行业分布

各专业学生就业侧重点各不同。金融专
业应届生较多集中在券商和投行，也有不少
同学选择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任职 ；经济
专业的同学就业更加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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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签约单位
证券机构 / 投资银行

基金 / 风险投资 / 私募股权 / 资产管理公司 / 信托 / 保险

单位名称

岗位

单位名称

岗位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 / 研究部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风险控制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 / 研究部 / 销售与交易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部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 / 研究部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部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部 / 销售与交易 / 固定收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投融资部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 / 研究部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 / 研究部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 / 研究部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部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 / 研究部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部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部 / 产品金融部 / 销售与交易

上海正心谷实业有限公司

投融资部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部

创业黑马（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融资部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 / 研究部 / 固定收益

创新工场 ( 北京 ) 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投融资部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银行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 / 投融资部

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银行 / 销售与交易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部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研究部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 ( 广东 ) 有限公司

销售与交易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部 / 销售与交易

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配置研究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投融资部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风险管理

互联网企业 / 管理咨询 / 其他
单位名称

岗位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投融资部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战略发展 / 商业分析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管理培训生

网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管理培训生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管理培训生

北京彭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与交易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投融资部 / 风险管理

IBM 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咨询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投融资部

普华永道管理咨询 ( 上海 ) 有限公司

咨询

波士顿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咨询

洛希尔财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咨询

贝恩投资顾问 ( 中国 ) 有限公司

咨询

商业银行
单位名称

岗位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研究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培训生

长江商学院

研究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培训生 / 固定收益

韩国科学技术院

研究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培训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培训生 / 投融资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培训生

国有企业 / 实业
单位名称

岗位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培训生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 / 管理培训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金营运中心 / 资产管理部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战略发展部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投融资部 / 管理培训生

北京外企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银行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投融资部

国家机关 / 事业单位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投融资部

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

中建三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投融资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投融资部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投融资部 / 财经管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

管理培训生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交易所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管理培训生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投资部

顺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融资部

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有限公司 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
中国进出口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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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金融的本质是什么？金融具有什么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又该如何对金融存在的风险进行监
管？2019 年 3 月 9 日晚，应巴曙松教授邀请，中国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
人肖远企先生做客“北大汇丰金融前沿讲堂”，带来主题为《金融的本质与监管的逻辑》的精彩讲座。
肖远企先生通过梳理金融演变、分析国际和国内金融体系、讲述金融危机背后的故事及其根
源，从而阐述金融监管的逻辑、使命和挑战。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任颋教授出
席并致辞，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首席
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教授出席讲座并做精彩点评。

肖远企 : 金融的本质与监管的逻辑
Yuanqi Xiao ：
Fundamentals of Finance & Rationale for Its
Regulation
撰文 / 喻奇

二、金融的本质 ：金融中介与监管要素
要真正把握金融发展规律，认识金融监
管的基本逻辑，就需要深入理解金融的本质
究竟是什么。从金融活动角度来看，金融业务
的客体是“钱”
，而主体则是金融机构对“钱”
的管理。因此金融活动本质上既是货币流通
的中介，也是连接不同经济主体的中介，中介
（intermediary）也自然就是金融的本质职能。
而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金融中介职能也与经

一、金融与金融监管 ：理论视角和历史演进

济体系发展经历同步的演变。最初，金融产
生于人们的便利需求，这一阶段的金融服务以

金融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跟人们的经济、社会、

支付汇款为主，职能体现为支付中介。在工业

生活如此密切相关。回溯历史，伴随着经济、社会活动的扩展，金

化起步以后，随着社会生产效率提高，融资需

融产生并发展于人们日益增长的支付、安全和投资需求。而对金融

求和资金管理的安全需求更加旺盛，以银行为

机构来说，由于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公众存款，加之金融业固有的信

代表的专业化机构快速发展，此时金融中介的

息不对称特点，如果金融机构出现风险，将带来很高的社会成本。

主要职能表现为信用中介。而随着生产效率进

正因为这些特点，金融业在世界所有国家都是特许行业，是受到高

一步提高，间接融资已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

度管制、高度监管的行业，这也将金融监管发展成一门重要的学科。

求，以证券交易为代表的直接融资迅速发展，

整个金融发展的历史几乎伴随着大小金融危机。如古代西汉

这就催生了金融的第三个中介职能：撮合中介。

王莽币制改革，16 世纪西班牙多轮主权危机，20 世纪亚洲金融危

从金融中介的这三种职能的演变，也能更好的

机和本轮全球金融危机。金融监管在总结历次危机经验教训的基

理解金融在社会经济中作用的演进，从支付中

础上不断改进。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是由于黄金兑付危机和汇

介的“搬运工”
，发展到信用中介的“助推器”
，

率危机，美国“格拉斯 - 斯蒂格尔法案”的颁布则是对大萧条前金

并成为撮合中介的“创造者”
。到今天，金融

融泡沫的纠正，前者奠定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基本架构与汇率制度，

仍然以中介为其本质，而支付、信用和撮合也

后者对银行的职能范围和营业地点进行严格区分。

依然构成了其基本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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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什么需要金融中介？金融中介是必

相互关联的特点，通过引导非银行金融中介转化为稳健的市场融资

需的吗？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客观方

机构，为未来金融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是要强化系统重要

面，因为经济活动普遍存在各种信息不对称，

性银行监管，强化资本水平和监管标准。第四要规范金融创新监管，

包括资源配置不对称、供需信息不对称、价格

如新的科技应用领域监管。第五要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国际监管标

信息不对称和信用信息不对称等。二是处理信

准制定并强化标准实施的一致性，构建公平的国际竞争平台。

息的专业能力差异。金融中介之所以能满足人
们对于便利、安全和增值的需求，其信用和信

四、金融的展望 ：在创新中前行

息是基础，而这都依赖于金融中介在信息收集、
加工、输出等方面的专业能力，这也往往是普
通非专业人才所缺乏的。

历史表明，金融与科技历来相互促进、相互推动，金融发展的
里程碑背后都有科技革命的支撑。未来，金融仍然充满生机，因为

因此，理论上说，金融中介的产生，是

金融产生的两个本质来源将长期存在。信息社会和大数据造成信息

为了弥补信息不对称和专业能力不平衡的自然

不对称更加广泛，而经济活动复杂化、信息处理更加专业、人的管

沟壑，提高市场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最终目

理能力和专业水平差异加大，使得专业管理能力仍然为必须，甚至

标就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提出的“完备市场”
。

壁垒更高。虽然金融业的服务方式、场景将发生较大变化，但人们

但是历次金融危机表明，金融中介未能弥补

对金融的需求将更加多元化和多层次化，正如历次科技革命对金融

上述缺陷而构建完备市场，例如长期让经济

业的推动一样，未来金融业人将在拥抱科技的进程中不断自我改进，

学家着迷的一般均衡模型，即使发展到 A-D

焕发出新的力量。

模型的顶峰阶段，反而暴露了金融机构无法完

肖远企先生的精彩演讲结束后，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

全解决信息不对称、市场非理性和交易成本

院长巴曙松教授对肖远企先生的讲座进行了总结与点评。他指出，肖

等问题，换言之，完全由市场自我修复是不可

远企先生对金融本质的回顾和金融监管的逻辑梳理有理论架构的支

能的，这就凸显了金融监管的重要性。金融监

持、有逻辑体系的支撑，令人受益良多。

管好比为金融机构行使中介职能构筑的防线，

巴曙松教授说 ：
“格林斯潘在退任后曾反思，我们能够避免金融

其基本逻辑包括以下层次。从原理角度，金

危机吗？他的答案是不能，因为这是人性使然。在金融市场的繁荣时

融监管是代替投资者对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做

期，人们总想要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繁荣，从而引发泡沫与金融危机。
”

出约束。从内容角度，金融监管与金融中介职

在放大的人性深渊中，监管者保持清醒和谨慎非常不易，怎么去理解

能对应，应当确保支付中介的基础设施稳定，

监管者的逻辑，理解支撑监管者决策的立场、理念，如何使监管者和

信用中介资本充足，撮合中介符合市场透明度

市场在相互理解中互动，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等合规要求。从目标层面，金融监管要确保单

他补充道，金融业已经迈过盲目扩张的阶段，步入了需要审慎发

体机构稳健经营，维护金融市场秩序、金融

展、风险管理进而成熟发展的阶段。因此，肖远企先生给大家的提醒

体系稳定，保护消费者权益。最后，从危机

非常宝贵。对同学们来说，要积极拥抱新技术的发展 ；对从业人员来

后最新视角来看，金融监管还应建立审慎监

说，要提升专业能力 ；就未来的方向选择上来说，未来的风险管理市

管和行为监管的双峰机制。

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水平将持续上升，会
对相关的人才有一定的需求。对一个合格的金融研究者和监管者的要

三、危机的反思 ：新时代，新视角

求则是，能够通过对金融业的表现、对人性的观察，探寻金融发展的
本质，理解经济周期、社会文化，对金融体系运作形成更贴切判断。

金融危机引发了对金融体系和监管的全

巴曙松教授也再一次表达了对北大汇丰金融前沿讲堂系列讲座的

面反思，并促成了力度空前的国际金融监管，

愿景与期望 ：
“我希望连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开办的一系列金融前沿讲

总体来看包括以下五个层面 ：首先是金融机构

座是一部关于金融前沿领域知识与实践的活页版教材。
”一般关于金融

综合经营监管。英国于 2013 年颁布了《银行

前沿的问题通常会在数十年后才进入教科书，而北大汇丰金融前沿讲

改革法案》
，提出“围栏要求”
，隔离零售业务

堂则带领同学们了解到了金融领域的最新动态、趋势与问题，肖远企

和批发业务，美国在《多德 - 弗兰克法案》中

先生本次讲座就是为前沿讲堂在金融监管领域补上了重要一章。

提出了沃尔克法则，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压力

在问答环节中，肖远企先生就大家提出的“中小企业融资难

测试有更严格的要求。第二是对影子银行的

问题”“如何防止银行加速向民企或小微企业贷款后坏账上升的风

监管。影子银行具有风险不透明、监管薄弱且

险”“如何进行风险管控”等问题做出了耐心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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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晶 ：互联网内容消费的趋势与特征
Jing Liu ：Trends and Features of Online Content Consumption
国内互联网内容产业在过去一两年

撰文 / 鞠諃諃 摄影 / 谢凤

里，有几个明显的趋势性变化。对应内
容行业自身的传统特点，可以看到一些
有意思的现象发生。姑且用
“速朽”和
“轮
回”来概括 ：一方面，以 AI 算法为代表
的产品技术革新导致了全行业迭代速度
加快，伴随着消费市场规模的急速放大，
海量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生产、分发和
消耗，这些都有显著的“速朽”特征 ；另
一方面，所谓 IP 概念的兴起和放大，在
刘晶
网易传媒
文创事业部总经理

线教育、知识付费和内容付费形态的演
变，版权市场与金牌制作人的崛起，又有
潮流回归与历史重演的感觉。本次讲座
将这些现象进行划分和解释，帮助我们
对内容消费的市场形态有一些新的理解。
2019 年 1 月 17 日下午，网易传媒
文创事业部总经理刘晶先生做客北大汇
丰商学院，带来主题为《速朽与轮回 ：互
联网内容消费的趋势与特征》的精彩讲
座。讲座由北大汇丰商学院公关媒体办
公室主办，财经传媒专业在校生丁宁同
学主持。
刘晶先生现任网易传媒集团文创事
业部总经理，负责网易传媒泛知识消费
和创意内容生产领域的相关业务。他出
品了王三三、槽值、哒哒、人间、浪潮、
看客等网易优势内容品牌，同时负责网
易公开课产品线。此前曾担任网易传媒
副总编辑，内容创新业务总经理等职务。
刘晶先生认为，针对互联网的行业特质
而言，核心在于内容为王，需要经得起
用户和流量验证。他的演讲主要围绕互
联网的内容消费展开。

流量空间的立体扩张
2012 年是互联网内容行业的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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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元年。刘晶先生指出，流量空间的立
体 扩张 主 要从 三方面体 现 ：一 是 媒体
的媒介变迁从报纸、电视，演变为电脑，
再到现在的移动终端。二是内容消费场
景也随时代发生变化，由传统的定时定
点观看，转变为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
随时随地观看。三是流量空间的变化，
从 最初的“固定 版面 + 固定时段”，过
渡 到“ 门户 + 搜 索”， 最 后 到“ 社 交 传
播 + 个性化推荐”，整个转变过程是非

内容从业者迎来一个红利期。刘晶先生认为，内容创业者若想获取

常迅速的。

红利，首先，应迎合新技术，创造新的流浪空间 ；其次，内容收益

与此同时，流量空间的变化也与内

的关键从编辑变成产品 + 算法，例如传统媒体内容创作者的价值由

容产业息息相关，二者之间本质上是供

编辑决定，互联网时代由受大众接受的产品和算法决定 ；再次，稳

给与需求的关系。需求与供给逐渐从手

定产出和稳定效果大于低产出和高品质。

工作坊走向工业时代，内容消费量呈几
何级数扩张。当内容供给和用户需求无

内容质量与用户需求的平衡

法匹配时，即为互联网内容产业发生结
构性变化的宏观结点。

刘晶先生以今日头条的流量收益和个性化算法为例，深入分析
了由于用户对内容的快消需求，造成了整个互联网行业对获客成本

传统媒体的功能削弱

与留存成本的矛盾、流量收益的归属、技术门槛与优势的无关联性
以及精细化服务的挖掘的焦虑。

刘晶先生分析，互联网之所以能迅

这些焦虑直接转化为对流量平台在做好内容方面的极高要求。

速发展并且逐步取代传统媒体，是因为

好内容的定义是什么？刘晶先生总结道，留存率高、可占领用户心智、

传统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身问题的

以及有转化力的内容才可被称为好的内容。内容质量与用户需求一

制约。在传统媒体理论中，媒体有三个

旦达到平衡结点，便可产生自带流量的 IP，即知识版权。IP 本质上

功能 ：第一设置议题，今天发生了什么

关注一个故事是否能反复消费，有无立体的人设，并且版权受益能

重大事件，这是媒体最重要的功能 ；第

力如何，它是对传统意义上最优质内容的商业化重构。此外，产品

二是教育公众，媒体是知识精英、政治

经理、算法工程师和金牌制作人对 IP 的影响也至关重要。

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传导体，应该告诉大
众什么是正确的 ；第三是娱乐大众。

内容产业的商业化重构

从纸媒时代到互联网时代，传统媒
体由于各种原因逐步丧失了教育大众的

当下，内容产业被电商的商业化概念重构，内容的分类已融合

能力，错误地将内容消费等同于新闻消

嵌入到电商化框架中，诸如“品类”
“SKU”
“流量池”
“转化率”
“长

费。此外，娱乐能力的贫困，以及媒体

尾效应”等也已应用于内容产业。内容产业爆发的原因在于内容付

仅为内容消费的其中一类，这些问题共

费开始催生出公众建设的产品。集在线教育、知识付费、内容付费

同导致了传统媒体的逐渐衰落。

三个特点于一体的移动互联网，能够填补现实中对教育师资力量和
学校基础建设的需求，因此移动互联网衍生出在线教育，可作为一

自媒体时代的内容蜕变

种公共建设，进一步推广普及大众教育。
刘晶先生强调，对内容保持敏感度，并且能够找准此内容最高

快消需求的满足 直 接 促 成了新媒

效的时点，这是互联网内容产业的品牌维持延续性和竞争力的关键要

体，尤其是自媒体的崛起，在这种情况下，

素。在问答环节，刘晶先生就大家提出的“内容 + 用户执行团队的运

内容就变成了“速朽”的快消品。

营方向何在？”
“AR、VR 内容创作未来有何发展？”
“互联网行业的

不过，整个快速消费的大环境也为

发展将给传统媒体带来什么冲击？”等问题做出了耐心、专业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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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连明
原 TCL 总裁、
现深圳光峰科技
合伙人 /CEO

薄连明 ：我的企业方法论
Lianming Bo :
My Methodologies on
Enterprise Management

2019 年 3月26 日晚，
原 TCL 集团总裁、
现深圳光峰科技合伙人、

这受这个委屈啊，你还是回来吧。但我知道，

CEO 薄连明做客“北大汇丰创讲堂”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管理实

这就是我要的感觉，从零开始的感觉。
”

践教授、创新创业中心主任陈玮作为嘉宾主持与薄连明展开了精彩

十八年后，已是规模过千亿的龙头企业

的对话。在两个小时的分享与交流中，
薄连明以个人的职业经历切入，

操盘手的薄连明，又一次开启了新的旅程，

讲述了其个人从业经历的心路历程与对公司管理的深度思考。

来到了还处于创业阶段的光峰科技。本是身

01

居高位，何苦不断跨界，为什么要一次次投
入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薄连明给出了自己

不断跨界的人生是自强不息的渴望

的答案：
“人在一定要在自己快到顶点的时候，

薄连明职业经历是不停“折腾”的过程 ：从大学教授到参与创

勇于把自己抛掉。就像抛股票一样，要是过

建深圳航空公司；从 TCL 集团总裁再到深圳华星光电 CEO、董事长；
最近，他又以合伙人和 CEO 的身份加入深圳光峰科技开始了创业
治理结构

的征程。他的每次转身几乎都从零开始，他喜欢成长的刺激。
1993 年，已是陕西财经学院贸易经济系最年轻的副教授、系

权力分配

副主任的薄连明毅然选择放弃大学里舒适的工作与生活，只身南下
投入到深圳航空的筹建工作中。
“刚来深航的时候，真的是苦哈哈

政治

地创业。我们就在仓库里创业，什么都要干，一干干到半夜。当时
我要当搬运工、也要当报关员。”八年时光，从“搬运工”到深航的

人

总会计师，深圳航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薄连明也被行业称为“民
航三剑客之一”。

战略

经济

2000 年，薄连明离开深航，加入 TCL 再次从头做起。
“我在
深圳航空的时候，我的办公室还是很大的，有小半个篮球场大吧。
去了 TCL 以后，我的办公室小到只能放下一张桌子，来个人聊事情
都没有地方坐，只能站着。很多人都跑来和我说 ：
“薄总，你不能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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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南航空蓝海战略图
高

同样的事。薄连明以美西南航空公司的成功
经验为例，美西南航空公司以不同的运营方

美国西南航空

式，开创出了自己的蓝海战略。相同的因素

一般的航空公司

采取不同的变量，大胆创新，改变经营方式，
战略的实质就存在于经营活动中。
汽车旅行

四、经营过程中的建构与解构。层层的
y=f(x) 则构成了经营活动与战略实质的联系，

低
价格

餐饮

候机室 		可供选择的
座舱等级

中转枢纽

友好服务

速度

频繁的点对点
直航起飞班次

整体思考，看清因果链，再经过系统地分解，
去探究出通往目标最为合适有效的方法和步
骤。不直接给出公司管理运营的办法，而是
给出这样的一个因果链公式方法论，却能普

了顶点往下滑的时候，抛股票就不值钱了。一般找到这个顶点还是

遍适用于混沌不清，没有方向的公司。分解

很难的，但更难的是你有勇气在顶点把自己抛掉，从零开始，开启

才有解，公司的运营藏于不断探究的本质之

自己下一条成长曲线。”

中。他总结道 ：
“现在企业经营管理的第一个

02

难题叫整体性被裂解，第二个难题叫因果链

鹰的重生，企业架构的全景模式

2006 年，TCL 国际化战略遇阻。在外界种种猜疑的情况下，
薄连明利用自己多年经验总结而成的钻石模型，帮助 TCL 找出了问
题的关键——企业文化。他说 ：
“为什么讲全景管理模式呢？因为

不清。知道结果，但结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往往不太清楚。所以在企业管理中，谁把因
果链连接起来，谁就能找到企业管理破局的
关键。”

理中有很多困难点，而管理中最重要的困难点是 ：企业本来是个整

04 核心保障，“四位一体”的螺旋上升

体，但整体性被裂解。你能不能从全局角度去看问题，怎么从全局

“四位一体”即机制牵引、体制保证、文

说到企业方法论的第一条，就要有全局思维。我们现在企业经营管

角度去诊断问题，是你管理是否有效的关键。”

03

化导向和能力支撑。谈到领导力，
薄连明认为：
不在于个人的领导力与追随关系，而是应该

因果链的战略方程式，管理的目标与战略实质

Y=f(x 1, x 2, x 3... )

上升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成为组织的领导力。
正如《原则》的作者达利欧所言，
“我的终极
目标，是创建一部运转得极好的机器，我只
需一旁坐看美好的事情发生。”而这也是薄连
明所追求的最大乐趣，致力于打造完美的组

薄连明介绍到这一个看似简单的方程式，
可以有 4 个层次的含义：
一、从目标（Y）出发的管理是达成目标最短路径。2012 年，

织，安静地坐在一旁看着美好的事情发生。
“很多的 CEO，高管标榜自己是解决问

薄连明临危受命为华星光电 CEO，面对亏损严重，问题多如牛毛

题的专家，像老中医坐诊一样，遇到问题，

的现状，没有技术和产业经验的他一度陷入焦虑、失眠。面对有如

开个药方就把问题解决了。但真正的高手应

尺厚的问题集，薄连明做出了大胆的决定 ：封存问题本，不看问题，

该是有全局的视野，应该知道这个机器的架

而关注目标，关注如何达成目标。在薄连明看来，问题往往不是解

构，应该知道它中间的因果链，知道怎么传动，

决掉的，而是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自然消失掉的。

知道怎么为这个机器加入动能。”

二、在企业运营中，困难的并不是对最终结果的描述，而是

“北大汇丰创讲堂”是北大汇丰商学院

找到为争取这个结果需要采取的方法和步骤。薄连明认为世界充满

创新创业中心主办的公益性讲座活动。
“创讲

了不可预知性，事物也时常处于变化之中，但一旦确定了原则，就

堂”定期邀请全球拥有独到见解的成功创业

可以坦然地面对困难。结果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明确达成结果

者、投资人和企业高管等创新创业领军人物

所采取的方法和步骤。

来北大汇丰开讲，为大家提供难得的近距离

三、战略的实质存在于运营活动中，是选择不同于对手的运营
活动（Xn）的组合，要么做与对手不同的事，要么以不同的方式做

学习机会。
来源 ：北大汇丰创新创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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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入校的新生对“中西融合”的教育模式
适应起来并不容易。不仅是学生，老师
们想要跟上这里的教学节奏也得下一番
功夫。2007 年，有着近 40 年数学基础
课教学工作经历的郭镜明教授来到了西
交利物浦大学，在这里，他感受到教学
的与众不同。
“我应该担任的是引导者的
角色，而不仅是数学老师，西浦的教育
方式需要我不断更新教学理念。
”郭镜明
说。
近年来，西交利物浦大学的知名度
逐渐打开，学校规模也不断扩大。2006

《人民日报》关注北大汇丰英国校区 ：
中国元素是最大优势
People’s Daily Focuses on PHBS Uk Campus:
“Chinese Element” is the Biggest Advantage

年 9 月，
首批招生只招录了 160 多名学生，
经过 12 年发展，
注册学生已达 1.3 万余名。
目前学校已有 37 个本科专业，37 个硕士
专业和 15 个博士专业，学生和教师团队
来自 50 多个国家。

地球两端的同一堂课

记者 / 王伟健、江南、吕绍刚、张志文

信息技术打破了时空的藩篱，即使
近年来，我国高校“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开

身在 地 球的“两端”
，也能 在同一 课 堂

放的维度不断延伸。以多种培养模式为代表的中外合作办学，引进

上享受同样的教学资源，畅谈观点，碰

国外高校优质课程 ；海外建校办学，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依托中国

撞火花。
“吉萨金字塔 ：技术、考古与历

元素开设特色课程。这其中，
“进”和“出”的不仅是学生，更是教

史”是哈佛大学的埃及考古数字化课程，

育方法、资源和理念，这些探索也让教育开放的脚步迈得既稳又实。

2018 年 9 月，这门课程被同步引进到浙
江大学。两所高校各有 20 名学生选课，

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师生们借助网络，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共
同“前往”考古发掘现场。

不考英语四六级，但这里的外籍老师占比高达 70%，专业课程

课程的中方负责教师、浙江大学文

采用全英文授课 ；不分班级，没有班主任，但这里的教学质量评价

化遗产研究院李志荣副教授介绍，这门

体系近乎严苛 ；学习氛围很自由，管理相对宽松，但每次考试跟高考

课程聚焦 4500 年前的吉萨金字塔、狮身

一样严，大部分学生过得比高三还忙碌和充实。

人面像，并从古埃及历史、艺术和考古的

这所与众不同的学校就是西交利物浦大学。2006 年经中国教育

角度进行理解，教学形式包括讲座、学生

部批准，由西安交通大学和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创立的西交利物浦

演讲和虚拟考察等。
“埃及考古课程，没

大学在苏州成立。它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整个学校与四周的生活

有深厚的古埃及田野资料积累和长期深

紧密相接。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说 ：
“不仅是形态上没有

入研究是开不起来的。目前国内高校尚未

围墙，在理念、资源和思想上都没有围墙。
”

见开设，引进哈佛课程，可以促进浙江

西交利物浦大学招生就业办公室主任解启健介绍，学生可以根

大学推行的全文明素质教育。
”

据自身情况选择“2+2”模式，前两年在西交利物浦大学学习，后两

这是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继与

年在利物浦大学完成学业 ；学生也可以选择“4+X”模式，在西交利

伦敦大学在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合作之

物浦大学完成 4 年学业后，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留学深造或直接就业。

后，又一次与世界一流大学在文物数字化

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探索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仍需爬坡迈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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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教学模式创新对哈佛来说也
是第一次。作为两校课程积极合作的牵线

基础课程，同时还将开设具有中国元素的金融与经管课程，使学生
不但掌握专业理论基础知识，同时了解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

人，正在哈佛大学近东语言与文化学院访

此前就读于英国巴茨大学的捷克学生罗曼，现在是北京大学汇

问学习的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

丰商学院管理学系的一年级硕士。
“一年在英国学习，一年在中国学

授刁常宇表示，哈佛课程的引入，既是将

习的制度，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两个国家都是带动世界经济

浙江大学文物数字化课程的视野从中国考

的关键驱动力之一，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

古扩展到世界考古，又将为浙江大学创立
自己的 VR 课程积累经验。
“我们引进这个课程，看起来是引进

但与国外高校频频进入国内合作办学相比，国内高校“走出去”
的数量尚少，也缺乏相关经验。
同时，去海外办大学也受许多条件的限制，比如在英国招生完全

一门课，实际上是为浙江大学引进一个广

靠学校自主参与市场化竞争，而不像在国内有教育部指导。海闻介绍，

阔的未来。
”李志荣说，
“引进来”是为了

北大汇丰商学院英国校区刚刚成立，在当地还没有形成品牌和影响力，

更好地“走出去”
，3 年内浙江大学将制作

因此第一年招到的生源比预期偏少了一些，
“作为外来者，要与英国甚

自己的数字化课程，努力实现让浙江大学

至全欧洲的大学去竞争，建立自身品牌，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摸索的

优秀教研成果“走出去”的目标。未来将

漫长过程。但我相信，随着全球文化教育交流的日益丰富和中国高校

通过支持人员互访与交流学习、合作开展

的不断努力，未来中国高校在海外办学会更成熟，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

艺术与考古领域自主研究、合作申报并开
展科研项目等方式，双方共建艺术与考古

在竞争中赢得生源

知识平台，在国际范围内开展艺术与考古
研究、推动艺术与考古数据资源共享。

2015 年 12 月，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正式招生，但是面临挑战：
马来西亚有 3000 多万人口，却拥有近 400 所本地私立大学，还有 9

中国元素是最大优势

所外国大学分校，生源争夺激烈。在招生总监王华德看来，
“这里的
招生环境堪称是‘红海中的红海’
。
”

2017 年 2 月 20 日，北京大学汇丰

通过举办各种宣介会、教育展、座谈会，向学生和家长介绍学

商学院与英国开放大学签约，购买其位于

校的优势，平均下来招生团队每年走访了大约 600 所中学，并通过

牛津郡的校舍，着手创办北大汇丰商学院

本地媒体进行宣传，吸引生源，最终打赢了这场“招生战”
。

英国校区，
2018 年 3月迎来首批学生。
“这

“2016 年，学校只有一栋宿舍楼和一栋学生活动楼，学生家长

是中国的高等学府第一次以独资、独立经

看到后将信将疑 ；后来我们几乎每个月都完工一栋新楼，眼见为实，

营、独立管理的形式在欧洲办学。
”北京

越来越多的当地家长放心地把学生送到这里。
”王华德觉得，招生规

大学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海闻说。

模的扩大与学校的高速度发展密不可分。此外，拥有绝对竞争力的学

“我们到这里办学，有偶然性，也有

费标准和丰富的专业选择也是受学生青睐的主要原因。

必然性。
”海闻介绍，北京大学汇丰商学

如今，很多马来西亚学生和家长已经开始慕名而来，马来西亚马

院从创办之初，就确定了国际化的办学定

中友好协会主席、前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马吉德认为，厦大分校的校园

位。

建设速度之快更是令人惊叹，招生情况更是让人充满信心。
北大汇丰商学院英国校区主要招收

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学生，修读北京
大学的金融学、管理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目前分校已经发展为拥有 15 个学士学位课程和 2 个预科课程、
有来自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 4050 名学生在此就读的高等学府。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同样开设了许多带有中国特色的课程。

学制两年。学生第一年在英国学习，第二

学生能够在英文教学环境里了解马来西亚、中国与世界。同时分校还

年到深圳学习。

将国内优秀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带到当地。在能源与化工学院，可以见

我国高校出海办学，与当地高校相
比有何竞争优势？
“
‘中国元素’是我们在海外竞争的
最大优势。
”海闻介绍，在英国，北大汇
丰商学院不仅要开设与国际接轨的理论、

到从国内引进的虚拟仿真培训系统，采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有效解决
了学生的实习安全瓶颈。同时通过推广
“翻转课堂”
和慕课等教学理念，
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学中去，
“这些在马来西亚都尚属首创，我们在教
学中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学院院长陈秉辉说。
来源 ：
《 人民日报》， 原标题为《 教育开放的领域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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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闻 ：大湾区规划是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措施与新动力
Wen Hai :
The Greater Bay Area Initiative Is a New Measure and Momentum to Deepen Reform
and Opening Up
编辑 / 金颖琦

编者按
随 着《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发 展
规划纲要》的发布，粤港澳大湾
区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院
院长海闻教授出席亚洲产业与资
本峰会、做客央视财经频道时，
曾多次深入解读粤港澳大湾区的
机遇与挑战。

海闻教授认为，大湾区规划是改革开放
再出发的新措施和新动力。在金融创新方面，
他指出，大湾区可以从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
角度出发，实现不同货币的融合和支付便利
化。此外，海闻教授还分析了大湾区的交通
网络、基础设施等在整合资源和推动发展方
面的重要作用。他强调，应该积极创造促进
创新发展的条件，努力改善和处理好六个方
面的问题。

新措施与新动力
海闻教授指出，大湾区规划是改革开放
再出发的新措施。当今中国日益融入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面临的挑战就是在不同
的经济体制下如何促进各种资源和制度的融
合。无论是从市场化程度、经济体制上还是
从国际化程度上看，粤港澳大湾区都是最适
合展开先行实验的地方。因此，中国进一步
的开放改革，也可以从粤港澳大湾区做起。
同时，经过这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
国经济亟需寻找新的动力。与东京湾、旧金
山湾区不同，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特点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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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布局多元——既有高科技产业，又
有服务业，还有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传统
制造业。如何把多元化的产业更好的整
合起来，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区域内的互联互通

此外，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海
上丝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尤为重要，而深

海闻教授指出，区位优势与经济发展有相关性，交通

圳 作 为 一 个“ 桥 头 堡 ” 或“ 出 发 点 ”，

基础设施如何联动也非常关键。比如，深圳和香港有很好的

可以在各个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区位优势，应该充分利用两个机场促进国际的交流，增加交
通网络辐射范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关键在于促进区域内

制度改革与创新

的互联互通，同时打破该区域与其它省份的交通瓶颈。
粤港澳大湾区的铁路或者公路体系本身还不错，但铁

粤港澳大湾区与其他国际一流湾区

路、公路、航空、水路这几大运输网络需要更好地调整与联动。

最大的不同在于“一国两制”——涉及

比如，由于陆路资源有限，这些城市以后可以学习发达国家

到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种法律制

的经验发展支线机场，通过短途航线可以解决一些交通问题。

度。对此，海闻教授指出，要从制度或
技术上进行创新和改革。

区域一旦互联互通，在良好政策协调和支持下，高科
技将是大湾区非常重要的产业。尤其是深圳，将在创新创业、

首先，要展开金融制度创新，让三

高科技产业发展方面继续发挥引领作用。此外，服务业的

种货币能够平稳的交流和融合。在汇率

发展也会非常迅速，服务业不仅指配送的发展，最主要是

制度上，港币目前是与美元挂钩，将来

物流、金融、法律的综合配套。

是否应该主要盯住人民币，最终建立人
民币、港币和澳币固定的联动关系。这
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此外，还应该展开

大湾区的创新发展

金融技术创新，让资金的流动和支付更
加方便。

创新发展需要什么条件？

其次，应从技术与制度上发展大湾

首先，需要经济基础。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

区的交通运输。交通运输是一个地区发

们才需要创新。当然创新也需要有能力、有资本。一个国家或地区

展的基础，而就其经济发展水平而言，

是否有足够资本支持创新？这是第一个条件。

广东的交通并不是很发达，尤其是轨道
交通方面。但大湾区交通运输的发展不

第二，需要技术水平。只有达到一定的科学技术水平，拥有
一定技术实力的时候，创新才有可能出现。

仅是技术上的问题，还存在制度上的问

第三，需要科研实力。技术创新往往是科学研究的结果。高

题。比如，如何通过改革让香港、澳门

校和企业实验室的科研能力如何，关系到将来是否有可能出现长久

与大湾区其它城市间的交通在制度上更

的、原创性的创新。

加便利。
因此，建立一个现代、综合、高效
的运输体系非常关键 ：
“现代”指要有建

第四，需要人才储备。要有足够的大学，培养大量充满丰富
想象力、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人才。创新
还要有大量高端技术人才。

立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的先进技术 ；
“综

第五，需要法律保障。创新必须要有知识产权保护体制和公

合”则是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建立水

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否则创新的成果就会被轻易窃取，也就不可能

陆空的立体交通体系 ；
“高效”则涉及如

有持续的和有价值的创新。

何完善管理体制保证交通体系运营的高
效。现代、综合、高效三者缺一不可。

第六，需要社会环境。包括创新氛围、包容文化、资本心态等。
现在很多资本急功近利，追求很快的回报，这不利于创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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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创新发展的挑战
粤港澳大湾区虽然在人口总量和土地规模上远远
超过旧金山、纽约、东京等国际湾区，但在经济总量、
科技水平、创新投入与成果、高等教育水平等方面仍
有一定差距。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面临如下几大
挑战 ：
第一，高等教育的发展。这是最重要的，关系到
能否持续创新问题。因为高校不仅是新科学新技术的重
要来源，也是人才培养的基地。粤港澳大湾区要成为世
界级创新基地，需发挥整个广东的创新能力，各城市都

2019 年 2 月 18 日， 中 共 中 央、

应该发展高等教育，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进一步改革。

国务院公布了首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从未来创新角度来讲，大湾区需要的创新人才不一定要

规 划 纲 要 》（ 以 下 简 称《 规 划 纲 要 》），

很专，但一定要有眼界，有担当、技术和人文知识都要懂。

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近期（到 2022 年）

第二，城市配套的完善。深圳房价越来越高，缺

及远期（到 2035 年）发展目标。这是

乏足够的医疗、高等教育、文化艺术资源，对于吸引高

大湾区在中国新的发展阶段上的新起

端人才和创新团队有一定的困难。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尽

点，更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创新开

快的很好的解决，对于创新发展存在有负面影响。

放合作新局面的重要里程碑。

第三，基础研究的加强。创新有两种，一种是源

《规划纲要》把过去大湾区 11 个

创新，一种是流创新，前者更为关键。以智能手机为例，

城市（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佛山、

最初苹果 Iphone 的设计是源创新，是划时代的、颠覆

惠州、珠海、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性创新，这样的创新是最根本的动力，而其它智能手机

中每一个城市自然形成的比较优势在原

只是流创新。源创新要有基础研究作为支撑，不仅仅需

有的基础上进行提升，并鼓励不同城市

要培养技术人才的大学。

之间优势及资源进一步互补，因此，
《规

第四，发展目标的长远。目前一些政府和企业对

划纲要》的一个重点是，如何让大湾区

于创新缺乏长期目标和动力，更加关注的是创新的现实

内的公共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要素如何

成果和产业发展，重技术轻理论，重理工轻人文。目前

在各个城市更加顺畅地流通。大湾区已

纯科技的东西不少，但如果没有伦理道德，没有文化艺

经是中国最市场化、最开放、最国际化

术，创新层次不会很高，甚至有风险。

的城市群，一旦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更

第五，经济体制的融合。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

加顺畅，大湾区内的各个城市之间会形

比较复杂的是体制问题。三个地区三个不同体制，连货

成新的聚合效应。城市之间不仅有互补，

币都不一样。三个不同的体制如何融合，如何在不同体

也有竞争，虽然竞争的结果无法预测，

制下推动创新发展，具有挑战性。

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竞争会提升大湾

第六，国际环境的稳定。最近一段时间中美经济

区整体的效率、竞争力和活力，并形成

关系紧张，美国对高科技的东西高度关注。能否继续保

一个世界少有的开放、自由、法治的营

持跟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高科技合作？是否能够继续

商、生活及文化交流的统一市场生态环

吸引国际高科技人才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存

境，对中国及世界未来的和平、繁荣及

在着一系列的挑战。

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积极创造促进创新发展的条件，努力改善和处理

《规划纲要》给粤港澳大湾区的战

好这六个方面的问题，才能使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

略定位之一是“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

不仅是口号，而是真正成为湾区经济、中国经济，以及

群”。这个定位是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

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

大湾区的特点来确定的。在过去的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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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耿 ：粤港澳大湾区的使命
Geng Xiao :
The Mission of Guangdong - Hong Kong - Macao Greater Bay Area

《规划纲要》在金融开放方面提出
很多发展思路，特别是针对人民币国际
化。在这些与国际金融相关的领域，香
港具有独特的优势——港币与美元是挂
钩的，此外，香港定位为人民币离岸中
心。有了美元和人民币两种货币，未来
肖耿
北京大学汇丰商
学院教授、海上
丝路研究中心主
任、香港国际金
融学会会长

香港在国际金融方面就变得非常重要，
因为世界上最重要的 3 种货币就是美元、
欧元和人民币，当然，英镑和日元也很
重要，它们是 5 个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SDR（特别提款权）中的另外两个国际
储备货币。目前来看，与美元、欧元相比，
人民币国际化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未来，

年中，中国发展面临两个瓶颈 ：一个是创新，另一个是国际金融的

如果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整合成中国的离

发展，特别是跨境金融交易。这两个瓶颈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城市群

岸经济圈的话，人民币国际化可能会有

来应对、试验及突破。

相当大的突破。

在《规划纲要》全文中，
“创新”一词出现了 102 次，可见国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国家发展战

家对大湾区在创新方面的期待。创新是需要市场化的，因为创新本

略，也许可以为中国真正融入全球经济

质上是不确定的。我们在技术上能不能突破、什么时候突破、突破

找到一个很好的突破口。过去四十年改

到什么程度，都是未知数，没有办法通过计划进行准备和预测，创

革开放历程中，中国作出了两个非常关

新更多地要依靠极具活力的民营企业，而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民营

键的决策 ：一是四十年前创办深圳经济

化程度最高的城市群。更重要的是，香港是全球最有活力、最市场

特区，二是十八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化、最开放、法治建设也最完备的世界一流城市之一。

这两个决策推动中国用四十年时间走过

创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风险非常大，因而创新

了西方社会上百年的发展历程。但是最

要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因为股票市场在所有金融

近，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工具中是最能够吸收创新风险的 ；通过资本市场，创新风险将在全

原因之一是现在的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大

国甚至全球范围内被分散和吸收，这才能使得中国未来的创新有后

到我们进入市场不仅会改变价格，也会

劲、有冲劲。

影响游戏规则。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创新还需要国际金融市场的支持。因为创新不仅仅包括与国

2014 年的估算，中国的经济体量按购

内经济有关的创新，还包括在世界范围内高质量的、最前沿的创新，

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了美国，因此从

从这个层面看，国际金融就变得非常重要，与国际金融发展相关的

国家安全的角度，美国强硬的鹰派声音

是开放的离岸经济体，而大湾区有这个条件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越来越大，并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形成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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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压力。同时，全世界对中国在未来的国际秩序方面应该承

够大、范围足够广的经济、金融制度生态体

担的责任与义务也有了新的、更高的诉求。此外，在国内，中

系内，尽可能试点全方位开放。

国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也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这使得我们目前面临巨大的内外压力。
在这种新形势下，粤港澳大湾区成了中国未来发展宝贵

建立这个开放生态体系的主要挑战是制
度。当年的深圳特区，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根本上来讲都是制度改革。在未来粤港

的突破口，因为大湾区有香港。香港是一个完全按照西方现代

澳大湾区内，也需要一个更大胆、更彻底、

经济制度发展起来的城市，这体现在它的法律制度、开放传统、

更系统的制度性开放。金融系统是一个生态

简单及超低的税收体制、小政府等方面。海外投资者非常适应

系统，它不可能碎片化发展。要建立一个与

香港的国际化环境，他们也希望中国的未来会像香港一样。不

全球市场接轨的开放的金融体系，就必须让

过确实，过去四十年的发展中，深圳、广州等周边城市不断地

整个金融生态环境具备开放的制度基础，因

向香港学习，也越来越像香港，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在生活方

为钱的流动性很强，会在碎片化的系统中寻

式、企业的经营模式等方面都越来越国际化，都在向香港学习。

找漏洞，从而导致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由此，一方面，大湾区将承担一个重要责任，就是探索

那么，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现在

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城市未来发展模式，特别是在市场化、法治

需要做什么呢？在刚刚公布的《规划纲要》

建设、开放程度及创新能力等关键领域。这是西方国家和国际

中提到，推进珠海横琴作为粤港澳深度合作

社会非常关注的领域，而中国也需要利用大湾区的优势在融入

示范区。横琴的一个试点思路叫作“一线放

全球经济与国际城市发展接轨方面先行先试。另一方面，粤港

开”“二线管住”，就是用电子围栏的方式管
住“二线”；如果不能管住“二线”，监管当

当年的深圳特区，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根
本上来讲都是制度改革。在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内，
也需要一个更大胆、更彻底、更系统的制度性开放。

局就无法彻底开放“一线”。数字金融科技
使得我们有可能在未来很短时间内建立及管
住无形的、非物理的“二线”，这个“二线”
就是按照数字金融的规则，以法律及各种监
管规则来合理界定资金跨境流动的自由度。
这个“二线”使得中国实际上可以将香港离
岸金融市场和离岸经济扩大 10 倍以上。

澳大湾区最重要的协调发展路径也许就是让周边的城市复制香

粤港澳大湾区尽管面积只有全国的

港的经济制度，使得中国有一个 10 倍于香港的、富有活力与

1.5%，但人口达到 7000 万，是香港的 10 倍，

竞争力的离岸经济体来对世界做贡献，并先行先试为中国的改

占全国的 5%，而 GDP 占全国的 12%。中

革开放闯出一条新路。

国的对外开放，包括未来“一带一路”的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最有可能在目前这个关键时刻为中国未来

中美关系的改善等，都需要这样一个世界级

三十年的发展给出一个明确的方向。这是因为，除了香港因素

的开放经济特区来先行先试，尽早融入世界

之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金融科技。

发达经济体，也尽早让全世界看到未来的中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最具挑战的领域之一是金融
监管。当颠覆性的金融科技出现后，金融监管就可能不需要物
理边界，因为金融业基本上完成了数字化的过程。比如，内地

国是什么样的，未来中国的开放会到什么样
的程度。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最年轻、最有前途、

的老百姓和企业家到香港，人到了香港，钱不一定可以去香港；

最开放、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如果把粤港

人不在香港，钱如果符合监管要求，也可以去香港。现代的资

澳大湾区、海南自由港、中国 12 个自贸实

金跨境流动是由数字化的金融监管来决定的，而与物理海关关

验区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开

系不大。当数字技术成熟到一定阶段后，就可能创建一个“电

放的离岸经济金融生态体系，这可能是中国

子围栏”
，用无形的电子边界来实现更快、更彻底、更高质量、

未来全方位现代化的一个突破口。这看起来

系统性风险更低的金融开发。我国目前的渐进式金融开放进步

不可思议，但也许应该去试试。因为四十年

巨大，但与国内外的期望相比，差距还很大，而短期内完全的

前我们在做深圳特区的时候，也没有人会想

金融对外开放并不现实，因此，可以考虑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到它会创造出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奇迹。

至少在粤港澳大湾区，利用数字金融科技，尽快在一个规模足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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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 ：
大湾区跨境金融融合为产业结构转型带来新机遇
Shusong Ba:
Financial Integration of Greater Bay Area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Industri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巴曙松（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粤港澳大湾区的三大核心枢纽城市。东莞、佛山、澳门作为大湾区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集

金融城市群第二梯队，其金融增加值大约在 200 亿元到 500 亿元

团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方堉豪（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硕士研究生、北
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研究助理）

之间，金融系统相对发达。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城市群中的第三梯队，
是金融业增加值不足 200 亿元的中山、珠海、惠州、江门、肇庆 5
市。2017 年，该 5 市的 GDP 均在 5000 亿元以下，其中，惠州、
江门的城镇化率不到 70%，肇庆的城镇化率不足 50%。
科技创新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在广东省七大战略性新兴

作 为 中 国 改 革 开 放 的 第 一 线， 粤
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兼具良好的区位条件
和政策优势。经过近 40 年的快速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的总体经济实力以及对其

2017 珠三角九市科技创新情况

城市群的集聚效应都显著增强，是目前

城市

专利申请
（件）

专利授权
（件）

发明专利授权
（件）

PCT
（件）

高新技术企业
（家）

广州

118332

60201

9345

2441

8700

深圳

177100

94300

18900

20500

13748

我国综合实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经
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与湾区强劲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的，
是湾区发达的金融市场。目前，粤港澳

珠海

20737

12544

2479

435

1478

大湾区已初步形成了层次分明的梯级式

佛山

25899

4901

4901

726

2549

金融城市群，以各城市金融业增加值来

东莞

81275

45204

4969

1829

4077

划分，大湾区城市群大致可以划分为三

中山

42168

27444

1439

172

1700

个梯队。

惠州

30448

11706

1469

452

794

第一梯队是金融业增加值超过

江门

17966

8577

589

1000 亿元的香港、深圳、广州。2017

肇庆

5341

2332

188

年，这三地 GDP 均超过 2 万亿元，是

741
36

288

数据来源 ：各市统计局、广州市知识产权局、佛山市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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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中，大部分为高新技术产业。而粤

2017 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金融经济运行情况

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发展无疑为湾区的科

城市

金融业增加值
（亿元）

人口
（万人）

GDP
（万亿）

人均 GDP
（万美元）

城镇化率
（%）

香港

3941.03

740.98

2.22

4.43

100.0

深圳

3059.98

1252.83

2.24

2.71

100.0

广州

1998.76

1449.84

2.15

2.23

86.1

东莞

474.32

834.25

0.76

1.35

89.9

与香港、澳门相比，从产业结构的

佛山

393.59

765.67

0.95

1.85

95.0

角度，珠三角 9 市第二产业占比仍然较

澳门

229.68

65.31

0.33

7.42

100.0

大，且地区具备较为先进、完整的产业

中山

197.6

326

0.35

1.57

88.3

链，产业创新活力较高。2017 年，珠

珠海

191.57

176.54

0.26

2.21

89.4

三角 9 市共计授权专利约 27 万件，其

惠州

164.54

477.7

0.38

1.19

69.1

江门

132.0

456.17

0.27

0.88

65.8

肇庆

72.49

411.54

0.22

0.79

46.8

技创新注入了强大的活力，进而有力地
推动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粤港澳三地城市群经济、金融发展
水平的不同，导致了三地在大湾区科技
创新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定位、方向有
所不同。

中发明专利超过 4 万件，地区高新技术
企业超过 3 万家。与此同时，珠三角 9
市近 3 年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也呈现
明显的阶梯分布。2017 年，深圳以超

数据来源：
Wind、各市统计局、香港政府统计处、澳门统计暨普查局。澳门、惠州、佛山、
江门官方数据尚未公布，课题组根据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估算。城镇化率使用各城
市城镇人口占比常驻人口比率。

过 5000 亿元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遥
遥 领 先 ; 第 二、 三 梯 队 的 东 莞、 惠 州、
广州、佛山、珠海、中山等地，高新技

近三年港交所新经济类型上市公司数

术产业增加值规模从 200 亿元到 1200

软件服务

亿元不等。此外，江门与肇庆由于自身

医疗保健

9

产业基础相对薄弱，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资讯科技器材

8

8

8

值排名靠后。整体上，珠三角城市群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与各市的科技创新

5

发展水平趋于吻合。

4

3

与珠三角相比，香港、澳门的产业

7

2

结构中服务业占比较高，2017 年，港
2016

5302.47

2017

2018Q3

数据来源 ：香港证券交易所、Wind

5000

4000

2015 年至 2017 年珠三角各市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2015

3000

2016

2017

数据来源：
广东省统计年鉴、各市统计局、
肇庆市 2017 年数据为课题组按照先进
制造业增速估算

2000

1292.23

817.99

1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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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东莞

惠州

539.81

广州

418.48

佛山

344.88

珠海

210.17
中山

103.64

85.67

江门

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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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 ：
石化产业、汽车制造业、
电子产品制造业

粤港澳大湾区差异化产业布局
资料来源 ：各市统计局、香港政
府统计处、澳门统计暨普查局

肇庆市 ：
金属加工、电子
信息、汽车零配
件、食品饮料、
生物制药、林产
化工、农业等

惠州市 ：
电子信息产业、石化产业、
汽车产业及现代服务业
深圳市 ：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
新材料
香港 ：
贸易及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专业
及工商业支援服务业与旅游业

江门市 ：
交通及海洋装备、石油
化工、电子信息、包装
印刷及纸制品、食品饮
料、现代农业

佛山市 ：
机械设备、家电、陶
瓷、金属加工、家具

东莞市 :
电子信息、电气机械、纺织服装、家具、玩具、造纸及纸制品业、
食品饮料、化工
澳门 ：
博彩旅游、出口加工、建筑地产、金融服务
中山市 ：
电子电器、五金家电、灯饰光源、装备制造、健康医药、纺织服装
珠海市 ：
电子信息、石油化工、家电电器、精密机械制造、生物医药、电力
能源

澳服务业占比均超过 90%。由于产业结

上市，其中超过 1/4 的上市公司属于科技创新型企业范畴。另外，

构向服务业转型，香港、澳门的工业产

近 3 年来在港交所成功上市的新经济类型的企业也不断增多。多

业链相对薄弱，科技创新应用于产业化

元化与专业化的融资服务，为珠三角企业个性化的金融需求提供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短板。但香港作为全

了更多选择，也促进了珠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球排名第三的国际金融中心，具备活跃

2018 年 4 月 24 日，香港交易所通过修改上市制度，进一步

的国际金融交易场所、便捷的国际融资

拓宽了上市渠道，特别是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的渠道，为内地新

服务以及高效的国际支付清算系统，这

经济企业与国际资本对接提供了新窗口，同时分流了内地企业上

使得香港能够有效地连接成熟的国际资

市融资的压力。此外，港交所多元化的产品服务和产品线也为境

本市场与珠三角 9 市，甚至泛珠三角 9

内投资者探索多样性投资策略提供了基础条件。

省的科技创新产业链。

通过拓宽上市渠道改革，接下来，港交所有望将国际金融资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金融的发

源吸引到中国有活力的新经济公司中来，同时为粤港澳等国家创

展，珠三角产业结构转型期旺盛的融资

新型经济区域中心的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未来，或许有更多的内

需求得以与香港甚至国际高流动性资本

地年轻优质企业选择在香港跨境上市，而以香港为支点的跨境融

的投资需求有效地对接。

资体系，也进一步使得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全球金

截至 2018 年 9 月，珠三角地区已
有超过 100 家企业选择在香港交易所

融系统的核心金融枢纽。
摘自《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报告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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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迦·温伯格 ：
中美湾区发展绝非零和博弈
Micah Weinberg :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Greater Bay Area and Silicon
Valley is not a Zero - sum Game
撰文 /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财经传媒专业 史圣园 编辑 / 曹明明

“每个创新系统都有其独特优势，两
个湾区的发展不是零和博弈。粤港澳大
湾区也不一定要和硅谷一样。
”在 2018
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上，美国旧金山
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院院长米迦·温伯
格（Micah Weinberg）表示。
在 2018 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上，
米迦·温伯格就“硅谷创新生态系统的
长盛之源”发表了主题演讲，向海内外
学界、政界、金融实务界的千余名北京
大学金融校友介绍了旧金山湾区的经验。
他强调了人才、资本、产业多样化以及
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米迦·温伯格表示，虽然硅谷经济
生态系统中少有政府的调控和干预，中
国大湾区并不一定要复制硅谷的模式。
比起其他湾区，中国大湾区需整合的城

米迦 · 温伯格
美国旧金山湾区委员会
经济研究院院长

市、需协调的经济政策司法体系、需调
配的资源体量最庞大也最复杂。在接受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财经传媒专业学生
记者专访时，他指出，中央的调控和计

系统中最宝贵的财富，为高科技产业源源不断地输送高质量人

划能够提高资源配置和体系适配的效率，

才。此外，产学联系帮助科研成果和商业应用完成对接，促进

从而更好地让各个城市融合起来，优势

了硅谷系统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升级。因此，对任何创新经

互补。

济而言，政府都应加大在高等教育和科研上的投资力度——不
仅仅是对研究型大学的投资，还包括对企业实验室、新技术试

旧金山湾区经验值得借鉴
虽然具体情况有别，对中国大湾区

点的投资。

旧金山湾区高科技产业的工作岗位数量

来说，旧金山—硅谷湾区的发展经验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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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借鉴意义。米迦·温伯格称，硅谷

除人才外，资本的力量也不容小觑。硅谷拥有世界上规模

长盛不衰最重要的动力来源，是星罗棋

最大、成熟度最高、竞争最激烈的风险资本市场。旧金山湾区

布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这是创新经济

委员会经济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7 年，旧金山湾区占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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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恰恰相反。硅谷，乃至各大湾

所有风险投资的 45%。随着大量资本的涌入，硅谷成为初创企业
茁壮成长的沃土。除了众所周知的谷歌（Google）
、苹果（Apple）
、

区，都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旧金山湾

脸书（Facebook）这样的“商业巨头”之外，优步（Uber）
、爱彼

区的发展与全球各个门户城市（gateway

迎（Airbnb）等众多“独角兽”公司也将在 2019 年冲刺 IPO。

city）密不可分，国际合作为其经济持

此外，斯坦福大学理查德·达舍（Richard Dasher）等学者曾

续增长提供了动力。
“通俗来讲，现在全

指出，风险投资的功能不仅体现在融资上，还具备一些额外价值，

球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在用硅谷的产品—

如为初创企业的关键早期员工搭建人际关系网络，为公司引荐潜在

国际合作所开辟的市场比国内市场大得

客户等等。

多。
”他解释道。尽管竞争难以避免，米

硅谷的成功，不仅在于丰富的人才、资本、技术，更在于各

迦·温伯格认为，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

种资源的自由流动。米迦·温伯格指出，加利福尼亚州不承认“非

充足的空间和机遇来发挥它们的比较优

竞争协议”——也就是说，人才可以自由跳槽到竞争公司，也可开

势。

办公司与此前雇主进行竞争。这使得硅谷的劳动力市场极具流动性，

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绝不会成为

而这对创业公司的快速扩张非常重要。
“硅谷减少了人才和信息流

硅谷的复制品。
“不仅仅是因为中美的情

动的制度障碍，强调开放与分享的精神，
”温伯格表示。

况非常不同，更是因为中国在某些方面
做得比美国好很多，比如旧金山湾区的

差异是创新型经济系统的财富

地方政府相当混乱、
缺乏协调。反之亦然，
美国也在一些方面领先于中国。
”他补充

横跨十一座城市、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粤港澳湾区的协同
发展之路充满挑战。制度和政策如何创新，以降低人才、资本、信
息的流通成本，是未来粤港澳经济发展的关键。
但米迦·温伯格认为，
“差异”正是“多元”的体现——它是

道，
“中国也会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
”
但在政策制定上，如何控制生活成
本的增速是中美都该关注的问题。旧金
山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院的一份报告称，

财富而非弊端，是优势而非弱点。
“通过一些中央计划，各地区的

“生活成本的居高不下提高了劳动力进入

优势可以进一步融合。
”米迦·温伯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粤港澳

湾区的壁垒。
”米迦·温伯格坦言，如何

大湾区的每座城市都各有所长。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是外国公司

控制生活成本，尤其是对美国这样一个

和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桥头堡 ；澳门的娱乐旅游产业发达，与葡语

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国家联系更为密切 ；深圳则是科技创新的基地，和硅谷一样，有很

而旧金山的人口总量业已停止增长。
“但

多优秀的企业，包括腾讯、华为等等。
”此外，广州则是全国性的

深圳不同，人口还在快速增长，
”他说，

交通枢纽，而佛山、肇庆、江门、珠海、惠州的制造业十分发达。

“
（在这种情况下）若想保证经济增长，

米迦·温伯格介绍说，虽然硅谷以科技产业闻名于世，但它的

政府应该确保社会政策为居民提供完善

产业生态实际上也非常多元。旧金山湾区的能源、金融、媒体、生

的保障体系，比如医疗保障和经济适用

物化学、服务产业的经济表现同样十分出色，这为硅谷经济系统的

住房的供给。
”

自我更新提供了可能性。
“现在大家在聊社交媒体的重要性，但也

最后，米迦·温伯格对粤港澳大湾

许五年、十年之后，这些企业不再引领潮流。那时候可能是农业科

区的发展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议。他指

技公司、生化科技公司的时代，而多元的产业使得硅谷在彼时仍具

出，佛山、惠州等以制造业为支柱的城市，

有强大的经济发展潜力。
”

应该思考如何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制造
业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中美湾区发展绝非零和博弈

如果不转型，这一行业将无法创造源源
不断的就业机会。
“这些城市不能把自己

“有的人觉得，中国的发展会对美国构成威胁 ；伦敦的创新经
济会牺牲硅谷的利益。这样的观点实在大谬不然。
”温伯格说。

当成粤港澳大湾区的‘后勤部门’
，而是
要把自己当做创新经济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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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财经传媒专业在成立之初就开设了
《数据新闻与信息可视化》课程。课程由
叶韦明教授主讲。蓝星宇、梁银妍、叶霄
麒等多名学生在第二届华数杯数据分析
师大赛、第三届中国数据新闻大赛等评
选或比赛中获得一等奖荣誉。近日，围
绕粤港澳大湾区主题，财经传媒专业学
生分析完成了《90 后粤港澳大湾区生活
图鉴》
《候鸟寻巢——深莞惠跨市购房考》
《轨道上的大湾区——离“通勤自由”还
有多远？》等多部作品，本刊将陆续刊登。

铁轨上的大湾区——离“通勤自由”还有多远？
The Greater Bay Area on the Rail
—— When Can We Have the “Commuting Freedom”?
作者 / 但喆、叶映荷、张晓涵、周美霖

湾区各城市往来高铁车次数

指导老师 / 叶韦明

一
高铁与城际，缺一不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湾区内高铁的运行状况 ：就高铁车
次而言，城市间的连接通达性尚可。广州、深圳、香港等经济
较发达地区高铁车次较多，三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的通达占据了
车次图的半壁江山。而边缘一些城市之间还是缺乏直达高铁，
例如江门与其他城市的连通就较少。
再看高铁站点分布图，平均每个城市高铁站点只有 1.18
个，且分布并不均匀。除了深圳、广州、惠州外，其余城市均
只有一个高铁站，而像江门、肇庆这样面积较大的城市也不例
外。由此可见，高铁实现的功能更多的是中心城市内大站之间
的连接。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将
构建城际快速交通网络，力争主要城市之间的一小时通达。而
铁路网络的建设是规划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然而这样的铁路
交通网络以高铁覆盖来实现，显然是不够的。高铁只能实现城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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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主要站点之间的通达，无法满足大部
分地区小站点的连通。并且，
我们了解到，
这样的连通需求的确存在于大湾区人民
之中。
因此，要想实现大湾区的铁路交通
网络还需要城际列车的助攻，由左下图
可知，城际列车能帮助高铁在城市与城
市间覆盖更多的站点，实现“毛细血管”
般的输送作用。
C 开头的列车表示城际列车，D 开
头的列车表示动车，G 开头的列车表示
高铁。由于动车与高铁较为类似，我们
把 DG 列车都统称为高铁。从三者车次
对比可以看出，城际列车的停靠站次是
远高于 DG 开头的高铁的停靠站次。因
此，在大湾区内部铁路交通网络的建设
中，城际列车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然而，目前大湾区已经建成的城际
铁路主要存在于四条城际列车动脉上 ：
广深、莞惠、广肇、广珠城际，以及深
圳市内深圳北到深圳坪山路段和深圳到
惠州的路段。部分城市只有城市边缘有
少量城际站点，覆盖面积不大，因此并
未形成网络化的铁路交通。对比世界三
大湾区的东京湾区，其有着全世界最密
集的轨道交通网，湾区内 80-90% 的客
运依赖轨道交通，粤港澳大湾区的轨道
交通建设仍待加强。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湾区的铁路
交通网络的覆盖需要高铁与城际的携手

CDG 列车站次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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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并且从目前高铁和城际的覆盖情
况来看，大湾区当前的铁路通达性仍然
不够。未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广中珠澳、
深汕、深珠、珠江肇、广佛江、广深第
二高铁通道、肇南等线路，并将高铁、
城际铁路、地铁、电车四网合一，加速
城际快速交通网络实施落地。
除了铁路交通网络的覆盖外，我们
采访了往来湾区内有出行需求的人士，
试图了解其他影响湾区内人民“通勤自
由”的因素。
“高票价”和“谜一般的定价”成
为大湾区铁路不可回避的问题。
我们进一步探究湾区轨道交通的出
行成本，试图挖掘票价背后隐藏的秘密。

二
中铁广州局的生意，
大湾区里的“铁
路经济特区”
我国的铁路部门基础的定价依据来
源于多年前《国家计委关于高等级软座
快速列车票价问题的复函》等文件的规
定，在 200km/h 的速度下，二等座基
价约 0.30 元 / 公里 ；在 300km/h 的速
度下，二等座基价约 0.46 元 / 公里。我
们以二等座为标准，测算大湾区内各铁
路站点间的每公里票价（右上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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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测算出的每公里票价，问

大湾区快速铁路站 - 站每公里票价（二等座）

题来了，为什么湾区里会有大量列车远
高于国家的票价标准？
这就不得不提到湾区铁路老大——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广
铁集团）
，因其所辖路段的票价高昂多年
来一直被民众吐槽。
广铁集团之所以能够正大光明地
收取高价的费用，是由于早在 90 年代，
基于沿海经济特区巨大的铁路建设需求，
它的前身广州铁路局改制成为了中国大
陆首家公司化、市场化的铁路集团，铁
总独家授予它“市场化管内区间定价”
，
拥有着非常强的自主定价权。再加上珠
三角地区经济发达，消费承受力非常可
观，由此诞生了“广深港”和“广深”
两条“劫富”线路。
最贵票价的第一名诞生在广深港高
铁段，从广州南到香港西九龙的高铁平
均每公里的票价为 1.52 元，而在这一段
之间，香港段的票价更为惊人，从深圳
福田站到香港西九龙站的每公里票价达

注 ：东莞惠州因存在大量（17 个）城际站点往来，故在此图中没有标识。根据统计，莞惠城际全程平均每

到了 2.27 元 / 公里。因香港段有着不

公里票价为 0.66 元

中国第一条全程封闭、四线并行的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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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大陆的经营模式、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加之先期规划

各城市间轨道交通每公里票价

失误致使工时大大延长，导致折算下来每公里票价高企。
抛开香港的因素，广深段的票价究竟有多高？我们以国内
几大主要城市群为样本，对比各城市间轨道交通每公里票价，
发现广深之间 0.65 元每公里远超其他主要城市段。
作为湾区内人流量最密集的线路，广深间的高票价对于民
众的出行来说确是不小的困扰。
除了广深段外，广珠间城际、莞惠城际的票价也相对偏高。
当然也有少数不用被“抢”的幸运儿。湾区内少有的几条票价
稍低的线路几乎都途径深圳，
“深圳北 - 惠州南”的低票价是
因其所属的厦深路段跨越闽粤两省，其主要投资主体是中铁总，
不属于广铁的直接管理，因此可以执行国铁标准的票价。同样
位于深厦铁路的“深圳坪山 - 深圳北”之间的每公里票价仅 0.36
元，除了因为该段铁路执行国铁的定价标准外，也与深圳市政
府的“票补”有着重要关系。在这条城际上，深圳市政府每年
支出 4000 余万元向广铁集团购买服务。
区别于全国其他铁路集团，广铁集团手握“自主定价权”
，
旗下铁路票价高企无一例外。
但为何广深路段创下最贵票价？
我们将继续探究广深铁路背后的故事。

三
广深铁路的前世今生
广深两城之间的铁路系统是较为发达的，K\T\Z 开头的普
通列车与高速列车所需要花费的时间相差并不大，而且票价相
对便宜很多，那人们是否可以选择普通列车作为出行选择呢？
答案 ：是，也不是。
T398 次列车，从深圳站出发到达东莞东站需要花费 42
分钟，硬座价格为 12.5 元。对比同样从深圳站出发的 C 开头
的广深城际列车，到达东莞市常平站的时间为 33 分钟，二等
座票价为 44.5 元。而东莞东站与常平站都位于常平镇中心，
两站间直线距离只有 3.8 公里，不同列车花费时间相似，但价
格相差三倍。
相比于几乎随到随走的高速列车，出于“长短途客流配置”
的考量，为保证长途旅客对普通列车的需求，属于短途的广深
普通列车票处于限售状态而一票难求，短途旅客选择高速列车
也成了“没有选择的选择”
。
那么为什么只要途径“广州 - 深圳”
，票价还会比湾区内
其他路段高出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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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深铁路股权图
铁路行业有着自然垄断的属性，对消费者来说，要么
接受经营者确定的交易条件，要么就只能不与其发生交易关
系，因此多年来各国政府对此都有着严格的管理。而广深铁
路之所以能够以高于全国每公里平均票价数倍实现运营，则
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经济原因。
广深铁路原为 1911 年建成通车的广九铁路华段，改革
开放以前，还只是一条设备简陋陈旧、总资产估价仅 7 亿元
的单线铁路。但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客货运量使
得单线运营的广深铁路面临巨大挑战，如何增建广深第二线
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 80 年代时，中国并没有证券市场可以实现新建线路
的融资，并且国家相对落后的状态使得资金投入远远不足，
因此广州铁路局提出了用加价所得的收入来增建广深第二线
的想法。
因为铁路建设花费巨大，为了获取改造资金，广深铁
路实行提高 50% 的区域运价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的政策。
1996 年上市后，作为上市企业的广深铁路拥有了进一步市
场化运作的权力。按《国家计委关于广深铁路运价的复函》
（计价管〔1996〕261 号）的规定，广深线开行的动车组列
车票价可在国铁统一运价为中准价上下浮动 50% 的基础上
再上下浮动 50%，由企业自主定价，因此广深铁路有着充
足的价格调整权。
2006 年在国内上市后，广深铁路成为在香港、纽约、
内地三地上市的公司，也是中国铁路总公司旗下唯一一个主
营客运的上市公司。由广深铁路股权图可知，虽然广铁集团
仍然是广深铁路的第一大股东，但约 63% 的股权来自境内
外流通股。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为保证股东利益，广深铁路
难免忽略公益性，而将盈利能力作为首要目标。根据广深铁
路（601333.SH）发布的 2018 年年报，2018 年广深铁路
实现营业收入 198.28 亿元，同比增长 8.16%，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4 亿元，基本每股收益 0.11 元。
其实在广深之间的高速铁路交运领域，并非只有广深
数据来源 ：12306、 盛名列车时刻表、 广深铁路公司公开年报、 天眼查
注 ：数据来源 12306， 选取 2019 年 3 月 22 日数据， 数据更新至 2019
年 4 月 7 日。

铁路一家公司，广深港高铁（广深段）目前就是广深铁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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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该公司和广深铁路公司目前没有股权上的直接关联，

一大竞争者。
广深港高铁（广深段）归属于广深港客运专线有限责
的确对广深铁路的业务造成了冲击。然而，即使加入了另一
家公司参与业务的竞争，由于考虑到股东利益，广深铁路的
高票价问题也无法轻易改变。
由此看来，大湾区人民所期待铁路高票价的破解仍然
是一个难题，想要真正做到“通勤自由”
，还需要多一些耐
心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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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的回忆：我的青春与梦想

Memories in Heilongjiang, the Fertile Land: My Youth and My Dreams
40

人物

从 1969 年 3 月到黑龙江农村插队落户至今，已经整整 50 年了。五十载沧海桑田，
半世纪辗转奔波，当年的“知青”，现多已庞眉鹤发。垂暮之年的我们希望能把那段
难以忘怀的青春记录下来。为此，我也打开尘封的记忆，写写当年的一些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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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东北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初中二年级学生。本应 1967 年毕业，但当时

高中和大学都不招生，我就一直待在学校里参加“文化大革命”。1968 年底，开始
了上山下乡运动。当年我们中学首批去黑龙江下乡的是 24 人，其中有 6 名女生，称
为“杭州东风中学赴黑龙江先行排”。我当“排长”，下乡的那一年 17 岁。
尽管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但我们比大多数知青更艰苦。
因为我们不仅是到农村插队落户，而且是到遥远的边疆，还是到战争爆发的地方。
离开杭州时正是珍宝岛战争爆发之后 ：3 月 2 号打仗，我们 3 月 8 号出发，而我们
要去的，正是珍宝岛所在的虎林县。作为年轻人，我们当时很兴奋，“迎着珍宝岛的
隆隆炮声，奔赴反帝反修前线”！作为父母们，家长都非常担心害怕。在送我们专
列的火车站上，家人们哭成一片，我从来没看到过我妈妈哭得那么伤心，我妹妹也哭。
姐姐已经下乡了，没能来送我。乐队奏着“远飞的大雁，你快快飞呀”的曲子，我
的眼泪也止不住哗哗直下。别了，母亲！别了，家乡！……像壮士出征一样，我们
踏上了屯垦戍边的征程。
专列开了五天五夜，于 13 号清晨到了虎林县城。第二天，我们就被拉到了 15
里路外的红卫公社前卫大队。我们站在村小学的操场上，在大队支部书记欢迎以后，
就被各个农民领到了家里。知青宿舍还没盖，我们就都分散住在农民家里。领我的
是个 13 岁的小男孩大保，但他管我叫“叔”
（也许是我那时看上去就很老或很成熟）。
他爸是个管村小学的贫下中农代表。没读过多少书，却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看
上去很有知识。女房东很热情，风风火火的，我叫她大嫂。两口子一直对我挺好，
张口闭口“俺家海闻”，弄得其它老娘们儿嫉妒地说，“海闻是倷家的吗？”
那时村里还没通上电，点的是劣质的煤油灯，一早起来，鼻孔里都
是黑黑的。用现在的标准衡量，不知道吸进去多少碳了。冬天的东北，
房子的窗户都是密封的，屋里的空气混浊难闻。天太冷，只好忍了。
另外就是脏，没法洗澡。洗衣服不容易，所以也懒得洗，不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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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上就长满了虱子，每天晚上至少有十

年的家信和日记后，非常感叹，说想不到你们当时真是那么想的。

分钟的“挠痒运动”。

说实话，即使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而且过了耳顺之年，我仍然
觉得人活得“傻”点好，单纯点好。且不说自己感觉好，社会也需

最难熬的是没吃的。东北的三、四

要这些勇于奉献的“傻人”。

月份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窖藏的蔬菜
早已吃光了，大地还没有开冻，只能吃

改造自己，是因为我属于当时的“黑五类”子女，爸爸是右

农民腌的酸菜。我特别不喜欢吃酸菜，

派，还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其实他参加的是抗日的远征军，当时

总觉得有股锈味儿。但不吃也不好，怕

他在金陵大学读书，学的是无线

房东为难，只好忍着吃。尤其因为我的

电。1944 年，抗战到了最危难

家庭出身不好，本就是抱着改造自己的

的时候，他响应“一寸山河一寸

心态去的，不吃鸡不吃肉没问题，不吃

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

酸菜有怕吃苦的嫌疑。刚到虎林的时候，

投笔从戎，参加了远征军。但在

我 们 的 任 务 是 修 水 利， 要 走 10 里 路，

那个时候，只要参加过国民党军

中午不回来。我们只好带几片苞米面饼

队都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妈妈这

子，怕冻了就捆在腰上。没有菜，就像

边海外关系一大堆，两个舅舅和

农民一样带上几瓣大蒜。这样，下乡不

一个姨妈分别去了香港和台湾，

久我就学会了吃生大蒜。

后又都到了美国。所以，文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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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属于必须好好接受改造的

自我改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

想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方面，文革进行

1969 年，海闻
的中学毕业留
念（后排右三）

那一类人。
不过，我当时定的“改造自己”的目标，不是别人强迫的，
而是我自己觉得应该通过吃苦来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净化自己的

了三年，工厂基本停工，大学和高中都

灵魂，磨练自己的意志。我对此并不是一种消极无奈的心态，而是

停止招生，但大批的高、初中生的年龄

觉得自己小时候没有吃过苦是一大遗憾。要想成就伟大的事业，要

却没有停止增长，这些学生很快长大成

想成才，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我也

人了，安置工作成了头疼的问题。另一

并没有因为自己“家庭出身不好”而自卑或自弃。马克思、恩格斯、

方面，毛主席的确想缔造一个没有城乡

毛主席、周总理的家庭出身都不好，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革命者。

差别的社会，这从他的“五七指示”中

因此，和大多数人的被迫下乡不同，我是带着吃苦和改造自己的心

可以反映出来。他认为学生只有书本知

愿主动要求下乡的，而且要求到最艰苦的边疆农村去“插队落户”。

识是不够的，还必须经过锻炼，有社会

正是有着这样一种心态，在东北的九年我从来没觉得苦，也

实践经验。对于青年人要吃苦锻炼奋斗

从来没有放弃过理想。当年的条件绝对艰苦，而且跟我原来的生活

这一点，我是赞成的，至少我觉得我应

相比落差很大。从江南的大米饭、东坡肉、西湖醋鱼、龙井虾仁，

该到艰苦的环境里去磨练磨练。于是，

变成了天天只能吃五谷杂粮、酸菜、土豆。一年吃不到几次肉，入

我主动报名下乡，而且是特意要到最艰

冬后有将近半年吃不到新鲜蔬菜。冬天很冷，有时候不得不穿着大

苦的边疆农村去当农民。我们要去的虎

衣戴着口罩睡觉，早晨起来时眼睛眉毛上都是霜。脸、鼻子、耳朵、

林县是个边境县，学校的工宣队开始还

脚都冻坏过，冻坏的耳朵还发炎流水。劳动很辛苦，炎炎夏日到几

因为我们家有海外关系不同意我去，我

十里外的荒草甸子去打草，渴的时候只能趴在水洼子边上喝积水。

割破手指写了血书，表示永远忠于祖国，

割小麦都累得直不起腰来，秋收的时候满手被豆荚扎的血印，掰苞

这才批准我去虎林插队落户。

米掰得虎口都肿。在这样的条件下，我能坚持下来，关键还在于

我下乡时给自己立了三个目标 ：改

心态和境界。我的座右铭之一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再苦，

造自己、建设祖国、保卫边疆。现在的

比起村里的大多数农民来说要好得多，我小时候享过福了，他们没

年轻人会觉得这很傻，可我们当时就是

有 ；我到过很多地方，他们没有 ；我受到很好的教育，他们没有…

这么单纯。2007 年恢复高考 30 周年时，

所以，跟绝大多数人比，我已经很幸福了。正是这种心态，让我始

央视二套采访我，记者开始有点不相信

终保持乐观，这也是我后来能不断克服困难获得成功的基本素质。

我们当时的境界，可当她看到很多我当

我在生产队里干活是很卖力的，农民夸我说“海闻这小伙子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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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实验。“阶级斗争”就是要继续文化大革命 ；

海闻在黑
龙江插队
时的照片

“生产斗争”主要是干活，开荒种粮食 ；
“科学
实验”提倡利用知识来提高产量。
虽然我们也没上过几年学，但我对科学实
验还是很感兴趣的。到了东北后不久，我就发
现他们的耕作非常粗放。当时的浙江省已经号
称“千斤省”了，即水稻每亩产量达到一千斤，
而东北只有二、三百斤左右。不过南方种两季，
一亩地里有早稻和晚稻，北方只能种一季。即
使如此，亩产量还是低。我在下乡前去过浙江
农村参加“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知
道南方种水稻要插秧，还知道科学种田中有句
话叫“合理密植”，但当时东北种水稻就是把
种子撒到稻田里，结果长出来就稀稀拉拉，有
时候苗还长不过稗草。
为此，我利用春节回杭探亲的机会专门去
了一个位于钱塘江边的农业研究所，问他们要
了一些高产的稻种，带回虎林去种。生产队长
挺支持的，给了我一小块试验田。我当时只知

出活”，说明我从来不偷懒。那时实行

道水稻的生长需要一定的“无霜期”，所以采用了“塑料薄膜育苗”

大寨评工法——“自报公议”，我第一

和“小苗带土移栽”的方法来解决。开春不久，当其他稻田里草和

年是三等工，第二年二等工，第三年就

苗都还没有露头的时候，我的试验田里的稻苗已是整整齐齐，郁郁

挣上了一等工，即最高的工分。记得第

葱葱。农民们看了也无不称赞，我也颇为得意。一转眼到了秋收季

二年评我二等工时，有个农民说，“海

节，队里其他的稻田都已收割完毕，而我的试验田里的水稻仍是郁

闻干活很出力，但技术还差一点，二等

郁葱葱，青绿一片！农民们开始笑话我了，“海闻，你种的是水稻

工是不是高了点？”当时的技术活主要

吗？啥时结穗啊？”我很尴尬，也不知道咋回事。这才又去翻书找

是扬场、垛垛、扶犁、赶车，我都还不会。

答案，才知道纬度不同的水稻品种是不一样的，因为东北夏天的日

这时，另一个农民站起来说，“正因为

照时间太长，所以造成了南方稻种到了高纬度的东北后会“贪青”，

他技术差一点，才给二等工，否则应该

不会结穗！我从教训中获得了知识，本想继续研究如何提高东北水

是一等工。”我当时听了非常感动。

稻产量，但后来再无机会。

北大荒的艰苦日子已经过去几十年

此外，我还问队长要了一块地，培育玉米的“单交种”和“双

了。我常常想，要是没有那一段经历，

交种”。通过杂交优势，提高玉米的产量与质量。为了保证异花授

没有那一段的艰苦生活，我会了解中国

粉，到了玉米抽穗的时候，我每天都到到地里给母本“去势”，即

社会吗？我会珍惜后来的学习生活吗？

抽掉它的雄花，让母本只接受父本的花粉。这样辛辛苦苦地干了一

我会在留学时遇到的各种困难面前坚持

夏天，盼望着母本的玉米来年可以作为优良品种播种。然而，在秋

下来吗？我会感激生活，始终充满激情

收的时候，几个社员在附近收割玉米，路过我的实验田时好心帮忙，

吗？我会有今天的成功吗？

顺便替我当做普通玉米收割了，把母本的种子和父本的玉米混在一

我感激黑土地赋予我的经历与精
神，我也为当年敢于自我改造而自豪。

03

那些年，我们还和一队（我在三队）的同学一起培育一种叫
“920”的菌种，据说用来喂猪可以助猪长膘。“920”的培育需要

科学实验
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有三大任务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
42

起了！我知道后真是哭笑不得，一年的辛苦又白费了。

一定的温度，因此一队的同学就在炕上搭建了个“实验室”。想一
想当年的这些知青还真的很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可惜生不逢时，否
则一定会产生出一批杰出的企业家或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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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师

语文、数学以外，我们也教音乐、体育、

说实在的，知青下乡对当地的文化和教育还是起到

美术等，大大活跃了学校的气氛。我还

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下乡后不久，我就在队里办起来黑板报，除了

从杭州买来了很多图书和画册，建立了

报道国内外新闻外，也讨论生产队的事。记得有一期我画了一个漫

小图书室。购置了喇叭和扩音器，建立

画，批评有人“出工不出力”，颇引起了一番争论。我们知青和一

了小广播站。过年排练节目，把学生们

部分村里的年轻人组织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下乡当年就

都带进来参加演出。

为村里编排了一台“春晚”节目，以后也多次在春节排节目演出。

那时的学生，除了上课之外，也要

除了演《沙家浜》中的“智斗”、
《红灯记》里的“赴宴斗鸠山”、
《智

经常劳动，“学工学农”。寒假暑假，学

取威虎山》中的“舌战小炉匠”等片段外，作为宣传队的队长，我

生回家帮家里干活，料理“自留地”，照

还兼任“编剧”“导演”和“演员”（我演胡传奎），写过诸如“边

顾弟弟妹妹，我也会回到生产队参加劳

防民兵抓特务”“抗日英雄打鬼子”等短剧。我们的乐器合奏也很

动，到“大连泡”（地名）修水利。所

有意思，既有二胡、板胡、笛子等民族乐器，也有手风琴、扬琴等

以说，虽然是老师，但仍然是拿着“工

西洋乐器，反正把各种能响的乐器都放在一起，演奏起来也别有风

分”的人民公社社员。由于我努力工作，

味，分外热闹。

认真教学，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70 年春节刚过，大队领导找到我，说村里的学校希望我去

并获得过“虎林县劳动模范”和“牡丹

当老师。这个村子原来叫“同和”，文革时改为“前卫”（现在又改

江地区先进工作者”的殊荣。

回为“同和”），共有一百来户人家，三、四百人口。村里有一所学校，

1975 年秋，我被调到红卫公社中

从“托儿所”一直到初中，叫“前卫中小学”。一至五年级为小学，六、

学任副校长。公社调我去的原因，主要

七年级为初中，“红孩子班”是托儿所，全校有一百多学生。老师
基本上都是本村人，个别在县里上过高中，大部分只有初中毕业。
我虽然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但毕竟是城里人，文革中到上海、北京、

海闻屯垦戍
边，东北九
年，青春献
给北大荒

是公社中学当时比较乱，学生纪律差，
老师不敢管。我去后不久，两个学生打
架，其他人拉都拉不开，别人越拉，他

哈尔滨等大城市高校串联过，还当过中

们打得越起劲。我走过去，叫劝架的学

学的“革委会”委员，有一定的组织能力，

生都走开，让大家看他们两个人打，还

大队认为我是一个不错的老师人选。

叫他们“你们打呀”，结果他们反而不

然而，我却不愿意到学校去。我

打了。文革期间，老师都不怎么敢管学

认为我刚从学校出来不久，对社会还了

生，可是我是知青，我不怕。我一方面

解甚少，而当初下乡的目的是通过艰苦

抓教学，一方面抓纪律，每天早上还亲

的劳动来改造自己，多产粮食，建设国

自到校门口抓迟到，对调皮捣蛋欺负同

家。于是，我对领导说，“我是来接受

学的学生严厉整治，弄得他们对我又怕

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需要继续在生产

又恨，甚至扬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队劳动锻炼改造自己……”其他农民知

我也不客气地回应，“我等着”。不久，

道后，一个劲地说我傻，这样的“好活

学校面貌得到改变，课间操从懒懒散散

儿”都不去。

变得整整齐齐，旁边的公社干部看到后

又过了一年，大队领导又来找我

都啧啧称赞。

了，这回是支书出面，请我到学校当老

其实，我们虽然是老师，学生们也

师。我又重复了我的观点，说要继续接

不比我们小多少。我虽然严厉，但关心

受再教育等等。这时，支书拿出了杀手锏 ：
“到学校当老师，是贫

学生，所以大家在一起也玩得很开心，

下中农的需要，是为贫下中农服务……”。我不敢再争辩了。于是，

感情也很深厚。离开虎林后我先后回去

开始了我乡村教师的生涯。

过 5 次，每次回去都有十几个或二十几

我一去前卫中小学，就被委任为副校长，并担任六年级（初

个当年的学生来看我。一起吃饭、喝酒、

一班）的班主任。后来陆续有四个杭州知青——也都是我们中学

聊天。有一次一个学生说，“海闻老师，

的同学，到学校当老师。我们认真地教书，布置作业，启发学生思

我们也许是你这么多学生中最没出息

考做题，替学生纠正错别字，给当地的学校带来了一股清风。除了

的，但一定是对你最有感情的”。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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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颇为感动！的确，相比我在美国和在
北大的学生，他们是很平凡，没上过大
学，一辈子务农，但朴实、纯真、善良！
他们是我的青春，每次回虎林跟他们在
一起的时候，都把我带回到了自己年轻
的“乡村教师”时光。

05

大学之梦
文 革 前， 我 们 还 小， 还

海闻（第一排右
三）和经济系
77 级部分同学
们在北大图书馆
前留影

没到想上大学的时候。文革中，大学停
办，加上我们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也就
没有了上大学的奢望。1970 年，大专
院校恢复招生，不用考试，推荐就行，
去的人中有的才小学毕业。一起插队的
一个中学同学被推荐去了牡丹江师范学
院。县里也办起来“五七大学”，我们
一个初一的同学被选拔去了，这一下子
点燃了我上大学继续学习的梦想。
1971 年，我们村里又有了推荐名
额，大队推荐了我，但因为家庭出身不
好， 到 公 社 就 被 卡 下 来 了。1972 年，
我又一次被推荐了，结果又被公社或者
县里卡了。到了 1973 年，邓小平短暂
复出，大力整顿，出台了上大学要考试
的政策。知青们兴奋不已，奔走相告，
尤其是“老高三”的学生，更觉得总算
等到了推迟六年的高考。我们初中生也

作者简介
海闻，杭州东风中学 67 届初中毕
业生，1969 年 3 月至 1978 年 3 月在黑
龙江省虎林县红卫公社下乡。1977 年恢
复高考时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后在美
国加州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并在美国高校任教多年。1995 年回国与
林毅夫、易纲等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
研究中心。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现任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校务委员会副主
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

高兴，因为也都可以参加考试上学。于
是，大家翻出冷藏多年的课本，或是收
集现有的教科书开始复习。我也不例外，
只用了很短的时间自学了初三的数学，
认真准备政治和语文，并且很顺利地参
加了考试。

这次考得好，又得到了县里的推荐，大家都认为我要走了，
不少朋友恭喜我，大队和学校还说让我开始交接工作。可我心里还

那次考试我应该考得不错，成绩没

是不踏实，家庭出身始终是个阴影。1969 年夏天，我曾在县知青

有公布，但从公社文教领导中得知，我

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以最高票被推荐去省里开会，最后政审后被拿

的三门课都是“一等”。虽然我的家庭

下，甚至都不通知我。这次真的那么幸运吗？

问题依然存在，但那时我的表现已经很

1973 年 8 月 20 号，“白卷英雄”张铁生的信和《人民日报》

突 出 了， 还 被 评 为 了“ 县 劳 动 模 范 ”。

的编者按加重了我的疑虑。果然，不久我得到消息，尽管县里据理

作为表现好的“黑五类”子女的代表，

力争，东北林学院拒不收我，说“道路工程系”是保密专业，不能

县里同意推荐我上大学。在填志愿的时

要我这样的人。我的大学梦再次受到打击。

候，我专门挑了东北林学院的“道路工

又过了一年，大学招生回到推荐制。大队委在讨论推荐人选时，

程系”，心想，这是到深山老林里去修

大家还是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我。然而，大队党支书老李头说话了 ：

路的，大概没什么人会跟我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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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我当晚听说后很是伤心，觉得连

要认为学文科政治风险大。可是我只有初中二年级的文化程度，没

村里的人也放弃我了。

有学过化学，物理也只是学了个皮毛，很多课程不是复习而是从头

几天后，我听说老李头找了几个党

学起。自学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化学自学很难，没有实验根本

支部的负责人说，“海闻的问题是政治

记不住。于是我断然决定放弃理工科考文科。但即使考文科，我也

问题，我们要先帮他解决政治问题，要

要自学高中的数学。当时我们红卫中学有四、五个老师要报考。为

培养他入党”
。我听到后顿时感动得热

了不影响工作，我们规定白天必须正常上课，只能利用晚上和周末

泪盈眶，多么好多么亲的贫下中农啊！

复习。由于晚上经常停电，我就买了一大捆蜡烛，彻夜学习。

心里暗下决心，即使上不了大学，也要

文革中黑龙江知青云集，除了哈尔滨等本省城市外，北京、

安心在这干下去，对得起老乡们对我的

上海、天津、浙江等地都有大批知青在黑龙江的农村、兵团、农场、

信任！

林场务农和工作。当时听说黑龙江省报考大中专的有一、二百万人，

从 1974 年开始，我踏上了争取入

而招生名额才一万左右。为此，省里不得不举行初试和复试两场考

党的艰难之路。1975 年，大队党支部

试。初试定于 11 月底，只考语文、数学、政治。复试时在 12 月底，

同 意 我 入 党， 公 社 不 同 意。1976 年，

文科加历史和地理，理工科加物理和化学。

公社同意了，但没把握，就征求县里意

初试时我主要准备数学，结果数学考了 98 分，其他两门也没

见，县里不同意。1977 年，公社中学

问题，顺利进入复试。复试前主要准备政治、历史、地理。我们那

党支部又把同意我入党的材料报到了公

时是先报志愿，后考试。我分析了一下形势，觉得大多数老高中都

社。时任公社党委的王书记收到材料很

已成家立业，不太会去考。文革后的中学生基础不如我好，尤其是

是发愁 ：论表现，没说的，下乡八年工

文科，主要靠平时积累，而我对中文、历史、地理、政治都是很感

作努力，有口皆碑。论家庭，实在为难，

兴趣的，所以我应该能考个好学校。于是，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北

全家包括直系亲属中没有一个共产党

京大学，第五志愿是牡丹江师范学院。心想，好处努力，坏处打算，

员，有的只是右派和国民党。尤其二舅

最次也争取上个大专。有人听说我报北大，有些不以为然，认为一

是国民党高官，去了台湾。这样的人能

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学生能考上北大？也有人说，以前看成分，这回

入党吗？

看本事了。言下之意，这回要是上不了大学，只能怪自己了。

公社的文教助理王中伟是北京人，

12 月 24 日，复试开始。我天不亮就出发，冒着东北严冬的寒冷，

参加过志愿军，1958 年复员转业来到

来到设在县里中学的考场。人还没有暖和过来，数学考试就开始了。

了北大荒，他有文化，有见识。他对公

一看考卷，我一下子懵了，考题显然比初试时难多了！到只剩 20

社书记说，”海闻生在新社会，长在红

分钟左右的时候，我算了算答了的题才只有 60 分。我有点慌 ：考

旗下，你们应该看他本人的表现。至于

北大，这个分数是休想的！于是，我告诉自己冷静，冷静，再冷静。

他舅舅，他也没见过。再说，去台湾的

我把剩下的题目好好地看了一遍，决定好好想一想一道 12 分的几

国民党不一定都是坏人，说不定是共产

何题。在考试结束前几分钟，我想通了，很快将证明写了出来。我

党地下党员呢？……”。一席话说服了

松了一口气，为自己的初战没有太惨而高兴。

王书记，公社党委开会通过后就批准我

剩下的 4 门课我考得很顺利。写作文时思绪万千，边写边流泪，

入党了。当时，像我这样的人能入党，

甚至忘了自己在考试。两天的考试结束后，我走出考场，望着天空，

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问自己，我真的能上大学了吗？我艰难的求

当 年 10 月 21 日， 全 国 报 纸 都 刊

学之梦真的要实现了吗？考完后我回杭州过年。春节前两天，我收

登了要全面恢复高考的消息，而且年龄

到了公社同事发来的电报 ：
“祝贺你考进北京大学经济系”
。说实在

放宽，门槛放低，老三届都可以考。这

的，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形容接到电报时的心情！

个消息再次点燃了我的大学梦。这次是

1978 年 3 月，在黑龙江农村屯垦戍边整整九年之后，我告别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再次复出后

了奉献了自己青春年华的虎林。面对着几十名前来送行的同事、同

决定的，应该不会再有变化。于是，全

学、学生、老乡，我也像壮士出征一样，踏上了求学的征程。虽然

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复习的浪潮。

没有乐队奏着“远飞的大雁，你快快飞呀”的曲子，我的眼泪仍止

我当然也很兴奋，找来各种教科书，
开始复习。一开始我准备报理工科，主

不住哗哗直下。别了，孕育着我梦想的黑土地！别了，留下了我青
春的北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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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大神”的撞线时刻
The Moment as Aimin Pu
Crosses the Finish Line
撰文 / 绳晓春

连续 7 昼夜，
辗转 7 大洲，
参加 7 场马拉松，
煎熬 168 小时，奔跑 295 公里，飞越 39000
公里……一连串吸睛的数字在大年初三的加勒
比海边写入了蒲爱民的运动史。虽然没有东方
的锣鼓喧嚣，迈阿密仍然涌动着热烈而欢快的
空气。椰风树影中，纷至沓来的祝贺告诉刚刚
撞线的“蒲大神”
，这是属于他的高光时刻。

70 分的“777”
高 超 的 专 业 水 准 和 突 出 的比 赛 成 绩 让
蒲爱民成为深圳长跑界有名的“蒲大神”
。但
是，参加世界马拉松挑战赛（World Marathon
Challenge）
对他而言实属偶然。2018 年春节后，
本想和曹峻商量登山的他听说对方和罗飞正计
划参赛，于是放弃了自己的登山计划，决定和
两位北大师兄一起组队参赛。
事实上，蒲爱民从小就梦想有一天能够环
游世界。但是，如果单纯去环游世界，于他而言，
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成本都太大了。而这个马拉
松既可以参赛，又可以圆梦，算是两全其美。
“而
且，受海闻院长创办英国校区的创举感染，我
也是想走出去，参与外面的挑战。
”蒲爱民补充
说。
这项民间极限挑战赛事始于 2015 年。参
赛者需要在 7 天之内在 7 大洲完成 7 场马拉
松，因此被称为“777”
。换句话说，参赛选手
要在 168 个小时之内前往每一个大洲，在每一
个大洲都要跑 42.195 公里。虽然之前就知道
会很艰难，但当蒲爱民踏上非洲大陆的那一刻，
眼前的一切还是超出了他的预计。
当地时间 1 月 31 日，经过 15 个小时的飞
行，蒲爱民抵达赛事集结地——南非开普敦。
两天的适应性训练后，参赛选手们又飞行 5 个
多小时赶往南极诺沃考察站。下午 3 时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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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跑，当晚 11 时 30 分赛事结束。第二天凌晨 1 时飞机
再次起飞，6 时返回开普敦，10 个小时后开始开普敦站
赛事。之后的澳大利亚珀斯、阿联酋迪拜、西班牙马德里、
智利圣地亚哥、美国迈阿密几站莫不如此。
跨时区之外，还有跨气候。蒲爱民一行到达南极时，
当地温度只有 -15 ℃。寒风裹挟着冰渣“割”在脸上。所
谓的“跑道”上满是厚厚的积雪，这令在南方长大的蒲爱
民始料未及。开普敦的最高气温是 39.5 ℃。13 小时之间，
超过 50 ℃的温差，远远超出了一般人体 10 ℃左右的调
试能力。
果然，在第三站澳洲珀斯比赛结束时，蒲爱民发现
自己走路越来越困难，经过队医检查，发现右腿膝盖红
肿了起来。虽然经过冰敷、药膏、吃药等处理，但他在
后两站的状态还是大受影响。尤其是迪拜站，本来是难
得的良好赛况，蒲爱民的成绩却只比条件最艰苦的南极
好些。这让他很不甘心，
“不受伤的话，4 小时以内是没
任何问题的”
。
懂得运动的人都知道，饮食和休息是运动的基础。
但是，连续 7 天的西式机餐让蒲爱民觉得一周没有吃上
一顿正餐。飞机上没有床，选手们只能半坐着睡觉。因
为长时间坐飞机和奔跑，选手们的腿都肿的很大。
“整个
身体系统是紊乱的。
”蒲爱民回忆。
在连续作战、环境恶劣、饮食不适、休息不足四大
挑战面前，马德里的一幕更显温暖。该站的赛场是一个
位于城市北郊的 F1 赛道。半夜 12 时 40 分开跑时，温度
只有 0 ℃左右。但现场却聚集了十几位华人华侨和留学生。
作为现场唯一的观众群，这些中国助威团们拿着国旗为
蒲爱民和队友们连续加油，甚至陪跑了几个小时。同时，
助威团们还为所有的选手准备了饺子、米饭、菊花茶等食
物，甚至还有微波炉、暖炉和热水壶。
“很多外国选手都
忍不住跑过来一起分享。
”时至今日，说起跨年夜的那场
比赛，蒲爱民依然很自豪
虽然平均 4 小时零 3 分的成绩创造了有史以来亚洲
选手参加世界马拉松挑战赛的最好成绩，但是蒲爱民认
为这只能算
“基本满意”
。
“因为我本计划是跑进 4 小时的，
甚至想跑进 3 小时 45 分”
。对于最好成绩是 2 小时 54
分的蒲爱民来说，这个“总成绩第 8 名”只能打 70 分。

PHBSer 在奔跑
对于扣掉的那 30 分，蒲爱民笑谈是因为肩上的“政
治任务”
。2018 年 11 月 18 日和 12 月 16 日，他连续两
个月代表北大汇丰参加了
“上马赛中赛”和“深马赛中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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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爱民（右一）把
北大汇丰的院旗第
一次带到了南极

这让他针对“777”的训练从 12 月 30 日才真正开始。
“不同赛
事的备赛方式是不一样的。
”蒲爱民解释道，在这只有 20 天的

过硬的专业素质是很难坚持的”
。
蒲爱民出生在湖南怀化的乡下。由于一

针对性训练里，虽然他们也曾经远赴吉林松花湖进行适应性训

颗“不安分的心”
，在长沙工作了 1 年半之后，

练，但今年的暖冬却让效果大打折扣。

他选择南下打拼。和很多人一样，早年“深漂”

事实上，蒲爱民的“政治任务”从三年前就开始了。2015

最大力量就是内心的那份“倔强”
。而在蒲爱

年，蒲爱民在北大汇丰攻读战略课程，正赶上学院“戈十”
（第

民看来，这份“倔强”恰恰是北大汇丰商学院

十届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
20 公里选拔赛。几个小时下来，

的一个重要的教育理念。

蒲爱民获得第 1 名，并如愿代表学院参赛。
“任何的事情，只有

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曾说“完全人格，首

让你感到快乐，你才能坚持。
”蒲爱民认为，跑马拉松虽然过程

在体育”
。地处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北大汇丰，

痛苦，但跑完之后却很放松和开心。
“更何况还有一份为学校增

在继承北大体育传统的同时，更发扬出“商界

光的光荣感呢？”

军校”的教育理念。
“我认为这是学院精神的

用蒲爱民的话说，
从 2016 年起，
他就从
“演员”变身为
“导演”
，
负责统筹整个学院代表队的赛前准备。刚开始的几年，因为做事
“较真”
，自己没少碰“钉子”
。
“我总是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标准
要求队员”蒲爱民说，
除了
“要强”
，
还有一份对队员们安全的担心。

精髓。
”他认为，北大精神与深圳精神共同造
就了北大汇丰的面貌——拼搏、包容、开放、
进取。
在北大汇丰学习的三年里，蒲爱民对很

因为他曾在“戈十”比赛中亲眼看到一位参赛者中暑昏倒，被直

多课程都印象深刻。
“尤其是海闻院长讲授的

升机送到医院后 6 个多小时才抢救过来，
“比赛强度很大，没有

《宏观经济学》
”他说，海闻教授的讲授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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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毕竟是最简单、最方便的运动，只需要一双鞋子，一份运

人物素描

动服就可以了。而游泳需要场地，打球需要对手”
。
跑步给身为企业家的蒲爱民带来的好处莫过于“身”
“心”
两方面的健康。在身体层面，以前，长年伏案工作的他饱受颈

蒲爱民

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六星跑者，喜欢运动、旅行、
读书。
深圳市蒲公英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3 年度深圳市十佳广告人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EMBA
商学院戈壁挑战赛北大汇丰领队
上马、深马赛中赛北大汇丰队长
全马 PB2 小时 54 分
2015 日月潭马拉松商学院赛中赛男子冠军
深圳 6 小时追月赛团体冠军（2016）
、亚军
（2017）
清华全球同跑深圳站半马冠军（2017、2018）
工商大道戈壁挑战赛团体冠军
迎七一爱国健康跑团体亚军
2018 龙脊梯田百公里越野赛第 7 名
2018 南山半程马拉松团体冠军
2018 深马赛中赛男子团体亚军、个人亚军

椎病的困扰，一年雷打不动的感冒发烧两次，即使打针吃药，也
要拖上几天才能痊愈。
“坚持跑步以后，就几乎没生过病，既是
偶尔着凉，喝点儿热水也就好了。
”在精神层面，繁忙的工作让
蒲爱民的精神“一直紧绷着”
。但跑步却可以让他彻底放松。
“对我们来讲，最宝贵的就是时间。
”蒲爱民坦言，为了节
约时间，他会尽量做到有效率的运动：
一周跑五次，三次短距离，
两次长距离。其中三次短距离是从早上 6 点跑到 7 点。两次长
距离一般是工作日下班后的和周末早上，分别跑两个小时。
“要么早上，
要么晚上，
所以对工作影响并不大。
”蒲爱民认为，
身边的很多朋友都误以为自己将时间都花在了跑步上，因而耽误
了工作，忽视了家庭。但事实上，虽然确实会花费一些时间和精
力，但是因为跑步，自己的精神更好，做事的效率更高，对工作、
生活、家庭都很有帮助。
对于这位体重 120 斤，拥有 6 块腹肌的中年人来说，坚持
跑步只是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蒲爱民认为，要想健
康生活，
“规律的作息是第一重要的。
”而在规律作息中，
“睡觉
排第一”
，所谓“要保持身体的健康，先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跑
步能促进睡眠，充足的睡眠能促进跑步，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因
此，即使每天有做不完的工作，他都坚持晚上 11 时左右上床休息，
早上 6 时左右起床，中午还要睡上半个小时。
除此之外，远离烟酒也是蒲爱民的生活原则。他从不抽烟，
2017 年开始也告别了饮酒。蒲爱民的餐桌上大多是蔬菜、牛肉

浅出，能够把深奥的理论讲解得明明白白，感

和鱼类，淀粉主要来自粗粮。在他家的冰箱里，很少看到腌制

觉如“醍醐灌顶”
。此外，欧阳良宜教授在《公

类或者经过其他方式过度加工的食品。令蒲爱民欣喜的是，随

司金融》课堂上的诙谐幽默和通俗易懂也令

着健康观念的深入人心，如今深圳的企业家大多已经认同自己

他印象深刻。

的生活方式了。因此，工作上的应酬并没有给他造成太大的困扰。

“北大汇丰课程最大的特点就是‘新’
。
”

“大家其实都是同一类人。
”蒲爱民说，
“所以，大家一般出

曾经在不同院校学习过的蒲爱民提到，北大

去应酬的时候，都会选比较健康的酒楼或餐馆。点菜时也会留

汇丰课堂上所用的案例都是最新的，这让自己

意选择少油少盐的清淡菜品。
”而且，每餐之前，他都会事先声

受益很大。
“因为如果案例陈旧，时空环境都

明自己不会喝酒，实在推脱不过，便以茶代酒。
“如果应酬太晚，

变化了，这个案例对企业的借鉴作用就会大打

我就会提前告辞，尽量保证自己的作息时间。
”蒲爱民说。

折扣，甚至会有副作用。
”此外，
“
‘系统’也

回顾过去的一年，蒲爱民觉得自己收获满满 ：以第 7 名的

是很重要的。
”他认为，只有“系统”才能让

好成绩完成了人生第一个百公里越野赛，全马跑进了 254（2 小

所学所思更加深入，并最终学以致用。

时 54 分）
，还代表学院取得了 2018 深马赛中赛团体亚军。在
2019 年，他有四大愿望 ：第一，参见世界极限马拉松挑战赛 ；

“蒲大神”的日常

第二，全马跑进 250（2 小时 50 分）；第三，攀登一座 7500 米
以上的雪山；
第四，
参加意大利 330 公里巨人之旅越野赛。
“现在，

虽然对游泳、乒乓球、羽毛球，高尔夫
都有所涉猎。但蒲爱民最感兴趣的还是跑步。

我已经完成了第一个。
”指着在迈阿密站终点线前的合影，蒲爱
民说，
“我享受撞线的时刻，更期待着下一次起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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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琳琳教授在国际顶级期刊 The Journal of Finance
发表论文探讨美国共同基金行业基金经理薪酬体系
Professor Linlin Ma Publishes a Paper on
Portfolio Manager Compensation in the
U.S. Mutual Fund Industry in the Journal

of Finance

撰文 / 唐小丽、鞠諃諃

“Portfolio Manager Compensation in the U.S. Mutual Fund
Industry”通过对美国 4500 多个开放基金样本的实证分析，研
究探讨了此类问题。该论文于 2019 年被经济学类核心期刊 The

Journal of Finance 正式接收并发表，论文合作者为美国佛罗
里达大学沃灵顿商学院 Yuehua Tang 博士和西班牙 IE 大学 IE
商学院 Juan-Pedro Gómez 博士。

The Journal of Finance 成立于 1946 年，是由 WileyBlack well 代表美国金融协会出版的双月刊同行评审学术期刊。
根据“期刊引用报告”
，该期刊的最高影响因子在 2015 年达到
5.290，在“商业 / 金融”类别的 94 本期刊中名列第一，
“经济”
类别的 345 本期刊中排名第四，是学术界公认的行业领先金融
刊物。该期刊被《金融时报》列为商学院研究评估的 45 本期刊
之一，同时被《彭博商业周刊》评选为前 20 本顶级期刊之一。
马琳琳教授的这篇论文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美国共同基金
行业中个人基金经理的薪酬，对决定基金经理薪酬结构的因素进
行了深入分析。论文研究发现，基金经理薪酬结构的差异是符合
最优合同均衡的 ；基金经理与基金管理公司之间的代理冲突强度
越高，基金经理的薪酬结构更可能表现出明确的业绩激励导向，
二者呈正相关性 ；在外包共同基金中，投资者的复杂程度以及被
解雇的威胁同样可以作为明确的激励措施 ；基金经理未来的业绩
表现与各种薪酬机制均无明确实证关联。
论文首先对目前共同基金行业较为集中的基金管理公司的薪
酬研究进行了梳理，根据论文介绍，基金管理公司向基金股东提
供投资组合服务并收取咨询服务费，通常情况下，大多数基金的
咨询服务费根据基金整体资产规模按照一定比例提取，这与相关
的法律约束有一定的关系，从 1940 年的基金管理公司法案开始，
基金管理公司必须基于比较基准收取对称的激励费用，高于比较
据调查显示，50% 的美国家庭有参与共

基准，激励费用增加，低于比较基准，激励费用减少。由于共同

同基金投资的行为，截至 2016 年底，美国共

基金行业中个人基金经理薪酬信息的缺失，长期以来投资者及研

同基金的投资规模已超过 16 万亿美元。在共

究者对基金经理的薪酬了解甚少，直到 2005 年美国证券和投资

同基金行业，通常由基金募集投资者手中的零

委员会开始要求共同基金对基金经理的薪酬信息进行披露。

散资金，聘用专业基金经理集中管理并投资

本 篇 研 究 在 样 本 数 据方 面， 作者手动选 取 来源于 SEC

于有价证券，基金经理的决策直接影响着共

EDGAR 数据库的 4500 多个开放基金在 2006 年 -2011 年期间

同基金行业巨额资产的业绩表现，因此对共

的基金经理薪酬合同样本信息。论文发现，几乎所有的基金经理

同基金而言，基金经理薪酬是一个非常重要

都是变动的奖金型薪酬而非固定薪酬 ；约 79% 的共同基金中基

的问题。基金经理的薪酬结构是怎样的？与基

金经理的薪酬奖金与投资业绩明确挂钩，投资业绩评估期限从 1

金管理公司的薪酬结构相同吗？什么决定了不

个季度到 10 年长短不等，均值约为 3 年 ；不同于基金管理公司

同基金经理薪酬结构之间的差异？

薪酬的构成，仅 19.6％的基金明确地将基金资产管理规模作为基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马琳琳教授的论文
50

金经理薪酬的决定因素 ；约 30% 的基金存在延迟薪酬。

ISSUE 06
May 2019

人物介绍
本文作者马琳琳博士于 2018 年加入北大汇丰商学院并担任助教授。

作者还进一步指出，不同于基金管理
公司，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对个体基金
经理的薪酬合同制度并没有明确的约束，

她拥有佐治亚州立大学金融专业博士学位，此前在杜伦大学和对外经济贸

在薪酬合同制度弱约束的环境下，非对称、

易大学获得金融专业理学硕士与经济学学士学位。马琳琳博士的研究领域

类期权的激励实际上构成基金经理薪酬的

是共同基金与对冲基金、股东维权、行为金融学，其研究见于 Journal of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Management Science 等学术
期刊，她的学术报道见于《华尔街日报》
《纽约时报》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
商业频道（CNBC）等媒体。

主要形式。这种非对称的激励主要是指，
如果基金经理的业绩表现超出基金管理公
司要求的水平，基金管理公司会给予基金
经理奖励，但如果达不到，却并没有对等
的惩罚。
在实证分析方面，作者选取了固定工
资、业绩激励及业绩评估期、资产管理规
模激励、基金管理公司利润水平激励、延
迟薪酬作为基金经理薪酬结构的六个变
量进行研究。在影响基金经理薪酬合同差
异的决定因素方面，论文通过实证研究发
现，基金经理与基金管理公司之间的代理
冲突是影响基金经理薪酬合同差异的重要
因素，基金经理薪酬合同的设计主要在于
减少代理冲突，这与最优合同均衡基本是
一致的。在缺乏可行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
当潜在的代理冲突强度较高时，基于绩效
的显性激励和递延薪酬更为普遍，例如 :
当基金管理公司有更多的分散的客户时，
基金管理公司与经纪商或银行存在附属关
系时，或者当基金经理不是基金管理公司
的创始人或重要利益相关者时。
论文还发现，外包基金中投资者的复
杂程度和被解雇的威胁，同样可以作为明
确的激励措施。在基金家族中，基金家族
内部不同的基金大都使用相同的基金经理
薪酬结构 ( 外包基金除外 )，作者推断，这
是由于按照特定的基金去定制薪酬合同的
成本太高或是潜在的利益太少。
最后，论文还对基金经理不同的薪
酬结构与基金未来的业绩、基金费用之间
的关系进行分析，作者发现，基金未来的
业绩差异与任何特定的薪酬安排无关，符
合最优合同均衡 ；此外，基金是否采用业
绩激励薪酬合同并不影响基金的总费用成
本，因为对于采用业绩激励薪酬合同的基
金，其基金咨询费较高，但营销和分销费
用会因此降低，两种效应最终相互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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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蛟教授探讨 FDI 与汇率关系论文在国际顶级期刊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发表
Professor Jiao Shi Publishes a Paper in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on Vertical FDI and Exchange Rate over
the Business Cycle
撰文 / 曹明明

刊物介绍
《发展经济学杂志》是 Elsevier 出版公
司的双月同行评审学术期刊，是发展经济学
领域的顶级期刊，杂志官网显示其 5 年影响
因子为 3.431。

为实现经济增长，许多发展中国家
热情欢迎外商直接投资（FDI）
。尽管一
系列新兴市场货币危机让一些国家仍然
对资金流动保持警惕，但 FDI 通常被认
为是有益的。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垂
直型 FDI 通常被视为是一种双赢策略 ：

人物介绍
史蛟，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助教授，

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降低发

2013 年 5 月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
（麦迪逊）
，

达国家企业的生产成本。

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史蛟教授长期专注 FDI

长 久以 来， 经 济 学 家一直试 图 量
化 FDI 的多种 好 处。 此 前的 研 究 主 要
集中 在 FDI 的 长 期 均 衡 收 益 上， 主 要
包 括 提高生 产 率 或 商品 供 应。 北 京 大
学汇丰商学院史蛟教授日前在国际顶级
学术期刊《发展经济学杂志》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发 表
的论文 则通 过 增加短 期视角来 填补 先
前研究的空白。文章题为 Vertical FDI

and exchange rates over the business
cycle: The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openness to FDI（商业周期内垂直 FDI
和汇率的关系以及 FDI 的福利影响）
。受
长期因素推动而在稳态发生的 FDI 流入
被称之为“长期 FDI”
，随商业周期因素
波动而变化的 FDI 被定义为“短期 FDI”
。
文章认为，短期 FDI 加剧了名义冲击环
境中的福利损失。对于开放经济体而言，
保留长期 FDI，但限制 FDI 的短期变动，
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长期以来，人们观察到净 FDI 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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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量。具体而言，平均生产率较高的
国家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国，生产
率较低的国家成为 FDI 的目的地。
本文模型显示，在货币或生产率冲
击下，汇率和 FDI 之间产生积极的联动。
例如，国内货币扩张导致国内实际工资
贬值。由于工资差距预计将持续到下一
个时期，在进行生产时，更多的企业被
吸引搬迁到工资贬值的国家。另一方面，
积极的国内生产率冲击导致国内实际工
资相对于外国工资增加。国外较低的实
际工资以及更好的生产技术增加了企业
向海外迁移的预期收益。因此，促使更
多的公司在国外生产。
为了评估 FDI 如何影响福利，本文
通过在二阶近似下数值模拟模型来计算
预期的世界效用。将基准模型中的预期
世界效用与另外两种场景中的效用（当所
有公司在国内生产时，以及仅允许长期
FDI 发生时）进行比较，得到了三个关键
发现。首先，稳态下的企业迁移是改善
福利的。其次，在名义冲击下，短期 FDI
波动进一步恶化了名义摩擦造成的福利
损失。而在实际冲击下，短期 FDI 波动
由于几种反作用力而几乎没有福利效应。
第三，当公司能平稳地停留在其转移到
的生产地点时，而不进行短期的转移时，
可以实现最佳结果。
最后，文章分析了模型中的稳健货
币政策行为，讨论了政策制定者如何有
效制定政策。文章指出，在实践中，政
策制定者掌握的信息可能不完整。在纵
向 FDI 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至少有两
和汇率在商业周期中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当一国货币贬

个基本的信息缺失。首先，
在现实世界中，

值时，该国家往往会获得更多的 FDI。此前大多数涉及跨国公

很难说出影响经济的冲击的性质，但该

司产品的一般均衡模型都未曾对这种规律作出解释。本文的模

模型暗示的政策处方严重依赖于影响经

型揭示了为何 FDI 流入和汇率（无论是货币冲击下还是生产率

济的冲击类型。其次，虽然该模型表明

冲击下的汇率都）呈现正相关关系。

应该欢迎长期跨国公司，但现实中，政

文章对企业的生产地点决 策的研究 基于 Devereux 和

策制定者很难评估公司的真实质量。本

Engel（2001）的两国模型。与以往的国际宏观理论研究相异

文首次尝试在货币政策背景下研究这种

的是，文章中的模型研究了生产率非对称的国家。企业在国外

环境中的政策行为，其他政策，如资本

生产的相对盈利取决于其生产率，以及国内外工人实际工资的

控制，如何被用于处理短期 FDI 的福利

预期差距。各国的平均生产率决定了长期跨境 FDI 流动的方向

成本，仍然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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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萨金特 ：
统计学和 AI 两者相辅相成，
跨领域思维尤为重要
Thomas J. Sargent:
Statistics and AI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terdisciplinary Thinking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撰文 / 郑铟

对不少人来说，萨金特这个名字或许还比较陌生，然而他
的金句却在这两年广为流传 ——“中国创新速度是美国的三
倍”,“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关注强劲的驱动力”,“人工智能就
是统计学”。
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 是理性预期学派的

托马斯·萨金特
（Thomas J. Sargent）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纽约大学教授、

领袖人物，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

北京大学名誉教授、

出贡献。他与卢卡斯、巴罗和华莱士一起开创了合理预 期学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萨金特数量经

派，研究利率的期限结构、古典失业、经济大萧条等重大问题。

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

2011 年，因“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研究”，托马斯·萨金
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近年来，萨金特教授频频来访中国，曾在多个场合表达对
中国移动互联网创新能力的感叹，2017 年他加盟了北大汇丰
商学院，担任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
本文为 36 氪在 WISE 2018 商业大会期间对萨金特教授
的采访。

企业家精神 ：
“在未知状态下创造”

无论是 AI 还是其他革命性技术，都是
多学科、交叉人才连接的结果。有一
些理论可能产生于经济学，但是被用
来解决 AI 领域的难题 ；有一些统计学
理论，比如控制理论、概率论等，则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区块链、深层信任
网络等关键技术。

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富兰克·奈特（Frank Knight）是 20 世纪最
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曾如此描述企业家的本质 ：

状态下创造，从零数据起步承担风险”
。以

“现实的经济过程是由预见未来的行动构成的，而未来总是存

乔布斯为例，在初代 iPhone 面市时，少有

在不确定因素，企业家就是通过识别不确定性中蕴含的机会，并通

人能预测人们是否对智能手机有需求，而

过对资源整合来把握和利用这些机会获得利润。
”

iPhone 则成功地将颠覆性创新技术变为市

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萨金特教授提出了“企业精神来自零数
据”的观点。
“零数据”一方面指企业在创立之初资源匮乏 ；另一方

场可接受的消费品，这就是企业家带给市
场的惊喜。

面则是指初创企业会推出具有颠覆性的产品和技术，在此过程中“没
有一个模型可以依靠，去预测概率”
，因而在产品技术和市场间蕴含

技术革新泡沫 ：
“核心在价值认同”

着大量不确定性。
在萨金特教授看来，企业家最令人钦佩的地方就是“在未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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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技术和市场之间鸿沟的企业却寥寥无几，成功的人赢得市场，
跌落的则沦为“泡沫”
。
其实，在每一个新技术产生时都是机遇与“泡沫”并存的，比
如 1998 年的互联网和 2018 年的区块链与虚拟数字货币。
多年学习和工作于硅谷，萨金特教授曾亲历互联网“泡沫”期。
当年，他在斯坦福的学生和同事们大多沉浸在互联网创业的狂热中，

他推荐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Jose A. Scheinkman 的书《Speculation,
Trading and Bubbles》, 其中阐述了 2015
年 6 月美国股灾后的市场反应与政府应对
措施，对处在经济周期中的国家政府都有
着借鉴意义。

然而 95% 以上都以失败告终。
但是，失败并不意味着“泡沫破碎”
。在萨金特教授看来，这

智能时代 ：
“AI 与统计学相辅相成”

恰恰是创新过程中“不确定性”的体现 ——“对于企业而言，风险
是能通过数据集进行预测和衡量的，而不确定性则是完全未知的。
”

2018 年 8 月，萨金特教授在中国公

基于此，即便是经济学家也无法对这样的企业进行可信的估值，这

开演讲时曾语出惊人 ：
“AI 首先是华丽的

也意味着不可能判断是否存在真正的泡沫，更无从衡量好坏。

辞藻，其实就是统计学。
”

其实，学界对于“泡沫”的含义从未有过定论。萨金特教授和

在访谈中，他告诉 36 氪 ：这个理念

我们分享了 40 年前，斯坦福大学学者们对于“泡沫”的观点 ：在

并非自己原创，而是借鉴自卡内基梅隆大

任何给定的时间点，市场上都会存在乐观者和悲观者，乐观者选择

学教授 Larry Wasserman 的统计学著作

买入，因为他们相信可以卖给下一个乐观者，这源于对价值的认同，
而当对于价值产生异议时，泡沫也就产生了。
顺着这个思路来看虚拟数字货币，萨金特教授解释道 ：
“客观来说，所有货币都是泡沫，因为当一种资产交易价格高

《All of Statistics》
。
统计学和 AI 两者相辅相成。
回 顾 统 计 学、 大 数 据 的 发 展 历 程，
18-19 世纪统计学诞生，随着数据增多，

于基础价值时候就是一种泡沫。我给你一美元，虽然它就是一张纸，

人们发现计算功能落后于自己处理数据的

但是因为你我承认其交换价值，使得这个价值得以维系。一旦有人

需求 ；到了 20 世纪，随着算力、计算功

不认同了，价值共识链条也将断裂。
”

能的提升，人们得以在技术辅助下用统计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 ：新技术在被大众接纳前，在某种程度
上都曾以“泡沫”的形式存在，而由此产生的投资，也是在市场上

学理论处理海量数据集。
与此同时，统计学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寻找对该技术价值的认同者，当越来越多人体会到并认同其价值时，

也在推动深度学习、机器学习等领域的发

这项创新才算跨越了鸿沟，反之则泡沫破碎。

展。正如萨金特教授所说 ：
“如果你去学
习一些 AI 课程的话，你会发现不少算法都

经济波动与理性预期 ：
“政府角色举足轻重”

是把不同的统计方法组合然后再运行的。
”
其实，无论是 AI 还是其他革命性技

其实，市场并非不接纳泡沫，只是不喜欢泡沫破碎。那么有没
有可能在泡沫破灭前察觉端倪并采取措施呢？

术，都是多学科、交叉人才连接的结果。
有一些理论，可能产生于经济学，但是被

对此，萨金特教授表示 ：依托理性预测的理论基础，人们通

用来解决 AI 领域的难题 ；有一些统计学理

过参照和利用过去历史提供的知识，能对泡沫进行合理预判。他

论，比如控制理论、概率论等，则可以帮

个人很欣赏 201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 • 席勒（Robert

助我们理解区块链、深层信任网络等关键

Shiller）在发现市场泡沫方面做出的贡献。

技术。

罗伯特 • 席勒曾成功预测了 2000 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

而对于每个个体，具备跨领域思维也

2005-2007 年美国楼市危机以及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啸。作为“行

显得尤为重要。正如萨金特教授本人，虽

为金融学”的推广者，他认为“人脑都具有故事性”
，并曾于 2017

是经济学家，但在历史和数学方面都颇有

年在 CNBC 采访中表示，比特币之所以价值飞增并非在其自身价值，

研究。他和我们分享了自己学习数学的经

而是它塑造的故事激发了人的追捧，因而抗周期性有待考量。

历：
科研中发现数学短板，30 岁起步研究，

除了市场泡沫，市场情绪还有来自市场参与者的不确定性，都
会导致经济波动。在萨金特教授看来 ：在多变的经济周期中，单纯
利用历史数据或者任何既有模型都很难准确判断未来，这时候，政
府的角色举足轻重。

40 岁基本掌握，至今仍每天钻研。对他
而言，拓宽学科边界是一生坚持的课题。
不管是在当下还是未来，人人互联、
领域融通，都是社会创新不变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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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关系到经济增长和就业民
生，近些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趋于平稳，
但是仍有一些关键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部分
周期性与结构性问题甚至有所恶化。巴曙松
教授在文章中探讨了当前房地产市场存在的
问题、成因和破解之道。
巴曙松
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香港交易所集团董事总经理、

仍然存在。房地产市场持续近两年的低

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迷导致开发企业土地购置减少，土地流
拍率明显上升，这些地方政府从出让土
地中获得的收入大幅减少。

巴曙松、杨现领 ：
如何正确认识当前房地产市场的
下行风险？
Shusong Ba and Xianling Yang:
How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Downside
Risks of Current Real Estate Market?

二是房地产领域的居民杠杆总量不
高，但结构性风险加大。“十三五”期间，
中国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由 2016 年
的 50.3% 上 升 到 2017 年 的 54.4% 左
右。尽管从整体上看，当前中国居民杠
杆率与美国、日本相比不高，但杠杆的
结构分布存在较大的差异。从城市的维
度，近年来主要是三、四线城市居民购
房加杠杆。从人群的维度，首次购房者
购房杠杆较高。

“十三五”期间，中国针对部分城市房地产库存过高的问题，

三是开发企业的经营风险增加，考

实施去库存政策，促进购房需求。在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时果断

虑到未来房地产市场进入下行期，近年

采取市场调控，抑制资产泡沫，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但同时，

来进入三、四线城市的开发企业可能面

我们也看到，房地产领域的一些关键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部分

临较大的经营风险。开发企业杠杆增长

周期性与结构性问题甚至有所恶化。

与销售降速的矛盾引发债务风险。预计
2019 年房地产行业规模化趋势仍将持

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

续，中小型房企因融资困难，资金链承
压，或面临生死考验。

一是调控成效显现，市场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虽然短期内

四是棚改大力推进，但流动人口住

以行政干预为主要的调控手段已经取得效果，部分城市量价已经回

房保障依然缺失。
“十三五”期间，中国

落，但市场不稳定的因素依然比较明显 ：

统筹规划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和配

首先是市场下行的风险较大。房价不再只涨不跌，一些有投

套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提升了居民的

资性需求，尤其是在调控前使用首付贷、房抵贷等方式加杠杆的投

居住条件，但客观上也刺激了三、四线

资者出现降价亏损卖房行为。其次是部分地方政府重回刺激的冲动

城市的市场。一方面，加大棚户区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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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口集中的规律决定，区域间分布存
货币化补贴比例之后，三、四线城市市场快速升温。大规模棚改货

在差异，但中国的土地配置则更多受土

币化补贴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杠杆水平。另一方面，大城市公共租赁

地制度的影响。

住房发展仍然滞后于现实需求，非户籍流动人口仍然游离在保障之
外。

五是对少数僵化调控措施的危害
缺少足够的认识。第一，调控缺乏稳定

依托住房市场化的全面启动，中国住房市场经历了快速的发

的目标和原则。调控的目标实际上在很

展。然而还有一些周期性、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部分城市房价过

多时候演变为“房价不能大起大落”，

高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下行风险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经济和

在实际操作时要不过于宽泛，要不过于

金融问题，它不仅仅直接涉及家庭的资产安全，也间接涉及银行与

死板。第二，调控缺乏准确的进入和退

地方政府的金融安全。

出机制。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监测预警
体系，调控政策和时机把握可能会不准，

成因和破解之道

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效果显现时间滞后，
导致政策扭曲市场调节机制，在许多情

正确认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是制定有效

况下容易打乱市场运行节奏。第三，调

政策的前提。目前中国住房市场问题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控缺乏统一的协同机制。各个城市、各
个领域存在的问题和政策目标、政策约

一是对高房价的认知存在局限。首先，高房价是“结果”

束均不相同，中央的要求在实际落地执

而不是“问题”。其次，供求矛盾仍然是房地产市场的基本矛盾，

行时存在两难。第四，不少房地产调控

供给不足，特别是品质住房的供给不足仍然是房价上涨的主要

措施缺乏反馈纠偏机制。正是由于一些

原因，即便是经济中低速运行阶段，这个矛盾也不会根本改变。

时候的房地产调控没有明确可操作的目

二是对保障房定位的认知存在偏误。过去四十年中国住

标，没有进入和退出时机的判断机制，

房的发展以提升住房自有率为主要目标，尽管不断强调住房保

也缺乏统一有效的协同机制，房地产调

障，但住房保障体系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核心原因在于我

控政策到底执行得如何，对哪一类群体

们对保障性住房存在认知的偏差。

的影响是什么并没有明确的反馈，也就

首先，政府住房保障职能认知错位。长期以来，有的观

谈不上及时纠偏。

点认为住房保障只能由政府来投资实施，排除了社会和市场参
与的可能性。实践证明，政府主导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受财政实
力约束长期低水平运转，公共住房的管理存在错配和闲置问题。

中国的房地产调控需要摆脱短期
化 的 陷 阱， 解 决 供 求 矛 盾， 建 立 起 真

其次，住房保障不能是产权保障为主。中国政府的保障

正的住房保障体系，产权型保障和租

方式分为产权型保障和租赁型保障，安居房、经济适用房、限

赁型保障共同发展，并且增加社会和

价房、共有产权房等类型属于产权型保障，廉租房、公租房则

市 场 参 与 的 可 能 性。 在 租 赁 住 房 上，

属于租赁型。在过去的实践中，产权型保障走偏，租赁型保障

政府要认识到非正规租赁具有不可或

缺乏动力。

缺的重要意义，实现租和购两个市场

三是对租赁房的认知过于片面。租赁是购房的补充方式，

的统一。中国住房资源在区域分布极

但在中国住房体系内合法性大于实用性，对市场自发形成的租

不平衡，应该制定与住房需求相匹配

赁形式包容性不足，对租和购之间的关系认识存在片面化倾向。

的土地资源配置制度。政府应当为房

政府没有认识到非正规租赁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在政府住房

地产市场调控建立稳定的目标和原则，

保障职能缺位的情况下，城中村、地下室、群租房等非正规住

准确的进入和退出机制，统一的协同

房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居住方式。

机制和反馈纠偏机制。

四是土地供应制度与住房需求相脱节。中国住房资源在

正视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下行风险，

区域分布极不平衡，突出表现在 ：住房不足、房价上涨区域土

正确认识房地产市场的五大要点，有助

地资源过少，而住房需求不足的区域相对过剩。房地产的空间

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错配根源于土地资源配置制度与住房需求相互脱节。住房需求

( 来源 ：
《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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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玮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
创新创业中心主任

Robert Kegan 提出了 DDO 组
织建设的三要素 ：一是培养与
发展人的理想和志向 ；二是培
养与发展人的家园建设 ；三是
培养与发展人的管理实践。

陈玮 ：
为何要创造一个 DDO 的组织？

“原则”
，非常深刻也非常实用。另外一本书
是哈佛教育系的著名心理学家 Robert Kegan
和他的同事写的，题目叫《每个人的文化 ：

Wei Chen:
Why Should We Create a DDO Organization?

成为 DDO 组织》
。

何为 DDO 组织
什么是 DDO 组织？英文叫
“Deliberately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大家对于传统科层制组织的鄙视越来
越明显了，呼唤未来组织的声音越来越大了！
人们抱怨科层制组织，说它僵化、不敏捷、等级森严、了

Developmental Organization”
，就是刻意培
养人、发展人的组织。
我的理解是，所谓是 DDO 组织，在培

无生趣、窒息创造力 ；点赞未来组织的人，赞美未来组织敏捷、

养人、发展人方面几乎做到极致，达到痴迷

透明、简单、去中心化、关注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人的

的程度。这些组织认为，业务发展与人员发

潜能极大释放。

展其实是一回事！发展人就是发展业务，发

我最近看到两本非常有意思的书，一本是全球畅销书《原

展业务就是发展人！

则》
，是顶尖金融企业桥水的创始人 Ray Dalio 写的。他写了自

应 该 说，DDO 组 织 也 是 未 来 组 织 的

己跌宕起伏的人生，以及从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做人、做企业的

一 种 形 态、 一 种 标 本。DDO 一 书 的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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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Kegan 是研究成人发展的大师。他在

业中，确实存在不少一把手内心相信人很难改变，因此找人比

提出 DDO 组织模型时，
基本假设就很有启发。

发展人更重要。DDO 组织也重视招对人。但总体来看，他们

他说，很多人在组织中会打第二份工，这第

相信成年人是可以被培养和发展的。

二份工的主要任务就是掩饰自己的弱点和失

DDO 这 本 书 里 提 到 的 三 个 案 例 之 一，
“ 下 一 跳（Next

误，并竭力包装自己，把自己孔雀开屏的一

Jump）
”公司有一句著名的口号 ：Better Me + Better You =

面展现出来，生怕别人知道自己的弱点和失

Better Us，他们的文化不断强调公司要变得更好，关键是每个

误，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优点和成绩。

员工要下功夫把自己变得更好，并且帮助别人变得更好！

但人为什么要包装自己、掩饰自己？这
跟人缺乏安全感有关。缺乏安全感，人就会
竭力证明自己，而不是寻求突破自己 ；就会
包装和掩饰自己，进行所谓的“印象管理”
。
人的不安全感是一种自驱力，有一定的

其次，相信我们的弱点是潜在的资产、错误是机会。这样，
我们就不怕示弱，不怕别人知道我的短板以及做砸的项目。
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比登天还难！但是 DDO 组织，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人性，真正实践了“把弱点和失误转
化成机会和资产”的价值观。

积极作用。但如果不恰当地使用，也会产生

第三，组织设计有没有考虑并支持人的成长？

负面的组织氛围，并且刺激过度包装和掩饰

DDO 组织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你的组织有没有帮助你发

自己的行为。

现一个你个人的挑战，这一挑战对于组织和你个人都是有价值

在这样的组织中，真相，特别是失误、

的？组织中有没有其他人知道你这一成长的目标和理想，并关

人的弱点和其他坏消息，是很难被分享的。

心你去超越这一挑战？在克服你自己局限过程中，你是否得到

很多人都被蒙在鼓里，大家互相之间沟通的

了支持？你能够具体说出来这些支持是什么吗？当你在某一挑

信息常常被精心加工。当一个组织看不到真

战上获得进展时，你得到认可了吗？有人跟你一起庆祝吗？

相时，当一个组织听不到坏消息时，当这个
组织中的人都不分享自己的真实想法时，这
个组织就离失败和衰亡不远了。

家园建设
要想真正建设一个 DDO 的组织和文化，就需要在组织中
建立高度的互信。这种信任可以让人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让员

DDO 组织建设三要素

工觉得暴露自己的弱点或失误是成长的关键。
DDO 组织首先不会过于等级森严，谁说的对，照谁的做，

那么 DDO 组织是怎样做的呢？ Robert

所谓 Best Ideas Win，而不是老板的观点永远胜出。在桥水这

Kegan 提出了 DDO 组织建设的三要素 ：一

样的 DDO 组织中，时不时有 20 多岁的年轻人给高层领导者直

是培养与发展人的理想和志向 ；二是培养与

截了当地提出反馈，有时甚至听起来还有点刺耳。

发展人的家园建设 ；三是培养与发展人的管

同时，在 DDO 组织，培养人是每个人的责任，也包括基

理实践。三要素互相呼应、缺一不可。理想

层员工的责任 ；公司高管都是首席教练，公司高管每个人都要

和志向是前提，提出了个人与组织持续成长

在内部给员工上课。DDO 组织还尽量做到每个人在提升某一

的目标与方向 ；家园建设是基础，DDO 组织

种能力时，有其他同事和伙伴的帮助。

成员之间需要建立起高度的互信。如果不能

在 DDO 组织，塑造企业文化也是每个人的责任。这些企

建立高度互信，并承诺自己成长、也帮助他

业对于大家共同来设计工作流程极其关注。如果有些工作流程

人成长，DDO 组织就很难建设起来 ；管理实

没道理，这不是别人的事情，或者不只是别人的事情，也是你

践是工具。DDO 组织都设计并实施了各种具

的事情。你有责任通过斗争把工作流程改过来。而且，DDO

体的做法，使得 DDO 的理念能够落地，员

组织也花大量的时间让大家参与重新设计工作和管理的流程，

工也乐意参与，这样才有可能可持续发展。

把这一过程看成是塑造文化的过程。用 DDO 组织 Decurion 的
一个员工的话来说，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人都既教又学。

理想与志向
首先，DDO 组织相信成长思维，坚信
成年人是可以被培养可以被发展的。
这一基本价值假设非常重要。因为在企

管理实践
理念说得再好，不实践、不真抓实干是没用的。DDO 组
织是如何真正刻意地去发展人、培养人，如何建设充满互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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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家园？
桥水公司追求透明度，追求到几乎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
他们把绝大部分的会议全程录音，员工都可以听录音。大部分
讨论的问题、管理的问题、业务的问题全部开放，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听。
信息高度透明，老板开会的时候讲一套，老板不在的时候
讲另外一套的情况会大大地减少，也会大大减少伪装、掩饰和
过度包装的现象。
DDO 组织非常重视用技术来促进互相学习、互相反馈和
塑造文化。
“即时反馈“App ：桥水做了一个“即时反馈”App，每
个人随时随地要给人反馈，在手机 App 上就可以非常方便地完
成。比如你参与一个会议的过程中，你发现会议的组织者或一
个参与者的表现很好或不太好，
你就可以在手机 App 上点按钮，
然后写出具体的评语，这些评语都比较直截了当。
“即时反馈”App 同时也是一种人才管理的大数据工具。
很多人给予反馈并接受反馈，这些数据经年累月收集起来，就
会从中发现规律和洞见，推动企业在人才管理、组织建设和文
化塑造方面的持续进化。
问题日志（issue log）：桥水公司还创造了记录问题和
失败的日志。在桥水，犯错被认为是可以预期的、可以接受的；
公开问题、反思根源被认为是工作的要求。桥水公司的创始人
Dalio 有个形象的比喻，问题日志就像一个水的过滤器，它会
把垃圾留下来，这样就可以分析垃圾从哪里来，如何在未来杜
绝这些垃圾。在这种问题日志中，个人一定要明确并坦诚地记
录个人的责任，以及当事人的优势和弱点。
可以想象，
这种做法较难实施、
更难持续。因为人总是怕痛，
怕直面自己的问题 ；同时这种方法也可能被用来当作互相指责
的工具。因此 Dalio 持续加压，
让人把每个问题或失误记录下来。
出了事，发现问题日志上没有，当事人就会有大麻烦 ；出了事，
问题日志上有记录、有分析和反思，当事人会受到表扬。
“痛苦按钮”App（pain button app）：让员工记录并
分享工作中负面情绪的体验 ；这种公开分享可以引向相关方的
进一步的沟通，这样有助于发现真相并对未来行动达成共识。
这一招很厉害，因为大部分人在工作中对别人感到不爽，常常
不会拿出来当面沟通。这样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心结，给未来

些问题的动力和能量，就有可能解决问题，

的合作留下阴影。桥水的公式就是痛苦 + 反思 = 进步。

并塑造新的价值观和文化。

比如，我发现每一个组织当中都有人抱怨不合作，跨部门

棒球卡 ：如果你觉得以上所讲的透明度

协同不好的。但是很多人都不会公开讲。时间一长，协同合作

还不够，这里再来一个。
“棒球卡”把每一位

的问题就真的变成问题，因为它变成了一种文化。但如果能够

员工的优缺点都写出来，而且向全员开放。

通过“痛苦按钮”App、
“即时反馈”App、问题日志等方便易

所以你在这个公司中无所遁形，有什么弱点、

行的方法，把问题暴露出来，就有可能在组织中，产生解决这

优点全部写下来。每一个人有一张棒球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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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了解你的同事，比如在一个会议中第一

想和目标 ；建设一个充满了关怀、互信互助的家园，进而塑造

次见到某个同事，你就可以马上在系统中查

出一个令人憧憬和向往的伟大组织。

这个人的优缺点。
所以有的时候在这样的组织当中确实不

DDO 组织的几个关键点

容易混下去，因为所有你的优缺点都暴露出来
了。但 Dalio 提出，你是更担心你的面子，还

我认为建设 DDO 的组织有几个关键点 ：

是更担心你的成长速度不够快。在他们这样的

第一，最高层真的要有信念甚至信仰，立志创建一个伟大

系统下面，人的面子受到很大的挑战，如果是

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人的成长就是业务的成长，组织的成

玻璃心，如果自尊心非常强，可能就生存不下

长就是人的成长。并且身体力行，竭尽全力推动人的成长和组

去。但是 Dalio 也说如果大家都能以包容之心，

织的进化 ；

互相知道彼此之间的优缺点，愿意伸出手来帮
助另外的同事提升他的弱点，公司不是就变成

第二，循序渐进，但是锲而不舍地塑造透明、致力成长、
相互信赖、反馈丰富的文化 ；

一个真正的刻意发展人的组织了吗？
问题是，如果大家都裸奔了，彼此都知

第三，相信群众的智慧、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以
建设可持续的 DDO 体系和文化。

道底细，DDO 组织如何帮助人们成长呢？
对话伙伴 （talking partners）：在
“下一跳”
（Next Jump）公司，员工的每一

最近在北大汇丰商学院的创讲堂上，全球著名整合心理学
家 Thomas Huebl 说，人生有两大问题，一个叫 belonging，
就是归属问题 ；一个是 becoming，即成长问题。

天的工作，都是从与自己的“对话伙伴”交

归属问题其实也是关系问题，你有国家、民族、社会、组

流开始的。每天早晨公司都请一顿早餐，然

织、团体、家庭、朋友圈的归属感吗？完全找不到归属感的人

后你要在公司里面找到固定的对话伙伴，大

是游子，是断了线的风筝。我相信人的心灵是需要有地方安放

家聊 20 分钟左右。在这 20 分钟的时间里互

的，人是需要有心灵和精神家园的。但是我们扪心自问，有多

相吐槽、打气，把工作中的不顺利、家里的

少人可以说，我在家庭和服务的组织都找到了我的精神家园？

不顺利通过这样的方式宣泄掉，而且大家互

除了家庭之外，工作对于人生的幸福和成功很重要，事实

相辅导，互相帮助。这是非常好的所谓 peer

上我们在组织中如饥似渴地寻找我们的归属感。有时一个会议

coaching（同伴教练）的方法。

没有被邀请，我们都会在心里嘀咕几天 ；如果在组织中感到没

情景研讨会（situational workshop）：
他们每周再把四组这样的对话伙伴连接起来，

有被某个圈子所接纳，有人甚至会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塑造能
够使人产生归属感的组织是多么重要！

一起通过引导者沟通在这一周里面有什么痛

Thomas 讲的人生第二大问题是人的成长和进化。人的成

苦、有什么挑战，有什么新的洞见，大家来

长和进化应该是终身的，而且每个人要自己承担成长和进化的

分享。通常一位更有经验的内部员工会来做

责任，而不能把这一重大的责任推给父母、配偶、老板、老师

引导师，引导对一周的经历进行反思、总结，

或朋友。成长和进化的责任虽然是自己承担，但过程却需要他

并且在与别人的分享、互动特别是相互挑战

人的帮助、环境的支持。如果班上的同学个个奋勇争先、废寝

中得到启发。这种做法，我觉得比很多管理

忘食，再懒惰的学生也不敢偷懒！如果再能遇到良师益友，那

培训都有效！

就是人生大幸了！

“下一跳”公司的薪酬体系也是与 DDO
文 化 高 度 链 接 的。 他 们 的 奖 金 是 五 五 开，

这不就是 DDO 组织的初衷吗？这不就是所谓的“刻意发
展人、培养人的组织”的理想与目标吗？

50% 是根据硬的业务指标，另外 50% 根据

如此看来，真正的 DDO 组织，不就是试图去帮助人解决

你对文化的贡献（即更好的我和更好的你）
。

人生的归属和成长两大问题的组织吗？不就是帮助人在归属中

以上只是 DDO 组织所采用的一些方法，
很多都不一定适合我们。最重要的是，如何
根据自己企业的情况，循序渐进地创造出很
多方法和工具，以实现培养人、发展人的理

成长，在成长中有归属吗？这不就是我们所憧憬的精神家园
吗？
因此，这样的 DDO 组织，乌托邦是乌托邦了一点，但还
是非常令人向往和值得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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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祥林 ：
如何看待中国的衍生品市场？
Xianglin Li:
How to View China's Derivatives Market?
撰文 / 都闻心

李祥林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
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金融
硕士项目联席主任

应巴曙松教授邀请，上海交通大学上
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中国金融研究

我认为国内的衍生品市场一定会发展，但问
题的关键是应该如何发展。我比较倾向于要
一步一步有序地发展，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推
出新产品。像 2008、2009 年推出股 指期
货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记者 ：您拥有数学学士，经济、金融和精算学的硕士学位，
以及统计学博士学位共 5 个学位，多领域发展意味着需要付出更
多的时间与精力，您对于未来从事金融行业的学生有什么建议？

院副院长、金融硕士项目联席主任李

李祥林 ：当时我本科学数学，之后转向经济、金融，在国外

祥林教授做客“北大汇丰金融前沿讲

读完 MBA 后又读了精算和统计专业。虽然每次在转专业的时候都

堂”
，带来主题为《金融危机经验教训、
金融机构改革和未来管理方案》的精
彩讲座。讲座前李祥林教授接受了北
京大学 2016 级金融班硕士研究生都
闻心的采访，就风险管理模型与实务，
国内衍生品市场、房地产市场等问题
发表了看法。

面临很多困难，但回过头来看，这些专业都在我的工作中发挥了很
大作用，让我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可以使用的工具更多。金融是一个
应用领域，在过去 30 年，数量金融和衍生产品发展得非常快，它
对数量要求比较高，所以多领域学习会对大家有所帮助。
记者 ：我们注意到您是长期在金融风险管理一线工作，熟悉
业界实务，那么您觉得一般而言突破性的、有重大影响力的成果是
先诞生于理论还是先产生于实践过程？
李祥林 ：我认为在数量金融、衍生产品方面，很多新理论都
是在实际中产生的，比如期权、信用产品、高频交易，以及金融工
程中的一些计算方法等都是首先诞生于市场，也就是说实践领先于
学术圈。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在过去，学校里面也产生了很多新想法，
比如均值方差分析、CAPM，APT，FAMA-FRENCH 三因子、五
因子模型等等，但它们也是在与业界接触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以我
认为在金融领域，业界与学术圈的联系十分紧密，我在业界工作的
时候也经常与教授们一起探讨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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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在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您曾说，“拥有最好的建模师

此外，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底

并不意味着能够将信息传递到公司最高层并帮助公司避免危机。”

层资产的定价不透明，在债券之上加一

您可以具体解释一下这句话吗？

层衍生产品之后的问题便会越来越多。

李祥林 ：模型终究只是一个工具，重要的是你如何去使用该

我的感受是国内衍生产品一定会向前不

工具。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我当时在华尔街工作的时候，在次贷研

断发展，但我建议应该一步一步走，成

究方面做得最好的是 Laurie Goodman，他是 UBS 房屋抵押贷款

熟地推进，不要盲目地推出新产品。

团队的领头人。在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前十年中，Goodman 九年
都被评为房屋抵押贷款分析师第一名。但在金融危机期间，UBS

记者 ：您如何看待中国房地产行业

是所有华尔街公司中次级房屋抵押贷款损失最大的一家公司。我认

和 MBS（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市场

为这是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没有很好地与业务相结合，或者没有将

未来的发展？

信息有效地传递到公司高层。模型只是工具，如果没有传递到决策
层，就不能发挥其作用了。

李祥林 ：国内房地产目前面临几个
问题。首先，大城市应该解决年轻人对房
子的需求问题，现在的时代对于年轻人的

记者 ：您如何看待中国的衍生品市场？ 2018 年上半年我国
出台新政策 ：暂停券商与私募基金开展场外衍生品业务。

压力很大。另外，应该减少市场将房地产
当作是一个操纵的产品的现象。在美国就

李祥林 ：我认为国内的衍生品市场一定会发展，但问题的关

不太可能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买房子的成

键是应该如何发展。我比较倾向于要一步一步有序地发展，在有条

本很高，有地产税、管理费等等，除非房

件的情况下推出新产品。像 2008、2009 年推出股指期货就是一

价上涨很快，否则买很多房子的价值不大。

个成功的例子。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很担心期货市场对股市可能产

而在中国，闲置房很多，有需求买房的人

生不利的影响。当时，上海金融期货交易所所长面临很大压力，我

却买不起，这种现象不是很正常。我认为

们帮他召开了一个研讨会，邀请学术界一起讨论期货市场发展对现

之后应该征收房产税，因为买房相当于占

货市场的影响。但最终推出这个新产品的结果是很成功的。

用了公共资源。回到房地产证券化，在美

然而近两年做的一些产品比如场外期权交易，以及一些证券

国，早期房地产证券化的产生目的是政府

化产品，其中的问题还是很多的，我认为可以多多借鉴国外衍生品

为了帮助买不起房子的人，为他们提供信

的发展历史。现在国内把证券化产品当作是一个融资工具。在美国，

用担保，从而把房地产证券化慢慢做了起

通常要求资产再被证券化之后完全出售给一家独立机构，即所谓的

来。但国内房地产证券化出现的目的不是

SPV，剩下的产品本身就相当于一个企业。但目前国内没有这个做

这个，是为了帮助房地产企业融资。我觉

法，我们是“明股实债”，到最后我们可能不知道很多证券化产品

得应该向前看，先辨别证券化的目的之后

的底层资产是什么。

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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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

使用权中心的企业理论
大午集团案例新解
——

Shuguang Zhang: An Enterprise Theory Based on the Rights
of Use—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Case of Dawu Group

撰稿 王
/ 博之 摄影 沈
/ 唯 编辑 曹
/ 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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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介绍

张曙光，中国社会科
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研
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宏
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
经济思想史。从 1978 年
起，在《经济研究》发表
独著、合作和集体研究论
文 43 篇，出版著作 10 多
部，四次获孙冶方经济科
学著作奖和论文奖，一次
获国家科技进步软科学 一
等奖，获第四届张培刚发
展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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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理论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经济学
话题。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是现代

由董事会选举的总经理领导和主持，由包括各单位的一、二把手及
办公室主任组成，负责企业经营。

企业理论的主流。这是一种以所有权为

二是选举制度和会议制度。董事任期原为 2 年，自第七届开始

中心的企业理论，虽在实践中仍为绝大

改为 3 年，由选举产生。加入集团 1 年的员工有被选举权，可以竞

部分企业广泛应用，但也存在着诸多理

选，可以拉票，必须发表竞选演说，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 ；加入集

论缺陷。3 月 6 日，著名经济学家张曙

团 10 年的员工才有选举权（十年以上工龄的员工有 507 人，约占

光教授做客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耦耕读

全集团员工的 8.5%）
。董事长和理事长（总经理）任期 6 年，由董

书会，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他

事会选举产生。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每月一次会议，由本会会

立足于数字信息经济发展形成的从所有

长主持 ；三会联席会议是最高权力机构，每月 6 日举行，由集团秘

权向使用权的转变，以大午集团“私企

书处召集，靠制度不靠权力，重在“议”
，决策者不允许投弃权票。

立宪”为例，讲述了以使用权为中心的

三是分配和激励制度。工人工资每年递增 10-15%，基层干部

企业治理理论。

年薪不能超过工人工资的 2 倍，中层干部不能超过 5 倍，高管不能

讲座开始，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海

超过 10-15 倍。除家族成员领取工资和补贴（相当于每月集团人均

闻院长致辞并介绍主讲嘉宾。张曙光教

工资的 2 倍）外，企业剩余利润的分配先用于职工的福利和干部的

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奖励，再用于企业投资，比例一般为三七开。监事会从利润中提取

教授，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

10% 建立公益事业基金。此外，职工福利制度、干部奖励制度和退

学和经济思想史。1978 年起，张曙光教

休补贴制度都有具体规定。

授仅在《经济研究》发表独著、合作和
集体研究论文 43 篇，出版著作 10 多部，

使用权中心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理论

四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和论文奖，
一次获国家科技进步软科学一等奖，获
第四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

张曙光教授接着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他表示现有
的企业理论可以概括为交易范式，是所有权中心论。随后他从使用
权中心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理论下解释了“大午立宪”
。
在组织架构和三权分立方面，委托代理是现在比较普遍的制度

大午集团案例

安排，也是股份制的标配（下图中 x 线的左侧）
，是一种所有权中
张曙光教授首先介绍了大午集团的

心论的制度安排，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有一定限度。

基本情况。股份制是被广泛采用的现代

一旦转向使用权中心论（下图中 y 线的右侧）
，因为使用的即时性、

企业制度，但还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开放性和一定的非排他性，不必也不能再实行委托代理，监督权、

2004 年，时任河北大午农牧集团（以下

决策权和经营权才有可能真正分离，并相互独立。这时，所有者把

简称“大午集团”
）董事长的孙大午决心
另寻他途，这个被称为“私企立宪”的
企业组织结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案例新解框架

X

Y

一是组织架构及其权限。通过分权、

财产权

确权和限权，将企业产权分为所有权、
决策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立，独立运行，
互相监督、相互协同。孙大午和妻子刘
会茹拥有所有权，并由后代整体继承。

所有权

使用权

由家族成员组成监事会，选举监事长，
对董事会和理事会进行监督，但无决策
权和经营权，也不能任命董事、董事长
和总经理。由企业内部人选举董事组成

自有自用

委托代理

监督权

董事会，由董事会选举董事长，行使企
业投资和利润分配的决策权，但无权干
预企业的经营活动。理事会是执行班子，

决策权

经营权

收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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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权和经营权移交或让渡给使用者，由使用者决定董事会和经理

信息不对称，经营者往往操纵利润，或

层的组成和人选，自己只剩下监督权和一部分收益权。这就是大午

者增加在职消费以侵占利润，或者隐瞒

“立宪”的理论依据和实际在做的事情。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所有

或虚增利润，损害股东和投资者的长远

者首先就要限权、分权、确权、交权，使所有权虚化，成为象征性

利益。在使用权中心论的条件下，利润

的权力，而把实际的决策权和经营权全部移交或者让渡给使用者。

不能再简单地看作是资本的产物，而主

在选举制度方面，委托代理条件下是由所有者挑选决策者，董

要是经营者能动和创造的结果，同时包

事由股东会选举，也主要由股东组成，非股东董事人数很少，一般

含了社会贡献的内容，其分配制度的设

也起不了太大作用，董事长由大股东担任，经营者由董事会聘任。

计也不能以所有者的权益作为出发点和

在这里所有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股东会的选举往往流于形式，很

归宿，而要从使用者的分享和激励出发，

多小股东就会用脚投票。在使用权中心论的条件下，决策者和经营

还要考虑对社会的服务。这样的企业也

者由使用者而非所有者挑选。由于企业资产的使用者是企业员工，

就具有社会企业的形态。张曙光表示，

包括企业的管理层和一般员工。因此，决策者和经营者就由企业员

大午集团的分配激励制度为实践和理论

工在自己队伍中挑选，选择的办法自然是选举，选举的结果直接决

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以探索的空间。

定着自己的利益，因而会成为郑重其事、认真负责的真选举。这种
选举制度的设计、安排和运行，直接决定了企业的治理机构的组成

两种企业理论的比较

及其运营效率。
在分配和激励制度方面，传统的所有权中心论条件下，制度设
计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保障股东的权益。在实际运作中，由于

最后，张曙光教授比较了两种企业
理论。

张曙光教授在讲座中与北大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海闻教授（中）、哈工大（深圳）唐杰教授 ( 左 ) 探讨大午集团的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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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以委托代理关系为中心的现代
公司制企业中，代理人的权限是所有者授予
的和所有权派生的，其控制权或使用权的独
立性是有限的。而立足于使用权中心的现代
企业和网络组织才真正扩展了企业和企业理
论的边界，改变了企业和企业理论的性质，
改变了企业内部结构和组织流程。
讲座最后，张曙光教授回答了现场听

《量化投资十六讲》出版，
巴曙松教授作序
Sixteen Lectures on Quantitative Investment
Is Published with a Preface by Shusong Ba

众有关企业理论的问题，并就大午集团的
案例是特例还是具有普世意义等问题与海
闻院长以及原深圳市副市长、哈尔滨工业
大学（深圳）唐杰教授做了探讨。海闻院
长代表学院向张曙光教授赠送纪念品并合
影留念。
本期耦耕读书会由北大汇丰商学院
MBA 项目办公室、经济金融网主办，博雅
金融学社协办。读书会旨在为商学院营造读
书氛围，引导学生们主动读书、深入思考。

2019 年 5 月，《量化投资十六讲》由北京大
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北京
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以及经济金融网推出系列量
化精品培训课程的精华内容，汇集了国内外该领域
多位领军人物、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共同探讨中
国投资者如何通过量化投资实现财富管理的创新与
突破，把握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和资产管理升级的
新机遇。全书主要介绍了量化投资的策略开发、风
险管理、产品设计，以及 FoF、MoM 等新模式和
智能投顾等前沿发展趋势。适合金融机构管理者、
投资经理等专业人士阅读。
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
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集团董事总经理、
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教授为《量化投资十六讲》
做序推荐，以下为推荐序全文 ：

从量化交易发展看资本市场生态
最近，在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顺利启动运行以来，一
些主要的国际指数陆续将中国市场加入进来，进而也吸引到许
多指数型基金通过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加大对于内地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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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
朱晓天、本力
出版社 ：

提到量化投资，大家常想到的特点
一般有两方面 ：一是历史依赖性，即通
过对历史数据进行挖掘回测，来找到规

北京大学出版社

律 ；二是纪律性，即制订规则后由电脑自

出版时间 ：

动执行，回避人的主观情绪干扰。但同时，

2019 年 5 月

完整的量化投资思想中有一个非常重要
却常常被人所忽视的特点，那就是量化的
风险分解和基于风险分解后的精细的风
险控制。这是量化投资不同于传统主动
投资的最主要特点之一，无论是在美国
的发达衍生品投资还是在国内的市场投
资，风险分解和基于风险分解的风险控
制，都是贯穿于整个量化投资中的。
为适应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不管
是否愿意，投资者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

扫描二维码购买

一些量化方法。在量化投资领域，北京
大学汇丰商学院和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
究院在国内高校中较早与业界系统互动、

的配置。这自然是令人欣喜的资本市场开放的新进展。不过，也有

合作，推动了具有全球视角和实战特点

不少的国际大型资产管理机构则颇有几分忧虑地告诉我，市场上如

相结合的量化投资 课程、讲座、论 坛，

果主要就是被动型的基金，也会对市场的稳定带来许多隐忧。一个

并建有国内领先的金融实验室。作为“北

健康的市场实际上是一个不同风格的主体在竞争中互动和共存的生

大汇丰”系列之一的《量化投资十六讲》

态体系。

便是相关内容的部分精华，该书可以作

近年来，量化投资业已成为海内外资本市场发展的焦点之一，

为拥有一定金融知识的投资者步入量化

与基本面分析、技术面分析并称为三大主流投资方法。在美国这样

投资领域以及在投资理念和技术上的进

成熟的市场上，量化投资已经成为基金和大资本的主要运作方式，

阶读物。

其中的大部分交易都通过程序化交易完成，美国资本市场的交易结

本书作者多是一线的量化交易领军

构也因此出现了显著的变化。而目前在国内市场上，量化投资发展

人士和基金经理，主题虽是前沿领域，

总体上看尚处于初级阶段，但随着中国资本市场有效性的逐步提高

方法上却都可以说是深入浅出，读起来

以及对内幕消息等的监管愈发严格，通过非公开方式获取信息的难

并不生涩费解。读者可以通过本书较为

度加大，量化投资成为了一个良好的获得非公开信息的科学理论与

系统了解量化交易的思想体系、分析框

技术方法。

架和分析工具。

从逻辑上而言，市场越有效，则获得超额收益的可能性越低。

当然，从长期看，量化交易应用水

目前国内投资者散户占交易的较大比重，市场有效性还有待提高，

平的提升和发展，是需要不断结合不同

在目前市场环境下，量化基金前景宽广，潜力巨大。

的市场状况尝试探索。事实证明，量化

同时，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发展也迅速推动投资策略自动化

交易者更需要在实战中体会交易理念、

和智能化的进程。目前看来，人工智能与量化投资领域的结合主要

交易思路，形成交易方法包括交易经验

应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度学习，通过人工智能辅助量化交易，

在内的积累与沉淀。
“设计你的系统，交

目前国内一些私募基金已经开始将人工智能的三个子领域 ：机器学

易你的思想。”从这个角度说，量化交易

习、自然语言处理与知识图谱融入到自己的量化投资策略中。二是

的核心仍是投资、交易的理念，量化不

智能投顾，即通过机器模仿和复制优秀基金经理的模式，用人工智

量化，只是不同的体现方式、也是不同

能和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实现资产管理。

的投资交易理念的工具和载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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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BS Provides Academic Support
for " the 21 Century Book Of The Year "

北大汇丰继续为
21 世纪年度好书提供学术支持
自 2016 年起，21 世纪经济报道、21 世纪经济研究院启动了“21 世
纪年度图书”的评选工作，北大汇丰为此书单的学术支持单位，至今已是
第三届。在 21 世纪年度图书（2018）评选中，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
秘书长、经济金融网主编、公关媒体办公室主任本力担任初评评委。北大
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教授担任
终评评委。以下为 21 世纪年度图书
（2018）书目和获奖词
（排名不分先后）
。

《剑桥中国经济史 ：古代到 19 世纪》
万志英 著
崔传刚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获奖词】
如果说要在 2018 年的经济学类出版物中找到一本让人眼前一亮的著作，
这本书无疑是首选。作者 Richard von Glahn（万志英）是 UCLA（美国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中国经济史领域的权威学者之一，也是经济史
学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用一本并不厚的书写出了极为厚重的中国古代
经济史。这部作品有两个鲜明的亮点 ：一是不拘泥于中国史研究常见的刻板分
类，而是根据充实的史料提炼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本质特征，并依据这一特征进
行分类，作者采用了世袭家长制、城邦制、庄园制、佃农制、市场经济等来定
义中国古代的不同阶段，比较有说服力，也能得到史料的支持。二是作者紧紧
抓住了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三大冲突主线：第一，土地制度和收入不平等的冲突；
第二，私营经济和政府干预的冲突 ；第三，家庭作为基础单位和等级制、垂直
化治理的冲突。这三条冲突主线几乎既可以解释朝代更迭，又可以解释朝代更
迭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部著作中的一些观点看似在解释历史现象，
但对我国当今的社会经济转型有着很强的指导性。比如万志英把古代的土地制
度解释为多层次土地权利架构（复合权利安排），这种结构下，即便土地国有化
的前提下，所有权固化，也不影响使用权以及其他权利的交易，并形成比较发
达的土地市场。这点对我国的土地制度改革有重要参考价值。再比如，万志英
认为，私营经济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非常活跃，只不过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
同的具体形态。私营经济的活跃是古代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历朝
历代都有自己的一套干预私营经济的机制。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一直都在寻
求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政府干预过度，社会经济就不稳定 ；政府适度干预，
社会经济就会繁荣。这一历史铁律同样切合当前实际，可谓振聋发聩。（周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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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真相 ：如何构建理性的世界经济》
丹尼 · 罗德里克 著 卓贤 译 中信出版集团

【获奖词】
自由贸易有利于贸易各方，这个信念显然已无可置疑地被广泛接受。但是，自由贸易的好
处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却取决于自由贸易背后复杂的规则与细节。自由贸易的好处，并不像
高度简化的贸易模型揭示的那样会理所当然地发生，而是会在真实场景中被各种力量扭曲和异
化。当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忽视贸易背后的各种扭曲，或者限于自由贸易“政治正确”的
囹圄而回避真相，则大量有违良好动机的结果，就会假“自由贸易”之名堂而皇之地发生。在
这本书中，作者揭示的大量令人不安的“贸易真相”，可能会颠覆很多人对自由贸易的简单看法。
这种颠覆，却是对自由贸易信念最好的维护。（张永生）

《企业家的尊严 ：为什么经济学无法解释现代世界》
迪尔德丽 · N. 麦克洛斯基 著 沈路、陈舒扬、孙一梁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获奖词】
这本书的核心来自于一个争论 ：作为社会变化的源头，经济利益与思想谁为主宰？持现代
理性选择理论的经济学家们都认为，功利最大化的理性结构足以解释几乎所有的社会行为，而
包括宗教在内的思想只不过是大众的“麻醉剂”，是正当化的解释而非变化的独立原因。以韦
伯为代表的社会学派认为宗教和宗教观念才是构建经济学架构的思想基础。作者赞同后者，但
一一否定了目前几乎所有的增长理论，建立了独有的“意识形态论”，将带来经济跃迁的创新归
因于社会对企业家的观念和言辞的转变。若此书出自于社会学家之手，倒并不格外显眼，然而
本书作者迪尔德丽 .N. 麦克洛斯基曾是伊利诺伊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作者对于经济史和经济理
论的了解使得“叛变”往往打中痛点。而躬身经济学麦田的我们，也该抬头看看这片田地之外
的世界。（巴曙松）

《大分流之外 ：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
王国斌、罗森塔尔 著 周琳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获奖词】
多年前，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打开了中国和西欧的比较经济史研究讨论的先河，而背
后的“加州学派”逐渐广为人知，这种由广泛讨论提出新见而形成的理论体系也在不断完善，
《大
分流之外》即为“加州学派”理论的最新成果。通过更长的时间跨度、更宏观的比较单位、更
丰富的比较维度，王国斌和罗森塔尔对原有理论尝试修正，为我们探讨和研究中国和西欧的比
较经济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本书最难能可贵的是，书中这种比较并没有限定标准，不以
西欧为中心，而是通过更为客观平等的分析讨论来展示政治经济影响经济史走向的路径。这种
对机制的解剖对于我们理解政治经济的运行规律，乃至对于未来的判断和规划，都具有一定的
指导意义。（巴曙松）
21 世纪年度好书（2018）
初评评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本 力（经济金融网主编）
梁 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师）
李二民（活字文化副总编辑）
王洪波（中华读书报副总编辑）
张 翔（首都师大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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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 贤（国研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四室主
任）
终评评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巴曙松（北大汇丰商学院教授、中国银行业协会首
席经济学家）
何 帆（经济学家，北大汇丰商学院教授）

罗卫东（浙江大学副校长）
周业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张永生（国研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部副部长）
学术支持 ：
北大汇丰商学院
来源 ：21 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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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 3.0 ：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进化与重生》
迈克斯 · 泰格马克 著 汪婕舒 译 湛庐文化 | 浙江教育出版社

【获奖词】
生命的研究并非生物学家的特权，物理学家有关注生命本质的传统，前有薛定谔，
今有泰格马克。从自然进化的生命，到自然和文化（包括科学技术）合作进化的生命，
再到人工设计进化的生命，生命完成了从 1.0 到 2.0 的历史，正在快速开启 3.0 版。在 3.0
阶段，生命将被重新定义，人类也将被科技改造，如何理解这一即将到来的充满了不确
定的时代，人的本质的核心依据何在，人类命运的终极结果是什么？《生命 3.0》进行
了严肃的、具有科学和哲学双重深度的思考，将该领域的思考品质大大地提升了一个档次。
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高度关注。（罗卫东）

《规模 ：复杂世界的简单法则》
杰弗里 · 韦斯特 著 张培、张江 译 中信出版集团

【获奖词】
万物皆有规模。规模是决定事物成长的最基本尺度，但令人吃惊的是，这也是最容
易被忽视的尺度。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大国和小国是一样的，大城市和小城镇是一样的，
大企业和小企业是一样的？为什么人们会简单地从小世界推断大世界？著名的圣塔菲研
究所前任副所长杰弗里·韦斯特从规模这一基本尺度出发，颠覆了传统的经济学、生物
学等领域的研究，揭示出规模是万物生长的最重要约束条件，规模的扩大并非遵循线性
规则。在规模规律的烛照下，生命体、企业、城市乃至国家的兴衰规律变得更加清晰。
（何帆）

《扫地出门 ：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
马修 · 德斯蒙德 著 胡䜣谆、郑焕升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获奖词】
人类生活在世界上，离不开四个字 ：衣、食、住、行。其中，住不仅是生存
的需要，也是安全感和确定性的来源。地球有足够的空间承载全部人类的栖身之所，
然而，却有那么多的人无立锥之地，无寸瓦片土，颠沛流离。没有属于自己的家园，
更遑论诗意居住。不必说，战争和动乱会让人失去家园，但本书则把目光指向和
平时期、成熟发达的美国城市，揭示出已经高度金融化的住房市场如何以其内生
性的机制不断地“再生产”出居住贫困人口。《扫地出门》的作者怀抱深刻的同理
心及丰富的实地调研典型案例揭示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另一种被忽视的普遍贫
穷和剥削，引人深思并希望有所行动。（罗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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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帝国 ：走入美国未来的旅行》
罗伯特 · D. 卡普兰 著 何沐滨 译 三辉图书 | 中央编译出版社

【获奖词】
作者通过横贯美国中西部“荒野之地”的游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鲜为
人知的不同于主流认知的美国。与那些宏大叙事的主流视角作品不同，作者通过
对美国“荒野之地”穿越时空的真实场景的刻画，揭示了美国中下层民众或族群
动荡起伏的命运，以此昭示美国的未来。这些看似分散而无关联的众多小地方和
小人物的真实场景，却像“大数据”一样，构成一幅同主流认知如此不同的美国
社会全景图。这些主流视线之外“荒野力量”的汇聚，却可能形成巨大的能量，
以一种令人猝不及防的方式改变美国的历史走向。这似乎已被当前美国非典型政
治人物的出现所证实。这种忽视产生的巨大不确定性，无论是对美国自身还是世
界，却意味着不可承受之重。跳出自以为是的主流视野认识这个真实世界，或许
是本书最大的启示。（张永生）

《宋案重审》
尚小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获奖词】
这部著作称得上 2018 年出版的极为优秀的本土史学力作之一。作者尚小明是
北大历史系教授，花费多年专心研究宋教仁被刺案。在梳理几乎所有可得相关史料的前
提下，围绕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应夔丞四个人两两之间的关系，先对这些关系的
性质进行细致地梳理和推断，然后围绕宋案的发生过程、审判、各方反应、各方策略、
各方结局等展开深入讨论。本书并没有像通常的著作或论文那样轻易下结论，而是揭示
了涉事参与人面临复杂形势所采取的复杂行为。本书也没有像一些人习惯性的对历史人
物进行道德评判，在历史的洪流面前，很难用对错、正邪、黑白等简单二元思维对历史
人物下定义。历史事件总是和个人行为叠加在一起。洪述祖的腐败行为和刺杀宋教仁、
打击国民党的行为是交叠重合的 ；应夔丞的政治投机和其对当时袁世凯政府的忠诚同样
也是交叠在一起的 ；而袁世凯和赵秉钧出于平衡各方利益，宏观把控中混杂着私心，同
样让事件复杂化了，客观上助推了刺杀事件。这部著作一改过去关于宋案的各种流行的
刻板印象，通过严谨的逻辑推断和翔实的史料剖析向世人展示了那段历史时期极为复杂
的政治纷争，以及这些纷争背后所隐含的看似必然的历史轨迹。（周业安）

《铁道之旅 : 19 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
沃尔夫冈 · 希弗尔布施 著 金毅 译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获奖词】
这本书从文化批判的角度观察工业革命，令人耳目一新。比如说，电报和铁路
是共生的，没有铁路，电报找不到庞大的市场，而没有电报，火车司机无法认路，这么
快的速度，靠肉眼是看不过来的。魏尔伦的一首诗就写到了铁路边上的电报杆。又比如，
铁路破坏了原有的景观，必须让原本高低不平的道路变得平坦，坐在火车里看外面的风
景极其无聊，于是，人们开始靠阅读打发时间。技术的变化会带来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
这才是更丰富多彩的。归根到底，技术的进步速度可能很快，但人性最终会适应并包容
新的技术。（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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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EMBA 招生信息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项目采
取“申请审核-报名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进行，考察综合素质和管理潜
能。申请审核包含材料审查和面试考核，通过者方可报名参加全国硕士
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中的 EMBA 联考笔试，并根据成绩择优确定录取名
单。联考网上报名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
请登陆官网首页 http://emba.phbs.pku.edu.cn/，点击“在线报名”
，完
成报名申请 ；或致电 40018-40118，了解课程信息，索取并填写报名表。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
咨询热线
40018-40118
报名方式
在 线 报 名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MBA 招生信息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MBA）项目，致力于培养具有
专业知识、综合素质、国际视野、社会责任的商界领袖和业界精英，帮助
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开拓前瞻的管理思维、掌握有效的决策技能、
开发潜在的领导能力。北大汇丰 MBA 项目面向全国招生，
学习地点在深圳。
北大汇丰 2020 年秋季入学 MBA 招收全日制（英文授课）一个班
20 人，非全日制（中文授课）两个班共 100 人。
全日制 MBA ：全英文授课，学制两年。入学后可申请纽约市立大学
巴鲁克分校杰克林商学院金融学硕士项目。
非全日制 MBA（在职 MBA）：中文授课，学制两年。

工商管理硕士（MBA）
咨询热线
0755-26032001
报名方式
在 线 报 名

在线申请系统 ：http://mbaapply.phbs.pku.edu.cn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EDP 招生信息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高层管理培训（EDP）项目是学院设立的专注
于向企业高层管理者传播卓越管理理念，提高企业资本运营实力，帮助企
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企业高层管理者培训进修项目。金融类课程：私募股
权投资（PE）与企业上市研修班、新经济时代下金融创新高阶研修班、
上市公司董秘研修班，管理类课程：哲学与商业领袖研修班、商业模式创
新研修班、战略管理研修班、AMP工商管理研修班。各类课程正在火热招
生中，2019年期待您的加入！

高层管理培训（EDP）
咨询热线
40077-20111
报名方式
在 线 报 名

报名请登录 ：http://edp.phbs.pku.edu.cn/，点击“在线报名”
，完成预
报名申请 ；或拨打咨询电话 ：40077-20111，了解详细信息，索取报名表。

获取更多资讯可扫码关注

73

PHBS 北大汇丰

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