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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6 日，应巴曙松教授邀请，《财经》杂志主编、《哈

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何刚做客“北大汇丰金融茶座”，带来题为“全

球投资与财富管理新时代”的精彩讲座，并围绕该主题与《21 世纪商业

评论》原总编辑唐学鹏展开对话。

 On June 15, 2019, at the invitation of Professor Shusong Ba, 

Gang He, chief editor of CAIJING Magazine and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China, gave a lecture on the theme of "A New Era of Global 

Investment & Wealth Management" in PHBS, and had an dialogue 

on the topic with Xuepeng Tang, the former chief editor of the 21st 

Century Business Review.

2019 年 6 月 28 日，北京大学

汇丰商学院与紫荆研究院在香港举

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北京大学汇

丰商学院创院院长海闻与紫荆研究

院主席兼执行院长、《紫荆》杂志社

社长杨勇分别代表双方签字并致辞。

双方今后将本着优势互补、互利共

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在人才培养、

科研创新、学术交流及高层管理培

训等方面展开战略合作。

 

On June 28, 2019, the Peking 

University HSBC Business School

P H B S ) a n d t h e B a u h i n i a 

Research Institute， a research 

t h i n k t a n k， h e l d a s i g n i n g 

ceremony of strategic cooperation 

in Hong Kong. Wen Hai,  founding 

dean of PHBS, and Yong Yang, 

president and director of Bauhinia 

Research Institute and president 

of Bauhinia Magazine , signed 

and delivered speeches on behalf 

of each side. In the future, the 

two sides will carry out strategic 

cooperation in personnel train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cademic exchanges and senior 

management training.

2019 年 6 月 16 日，以“数据中

的宏观和微观世界”为主题的第一届中

国数据可视化创作大赛颁奖典礼在南京

举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财经传媒专

业学生蓝星宇、梁银妍、叶霄麒的作品

《寻路上海滩》脱颖而出，荣获最佳数

据新闻奖金奖。

On June 16, 2019, the award 

ceremony of the first "China DataViz 

Compet i t ion" wi th the theme of 

"Understand the World" was held 

in Nanjing. Three PHBS students 

majoring in Financial Journalism, 

Xingyu Lan, Yinyan Liang, Xiaoqi Ye, 

stood out and won the Best Data 

News Award for their work "Way 

Back Into Shanghai".

       《财经》杂志主编、《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

何刚做客“北大汇丰金融茶座”
Gang He, Chief Editor of CAIJING Magazine and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China, Gives a Speech at PHBS Financial 
Teahouse

 1. 北大汇丰与紫荆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PHBS and Bauhinia Research Institute Sign a Strateg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北大汇丰教授参加华为“任正非的咖啡时间”活动
PHBS Professors Attend 'A Coffee with Ren' at Huawei

    北大汇丰财经传媒专业学生荣获中国数据可视

化创作大赛金奖
PHBS Students of Financial Journalism Win the Gold 
Award in China DataViz Competition

prominent thinkers in the digital age, for an open 

panel discussion on topics ranging from tech-

driven changes, coming 5G internet revolution, 

future cooperation worldwide, and Huawei's 

recent as well as long-term strategies. Several 

PHBS international faculty members were also 

invited to attend the event and had the chance to 

talk with Ren, concerning topics such as the firm's 

employee motivation, counterparts as well as 

competitors, and core value for customers.

2019 年 6 月 17 日，中国信息与通讯技术企业

巨头华为在深圳举办了一次“任正非的咖啡时间”名

家对谈活动。华为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任正非与两位

数字时代思想家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尼

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对谈 , 

讨论涉及技术革命、5G 网络技术、开放合作，以及

华为未来中长期发展战略等。包括北京大学汇丰商学

院教授在内的众多知名高校学者受邀参与了此次活

动 , 讨论议题涉及华为的企业管理、终身学习、开放

合作和未来高新技术的发展等方面。

On June 17, 2019, Chinese telecoms giant 

Huawei hosted an open panel discussion called 

"A coffee with Ren". Zhengfei Ren, founder and 

CEO of Huawei, sat down with George Gilder 

and Nicholas Negroponte, the world’s most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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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汇丰团队成功晋级可持续投资挑战决赛

PHBS Team Advanced to the Finals in Sustainable Investing Challenge

       2018 级北京大学 - 新加坡国立大学双硕士项目迎新活动成功举办
The 2018 PKU-NUS Joint Master Program Orientation is Held in NUS 

2019 年 5 月 15 日，2018 级北京大学 - 新

加坡国立大学（PKU-NUS）双硕士项目迎新会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风险研究所（NUS-RMI）举行。

双方教师、参与项目的全体 24 名同学以及新加

坡国立大学志愿者参与了本次迎新活动。

On May 15, 2019, the 2018 Peking 

University-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KU-NUS) Joint Master Program Orientation 

was held at the Nat ional Univers i ty of 

Singapore Risk Management Institute (NUS 

RMI). Teachers from both institutions, all 

24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ject and 

volunteers from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ttended the orientation. 

2019 年 5 月 23 日，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2019 级

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开学典礼隆重举行，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海闻，副院长任颋、李志义、

欧阳良宜等学院领导，教师代表 , 校友会代表，以及 2019

      北大汇丰 2019 级 EMBA 开学典礼隆重举行
PHBS Holds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2019 EMBA Program

简讯

2019 年 4 月 12 日， 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

院金融专业全日制硕士组成的 Omega 团队在香

港凯洛格 - 摩根士丹利可持续投资挑战赛中从 50

个国家的 109 支团队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唯

一一支入围决赛的高校团队。团队由四位一年级

硕士生 Gianni De Bruyn、Seohee Choi、 Raphael 

Thomas、Ann Tseng 组成，通过创新设计税收股

权投资机制解决内蒙古环境与能源问题。

自 2011 年开赛以来，可持续投资挑战赛已

迅速发展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可持续投资研究生

竞赛。竞赛旨在激励未来的领导者开发创新的金

融工具， 帮助解决环境、社会问题和治理挑战。

On April 12, 2019, the investment innovation 

team Omega from PHBS took to the global 

stage at the finals of the Kellogg-Morgan Stanley 

Sustainable  Investing  Challenge  in Hong Kong. 

The   four   team   members ,  Gianni  De  Bruyn, 

Seohee Choi, Raphael Thomas,  and Ann  Tseng 

were proud to be selected  as  finalists  from  109 

teams of 50 countries. They tried to help improve 

air quality through investment in biofuel plants by 

tax equity and convertible debt.

Since the first competition in 2011, the 

challenge has quickly become the world's 

premier graduate student contest for sustainable 

investment, which aims to inspire future leaders 

to develop inno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that 

help solve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challenges.

级 EMBA 新生出席了开学典礼。海闻院长

在致辞中从“欢迎、祝贺、希望”三方面表

达了对 2019 级新生的期许。

On May 23, 2019,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2019 EMBA (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 ion) 

Program of PHBS was held. Founding 

Dean Wen Hai, Associate Deans Ting 

Ren, Zhiy i L i , and Liangyi Ouyang, 

t eache r r ep r e sen t a t i v e s , a l umn i 

association representatives, and 2019 

EMBA freshmen attended the opening 

ceremony. Dean Wen Hai expressed 

his expectations in the speech for the 

2019 freshmen with three keywords: 

Welcome, Congratulation, and Hope.

2019 年 6 月 15 日，“远见·坚卓”2019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论坛暨 EDP 年会在北

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隆重举行。多位重量级专家

学者、行业领袖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五百位 EDP

学员共赴思想盛宴，聚焦中国经济发展、中美贸

易战、互联网金融、科技与商业模式创新等多个

热点话题交流讨论，为中国经济下一程把脉探路。

On June 15, 2019 PHBS F inanc ia l 

Forum and EDP Annual Meeting was held 

in the Yingjie Exchange Center of Peking 

University. A number of prestigious experts 

and scholars, industry leaders and nearly 

500 EDP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attended the meeting, focusing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US trade war, 

Internet finance,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 ion and other hot topics, 

and exploring the road for China's future 

economy.

      2019 北大汇丰金融论坛暨 EDP 年会在北京举行
2019 PHBS Financial Forum and EDP Annual Meeting is Held in Beijing
 5. 

 6.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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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15 日，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

(Association of MBAs, 简称 AMBA) 正式宣布北

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通过 AMBA 认证，获得五年最

高认证期限。

这意味着，学院在获得 AACSB 认证后将全

球“三大皇冠认证”中的又一权威认证收入囊中 , 

也标志着学院 MBA、EMBA 项目在教学质量、办

学体系、学生发展及社会影响等各方面得到国际

认可。目前，全球仅有前 2% 的顶尖商学院获得

AMBA 认证。

“获得 AMBA 认证是对学院商科教育，特别

是对 MBA 和 EMBA 项目的国际认可。” 北大汇丰

商学院创院院长海闻教授表示，“我们将此认证作

为工商管理教育以及高管培训项目持续提升的新

阶段”。

AMBA 及 商 学 教 育 国 际 认 证 (Business 

Graduates Associat ion,BGA) 首 席 执 行 官

Andrew Main Wilson 表示，“我们期待与北大汇

丰商学院的同事及其 MBA 学生、毕业生密切合作，

确保贯彻卓越的研究生管理教育。对于雇主、政

府部门以及注定要成为未来全球商业领袖的企业

高管们来说，这都是其第一要务”。

AMBA 于 1967 年成立于英国，与 AACSB ( 美

国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 )、EQUIS ( 欧洲质量发展

认证体系 ) 同为全球商学院三大权威国际认证体

系。与另外两大体系不同，AMBA 是唯一仅针对

MBA 项目的国际认证体系，注重体现商务和管理

实践的发展。

围绕高等管理教育机构的 MBA 项目质量，

AMBA 建立了国际 MBA 认证体系，其标准分为

撰文 / 金颖琦   编辑 / 曹明明   

北大汇丰通过 AMBA 认证
PHBS Earns AMBA Accreditation

七大维度，包括机构的历史与发展、师资力量与教

学标准、录取标准与学习效果、校友关系与职业发

展等。

2019 年 3 月中旬，AMBA 同行专家评审组赴

北大汇丰商学院实地考察，参观了学院的教学设备

与设施，与学院管理团队展开深度访谈，全面系统

地了解了学院的目标使命、办学体制、治理结构、

项目运营和教学管理等情况 ；并与项目负责人、职

能部门代表、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及毕业生雇主代

表分别座谈。　

北大汇丰商学院充分发挥深圳独特的创新环

境和毗邻国际大都会香港的有利条件，从 2010 年

起开设 EMBA 项目，2013 年起招收在职 MBA 硕

士研究生，致力于培养具有专业知识、综合素质、

国际视野和社会责任的商界领袖。项目的授课教师

大多具有海外著名大学博士学位及商业实践经验，

为学生提供国际化的课程和高质量的教学。

此外，学院格外重视与商界的联系，邀请业界

专家和商界领袖探讨前沿理论和热点问题，培养有

远见的创新创业人才。“这体现在不同课程的学习

中，学生认为学院师资具备很强的业界知识。”评

审小组在反馈中指出。

目前，学院与全球一百多所高校建立了合作关

系，并于 2018 年启动了英国校区。EMBA、MBA

项目的学生还可以通过北大汇丰英国校区或海外一

流大学获得海外学习和到当地企业访问交流的经

历。

为了进一步加强 MBA 项目的国际化水平，北

大汇丰商学院与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克学院杰克林

商学院共同设立工商管理硕士（MBA）和金融学

硕士（MSF）双学位项目。学生在北大汇丰完成第

一学年全英文授课的 MBA 课程，再前往杰克林

商学院修读第二学年的 MSF 课程。

如今，北大汇丰商学院的 MBA 和 EMBA 校

友们活跃在学界、政界、商界等各个领域，形成

了颇具规模的校友网络，为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

发展贡献力量。AMBA 首席执行官 Wilson 表示，

“AMBA 继续在亚洲和大洋洲发展壮大，在该地

区建立了一个最优质的商学院网络，北大汇丰商

学院凭借认证成为这些世界领先商学院中的一

员”。

 AMBA 认证证书

  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 AMBA 全球年会上，Hursit Selcuk Celil 教授 ( 右）代表学院接受 AMBA 认证证书

1.什么是 AMBA？
AMBA 于 1967 年成立于英国，与 AACSB ( 美国国际精英商学

院协会 )、EQUIS ( 欧洲质量发展认证体系 ) 同为全球商学院三

大权威国际认证体系。与另外两大体系不同，AMBA 是唯一仅针

对 MBA 项目的国际认证体系，注重体现商务和管理实践的发展。

2. 北大汇丰何以优秀？
AMBA认证专家考察团对北大汇丰如下方面表示赞赏：自2004 年成

立以来学院的发展质量和发展速度令人赞叹 ; 院长和高层领导团队在

发展学院上的精力和决心以及学院的企业家精神和文化 ; 学院在国际

化方面的举措，包括招聘优秀的海外教师和设立英国校区等；深圳和英

国校区的教学设施质量;学院严格的教学评估方法。此外，专家考察团

还对学院根植深圳本地经济，以及与企业界的紧密联系表示印象深刻。

3. 加入 AMBA 意味着什么？
目前，全球仅有前 2% 的顶尖商学院获得 AMBA 认证。获得

AMBA 认证后，学院所有在校 MBA 学生和 PHBS 最近的 MBA

毕业生都会受邀加入 AMBA 的全球会员社区。该社区拥有超过

150 个国家的 43,000 名学生和校友，带来交流、思想领导力和

职业发展等机会。

4. 北大汇丰还通过了哪些国际认证？
2018 年 8 月，AACSB International 正式宣布北京大学汇丰商

学院通过 AACSB 认证，跻身世界一流商学院行列。2011 年，北

大汇丰商学院经济学项目获得 EPAS 认证，该认证是 EQUIS 的

颁发机构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FMD）提供的针对学位项目的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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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清华五道口，北大汇丰举办
中国最高水平宏观经济学年度盛会

聚焦

2019 年 6 月 21 至 23 日，第二届中国宏观经济国际年会（Ch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Macroeconomics，CICM）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举行。来自芝加哥

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牛津大学、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全球著名高校的 150 余名学者齐聚深圳，共同探讨宏观

经济学前沿领域的重大问题。年会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以及中国宏观经济研究论坛联合主办。

在 21日上午的开幕式上，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经济学教授海闻，清

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周皓，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论坛主席苗建军先后致辞。开幕式由中国宏观经济研究论坛秘书长、

华盛顿州立大学副教授白金辉主持。

海闻首先介绍了北大汇丰这座国际化的年轻商学院。他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和中国

社会经历的巨大变革，强调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扩大国际交流的重要性，希望本次会

议能为中外学者提供交流研讨的机会。周皓指出，本次会议组委会对论文质量要求极高，

在核心参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宏观经济国际年会有望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顶级

的宏观经济会议。未来，年会将继续保持学术的高标准。苗建军感谢北京大学汇丰商

学院和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及其他各方对会议的支持。他指出，中国高速增长的

经济需要更多优秀的宏观经济学者。中国宏观经济国际年会致力于汇聚中外最顶尖的

宏观经济学家，共商重要议题。

本次年会期间，哥伦比亚大学王念祖经济学讲席教授魏尚进，芝加哥大学 David 

Rockefeller Distinguished Service 经济学讲席教授、2013 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 Lars 

Peter Hansen，芝加哥大学 Homer J. Livingston 经济学讲席教授 Mikhail Golosov

先后发表精彩主旨演讲。

在分论坛讨论中，与会学者在“中国宏观经济”“公司和劳动力市场”“房地产与

撰文 / 曹明明   摄影 / 谢凤、金颖琦、陈洁银   编辑 / 绳晓春

PHBS Holds 2019 Ch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Macroeconomics in Cooperation with TSINGHUA PBCSF

魏尚进的主旨演讲

题为 “全球供应链时代的货币政策

（Monetary Policy in a World of 

Global Value Chains）”。演讲通

过分析理论模型，重点关注 PPI 和

CPI 指标之间的差异，认为在单一

货币政策目标下，以特定生产阶段

的 PPI 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将会

产生最低的福利损失。

 Mikhail 
Golosov 教授

 魏尚进教授

 Lars Peter 
Hansen 教授

Lars Peter Hansen 发表了

题为“气候变化引发的定价不确定

性（Pricing Uncertainty Induced 

by Climate Change）”的主旨演

讲。通过分析社会规划决策问题研究

了碳排放、气候变化与价格不确定

性的关系。

Mikhail Golosov 的

主旨演讲以“不平等、商业周期与

财政货币政策（Inequality, Business 

Cycles, and Fiscal-Monetary Policy）”

为题，探讨了政策制定者在考虑异质性下

的政策制定，特别是在面临冲击时货币财

政政策应如何做出反应。2011 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萨金

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 Thomas J. 

Sargent 教授为该论文的

合作者之一。

宏观经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宏

观经济学中的不平等和异质性”“商业周

期”“国际宏观”“银行信贷与中国货币

政策”“资产定价”“货币政策”等 14 个

宏观经济学重要领域深入交流。

年会期间还举行了政策论坛，海闻

院长、周皓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

学院紫光讲席教授鞠建东、德意志银行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兼中国股票策略主管

张智威、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兼

中国股票策略主管朱海斌围绕中国与世

界的宏观经济展开研讨。

年会闭幕前举行了最佳论文颁奖仪

式，海闻院长、周皓教授分别为最佳论文

奖和最佳新秀论文奖获得者颁奖。最佳

论文为“内生性价格战风险（Endogenous 

Price War Risks）”, 作者为来自宾夕法

尼亚大学的窦炜，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

吉岩和来自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的吴巍。

文章认为，长期经济增长的波动是不同

行业之间价格战的主要系统性影响因素，

而技术创新能力可以减缓这种波动的剧

烈程度。

最佳新秀论文为“长期银行信贷的

中断（Disruption of Long Term Bank 

Credit）”，作者为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

Jonathan Payne。文章基于 2007 至

2009 年金融危机时期的特殊背景，通过

构建长期银行信贷市场的均衡模型来对银

行业危机向实体经济的传导过程展开分析。

本届年会共收到有效投稿论文 319

篇，公开投稿录取率为 10.4%。年会论

诺奖得主 Lars Peter Hansen：
如何应对不确定的世界

采访 / 金颖琦   编译 / 曹明明

会议期间，Lars Peter Hansen

教授在北大汇丰未来媒体实验室接受

了本刊记者专访，以下是访谈摘要。

记者：跨学科研究势头强劲。您认为经济学
或社会科学整体上最有前景的领域是什么？

Hansen：我认为不同学科之间存在许多潜

在有价值的交互。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想要解

决的问题类型。我目前的兴趣，至少是我的一部

分兴趣，与气候经济学有关。在这个领域我需要

与从科学角度研究气候科学的人们建立联系，否

则我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我不是地球物理专家，我

必须将该领域的洞见纳入经济学研究。此外我认

为借鉴统计学也颇具价值，目前有许多统计学工

具和方法，比如从决策理论到统计推断问题，都

让我受益良多。信息论和统计学的不同观点可以

帮助我们理解环境的复杂性。如果能将心理学考

虑进来也非常有意义。

记者：您曾经引用马克吐温的话说“所谓教育,
无非是从傲慢的无知到可怜的不确定”，教育体系
在面对今天的不确定因素时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Hansen：不确定性是永远存在的，挑战在

于，如何让不确定性在某种意义上不那么令人痛苦。

最佳的办法是承认不确定性，并找出明智的方法

去应对它，而不是假装它不存在。因此，重点在于，

理解我们所拥有的知识并非万能，但同时思考如

何在知识有限的情况下，建设性地解决不确定性。

教育非常重要，通过教育可以让公众有更切

实际的期望，可以让人们不再肤浅地看待这一问

题。大学教育中，我认为从概率到决策制定到统

计学等课程都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文评审委员会由 45 位海内外知名学者组成，苗建军、Thomas J. Sargent、周

皓担任评审委员会联合主席，白金辉、苗建军任评审委员会秘书长。年会地方组

委会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史蛟、Jake Zhao 和香港科技大学王鹏飞担任。

第三届中国宏观经济国际年会将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至 14 日在北京大学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召开。

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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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 PKU-NUS 数量金融与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举办

2019 年 5 月11日至 12 日，第四届北京

大学 (PKU)—新加坡国立大学 (NUS) 数量金

融与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在北京大学汇丰商

学院召开。此次会议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新加坡国立大学风险管理研究所、北京大学

数量经济与数理金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北

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联合举办，近百位学

者围绕数量金融经济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展

开研讨。会议旨在为学界和业界提供交流平台，

强化相关人员的量化金融技术，探索最新的

投资策略，应对金融领域的监管变化。

开幕式中，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党委书

记、副院长任颋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风险

管理研究所执行所长孙业能教授，北京大学

数量经济与数理金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杨静平教授先后致辞。任颋教授在致辞中

对这次会议的合作方表示感谢，他表示这将

是一次富有成果的会议，会议收到的学术论

文质量高、数量多，两天中将展示和交流 46

个前沿学术研究。孙业能教授在致辞中回顾

了北京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之间的多项合

作，他对北京大学的学生素质表示赞赏，希望同学们能多参加新加

坡国立大学的学术会议。杨静平教授介绍了北大数量经济与数理金

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他希望此次会议能推动更深入广泛的校际学

术交流与合作。

会议邀请 201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

院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教授，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康奈尔大学洪永淼教授和

著名实验经济学家、新加坡国立大学周恕弘 (Soo Hong Chew) 教

授做了主旨演讲。

在题为“风险、不确定性、价值和公共政策（Risk, Uncertainty, 

Value, and Public Policy）”的演讲中，托马斯·萨金特教授介绍了

不确定性的定义、研究意义、如何用数学公式呈现不确定性，以及

如何用相对熵来衡量不确定性。他表示，不确定性会如何影响模型

中的主体，包括个人和政策制定者，而当单主体的模型扩大到多主

题模型时，不确定性会影响一系列均衡，对数量和价格以及制定公

共政策都会产生影响。最后，萨金特教授分享了该领域富有价值和

研究前景的重要研究。

洪永淼教授演讲的题目是“模型不确定性、模型不稳定性和

时变模型平均（Model Uncertainty, Model Instability and Time-

varying Model Averaging）。”针对如何准确预测经济时间序列这

一难题，洪永淼教授指出相对于传统方法倾向的模型选择（model 

selection）、模型平均（model averaging）可以有效减少预测错

误，他提出一种新的模型平均预测方法——时变 Jackknife 模型平

均（TJMA）预测法。他表示，模拟研究和实证应用显示，TJMA 预

测法在一系列流行的预测法中具有显著优越性。

实验经济学作为新兴经济学研究领域，正在以多学科交叉的形

式飞速发展。周恕弘教授此次专题演讲的题目为“对于模糊性、复

合风险及几乎客观不确定性的态度：证据及理论（Attitudes toward 

Ambiguity, Compound Risk, and Almost-Objective Uncertainty: 

Evidence and Theory）”，他介绍了不确定性领域的主要理论和研

究，从数学理论基础、实验研究、基因角度三方面探讨了相关学术

成果。此外，周教授还介绍了不确定性、复合风险、几乎客观不确

定性三者之间的关联研究。

此次会议组织者从众多投稿中评选出 46 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邀请作者与会宣读并研讨。论文涉及微观经济学、计算金融、数理

经济学、投资组合选择、金融建模、流动性和信用风险，以及公司

治理、宏观经济学与货币经济学、算法交易等经济金融主要领域。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多名师生与会。Jaehyuk Choi 教授及其

合作者的论文通过采用留一交叉验证法 (Leave-One-Out cross 

Validation)，尝试采用 Leave-One-Out LSM 算法来解决最小二乘

蒙特卡罗算法（LSM）估值存在的前视偏差问题。彭献华教授的论

文提出了一个用于求解有限期的非平稳控制策略下的离散时间随机

控制问题的数值算法。这个算法基于 Monte Carlo 模拟，能够有效

地避免维数诅咒的问题。Change Y. Ha 教授及其合作者的论文改

进了经典了 Black-Scholes 期权定价模型，尝试将投资者情绪这一

对期权定价重要的因素涵盖进来。史蛟教授的论文通过增加短期视

角，重新审视了跨国公司参与下的汇率制度。此外，北大汇丰商学院

Seungjoon Oh 教授主持了“公司治理”专场，并就公司多样化与股

票流动性、交叉上市和外籍董事等问题做了论文介绍。Srinivasan 

Selvam 教授也宣读了论文。北大汇丰商学院博士生林焰的论文通

过实证研究证明了智慧能源与城市发展的协同度的提高能显著促进

城市经济水平的发展，揭示了智慧能源与城市

协同发展对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会议吸引了来自新加坡、加拿大、中国

香港等全球高校、科研机构的学者参与。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杨光普博士及其合作者的

论文尝试在 RARA 基因表达和人们对时间

的态度之间建立联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Gaoji Hu 博士及其合作者的论文提供了一个

研究不完全信息双边匹配市场的框架。加拿

大 Wilfrid Laurier 大学的 Yongzeng Lai 教授

及其合作者的论文介绍了如何通过深度学习

实现投资组合选择。北京大学李辰旭教授的

论文针对不完全市场模型的最优政策投资组

合提出新的结构分解。新加坡国立大学戴民

教授的论文提供了一个通用的框架来解决非

凹组合优化问题。此外，还来自香港中文大学、

韩国亚洲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对外经贸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中山大学、武汉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参会并做了论文

宣读和讨论。

PKU-NUS 数量金融与经济学国际年会

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风

险管理研究所共同发起，会议每年一届，以两

所高校为代表的演讲者围绕金融和经济领域

的最新课题展开交流，共同研究最近科研趋

势。本次会议是第四届 PKU-NUS 数量金融

与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此前三届会议先后在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苏州研

究院和北京大学本部举行。

 托马斯 · 萨金特教授

撰文 / 曹明明、史圣园   摄影 / 谢凤、绳晓春、史圣园   编辑 / 绳晓春

PHBS Holds the Fourth Annual PKU-NU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Economics

 洪永淼教授  周恕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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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萨金特 ：
风险、不确定性、价值和公共政策

首先，萨金特教授讲述了什么是不确定性以及模型产生不确定

性的原因。萨金特教授指出，不确定性的产生是基于对模型误设的

担忧，而模型是一个随机过程，它基于参数向量的随机变量在时间

序列上的概率分布。理性预期模型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的重要模型，

它赋予所有主体（模型内的代表性行为人、模型外的经济学家及自

然环境）以共同信念和知识，因而忽视了由于个体之间的异质性导

致模型误设的可能性。在实际应用中，虽然我们不可能为每一个主

体建立一个模型，但将不确定性纳入模型考量范畴是至关重要的。

萨金特教授指出，一方面，Ellsberg（1961）

的研究结果对 Savage（1954）的主观概率

公理体系提出了质疑 ；另一方面，在统计意

义上，基于不同规模的宏观数据集来区分不

同宏观模型是十分困难的，意味着在模型设

定过程中需要考虑模型误设的情况。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模型中的不确定性

呢？萨金特教授讲道，决策者拥有一组模型，

它们的统计数据是非常接近的，我们给它一

个术语，叫“熵”，而决策者需要根据这些模

型来作出决定。萨金特教授指出，在模型中

引入不确定性的重点在于利用最小 - 最大化

期望效用的方法计算值函数的边界，而衡量

不确定性则可以利用“相对熵”的概念，“相

对熵”是对数似然比的期望，它可以在统计

意义上衡量模型的差异性。萨金特教授同时

也解释了不利用其他方式分析模型不确定性

的原因，他指出，决策者面对的模型并非单

一模型，而在有限样本量下，从统计意义上

区分不同模型是非常困难的。

随后，萨金特教授讲解了不确定性对

模型均衡的影响。他指出，在引入模型不确

定性后，人们通常希望得到一个接近于理性

预期（基准模型）的均衡，也就是可应用于

所有主体的共同的近似模型。但是，并非所

有人都对同一件事情抱有相同的想法，即存

在信念的异质性，这将促使形成一个新的均

衡，它是递归竞争均衡和子博弈完美均衡的

拓展。

撰文 / 都闻心   编辑 / 曹明明

Thomas J. Sargent: Risk, 
Uncertainty, Value, and 
Public Policy

萨金特教授指出，模型中不确定性的增加就如同贴现因子

的增长，均表现为可观测的等价效应。通常而言，贴现因子越

高代表储蓄可带来越高的效用，消费者更倾向于储蓄；与此同

时，出于对模型误设的担忧，消费者也会进行预防性储蓄。市

场中的消费者通过最小 - 最大期望效用模型进行选择，从而决

定了均衡价格，但由于不同的消费者具有不同的偏好，这种“偏

好冲击”的潜在波动放大了随机贴现因子的影响，进而产生了

“不确定性模型的市场价格”。萨金特教授强调，在模型中增加

随机贴现因子的波动性有助于达到 Hansen-Jagannathan 提

出的资产价格边界。

萨金特教授指出，在考虑模型的不确定性时有两类经典的

消费偏好，“约束偏好”和“乘数偏好”，其中，“约束偏好”更加

直观，而“乘数偏好”更易处理。有风险便有回报，如果存在不

确定性，消费者将面对更大的风险，同时他们也会要求被给予更

多的回报补偿。不同消费者的风险偏好有所不同，一般来说，消

费者是风险厌恶的，也是不确定性厌恶的，在一定程度上，二者

是相似的，但不同之处在于不确定性容忍度会改变不确定性的跨

期分布，使得不同消费者在不确定条件下达到最优效用。

2019 年 5 月 11 日，在第四届北京大学（PKU）—

新加坡国立大学（NUS）数量金融与经济学国际学术

会议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托马斯·萨金特 

(Thomas J. Sargent ) 教授发表了题为“风险、不确

定性、价值和公共政策 ( Risk , Uncertainty, Value, and 

Public Policy)”的主旨演讲。下文介绍了该演讲主要

观点。

 课堂上的萨金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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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储备银行、香港科技大学、北大汇丰，以及非营利性国际组织

QuantEcon。QuantEcon致力于改善著名经济学家领衔的经济模型。

冬令营讲授的工具包括回归和最大似然、贝叶斯推理、有限马

尔可夫链，以及以 Python 为工具的线性代数等。“Python 可以为

经济学研究提供很多好处。”萨金特在冬令营期间指导学生编程，

并使用 Python 以易于理解的方式表达想法。 

他认为与学生互动是一种“非常有趣和有益”的经历， “每次我

讲课时，学生们教给我的和我教给他们的一样多。“

冬令营还举办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研讨会，学生可以在这里与萨

金特对话。话题包括探索研究工具、协调学术争议和职业建议等。 

为了加强课堂学习，学生们还在金融实验室通过彭博终端评

估世界各地金融市场的实时和历史数据，并使用他们学到的工具和

建模技术来分析数据。他们还访问了平安科技等深圳一流公司，在

那里他们对金融科技、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有了更好的了解，同时

也了解到如何将模型应用到现实生活中。

为学生赋能

“虽然课程相当密集，但我非常喜欢这里的学术和学习。”博士

一年级学生何贺敏说，她在入读数量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前也参加了

研究所的冬令营。2018 年秋季，“萨所”启动数量经济学博士项目，

旨在专注于基础训练以及现代研究工具的应用。

“通过耐心、逐步向学生展示这些工具，旨在提高他们的能力，

让他们对理解和创造经济理论充满信心。”为博士生教授高级宏观

经济学的萨金特说。

根据“萨所”的介绍，该计划结合并改进了全球最成功的课程，

博士生必须学习数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甚至是一系列编程课

程。课程由萨金特亲自设计，他从各种不同的教科书中选择一些章

节，并将其浓缩成一个连贯而全面的课程。

“学生将得到‘武装’和赋能，因此他们将能够快速参与应用研

究，”萨金特表示。他还指出，学生可以很好地参加相关课程，因为

该课程的教师在各个领域开展应用研究，他们视野开阔、技术精湛。

 另一个学习机会“数量经济”硕士课程则向北大汇丰的全日

制硕士生开放，这个课上同学们可以学习博士学位课程的核心部分。

史蛟表示，“有兴趣在未来开展学术生涯的硕士生，以及打算在未

来的工作中使用最先进工具的学生，都可以从博士学位课程的学习

的机会中受益”。

“数量经济硕士课程为志向远大的学生敞开大门，向他们提供

工具，增进理解，并在智力上赋能。”萨金特说，他指出科技公司

渴望将经济学家的工具包应用到更多业务部门的实践中。

“今天优秀毕业生可以在中央银行、各级政府、金融机构和私

立非大学机构等找到很好的工作，这些机构提供了出色的硬件和软

件研究设施和支持。”萨金特表示，有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博士毕业

生为阿里巴巴和亚马逊做了出色的研究工作。

当诺奖得主遇到创新之都
走近北大汇丰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
When Nobel Laureate Encounters the City 
of Innovation – A Visit to the SIQEF

21 世纪全球经济正在经历深刻变化，理解复杂问题并寻

求解决之道，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数学和统计学。

“我们的研究所致力于将数学和统计学用于经济学、金融

学和政府政策等问题的量化分析上。”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这样表示。萨金特是 201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2016 年加入北大汇丰，任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

（SIQEF，简称“萨所”）创所所长。 

萨金特称自己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他解释说，“萨所”

处理大量数据，并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以了解现实世界。 “我

们提供了一个研究计算经济学和金融的平台，这个平台基于用

户友好、强大的开源语言尤其是 Python 和 Julia。”

萨金特每年有两个月时间在北大汇丰，他的顶尖研究团队

成员除了来自北大汇丰，还来自海外大学，如芝加哥大学、纽

约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该研究所还为全国有才华的学生

提供参加其举办的年度冬令营的机会，同时，研究所还启动了

专门的博士课程。

糖果店  

在深圳设立研究机构的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萨金特是

唯一一位在宏观经济学这个社会科学领域享有盛誉的人。

“我希望做的是与同事一起进行实证研究，帮助理解经济

理论。”萨金特是使用 Julia 和 Python 进行教学和前沿研究的

新一代教授之一。他说这里的教师“非常年轻，雄心勃勃，聪

明并且工作非常努力”，他表示自己可以从倾听中受益。萨金特

很喜欢参加各种经济学和金融主题研讨会。

“他们给像我这样的老人带来了新的东西。”萨金特沉思片刻，

把经济学（或几乎所有学科）比做运动，称最富有成效的球员总

是很年轻。每次提出新主题时，他都会让演讲者将相关论文发送

给他，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环境，这就像糖果店一样。“

与“萨所”团队一起，萨金特通过将这些知识转化为解决

方案，努力评估北大汇丰年轻研究人员的研

究成果。例如，自 2017 年签署宏观经济与

金融联合战略研究协议以来，“萨所”一直与

平安科技合作开发“实时预报”（Nowcasting）

平台。

“该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基于大数据的预

警系统，实时监控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萨

所”副所长史蛟教授表示。这个系统不是预

测遥远的未来，而是利用预测中的想法来衡

量当前的世界状况，系统已应用于全球许多

机构，特别是中央银行。

此外，该研究所还通过制定政策分析模

型为政府部门提供实用建议。史蛟进一步指

出，“我们的研究基于宏观经济学中最先进的

研究成果，目标是改进我们的研究，以更好

地进行中国的宏观经济分析”。

萨金特表示，“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

我们能做的会越来越多”，他提到中国的各种

资源及其在机器学习中的主导作用，该研究

所将使用编程语言和模型探索量化经济学和

金融学的前沿领域。 

撰文 / Annie Jin 编辑 / Priscilla Young  翻译 / 曹明明

聚焦

冬令营

当 Python 遇到经济学时，将会发生什

么？除了学术，“萨所”还通过其举办的年度

冬令营，为学生提供参与和寻找答案的机会。

冬令营是一项为期两周的强化培训，课程涉

及 Python 编程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我发现数学和编程是如此有用，如此

强大。”中山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学生黄昕睿

在参加了 2019 年的冬令营后表示，与他一

起参加这届冬令营的学生还有来自南开大学、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中国

重点大学的 30 名学生。

在冬令营的前五天，学生学习了一系列

Python 的基本语法和模块包等课程，以及各

种应用工具。之后，学生会学习如何将这些

工具应用于与经济学相关的主题，例如不平

等、汇率模型、货币政策和影子银行等。

“我们提供的工具旨在为学生赋能。”史

蛟教授强调说。她鼓励学生享受培训，而不

是将极具挑战性的课程视为“折磨”。

冬令营课程 任 课 教 师来自全 球各大

学和研究所，包括纽约大学、亚特兰大联

 萨金特教授与学生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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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跨学科研究趋势的增强，经济

学近年来从应用数学、物理学和控制理

论等领域的思维和理论中获益匪浅，其

中平均场博弈和最优控制理论是研究动

态随机情形最具前景的工具。

2019 年 5 月 14 至 16 日，平均场

博弈及控制理论国际学术会议（2019 

PHBS Conference on Mean Field 

Games and Control Theory）在北京

大学汇丰商学院举行，该会议由北京大

学汇丰商学院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

究所、北京大学宏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中

心联合主办，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

和平安宏观经济研究院协办，旨在为有

兴趣研究动态随机体系的学者提供学术

交流与思想碰撞的平台。

 会议邀请了罗马大学的 Fabio Camilli

教授、帕多瓦大学的 Marco Cirant 教授、

普林斯顿大学的 Jonathan Payne 教授、

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 Yuzhe Zhang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的 Sheung Chi Yam 教授

等国际知名学者宣读论文和展开研讨，并

且鼓励参会学者相互交流与沟通。这些

论文涉及平均场博弈、控制理论、均衡策

略、定价模型和随机模型等主要领域，参

会者有许多已经在国际知名杂志上发表

了研究成果。

撰文 / 金颖琦   摄影 / 谢凤、陈洁银、曹明明

北大汇丰
举办平均场博弈及控制理论国际学术会议
PHBS Holds the 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an Field Games and Control Theory

 201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北大汇丰萨金特数量经济与
金融研究所所长 Thomas J. 
Sarget 教授

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

武汉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高校

的学者也宣读论文并参与了研

讨。香港中文大学何雪冬教授阐

述了连续时间下偏好不一致的参

与者的均衡策略，武汉大学林乾

教授则就随机微分博弈的纳什

均衡收益展开讨论。中国地质大

学的两位学者汤庆教授与刘汉兵

教授分别探讨了平均场博弈系统

的变分结构，以及状态约束的抛

物系统中最优控制问题。

此次会议是目前为数不多

聚焦跨学科专业前沿领域的学术

会议，吸引了来自美国、欧洲、

中国内地和香港等全球高校、科

研机构的学者参与。他们与主讲

人围绕平均场博弈、控制理论在

经济金融领域的最新运用展开

交流，共同探索跨学科研究的

最新趋势，最终通过学术交流

让经济学从前沿领域和工具中

获益。  

Thomas J. Sargent（托马斯•萨金特）

教授在致辞中表示，平均场博弈与控制

理论在经济学中具有广阔的前景，并用一

个比喻来阐明不断学习前沿理论的重要意

义。他希望此次会议可以促进跨学科的交

流，了解更多该领域富有价值和研究前景

的理论和思想。

 

Jonathan Payne 博士主要讨论平均场博

弈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他首先描述了

平均场博弈的经济模型，及其相关方程式

采用的一般形式。此外，Payne 还讨论了

经济学文献中已知的存在性、独特性和稳

定性结果，并重点概述经济学家解决随机

平均场博弈所运用的计算技术。

Diogo Gomes 教授首先介绍平均场博弈

系统理论的最新发展及目前主流的工具，

并给出一些简单且易于计算的例子来阐明

理论的适用场景。基于对理论的介绍，他还

结合论文介绍了平均场理论的应用，深入探

讨了平均场的定价模型。该模型的运用背景

是在一个有着非常多的小型参与者的市场

中，参与者们储存并交易电力。利用有约束

的平均场理论，Gomes 教授证明了唯一均

衡解的存在，并且价格能够在求解的过程中

被很好地定义。

Fabio Camilli 教授聚焦平均场博弈在聚类分

析领域的运用。聚类分析是机器学习领域的重

要课题，目前已有一些经典算法，而 Camilli

教授提出了两种基于平均场博弈理论的无监管

聚类分析方法。平均场博弈理论的应用，使得

过去用于求解偏微分方程的大量工具和技巧

能被用于发掘聚类分析的性质和相关结构。此

外，由于基于平均场博弈理论的算法在实践中

十分灵活，能与聚类分析中的其他已有算法相

结合，可以应用在更广阔的领域。具体而言，

他在后续的演讲中，探讨了运输网络中平均场

理论的运用。

 

Marco Cirant 教授主要探讨了一些平均场博

弈的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代理人倾向于聚合，

均衡的典型唯一性和稳定性不适用于长的时

间范式内。这表明，存在周期性行为的解决

方案。此外，他还介绍了研究所涉及的分析

技术以及一些数据实验。

Philip Yam 教授介绍了一个经济增长的随机

模型，探讨随机环境下的最优储蓄和人口

价值：在有限的时间区间内，在随机环境下，

人口增长会影响整个人群的效用以及资本的

投资。该模型运用了一些创新的方法来解

决偏微分方程。此外，他阐述了如何在众多

参与者中寻找差异化博弈的纳什均衡，这一

问题在工程学、经济学、金融学等学科都

至关重要。

 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
Jonathan Payne

 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计算
机、电气与数学科学与工程
系 Diogo Gomes 教授

 罗马大学工程基础和
应用科学系（SBAI）
Fabio Camilli 教授

 帕多瓦大学数学、物理与计算
机科学系 Marco Cirant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
Philip Yam 教授



18 19

PHBS 北大汇丰    
ISSUE 07
July  2019聚焦

王忠民 ：
养老金可持续的逻辑和算法
Zhongmin Wang: Logics for Sustainability of Pensions

撰文 / 田丰   摄影 / 绳晓春   编辑 / 黄宇宸

中央政府对社会保障问题一直十分关注，今年“两会”工

作报告的几个核心词就包括减税、降费。然而，一方面政府收

入端会因大幅减税降费而面临缩减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支付端

却不断增加，面对此双重矛盾，政府管理者应如何决策？ 

2019 年 4 月 17 日晚，应巴曙松教授邀请，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教授做客“北大汇丰金融前沿讲

堂”，带来了主题为“养老金可持续的逻辑和算法”的精彩讲座。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任颋教授出席致辞。

讲座中，王忠民教授分别从中国当前人口结构与老龄化形

势、社保基金发展现状和面临的困境、社保基金改革之路和政

策建议四个方面出发，为听众生动详细地解释了在当今人口老

龄化的大趋势下，社保基金账户差异化管理是势在必行的改革

之路。

王忠民教授首先从中国人口当前的发展形势和老龄化趋势

谈起。他引用了相关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国“二胎”政策对人口

金早已经处于“裸奔”状态。

随后，王忠民教授从投资学的角度对养老金管理进行了解

读。他指出中国现在养老金账户结余总数为 6 万亿。倘若这些

资金能够在资本市场上得以有效配置，那么产生的收益将是巨

量的。王教授以全国社保基金为例，过去 19 年其管理的养老金

平均年化收益率达到 8.4%。但是，现在结余的 6 万亿只被允

许存入银行，购买国债，收益率仅仅为 2% 左右，从机会成本角

度而言，还有 6.5 个百分点左右的收益空间。

王忠民教授又从社会经济政策的角度对养老金进行了讨

论。他指出，国家已经连续 17 年提高城镇居民的养老金基本支

付水平，但由于受 CPI 等通货膨胀的潜在影响，中国养老金对

居民的替代率依然很低，这也导致了养老服务产业面临着困境，

一方面高端养老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基本养老又供不应求。以

上这些问题，包括人口老龄化趋势和养老困境的存在，将导致

整个社会缺乏活力，创新锐减。

中央政府对社会保障问题一直十分关注，今年“两会”的

工作报告的几个核心词就包括减税、降费。但是，王忠民教授

指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肯定是好的，但中国社会如今人口结

构的不平衡将严重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导致最终政策偏离

其初衷。中国如今面临着宏观经济难题和微观经济矛盾交织

的双重困境，是一种多层次的收支矛盾。由于人口结构的不均

衡以及区域发展的差异，政府制定的针对企业的减税降费的

政策并没有真正提高企业的利润率，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利润率。

他以深圳为例，说明了在深圳这种人口年轻，中小企业众多的

特殊环境之下，政府减税降费措施并不会对它形成更多的正向

激励。

在人口政策方面，王忠民教授指出那些期望通过生育补

贴来刺激剩余进而改善人口结构的想法是一种闭环思考逻辑，

其政策效果注定不会十分显著。他指出，随着城市化发展和人

均学历水平的提高，生育率降低是必然的趋势。而且，生育补

贴与实际生育率目前来看并没有政策的绝对线性关系，所以期

望通过补贴刺激生育继而缓解养老金困境的想法是不切实际

的。王忠民教授表示，在面临这种严重问题和困境时，许多人

倾向于采用“抽刀断水”的激进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

一方面是支付端的不断增加，一方面却大幅减税降费缩减收入

端，这将我们的政府管理者推入了一个两难的悖论之中。

如何解决这一双重矛盾？王忠民教授提出了他对社保基金

改革的一些想法。王忠民教授首先对社保基金的基本概念作了

解释，指出社保基金账户实际上分为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

以之前提到的 6 万亿为例，其中有约 5 万亿在个人账户之中。

在中国的养老金保障体系中，个人账户又被称之为“第三支柱”，

也就是个人以商业的逻辑在市场当中进行投资理财，保证这部

分钱用在自己未来的家庭和养老过程之中。但是现在我国的养

老金管理模式是统账结合，这一方面造成了管理的混乱，另一

出生率和缓解社会老龄化趋势的作用有限。他指出，已有学者

研究表明在当今中国这种出生率和人口替代率水平下，中国社

会年轻人口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少，而 65 岁以上人口所占的比

例将持续走高，并在整个社会的人口结构中形成一个稳定的“高

原”态势。

王忠民教授指出，相关学者的研究具体数据准确性可能有

待商榷，但也的确揭示了中国当前社会的人口困境和发展趋势。

人口结构的这种趋势常常引起人们对另一个问题的担忧——养

老金问题。王教授指出，倘若按此趋势发展下去而无所改革的话，

那么在 20 年后，即当这些“80 后”们到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

中国养老金储备就将枯竭，这种养老金的“裸奔”现象是十分

可怕的。王教授随后从养老金精算的角度，对这一“裸奔”状态

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他指出，养老金收支状况存在显著的区域

差异。对于年轻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比如深圳，养老金账户实

际上是存在结余的。而对于一些年轻人口净流出的地区，养老

方面导致资产的投资收益受损，也影响了整个资本市场的稳定

性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王忠民教授指出，将养老金投资的久期逻辑与资本市场的

风险投资等结合起来，将会带来巨额的收益。由于中国一向缺

乏大型机构投资者，我国股票市场波动率很高，且风险投资和

股权投资也不太发达，对社保基金统账分类管理，不仅可以提

高社保基金的管理效率，给社保基金带来巨额的市场化的收益，

同时可以刺激中国资本市场活力，降低股票市场异常波动，使

资本市场进一步稳健成长。因此，王忠民教授指出，第三支柱

是资本市场的“真命之水”，实现统账分类管理、全面推进第三

支柱回归是解决当前养老金困境的不二法门。

基于以上分析，王忠民教授提出了政策应该怎样制定与落

实才能服务于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首先他指出因为统账结合

效率低，所以第一步必须实现分账管理。其次，为了给予企业

活力与信心，需要尽快推行“费改税”，如此企业可以摆脱历史

负担，轻装上阵，创造更多价值。接着，针对养老金个人账户

的管理，王忠民教授指出，针对个人账户投资产生的收益，应

给予免除个人所得税，但这笔资金必须置于养老金账户之中。

除此之外，他还指出，对于个人账户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应对

其年化回报采取延税的逻辑，这样就会产生复利的结果，今后

带来更大的收益。最后，王忠民教授提出，应该将第三支柱的

逻辑应用到第二支柱上来，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并用同样的免

税和延税逻辑来对其进行管理。

王忠民教授最后总结，今天我们需要把过去扭曲的管理制

度和体系回归到真正的社会管理和市场化配置上来，弘扬个人

责任，推动社会责任和个人责任的有机结合，以解决我们面临

的人口老龄化、养老金断裂和社会保障制度扭曲之间的多重矛

盾。今天这个时代时不我待，人人都应做好承接个人账户和其它

账户的准备，这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一些社会责任。

讲座结束，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研究中心

主任雎岚教授对讲座作了点评。她引用了最新发布的《中国养

老金精算报告 2019-2050》的数据支持了王教授演讲中所提到

的观点。此外，雎岚教授还补充道，适时引入商业养老保险也

是迎接未来不确定性的一个可行思路。

PHBS 北大汇丰    

今天我们需要把过去扭曲的管理
制度和体系回归到真正的社会管
理和市场化配置上来，弘扬个人
责任，推动社会责任和个人责任
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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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见过一个云南的小孩，他

经常从家附近的湖里或者河里取水

喝。同时，他喜欢往水里加一些土、

一些草，因为他觉得这样很好玩、很

好看，像饮料一样。但是真实的情况

就是，不良的饮水习惯，让他每天喝

着参杂的泥土和杂草的、不安全的

水。”

张希光 ：

创新 +实践 +可应用
≈成功 

2017 年，张希光带着十二名学生

来到延安，尝试着解决一个联合国基

金会提出的问题——“清洁炉灶”。在

这过程中，他发现：创新经验与可复

制性的结合往往能获得成功。现在的

线性思维已经难以满足时代的进步需

求，人工智能可能将取代大部分的人

类工作，而可持续的教育理念可以使

孩子不断思考完善自身，不断付诸实

践。

“我们去引导学生如何从发现问

题和思考动机两个维度来建立定义和

假设，并设计与研究相关的知识内容

结构，最后再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

问题的设想。”

聚焦

海闻、王石、冯仑与四位创业者
共话“乡村 ：环保创业的新维度”
Entrepreneur Roundtable on 'Countryside: the New 
Dimension of Green Entrepreneurship'

李霞 ：

Bop 的存在
是我奋斗的动力

    2019 年 4 月 25 日晚，“创讲堂”特别期——“乡村：环

保创业的新维度暨 2019YGT 路演”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举行。“YGT”即 Young Green Tech（青年环保创新计划），

是自 1999 年创立至今，致力于“全球环境保护 + 创新创业”

的组织及新兴商业模式。

万科集团创始人及名誉主席王石，万通集团创始人、御

风资本董事长冯仑，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海闻作

为特邀嘉宾，与来自 YGT 的四位青年创业者展开精彩对话。

青年创业者们也用自己的项目作为实例展现出自己对于乡村

与环保的思考。

“北大汇丰创讲堂”是北大汇丰商学院创新创业中心主

办的公益性讲座活动。“创讲堂”定期邀请全球拥有独到见

解的成功创业者、投资人和企业高管等创新创业领军人物来

北大汇丰开讲。

撰文 / 李宏锴  

Bop 即“金字塔底部的人群”，全

球有近四十亿人处于这一范畴之内。

这一群体的特征不仅是低收入，更主

要的是由于社会、环境以及各种原因，

造成他们与正规的经济体系脱节，并

且难以改变。在正规经济中，市场主

导企业几乎不会为这一群体提供产品

或服务。同样，这一群体的经济活动 

（产品和服务）也很少进入正规经济。

深圳诚信诺科技的创始人李霞在

与非洲的 Bop 群体深度接触后，受

到了极大的触动。决心致力于用绿色

清洁能源服务 Bop 人群，改善他们

的生活质量。在这样的理念下，通过

回收塑料瓶制成的被称为“蜡烛消灭

者”的太阳能灯问世。现在，这一产

品每年可以直接减少 330 万吨碳排放

量，并为每个使用者每年节省 31 美

金的照明支出。出于预防疾病考虑，

李霞带领团队又开发了太阳能平板电

脑，让 Bop 人群可以接入当今世界的

信息大家庭，了解更多的疾病预防咨

询。对她而言，这不仅是自己的事业，

更是终身奋斗的方向，尽管创业艰难，

国际竞争激烈，但她却依旧充满信心，

充满动力。

雷雨霫 ：

如果建筑空间有生命，
世界会怎样？

来自安徽北部小城的雷雨霫，心

中从小就种下了一颗环保的种子。大

学期间对纳米材料与建筑空间的学习

使她对两者的交叉领域产生了强烈的

兴趣。一个偶然蹦出的问题引发了雷

雨霫的思考：“如果我们的建筑空间有

生命，世界会是什么样？”随着思考的

深入，雷雨霫逐渐确立了她的未来走

向：“从可持续和智能的两个方向去改

善空间的角色，让其可以和人与环境

分别发生互动，进而拉近他们之间的

距离。把可持续的原则，从材料开始

就贯穿整个建筑空间的全生命周期。”

秸秆变成木板、糯米成为日用品、垃

圾工作坊、乡村空闲人口再赋能，在

雨霫的可持续理念下，世界仿佛焕发

着无数生机。

“我们希望和志同道合者一起努

力，建立一个这样的生态，使得生态

中的每个人的消费行为都可以转化为

让我们的星球变得更加科学的源动

力。”

任晓媛 ：

安全的饮用水是
人类最基本的权利

吾水信息平台，一个成立不过数

载的小型公益机构，几年间却派出了

110 批次团队，服务了超过 1000 个

村庄。在中国大地上，有近 6000 万

农村人口没有稳定的安全饮用水，同

时他们又缺乏科学的饮水习惯，庞

大的人口基数下，饮水所致的疾病仿

佛是始终笼罩在他们头顶的阴云。任

晓媛希望构建以农村为支点的信息平

台，完善农村饮用水数据库。让每个

农村居民喝上干净、安全的饮用水，

并帮助他们建立起科学的饮水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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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cement Ceremony

王石 ：

以色列的休息之道

聚焦

冯仑 ：

大话题与小幸福：
传承中接替理想

创业与公共效益相结合，往往是

企业家必须承担的话题。对于老一代

企业家而言，他们对社会效益的认识

常常来自于大话题。在他们的时代，总

是很大——大时代，大话题，大幸福。

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但一

系列的社会问题却开始浮现：贫富差

距拉大、贫困问题、环保问题、健康问题、

救灾问题、文化传承问题等，这些问题

让公益领域越来越宽泛，企业家所面

临的思考也越来越复杂。同时，这些

持续产出的问题也使得创业成功的企

业家拥有了越来越重的社会责任感。

而现在年轻的一代创业者们所面

临的问题往往更小——小时代，小问

题，小幸福。他们对问题的认知来自于

自身的直接经验，从而切身处地地开

始处理这些问题，小问题汇聚的小幸

福却逐渐成为解决大问题的方案。

“我们 50 后，面临的都是大话题，

大概念、大使命、大悲情、大困难，都

是大。但老是不管自己的事。你们90后、

00 后，已经进入了小时代，面对的都

是小话题，小兴趣、小事件、小确幸。

从身边的小问题出发往往却能解决大

问题。”

海闻 ：

我们所做的不是
几个人的创新创业，
而是推动中国的
进一步发展

对一个国家而言，乡村地区的发

展程度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生活面

貌。最好的扶贫方式莫过于帮助贫困

地区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中国

有特色的文化传统、稳定的需求以及

强大的体制保障，这是中国的乡村发

展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发展过程中同

样需要逐步的探索与实践。中国更需

要乡村地区迅速而稳定的致富，避免

出现英国历史上“羊吃人”的圈地运动。

生活的放松是创业的必要条件，

但以色列作为世界的创新创业中心之

一，许多人会提出质疑 ：在这样一个

战乱边缘，朝不保夕的国度怎么会具

有如此的创业活力？其中秘密出乎常

人的意料：休息与质疑。

尽管以色列国土面积狭小、人口

稀少且周边政治形势动荡，曾经经历

了流离与动荡之苦的以色列人无不追

求安定，他们笃信教义，周日为休息

日，习惯了抱团而居的以色列人在这

一天会大开方便之门，欢迎朋友，畅

所欲言，思想的碰撞会诞生新奇的想

法，频繁的思想交流活动弥补了人口

的不足，灿然的文化传承会交相呼应，

绽放出绚烂的思想之花。放松的精神

生活滋养着创新创业的沃土，而这是

他们的处世秘诀。

“我在以色列呆了半年，我最想和

别人分享的收获就是：在以色列，你

会感到犹太民族是一个非常会休息的

民族。这样的休息，并不是睡觉，而

是创造闲暇的空间，让思想可以生长，

让创意可以涌现。”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情况？我

们农业的 GDP 已经明显下降，只有不

到 8% 的比重。但是，我们农村的人口

和劳动力却占到了40%。这是一个很

严重的不匹配。这就是为什么中央现

在提出扶贫。扶贫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是帮助它建立起发展的能力。”

PHBS 北大汇丰    封面故事

撰文 / 绳晓春   编辑 / 曹明明

北大汇丰 2019 年
毕业典礼隆重举行
Congratulations! PHBS Holds th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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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1 日下午，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2019

年毕业典礼在 B2 报告厅隆重举行。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

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海闻，中国科学院空

间应用中心主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总指挥高铭，

201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萨金

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托马斯·萨金特 (Thomas J. 

Sargent) 等学院领导、嘉宾、导师，来自世界各地的毕业

生亲友与 500 多名 2019 届毕业生欢聚一堂，共同见证他

们青春的又一个里程碑，道别往昔，奔赴未来。

2019 年，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共有 306 名全日制硕

士研究生（包括 30 名国际学生）、123 名 MBA 学生、107

名 EMBA 学生完成学业，顺利毕业。同时，共有 40 名在

职企业管理专业高级研修班学生完成课程要求并通过论文

答辩，获得硕士学位。此时此刻，他们即将再次出发，开

启人生新的旅程。

封面故事

01 毕业典礼现场

02 海闻院长为毕业生赠字

03 在校生代表领唱《燕园情》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和探索，依据个人禀赋，发挥比较优势，

尽力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毕业生代表、来自 2017 级 MBA 的 Dav id Wi l l i am 

Ha l l 在发言中表示，过去两年的学习收获颇丰，他分享了

三点收获 ：做困难的事情，让自己变得更坚强 ；保持积极

的心态 ；帮助和拥抱他人。最后，David Wil l iam Hall 表

达了对北大汇丰所有教职员工的感谢。

Young Joon Park 代表全体教师发言。他从博弈论的

“囚徒困境”出发，提出可能的几种解决办法，特别指出通

过合作来达到平衡。Young Joon Park 认为，北大汇丰的

毕业生已经掌握了足以成功的专业技能，但这还不够。他

希望毕业生能够思考如何成为一个合作者，让社会变得更

美好。

来自 2012 届 EMBA 的唐征宇作为校友代表发言。他

以自己从石油化工战线的普通员工成长为珠三角最大民营

01 02 03

在领导、嘉宾、导师和各项目、专业旗帜入场之后，

大荧幕上出现了一张张毕业生们的照片。从军训时留过的

汗，到考试周熬过的夜，从参与社团活动的开心快乐，到

面对论文答辩的忐忑紧张。几分钟的专题视频，让在场的

同学们一起回顾了南燕岁月的点点滴滴。

奏唱国歌完毕，在校生代表领唱了《燕园情》。“眼底

未名水，胸中黄河月。”一曲《燕园情》蕴含着北大人的文

化根脉，彰显着北大人精神气象。

来自金融专业的刘力、来自经济学专业的黄妤晴、来

自管理学专业的王思明和来自财经传媒专业的蓝星宇代表

毕业生发言。他们认为，在北大汇丰学习生活的三年，是

充满挑战的三年，更是充满收获和感动的三年。“多元”“严

谨”“合作”和“创新”是属于各自专业的独家记忆。展望

未来，他们代表 2019 届毕业生承诺，将不忘老师们的教

诲，牢记经世济民的责任，坚守独立、质疑、求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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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烃和氢能生产企业董事长的经历为例，分享了三点感悟 ：

常怀梦想，厚积薄发 ；立足小事，谦虚做人 ；抓住机遇，

把握成功。

“个人的前途与发展只有与国家和民族的使命结合才能

成就最耀眼的人生芳华。”这是特邀嘉宾高铭发言的主旨。

在这个题为“矢志不渝，不负青春韶华 ；砥砺前行，不负

时代使命”的演讲中，她用一个又一个亲历的生动事例诠

释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

的载人航天精神。高铭指出，虽然各位同学将来工作的领

域和她不同，但大家都有着一脉相承的北大文化基因。她

希望在场的学弟学妹们脚踏实地，德才兼备，祝愿同学们

宏图伟业，大有作为。

海闻院长在讲话中指出，对所有毕业生而言，每年的

毕业典礼，既是庆祝和感恩的盛会，也是庄严而隆重的课堂。

而这特殊的最后一课，是由毕业生、校友、老师、嘉宾们

共同主讲的。

他分享了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下，坚守自己的理想与信

封面故事

01
毕业典礼现场
 
02 
海闻院长为毕业
生拨穗

03
毕业生合影留念

念，同时又能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解决

问题，获得成功。海闻院长强调，面对不

平凡和不确定的环境，首先要立志高远，

坚定不移。其次，要有良好的心态，永远

乐观。只有站得高看得远，才能不为眼前

的不顺而焦虑，不为一时的挫折而放弃。

无论条件如何艰难，环境如何恶劣，社会

如何浮躁，压力如何巨大，都要坚持守住

底线，做正确的事。他引用春秋战国时期

的《沧浪之水歌》指出，水之清浊人不能制，

但人可以根据水的清浊或环境的顺逆来决

定自己的行为，掌握规律，顺势而为。最后，

海闻院长祝福毕业生 ：心与沧浪，志在青

山，远见坚卓，终得精彩！

“心与沧浪，志在青山”正是今年海

闻院长对毕业生的寄语。巍巍青山，肃穆

千载，汤汤碧水，川流不尽。他用自己创

作的第一幅泼墨山水寄语全体 2019 届毕业

生要学会立志如山，行道如水。

樊纲教授宣读了《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关于表彰 2019 届优秀毕业生的决定》：推荐

黄妤晴等 49 名同学获得“北京大学优秀毕业

生”荣誉称号，授予黄波铷等 11 名同学“北

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

各位领导和嘉宾为优秀毕业生代表颁发了荣

誉证书，现场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

祝贺。

副院长朱家祥、欧阳良宜，助理院长孔

繁敏分别宣读了毕业生名单，海闻院长依次

为毕业生拨穗。

在《 歌 唱 祖 国 》 的 歌 声 中，2019 年 毕

业典礼圆满落幕。挥手自兹去，桃李共芬芳。

祝愿毕业生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天高海阔，

满袖星辰！

水之清浊人不能制，
但人可以根据水的清
浊或环境的顺逆来决
定自己的行为，掌握
规律，顺势而为。

01 02 03



28 29

PHBS 北大汇丰    
ISSUE 07
July  2019封面故事

海闻 ：

心与沧浪 
志在青山 
远见坚卓 
终得精彩

尊敬的 Sargent 教授、高铭校友、杨震副院长、樊纲教授，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老师们和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一个值得在座各位铭记的日子，我们欢聚一堂，

共同祝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306 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包

括 30 名国际学生）、123 名 MBA 学生、107 名 EMBA 学

生完成学业，顺利毕业！祝贺 40 名在职企业管理专业高级

研修班学生完成课程要求和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

为此，我代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向所有毕业生以及哺

育他们成长的父母和陪伴他们学习的家属表示诚挚的祝贺 !

向不辞辛苦和尽心竭力地为学生传道授业的老师和员工们

致以衷心的感谢！

对所有毕业生而言，每年的毕业典礼，既是庆祝和感

恩的盛会，也是庄严而隆重的课堂。而这特殊的最后一课，

是由毕业生、校友、老师、嘉宾们共同主讲的。刚才，我们

听到了毕业生们对学校生活的回忆，对严格要求的感叹，对

老师家长的感恩，对同学情谊的留恋，对未来工作的憧憬。

我们听到了校友毕业后工作与生活的分享，听到了老师对学

生们步入社会的嘱托和希望。

这最后一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嘉宾演讲。毕业典礼上

请的嘉宾，都是各行各业的杰出代表，都是为国家为人类作

出重要贡献的英雄楷模。他们的奋斗经历，是我们工作中的

学习榜样；他们的人生感悟，是我们生活中的心灵禅语。去年，

我们聆听了北大学姐、“敦煌女儿”樊锦诗的感人故事，为

传承中华历史文脉，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她在茫茫大漠中的

莫高窟守护和研究了半个多世纪，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今年，

我们又有幸请到了你们 82 级物理系的学姐、优雅美丽的“航

天女指挥”高铭。从载人航天工程一个普通的科技人员成

长为总指挥，她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舍弃了

很多这个时代令人羡慕的职业与生活，在极

其重要而又紧张艰苦、默默无闻的岗位上顽

强拼搏和执着坚守，为中国载人航天做出了

杰出的贡献，也收获了不同寻常的绚烂人生，

这“最后一课”中最后一位演讲者，是作为

院长的我。其实，在过去的两三年里，从最

初的“北大历史和北大精神”到每年的新年

演讲，从开学典礼、军训动员到一次次的“班

会”，我已经讲得够多了。根据经济学的原理，

我每次准备毕业典礼演讲的时候，都担心自

己发言的“边际效用”会不会递减到了零？

不过，没有关系，只要不是负的就行。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在不同

的环境下，坚守自己的理想与信念，同时又

能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解决问题，获得成功。

我今天之所以要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

们正面临一个不平凡和不确定的环境。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经济进入了

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人民开始追求生活质量，

这就需要中国的产业不断转型升级，需要企

业不断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同时，自动化、

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对劳动力的素

质和技能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经济

的持续下行、对金融的改革整顿、以中美贸

易冲突为代表的国际环境的变化等，不仅给

EMBA 和 MBA 同学的企业发展带来新的挑

战，也会给全日制同学的就业带来更加激烈

的竞争，给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更大的压

力。

面对这样的环境，我们应该怎么办？我

想主要强调两点。

首先，要立志高远，坚定不移。高远的

目标，不仅是奋斗的方向，更是奋斗的动力。

尤其在面临艰难和挑战的时候，更需要目光

远一点，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在困难和挑战

面前从容面对，不迷失方向，还能让我们有

强大的动力去克服困难，应对挑战。只有站

得高看得远，才能不为眼前的不顺而焦虑，

不为一时的挫折而放弃。

立志不仅要高远，还要坚定。如巍巍青

山，肃穆千载，风吹雨打，岿然不动。立志高远坚定的含义是 ：无

论条件如何艰难，环境如何恶劣，社会如何浮躁，压力如何巨大，

都要坚持守住底线，做正确的事。说实在的，在现实中做到这一

点是不容易的。需要理想，需要远见，需要智慧，需要责任。这一

点，樊锦诗做到了，高铭做到了。因为她们有一个共同素质 ：对自

己投身的崇高事业矢志不渝，坚韧不拔。正如高铭在一次采访中所

说 ：对她感触最大的是四个字：“激情、坚持”，而这种激情与坚持

的动力，来自于从内心深处迸发的家国情怀。樊锦诗和高铭，都是

真正的北大人！

其次，要有良好的心态，永远乐观。学生毕业后步入社会，一

定会遇到很多新的挑战。尤其对于没有工作经验的全日制学生，你

们会发现一连串的压力和焦虑接踵而来 ：比“996”还要辛苦的工

作，不知何时能买得起住房，不知道是自己想要的还是父母盼望的

婚姻和子女，以及不受领导重视自叹怀才不遇的失落等等。

其实，困难和挑战并不是现在所独有，生活和工作上的压力

也并不只是你们这一代人才面临和承受。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挑战

和压力，只是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罢了。面对任何挑战，我们都要有

一个良好的心态，积极寻找化解的办法。

春秋战国时期，汉北一代流传着一首民歌叫《沧浪之水歌》，

原文讲“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这里的“沧浪”意味世道和环境。水清意指太平盛世，水浊意指世

Wen Hai: 
Being Adaptive Like 
Water and Ambitious Like 
Mountains Can Lead to Final 
Success

 海闻院长为毕业生赠字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汇丰

商学院创院院长海闻教授在毕业典

礼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他希

望毕业生们坚守自己理想与信念，

同时又能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解

决问题，获得成功。以下是演讲全文。

院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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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心劲节，贞志凌云”
      你们在畅想未来的时候，一定要有“北大元素”，

不管做什么，首先要有理想，要有境界，要有精神，

要有责任，要有底线，要有节操。“玉可碎而不可

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同时，要努力做

得最好，要有高度，要有远见，要有智慧，要有虚心，

要有创新，要有引领。要像竹子那样，“未曾出土

已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虚心成大器，劲节见

奇才。
——海闻院长 2018 年毕业典礼致辞

“满不在乎，而又全力以赴”
    满不在乎不是玩世不恭，不是没有理想和使

命，而是不拘泥于传统，不畏惧权威，不留恋名

利，不在乎得失。满不在乎只是一种心态，改革

创新和追求卓越更需要的是“全力以赴”，要使出

“洪荒之力”来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努力战胜

每一个挑战，积极完成每一个步骤。纵观所有成

功的人，都是注重细节追求完美的。全力以赴的人，

成功只是必然。
——海闻院长 2017 年毕业典礼致辞

“理想、远见、知识、能力、素质”
    首先，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不做平庸之人，

正如乔布斯所说，“带着责任感生活，尝试为这个

世界带来点有意义的事情，为更高尚的事情做点

贡献。这样你会发现生活更加有意义，生命不再

枯燥”；第二，要有远见，要比别人看的更高更远； 

第三，知识是眼界的基础，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不

断进步 ；第四，要有能力，北大不仅仅培养同学

解决问题，更要教会同学带领大家去解决问题的

能力。最后一点，要以身作则，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海闻院长 2016 年 EMBA&MBA 毕业班会致辞

尊敬的海闻院长，同学们、老师们，

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今天的

毕业典礼。

首先对同学们表示祝贺。两个星

期前，海院长和我说，希望我作为老校

友在毕业典礼上分享一些我的人生经

历。非常感谢海院长给了我重返校园的

机会，我感到很兴奋，但同时也很惶恐，

因为不知道我的经验是否能够给 90 后、

95 后的你们带来帮助。因此，这次演

讲于我也是一次小小的挑战，希望能不

辜负海院长的期望，不让同学们失望。

我离开学校已经 28 年了，1994 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成为我国载人航天

工程研制队伍中的一员，20 多年来，我

亲历并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飞速

发展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在这个过程

中，我从耳濡目染到力学笃行，默默践

行着老一代航天人的顽强拼搏和执着

坚守，岁月的熔炼让我更加坚定了为祖

国航天事业矢志奋斗的信念，时光的打

磨让我的人生越来越丰满，获得了不同

一般的感悟。那就是：个人的前途与发

展只有与国家和民族的使命结合才能成

就最耀眼的人生芳华。

载人航天是当今世界最具挑战性

和广泛带动性的高科技领域之一，是一

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体

现。在开展空间科学研究，推动技术进

步、开发利用空间资源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

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起步，经过 27 年的历程，已

经圆满完成了11 艘载人飞船、1 艘货运

飞船和 2 个空间实验室的 13 次发射和

在轨实验任务，累计有 11 名航天员圆

梦太空。成功突破和掌握了载人天地往

返、航天员在轨驻留和出舱活动、空间

交会对接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并取得了

丰硕的关于微重力科学、地球科学、空

间生命科学、空间天文和物理等的科学

研究和应用成果。

道浑浊。环境好时，高歌猛进；环境差时，

韬光养晦。水之清浊人不能制，但人可

以根据水的清浊或环境的顺逆来决定自

己的行为，掌握规律，顺势而为。《沧浪

之水歌》的含义之一，就是要学会立志

如山，行道如水。

人不仅要高远的目标，锐意进取，

也要有宽豁的心胸，乐观前行，才能在

恶劣的环境下生存发展。

同学们，三年或两年前的丹桂之秋，

你们怀着憧憬与忐忑的心情相聚南国燕

园，在汇丰商学院开启了学业生涯的新

篇章。今天，在你们即将离开北大校园，

前往更广阔的天地，开始新的征程之际，

我希望在北大汇丰的磨炼给你们带来的

不只是痛苦和压力，更多是智慧和力量。

我衷心希望和祝愿各位心与沧浪，志在

青山，远见坚卓，终得精彩！

Before I end my speech, I would 

also like to speak some words to ou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wo o r t h ree yea r s ago , you 

traveled a long way to China and 

come to pursue your education at 

PHBS. I believe these two or three 

yea rs have been a memorab le 

experience in your life.

Today, you have completed your 

master's degree study. Some of you 

may start your career in China, while 

some may work in your countries. 

No mat ter where you go, I hope 

you wil l remember your studying 

and living experience in China, do 

not forget your professors or peer 

students here, let's stay in touch.

I wish al l of you a prosperous 

future and make contr ibutions to 

your countr ies and to a World of 

Lasting Peace and Development as 

every PKU graduate will do.

Thank you.

高铭 ：

矢志不渝，
不负青春韶华 ；
砥砺前行，
不负时代使命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主任、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总

指挥高铭女士发表了真切感人的

致辞，以下是演讲全文。

Ming Gao: 
With Persistency and 
Hardworking,  
Seize the Day and Fulfill 
Your Mission

2
018

2
017

2
016

高铭

199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

业，获得理学硕士学位。

特邀嘉宾致辞

临行寄语 
海闻院长过去三年致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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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前后，我国将建成中国空间

站，支持世界科学家开展有关宇宙起源、

生命起源与演化的深入研究，并进行关

于人在太空生存和活动的一系列技术试

验，届时，呈现给同学们的将是现实版

的太空科幻大片。

我相信在座的同学一定有不少是航

天爱好者。也许现在浮现在你们脑海中的

是：火箭发射时升腾的火焰，墨蓝的深空

背景下，伸展着巨大太阳电池翼静谧飞行

的飞船组合体，又或者是，在太空舱中漂

浮前行沉着操作的航天员等等这些经典画

面。然而此刻，在我脑海中闪现的却是另

外一幅场景：是科研人员无数个夜以继日

专心致志地伏案工作；是实验现场紧张有

序的一项接一项的操作；是解决问题时通

宵达旦的讨论、争论；是满头白发拖着病

体的老专家一丝不苟地坚守在岗位上；是

年轻的妈妈含着泪与年幼的宝贝告别，脸

上却带着倔强的微笑……一幅一幅的画

面，慢慢地定格，渐渐地勾勒出航天人群

体的人生轨迹。

对同学们而言，也许成为社会普世

价值观所认同的所谓成功人士、佼佼者，

有着令人羡慕的职业和生活并非难事，

但是我觉得只有置身于一项伟大的事业，

并努力为之坚守，人生才会开启一个新

的高度，也才能更有条件完成人生价值

的进阶。载人航天就是这样一项伟大的

事业。使我国成为航天大国、航天强国

的理想信念是中国航天人坚持不懈的动

力，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航天人殚精竭

虑，前赴后继。

深刻感染我和影响我的是默默传承

的载人航天精神。在工程研制过程中，

发生了太多的感人至深的故事：一位正

直壮年的科研人员为了攻克设备重要部

件的关键技术而长期超负荷工作，最终

倒在了实验室；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

倒在了上班的途中，手里还拿着正在修

改完善的技术方案；一位技术总师冒着

命危险在发射前挺身而出排除设施故障；

还有在涉及成败的重大决策面前，为顾

全大局而做出可能断送个人前程的决定

的现场指挥。在航天队伍里，还有很多

这样的人，他们在国家使命面前，勇敢

地担当起责任，不考虑名利与得失，甚

至用生命的代价去诠释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

载人航天精神。载人航天事业正是因为

有这样普通而平凡的群体执着地坚守并

不断感召更多的优秀青年的加入，而不

断发展壮大。

至今，神舟五号发射时的场面我仍

然记忆犹新。2003 年 10 月 15 日 9 时，

随着“发射、起飞”的指令在指挥大厅

中回响，燃烧的尾焰犹如巨大的花瓣托

举着火箭徐徐升空，指挥大厅内突然鸦

雀无声，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紧盯着大

屏幕中双眼微闭的航天员杨利伟，虽然

遥测数据显示，英雄的心率一如往常般

平静，但人们仍不由自主为英雄捏把汗，

时间仿佛静止一般，每一秒钟都走得格

外漫长。3 分 20 秒，当整流罩打开，第

一缕阳光透过舷窗照到英雄脸上时，杨

利伟下意识地眨了一下眼，就在这一瞬间，

指挥大厅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大家欢

呼着，拥抱着，任由泪水挂在笑意的嘴角，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一种从未有过的幸

福和骄傲，不仅因为自己是中华民族千年

“飞天”梦圆的见证者，更因为作为航天

团队中的一员，我们经历的千辛万苦终

于有了圆满的回报，在这一刻，所有的

付出与磨难都值了。

随着我国航天领域技术水平和研制

能力的不断提高，现在，飞行器的成功

发射和在轨运行已成常态，但是我们依

然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审慎，以不

忘初心、攻坚克难的坚韧，以淡薄名利、

甘于奉献的胸怀，为实现航天强国梦而

砥砺前行。

回顾我的人生前半程，非常庆幸自

己有如此之幸运能够参与载人航天这样

的国家重大工程。在 26 年间，我的人生

经历了一遍又一遍的磨练，完成了一次

又一次的蜕变，潜移默化地，我的命运

已经深深地融入到国家与民族的事业中，

家国情怀也从内心深处迸发，化为努力

拼搏的动力。这种自我价值的认知也让

我不断抵近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境

界。

中华文明 5000 年的历史，对于人

类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如

今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

人类社会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了

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

将自身发展寓于深度的国际合作和广泛

的国际贡献之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社

会发展、人类进步的担当。

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爱国、

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是中国

精神和中国力量的生命力之所在，也始

终激励着北大师生担负起民族振兴和国

家富强的使命，虽然我们工作在不同的

领域，但我们有着一脉相承的北大文化

基因。格物致知，兼容并蓄，融会贯通，

是我们共同的传承；经世致用，修身进道，

济世安民，是我们共同的追求。我相信

同学们一定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征程中绽放自己的光彩 , 实现自己的人

生价值。

最后希望同学们脚踏实地，德才兼

备，祝愿同学们宏图伟业， 大有作为。

谢谢大家！

时光的打磨让我的人生越

来越丰满，获得了不同一

般的感悟，那就是 ：个人

的前途与发展只有与国家

和民族的使命结合才能成

就最耀眼的人生芳华。

PHBS 北大汇丰    封面故事



34 35

PHBS 北大汇丰    
ISSUE 07
July  2019

I hope you can also 
think about how 
you can be a good 
cooperative player that 
can lead to building 
better society. 

Young Joon Park：

学会合作共赢，
走出“囚徒困境”

Good Afternoon!

First of all, on behalf of all of my 

colleagues who work at PHBS,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the graduating 

class of 2019. It is a well-known fact 

that it is not easy to get into PHBS. 

But I think most of you have figured 

out by now, it is not easy to get out of 

here either. I used to tell the incoming 

student class that the fact that they are 

starting the school here is already a 

huge achievement. Now, after several 

years of hard work, you have another 

tremendous accomplishment. So, I 

think you can be proud of it.

Having said that, I do not think our 

graduates can take all the credits for 

where they are today. Those who 

continuously supported them both physically and spiritually, those who 

were there to give advice and be the source of motivation to work hard, 

the dedication and sacrifice made by family and friends of our graduates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lightly. For those who are here, and those who, 

unfortunately, could not make it today, you all deserve a big hug from our 

graduates.

I teach economics, specifically Game Theory. Game Theory is a field that 

analyzes how people behave when they interact with other people.

Let me talk about, perhaps, the most well-known game form called 

Prisoners’ Dilemma game. As the name indicates, the original story deals 

with two prisoners. Let me adapt the story a bit to make it fit better in our 

context. The story goes like this. Two students share the same dorm room. 

These two roommates need to individually decide whether to clean the room 

or not. Obviously, they prefer cleaner room. But cleaning the room requires 

time and effort. Cleaning the room by himself would make it too difficult and 

costly but working together makes the task much easier.

So we can see the ideal situation would be the case both of them 

cooperate and clean the room together. The problem here is that these two 

封面故事

教师代表发言

students have incentive 

t o “f r e e - r i d e”. I f m y 

roommate does not clean, 

t hen I do no t wan t t o 

because i t is too much 

work for me to do i t by 

myself. If my roommate does clean, I still do not want to do it because 

the room will be cleaned anyway. And, of course, we can expect the 

roommate would share the same kind of idea as well. Thus, we might 

see both students defect and not clean the room. Is this a legitimate 

prediction to this kind of game?

Let me start with bad news first. We, indeed, see in so many of 

these situations people act exactly as we were concerned. People 

are selfish. They want to take advantage of others, and people won’t 

choose to cooperate in this situation. In economics, we often call such 

behavior “rational”. In fact, we found that everyone acting in selfish 

way and choose to defect is the only equilibrium in a simple setting.

Many economists found this result baffling. While most agreed 

Prisoners’ Dilemma game is a wonderful example that can summarize 

many relevant and important situations, the prediction is depressing. 

Not everyone agreed with the result either. While we observe such 

bad equilibrium in many cases, we also commonly witness more 

cooperative behaviors as well.

Then what kind of remedy can we come up with to cope with the 

puzzle we have with Prisoners’ Dilemma? There are a few.

I would not go into details.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details, 

you can take my course.  Two of the most well-known solutions 

are fear of being punished by your opponent -- your roommate, 

and concern for reputation--you don't want to be viewed as a non-

cooperative person.

The third one is perhaps the nicest story. Somewhat surprisingly 

to economists, and not so much for most others, people do care 

about others. And it turned out many people care about others with 

direct motivation like altruism. So, we can sometimes find people 

who would take a lead and clean the room because they care about 

the roommate or they are just nice people in general. And there is a 

wonderful study that shows that when you have certain proportion 

of these cooperative people in a society, 

then we can achieve the equilibrium where 

everyone cooperates.

Let me try to summarize my point. 

As a society, we want to come up with 

a platform that can produce collectively 

cooperative behavior. As we can see in 

the example, we often face a situation 

where typical and rational individuals would 

not choose cooperative behavior. But we 

do observe cooperative behavior in real 

life. Furthermore, there is evidence that 

cooperative behavior may generate even 

more cooperative behavior.

As PHBS graduates, you are already 

well equipped with professional skills to be 

successful. But those trainings and skills may 

not be enough. Many of you will gradually 

climb up the ladder and start taking more 

important roles. You will soon become leaders 

of the society and would need to start seeing 

the bigger picture. That is why we require our 

students to hav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abi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and disciplined 

attitude. I hope you can also think about how 

you can be a good cooperative player that 

can lead to building better society. Confucius 

emphasized virtue and propriety instead of 

law and punishment as the key philosophy 

of governance. This route may be slow, but it 

does pay off.

We expect something great from you 

and I hope you agree with our expectation 

as well.

Once again, congratulations to our class 

of 2019!

Thank you!

Young Joon Park 教授代表全体教师致

辞，他说北大汇丰的毕业生已经掌握了

足以成功的专业技能，希望毕业生们未

来能够思考如何成为一个合作者，让社

会变得更美好。以下为发言全文。

Young Joon Park: 
Be a Cooperative Player to Build 
a Better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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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代表发言

刘力、蓝星宇、黄妤晴、王思明 ：
坚定前行，迎接一段全新的人生旅程

匆匆，但最终我们一起在一次次的挑战

中摸索，相互支撑，学会了如何平衡学

习、工作和生活，找准了自己生活的节奏，

更获得了内心的平和。

关于未来，我们都曾徘徊、迷茫。

或者因为路径太多而眼花缭乱，或者因

为同辈压力而焦虑不前，有时也会在深

夜里问自己，你是谁，你要去向哪里。

实习、暑期、秋招、春招……我们不断

试错，以坚定内心的追求 ；我们聆听前

辈的经验，汲取信心与能量 ；我们勇敢

地站上竞技场，一路过关斩将。终于，

付出换来回报，惶恐变成释然，汗水酿

成了人生的果实。

上述种种，都是我们 2016 级毕业

生共同的情感体验，当然每个专业也有

自己的独家记忆。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金融班，我想

应该是“多元”。除了一系列的基础课程，

我们还有机会参与到金融建模、FICC 等

更加贴近实务的课程 ；也可以通过参与

估值建模大赛和商业案例分析大赛来锻

炼自己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除此

之外，“金融前沿讲堂”、“金融茶座”等

系列讲座，也为我们提供了聚焦金融市

场最新趋势和动态的优质平台。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经济班，我想应

该是“严谨”。作为学术型硕士，我们挑

战“三高”、“应计”，攻克“应随”、“博

弈论”；我们用各种各样的理论模型刻

画宏观大局、微观主体、资源配置、行

为决策 ；我们透过定律定理发现贸易与

产权、竞争与管制、制度与规范中的奥

妙 ；我们还有参加新国立双硕项目的同

学，他们践行所学，解决经济金融领域

的实际问题。我们既推理思考，探索造物，

又从沉默的经济学中汲取人生哲理。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管理班，我想应

该是“合作”。从军训开始，我们就在整

齐划一的军体拳动作中练就了默契。我

们班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有来自中国

大陆、中国香港和台湾，也有来自土耳

其、德国、瑞士、厄瓜多尔、泰国、缅甸、

印度尼西亚，多元的背景文化碰撞出火

花，在无数次小组作业和课堂展示的合

作中熟悉彼此，成为挚友。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财新班，我想

应该是“创新”。作为汇丰的第一届财新

班，三年里，我们体验着专业的碰撞与

融合，也努力找寻自己的特色。从未来

媒体实验室的建立，到与白岩松、敬一

丹对谈，从法国访学、越南采风，到开

设国际化的数据新闻工作坊……丰富多

彩的创新实践，加上经管知识的训练，

锤炼了我们的专业素养，使我们同时保

有理性的思考与感性的体认，既能冷静

地分析报表、数据，又能阅读不同面孔

下的精彩人生。

往昔岁月还历历在目，从明天开始，

我们即将带着自己的选择，踏上下一段

征程。从明天开始，我们将陆续跟这座

陪伴我们三年、见证我们所有欢笑和泪

水的大楼作别 ；从明天开始，我们也将

带着学校和学院的期许，坚定前行，迎

接一段全新的人生旅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们将不忘老师们的教诲，牢记经世济

民的责任，坚守独立质疑求新的精神，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和探索，依据个人禀

赋，发挥比较优势，尽力为推动社会进

步和国家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全体毕业生向

学院和老师们表达诚挚的感谢，谢谢你

们一路的扶持与栽培，祝老师们工作顺

利，身体健康 ；感谢家长们始终如一的

支持与关怀，你们也是我们始终如一的

牵挂。

感谢一起走过岁月、经历青春的同

学、朋友们，你们是旅伴、是战友，也

是回忆里最闪亮的部分。值此告别南国

燕园、重新出发的日子，祝愿大家前途

似海，来日方长！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家长和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我是刘力，来自金融专业。

我是黄妤晴，来自经济学专业。我是王思明，

来自管理学专业。我是蓝星宇，来自财经传

媒专业。很荣幸我们能够作为 2019 届全日

制硕士毕业生代表在这里发言。

三年时间，转瞬即逝。在北京大学汇丰

商学院学习生活的三年，是充满挑战的三年，

更是充满收获和感动的三年。

在这里，我们接受全英文的教学。从“高

计”、“高微”、“高宏”到金融经济学，从随机

金融到衍生品定价，再到刚刚过去的繁忙得让

同学们都心力交瘁的论文季，每个模块我们

都在经历着不一样的挑战。而正是这样高难

度的课程和教学体系在帮助我们夯实专业基

础的同时，也让我们更加懂得如何克服困难，

如何在压力下前行。

军训想必是北大汇丰生活中让大家印象

最深刻的一大挑战。我们曾到海军深圳预备

役部队在炎炎烈日下体验了一周的军训生活，

也曾迎着周三熹微的晨光，在运动场上进行

着体能训练和军事训练。通过军训，我们锻

炼了身体、学会了坚强、懂得了协作、磨练

了意志。

在北大汇丰的日子充实而忙碌。小组讨

论、课程作业、社团内配、集体活动、实习

实践，一个接一个的 deadline 密集地压向我

们……我们也曾焦虑难眠，彻夜奋战，步履

毕业典礼上，来自全日制硕士项目四个专业

毕业生代表做了精彩发言，以下是发言全文。

Li Liu, Xingyu Lan, Yuqing Huang, and Siming Wang:
 Stand Firm and Embrace a Whole New Journey

 王思明
管理学专业

 刘力
金融专业

 蓝星宇
财经传媒专业

 黄妤晴
经济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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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everyone!

I am very honored to be speaking to you all this 

afternoon in this graduation ceremony. I'm David Hall, 

part of the 2017 MBA class. It seems like just yesterday 

that I was up here singing Justin Bieber's "Baby" at the 

MBA opening ceremony. Time has truly flown by and I'm 

grateful for the sacrifices that everyone in this room has 

made to make it here.

Looking back on the past two years, I've learned so 

many lessons but today wanted to share three things I've 

learned coming here:

1. You can do hard things

I came here to PHBS two years ago and entered the 

great unknown. At first, it was different and hard, but 

doing hard things makes us stronger. There were so many 

times of stress with exams and preparations with thesis 

defenses, etc., but we've made it and because of it, have 

grown. As a result of attending PHBS, I've made so many 

friends and have had such great experiences that I will 

cherish forever.

2. Stay positive

Smile, laugh, and be positive. People want to be around 

those who are positive and have energy. Positivity is 

contagious. Please spread this wherever you go!

3. Help and embrace others

Everyone falls down in life – whether it be academic or 

business failures. The people we tend to remember most 

are those that help pick us up. Be those helping hands 

that pick us up!

Finally, I want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my 

family, and to all the workers here at PHBS from the 

professors to the office support team to the security staff. 

Thank you. This is a world-class university with world-class 

people and you've made it all possible. To the graduating 

students today, I hope that you'll always remember and 

cherish your stop here at PHBS on your long, successful 

journey. This isn't a final goodbye, but rather a see-you-

again.

Thank you!

毕业生代表发言
校友代表发言

唐征宇 ：
常怀梦想，厚积薄发
Zhengyu Tang: With Ambition, 
the Time Will Come for You to Shine

北大汇丰 EMBA2012 届校友、深圳埃森新能源

集团董事长唐征宇作为校友代表发表了演讲，他

在讲话中分享了三点自己的创业感悟。以下为发

言全文。

尊敬的海闻院长，母校的领导、老师们，亲爱的师弟师妹们：

带着北大的荣誉与光环走向社会，是每个中华学子的至

高荣誉和梦想。我是北大汇丰商学院首届 EMBA 三班的唐征

宇，海闻院长是我们的班主任。非常荣幸能够得到学院领导

的信任，在这里见证师弟师妹们人生中这么重要的时刻。作

为师兄，我对师弟师妹们圆满完成学业表示衷心的祝贺！同

时对你们即将开启人生新里程，成为社会精英和国家栋梁，

寄予无限的期待！

我是一位来自石油化工战线的老员工，从一名基层员工

发展到深圳埃森新能源集团董事长。在多年自主奋斗与创业

过程中，我经历了央企到民企的身份置换，经受了市场经济

的跌宕起伏。在体制改革和前途转折的关键时刻，我有幸步

入北大汇丰商学院学习，在学院的土壤中，我拓宽了视野，

打开了思路，获得了自我突破和成长。我的毕业论文“120

万吨 / 年石脑油综合利用可行性探讨”，承载了我从事石化行

业多年的梦想和北大汇丰学习的心得，今天我已经将它变成

了现实。该项目获得了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海关

总署、财政部等各部委的联合批准立项，现今

成为珠三角最大民营芳烃和氢能生产企业。

目前，我们正在老挝投资兴建 200 万吨 /

年全产业链的石油化工厂，在两国政府

和领导的支持与关怀下，项目已经列入

了中老两国的重要建设项目，老挝国家

主席本杨阁下更是亲临建设现场视察督

导。项目的建成将奠定老挝国家的工业基

础，相当于当年大庆在中国的地位。

亲爱的师弟师妹们，以上是我北大毕业后的一些创业经

历。在此，我想对即将走入社会的你们分享三点创业的感悟。

1. 常怀梦想，厚积薄发

当年我从工科毕业分到工厂，为了打牢基础，我在炼油

厂的好几个基层车间当过操作工，摸清了装置的工艺，掌握

了主要技术，为日后创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业初期，我

亲自带着几个人的团队在不足百平米的办公室里，打电话、

找资源、拉客户，哪怕是在北大学习的几年时间里，我也是

边学习提升，边布局未来，正是有了日积月累的沉淀，才带

来了蓄势待发的灵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要想成为一

位优秀管理者，我们必须充分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亲身体验、

亲自实践，做到常怀梦想，厚积薄发。

2. 立足小事，谦虚做人

刚工作的第一天，我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提

前了解车间 89 名员工信息，初次见面，我就能叫出对方名

字，结识了不少老乡和校友，建立了强大的朋友圈；第二件事，

提前半小时上班，烧一壶开水，帮每一位同事倒杯热茶，把

操作室的卫生打扫一遍，我的勤劳朴实、诚恳待人给车间师

傅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你们头顶着北大光环，或许认为“君

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然而我认为暂时收起北大光环，立足小

事，谦虚做人，同样可以体现王者的风范。

3. 抓住机遇，把握成功

当下，我们拥有着无数的机遇和得天独厚的创业环境，

同时也面临着残酷的竞争和瞬息万变的市场。在机遇面前，除

了重要的知识储备、充足的财力准备，我们还必须有敢为人先

的勇气和胆识，不鲁莽行事，但也决不瞻前顾后，患得患失。

著名的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曾经说过“压倒一切是时机”。120

吨石脑油综合利用项目，源于我们从事化工产品贸易期间，华

南化工市场供给不足而萌生 ；老挝炼厂项目，正是抓住了习近

平主席“一带一路”倡议和老挝政府大力发展基础工业设施的

有利时机。在“大鱼吃小鱼、快鱼吃慢鱼”的商场上，我们要

时刻牢记“行动第一、想法第二；速度第一、完美第二”。

亲爱的师弟师妹们，今天你们走出北大

校园，即将成为国家创新发展的践行者、

个人价值的体现者、个人财富的创造者。

将你们的梦想大胆说出来吧！抓住机

遇，抓紧突破，成功的人生一定会

属于你们！财富的春天一定会拥抱

你们！

再次祝福在座的各位同学事业

有成！梦想成真！

谢谢大家！

David Hall: Doing Hard 
Things Makes Us Stronger

MBA 毕业生代表霍尚义 (David Hall) 分享了

过去两年学习中的三点收获 ：做困难的事情，

让自己变得更坚强 ；保持积极的心态 ；帮助和

拥抱他人。以下为发言全文。

霍尚义 ：
做困难的事，
让自己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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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汇丰财经传媒专业收获首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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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ioneer Class of Financial Journalism Graduates from PHBS
许盈

和其他院校的新闻类专业相比，北大汇丰财经传媒专

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国际化”。除了商学院全英文授课的教

学设置，学院还提供了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环境。北大汇丰有

着为数众多的国际学生，我也在这里交到了很多留学生好朋

友，他们来自德国、加拿大、印度、泰国、土耳其、厄瓜多

尔等地，与他们交流，不仅能感受到不同文化的差异，还能

了解他们对中国的感受，许多在我们看来习以为常的现象，

在他们看来却充满了新鲜感。学院也提供了诸多国际化交流

机会，研二时，我赴丹麦的哥本哈根商学院做了为期一学期

的交换生，体验了北欧的生活方式和教学风格。哥本哈根商

学院是北欧最好的商学院，学生中有 1/4 都是国际学生，通

过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交流，极大地开阔了自己的视野。

北大汇丰财经传媒专业的课程设置比较综合，既包括

传播学、社会学相关的内容，也涵盖了管理学、经济学、金

融科技等多方面的内容。这样的设置就像是为你展示了一个

个学科地图，可以让你很快对各个领域有所了解，建立一个

大的知识谱系，从而选择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方向深入。比如，

社会研究方法和数据新闻的课程不仅让我们接触了 python、

R 语言等工具，更重要的是为我们脑海中植入了科学设计问

卷和如何更好实现数据可视化的逻辑，有的时候技术只是次

蓝星宇

我以前没有修读过经管类的双学位，所以对我来说，在北大汇

丰学习这方面的课程是一种新的尝试。通过学习金融市场、财务会计、

组织行为学等经管类的基础课程，让我在经管方面的知识和 sense（感

知力）方面有很大提高。更准确地说，我收获的不仅是一种知识，更

是一种思维。这种思维会影响我了解或分析很多事情的思路。

比如，我在研究生阶段以数据新闻为主要的研究方向。我们团

队的第一个获奖作品《莆田医网》就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分析民营医

院。如果没有经过商学院的专业训练，我可能很难，或者几乎不可能

用这样一种视角去解读和分析这个新闻事件，而可能依旧会采取过去

那种“讲故事”的方式论述。这种从商业数据切入的角度，为我自己

打开了一个新颖的世界，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事实的视角。

通过 3 年的学习，我对数据新闻中的“数据可视化”产生了很

浓厚的兴趣，所以想通过进一步学习，了解更多一些，做得更深一些。

事实上，国内目前专门从事数据可视化研究的机构和学者并不多。在

综合考虑了城市环境、学院风格和导师研究方向之后，我选择了同济

大学。

INTERNATIONALIZATION

要的部分，学习了这些你就不会把数据简单粗暴地硬

塞给读者。

北大汇丰还提供了很好的与业界交流的平台，仅

财新专业，我们就曾邀请了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

敬一丹和财新传媒主编凌华薇、新闻实验室方可成等

知名媒体人与同学们交流，关心业界最前沿的话题，

聆听他们的从业感受。

北大汇丰特别注重 presentation（课堂报告），

以及这背后体现出的团队合作精神。在我本科阶段的

历史学学习中并不重课堂展示，因此 presentation 一

直是我的短板。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金融市场”课

程，那是我第一次上全英文的经管类课程。该课程的

presentation 每组 4 人，来自财经传媒和数量金融两

个专业。每个小组成员负责一部分，要求全英文脱稿

报告并现场回答提问。而且，每个人负责的部分是老

师在课堂上随机抽取的，这就要求每个人都要熟悉和

掌握全部内容。连续几周通宵达旦的准备不仅让我们

消化了各种专业知识，而且体会到了团结协作的重要

性。

财经传媒专业的一个很大的魅力就在于我们每一

次选题都特别注重社会意义，这也是老师们在评价作

业时的重要标准。我们关注正在发生的热点事件，比

如研一时我们在课堂上探讨了罗一笑事件、榆林产妇

跳楼事件等社会热点，我们也关注传播领域大的趋势，

比如短视频的发展、网络谣言、媒介融合等话题。这

样的课堂训练培养了我们的问题意识，也让我们所学

与时代结合更加紧密。现在，在很多知名媒体上都可

以看到同学们的作品，有些甚至是社会媒体主动联系

转载。

毕业后，我选择加入《上海证券报》成为一名财

经记者。做这个选择是基于自己的兴趣、性格，以及

该工作的工作节奏、专业程度和获得感等因素的综合

考虑。在报考这个专业时，我对财经记者的印象还停

留在吴晓波，真正深入了解财经媒体并大量实践是在

研究生阶段，我要感谢北大汇丰为我提供了丰富的课

堂和接触这个行业的资源。

我觉得财经记者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它需要你拥

有一定的金融专业知识和媒介素养，同时是一个可以

终身学习、不断成长的职业。在《上海证券报》，报

社提出每个人要以专家型记者要求自己，这样才能了

解读者（大部分是投资者和金融从业者）关注什么，

并能够真正与采访对象对话。

本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毕业去向：同济大学智能大数据可视化实验室

本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毕业去向：《上海证券报》记者

采访 / 绳晓春   编辑 / 曹明明 

思维

社会关怀 问题意识

2016 年，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开设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硕士（财

经传媒方向）项目。作为全国唯一设

在商学院中的新闻与传播专业，该项

目旨在培养通晓金融、经济和管理

专业知识、具有新闻传播专业素养，

并具备在新媒体环境下进行实际运

作能力的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即

“处于信息时代追求社会洞察 ；基于

专业知识进行公共传播”。

今年 6 月，该项目迎来了首届

24 名毕业生。他们的本科专业来源

多样，有的来自新闻传播或其他人

文社科类专业，有的则来自理工科专

业。3 年中，他们在修读新闻与传播

专业课程的同时，还需要从经济学、

管理学、金融学中选定一个专业作为

辅修，并完成相关辅修课程。《数据

新闻》《融合媒体研究》《社会研究方

法》等丰富课程构建了国际视野、交

叉学科、实践训练、社会关怀的培养

体系。广博的学科视野、深沉的历史

思考和前沿的呈现技术成为北大汇

丰财经传媒专业毕业生的显著特色。

2018 年以来，多位学生在各大赛事

和评选中摘金夺银，并在学界和业界

崭露头角。

现在，让我们通过其中 7 位同

学的讲述，了解财经传媒专业，了解

这群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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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北大汇丰首届财经传媒专业的学生。所以，无论是

专业，还是我们自己，都经历了一段“磨合期”。比如，因为

周三早上有军训，所以学院的其他专业的课程都是安排在周二、

周四或周五。但是由于我们专业还要上新闻专业的课程，所以

那时每周三都要顶着“懵了”的脑袋去上 6个小时的专业课。

再者，其他专业的同学对我们也有一些误解。由于我们班有很

多文艺骨干，在学院的各种晚会、典礼或论坛上担任主持或表

演节目，我们被戏称为“汇丰文工团”。

2018 年，我觉得可以通过参加专业比赛的方式，进入这

个圈子，看看别人都在做什么。于是，我和其他三位同学组成

团队，陆续参加了几个数据新闻和信息可视化的比赛，而且每

个比赛都获了奖。从那时开始，几乎国内各个数据新闻比赛都

有我们北大汇丰的身影。这些成绩既增强了我们专业

在学院的存在感，也增强了学院在整个学界、

包括业界的存在感。这是令我们很骄傲

的一件事。

准备参加第三届中国数据新

闻大赛时，我们在学院借了一

间教室，每天抽几个小时在

里面头脑风暴。黑板上写

满了各种选题。差不多

一个月的时间，大家几

乎每天都要熬到一两点

才睡觉。团队成员分工

明确 ：A 同学负责文字

梳理，B 同学负责图片

设计，C 同学负责程序

设计。无论是诉求表达，

还是效果反馈都是无缝衔

接。大家在比赛压力的刺

激和压迫下，每天黑着眼圈

敲着代码。女生不化妆，两个

男生更是活脱脱像个码农。最后，

我们终于拿到了全国一等奖。但是和

这个奖杯相比，那种高效、默契的团队作

战状态更令人怀念。

参加大赛对我的职业生涯选择也产生了影响。在

比赛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不喜欢做那种发新闻稿、自媒体类

的工作，所以我最后可能去上交所，做市场调研和投资者调研。

把这些工作中需要的数据用数据新闻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出来。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合作交

流项目。项目由来自北大汇丰的 5 位同学和来自中山大

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 10 位同学共同完成。我们围绕欧盟

相关话题，开展了为期两周的新闻采写训练和合作研究。

在法国、德国、比利时，甚至在欧盟议会，我们和很多

来自欧盟国家的专业记者一起采访报道。这种直观的体

验是书本上感受不到的。

我本科时曾到“36 氪”实习，那时就对创投特别感

兴趣。研究生期间，我曾在很多 VC 机构，尤其是 TMT

机构实习。今年秋招时，我拿到了头条战略管培生的

offer。头条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家创业公司。我很想了

解他的生命力到底在哪？而且，头条有一个轮岗机

制，让我有机会在四个不同的战略线体

验。这种机会是挺难得的，因为

可以让我更宏观地了解整个

集团战略线的情况。我

一直觉得做战略员，

或者从事战略投

资方面的工作比

较符合自己的

兴趣和能力。

因为我平时

就比较喜欢

想一些宏观

的东西，喜

欢 开 开 脑

洞，或者站

在“ 上 帝 ”

视 角 去 观 察

事物。

我 们 还 做

了一件开创性的事

情 ：创立了自己的专

业社团——未来媒体实

验室（Future Media Lab）。

社团的成员不仅包括财经传媒专

业的同学，还包括学院其他专业，甚至

其他院校的同学。以这个社团为平台，我们举办了很多

社会影响力大的专业活动。比如，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

敬一丹等的讲座都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蔡泽彬

本科：中央财经大学广告学（主修）、

金融学（双学位）

毕业去向：腾讯 商业分析师

就学习体验而言，因为我是从外校保研而来的，所

以我觉得来到北大汇丰的第一感觉就是在平台和资源上的

跃升。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身边的同学们更加优秀，

大家的层次上可能更为接近，共同话题也更多了。这里的

老师都很踏实、很认真。课程内容的也更加深入，更加前沿。

社团在我的研究生生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刚

入学时，由于本科不是经管相关专业，我在经管专业知识

上与其他同学们有很大差距。我的做法就是通过社团去学

习，看看别人在做什么，想想自己能不能尝试。入学后我

就加入了深港金融经济协会，后来成为副会长。这个过程

对我的成长有很大帮助。

我的另一个迅速补充经管专业知识的方式是积极参

与学院活动。研究生期间，我多次参与了“北大汇丰金融

前沿讲堂”“耦耕读书会”等系列讲座的采访报道。因为

好的一篇讲座新闻从现场采访到最终成稿需要补充大量背

景知识，这就会强迫自己去学习一些之前并不了解的东西。

机缘巧合，我在研一暑假的时候便去了腾讯实习。

毕业后，我就留在了微信的企业微信产品部做我熟悉的商

路嘉豪

本科：中山大学公共关系学

毕业去向：Strategy& (formerly Booz & Company)

Associate Consultant  

  

虽然我本科学的传播学相关专业，但其实我内心一直

希望往商科转型。而北大汇丰的财经传媒专业是全国绝无

仅有的“财经 + 传媒”形式，这种专业设置刚好满足了我

的诉求。由于本科没有系统学习过经管类，尤其是数学方

面的课程，因此刚入学时我确实感到压力很大。所幸通过

自己的努力，在研一和研二都取得了专业第一名的成绩。

来到北大汇丰，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很多

不一样的人。因为在本科阶段，我们大多会把自己局限在

本专业的“小圈子”里，接触的人、事、物都是自己熟悉的。

周围的人脑中的想法和眼界都是很相似的。但这三年则完

叶霄麒 本科：北京大学 行政管理专业 

毕业去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教育
毛艺霖本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毕业去向：字节跳动 战略管培岗位 

业分析。目前，包括腾讯在内的整个互联网行业都正在往

产业互联网转型。我也在腾讯的实习经历中找到了毕业论

文的灵感。现在想想，我的实习有点像一场田野调查。在

这里我还想特别感谢老师们，因为他们的心态都很开放，

并没有要求你一定要去做新闻行业，这给了我们很大的思

考空间，对我们的职业选择非常重要。

实践训练

专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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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主修民族学与社会学）   

毕业去向：中共宁夏自治区委组织部

我至今仍非常感谢自己的民族学与社会学专业背景，因

为传播学是一个交叉学科，掌握一些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

可以支撑我去做一些深入的采访报道。

在北大汇丰财经传媒专业的三年来，我发现更喜欢自己

了。以前的我茫然不知所措，怀疑自己，找不到自我。是这里，

给予了认识自我，提升自我的平台和视角。全英文教学提高

了我的英语能力，去科隆大学作交换生，让我面对不同国家、

不同种族、不同年龄的人，更加勇于表达，认真聆听，这是

以前我所欠缺的。各种国际化、高水平的讲座、活动拓展了

我横向的国际视野和纵向的历史视野。新闻学与自主选择辅

修学科的培养模式使我看待事物的视角更加多维。这一切都

来自于北大汇丰给我的平台，以前我觉得北大很高，自己需要

格外努力才配得上，但现在我慢慢觉得是因为足够优秀，才

会被北大录取。

不仅如此，我还收获了一群人，这三年中的每个喜悦或

挫败的瞬间在我身边陪伴的人。比如我的导师徐泓教授，我

们私下都称她为“徐奶奶”，不仅是学习上，很多生活上

的问题，她也会倾听，并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使

我感谢和进步的不仅有老师，还有优秀的同学和

伙伴。在每一次坐在汇丰二楼椅子上大家讨论

课题的时候，在每一次团体做项目激烈辩论

的时候，在每一次大家一起想创意选题、

列采访提纲的时候，在每一次大家边吃

饭边聊未来与理想的时候，都会有思想

的碰撞。不同思想交汇在一起，这是非

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感谢财经传媒，

让我认识这群可爱又温暖的伙伴。

这三年，让我更具备宏观视野和历

史视野，这恰恰是在政府工作需要具备的

特性。我认为财经传媒专业的毕业生一个

很大的责任就在于增强政府和民众打交道

的能力，而我选择到政府工作，正是体现了这

种初衷。

全不一样。身边每个忙忙碌碌的人都有自己的方向

和追求，他们过去的经历丰富多彩，他们未来的愿

景也各种各样。虽然大家选择的发展道路不一样，

但是这种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感觉非常棒。

刚入学时，我就参加了学院的管理咨询协会。

三年中，我和很多企业管理班的同学一起奋斗，参

加了很多案例分析比赛。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

去年 6 月，我们去泰国曼谷参加了 SCBFLC Case 

Competition 全球总决赛。在参加决赛的 12 支团

队中，我们是唯一来自中国的团队，因此我们感觉

非常骄傲。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发现自己对于帮

助企业做战略分析非常感兴趣。所以，我选择了管

理咨询业作为我职业的起点。这个职业选择不仅在

财经传媒专业中算是“另类”，在整个学院的 300

多名同学中，也只有 2 名。可见，在北大汇丰，

我们可以突破传统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局限，获得非

常多不一样的职业机会和个性化的体验。

马扬

封面故事

5
5 月 15 日 

北京大学与英国开放

大学举行校园交接仪式，

英国校区建设正式启动

6
6 月 5 日 

北大汇丰获得美国绿色

建筑委员会颁发的能源

与环境设计先锋评级

（LEED）铂金级认证

6 月 8 日 

诺奖得主托马斯·

萨金特加盟北大汇丰，

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

研究所成立

6 月 22 日 

北大汇丰 2017 级

EMBA 开学典礼

8
8 月 

北大汇丰大楼获得美国

建筑杂志 American 

School&University 

评选出的“杰出设计奖”

8 
8 月 15 日 

2016 级新生报到，

新生军训动员大会

8 月 20 日 

2016 级 MBA

开学典礼暨新生晚会

8 月 31 日 

2016 级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开学典礼

9
9 月 2 日 

海闻院长为新生讲

“北大历史与北大精神”

9 月 6 日 

巴曙松、Jaehyuk 

Choi 等 7 位学者加入

北大汇丰

11 月 3 日 

北大汇丰与纽约市立

大学杰克林商学院

MBA-MSF

双学位项目签约

2
2 月 20 日 

北大汇丰与英国开放

大学正式签约，着手

创办英国校区

4
4 月 7 日 

北大汇丰在英国校区

举行首次教学活动，

EMBA2016 级 14 班、

15 班师生参加

4 月 9 日

 北大汇丰“戈 12”、

“沙 6”、“征 3”誓师

大会隆重举行

4 月 12 日 

北大汇丰 2017 年

全日制研究生春游 

9
9 月 2 日

北大汇丰 2017 级

MBA 开学典礼

暨新生晚会隆重举行

9 月 

李荻等八位学者加入

北大汇丰

11 月 23 日 

北大汇丰与平安科技

签署合作协议，共同

打造宏观经济与金融

研究平台

12 月 18 日 

海闻院长获 2017

网易年度最具影响力

经济学家奖

20172016

在北大汇丰的三年
我们这样走过 Years We Spent Together at PH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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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7 日 

2019 可持续金融会议

在北大汇丰举办

2
2 月 

北大汇丰 EMBA 蒲爱民

校友完成 7 天 7 大洲

7 场马拉松挑战

3
3 月 24 日 

剑桥大学校长斯蒂芬·

图普访问北京大学，两校

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备忘录

5
5 月 11 日 

第四届 PKU—NUS 数量

金融与经济学国际学术

会议在北大汇丰召开

5 月 15 日 

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

(AMBA) 正式宣布北大

汇丰通过 AMBA 认证

5 月 14 至 16 日 

平均场博弈及控制理论

国际学术会议在北大

汇丰举行

6
6 月 1 日 

北大汇丰 2019 年毕业典礼

1
1 月 19 日

《北大汇丰》创刊

3
3 月 5 日 

北大汇丰英国校区迎来

首批 48 名硕士研究生

3 月 25 日

 北京大学 120 周年校庆

海外庆典暨北京大学

英国校区启动仪式举行

4
4 月 24 日

北大汇丰举行“戈 13”、

“沙 7”、“征 4”出征仪

式

6
6 月 14 日

英国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

到访北大汇丰英国校区

8
8 月

海闻院长所著《国际

贸易》入选 2018 年

北京大学优秀教材

8 月

北大汇丰商学院通过

AACSB 认证，跻身

世界一流商学院行列

9
9 月 

肖耿等 9 位学者加入

北大汇丰商学院

9 月

两位北大汇丰校友荣登

福布斯最佳 CEO 榜

11 月 1 日 

英国约克公爵安德鲁

王子到访北京大学汇丰

商学院，为学院创新创

业中心揭牌，并为未来

媒体实验室剪彩

12 月 1 日

北大汇丰全日制硕博

项目 2008 年校友

返校活动

12 月 14 日 

北大汇丰举办首届

宏观经济与金融学

国际会议

12 月 17 日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全日制硕博项目“远

见·坚卓”新年晚会

隆重举行

人物

5 月 25 日上午 10 点，结束了 30 分钟的论文陈述和答辩，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2016 级硕士研究生王润卿走出学院 321

教室，长舒了一口气。她一遍一遍回顾评审的提问和自己的回

答，担心自己表现是否有错漏，忐忑能否顺利毕业。

两天后的 28 日，学院出了正式的论文答辩结果通知，王

润卿和她 10 名同门都全部 4 票通过，他们都是史蛟指导的学

生。

这是史蛟加入北大汇丰的第 6 年，她清楚地记得自己的

第一届 8 个学生答辩时的情形。“他们去答辩时我非常紧张，

我想起了我（当年）自己去答辩时的感觉，”史蛟在此前接受

学生记者采访时如是说，“我当时就捏着一把冷汗。”结果第二

天结果出来，全部通过。为此他们专门买了一个大蛋糕庆祝，

上面写着“all four pass”。 

求学 ：“择一而专”  

2013 年，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招进了 8 位老师，史蛟是

唯一的中国人，此前的 12 年，她就读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

迪逊），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

2001 年，史蛟从四川省棠湖中学以优异成绩被美国威斯

康辛大学录取，成为“建校以来第一个直接考入美国大学并

获准签证的中学生”。她的中学母校专门为她举办了赴美留学

欢送会。根据学校外事办的文章介绍，中学时史蛟多次被评为

“三好学生”，曾担任校记者团团长、校级报刊《棠湖中学校园

报》主编、学校文学社副社长，“尤其擅长绘画、舞蹈、计算机、

钢琴和英语”，曾携其创作的画作参加了在印度举行的国际画

展并获奖。

“当时一位我非常尊敬的老师说过一句话‘卓越必须成为

一种习惯’，我备受鼓舞，把所有爱好都做到卓越，后来发现

不可能，一山更比一山高。”时隔多年，史蛟回顾当时的情景

时笑着说，“一辈子能找一件事情，择一而专，就可以了”。

她选择了经济学，“中文里‘经济’二字有一种抱负在里

面”。她后来的研究方向是国际金融，“既有趣，也对现实生活

很重要”。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她的同学很多去华尔街，但史蛟选

择了读博，“做学问能给自己更多自由感、自主感，感觉更有

意义。”她解释说。

“读博为我打开了另一扇门，”史蛟说自己从一个知识吸

收者的身份，突然变为创造者、研究者的身份，“面临一系列

此前从未面临过的、全然陌生的任务”。

这一点，在她后来成为老师指导学生时感受尤其深刻。

教学 ：“有幸福感”

史蛟在学院为硕士研究生开了“国际金融”和“宏观经

济学”两门课。其中“国际金融”是必修课，她的学生张知微

史蛟 ：
在北大汇丰做教师的幸福和挑战

Jiao Shi: It Is Both Reward and Challenge to Teach at PHBS

PHBS 北大汇丰    

撰文 / 曹明明   编辑 / 绳晓春

2018 2019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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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自己的研究进展，并提出问题。“这样可

以避免钻牛角尖”，史蛟解释说，有的学生

一辈子都是好学生，“一旦陷入到不知道如

何解决某个问题的时候，很可能会自己跟自

己较劲。但这个问题大家一讨论，换个思路

可能就很快解决了”。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历来以对学生要

求严格而著称，每年都有一些学生因为没有

通过论文答辩而延迟毕业。

史蛟也强调了论文的重要性，她表示，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靠驾轻就熟和经验就

可以做好的工作，附加值会降低，往往会面

临被替代的风险，“知道如何创新才是最重

要的”。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正是着眼于培

养有创新精神和本领的领袖人物，“通过写

论文经历这种探索过程，是在课堂之外的重

要锻炼机会，”她补充说，“不管未来做什么，

都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需要一种自己探索，

回顾这门课时表示，“国际金融偏向宏观经济学，一开始有的学生有畏难情绪，

但史老师讲课非常清晰，深入浅出，使他们很快打消了顾虑”。

早在威斯康辛大学读博时，史蛟就曾担任讲师，教授本科生“中级宏观经

济学”，成为威斯康辛大学经济系历史上第一个做讲师的在读博士。在学院的网

站上，可以看到当时学生给她的全五星好评，形容教授“nice”，选她的课是一

个“good choice”。

“相比之下，我现在的学生学习更主动、更积极。”史蛟说，“这里是全中国

最顶尖的学生”。谈到自己的学生，她毫不吝惜赞誉之词，形容自己在北大汇丰

的每届学生都一如既往地“优秀”“上进”“有朝气”，“在这里做老师非常有幸

福感”。

她也不避讳问题。“上课对同学们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事，（指导学生）写论

文才是教学中最大的挑战，”史蛟解释说，“上课的时候相对被动，什么时候考试，

什么时候交作业，按照老师要求，乖乖听话，足够勤奋就可以了”。她联想起自

己刚读博的情景，“我相信在我自己当年和我现在的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唯独写

论文才真正考验人，这时会突然发现这个研究就是我的，别人没法为我承担”。

史蛟坦言，作为老师，帮助学生顺利进行角色转换是教学中最难的一步。

她有自己的办法。早在学生研二时，史蛟就鼓励他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论

文方向。此外，她每周会召集学生们举行 thesis workshop，让每个学生分别展

这份工作“无疑是一件美差，对自己成长来说价值巨大”。

“学莫便乎近其人”，史蛟这样形容萨金特对自己的影响，“读萨金特老师的

履历，犹如泰山北斗，只能仰望的感觉，接触之后，他为人之谦虚和他巨大的

名声形成强烈对比，他常说，‘我不清楚，我也在求知’，‘老师只是稍微更有经

验的学生而已’”。

萨金特也对包括史蛟在内的“萨所”团队评价甚高，称赞他们“年轻、志

向远大、聪明且非常努力（very young, ambitious and smart and work really 

hard）”。

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上，史蛟形容自己是“两手抓”。就研究兴趣而言，长期

以来，她的关注点聚焦在国际金融、FDI 等领域，更偏重理论、前沿和创新。而

在“萨所”这个平台上，则需要更多务实的研究，要学会用最前沿的工具分析

现实数据。

2017 年 11 月，学院与平安科技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打造宏观经济与金

融研究合作平台，将“人工智能 + 大数据方法”与经典经济学和投资研究理论

相结合，探索宏观经济理论研究新思路。萨金特担任这一合作项目的首席顾问

并主持研究工作。

“虽然纯理论的东西是漂亮的，但要把理论应用在一些关乎现实的问题中，

同样也是有意义的，”史蛟介绍说“萨所”和平安科技合作的实务研究给了自己

很多启发，比如如何处理第一手的数据，如何看清中国经济的面貌。她说，一

些理论不能解决的现象，需要质疑理论，构建新的理论，“最好的理论要能够经

得住数据的检验，才有意义和价值”。

在这一点上，史蛟和她的先生 Jake Zhao 的研究相得益彰。Jake Zhao 也

是北大汇丰的教师、“萨所”的研究人员，其研究聚焦宏观金融和公司金融。“他

的研究 computational 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我们看问题的角度稍有不同，可

以形成很好的补充。”史蛟介绍，下一步“萨所”将构建一个中国经济的 DSGE

模型，既要建模，也需要用中国的数据对模型进行完善，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

“在这方面，我想我和 Zhao 老师的专长应该都可以用得上”。

站在深圳大学城的中心，可以看到远处的巍峨的群山，和眼前的端庄的北

大汇丰大楼。云聚云散，人来人往，6 年间，史蛟指导了一批又一批学生，组织

参加了一个又一个学术会议，时光可以改变很多，但丝毫没有改变她对教学和

学术研究的热情。 

8 月，史蛟即将迎来新的一届学生。王润卿强烈建议学弟学妹选史蛟老师

做导师，并坦言“只是怕竞争太过激烈”。

找到新出路的能力”。

王润卿对上述观点深有体会，她认为写

论文不仅可以锻炼创新和思维逻辑，而且与

找工作并不矛盾，甚至可以相辅相成。她的

论文主题与银行相关，她毕业后也将去银行

工作。实际上，写论文的过程帮她进一步理

解了银行的业务。

学术 ：“一件美差”

近年来，北大汇丰发展到新的阶段，学

院先后通过了EPAS、AACSB和AMBA认证，

跻身全球一流商学院行列。学院在学术研究

方面持续发力，先后成立了萨金特数量经济

与金融研究所、宏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等

研究机构。

对此，史蛟感受颇深，“我刚来的时候，

学院还很年轻，当时以教学为主，研究方面

强调得相对少一些，现在在教学之外，花在

研究上的力量要多很多”。

学院每年主办、组织多场国际会议，在

中国经济学年会、北京大学 - 新加坡国立大

学数量经济与金融国际学术会议、中国宏观

经济国际年会等会议上都能看到史蛟的身

影。

2019 年 5 月，史蛟的论文Vertical FDI 

And Exchange Rates Over The Business 

Cycle : The Welfare Impl icat 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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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顶

级学术期刊《发展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发表，文章通过

增加短期视角填补了先前 FDI 研究中的一项

空白。

在这篇论文的致谢部分，史蛟特别提到

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在

北大汇丰商学院的公开报道中，史蛟的名字

常常和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联系在一

起。萨金特 2016 年加入北大汇丰，2017

年 6 月，学院成立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

究所，萨金特担任所长，史蛟任副所长。“特

别感谢海闻院长给我这个机会，在北大汇丰

商学院这个平台上，我最大的幸运是始终能

了解和接触一些最杰出的人，”在史蛟眼里，

在我自己当年和我现在学生的学习过
程中，唯独写论文才真正考验人，这
时会突然发现这个研究就是我的，别
人没法为我承担。

 课堂上的史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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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约在一个周五下午，就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四

楼。霍尚义（David Hall）走着楼梯下来，身穿浅灰色西装和

白色衬衣，一身打扮看起来很正式，但没戴领带又让他看上去

轻松闲适了些。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自信、礼貌，很符合一般

人想象中的 MBA 学生的样子。虽然我也认同这些特质是积极

正面的，但我还是隐隐担忧他的礼貌克制会让这次采访变得比

较沉闷，但他的表现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霍尚义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2017 年入学北大汇丰，是

学院 MBA 项目的首批国际学生之一。他本科就读于美国杨百

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商业管理专业，曾在高

盛投资公司工作三年。进入北大汇丰学习，是他职业生涯中的

一次重大改变，谈及为何做出这个选择时，霍尚义的回答出乎

我的意料，他说因为觉得自己的中文技能没有得到充分施展，

希望有机会不断提高自己的中文能力和拓宽关系网络。

霍尚义 ：
我想亲身参与科技之中

David Hall: I Want to Engage in Technology

霍尚义在中国台湾生活过几年，正是在那里，他精进了

自己的中文水平，但是他对中国的了解并不仅限于台湾。霍

尚义的父亲在深圳华为工作了九年，他自己也在深圳的两家

公司实习过，一家证券公司、一家猎头公司。霍尚义在猎头

公司的工作内容甚至包括在中国招聘外籍飞行员，以缓解国

内飞行员紧缺的问题。除了个人原因，另一个让霍尚义选择

深圳的原因是，他认为深圳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城市，在这里，

科技推动了商业领域中许多实质性的变革。

“我想亲身参与到科技发展的进程之中，身处深圳能让我

有机会看到最前沿的技术。中国科技，特别是深圳的科技，让

人叹服。” 霍尚义说道。

霍尚义提到了几个他在深圳得到的工作机会，其中之一

是刚结束的在沃尔玛中国的实习。他说能获得这个实习机会，

不仅因为他人在深圳，也得益于北大汇丰 MBA 项目为他提供

的资源。实习期间，霍尚义为沃尔玛中国创建了一个科技金融

团队。他通过岗位了解了沃尔玛现有的技术方案，以及如何应

用这些技术，进行更高效的门店管理和实现更好的客户体验。

“能够从公司的这个方面来观察技术应用，我觉得非常幸运。”

虽然实习已经结束，但霍尚义在沃尔玛的职业旅程才刚

刚开始。当很多学生仍在为论文答辩焦虑时，霍尚义已经摩

拳擦掌，准备好跨出他在 MBA 项目中的最后一步，因为他的

毕业去向早已落定。7 月份，霍尚义将进入高居财富世界

500 强榜首的沃尔玛，加入美国总部为期两年的轮岗项

目。这个项目的竞争非常激烈，另有 10 名左右来自美国

各顶级管理院校的学生，如芝加哥布斯商学院和麻省理

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等，霍尚义是这个项目里第一位毕

业于中国高校的学生。项目成员每六个月轮换一次岗位，

以接触不同的主要财务职位。谈到对这个项目的期许时，

霍尚义说 ：“最重要的是向沃尔玛优秀的同事们学习，尽

可能提升自己。” 他还补充道，“我非常感激得到这个机会，

因为这是我读 MBA 之后很想从事的工作之一。而且，如

果我没来深圳，也不会有这个机会，所以，选择深圳是

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虽然霍尚义很期待接下来要在沃尔玛开展的新工作，

他也非常认真地准备了 5 月底的论文答辩。MBA 与 MA

不一样，意味着霍尚义可以选择做案例研究，而不是写实

证类论文。因为是第一次写这种类型的论文，霍尚义早在

2018 年 9 月就开始了准备工作。他选择任颋教授担任论

文的指导教师，任颋教授在明尼苏达大学取

得人力资源与产业关系博士学位，霍尚义的

案例分析想探讨的内容与任教授擅长的研究

领域十分契合。霍尚义通过父亲在华为的工

作经验和关系网络，探讨华为的外籍人才招

聘管理制度，展开来说，即招聘和应聘双方

的期望值如何影响他们的工作表现。霍尚义

阐发了一个更直接的外籍员工招聘流程，流

程优化的重点在于如何管理双方的期望值。

霍尚义把北大汇丰的毕业论文看成是一

项挑战，他建议同学们不要拖延，要尽早积

极面对。“拖延是人的天性，但每天给自己

设立几个细小且容易现实的目标，也很重要。

比如每天要完成一到两页的论文写作，保持

往前推进的状态。”他也很感谢导师对他毕

业研究的指导，论文写作期间，他们经常碰

面讨论，讨论的内容总是让他受益匪浅。

论文答辩结束后，霍尚义回到美国开

始沃尔玛的工作。他说 ：“相比鼓励和肯定，

我更想知道哪些方面可以改进，可以让我把

事情做得更好。”确实，努力和成果得到承

认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断找寻更优的

解决方案。

霍尚义人生中的中国篇章即将翻页，

他很感激这段经历为他带来的种种机遇。

未来，他也不会轻易错过与中国有关的其

他可能。

我想亲身参与到科技发展的进程
之中。身处深圳让我有机会看到
最前沿的技术。中国科技，特别
是深圳的科技，让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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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推演，为考研做准备。2007 年，他

考入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攻读经济学

和金融学双硕士。在南国燕园，这位“工

科男”正式开始了他的经济学研究之路。

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他接受了

系统的经济学教育，一头扎进经济学的

世界，开始科研上的探索。很快他遇到

了问题 ：如何找到合适的研究题目。

很多人认为具有原创性的题目就是

“别人没有做过的题目”。在他看来，“别

人没有做过”可能有两层含义 ：“一是这

个题目很新颖 ；二是这个题目不重要，

没有研究意义。”这是对“原创性”的理

解存在的误区。第二层含义很容易被忽

略。还有一种可能，研究人员难以驾驭

找到的研究题目。“这个时候，如何自己

主动地把事情往前推，如何跟导师互动、

寻求帮助非常重要。”李红军感慨道。

彼时的学院位于北京大学深圳研究

生院 C 栋教学楼，还没有今日矗立秋日

蓝天下的新教学大楼，但它从来不缺兼

容并包的学术氛围，不乏良师益友。回

想起来，李红军非常感恩在他学术成长

路上有良师指引。“学院的老师有着优秀

的研究能力，知道应该以什么样的正确

态度去对待研究，引领学生向合适的方

人物

从安徽六安到清华园，从清华园走

出，南下燕园，飞越太平洋到达德克萨

斯州，再又回归首都北京，回想一路走

来的一幕幕，李红军说人生就该坚定追

寻自己感兴趣的事物。

“如果我们不能遵从自己的内心，坚

定地追寻自己喜欢的事物，那么我们就会

被各种外界冲击所裹挟，如同浮萍般漂浮

在人海里。”李红军如此感叹说。刚过而

立之年的他现在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

经济管理学院的副教授，研究计量经济学。

 

路，从南国燕园开始  

李红军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投身经

济学研究。

对经济学产生兴趣是他从清华大学

汽车工程系本科毕业之后的事。所从事

的市场营销咨询工作要求他研究汽车市

场，分析汽车行业的结构和发展趋势，“跟

经济沾点边，”他自己笑着说。也许正是

从撰写那份汽车行业分析报告开始，对

经济学的兴趣种子就开始在李红军内心

扎根、发芽、成长。

他开始自学，研读经济学教材，思

考经济学问题，思索经济学概念背后的

撰文 / 邵晓波

李红军 ：
问题导向的计量经济学之路

Hongjun Li: the Question-oriented Econometrics

向发展。”路终究是要自己去摸索的，但

在摸索的过程中能够把握好大的方向，

成长就不会偏离。

课上课下，李红军与导师李旻洙

(Minsoo Lee) 教授交流，得到有益的建

言，也受到很大鼓舞。李旻洙教授 2007

年至 2011 年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任

教，研究领域涉及计量经济学、国际经

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现在是亚洲开发银

行的资深经济学家。“他告诉我，研究应

该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文献为导向。”

李旻洙教授的话点亮了李红军的学

术成长之路。“他鼓励我去找感兴趣的方

向。”在李红军看来，兴趣是做研究的第

一步，是所有的坚持和执着的开端。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奥

曼 (Robert Aumann) 对年轻学者说：“去

做你喜欢做的事。如果你喜欢所做的事

情，你就会去做好它。做你喜欢的事，

开心起来，世界会变得更美好。”浓厚的

兴趣和持久的热情使得李红军的学术研

究道路愈发清晰。

路，在脚下延伸  

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三年，李

红军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自己喜欢

的经济学研究中，几乎没有参加社团活

动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是需要

考虑机会成本的。”他有明确的目标，要

做学术研究，要出国读博。

2010 年从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毕

业后，李红军前往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深

造，师从计量经济学李奇教授。李奇教

授是计量经济学、特别是非参数计量经

济学领域的顶尖学者，在《计量经济

学》(Econometrica) 和《计量经济学杂

志》(Journal of Econometrics) 等国际

顶级学术刊物发表一百多篇论文，其与

杰弗里•拉辛 (Jeff Racine) 教授合著

的《非参数计量经济学 ：理论与实践》

(Nonparametric Econometrics: Theory 

and Practice) 是从事非参数计量经济学

研究的研究者的必读教材。

不同于一些人认为计量经济学就是

数学运算和模型构建的理解，李红军对

计量的理解带着些许哲学的味道。他认

为计量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排除干

扰因素，帮助提取主要的有效信息，不

断地修正之前的认知，不断趋近，无限

逼近真实。“这是计量非常美的一面。”

李 红 军 的 研 究 重 心 在 于 理 论 计

量。近年来，他与合作者在《实证经济

学》（Empirical Economics）和《计量

经济学杂志》等期刊发表了多篇与非参

数计量方法相关的文章，包括 Testing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Hypothesis: 

a Semiparametric Varying Coefficient 

Approach，Estimation of Panel Data 

Partly Specified Tobit Regression 

w i th F i xed E f fec ts，Cons is ten t 

Model Specif ication Tests Based 

on K-Nearest-Neighbor Estimation 

Method，Determining the Number of 

Factors When the Number of Factors 

Can Increase with Sample Size 等。

    “非参数计量方法具有很好的灵活

性。”李红军说。参数模型，如常见的线

性计量模型，假设自变量与因变量间是

线性关系或者可做线性近似。但是，经

追求自己内心真正感兴趣
的事情，不管遇到多少困
难和挑战，都要坚定自己
的信仰，不断地努力。

济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给出了大量非线

性关系的经济实例。此时，使用线性模

型进行分析得到的结果可能会与实际情

况间存在较大偏差。使用非参数计量方

法则可以不限定某个具体模型的形式，

因而该方法在经济学上有很多灵活应用。

然而非参数计量方法本身也有些不足。

他坦言 ：“非参数计量方法在处理高维度

数据时，收敛速度会变得很慢，因此在

样本量不够大的情况下，估计量的误差

较大。”通常可行的做法是使用半参计量

方法，兼顾参数模型的有效性与非参模

型的灵活性。上述两篇文章便是思路在

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上的应用。

信息爆炸时代，数据不断膨胀，高

维数据在大数据时代的经济学分析中越

来越常见。如何利用前沿的统计方法结

合经济学的理论从海量的经济数据中提

取有用的信息？这是经济学分析使用高

维数据时要面对的问题，也正是他的另

一个研究关注点。

研究高维数据问题，现在学界常

用的方法是降维，从高维数据中提炼出

富含重要信息低维的数据，而后再去结

合具体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其中一种

重要的处理方法就是因子模型 (factor 

model)。通过因子模型，便可用较少的

变量（因子）来刻画大量经济指标的行

为特征，故而可用于分析或者预测。因此，

因子模型在金融和宏观研究领域有着重

要应用。但是，应用因子模型的首要问

题是要确定因子个数。

在确定因子个数的问题上，学者

白聚山和 Serena Ng 于 2002 年在《计

量经济学》上发表论文，在假设因子个

数固定的情况下，提出使用信息准则

(information criterion) 来确定因子个数。

该法则有良好的理论特性，在实际应用

中也有较好表现。

李红军和合作者撰写Determining 

the Number of Factors when the 

Number of Factors Increases with 

Sample Size 一文，考察允许因子个数

随观测样本规模增加的因子模型。在使

用信息准则处理数据时他们发现 ：随着

样本量的增加，估计出来的因子个数也

会增加，因此，需要新的信息准则理论

来估计因子个数。从理论上，他们证明

了 Bai 和 Ng 的信息准则方法在因子个

数增加的情况下也可以得到因子个数的

一致估计。同时，他们的研究对 Bai、

Ng 两位学者的方法进行了适当的修订，

减少了微调参数 (tuning parameter) 对

估计结果的影响。

尽管目前的研究重心在于理论计

量，李红军始终牢记做研究要以问题为

导向，认为做计量经济学研究需要有强

烈的现实动机，不能脱离实际问题，应

从现实问题出发，否则研究会变成空中

楼阁。从微观现象出发，他正着手研究

在社交网络 (social network) 的形成过

程中如何用计量方法分析个体的经济行

为及个体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机理，以及

在给定网络的情况下经济运行的规律可

能产生的变化。

然而，要分析社交网络并非易事。

因为样本数量的增加意味着社交网络的规

模也在变大，因而社交网络模型的理论均

衡解，以及从均衡解出发构建计量模型，

都会变成非常难以处理的问题。学术界在

尝试着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该问题，李

红军也加入其中。“但是不管是什么方法，

目前来说都还没有触摸到解决问题的核

心”。在分析的过程中他也在不停地思考，

不断地学习新知识，以寻求解决之道。

他坚信，“追求自己内心真正感兴

趣的事情，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和挑战，

都要坚定自己的信仰，不断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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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政策大都具有区域性，比如经济特区划定或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此类政策被全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采用，试图

通过增加对指定地区（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的公共投资来改变

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而区域性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是持久，

还是只是昙花一现？

日前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黎志敏教授以第一作者的身份

在经济学国际知名期刊Economics Let ters 针对此问题发表

论文，题为《政府支出对经济结构转型的长期影响：来自第二

次世界大战美国国防合同的证据》（The long-run effect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structural 

change: Ev idence f rom Second 

World War defense contracts）。本文

以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府支出——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供应合同——

为实证，探讨政府支出对区域经济结

构转型的长期影响。论文的合作者为芝

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的 Dmitr i 

Koustas 教授。

本文发表于 Economics Letters

2019 年 5 月刊，

该杂志成立于 1978 年，

是 Elsevier 公司出版的

同行评审经济学期刊，

以快速、高效地传播经济学

各个研究领域的新成果、

新模式和新方法为宗旨。

 学术

黎志敏在经济学国际知名期刊
Economics Letters 发表论文

黎志敏，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助教授，

2018 年 5 月毕业于美国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

在农业与资源经济系获得博士学位，

其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和经济发展。

此前的研究发现二战时各地区国防支出与人口增

长呈正相关性，却无细究其原因。本文则通过分析二

战时国防支出对当地的经济结构转型的长期影响，研

究得出人口增长的机制。文章发现，二战时国防支出

导致了制造业和其他非农业部门就业的持续增长，并

长期地提高了战争生产区的人口增长。

本文收集了美国国民生产管理局发布的第二次世

界大战时战争供应合同数据，并与县级层面的人口普

查和农业普查数据相结合。集中生产战争供应品的县

人口密度更高，且制造业就业率更高。但是，具有较

大制造业基地规模的地区在获得战争国防支出合同方

面本身存在比较优势。因此，本文通过倾向性匹配得

分的方法来纠正对照组的选择偏误，来研究国防资金

对区域经济的长期影响。

首先，文章用二战发生前 1900-1930 年期间的

数据做“安慰剂实验”，发现倾向性匹配得分的方法很

好地纠正了对照组的选择偏误 ：二战的供应合同对战

前的人口、房屋数量、农业、制造业和其他非农业部

门就业增长率均无显著影响。

其 次， 文 章 发 现， 在 战 争 结 束 后 60 年， 即

1930-2000 年间，获得战争供应合同的县在人口和

房屋数量方面与对照组相比增长得更快，分别高出每

10 年 2.5% 和 2.2% 的速率。在对当地经济结构转型

的影响来看，国防支出对农业就业人数没有影响，而

对制造业就业人数每 10 年增加 1.7%，对其他非农业

部门的就业人数每 10 年增加 2.6%。

再 次， 论 文 还 分 期 研 究 了 1930-1960 年 与

1960-2000 年国防支出对地区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

发现这两个时期的结果有显著的差异。在第一个时

期，获得战时供应合同的地区人口每 10 年增长率比其

他地区高出 3.3%，而在第二个时期该增长率下降到

1.8%。更重要的是，这两个时期对各部门就业的影响

也有很大的差别。1930-1960 年间，劳动力从农业部

门转向制造业和其他非农业部门：比起对照组地区，

实验组地区的农业就业人数每 10 年减少 1.4%，而制

造业和其他非农业部门的就业每 10 年分别增加 5.2%

和 4%。1960-2000 年间，实验组地区的农业部门的

就业增长率有了恢复性提高，而导致对农业部门的就

业无显著的长期影响；但是，制造业和其他非农业部

门的就业人数在后期并无削减。这意味着，二战时国

防支出对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存在持久的影响。因此，

地区政府支出可通过经济结构转型来对人口增长产生

长期的影响。

Zhimin Li Publishes a Paper in Economics Letters

撰文 / 许甲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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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

国经济高速增长，以年均

9.5% 的增长速度创造了

令人瞩目的中国奇迹。然

而近年来，面对错综复杂

的国际国内环境，经济增

速放缓，如何理解中国经

济的现状与未来？北京大

学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海

闻教授日前做客央视财经

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

栏目，深度解读中国经济。

本文根据视频内容编辑整

理。

灼见

海闻 ：
中国经济如何完成“起飞” 
Wen Hai: How does China Create the Economic Boom?

尽管当前面临的环
境 复杂严峻， 但中
国发展拥有足够的
韧性和巨大的潜力，
服 务 业、 城 镇 化、
制 造 业 转 型 升 级、
共建“一带一路”等
都将成为我国未来
经济增长的动力。

当前的中国经济碰到改革开放 40 年来

比较大的挑战。这和经济周期有关，只要

搞市场经济，每过十年左右就会有一个周

期和调整，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所有的市

场经济国家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仅如此，

短期的因素还包括 2018 年中国经济增长受

到了外部条件变化影响，以及中美之间的

贸易方面的纠纷等。除了长期的放缓和短

期的波动以外，中国现在还有一个特殊原

因，这就是正好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

所谓中等收入是指 ：当一个国家的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发展到了 5000 美元左右或

者以上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会遇到一

个新的挑战，这个挑战在国内生产总值只

有 2000、3000 美元的时候不会有，而到

了更高程度上，它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是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实际上是

从人们追求物质生活为主转变成追求生活

质量为主。这个阶段挑战比较大，人们的

需求增加了，可是供给方到底能不能满足

呢？所以这个时候，产业结构就到了一个

需要进行大转型的阶段，这是我们现在存

在的一个主要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

在提出供给侧改革。

以前我国也有产业转型，比如从生产

普通的电视机到生产液晶屏、高清晰度的

电视机，但这种产业转型不是一种完全质

的变化。但是现在，一个产业要从低端的

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求到满足人们的生

活质量的需求，不光需要高科技，还要有

高素质的人才能够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

这个转型不是那么容易。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发展过程中的产

业转型问题，这不是简单的宏观周期问题，

也不是简单的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也不是

简单的外部环境的问题，这个转型要比以

往困难一些，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科技

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所以，当前经济的

这种状况要想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需要一

定的时间，要比以往的经济衰退的过程可

能要更长一些。

尽管当前面临的环境复杂严峻，但中

国发展拥有足够的韧性和巨大的潜力，服

务业、城镇化、制造业转型升级、共建“一

带一路”等都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

动力。

深入推进改革开放  
 

首先要深入推进改革开放。40 年的改

革，中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出现了一

些问题。像环境问题、贫富差别问题都是

不可避免的，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增长过

程当中，一定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如何解

决这些问题？是回到过去的路上，还是进

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要从根本

上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深入改革。市场

经济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政府的作用，

政府主要的职能是监管和调控，在危机的

时候，不得不干预的时候才干预。为什么

中国当年改革开放能够成功？就是把人民

群众的创造力、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创造

力最主要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

第二个就是民营企业的作用。现在中

央非常重视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真正的问

题不是融资，而是环境和市场准入。不是

说不问青红皂白，只要是民营企业就给钱，

这不解决问题。民营企业同样要受制于金

融的监管，当给企业融资时候，仍然要有

好的产品、好的前途，不能从一个极端走

海闻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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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另外一个极端。

所以说改革开放一个是政府的作用，第二个是民营企业的

积极性和创造力。中国之所以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就，就是充分

发挥了民营企业的作用，尤其是创造力和积极性。另外，现在

有一些产业跟不上人民群众的需要，如文化、医疗健康等方面。

可以通过改革，发展文化、医疗行业来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

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中国需要更大力度的改革。

开放也很重要。开放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外部的需求，就像

企业一样，企业弱的时候，人们不会对这样的企业有很多的要求，

但是当企业做得很好、很有钱的时候，人们自然对这样的企业

要求也不一样了，希望企业负起一定的公益责任。所以，对外

开放不仅仅是为了我们的目前的发展，也是为了我们更长远的

发展。

的技能，否则，技术进步了，人们的收入却会降低，社会差距

反而会扩大。尤其在未来产业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发展人工智

能还要发展新的科技，同时，要让人也能跟上。比如，现在有

两亿多农民工，他们刚来到城市的时候可能是做鞋子、袜子、

衣服 、玩具，后来可能做电脑。将来这些东西都被机器替代了，

那他们还能干什么？这是我们在设计整体未来时候必须提前考

虑的。

还有农民工的子女教育。上世纪 80 年代，“亚洲四小龙”

经济起飞时，高中普及率在 95% 以上。而中国现在城市的高

中普及率刚刚超过 90%，农村还不到 40%。 如果这些人没有

得到最基本的教育，如何适应未来的产业？总之，科技要发展，

人也一定要跟得上，人如果不跟上科技的发展，可能会在整体

上无法促进人类发展。

还有婴儿和儿童的教育。人类大脑的发育需要牛奶、蛋白

质，要有一定的营养，让大脑在 0 到 5 岁之间发达到一定程度。

还有早期的婴儿教育，婴儿不会说话，0 岁开始要给他唱歌、

讲故事，陪他玩，这样他的智商就会提高。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专门讲了变革，当工作性质发生变革的时候，

社会如何适应，最关键是人力资本的培养，要从婴儿抓起。 

所以如果上述这些教育问题解决得不好，中国将来根本不

可能有发达的经济。

 

维护稳定国际环境  

任何一个大国崛起一定会面临国际挑战。有人做了很多研

究，比如，历史上有 16 个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有 12 次战争。这

在逻辑上可以理解，因为打破了原来的平衡，所以，我们一直

说要和平崛起。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已经面临着国际环境的变化，

当时有两个原因 ：第一，中国一直在承诺改革，特别是进入世

界贸易组织之后。为此，中国在十四届三中全会时专门修改了《中

国人民共和国宪法》，说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非常重要

的一个改变。此后，中国一直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要变成市场

经济，到十八大的时候仍然讲市场是决定资源配置的决定力量。

要通过市场化的深入，同时更加改革开放来消除这些国际

上的影响。国际上有两部分人 ：一部分确实是敌对关系，还有

一部分人可能比较支持中国发展。中国一定要通过市场化的深

入，同时更加改革开放来消除这些敌对势力，不给这些敌对势

力有任何借口来阻止中国的发展。这其中很多事情要做，中国

自己要深入改革，要在国际上树立你的发展对他们都是有利的

结果。同时也要很好地处理各级关系，处理得好，这种势力就

不能真正阻挡中国崛起。

在科技发展的同时，一定要让人跟上
科技的发展，这需要通过教育实现。

面向未来培养人才  

创新需要人才。现在教育体制基本上还是以考试为主，并

没有去激励大家的创造力，另外，文理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结合。

将来的创新不是一个领域的突破，可能是很多领域综合的结果，

所以现在教育要进一步地改革。

国际人才也很重要。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如何能够有更

多的国际人才？不光是学英语，还要懂得别人的文化，要跟别

人打交道，要参与国际事务。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人才是

个体系，光有尖端的科研成果，没人落实是不行的 ；光一个诺

贝尔奖得主，没有一批博士后、年轻教师组成团队，把一些想

法落实下来是不行的 ；光有几个非常懂投资的人，没有一些真

的能把想法落实下来的人也是不行的。另外一个角度，随着产

业结构的变化，如果不接受教育就无法跟上新的产业。所以，

中国在科技发展的同时，一定要让人能跟上科技的发展，这都

需要通过教育实现。

在教育方面，除了正常的中小学、大学的学位教育以外，

还要有很好的继续教育机制，让人随时可以回到大学上课，而

不是现在非要通过高考。大学不再是一个宝塔尖，尤其像社区

大学，人们要随时回到学校来学习才能够适应新的变化。人们

的工作被机器替代了，那人干什么呢？这就必须要求人学习新

灼见

樊纲 ：
中国发展进入自主创新的新阶段

以前一直困惑经济学界的一个问题

是 ：一方面有一整套的增长理论，另一方

面有发展经济学，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打开每一本发展经济学的书，前言都要讨

论这个问题。

一 般 的 说 法 是， 增 长 理 论 只 研 究

GDP，发展经济学还研究制度变迁、社会

进步等。但是现在增长理论已经把制度改

革作为重要的增长因素，而不仅仅是过去

的劳动和资本要素。科技知识已经是重要

的增长要素，当然也包括制度变迁。

那么，发展经济学跟增长理论的差别

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这几十年中国经济在发展，我们身在

其中，研究经济发展，体会到的一个问题是：

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

这是一个特殊性问题。处处落后，要什么

没什么，还得增长，还要增长得比发达国

家快，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追赶，才能够

实现趋同。这就是发展经济学要研究的悖

论。

200 年前英国经济水平可能还不如我

们现在高，但那时英国不是发展的问题，

因为没有比它更高的、更强大的对手。我

们今天要面临的问题是在世界市场已经被

大国、被跨国公司占领的情况下，要挤进去，

追赶发展，逐步靠近前沿，接近发达国家

的水平。这时候会遇到一系列问题，比如

今天的中美贸易战问题，这就是追赶发展

的难处。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发展经济学研究

的是发达国家和弱小国家的关系问题，就

是研究在发达国家已经占据市场的前提下，

落后国家如何能够增长的问题——这也是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发展是多么困难

的事情，发展会遇到阻力，会遇到竞争和

冲突。想说明发展的问题，就要说明国家

关系的问题。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最近这些年，增长理论也发生了很大

变化。最初大家理解，影响增长的要素是

劳动和资本，最初把技术进步、制度进步

都作为全要素生产率要解释的东西。但是

越来越多增长理论把知识和技术进步作为

增长要素，把制度纳入了正统的、主流经

济增长问题的分析框架。因此，现在研究

增长理论已经不是两个生产要素，而是四

个要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研究增

长和研究落后国家的发展，眼界要超出劳

动和资本，不仅仅是人口和储蓄导致增长，

2019 年 5 月 17 至 18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举办的“经

济研究所建所 90 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 2019”在

北京举行，樊纲教授出席并发表演讲。樊纲认为，发展是一个漫长

而艰难的过程。不管外部环境如何，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包括体制改革的深化，继续开放发展的进程，继续学习引进。

Gang Fan: China Taps into a New Phase of Self-Innovation

樊纲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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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加关注的是技术进步，制度改革，这也是我们这些年正

在做的事情。贸易战不是贸易战，是技术战、经济战等，在某

种意义上揭示了发展的困难。

从这个角度看，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差

异在于要素禀赋差异，我们有多少劳动力，我们有多少资本，

我们有多少知识，我们的制度状况如何。发达国家往往在这四

个方面都占先，而我们在这四方面都处于落后。

我们这四十年有了长足进步，但是我们仍然在技术上有

弱项。体制改了四十年，仍然有很多要改的东西，我们要把自

己的事情做好，要应对世界上的这种变化。

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最关键是做好体制改革。增长理论

的基本内容对我们仍然是有用的，需要从发展的角度、从落后

国家的角度来思考增长的问题。

过去人们知道 GDP 只是一个表面指标，更多的关注是经

济结构。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取决于有什么样的要素结构，也

就是要素禀赋结构，包括技术的水平、制度的水平。

技术积累、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结构，要想有更好的、

更高级的经济结构，就需要去努力发展和增长那些要素禀赋

结构，去改善要素结构，才能够真正获得持久的增长，而不

是像“大跃进”那样一个简单临时性的变化。简短的变化其

实浪费了大量资源，并没有真正改变经济结构。努力去改变

经济结构，但是如果基础的要素结构没有改变，最终是不可

持久的。

发展中国家怎么办？什么能够导致发展？因为我们处处

落后，特别是在这些要素结构的问题上处处落后，所以就需要

寻找相对优势去更快地发展要素的结构，去真正实现追赶。

后发优势更值得重视  

所谓发展优势简单归纳起来是三点 ：第一，比较优势。

劳动力便宜、劳动力多。第二，后发优势，作为后来者可以利

用前人积累的知识和技术加速发展，我们可以学到一些经验，

少走弯路，可以走捷径。第三，一个相对较小的优势是本土优势。

在世界市场上，作为本土的企业、本土竞争者在一定时期内有

一定优势。其实，我们最主要是讲前面两个优势。

哪个相对优势更重要？一些学者反复强调的是比较优势。

打开任何一门发展经济教科书首先讲的也是比较优势。但是如

果只有廉价劳动力这个优势，解释不了中国四十年的发展。我

们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左右遇到劳动力短缺，当然有我们的特

殊制度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就是因为仅仅依靠比较优势，没

有过多久经济就出现停滞，经济增长没有长期追赶上去。

要解释中国最近这二十多年的增长，最重要的是发挥了

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应该深入研究，把它的概念扩大一些。它

着重指的是较低的学习成本——比较优势是较低的劳动成本，

能不能继续在体制效率上做更多文
章，真正实现改革深化，决定着能
不能在下一阶段继续实现发展。

有这个优势可以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经济，而后发优势却是可

以在所有领域，包括制度改进等领域，通过在开放过程中的学

习、模仿，使知识和技术增长更快地接近前沿。中国四十年高

增长，后来二十年越来越多地依靠后发优势。

去年诺贝尔奖得主 Paul Romer 强调知识创造知识、知识

的外溢效应，用这个来解释发达国家为什么还能够增长。反过

来讲，我们也可以用“知识外溢”这个概念思考后发优势。后

发优势就是通过开放，把发达国家的知识外溢到落后国家的经

济。通过学习和模仿，我们可以尽快掌握人类已有的知识，取

得比较快的进步。

这里我用的是“模仿”，发展中国家模仿不丢人。现在有

人把我们的技术进步都归结为偷窃，我不否认落后国家总会有

一些违反知识产权的事情，但一方面我们每年花 300 多亿美

元买知识产权，另一方面我们学习模仿大量不受知识产权保护

的知识。所谓后发优势，就是可以比较便宜地、比较快速地获

得知识。我们很早就实现了开放，不仅仅引进外资，还有就是

留学生，后面这些年发展就得益于知识外溢，发达国家一部分

知识存量外溢到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来讲，知识存量如何

产生知识增量、知识存量本身的转移也可以用知识的外溢的概

念加以概括。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过去做对了，包括引进外资，包括

学习交流，正因如此才有这四十年的高增长。而现在美国人要

把这个封锁起来，中国学者去美国访问哪个部门成了问题，中

国学生能到美国学习什么专业成了问题。在这意义上，美国人

也看到问题所在。我们过去恰恰做对了这件事情，我们努力开

放，努力学习。

落后国家发展的必经阶段  

刚才所说的这些事实也给了我们新的证据，让我们认识

到发展的困难，认识到未来发展的方向。落后国家的发展都要

经历几个阶段 ：

第一，纯粹依靠比较优势 ；第二，进入比较优势加后发

优势同时起作用的时候，从一开始就要学习模仿，努力实现知

识外溢 ；第三阶段继续学习模仿，同时我们也到了加大自我创

新的阶段 ；再高一个阶段，希望作为后来者能够维护这样一个

体系，就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体系。

不可能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所有东西都做，可能华为就应

该做 10%，剩下 90% 由大家来做。大家互通有无，在一个全

球化的进程当中实现更有效率的发展。

我们现在处在第三个阶段，我们能不能实现自我创新，

在过去基础上有更大发展，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能把自己的事情

做好。包括科技创新，这些事情不是靠补贴能够实现的，不是

政府能够决定出来的，而是要通过一套机制，以知识产权为核

心的投资机制、激励机制 ；能不能继续在体制效率上做更多文

章，真正实现改革深化，决定着能不能在下一阶段继续实现发

展。

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困难是符合逻辑和规律的，我们也不

必太过于觉得不可接受。客观上大家有各自的利益，要学习如

何面对这些问题，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为进一步发展创造环境，

为进一步发挥后发优势创造更好的条件，也促进全球化和国际

多边体系，以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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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天宇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教授

管理制度设计，离不开
博弈论分析和“机制设
计理论”，因为制度运
行最终趋向的，必然是
一种博弈均衡。管理制
度设计时，需要建立博
弈分析模型去寻找均
衡点，改变均衡点，促
成均衡点转向制度设计
目标。

戴天宇 ：
制度设计中的博弈论分析
Tianyu Dai:
 Game Theory in the Management System Design

制度作为“活的游戏规则”，不是存在于纸面上或屏幕上，而

是存在于制度主体的相互博弈中，而且制度博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重复博弈 ：制度每天存在着，博弈每天继续着，参与各

方每天重复着昨天的故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新的制度实施。

（2）不对称信息博弈：参与各方对情况的掌握，往往是“天知、

地知、你知、我不知”，信息是不对称的，一个常见的现象，公司

的风吹草动员工全都知道，员工的私下行为公司很难掌握。

（3）随机化策略博弈 ：参与各方不愿让对手猜到自己的底牌，

不愿让别人猜到自己下一步要出的是“石头”还是“剪子”，因而

会随机化自己的策略，例如一个老是请假的员工，每次编造的理由

都会不一样，上个月是“奶奶去世了”，这个月则会换成“姥姥去

世了”。

既然博弈中的制度主体“大大地狡猾”，那如何巧妙地利用各方

的互动博弈，来为制度目标服务呢？其实也不难，只要让博弈均衡

点与制度目标相重合，当互动博弈趋向均衡时，也就趋向制度目标了。

换句话说，如果制度目标就是博弈均衡点，即使制度主体不愿意朝

着制度目标方向走，但在其他方的牵制和拉扯之下，也不得不这样做。

案例 ：通通公司的量化考核为何难以推进

通通快递是一个家族企业，每一个部门经理都是“皇亲国戚”。

在这样一个奇特的社会生态系统中，山头林立，宗派横行，没有是

非曲直，只有宗派利益。

自然地，通通快递总公司内部派系冲突不断。最后老板痛下决

心 ：在公司内部全面推行制度管理，用法治代替人治，以制定和实

施“违规违纪量化考核制度”为突破口，力争用一年左右的时间让

总公司恢复到正常秩序。

量化考核，说得轻巧，面对这一大帮在总公司横着走路的“皇

亲国戚”、“元勋功臣”，以往那些靠评估打分混饭吃的考核方式，多

半只能傻眼了，指标设定得再好，谁去评估？谁敢去摸老虎的屁股？

灼见PHBS 北大汇丰    

怎么样才能打破困局呢？改变游戏规则，用制度去解决。为了

使博弈均衡自动转向期望状态——管理层低努力、各部门高自律，

可以在博弈各方的收益上做文章，譬如授予宗族荣誉、进行经济惩

罚等。

先来看单独采用授予宗族荣誉的手段能否奏效，即 ：

看重经济收入的部门，对经济惩罚敏感，假定反应系数为 2，

而对宗族荣誉的反应系数为 1 ；强调宗族荣誉的部门则倒过来，对

宗族荣誉敏感，假定反应系数为 2，而对经济惩罚的反应系数为 1。

不难算出，要使博弈均衡从（低努力，低自律）转向（低努力，高

自律），转化条件为：x>6，即宗族荣誉所带来的收益要大于 6。显然，

这个条件实现起来非常困难。

单一手段难以奏效，考虑到博弈涉及到多方，利益取向各不同，

那就双管齐下，即在宗族荣誉之外，再加入经济惩罚手段，即有 ：

事实上，面对每天多如牛毛的违法

乱纪现象，总公司也曾出台过非常严厉

的处罚规定，对违规违纪行为予以重罚，

但效果近乎为零。

博弈论分析

在通通快递总公司违规违纪量化考

核制度设计中，如果以“山头”作为考

核单位，则博弈主体有三方 ：管理层、

看重经济收入的第一类“山头”（如运营

部、财务部等）和强调宗族荣誉的第二

类“山头”（如信息中心、客服部等）。

和许多企业的情况类似，当公司管

理层对违规违纪行为高度重视时，在大

会小会上反复敲打，甚至开展专项整治

活动，各“山头”就会表现出较高的自

律性 ；可一旦风头过去，放松监管，违

纪违规行为便会抬头。三方的博弈矩阵

如图 1 所示（这里为便于读者理解，直

接对各方收益简单赋值，实际情况复杂

得多）。

这个博弈的均衡结果，会出乎许多

人的意外，那就是 ：通过人为努力去抓

违规违纪，时间一长，管理层放弃努力，

各部门放松自律。

为了遏制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管

理层需要付出很大努力，耗费许多时间

和精力，以争取管理秩序的好转，但这

种努力不是无限的，会在耗费与收益相

等的时候停下来，此时净收益为零。

而被监管者在高压严管之下，不得

不严格自律，既不自在也不舒服，净收

益为负，自然能偷懒则偷懒 ；只要管理

层懈怠，各部门就会放松自律，甚至有

可能从违规违纪中获益。所以最终形成

的博弈均衡，必然是（低努力，低自律）。

这也正说明 ：靠人为努力去抓违规

违纪，只能是一阵风接一阵风地刮，可

再强健的老虎也有困倦的候，“常抓不懈”

听上去很有气魄，其实不过是一种主观

凌驾于客观之上的美好愿望。

通通公司违规违纪量化考核制度博弈矩阵示意图

看重经济收入的“山头”
（如营运部、财务部）

管
理
层

强调宗族荣誉的“山头”
（如信息中心、客服部）

高自律性

高努力

高自律性低自律性 低自律性

低努力

注 ：  为纳什均衡状态

0，-3 0，-2-3，0 -2，0

3，-3 2，-20，3 1，1

通通公司违规违纪量化考核制度博弈矩阵调整示意图（二）

看重经济收入的“山头”
（如营运部、财务部）

管
理
层

强调宗族荣誉的“山头”
（如信息中心、客服部）

高自律性

高努力

高自律性低自律性 低自律性

低努力

注：  为纳什均衡状态，x 为宗族荣誉带来的收益，y 为经济惩罚造成的损失

0，-3+x 0，-2+2x-3，0-2y -2，0-y

3，-3+x 2，-2+2x0，3-2y 1，1-y

通通公司违规违纪量化考核制度博弈矩阵调整示意图（一）

看重经济收入的“山头”
（如营运部、财务部）

管
理
层

强调宗族荣誉的“山头”
（如信息中心、客服部）

高自律性

高努力

高自律性低自律性 低自律性

低努力

注 ：  为纳什均衡状态 ,x 为宗族荣誉带来的收益

0，-3+x 0，-2+x-3，0 -2，0

3，-3+x 2，-2+x0，3 1，1

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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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文 ：
莫迪，印度和世界

在莫迪的领导下，即将卸任的政府一直就外交政策问题进

行宣讲。莫迪是改革者，给印度经济带来了巨大变化，与其他

政府的早期规则相比，莫迪的政策更符合将印度打造成新型经

济体和区域内强大力量这一目标。

叶文
（Aravind Yelery）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高级研究员

从更广阔的全球格
局来看， 印度 在 未
来几十年具有很大
潜力，因为它承载了
其他经济体衰落后
对下一波崛起力量
的期待。

革需要纠正土地征用法，但这项法律一

直引起大多数全球投资者的争议。平衡

改革对各方的影响并确保印度成为投资

者的天堂，对印度政府来说并不简单。

土地改革不是唯一的例子，还有比如有

些政治敏感的劳动法草案被搁置一旁，

而这会阻碍工业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创造。

去年有一半的情况证明了政府如何因国

家（省）选举的批评和失败而遭到打击。

反对党可以使当地选民相信中央的颠覆

性议程，并因此导致地方选举失败。此

外，莫迪还面临着农业收入低迷的不满

情绪，以及对其政策是否创造了足够就

业机会的质疑。其他改革也至关重要，

但有时时机并不成熟。例如，为了结束

根深蒂固的腐败，莫迪想通过立即取消

全国 86% 的货币存量来废钞，他这一

举动将自己的声誉置于风险之中。这种

尝试是合乎逻辑的，但过于仓促。他确

实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一个转

型经济体，贸然行动对基于现金的供应

链和信贷体系来说是致命的，同时对尚

未恢复的中小型企业将造成破坏性影响。

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除黑钱，没

有推行更少依赖现金为基础的经济模式，

也没有加强税收的合规性。如果黑钱是

废钞的唯一理由，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政府追回存于外国银行的黑钱，这是莫

迪在 2014 年当选之前做出的承诺之一。

从更广阔的全球格局来看，印度在

未来几十年具有很大潜力，因为它承载

了其他经济体衰落后对下一波崛起力量

的期待。印度承载了国内和全球的期望，

即将卸任的政府确实在增加收入措施或

相关替代方案方面遇到了更为严峻的挑

战，难以实现其财政整顿目标。从这种

微观经济分析来看，莫迪没有完成他的

工作，他必须应对更严格的挑战。世界

正在更加迫切地期待着结果，并希望选

举结果不会使至今为止政府所做的工作

付之东流。

( 来源 ：《  国际金融报 》 )

在莫迪首个任期中，针对黑钱和腐

败的法案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是莫迪任

期内最突出的改革法案。此外，议会下

院也废除了 1400 多项过时的法律，对

于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改革

是一项手术，印度法律一直是改革的障

碍。在不同场合的演讲中，莫迪也谈到

了改革迫在眉睫，即使会给印度社会带

来部分不满。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改

革计划与投资者的支持关联紧密，因为

政府希望更多的私人投资者和国际投资

者认真对待印度的改革。印度作为一个

发展中国家，投资者只有看到了潜力才

会注入资本。2014 年的选举获胜让 BJP

（莫迪的执政党）推动改革朝着单一方向

前进，完全多数制政府意味着机遇和稳

定。此前由于政策执行不力，印度确实

在全球经历长期挫折，政府必须得到议

会的明确授权从而更好地进行工作。

但是，有一系列因素在影响莫迪政

府设定的未完成的目标，这也将引发全

球对他执政影响力的质疑。工资、土地、

劳动力和就业是影响他未来实现“莫迪

2.0”前景的四个因素。

莫迪迄今采取的政策将很有可能改

革印度经济。但参考上述四个因素，改

由此可以算出，x>0，y ≥ 3，即宗

族荣誉带来的收益要大于 0，经济奖惩

造成的损失要大于等于 3，就能使博弈

均衡转向（低努力，高自律）。这个条件

实现起来相对容易一些。

据此，可以进一步优化通通快递总

公司违规违纪量化考核制度的基本思路：

“各山头的违规违纪事件数量每月

递减，递减速度低于要求的，每低于

当月考核指标 1%，山头奖金总额增加

2%，每高于当月指标 1%，山头奖金总

额扣减 1%，以此类推。”同时还要再加

上宗族荣誉激励，“遵纪守法优秀的山头，

老板包戏班子到其村里唱大戏，以示荣

耀。”

也许有人会问 ：为什么要“奖二罚

一”？因为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经济惩

罚力度合理取值范围是 ：y ≥ 3，即违

规违纪事件发生率每高于考核指标 1%，

奖金总额扣减比例应大于等于 3%，而

模型中“罚 3%”与“奖 2%、罚 1%”

是等效的。

之所以采用后一种方案，乃是因为，

对于员工而言，“奖是意外之财、罚是剜

肉之痛”，奖罚不对等，奖高于罚，这样

的奖惩安排，员工心理上更容易接受一

些。

也许有人还问 ：为什么在经济奖惩

之外，年终还要对优秀“山头”予以精

神奖励？因为博弈分析表明，要使均衡

转向（低努力，高自律），x>0，即宗族

荣誉带来的收益须大于 0。

那么，是不是说，宗族荣誉越多越

好，经济惩罚越严越好？也即 x、y 可

以无限大？也不是。如何确保制度的控

制参量（如经济奖惩力度）不会超出合

理范围？如何确保博弈结构不会发生崩

盘？要解决这个问题，靠博弈论自身是

无能为力的，必须换个视角，把博弈各

方视为一个系统整体，用系统论的方法

来解决，譬如系统动力学分析。

Aravind Yelery: 
Narendra Modi, India, a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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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究其实质是异质文明的交
流。它体现人类寻求发展的本性，是驱
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新疆地貌环境在
古代丝绸之路扮演重要角色  

“新疆居亚欧大陆板块之腹心。亚欧大陆各处地质、地理

不同，物质、精神文明各异。交流既有需要，又有可能。”

王炳华教授在讲座开始首先指出，上至国家民族进程，下

至地区历史发展，都与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关系非常密

切。从亚欧大陆到北非，很早就是完整的板块，但由于地域广阔，

它们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居民文化都不一样，彼此有联系，但也

存在异质性。他说，所谓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就是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互相交流，是可以感受的物质存在。古代中国是东亚

的一小部分，秦汉时面积不大，而新疆地区比较广袤。华夏文

明要想跟欧亚大陆沟通，有三条路可以选 ：东、南是海，没掌

握季风的时候，走海路风险很大 ；北部是大戈壁，如果不清楚

水源位置，仅靠人马也不太可能穿过去。因此，从新疆往西虽

然也有不少困难，但还是择路前行的通途。因此丝绸之路途经

新疆，是由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

解释了新疆的地势之后，王炳华教授接着讲述新疆的考古

文明为什么具有此处独具、其它地区少有的优势。他强调说明，

环境的极限决定了相关社会生活的局限。水是新疆的关键，水

量的影响十分重要。因此，新疆地区的开发建设，首先一定要

搞清楚究竟能提供多少水，要综合考虑地表水和冰川水等，能

养多少人、种多少地和养多少牛羊。在人与环境的变化中，人

是受环境制约的。因此，包括丝绸之路在内的很多问题，不能

孤立地看，要与研究环境和沙漠地理的人深入交流，综合分析

新疆地区人和环境的发展。

新疆考古文物背后展示的贸易和文明交流  

“所谓‘丝绸之路’，究其实质就是异质文明的交流。它体现

人类寻求发展的本性，是驱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王炳华教授以多个例子说明上述观点。比如小河墓地发现了

光泽非常好的海菊贝，海洋水生生物学家分析发现，这种贝壳只

有南海和东海南部有，说明南海的生物四千年前已经通过交流一

步步到达该遗址。在公元前 1017 到 945 年的埃及古墓中，古埃

及法老的女佣身上的织物为丝，一般认为东亚地区最早存在丝制

品，说明丝绸已经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就已经传到了西边。

这些文物的发掘，说明在张骞出西域之前，亚欧大陆西部与

华夏大地已经存在不少经济文化的联系了，只是正史里没有明确

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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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ghua W
ang: 

The Ancient Silk Road ──
A View

point Based on Archaeological Studies in Xinjiang

    茫茫戈壁、皑皑雪山、楼兰

古城，新疆以其独特的异域风情

吸引着无数游客。然而对于考古

学家王炳华教授来说，新疆的地

理位置和环境风貌意味着其在古

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角色 ；这里

的考古发现告诉世人“异质文明

的交流体现人类寻求发展的本

性，是驱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2019 年 4 月 3 日，著名考

古学家王炳华教授做客北京大学

汇丰商学院“耦耕读书会”，带

来题为“从新疆考古看古代丝绸

之路”的精彩演讲。

王炳华
著名考古学家，1960 年从北大历史系

考古专业毕业后入职新疆考古研究所，

曾任研究员、所长。退休后任中国人

民大学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2018 年秋为北大文研院

特邀访问学者。毕生致力于新疆考古

暨西域文明研究。

王
炳
华
：

从
新
疆
考
古
看
古
代
丝
绸
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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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song Ba: A View on Alan Greenspan’s Career as U.S. Federal Reserve Chair

巴曙松 ：
青史凭谁定是非？（《格林斯潘传》译者序）

当年，林则徐在边城伊

犁送别老友时，写下了

“白头到此同休戚，青

史凭谁定是非？”的诗

句，有几分悲壮，也有

几分迷惑。确实，评价一个人、评价一

件事，往往时代不同、环境不同、角度

不同，得出的评价可能就会有巨大的差

异。我曾经参与过香港金融博物馆的中

文文稿的统筹工作，切身体会到评价人

和事的分寸把握之不易。

在实际金融市场运作中，如何评价

同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商业银行在

评估资产质量时，要求要经历完整的经

济周期起落的检验，这样才可以更为全

面地看到不同经济环境下、经济周期的

不同阶段资产组合的完整表现。我们在

评估一家基金经理是否优秀时，更强调

的不仅仅是短期一两年耀眼的明星业绩，而是可以持续地在不同市场条件下依然相对

平稳的寿星一样的表现。巴菲特在他五十多年的投资生涯中，保持了年化 19% 的收

益率，在 50 多年的复利增长驱动下，伯克希尔哈萨韦的净资产上涨了1.8 万倍。

如何评价格林斯潘，本身就经历了许多戏剧性的变化。回过头来看，离格林斯

潘卸任已经十多年，格林斯潘在任时如日中天的声望、金融风暴爆发之后对他的迁怒

与指责，都曾经在先后出现过。现在，应当可以相对客观与冷静地把格林斯潘放到更

宏大和长远的历史背景下来评价了。

2008 年，金融风暴发端于美国，迅速席卷全球，彼时距艾伦·格

林斯潘（Alan Greenspan）正式卸任美联储主席已有两年。在这场

金融风暴中，破裂的不仅仅是美国资产价格泡沫，还有格林斯潘在

任内的种种金融神话。一时之间，似乎在美国又掀起了一场批判格

林斯潘的潮流，大师还是谎言家，孰是孰非，一时间，格林斯潘成

了极具争议性的人物。

从1987 年到 2006 年，格林斯潘一直担任美联储主席，任期横跨 6 届美国总统。

在其声誉之巅，《财富》曾在 1996 年的美国大选前夕的一期封面上这样写道，“谁当

美国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格林斯潘当美联储主席就可以了”。2000 年，前参议院菲

尔· 格拉姆（Phil Gramm）称赞格林斯潘为“我们有史以来最棒的央行行长”。更有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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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张骞通西域 ：
朝廷经营的丝路贸易，亚、
欧文明发展步入新境

“公元前 2 世纪，张骞出使中亚，

李广利征大宛，公元前 60 年西汉设‘西

域都护’，新疆进入汉王朝版图。政治、

经济发生重大变化，丝绸之路步入新阶

段。”

中华和西域的联系自古有之，张骞

的出使加强并拓展了这种交流。张骞出

使西域意味着政府力量的介入，规模远

远高于之前的联系。新疆地域广阔，但

环境并不适合大量人居住。历史上，匈

奴曾经雄踞蒙古高原近 500 年，以霸凌

的态度统治过西域。但汉朝和匈奴不同，

汉王朝很受当地百姓拥护，出土的遗址

文物表明，汉王朝首先关注兴修灌溉渠

道，教当地人用牛犁耕地。对汉王朝而

言，在与外界交流的过程中，新疆成了

后勤供应处，贡献了大量的粮食、草料、

果蔬、饮水等生活物质。

通过屯田等措施把路径打通以后，

在买卖中互通有无，交流随之而来。所

以当时汉王朝的措施对开发丝绸之路、

促进交流贡献巨大。

差异与矛盾 ：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与利益碰撞  

“古代新疆居民种族多元、民族殊异，宗教、语言、文化复杂。彼

此碰撞、吸收、交融。公元 10-16 世纪，逐渐伊斯兰化，呈现全新局面。”

王炳华教授表示，新疆一直是种族多源，民族多样的地区，丝绸

之路关系到不同主体的利益交流，有时彼此追求不同，就会产生矛盾

和碰撞。此外，新疆的民族宗教问题，和历史关系很密切。通过丝绸

之路认识新疆在文化发展和宗教方面的变化，有助于思考和理解新疆

问题。

王炳华教授强调，对于新疆地区的研究，应当用多元化的包容心

态来看待。他提到了新疆地区丰富考古发掘，比如青铜时代的孔雀河

居民，就认为蛇与人类的生殖繁衍存在密切关联，南亚印度、西南亚

伊朗也曾存在过相关文化。埋葬的习惯非常顽固，新疆没有统一的民族，

所以存在多种埋葬方式。此外，他还提到了古代的小青铜工具，有七

道齿的梳子、三千多年前颜色保持完好的图案精美的刺绣和毛织品、

道教的符录和波斯国王的飘带等。“若是真正用心看新疆考古，可以完

全打开另外的世界，这个丰富的世界是现存文献中没有包括的”。

讲座最后，王炳华教授就新疆历史和考古问题与现场听众互动交

流。本次活动由北大汇丰 MBA 项目办公室主任毛娜老师主持。经济金

融网主编、北大汇丰商学院公关媒体办公室主任本力老师代表学院向

王炳华教授赠送纪念品，并表示感谢。 

本次讲座是“耦耕读书会”第 21 期、“腾讯·大家沙龙”第 93 期。“耦

耕读书会”由北大汇丰商学院 MBA 项目办公室、腾讯·大家、经济金

融网主办，旨在为商学院营造读书氛围，引导同学们主动读书、深入

思考。 

巴曙松教授等译著的《格林斯潘传》于 2019

年 1 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本

书借助丰富翔实的资料，还原了格林斯潘的

经济思想及其信仰的嬗变历程，再现了美国

经济发展史上的许多精彩场景，回顾了过去

40 多年美国的政策变迁。本文为巴曙松教授

所作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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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格林斯潘在 1926 年 3 月 6 日生

于纽约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的父亲是一

名股票经纪人，母亲在零售店工作。4

岁时，父母离异，他一直跟随母亲生活。

受母亲的爱好和当时音乐潮流的影响，

他在少年时代着迷于爵士乐。但是很快，格林斯潘意识

到自己在金融领域有更饱满的热情。他告别了乐队的伙伴，

进入纽约大学学习经济学，后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

在格林斯潘学习经济学之时，凯恩斯主义盛行，但

他对凯恩斯为政府开出的经济处方毫无兴趣。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是美国企业家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铁路、

钢铁和汽车行业的巨头是美国那个时代的英雄，也是格

林斯潘学生时代所崇拜的对象。格林斯潘相信，只有在

无限增长的环境下，经济才能充分发挥潜力。当时，弗里

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艾茵·兰德（Ayn 

Rand）等自由主义者都举起了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旗帜，

格林斯潘毅然成为他们坚定的支持者。

在凯恩斯主义的众多反对者中，格林斯潘也显得与

众不同。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非凯恩斯主义思想的主流

是 “芝加哥学派（the Chicago school）”的货币主义，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其中最有代表

性的倡导者。芝加哥学派尊重数据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

性，同时也强调理论于经济学中的地位。

与之相比，格林斯潘似乎从来没有将自己是局限于

某一特定的经济学派。格林斯潘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亚

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如同他的导师，格林斯潘

十分重视统计学：他们强调的是经济理论应当源于独具

慧眼的数据模型，并严格从属于经验性数据源头。

格林斯潘从数据研究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金融

市场在商业周期的发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59 年，

格林斯潘发表了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股票价格与资本评

估》（Stock price and Capital Evaluation） ，论述了资

本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并解释了股票价格对投

资和消费的影响。

相比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格林斯潘赋予了金融更

重大的意义。亚瑟·伯恩斯以及其他经济周期理论学者

将股票市场视为对经济状况的一个很好的预警 ；但格林

斯潘在他的文章里提出，股价“并不是对经济状况的预

报，而是经济活动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当时的经济学

家们也渐渐开始明白，货币才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根本原

因，而不是政府支出或生产中遇到的瓶颈。通过上述机制，

高股价会导致经济繁荣，而低股价会导致经济放缓。

悦读

者，“经济沙皇”和“美元总统”等赞誉也纷至沓来。

然而，剧烈的改变始于 2008 年金融危机。格林斯潘所奉

行的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人视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监管

不力，货币政策失当，一时间舆论批评十分激烈。《纽约时报》

把格林斯潘称为“泡沫先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

格曼就称格林斯潘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前央行行长”。

格林斯潘有句名言：“如果你们认为确切地理解了我讲话

的意思，那么，你们肯定是误解了我的意思。”而在 2008 年金

融危机后，他本人也确如他的讲话般充满争议，市场对他的也

有多样性的解读。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格林斯潘的美联储主席生涯呢？ 

2016 年，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历

时五年写作的传记《格林斯潘传》问世，为格林斯潘绘制了一

副生动的肖像画。

马拉比从格林斯潘的童年时光开始落笔，讲述他对共和党

政治的参与以及担任美联储主席的 18 年光阴，直到金融危机

后其个人名望的一度坍塌。同时，借助丰富翔实的资料，马拉

比还原了格林斯潘的经济思想及其信仰的嬗变历程，再现了美

国经济发展史上的许多精彩场景，读者还可以清晰地了解到过

去四十多年美国的政策变迁。

作者 ：赛巴斯蒂安·马拉比

译者 ：巴曙松、陈剑、张悦等

出版社 ：湛庐文化 / 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 年 1月

借助丰富翔实的资料，本书还原了格林斯潘的
经济思想及其信仰的嬗变历程，再现了美国经
济发展史上的许多精彩场景，读者还可以清晰
地了解到过去四十多年美国的政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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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后来也半开玩笑

地表示过，诺贝尔委员会应该将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的一半奖

金分给格林斯潘，以此来纪念他的这一观点。

五十年代初，格林斯潘通过第一任妻子结识了客观主义

运动领袖艾茵·兰德，并开始了他们持久的友谊。在兰

德的影响下，格林斯潘的经济思想在自由主义观念中找

到了归属。1966 年 7 月，格林斯潘在兰德的期刊《客观

主义者》上发表题为《论黄金和经济自由》的文章，极

力反对通货膨胀并捍卫金本位制度。虽然当时的美国经济欣欣向荣，格

林斯潘却预言美国将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两年后，昔日的乐队伙伴伦纳德·格尔曼（Leonard Garment）邀请

格林斯潘加入尼克松的竞选团队。格林斯潘把这称作是“计划之外的冒险”，

并由此开始转身步入公共领域和政治生涯。

尽管格林斯潘对 1968 年竞选的积极影响相当大，但在尼克松执政

的六年里，尼克松总统远离了格林斯潘和他秉持的自由主义思想，甚至

以更为激进的姿态实施了工资和价格管制，更没有在意格林斯潘关于通

货膨胀的悲观警示和预言。

1974 年，格林斯潘的预言终于应验，尼克松的继任者杰拉尔德·福

特（Gerald Ford）任命格林斯潘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但从实

际政策决策看，福特实际上也并不十分了解货币政策实际上是导致通货

膨胀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如同他的前任尼克松，福特也与格林斯潘背道

而驰。

1981 年，深受米尔顿·弗里德曼影响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当选为总统。同为自由市场的支持者，里根看起来似乎是格

林斯潘的天然盟友。格林斯潘开始担任全国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主席，

1987 年 8 月，保罗·沃尔克辞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格林斯潘被

里根任命为继任者，并开始了长达 18 年 5 个月 20 天的任期。

甫一上任，格林斯潘就遭遇了著名的“黑色星期一”。1987 年 10 月

19 日，道琼斯指数在开盘后 3 个小时内，狂跌 508.32 点，美国金融

市场一时间风声鹤唳，美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1/8、股市市值当时约

5000 多亿美元一下子灰飞烟灭。《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了这样一幅漫

画：一头公牛倒地而毙，手持利剑的斗牛士

百思不得其解 ：“正炒得起劲，怎么突然就死

了呢？”

经过一整夜的思考，格林斯潘做了也许

是他一生中难忘的决定——命令联储在星期

二交易开始前 50 分钟发表如下的简要声明：

“作为这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联储遵从自己的

责任，今天重申它时刻准备着发挥其清偿来

源的作用和功能，以支撑美国经济和金融系

统。”联储暂时放弃信借贷紧缩政策，倾其

所能向银行系统“紧急输血”，以确保银行信

誉，防止金融崩溃。在 10 月 20 日和 21日短

短两天内，市场恢复了在 10 月 19 日亏损中

的 57％。正如《福布斯》所描绘的那样，“这

是格林斯潘最辉煌的一刻，他高举起喇叭，

告诉银行把钱借给华尔街，然后降低短期利

率，而长期利率也随之下降”。

1989 年至 1992 年，美国经济遭遇信

用危机，格林斯潘果断地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支持了美国的经济复苏 ；在 1990 年到 1991

年间，海湾战争造成石油价格猛涨，为维

护国家金融稳定，格林斯潘不顾布什总统的

反对，毅然实行收紧银根政策 ；1992 年到

1995 年，面对正值增长状态良好的美国经济，

格林斯潘 7 次提高储蓄利率，从 1992 年 7

月的 3% 的最低点调至 1995 年 2 月 1 日的

5.25% 的最高点，以图扼制美国的通货膨胀，

增强经济后劲，被视为是为克林顿总统就任

后维护了长达八年的美国景气周期； 1997 年，

亚洲陷入经济危机， 1998 年危机扩散到拉

美，深化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格林斯潘果

断地在 10 周内连续三次减息，创造了美国历

史上最快的减息速度，及时的行动稳定了世

界经济和全球股市。

2001 年，股市网络股泡沫破裂，恐怖

分子袭击美国本土 ；格林斯潘又开始急速减

息──短短一年间由 6.5% 减至 1.75%，帮

助危机之中的小布什总统刺激经济。

纵观格林斯潘就任时期的美国和全球经

济运行，在格林斯潘上任 18 年之间，美国只

出现过两次轻微的经济衰退，却出现了历史

上最长的增长期，还在克林顿时代一度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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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所谓“零通胀型”经济的奇迹。美国经济

平均每年增长 3% 左右，平均失业率仅徘徊

在 5.5%。

在市场看来，格林斯潘似乎总是独具慧

眼，在阻击通货膨胀和刺激经济增长两者之

间优雅地走着钢丝。他在任期间，一度被视

为是成功指挥着美国经济巨轮驶过了暗礁丛

生的 80 年代，使美国在 90 年代经历了前所

未有的经济繁荣。

当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

也试图在本书中以相对客观

的态度看待笔下的格林斯

潘。本书并无对格林斯潘

连篇累牍的赞扬，更多的

是对格林斯潘得失的总结和反思。他研究和

梳理了格林斯潘所处时代的复杂性，并对格

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部分决策做出了不

少的批评。

例如，在他看来，格林斯潘未能将注意

力从通胀转向金融的脆弱性，是其作为美联

储主席犯下的最重要的错误。

马拉比认为，在设定利率时，央行应该

考虑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而不仅仅是价格

稳定。通过整理格林斯潘早期的写作、演讲

以及格林斯潘在任时美联储的会议记录，马

拉比认为格林斯潘长期以来对资产泡沫并非

没有深入的见解。

这证明了格林斯潘是一位知道金融稳定

重要性的联储主席，但他却没有对他的所知

采取实质性的行动。

马拉比说：“格林斯潘任期内的悲剧就

是将自己对金融的担忧贯彻得还不够……格

林斯潘性格特质的组合——一方面是睿智

的诚实，另一方面却是不愿采取强有力的行

动——定义了其担任公职期间的所作作为，

也导致了金融危机悲剧的发生。”

马拉比为我们绘制了一幅格林斯潘的肖

像画，这幅肖像画具体生动，又充满了复杂

的矛盾。在这幅肖像画中，年轻的格林斯潘

和年长的格林斯潘似乎总有不同的选择。

年轻的他认为美联储的成立是历史性的

灾难，之后却成为美联储任期最长的掌舵者 ；年轻的他信奉金本位制，之

后却成为了权衡性货币政策最重要的倡导者 ；年轻的他相信自由市场，之

后却又积极参与对破产机构和遭受危机国家的援助。正如约翰·斯图尔特

·密尔所言：“我们每个人在每一个年龄段都会有很多想法，当时都会觉得

无比正确，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现之前的想法岂止是错误，简直是荒

谬。”

格林斯潘是一位“知者”——知道事实，知道如何去分析，并最终知

道了央行必须要面对资产泡沫；他也是一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的“知者”，

作为美联储主席，他也不得不狡黠地承认：“‘我们真的不知道’货币体系是

如何运作的。”

《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曾对此书评

论道，“也许我们能从格林斯潘身上学到的最重要一课就是——了解导致货

币及金融不稳定的力量何其强大。而即使教训如此惨痛，同样的错误再次

发生也许只是时间问题。”

在格林斯潘任内，我曾经到过美联储总部，美联储的工作人员当时说，

格林斯潘不仅在美国广受关注，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知名度也出乎他们

意料的大，格林斯潘一出现，受关注的程度似乎不亚于摇滚明星出场。

观今宜鉴古，在中国金融市场蓬勃发展又迅速变革的重要时期，谨以

此译作与一度也十分关注格林斯潘的读者分享。

PHBS 北大汇丰    悦读

 本书作者描绘的格林斯潘具体生动，又充满了复杂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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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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EMBA招生信息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MBA招生信息

报名方式 ：在线报名

获取更多资讯可扫码关注

更多招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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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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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EDP招生信息

咨询热线 ：0755-26039928

全日制硕士（MA）

咨询热线 ：40018-40118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EMBA）

咨询热线 ：40077-20111

高层管理培训（EDP）

咨询热线 ：0755-26032001

工商管理硕士（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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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双语授课）一个班 20 人，

非全日制（中文授课）两个班共 100 人。

全日制 MBA ：中英双语授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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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申请系统 ：http://mbaapply.phbs.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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