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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ief
简
讯

1 北大汇丰 2020 级
EMBA 开学典礼隆重举行

启程 20，续写新篇。6 月 18 日，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2020 级
EMBA 开学典礼隆重举行。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
商学院院长海闻，副院长李志义、欧阳良宜等学院领导、教师代表、同
学会代表、首届班校友代表、在校生代表，以及 2020 级 EMBA 新生
出席了开学典礼。典礼由 2020 级学生唐波与 2020 级班主任李婷主持。

2 任颋教授出席英中贸易协会“英中商业周”在线论坛并发表演讲
6 月 17 日，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院长
任颋教授应邀出席英中贸易协会（ChinaBritish Business Council）
“英中商业周”
（UKChina Business Week 2020）在线论坛，
并发表题为“区域动力 ：影响大湾区人才吸
引力的最新经济驱动力和政策是什么”的主
旨演讲。本次论坛主题为“中国的区域动力：
国际毕业生的新机遇”, 吸引了英中贸易协会
会员企业代表及中英两国工商及教育界人士
在线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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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大汇丰举办“经济波动与增长”线上研讨会
6 月 13 日，由北京大学汇
丰商学院主办的“经济波动与
增 长 ” 线 上 研 讨 会 成 功 举 行。
本次研讨会聚焦“新冠疫情的
宏观影响及政策应对”，来自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
经大学等国内一流高校的 150
余位学者、学生参会。研讨会
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
理学院副教授许志伟主持。北
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院长王鹏
飞教授作总结发言。

4 《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报告》《粤港澳大湾
区绿色金融发展报告》相继发布
5 月，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出品、汇丰中国特别
呈现的《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报告 ：聚焦企业创新影响力》
发布。报告以上市企业、民营企业制造业 500 强、制造

扫码阅读报告全文

业企业 500 强中的 2534 家企业为样本，进行多项评估
维度，全方位展现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
助力中国经济转型“蜕变”。海闻院长为报告作序，巴曙
松教授、陈玮教授、肖耿教授作精彩点评。报告由北大
汇丰商学院副院长任颋、博士后研究员魏建漳、刘学民、
庞立君执笔撰写。
6 月，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出品、汇丰中国特别
呈现的《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发展报告》发布，首次
对大湾区的绿色金融政策、区内城市的相关布局和定位
以及绿色金融产品的发展状况等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报
告指出，依托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凭借自身产业升级
和金融产业优势，大湾区有望成为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的
中坚力量。报告主持人为北大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教授，
北大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巴曙松教授，北大汇丰商
学院黄海峰教授。

扫码阅读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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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巴曙松教授入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
6 月 11 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中心
发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 ：
基于中文学术成果的评价（2020 版）》，北京大学
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
融学教授、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教
授入选“经济学一级学科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
（2020 版）”，同时入选“经济学二级学科 - 金融
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2020 版）”。

6 2020 北大汇丰—剑桥嘉治全球创新创业大
赛正式启动
6 月 11 日，北大汇丰—剑桥嘉治全球创新创业大赛首期“医
疗健康”领域线上路演成功举办。大赛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与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联合主办，旨在架起全球优质项目与产
业、资本的桥梁，立足湾区，放眼世界，促进各领域科技创新
和企业创业。2020 年 6 月起，大赛将轮动关注医疗健康、高
龄产业、新农业与新农人、金融科技、新消费等多个行业主题。
总决赛和大型年终创业盛典将于 2021 年春季在北京大学汇丰
商学院线下举办。

7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与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签署合作协议
5 月 22 日，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与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签署《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与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本着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双赢、共同发展”的原
则，建立深度、务实、有效的合作关系，在教育培训、
人才培养、理论研究等方面开展广泛合作交流，共
同推进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学
院领导海闻、李志义、欧阳良宜，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领导龙光伟、张谦、黄志坚等出席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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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北大汇丰·深圳湾创业指数 2019 年度
报告》发布
自 2018 年起，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企业发展研究所组
织对环深圳湾地区创业生态环境开展了持续性调研。2019
年，研究团队继续选取环深圳湾地区的 2000 余家（次）创
业企业，通过月度问卷、深度访谈等方式展开追踪调研，获
取创业者对当前创业环境的直观感受和评价，并据此编制
扫码阅读报告全文

和公开发布《北大汇丰·深圳湾创业指数 2019 年度报告》。
本报告是对 2019 年深圳湾地区创业环境评价指数的总结，
旨在为政府部门、投资机构以及创业者提供决策参考。

9 北大汇丰、深创投联合发布“通过 REITs 市场建设促进粤
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系列报告”
为深入分析 REITs 在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资源共享和产业融合方
面的重要作用，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企业发展研究所与深创投不动产基金管理（深圳）
有限公司强强联合自 2019 年下半年开始共同打造“通过 REITs 市场建设促进粤港

扫码阅读《粤港澳大湾区不
动产市场研究（2020）》摘要

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系列报告”
。目前已经发布两篇。其中，
《粤港澳大湾区不动产市场
研究（2020）
》报告从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园区、租赁住房、办公物业、零售物业等
不动产细分市场入手，对粤港澳大湾区内可作为 REITs 投资对象的不动产类型进行
了系统梳理。
《大力发展公募 REITs 市场正当其时》则回顾了部分国家和地区 REITs
推出的历史背景，并分析了现阶段我国推出公募 REITs 的重要意义。
扫码阅读《大力发展公募
REITs 市场正当其时》全文

10 北大汇丰英国校区切实保障师生
学习生活
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北京大学汇丰商学
院英国校区全面落实学校防疫要求和英国政府防
疫政策。当地时间 3 月 28 日，学院组织了线上
班会。海闻院长通过视频与在英同学沟通交流，
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4 月 5 日，校区组织
学生在校区内开展了户外放松活动，帮助学生调
节身心，积极防疫。相关举措及时有效，切实保
障了校区师生的学习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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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 日毕业典礼合影（MA 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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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汇丰 2020 年毕业典礼隆重举行
撰文 / 木南 图片 / 谢凤、陈洁银

凤凰花开季，旭日初升时。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2020 年毕业典礼是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举行的。因此，学院在严格落实北京大学和深圳市各项防控
要求的前提下，精心准备，妥善安排，将典礼分为了 6 月 3 日的 MA 专场和 6 日的
EMBA-MBA 专场。500 余位北大汇丰学子在喜迎人生新篇章的同时，更收获了
一份别具历史感的青春回忆。

7

PHBS 北大汇丰

封面故事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

一条记忆的河，流进了现场每个人的心田。

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等学院领导、40 余

全场齐声高唱的国歌和《燕园情》旋

位导师与 MA 和 EMBA、MBA 全体毕业生

律激昂，让人们深切地体会到了音符背后

出席了毕业典礼。学院兼职教授、中央电

蕴藏的民族气概与北大精神。

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因疫情无法到场，但他
通过视频方式为毕业生送上了毕业寄语。
今年，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共有 319
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包括 30 名国际学
生）
、139 名 MBA 学生和 102 名 EMBA 学
生完成学业，顺利毕业。其中，全日制硕士

来 自 2017 级 金 融 专 业 的 张 知 微、
Jackson Alfredo Collantes Huacon，来
自 EMBA18 班 的 黄 端 权 和 来 自 2018 级
MBA 在职班的金赫明代表毕业生发言。
张知微回顾了在北大汇丰求学的难忘
瞬间，她认为，毕业既是终点，也是起点。

研究生在今年极其困难的经济情况下实现

“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奉

了 95.4% 的初次就业率。这一数据远远超

献。
”当今的世界格局下，蓬勃发展的中国

过了同类院校的水平。这充分证明了北大

巨龙，需要我们青年一辈添砖加瓦、用心

汇丰多年来注重理论功底、坚持教学质量、

维护，而我们，也将不辱时代使命，不负人

强调理想责任的重要性。

民期望！

在领导、导师和各项目、专业旗帜入

来自厄瓜 多尔的 Jackson Alfredo

场之后，大荧幕播放了毕业纪念片。两三

Collantes Huacon 说，当今的世界是一个

年时光流淌，千万个动人点滴，共同汇成了

地球村。在这个村子里，我们每个人踏上自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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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道路的同时，都有责任成为积极变化
的推动者。我们的旅程在北大汇丰交织在

李荻教授代表全体导师发言。他指出，

一起，在这里，我们为达到新的高度做好

怎么把个人的发展融入并推动这个时代的

了准备。

发展，是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需要认真思

“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
。

考并完成的历史考题。他鼓励毕业生把眼

黄端权认为，历经风霜，能回归校园的宁静，

前的困难当作前进路上的磨刀石。所谓“工

实乃人生最美的幸事。他期待运用从这里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在经受过眼前困

收获的智慧和经验，努力为国家、为社会、

难考验之后，同学们将来一定能够取得更

为地区经济做出更好的表率和有益的贡献，

大的成就。

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创造更大的社会价
值。

10

年华相遇。

“面对这样的一个特殊的 2020 年的
年份，恐怕我们要有一点历史耐心和历史

金赫明说，从我们踏进校园的那一刻

的定力。
”白岩松教授曾多次来学院为同学

起，
“北大汇丰”这个名字就深深烙印在我

们讲座。这次，他在视频中与毕业生们分

们的心里。同行的人比要去的地方更重要。

享了三句话 ：第一，当未来变得不确定的

感恩这个时代，让我们能够在余生最好的

时候，唯一能确定的是你应该让自己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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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闻院长逐一为毕业生拔穗
领导和嘉宾为优秀毕业生颁发荣誉证书
毕业生用感人的 “快闪” 环节向师长和同窗告别
海闻院长为毕业生赠画

03

04

更强，你只要把自己变得更强了，就可以

非永恒，但确实是我们需要勇气和智慧来

应对很多的不确定 ；第二，不要总是我要，

面对的现实。

而是让别人要你 ；第三，一定要对前方葆有

他重点阐释了人们在面对疫情、灾难、

好奇，葆有乐观。他表示，在深圳特区成

困难、挑战时，期盼阳光的原因 ：因为阳

立 40 周年的年份，在前方突然变得不确定

光象征着光明。作为肩负民族振兴和社会

的年份，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在未来工作的

进步重任的北大人，无论何时何地，无论

这 40 年时间里头，也能取得像特区这 40

从事何种职业，我们都不要忘了北大的文

年取得的那么大的改变，同时乐观好奇地

化和传统，都要为光明而奋斗 ；因为阳光

去看待前方。

饱含着温暖。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

海闻院长在讲话中强调，今年的毕业

要坚信人民的力量，坚信温暖的力量，不

典礼是在一个非常特殊且令人难忘的时期

畏艰难，不言放弃，发挥各自的优势，继

举行的。如果说，去年学生毕业时面对的

续推动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进程 ；因为阳

还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那么今年的毕业

光给予了能量。这种巨大的持续的能量必

生将要面对的是一个世界经济衰退和国际

定来自于高远的目标和无私的理想。唯有

政治对立的确定局面。当然，这种状况并

如此，才能不为眼前的不顺而焦虑，不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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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的挫折而放弃 ；因为阳光预示了希望。

01

无论黑夜如何漫长，无论阴云如何密布，
黑夜终会过去，阴霾必将散去，阳光终将
普照大地。
作为临别赠言，海闻院长希望每一位
2020 届毕业生“心中永 远 要 有个太阳”
，
永远充满温暖和力量，努力奋斗，乐观向上，
用智慧和勇气驱散迷雾，为世界带来阳光！
每年的典礼上，海闻院长都会为毕业
生送上风格不同又寓意深远的“毕业礼物”
，
于今已经是第 16 年。今年的主题是“心中
永远要有个太阳”
。旭日东升，光芒万丈。
他用自己创作的第一幅油画表达了对全体
2020 届毕业生的嘱托与厚望。
副院长朱家祥、欧阳良宜宣读了《北
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关于表彰 2020 届优秀
毕业生的决定》：推荐颜科帆等 45 名同学
获得“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授
予黄端权等 16 名同学“北京大学汇丰商学
院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各位领导和导
师为优秀毕业生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现

02

场师生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
最后，在欢快的乐曲声中，在所有导
师的注视下，毕业生们依次走上台，接受
海闻院长拨穗。
《 歌 唱 祖 国》 响 起，2020 年 毕业 典
礼圆满落幕。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祝愿
2020 届毕业生在新的人生征程上不惧荆
棘，且争朝夕，不忘韶华凌云志，永葆少年
济世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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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6 月 6 日毕业典礼合影（EMBA-MBA 专场）
02 全体教职员工欢送毕业生
03、04、05 师生、同学合影留念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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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闻 ：
“心中永远要有个太阳”
亲爱的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各位朋友 ：
大家下午好！今天是一个值得在座各位
永远铭记的日子。我们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时

2020 年 6 月 3 日和 6 日，北京大学汇
丰商学院 2020 年毕业典礼隆重举行。北京
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
院院长海闻教授发表了立意深远的讲话。他
指出，面对疫情、灾难、困难、挑战，希望
同学们“心中永远要有个太阳”，永远充满温
暖和力量，努力奋斗，乐观向上，用智慧和
勇气驱散迷雾，为世界带来阳光！

期，克服各种困难，相聚在这里，举行了一
场独特的毕业典礼。
首先，我要代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
全体教师和员工祝贺 319 名全日制硕士研究
生（包括 30 名国际学生）、139 名 M B A 学
生和 102 名 EM B A 学生完成学业，顺利毕
业！我要向哺育他们成长的父母和陪伴他们
学习的亲友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敬意！
同时，我也代表学校和学院，向兢兢业业、
尽心竭力为学生传道授业的教师和员工们致
以衷心的感谢！在此，我还要特别祝贺我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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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负增长，也
给全球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近百年来最严重的冲击。与此同
时，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干扰，中美关系的恶化和经济上的逐
渐脱钩，整个世界正在出现严重的分化和对立。如果说，去
年学生毕业时面对的还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那么今年的毕业
生将要面对的是一个世界经济衰退和国际政治对立的确定局
面。当然，这种状况并非永恒，但确实是我们需要勇气和智
慧来面对的现实。
面对疫情，面对灾难，面对困难，面对挑战，一首由全
球各地的北大汇丰学子通过网络录制的歌声给大家带来了温
暖、勇气和希望。同学们写道 ：“虽疫情千里相隔无法相见，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在今 年极其困难的经济

但我们还有歌声传递力量 , 环球同凉热，四海共冬春 . . . . . 希

情况下实现了 95.4% 的初次就业率！这一

望全球的人们，都能够早日迎回阳光。”

数据远远超过了同类院校的水平。这充分证
明了北大汇丰多年来注重理论功底、坚持教
学质量、强调理想责任的重要性。

面对疫情，面对灾难，面对困难，面对挑战，我们为什
么期盼阳光？
我们期盼阳光，因为阳光象征着光明。人们通常把公平、

每年这个时 刻，我们都会隆重 地 相聚

正义、民主、自由、和平、进步、健康、幸福等视为“光明”，

在一起，祝贺同学们经过努力，完成了研究

把歧视、邪恶、专制、奴役、战争、倒退、瘟疫、苦难等视为“黑暗”。

生阶段的学习，获得了硕士学位。过去的两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战胜黑暗，争取光明的过程。不管

三年，对大多数同学来说，是人生中的最后

困难有多大，前景有多暗淡，我们通过不断改革来追求光明的

一次校园生活，也是最后一次能够心无旁骛、

目标不能改变，我们通过更大开放来实现世界和平和进步的

专心致志、系统学习、潜心钻研的机会。对

努力不能放弃。作为肩负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重任的北大人，

于全日制学生来说，毕业典礼是一条分割线，

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我们都不要忘了北大的

跨过它，你们将正式起航，步入人生的新阶

文化和传统，都要为光明而奋斗。

段。对在职学生来说，毕业典礼也是一条新

我们期盼阳光，因为阳光饱含着温暖。万物生长，靠的

的起跑线，跨过它，意味着你们的人生中取

是太阳带来的温暖。人的成长，同样离不开亲人和朋友给予

得了新成就，开始了新征程。

的温暖。人世间，温暖是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爱护。在遇到困

因此，每 一年的毕业典 礼，对大 家 来

难和挑战时，我们更需要人们之间，国家之间的互勉和互助。

说都非常重要，既是完成学业的庄严仪式，
也是同学们离别学校前的最后一课。许多在
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成为了催人奋进的感人
诗篇和经久不衰的至理名言。在今天的毕业
典礼上，作为院长，我代表学院，祝贺大家，
欢 送大 家，在各 位 踏上 新的征程 之际，送
上我的临别赠言。
众 所周知，今年的毕业典 礼是在一 个
非常特殊且令人难忘的时期举行的。我们刚
刚经历了共和国 70 年来最严重的疫情，几
个月时间的封闭隔离，至今没有完全恢复正
常。我们的毕业典礼上需要戴着口罩，保持
距离。新 冠病 毒仍在全 球 肆虐，累计 600
多万人确诊，近 40 万人死亡。疫情不仅 严

在此，我还要特别祝贺我们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在今年极其困难的经济情况下实
现了 95.4% 的初次就业率！这一数据远
远超过了同类院校的水平。这充分证明
了北大汇丰多年来注重理论功底、坚持
教学质量、强调理想责任的重要性。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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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临别赠言，我希望你们“心中永
远要有个太阳”，永远充满温暖和力
量，努力奋斗，乐观向上，用智慧和
勇气驱散迷雾，为世界带来阳光！

我们期盼阳光，因为阳光预示了希望。
无论黑夜如何漫长，无论阴云如何密布，黑
夜终会过去，阴霾必将散去，阳光终将普照
大地。正如歌中所唱，
“阳光总在风雨后，乌
云上有晴空。”阳光的心态和乐观的境界是
战胜困难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在学院创建
初期的晚会上，面对质疑和迷茫，我朗诵了
食指作于 1968 年的诗《相信未来》：
“当蜘
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
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
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我

我们不仅要感恩别人给我们的帮助，更要在别人有困难时无

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掌那

私无怨地给予帮助。用温暖去战胜寒冷，用温暖去消除偏见，

托起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支温暖漂亮

用温暖去抵御邪恶，用温暖去推动合作。温暖并不意味软弱，

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 ：相信未来。”

冰冷也不代表强大。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要坚信人民

同学们， 三年或两年前的 秋 天， 你们

的力量，坚信温暖的力量，不畏艰难，不言放弃，发挥各自

怀揣理想，充满激情，从各国各地来到南国

的优势，继续推动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进程。

燕园，在北大汇丰商学院刻苦学习，经受磨

我们期盼阳光，因为阳光给予了能量。太阳无时无刻不

练，书写了人生的新篇章。而今天，你们就

在给地球输送能量，以孕育世间万物的生长。无论是战胜困

要告别北大校园，开启人生的新征途。突如

难，还是实现理想，都需要有足够的永不枯竭的能量。人的

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很多人的生活，也让你们

一生不会一帆风顺，事业的发展不会没有挫折，民族振兴的

一出校门就要面对一个杂乱纷争，充满挑战

道路上也一定不会平坦。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如何坚定信心，

的世界。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你们是“早

勇往直前，锲而不舍，百折不挠，需要足够的能量。这种巨大

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充满希望！

的持续的能量必定来自于高远的目标和无私的理想。唯有如

作为临别赠言，我希望你们“心中永远要有

此，才能不为眼前的不顺而焦虑，不为一时的挫折而放弃。没

个太阳”，永远充满温暖和力量，努力奋斗，

有理想和目标，就会缺乏持续的能量和动力，人生终究走不

乐观向上，用智慧和勇气驱散迷雾，为世界

了太远，用现在流行的话说，
“在电视剧里都活不过三集”。

带来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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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 ：
与北大汇丰同学分享三句话

毕业典礼上，学院兼职教授、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白岩松通过精心录制的视频送来了祝福。他分享了三
句话，并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在未来工作的 40 年时间中，
也能取得像深圳这 40 年取得的那么大的改变，同时
乐观、好奇地去看待前方。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同学们 ：

但是中间它毕竟是正常的。因此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恐怕要

大家毕业快乐！虽然我知道在 2020 年

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进程中去看待问题。就像大家在深圳生活

说出“毕业快乐”这 4 个字其实不容易，跟

了好几年的时间，其实今年对深圳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年

其他年份毕业的同学比起来，你们的毕业季

份 ：今年是深圳特区 40 周年。大家可以想象 40 年前深圳是什

恐怕更加难忘。对此我也有体会，因为今年

么样的？深圳教会了全体中国人念，
不是
“深 chuan”而是
“zhen”，

我儿子大学毕业，有一天他很悲伤地告诉我，

大家认识了这个字，而那个时候（深圳）基本上就是一个大的

他接到通知了，他们的毕业典礼取消了，对

工地。但是现在深圳的 GDP 可能都已经超过了广州，也超过

于他和他的很多同学来说，一个非常有仪式

了香港，谁能想到这一切都发生 40 年中，所以每一个毕业的

感的毕业典礼，其实期待已久，但是这样一

学生也要有一种历史感，你也可以放眼未来的 40 年，我知道

场蔓延全球的疫情，使他们期待落空，毕业

今年毕业的相当多的同学可能在 20 多岁，未来这 40 年可能

典礼取消了。

是你生命中最有活力、最有内容、最需要去打拼，也是最丰富

我冲他淡淡地一乐，我说真巧了。我在
大学毕业的时候，也没有一个正规的毕业典

的 40 年。
你回头去看深圳这 40 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你在面

礼。你看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毕业典礼没有，

对未来自己人生中的 40 年的时候，应该是怎样的一种情感？

你大学毕业的时候毕业典礼也没有，这像是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共和国出生 1949 年他属牛，他就

一个带点家族遗传的记忆。但是这可能不是

真有牛的这种品性 ；中国改革开放在 1978 年，那一年是农历

好消息，但是好消息是在咱们两个之间的这

的马年，所以改革开放属马，你会发现它是一匹奔腾的马。那

些年，所有大学的毕业典礼不都还在正常举

么深圳特区属猴，因为它是 1980 年诞生的，它就具有 72 变

行嘛。所以我觉得面对这样的一 个 特殊的

的一个特质。但不管怎么变，你应该葆有你的核心力量，才能

2020 年的年份，恐怕我们要有一点历史耐

越变越好。

心和历史的定力。
虽然看似我们父子俩毕业典礼都没有，

我想每一个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毕业生，你毕竟在属
猴的城市中生活了好几年，你未来人生的 40 年是否也能拥有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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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变化的能力，那么你的核心力量又
是什么？什么是不该变的，而什么是该
变的？
我觉得可能有三句话可以跟大家分
享，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疫情蔓延的年份。
第一 句话就 是当未 来 变得 不确定

接下来是一个走之儿。如何把智慧跟行动的能力结合在一起，
所谓“知行合一”，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浓缩，浓缩在
“道”这个字当中。你也要问自己，你是否拥有足够的智慧，另
外你的行动能力是否很强？反正我给我的研究生始终在说 4 句
话，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想要改变必须行动。而其实如果要想
行动，还必须有很强的行动能力。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

的时候，唯一能确定的是你应该让自己

我都希望毕业了的同学拥有终身学习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不仅

变得更 强，你 只 要 把自己变得更强了，

仅只去了解很多碎片化的知识，满足于我知道，而一定要去探

就可以应对很多的不确定。的确这一场

寻为什么，知道背后该是什么样的一些东西，也就是“知其然，

疫情使大家 ( 原本 ) 想象我将来毕业典

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礼是什么样，然后年底我要去哪去旅行

第二点，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强，想

等等计划都发生了改变。一切在这个世

要自己拥有更多的智慧。除了刚才提到终身学习能力之外，应

界的面前突然开始变得不确定，我们怎

该爱读书。虽然现在好像四处都在提全民阅读等概念，但是不

么去应对这种不确定。我始终在想，那

幸的是，你要去研究相关数据的话，会去发现过去这些年里，

可能就要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

中国人平均每年读的纸质书就是 4 本多一点，这个数字没发生

其实在未来的这 40 年中，你可能

多大的改变，所以这是一个挺让人悲伤的事情。古人说“行万

也会遇到很多不确定的事件，没人知道

里路，读万卷书”，我觉得现在可能“读万卷书”更是“行万里

这 40 年是什么样的，就像我们回头的

路”的一种方式。尤其在疫情时期，要“行万里路”还是挺难的，

时候 知道了，深圳经 过 40 年变 成了今

但是读书不就是行万里路吗？

天这个样子，但是处在每一个节点的时

还有很多人说读书有用吗？我觉得读书可能不会改变你的

候，大家向前方看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确

多少命运，但是他会让命运走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能用最好

定。因此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里头，一

的方式去面对命运，不管是悲伤的还是喜悦的。读书读多了的

定要确定让自己变得更强。

人，总是可以更好地去面对未来的人生岁月和很多的变化。

其中有两点比较重要，第一点就是

另外还有中国人常说一句话叫“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

在目前资讯泛滥和手机碎片化的时代中，

也许读书不会帮很多人立即“拿得起”，但却可以帮你在漫长

知识已经越来越是一个标配，而不是像

的人生道路中“放得下”“想得开”，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说的知识力量能产生多大变革的东

因此读书，尤其是读浓缩了人类智慧精华的很多好书，可以帮

西。现在大 家想想，你手只要足够快，

自己快速成长，我觉得这不应该成为只是求学中的一种被动的

你想知道什么都可以迅速找到答案，因

事儿，而应该成为自己人生路程中非常主动的一种习惯。这是

此知识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标配。但

第一句话，在面对不确定时代里头，一定要让自己确定的事情

是智慧不一样，尤其在智慧统领下的这

是你要变得更强，你再可以去应对很多。

种行动能力更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每

那么第二句话想要说的是什么呢？不要总是我要，而是

一个人要在毕业的时候问问自己，我是
否拥有了更多更大的智慧。另外在它的
这种指导之下，我的行动能力是否变得
非常强？
回到中国老祖宗的智慧中，有一个
字叫“道”，中国的很多大的词儿都与这
个字儿有关，比如“道路”“道理”等等，
这个道你看它怎么写？首先写一个“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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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别人要你。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要成
为被别人需要的，要成为被社会和行业
需要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大家可以想象在过去这几个月抗疫
期间，所有的驰援湖北的医护工作者和
湖北本身的医护工作者，在我们的心目

有的人对前方是悲观的，疫情时代可能
更是如此，但 是悲 观不会帮上你任 何
忙，因此你一定要用乐观去面对前方，
我觉得这一点是极其重要。

中具有英雄的品性，我们都在夸赞他们。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真的是被人们
需要，关键时刻他能帮到所有的人。所
以我觉得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未来也
好，什么样的人在社会上是最受欢迎的
呢？一定是被别人需要的人。但是有的

路的前方，我依然看得到野百合花的影子”。其实他是用这样

时候，很多年轻人总是在强调“我要”
“我

的一个文字来形容，即便我岁数很大了，我依然好奇并乐观于

想去你这个单位工作”
“我要什么”等等，

前方，依然会有理想性的东西支撑着我。我想对于今天要走出

但是换一下角度去想，人家为什么要你，

大学校门的年轻人来说，一定要对未来葆有好奇，同时葆有乐

一定你具有不可替代性，一定你是别人

观。有的人对前方是悲观的，疫情时代可能更是如此，但是悲

需要的人。

观不会帮上你任何忙，因此你一定要用乐观去面对前方，我觉

我们是否拥有这方面的能力呢？我

得这一点是极其重要。

曾经说过一句话，每个人的收入高低都

对于我来说，年过 50 我依然对行业、社会的变迁，对我

跟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成正比，你的不可

带的很多学生的未来都葆有一种好奇心，我觉得好奇是推动这

替代性越高，你将来的这种收入可能就

个世界进步的最重要的力量。如果要没有好奇，我们很多科学

越高，然后你其实就可以拥有一种更大

不可能进步，我们就不会有很多发明。因此我觉得你也应该去

的人生自由。我觉得“自由”不仅仅 是

带这种好奇向前走。

一个意识形态词汇，它还带着一种更大

最后我想说的是，可能也是要打一个预防针，当你走出

的概念，你能力强，你走到哪儿都是被

校园的时候，想象自己的未来、人生和社会等事情的时候，也

别人需要的，你都能够满足别人的需求，

许会想象很多这种大的场景，但是我想告诉你，你首先要适应

你当然是四处受欢迎。所以我觉得这一

的是平淡，日子更多的时候是平淡，就像有一位老人说过的那

点也应该在走出校门的时候格外地去告

样，90% 的日子和生活都是平淡的，但是人要靠那 5% 的幸

诉自己。

福去战胜这 90% 的平淡，当然还有 5% 可能是悲伤和挫折。

第三句话是一定 要对 前 方葆 有 好
奇，葆有乐 观。这一点非常重要。当大

但聪明人会学会把平淡的日子向幸福那儿靠，过得有滋有味儿；
而不聪明的人可能就会把平淡像悲伤那边去靠。

家要告别学校大门，走向社会的这所大

所以我觉得如何去面对平淡，如何让自己看似平淡的日子

学，面对变化，有的人是悲观地看待前

不那么平淡，而且能够应付日常的琐碎，在日常琐碎的工作中

方，有的人是忐忑不安。但是仔细想想，

每天进步一点点，累积到了一定时候，你的人生就不一样。

绝大多数的变化其实是更好的，我们为

所以在深圳特区成立 40 周年的年份，在前方突然变得不

什么不会能换一种心态，用好奇去看待

确定的年份，你们毕业我就特别想祝福你，人生先不说那么远，

未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你大致未来工作的这 40 年时间中，也能取得像特区这 40

我记得好多年前的时候，读你们的
老校友季羡林教授的一篇散文，他写到
当时他过 80 多岁的生日，他说“在我道

年取得的那么大的改变，同时乐观、好奇地去看待前方，祝各
位人生一帆风顺！
（ 根据视频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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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海闻院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老师们和同

作为导师代表，李荻教授鼓励毕业生把眼前
的困难当作前进路上的磨刀石。所谓“工欲善
其事，必先利其器”
。他相信，在经受过眼前困
难考验之后，同学们将来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
成就。

学们 ：
下午好！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非常荣幸能够作为北
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教师代表，向即将结束在北大汇丰学习和
生活的 2020 届毕业班同学致以最诚挚的祝贺。
在座的大部分同学是三年前通过重重选拔进入北大汇丰学
习的，而我也是在同一时间来到北大汇丰工作。那个时候，也是
在这个礼堂里，同学们诙谐有趣、青春洋溢的自我展示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我当时就在想，我们的同学真的很可爱而且多才
多艺。在接下来的三年内，我见证了同学们一步步的成长。说实
在的，北大汇丰真的不是一个混日子的地方。想从“商界军校”
顺利毕业，不但需要完成繁重的课业、取得理想的成绩，还需要

李荻 ：
眼光放长远，
经受困难考验，
取得更大成就

完成高质量的毕业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我想，在刚刚过去的
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大家都切身体验了什么是北大汇丰的“高标
准”和“严要求”
。同学们，在经过了层层艰难考验、静静等待
从师长手中接过毕业证书的此时此刻，大家应该为自己感到自豪。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每一个老师的理想。看到大家能够顺利
毕业，我也由衷地为你们感到骄傲。
过去的一年无论对整个国家还是对我们个人而言都是不平
坦的一年。贸易形势的恶化造成了经济下行的压力，这给同学
们的就业前景蒙上了阴霾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大爆发又打乱
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每个人都承受着其带来的困扰和不
便。可以说，2020 届毕业生相较于近年来其他年份的学生经历
了更多的波折。然而，这不应该让大家消沉。如果我们把眼光放
得长远一些，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
这些波折只不过是这一历史大势之下的小小浪花。怎么把个人的
发展融入并推动这个时代的发展，是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需要
认真思考并完成的历史考题。以海老师为代表的上一辈知识分
子给我们做出了极好的示范。他们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
革命、上山下乡等各种磨难，参与了改革开放的探索和实践，并
推动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在中国过去四十年浓墨重
彩的历史上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烙印。早年的磨难非但没有击垮他
们，反而磨砺了他们的意志，给他们成功完成那一辈人所面对的
历史考题提供了极大的助力。相较于他们那一代，现在大家所
经历的波折不算什么，所以大家应该更加自信，把眼前的困难当
作前进路上的磨刀石。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在经
受过眼前困难考验之后，同学们将来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最后，让我们一起重温一下北大汇丰的校训：我们要有眼光
（vision）
，能够看到发展的大势 ；我们要有智慧（wisdom）
，能
够化危为机借历史大势的东风发展自己 ；但不要忘了我们的责任
（responsibility）
，作为北大学子，我们天然肩负着推动历史发展，
完成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责任。
同学们，你们马上就要离开北大汇丰，我谨代表北大汇丰
的老师们祝大家前程似锦、生活美满、幸福平安。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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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知微 ：
让我们携手奋斗在这伟大的新时代！
作为毕业生代表，来自 2017 级金融专业的张知微说，毕业既是终点，
也是起点。“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当今的世界格局
下，蓬勃发展的中国巨龙，需要我们青年一辈添砖加瓦、用心维护，而我们，
也将不辱时代使命，不负人民期望！

尊敬的海闻院长、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
学们 ：
大家好！
我是 2017 级金融专业的张知微。首先，
请允许我代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2020 届
全体毕业生，向敬爱的母校、亲爱的老师和
远方的家人们表达我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
的感谢。
时光荏苒，又是凤凰花开。在这被历史
铭记的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

那是答辩前夕在深圳的四点默默流下的眼泪……记忆里的点点滴

常态。于是，城市封锁，经济停滞，本应当

滴，或心酸苦楚，或欢欣雀跃，或迷茫困顿，或茅塞顿开，都成就

早早返校的我们，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在家

了成长的美酒。

度过了最漫长、最忐忑的特殊 寒假。在外，

在美好的青春里，能与北大汇丰相遇，是一件极为荣幸的事。

是全体人民万众一心抗击疫情 ；在内，是父

122 年的北大，肩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母陪伴夜以继日撰写论文。值得庆幸的是，

不惧艰险、砥砺前行。扎根在深圳的北大汇丰商学院，与深圳年轻

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挺过了这个难关。难得的

而富有活力的气质一脉相承，展示着生生不息的包容与创造力。这

是，面对其他院校的“云毕业”，我们有机会

些家国情怀和创新动力，使我们更加博学睿智、自信成熟，以智者

重返校园，为这段 难忘的年华，写下句号，

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博大胸怀，去辨别嘈杂的声音，去拥

对青春道一声，用心的告别。

抱不确定，去追求更伟大的事业。

转身之间，匆匆三年。我们走过研一入

同学们，毕业既是终点，也是起点。
“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

学时的新奇与懵懂，走过研二课业与实习并

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当今的世界格局下，蓬勃发展的中国巨龙，

行的繁忙与疲惫，走过研三招聘与论文写作

需要我们青年一辈添砖加瓦、用心维护，而我们，也将不辱时代使命，

时的彷徨与焦灼。记忆中，那是一起在大楼

不负人民期望！

中庭的思想碰撞和镜湖边的头脑风暴，那是

今日，我们作别南国燕园，走向四方，衷心祝愿母校蓬勃发展、

午夜氤氲在 219 通宵教室的咖啡香气，那是

再谱华章！衷心祝愿各位领导老师桃李满园，身体健康！衷心祝愿

清晨走过春园路口的欢声笑语，那是被 7 号

2020 届全体毕业生鹏程万里、前程辉煌 ! 让我们携手奋斗在这伟

线承载的睡眼惺忪与满心收获，那是身着正

大的新时代！愿我们相聚在北大更灿烂的未来！

装穿梭在各个城市各个写字楼滴落的汗水，

谢谢大家！
21

PHBS 北大汇丰

封面故事

Jackson Alfredo Collantes Huacon ：
We are Destined for Greatness
Peking University HSBC Business School held its 2020
commencement on June 3 and June 6. International graduate
Jackson Alfredo Collantes Huacon offered remarks.

Good afternoon. Dean Wen Hai, Professors,
Staff, Honored Guests, and Fellow Graduates.

here representing our fellow students despite
global circumstances, makes this a very special

On behalf of the international graduating

moment. We all pictured our graduation day

class of 2020,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very differently. Some of our classmates are

gratitude for this moment. We appreciate the

not in China and we would like to kindly to

oppor tunit y to have studied at the Peking

remind them that we are here with them in

University HSBC Business School.

spirit. The current pandemic has shown us how

The PHBS Class of 2020, I congratulate
you on your graduation. The fact that we are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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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ents now with our family and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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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ellow classmates, we are here at last

amicable nature of Brazilians, the importance

this important chapter of our lives. We have

of family for Mexicans, the hard-working and

learned much here, in the tender embrace of

perseverance of Serbians, the warmth and

this institution.

welcoming nature of Chinese people.

The world is now a global village, a village
in which each of us has a duty to become the
drivers of positive change while we set off on

China and Chinese

our own paths. Our journeys all intertwined

China has surprised and amazed us every

here at PHBS which prepared us to reach new

day.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new to learn,

heights.

to see, to do, or to try. For some of my Chinese
classmates, several aspects of daily life might

Challenges
While I was drafting this speech, I realized

not seem exciting. But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 t w a s l i ke b e i n g i n a m o v i e , b u t w i t h o u t
subtitles.

that it was not easy to put into words our last

I came to understand that everything is

two years spent here at PHBS. We can all agree

about perception. We may seem dif ferent,

that it has been challenging in many ways, but

but we are ultimately all people with the same

also a rewarding, a life-changing experience.

hopes, feelings and dream for a better future.

Studying abroad does not come easy. A
different but exciting culture, sights and tastes,
and language, are some of challenges that

Responsibilities

come with the experience. However, despite

As we step out into the world, we have

these challenges, We had the great opportunity

a duty to contribute to global development.

to learn from our honorable professors. It has

A s I s e e t h e b e a m i n g fac e s of my fe l l ow

been long hours studying, however, we proved

classmates, I firmly believe we will become the

to ourselves how capable we are of taking that

new leaders and agents of change. It is our

extra mile and challenging our own limits.

moral responsibility. As Professor Wen Hai
said“by joining this global community, we may

People connections

work together today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tomorrow.”This is the time.

We did not just study; we laughed, created

To all my fellow classmates joining me

memories, and made lasting friendships. We,

today, we are destined for greatness, wherever

the class of 2020, have no doubt that spending

this life may take you. This is not a goodbye, as

most of our time in this beautiful building made

we will always carry a shared vision.

this a remarkable experience. It was not just the

I wish the class of 2020 the best in your

building itself; it was the people we met. We

future endeavors and I hope to see you again in

found our family away from home.

the near future.

We got the opportunity to travel the world

Never forget how proud we should feel

t h ro u g h k i n d p e o p l e e ag e r to sha re t h e i r

of being alumni of the prestigious Pek ing

cultures. We learned the flavor and love that

University.

goes into Senegalese food, the warmth and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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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端权 ：站在新起点，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尊敬的海闻院长、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
学们 ：
大家下午好！
我是 EMBA18 班的黄端权，感谢 18 班
同学们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推选我当了两年班
长。
今天，我很荣幸有机会代表同学们发表
毕业感言，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回望
过去，我出生的那个年代，读书条件比较艰难，
从小学一直是磕磕碰碰才上了县高中。记得高
三那年，自我感觉很难考上大学，为了给自己
“打打气”
，我就跟同桌说我以后要读“北京大
学”
，同桌当场就哈哈大笑，说我吹牛不要本钱。
但是，从那时候开始，读北大的梦想就像一
颗种子，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慢慢生根、
发芽，直到今天，我终于修满工商管理的全
部课程，并通过论文答辩，还有幸获得优秀
论文。此刻，站在这个讲台上，像在做梦一样，

作为毕业生代表，来自 EMBA18 班的黄端权认
为，历经风霜，能回归校园的宁静，实乃人生最美的
幸事。他期待运用从这里收获的智慧和经验，努力为
国家、为社会、为地区经济做出更好的表率和有益的
贡献，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只是梦想变成了现实。所以说，人还是要有
梦想的，万一实现了呢……
回顾这两年多，真是百感交集，到了要
总结的时候，却又不知从何说起。这几天，求

西部的广西，这条线，连接着我现实中的事业和对未来发展的愿景，

学期间一幕幕的往事在脑海中反复盘桓，有

连接着辛勤的工作和紧张的学习，来到大湾区，能感受到生机勃勃

三个数字，始终挥之不去 ：106、82 和 7。

的大气象，回到贺州，瞬间就能体会到艰苦创业的小成就感，两处

第一个数字是 106，这是我们 EMBA18
班的人数。

天地，两种心境，充实快意。
第三个数字是 7，这是我与同学们聚会喝醉的次数。

世界很大，茫茫人海，我们这些同学能

在生意场上，我们早已经过了会把自己喝多的年龄，但最近两年

凑在一起，拥有 18 班这个共同的名字，真是

我足足醉了七次，记忆断片的那种。实在是因为友情无法辜负，各种

天大的缘分。两年来，我们这些好同学汇聚交

纯真美好激荡了胸中的少年之气，每次大家都恣意畅饮，不问归途。

流，产生了深刻的化学反应 ：一起学习，一起

真挚的友情让人感到愉悦，让人享受，真是人间值得。无论时间多久，

发疯，一起去海阔天空，做了很多让自己都感

无论走到哪里，这份同学情将永不褪色，永远记在我们心间。

到吃惊的事情，仿佛青春附体，重新变得激情

“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
。历经风霜，能回归校园的

四溢。我们 18 班的口号是“1818，永远 18”
，

宁静，实乃人生最美的幸事！今天，在这繁花似锦的日子，我们毕业了。

我相信这是真的，我们必将永远 18，永远年轻。

让我们将今天作为一个新的起点，怀着强烈的社会使命感，运用从这

第二个数字是 82，这是我因求学乘坐高
铁和飞机的次数。
我的公司在广西贺州，与深圳之间有两
个小时的高铁车程。这两年多我在深圳和贺
州之间频繁往返，穿梭于粤港澳大湾区和中
24

里收获的智慧和经验，努力为国家、为社会、为地区经济做出更好的
表率和有益的贡献，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最后，衷心祝愿母校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祝愿老师们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祝愿各位同学事业蒸蒸日上，家庭幸福美满！
谢谢大家！

ISSUE 10
Jun 2020

金赫明 ：
带着“北大汇丰”烙印，
抒写未来华美乐章

作为毕业生代表，来自 2018 级 MBA 在职班的
金赫明说，从我们踏进校园的那一刻起，
“北大汇丰”
这个名字就深深烙印在我们的心里。同行的人比要去
的地方更重要。感恩这个时代，让我们能够在余生最
好的年华相遇。

尊敬的海闻院长、各位老师、同学们 ：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2018 级 PMBA 毕业生金
赫明，非常荣幸作为今年的毕业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发言。
首先要感谢学院的领导与老师，是你们的坚持与努力才有了今
天这样一个“疫情”特殊时期的毕业典礼。
岁月荏苒，光阴似箭，又是一年凤凰花开季。当年军训的场景
还历历在目，我们高喊着“北大汇丰，商界军校”的口号，憧憬着
未来 2 年的校园时光，踏进了这向往已久的南燕校园。

顶级商学院。
“亚洲游学计划”让我们拓宽视
野的同时，也知道了只要敢想敢干，没什么困
难能阻碍我们，何况，有强大的母校作为坚
实的后盾。我们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肩负着
一个使命，那就是让世界认识中国大湾区这
所一流商学院。
林花谢了春红 , 岁月太匆匆。倏然己成

对于大多数回炉重造的我们而言，北大汇丰，意味着追求中国

过客 , 唯愿总相逢。从我们踏进校园的那一

最高学府的梦想照进现实，意味着职业生涯的转折点，意味着事业

刻起，
“北大汇丰”这个名字就深深的烙印在

的新起点，更意味着将会缔结一段师友情，留下一生的北大印。

我们的心里。毕业了，记得常回来看看。这

2018 级作为 MBA 课程改革的先行者，算是最辛苦的一届学

里有最敬爱的老师，最可爱的同学，有我们

生，繁重的课业让正在事业成长期的我们真正体会了商界军校的高

最宝贵的回忆，北大汇丰永远都在这里，静

强度、快节奏。但换个角度，我们也是幸福的开始，每周末的满课

待着我们随时回家。

状态让同在深圳办学的兄弟院校同学羡慕不已，他们都说，我们的
学费超值。
学业的压力并没有影响我们对运动的热爱，
“健全人格首在体

同行的人比要去的地方更重要。感恩这
个时代，让我们能够在余生最好的年华相遇，
从此以后我们会与各种艰难险阻不期而遇，

育”
，学院在一开始就对我们提出了强健体魄的期许与要求，后来的

也会经历许多悲欢离合。但是请记住，你绝

我们才发现，
“北大汇丰体校”果然名不虚传，没有一个好身体，都

不是在孤军奋战 ；现在短暂的离别，是为了

很难扛到毕业。戈壁、沙漠、山林、城市，都留下了北大汇丰人跑

以后更好地相聚。

步的身影。还有那球场上挥汗如雨的兄弟们，还记得新生杯足球半

同学们，站在深圳市建市 40 周年的风

决赛倪春的那记绝杀，还记得联赛每场必到的幸运翻牌员杨磊那撕

口，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与先行示范区“双区”

心裂肺的加油呐喊。北大汇丰人，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冠军的渴望！！

建设的东风，我们这些人必定会抒写一首华

繁重的学业并没有影响我们探索世界的热情。响应学院国际化
战略的号召，
我们是第一批以学生组织为主导“走出去”的 MBA 学子，
中国香港和澳门，新加坡、日本，我们在 1 年时间走访了4 所亚洲

美乐章。
祝福你们，祝福我们，祝福母校，祝福
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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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受雇主欢迎的商学院”之一，
北大汇丰 2020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逾 95%
撰文 / 木南、马曦业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

事实上，这些亮眼的数据正是北大汇丰多年来强调理想责任、

经济全面衰退，国内外企业经营压力陡增，

注重理论功底、坚持严格训练、保证教学质量的成果。创院以来，

校招规模普遍缩减。因此，2020 年的春天被

学院始终围绕“做人第一”教育学生 , 通过入学军训和日常素质拓展

很多媒体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
。

等活动锻炼学生的健康体魄和坚强意志，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拼

但在 如此严峻的形势下， 北大 汇丰的

搏精神。
学院通过双学位、
主修 + 辅修的培养模式，
帮助学生成长为
“宽

就业数据却格外亮眼 ：
截至 6 月 6 日，学院

口径、厚基础”的复合型人才。学院还通过硕士生第一年不准实习

280 名 2020 届中国籍硕士毕业生中，除 7

的政策，保证学生有较为充裕的时间认真完成课程，奠定扎实的学

人选择到国内外一流高校继续攻读博士外，

术基础。同时，学院对学生日常学业和毕业论文严格要求，设置了

273 人选择就业，初次就业率达到 95.4%，

最低毕业绩点，确保学生的学习和研究能力。
“诚信”更是北大汇丰

平均每个毕业生获得两个以上的录用通知，

要求学生都具备的做人底线，除了严惩各种作弊行为，毕业生就业

远高于同类院校的水平。毕业生主要就业单

时只给一个“三方协议”
，坚决杜绝违约行为。

位为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中央结算

在 QS 发布的
“2018 全球最受雇主欢迎的十大商学院”
榜单中，

公司、中金公司、中信证券、广发证券、摩

北京大学排名第 9。其中，北大汇丰商学院被专门提及并获得赞誉。

根士丹利、高盛、天弘基金、易方达基金，以

而北大汇丰在今年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份“就业成绩单”
，无

及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国内外著名机构。

疑为此增添了最新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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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善良、友谊和慷慨会被永远铭记”
——来自剑桥大学等受助机构的致谢
北大汇丰全日制硕士、博士项目宣讲会火
爆“云端”
Welcome Back ！北大汇丰 2020 届全
日制毕业班学生平安返校
《2019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发布
《北大汇丰进出口企业调查研究》发布
纪沫 ：全球宏观展望——在不确定中寻找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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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善良、友谊和慷慨会被永远铭记”
——来自剑桥大学等受助机构的致谢
撰文 / 木南 图片 / 杭玉婷、谢凤

2020 年 4 月，剑桥大学副校长 A nd y Neel y 教授和剑桥
大学嘉治商学院院长 Chr is toph Lo ch 教授向北京大学汇丰商
学院发来感谢信，代表剑桥大学、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对北大
汇丰向其捐赠抗疫物资表示感谢，并表示，
“你们的善良、友谊
和慷慨会被永远铭记，并将有助于挽救更多生命。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挑战，我们在一起！”
信中强调，在如此艰难的时刻，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为能
够成为全球社区的一员而感到无比自豪，尤其是能与北京大学
汇丰商学院这样有价值的伙伴紧密合作。我们的研究人员、各
位同仁和朋友们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努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剑
桥大学嘉治商学院能与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这样的合作伙伴保
持团结和坚定，令人备受鼓舞。
此外，NHS Cambridgeshire and Peterborough Clinical
Commissioning Group 也通过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向北大汇
丰商学院表示感谢。

北大汇丰英国校区主任刘芍佳教授（左一）代表学院将抗疫物资送抵剑桥大学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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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
英国爆发，防疫物资紧缺，北大英国校友会

相关阅读 ：

和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同事发出求援呼声。
为此，北大汇丰商学院立即行动起来，组织
教职工和校友捐款购置抗疫物资，在北京大
学全英校友会和中商国际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先后两次分别

北大汇丰向剑桥大学
相关医疗机构捐赠抗疫物资

向英国伦敦定点医院和剑桥大学相关医疗机
构捐赠了 1 万份抗体检测试剂盒、1000 套防
护服和 300 副护目镜等抗疫物资。北大汇丰
英国校区还协助建行大学伦敦学院向英国牛

撰文 / 木南

津医院的一线医务工作者和牛津大学免疫研
究中心（Oxford Vaccine Group）捐赠抗疫
物资，为加快牛津免疫研究提供及时支持。

英国时间 2020 年 4 月 9 日，最新一批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
院捐赠的抗疫物资送抵剑桥大学。这也是继向盖伊医院（Guy's
Hospital）和圣托马斯医院（St Thomas' Hospital）捐赠抗体检测
试剂盒之后，北大汇丰教职员工与校友第二次向英国相关机构捐赠
抗疫物资。
为响应 北京大学 校 友会开展海 外战疫活动的倡议，北大
汇丰英国校区 11 位校董和学院 180 位教职员工本次共筹集了
1000 套防护服、300 副护目镜和一批抗体检测试剂盒。这些抗
疫物资将全部捐赠给剑桥大学相关医疗机构。
北京大学与剑桥大学的友好交往由来已久。去年 3 月，剑
桥大学校长斯蒂芬·图普（Stephen Toope）访问北大，进一步

北大汇丰捐赠的抗疫物质上的话语

深化和拓展了两校合作。疫情发生后，图普校长来函对北大全体
师生表示支持与问候，对北大等中国大学专家抗击疫情充满信心。
他表示剑桥大学也已经采取防疫措施，致力研发疫苗，期待北

北大汇丰的捐赠活 动，特别是写在抗

大与剑桥通过国际合作共同抗疫。作为两校合作的重要内容，北

疫物资包装上的“One World，One Fight”

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与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近年来不断深化交流

理念得到了英国同仁的高度认可。英国盖伊

合作，今年 3 月 26 日，两校商学院和深圳市前海管理局三方通

和圣托马斯国民保健信托基金会及其合作伙

过视频连线形式签署《合作意向备忘录》以联合推进商科管理领

伴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分别通过官方社交媒体

域长期合作，标志着两校在深圳前海合作项目的正式启动。本次

和感谢信向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为其旗下的

捐赠活动，在展现两校商学院情谊的同时，也为两所世界一流大

医院捐赠抗疫物资表示感谢。牛津大学免疫

学之间的交往注入了新的内涵。

研究中心负责人也第一时间发出感谢信表达
谢意。
北大汇丰的捐赠活动也引起了海内外舆
论的广泛关注。新华社、新京报、深圳特区报、
深圳新闻网等相继发布报道。其中，新华社

“朋友有难，定当相助！”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教
授指出，针对疫情的捐赠活动和过往捐助学院困难学生或员工一
样，都体现了北大汇丰关心他人、勇于奉献的学院文化。而近期
为英国相关机构的捐赠，更彰显了北大汇丰人在爱心之外的担当。
“环球同凉热，四海共冬春”（One World，One Fight）！虽然

在题为《共筑抗疫“人类命运共同体”——中

中英两国相距遥远，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义举传递友谊，

国最年轻都市传递“中国温度”
》的报道特别

相互鼓励。这就是北大人的胸怀，这也是世界应有的主旋律！

提及了此事。FOX、Yahoo 等海外媒体也发
布了相关报道。

本次捐赠行动得到了中商国际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大
学全英校友会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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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参与·万次点赞

北大汇丰全日制硕士、博士项目宣讲会火爆“云端”
撰文 / 曹明明、都闻心 图片 / 郑李欣、曹明明、都闻心、陈洁银 设计 / 谢凤

全日制硕士项目宣讲会

“总有一个菜单给到你”

2020 年 4 月 29 日晚，北京大
学汇丰商学院全日制硕士项目宣讲
会在线上火热举行。一个多小时的
直播中，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
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
副 院 长、 金 融 学 副 教 授 欧 阳 良 宜，
经济学助教授、萨金特数量经济与
金融研究所副主任史蛟为千余名学
生及家长介绍了学院的概况、特色
和使命。同学们反响热烈，互动消
息达 800 余条，
收获点赞近 8000 个。

“世界那么大，你想去看看，北大汇丰提供了很多选项，学院在
全球六大洲、42 个国家有 110 个合作交流项目，不管你想去哪里，
北大汇丰都有一个菜单给到你。
”宣讲会开始，史蛟教授首先以“我
们是谁”为题，用一系列数据介绍了学院的基本情况。
在介绍学院 16 年发展史时，史蛟教授面对两张图片对比心生
感慨，一段话引起了在线同学们的强烈共鸣 ：
“同学们，不管今后来
不来，一生之中一定要试一次，要为一件事情拼尽全力。无数次你
可能觉得山重水复、走投无路，甚至已经开始自我怀疑，觉得筋疲
力尽，但是你还没有停下脚步，还在继续往前走。只有经过这样一
场竭尽全力的精神上的马拉松之后，你才会在到达终点时，终于体
会到那种发自内心的愉悦、欢快和酣畅淋漓”
。

“独行快，众行远”
“我想分享主题是‘我们不一样’
，但首先我想说我跟大家有一点
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95 后’
。只不过我是 95 年以后上大学，你们
是 95 年以后出生的。
”欧阳良宜教授一上来就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
“段子手欧阳教授”
。他在演讲中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例子，从团队精
神、
严格纪律、
扎实功底等方面生动展示了北大汇丰的特点。
“独行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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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行远。
”欧阳良宜教授以学院全日制硕士校友王登峰为例告诉

各专业的特点、动荡的金融现状对今后金融

同学们，北大汇丰强调个性发展，但更加注重团队精神和领导力。

学学习的影响、就业指导等方面积极提问。

“考虑到你们职业生涯的长期发展，当然也考虑到我们学院

三位教授逐一做了详细解答。

的声誉，北大汇丰商也特别注重道德品质的培养。请各位家长

“收获非常大”
“老师的风格爱了”
“我想

放心，来这边孩子不会被带坏。
”欧阳良宜教授让同学们在笑声

承担这份使命”
“太认同院长了”……一个

中了解了学院的严格要求。此外，他还向同学们介绍了北大汇丰

多小时的直播中，同学们热情高涨，积极参

一流的硬件资源和师资力量。

与互动，互动消息达 809 条，宣讲会收获近
8000 个点赞。

“北大人不关心国家大事，谁来关心？”
海闻院长从
“国际”
“严格”
“全面”三方面总结了学院的特点，

下载并注册钉钉，
添加群号 34399171或 34441262，
点击直播回放

并解释了北大汇丰“为什么不一样”
。首先，学院的严格要求是
国家发展的需要。中国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越来越成为世
界舞台的中心，同时也面临很多挑战和机遇。北大汇丰培养的
人才要在未来几十年的工作中，为中国崛起、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做出贡献。其次，北大汇丰要做高质量的、世界水平的商
学院，这也是北大的使命。北京大学诞生于民族危亡、内忧外
患的危难之秋，北大不仅仅是一所大学，还代表着中华民族的
崛起。北大培养的人才也不仅仅是为了就业，
“我们永远不能忘

全日制博士项目宣讲会

记自己的使命，如果北大人不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进步，那谁
来关心？”第三，北大汇丰的严格要求也是专业本身的需要。商

继北大汇丰全日制硕士项目宣讲会火

学院教育不仅要强调自由的思想，而且强调负责任的行为，重

爆“云端”之后，2020 年 4 月 30 日晚，

视团队精神、拼搏精神、自律，以及全面发展。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全日制博士项目宣讲

海闻院长从“能”
“智”
“体”
“德”四个方面展开阐述何为全

会如约而至。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

面发展。他表示，
“能”就是所有商学院培养学生的最基本的解

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与副院

决问题能力。但一所一流的商学院，只做到这一点还不够，还要

长、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执行主

强调“智”
。所谓“智”就是职业能力背后的知识和智慧。要学

任王鹏飞，经济学助教授、萨金特数量经

习一些看起来没用的知识，帮助开阔视野，去探索这些技能背

济与金融研究所副主任史蛟，为准备申请

后的深刻道理，这就是北大汇丰强调学习理论知识的原因。所谓
“体”
，就是要有健康的体魄和饱满的精神。只有身心健康才能
在未来走得更远，
“健康工作 50 年”
。此外，一所商学院还必须
强调“德”
，培养的学生要有职业道德。北大汇丰在这方面要求
很高，把商业道德作为必修课，做到学生全面发展。

博士项目的同学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线上
直播。
“太强了”
“吸一口仙气”……在一
个半小时的直播中，同学们赞不绝口，宣
讲会收获点赞近 6000 个。

对学生的全面培养让北大汇丰的学生越来越被社会认可。海
闻院长向同学们介绍了学院的就业情况。在高等教育资讯和分析
数据提供商 QS 发布的“2018 全球最受雇主欢迎的十大商学院”
排名中，北京大学排名第九，该榜单在介绍中特别提及北大汇丰。

“打造学术高地”

海闻院长介绍，截至目前，2020 届毕业生有 95% 的同学已经拿
到一个或以上 offer。

海闻院长首先介绍了学院的发展历史与师
资科研等情况。他指出，历经 16 年的发展，

“太认同院长了”
在随后的问答环节，同学们就自己关心的学院的培养体系、

北大汇丰商学院已发展成为国际化的世界级商
学院，获得了 EPAS、A ACSB、AMBA 等国
际认证，授课教师来自全球各地，校区坐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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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深圳和英国牛津。
“120 年前，我们学习
西方，创办了现代高等教育 ；120 年后，我们
来到了英国教育重镇牛津，创办了自己的学院。
从此北大在国际便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
诺 奖 得 主 的 加 盟 是 项 目 的 一 大 亮 点。
2017 年 6 月，2011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托马斯·萨金特教授加盟学院，北京大学汇
丰商学院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正式
成立，并致力成为国际上研究数量经济学与
金融学最有影响力的学术重镇之一。北大汇丰
博士项目由萨金特教授亲自设计、主持，并教
授“高级宏观经济学”等课程。海闻院长强调，
未来五年，学院的目标是打造学术高地，
“我
们培养的学生既要有全球视野，又要有中国
洞见 ；既要有境界，又要有学术高度。
”

“立足渺小，探索浩瀚”
除萨金特教授外，具体负责博士项目的

问题，着力从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中挖掘出经济学一般性规律。正
如王鹏飞副院长所说，
“我们的目标是让你们做最优秀的经济学、金
融学研究者，立足渺小，探索浩瀚，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与机遇。
”

还有王鹏飞副院长。萨金特教授曾评价他“在
经济学领域做出了世界级贡献，发表论文的

“揭示表面多元化背后的一致性”

广度和深度都是无与伦比的”
。
王鹏飞副院长从“扎实基础课”
“大师云

在问答环节，同学们就“博士阶段的教学特色和毕业方向”
“选

集”
“多样选择”
“严格要求”
“丰富机会”
“丰

拔博士生过程中看重的素质”
“学院可以为博士生提供哪些就业帮助”

厚奖学金”等关键词出发，具体介绍了北大

等方面积极提问，三位教授对此一一做出了解答。

汇丰全日制博士项目。课程方面，萨金特教

史蛟教授再次强调了基础课程的重要性。她表示，相比于国外

授从不同优秀教材中精选内容，并将其组成

高校的教学模式，北大汇丰博士项目的教学特色之一是长达一年半

一套综合、连贯、自洽的课程，为学生们打

的基础课程培养。史蛟教授提到了萨金特教授曾经说过的一段话，

下扎实的基础。研究方面，博士项目在基础

“基础课就是把一些经济学领域最为核心的工具和知识，用一种耐

课程之上设置了“Field Course”
，邀请经济

心、扎实的方式教给学生。老师的职责是告诉年轻人隐藏在表面多

学各领域的顶尖学者与领军人物带领学生们

元化背后的一致性。
”她进而说道，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真真正正

做学术研究。2019 年，萨金特数量经济与

地把你培养为一个可以写出最好论文、做最好研究的研究者，然后

金融研究所 Fellow 计划正式启动，著名华

由你去创造新的光环。
”

人经济学家查涛、宏观经济学家 Vincenzo

就业方面，海闻院长和王鹏飞副院长都表示，学院会在各个

Quadrini、金融领域顶尖学者杨立岩等前来

方面帮助学生们做好就业准备，不仅会像国外高校一样有“mock

学院访问并授课。

interview”
，还会在平时的训练中帮助学生们找到论文的缺陷，补充

此外，学院还为博士生们准备了丰厚的奖
学金，并提供了丰富的海外交流机会。王鹏飞
副院长表示，
“萨金特教授和我，以及其他老
师，都很愿意为你们‘牵线搭桥’
，让你们在自
身领域与国外顶级学者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
”
相比于其他海内外名校，北大汇丰的优
势在于既拥有全球视野，又立足于中国本土
32

论文的成果。另外，学院的口碑与声誉也为博士生提供了良好的就
业保障。
此次是北大汇丰全日制博士项目首次举办线上宣讲会。宣讲会
更多详细信息请收看直播回放。
下载并注册钉钉，
添加群号 32585942，
点击直播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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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Back ！
北大汇丰 2020 届全日制毕业班学生平安返校
撰文 / 木南 图片 / 陈洁银、谢凤

孟夏草长，凤凰花开。2020 年 5 月 11
日至 15 日，在校园封闭 4 个 多月之 后，北
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2020 届全日制毕业班学
生分批返校。按照上级部门的统一部署，学
院全体动员，周密组织，安排专人提前与学
生取得联系，叮嘱途中防护，沟通抵达时间，
全程做好疫情防控和服务保障工作。
11 日至 12 日，2020 年春季学期学生返
校在 15 名湖北和黑龙江地区学生的到来中拉
开序幕。学生入校时，工作人员首先对行李
等进行消毒，并测量体温，查验“深 i 您”健
康码、手机行程码，对照白名单，完成入校
登记。进入校园后，学生乘坐电瓶车直接前
往荔园相关宿舍楼办理入住，开始为期 14 天
的校园健康观察。除了清洁用品和洗漱用品
外，工作人员还为入住同学准备了维 c 泡腾片、
方便面、小面包、牛奶等食品和瑜伽垫等体
育锻炼用品。
14 日至 15 日，其他地区的近 300 名学

海闻院长慰问返校学生和一线工作人员

生陆续返校。在学生返校时严格执行消毒、
测温、查验、登记等规定环节的同时，学院
学工老师和相关工作人员继续通过各种社交
群组与同学们随时保持联系，及时发布各级
部门和学校的防疫政策、措施，妥善解决同
学们在校封闭管理期间遇到的学习生活困难。
报到时，每位同学都会收到一份“防疫
大礼包”
。
“礼包”中包括口罩、电子体温计、
餐具等防疫和生活用品。每个宿舍也会收到
一份包括含氯消毒片、洗手液和消毒凝胶等
防疫用品的防疫包。
“Welcome back ！”15 日下午，海闻
院长 来 到现 场慰问返校学生和一线工作人

教学楼按照防疫要求做了特别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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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他关切地询问学生的防护措施、学习安
排、毕业规划等情况，叮嘱他们做好个人防护，
安心学习，健康生活。
为迎接学子“回家”
，学院在教室布置、
设施运行、物资保障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
教学楼公共区域处处可见防疫提示。教学楼
门口、电梯入口等处设置了免洗消毒液。教
室和金融实验室张贴了隔位标签。教学楼每
天定时清洁消毒，空调通风设备每天 7 时至
学生按照防疫规定有序进入校园

23 时保持长时段运行。
段贺同学说，当在学校门口看到许久没
见的老师们时，内心实在感慨，感恩他们在
暑热之际为学生们忙前顾后、不辞辛苦地付
出。临近毕业，
不知多少次为论文熬夜掉头发，
疫情之变更为毕业季添了隐忧。但是，精金
百炼，返校归来，希望自己和大家都能打赢
这场“硬仗”
。
鹿方圆同学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说，
近半年后，重返熟悉的校园，备感亲切，也
心生感慨。此前无论如何想不到，他会以“全

学工老师在校门口迎接学生返校

副武装”的姿态度过在北大汇丰求学的最后
一段时光。虽说“条件艰苦”
，但能够和同学、
朋友，还有校园的一草一木共度毕业季，也
是一份幸运。生活的不确定性会带来很多困
难，但有更多战胜困难的故事。这些故事的

临近毕业，不知多少次为论文熬夜掉头
发，疫情之变更为毕业季添了隐忧。但是，
精金百炼，返校归来，希望自己和大家
都能打赢这场“硬仗”。

教学楼按照防疫要求做了特别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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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就是勇于迎接挑战，永远互相支持的
北大汇丰人！
骊歌渐响，来日方长。对每一个 2020
届全日制毕业班学生来说，这校园里最后的
两周，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毕业季，更是一段
别具意义的青春回忆。

“防疫大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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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阅读 ：
久违的线下课

北大汇丰顺利开启 2020 年春季学期线下课程
撰稿、摄影 / 程婷雅 编辑 / 木南

2020 年 5 月 28 日，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EMBA

共同迎接“战疫”的胜利。

项目率先开启本学期线下课程。本次共有 EMBA2019 级

由于部分身处境外的同学无法按时返校上课，本次

百余名在职学生安全返校上课。课程由副院长、EMBA

课程同时开设直播。在瑞典，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的

和 MBA 项目主任欧阳良宜教授主讲，集中授课四天。

同学们均将通过“云课堂”的形式完成课程学习。

同学们表示，相隔近半年的时间才重返校园，来之

学院严格执行北京大学和深圳市关于疫情防控和学

不易，倍感亲切。也很幸运与老师、同学们共同经历这

生返校管理的各项规定，做好学生返校应急预案，严格

段特殊又难忘的时光。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共克时艰，

管理学生进出校园。

EMBA 线下课程

第一位留学生英文视频答辩

线上 + 线下

北大汇开启 2020 年毕业答辩季
2020 年 5 月 19 至 23 日，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组

申请线上答辩的 7 名学生分别在美国、墨西哥、迪拜，以

织了 2020 年春季学期首批答辩。答辩采用线下现场答

及中国香港和澳门地区完成了视频答辩。6 月底，分布在

辩和线上视频答辩两种形式相结合。200 余名 MBA 和

美国、德国、韩国、澳大利亚、巴西、巴基斯坦、新加坡

EMBA 学生顺利完成了论文答辩。近 300 名经济学、管

等 18 个国家的 30 余名留学生完成第二批线上视频答辩。

理学、金融学和财经传媒专业的学生于 5 月 30 日和 31

由于疫情影响，北京大学的毕业答辩工作受到了前

日参加了全英文现场答辩。
答辩过程中，学生着正装，自述论文写作情况和论

所未有的挑战，为保障工作顺利开展，研究生院制定了关
于学位论文视频答辩的指导意见和一系列工作指南。北大

文主要内容，并回答现场答辩委员提出的问题。答辩委员

汇丰商学院根据研究生院的要求，举行了多次测试和推演，

针对每位同学的答辩进行匿名投票。整个论文答辩过程

严格管理、充分准备，确保现场以及全新的视频答辩方式

严谨有序。

公平、公正、顺畅。这些措施体现了北京大学对学术标准

根据北京大学研究生院视频答辩指导意见，在境外
无法返校的学生申请了线上答辩。5 月 23 日，学院首批

的严格要求，也展现了北大汇丰商学院坚持高质量、灵活
创新的国际化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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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发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编撰 · 北大汇丰学术支持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2019 年 1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强调，我国将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将继续针对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
在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加快改革步伐，以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提供
制度保障。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长期工程、
系统工程。
因此，建立权威第三方评价体系，对打造优质的营商
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6 月 18 日，
《2019 中国城市营商环

照“要素 + 环境”的理论框架，设计了

境报告》发布仪式在京举行。报告由中

由五个维度构成的评价体系，包括基础

央广播电视总台编撰，是第一份由国家

设施、人力资源、金融服务、政务环境、

主流媒体发布的第三方营商环境权威报

普惠创新。报告也同时发布了五个维度

告，今年为第二次发布。北京大学校务委

的分项排名，覆盖了制度、市场、资源、

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

技术、人才、资金等影响企业经营发展

海闻教授，副院长任颋教授担任报告的

的关键环节，全方位评价了各城市营商

专家委员会委员。任颋教授为报告主执

环境状态水平。

笔人。海闻教授在发布仪式上做视频发
言。
《2019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在
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标准、

映出各城市在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实
践中的特点 ：
一是通过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各

参照国际同行的评价指标，同时兼顾中

地高质量发展，核心城市在此过程中发

国特色的原则上，重点围绕与市场主体

挥着引领作用 ；

密切相关的指标维度构建起中国城市营
商环境的评价体系。报告中的综合评价
排 名对 象 为 4 个直 辖 市、27 个 省会 城
市和自治区首府，以及 5 个计划单列市。
报告在原有的评价范围之上，首次增加

二是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从中心城市
向周边城市递进延展 ；
三是软环境改善对优化营商环境作
用凸显。
报告的发布，是对中国营造国际一

了对经济总量位居前 100 名活跃城市的

流营商环境进程的评 价、引领和推动，

评价。

进一步促进各地营商环境优化，助力中

《2019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按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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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汇丰进出口企业调查研究》发布
报告作者 / 海闻、梁润

2020 年 3 月后，国内新冠疫情基本得到控制，

也降低了进出口增速。大部分进出口企业均预期订

而国外疫情则快速扩散，对全球经济形成巨大冲击，

单到下半年甚至明年后才能恢复，并且对出口的预

并通过最终需求、产业链供给、物流等多个方面对

期比进口更差。企业主要通过贷款和现有股东补充

我国进出口造成影响。根据海关数据，今年一季度

资金来缓解现金流压力，并通过拓展新获客渠道、

中国出口金额 4776 亿美元，同比下降 13.4%，进

拓展新产品或业务转型等方式来减少损失。目前企

口金额 4648 亿美元，同比下降 2.9%，净出口金额

业已经获得的政府支持主要是缓解社保和住房公积

128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601 亿美元。为了解

金，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税费、社保和租金减免。

外贸企业的经营现状和困难，帮助政府决策部门制

企业对行业前景和自身营收的预期整体较为悲观。

定合理有针对性的经济政策，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本报告由北大汇丰宏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出

于 4 月 9 日发起了中国进出口企业调查，并在此调

品，报告执笔人为海闻、梁润。北大汇丰宏观经济

查数据基础上形成了《北大汇丰进出口企业调查研

与金融研究中心是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和平安科

究》专题报告。

技有限公司合作成立的研究机构，由北京大学汇丰

报告指出，海外疫情持续恶化不仅降低了外需，

商学院院长海闻教授兼任中心主任，美国著名经济

也从供应链和物流方面影响到中国的进出口。调研

学家、201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 •萨金特

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企业不仅春节以来订单大幅

教授担任首席顾问，并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相

下降，并且 4 月环比 3 月依然大幅下滑。除需求和

关领域教授联合平安科技的资深研究人员共同进行

上下游企业延迟交付或接收订单外，境外物流受阻

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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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宏观判断主要集中在对中国、美联储、货币、大宗商品、通货
膨胀预期和全球地缘政治的判断。本次讲座，美国联博资产管理公司大
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纪沫分享了全球宏观判断的标准、方法以及十点重
要的宏观判断，并介绍了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寻找
确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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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家巴曙松教授现场连线并点评。

纪沫 ：全球宏观展望
——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
撰文 / 金子茗

3 月 19 日晚，应巴曙松教授邀请，美国联博资产管理公司大中
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纪沫做客“北大汇丰金融前沿讲堂”
，带来主题为
“全球宏观展望 ：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的精彩讲座。根据疫情防控
的相关要求，本次讲座采取线上直播的形式，共 6800 余位观众在
线观看。
讲座开始，纪沫首先介绍了全球宏观判断的目标和标准。全球
宏观判断的目标是做出命中率高的正确判断，标准包括非共识、高

纪沫

确定性、时点和期限这三点。她指出，即时性是最领先的指标，较

现 任 美 国 联 博 资 产 管 理 公 司（Alliance

长期限才会对投资有帮助。投资者应具有批判性和逆向思维，要正

Bernstein）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曾任

确掌握宏观判断背后的逻辑，建立起对数据的敏感度。纪沫认为，

东方汇 理资产管理公司（Amundi Asset

要时刻保持对市场的敬畏。投资者既要找到自己能力和投资的边界，

Management）亚洲（日本除外）首席经济

也要坚守自我逻辑，勤于独立思考，培养逆向思维和前瞻性思维，

学家、对冲基金 Azentus Capital（前高盛

在实战中培养敏锐度和高确定性。

自营盘）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前中国

接下来，纪沫谈到如何培养对投资有价值的判断，她提出一些

人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团队中国经济学

问题来引导听众思考，比如 ：哪些是宏观判断的真正核心问题？如

家、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多部门

何做基本判断？哪些分析已经不能解释现在的问题？纪沫认为虽然

股票分析师。她拥有北京大学世界经济专业

我们要突破思维定势，但也一定要有基本的分析来支撑观点，要不

硕士学位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专业学士

断地思考市场没有看到的问题，这是培养非共识判断的关键。投资

学位，并在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者不仅要培养自己的投资直觉，还要分析成功背后的逻辑，要看数

Joseph E. Stiglitz 教授的指导下在哥伦比

据事实，而非看分析，要培养对数据的敏感度。

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自 2005 年至今，帮

随后，纪沫指出需求是全球宏观判断的根本，并介绍了全球宏

助 Joseph E. Stiglitz 教授为中国政府提供

观判断主要集中在中国、美联储、货币、大宗商品贸易、通胀预期

了许多政策建议，包括“十一五”、
“十二五”

和政治上。她认为决定 2020 年资产价格的核心因素包括中国对经

和“十三五”规划。

济的刺激程度、美元的相对强弱程度等方面。中国经济的稳定在多
大程度上可以抵消美国经济的下行，中国的产能扩张最早何时可以
39

PHBS 北大汇丰

聚焦

重启，中美对消费中心和制造业中心以及

去，经济定会有所好转，并不存在世界经

技术中心的争夺等问题则决定着资产价格

济会由此衰退的问题。直播结束后，北京

在今后两年乃至十年的走向。

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秘书长、北京大学汇

纪沫结合当今国际金融市场的形势提

丰商学院公关媒体办公室主任本力老师代

出了十点重要的宏观判断 ：一是新冠疫情

表北大汇丰金融研究院向纪沫的精彩分享

会引起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但金融危

表示感谢。

机只是表象和必然，中国本轮刺激的溢出

此次讲座是“北大汇丰金融前沿讲堂”

效应与 2008 年相比很小，大宗商品受益

的第 73 期。
“北大汇丰金融前沿讲堂”由

很有限 ；二是留意美元的相对“强弱度”；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主办，北京大学汇丰

三是注意川普对资产价格产生的“实际”

金融研究院承办，深圳市资产管理学会作

影响，股债汇三牛在 2020 年出现的异化，

为学术支持。
“金融前沿讲堂”将继续邀请

以及川普效应开始弱化 ；四是关注美国加

业界权威人士讲授金融前沿领域的理论知

息周期的开始与终点，加息周期不止，则

识与实践经验，为北大学子打造聚焦金融

股市上涨不止，加息周期“终”
，则股市上

市场最新趋势与动态的优质平台。

涨“终”
，但债市恒强 ；五是中国产能的扩
张何时重启是 2020 年以及 2021 年的重
要宏观判断 ；六是中国经济的稳定可以多
大程度上抵消美国经济的下滑 ；七是中美
贸易争端最终的解决途径 ；八是中国与新
兴市场的新博弈，中国的内生需求能够多
大程度上抑制来自新兴市场的外部需求 ；
九是全球总需求企稳回升、步履维艰，弱
增长低通胀债市恒强，科研突破是增长的
核心 ；十是石油价格会长期在低位徘徊，
供给危机以及地缘危机不会改变这一趋势。
讲座最后，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

投资者既要找到自己能力和投
资的边界，也要坚守自我逻辑，
勤于独立思考，培养逆向思维
和前瞻性思维，在实战中培养
敏锐度和高确定性。

执行院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教授连
线，从五个方面对本次讲座做了精彩的点评：
一是全球化条件下，产业链和资产价格会形
成共振 ；二是要了解当前的逆全球化趋势以
及注意零和思维的转变 ；三是要观察美国
的流动性短缺如何化解，流动性短缺会如
何冲击资产负债表 ；四是关注中国的政策空
间将何时以何方式去释放 ；五是思考石油和
石油美元对未来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
在直播互动环节，在线观众积极提问，
纪沫耐心解答了 2020 年是否会成为世界
经济的拐点、原油价格暴跌带来的经济冲
击等问题。对于 2020 年是否会成为世界
经济的拐点这一问题，她指出随着各国陆
续采用中国模式来应对疫情，一旦疫情退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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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献华 ：
运用数学工具求解“有趣的”金融问题
撰文 / 曹明明 编辑 / 木南

如果说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能给人们带来什么教训的话，

Management Science）。“运筹学跟经济

对金融界来说，教训之一必定是让人们更加重视尾部风险（Tail

学也有紧密的联系，可以用于解决经济学中

Risk）。作为一名数量金融的研究者，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

的重要问题。”彭献华举例说，
“运筹学的最

教授彭献华长期关注尾部风险的度量和监管，在他看来，
“尾

高学术研究奖‘冯·诺伊曼理论奖’从 1975

部的小概率事件可能比人们预期的更经常发生，风险管理一定

年开始颁奖，这个奖的 8 位获得者后来被授

要重视尾部风险”。

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包括约翰·纳什（John
Nash）。”

数学与金融工程
“预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尤其是预测未来。”物理学家
尼尔斯·玻尔曾这样说。预测尾部风险度量也是如此。

被誉为“博弈论之父”的冯·诺伊曼是
彭献华崇拜的大数学家。“在黑板上写几个
公式就改变了世界”，其传记作者诺曼·麦克
雷高度评价冯·诺伊曼在数学应用诸多领域

彭献华及其合作者发表的一篇论文《关于经济尾部风险的

的卓越贡献。对彭献华来说，长久以来占据

度量》（“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Tail Risk”）提

他的头脑的思考也是如何用数学工具解决现

出了度量尾部风险的新指标。和近年来他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

实问题，尤其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的几乎所有论文一样，这篇论文包括大量的数学推导和证明。

彭献华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时，正值金

彭献华自小就发现对数学的兴趣，从中学开始参加全国

融工程磅礴发展，随之而来产生了很多“有

数学竞赛并多次获奖；1996 年，他进入北京大学数学学院学习，

趣的问题”，加之哥伦比亚大学地处国际金

抽象代数、实变函数、复变函数、拓扑学、泛函分析、概率论

融中心纽约，金融工程研究水平在全美数一

……从本科读到研究生，在外人看起来犹如天书的公式符号海

数二。综合考虑后，彭献华将金融工程选为

洋中，他一扎进去就是 7 年。

自己研究的侧重方向。

研 究生毕业 后， 彭献 华 进 入哥 伦比 亚 大学深 造， 并 于

潜心专注金融工程领域多年，他在国际

2009 年获得运筹学博士学位。运筹学和管理科学有共同的学

知名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涉及资产定

术组织 INFORMS（Institute for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价、衍生品定价、金融监管和风险度量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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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问题。其中，对金融风险的度量更是学术
界、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普遍关注的问题。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度量市场风险的主要
指标是“风险价值（Value-at-Risk，VaR）”。
然而，尽管 VaR 概念简单、计算方便，但
VaR 值只告诉人们在给定的概率下的最大损
失，并未指出当实际损失超过了 VaR 值这个
小概率尾部事件发生时，实际损失的平均值
是多大。
什么样的风险度量是好的度量？学界、

具体来说，所谓“更深层次的想法”，
就是在学习新的数学知识时除了要
弄清楚知识本身，还要多思考哪些
是比较自然、容易想到的，哪些是
没那么明显、不容易想到的，后者
才是精华，在学习过程中需要多琢
磨为什么别人会有这么好的想法，
才能培养起数学的直觉。

业界和政策机构追问不止。
在思考 这个问题时，彭献 华深 入研究
了风 险 度 量 的 一 个重 要 性 质 ：
“可诱发性
（Elicitability）”。“可诱发性”是统计和计量
经济学中的概念。2012 年前后，可诱发性
的定义逐渐清晰，并被引入风险度量领域。
在实际应用中，银行需要使用统计模型来预
测风险度量，因此银行和监管机构都需要评
价用于预测风险度量的统计模型是否足够准
确。如果一个风险度量具有可诱发性，那么
就存在一个评分函数，可用于评价一组备选
模型中哪一个模型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该风
险度量；如果一个风险度量不具有可诱发性，
就无法评价备选模型中哪一个能更加准确地
预测该风险度量。彭献华和其合作者的论文，
较早研究了哪些风险度量具有可诱发性，并

彭献华在第十八届经济学年会上做学术分享和交流

首先提出“中位数损失（Median Shortfall，
MS）”这一风险度量指标。
2013 年， 为 弥 补 VaR 的 缺 点，
《巴
塞 尔协议 III》征 求意 见 稿拟 用“期望 损 失

因此，彭献华和论文合作者建议在《巴塞尔协议 III》中使

（Expected Shortfall，ES）”替代 VaR。彭

用 MS 而不是 ES 来计算银行的监管资本，并将此建议作为对
《巴

献华的研究发现并证明，在基于 Cho quet

塞尔协议 III》征求意见稿的回复，发表在国际清算银行的官网

期望效用理论的一大类的风险度量中，只有

上。尽管后来《巴塞尔协议 III》还是采用了 ES 指标，但彭献

VaR 和 MS 具有可诱发性。而之前的学者发

华和合作者提出的 MS 指标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现 ES 不具有可诱发性。
类似 ES，MS 也可以度量当实际损失
超过了 VaR 值这个小概率事件发生时的实
际损失的平均值，因此 MS 可以比 VaR 更

在课堂上演绎数学之美
博 士 毕 业 后， 彭 献 华 先 在 加 拿 大 约 克 大 学 和 Fields

好地度量尾部风险。此外，MS 具有稳健性，

Institute 做了一年 Fields-Ontario 博士后研究。2010 年，他

而 ES 不具有稳健性。

进入香港科技大学数学系，任助理教授 ；2018 年加入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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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汇丰商学院，任副教授。不管是在金融风险管理、寿险精算、

果上课没来得及看教材，只看 PPT 就可

资产配置，还是在博士生的数学分析和优化，以及泛函分析课

以了。”

上，彭献华都会把自己当年的学习经验应用到每堂课的教学中。

不仅如此，彭献华的严谨还体现在

讲解一个定理或方法时，他会总结、点评关键点和难点，以及

教学的字里行间。在博士班 数学课 上，

解释数学的直觉，让学生明白拿到一个数学问题如何入手。更

同学们常常惊奇地发现彭老师会纠正书

进一步，彭献华还会阐释某个知识点背后更深层次的想法，
“一

中的数学错误和文字错误，重新阐述教

些数学问题背后的思想有相通之处”。

材中一些不严谨的定理及其证明，比如
为了把隐函数定理和最大值定理讲得更
清楚，他会讲述比教材上的更加严谨的
版本。他也会告诉学生，要把某一个证

很多时候，由于现实太复杂，数
学工具不够用，不得已用了简单
的模型，这是“数学用得太少了，
而不是太多了”。

明里的“ma x”改成“sup”，因为要考
虑最大值不存在的情况。
2019 年教师节，加入北大汇丰不
到两年，彭献华获得了北大深圳研究生
院“优秀教师”称号。

数 学 有助于求 解 复 杂 现 实
问题
具体来说，所谓“更深层次的想法”
，就是在学习新的数
学知识时除了要弄清楚知识本身，还要多思考哪些是比较自然、
容易想到的，哪些是没那么明显、不容易想到的，后者才是精
华，在学习过程中需要“多琢磨为什么别人会有这么好的想法，
才能培养起数学的直觉”
。彭献华认为，
这个总结的过程也是“不
断向自己提问的过程，只有问比较深入的问题，自己做研究时
才能找到题目所在，进而去解决这些问题”
。
“彭老师会把 intuition 讲得很清楚，然后用数学语言写出
来。每一步都有理有据，整个证明走下来，除了清爽的字迹带
来的赏心悦目，还有严密的逻辑美感带来的冲击。”2018 级在
读博士研究生何贺敏对彭老师的数学课的印象深刻，
“彭老师
课上手写证明的教学风格让我敬佩不已。在最优化问题那一章
里，几乎每个定理都需要一节课来证明。这么长的证明在彭老
师那里，变成了一种享受。”
北大汇丰博士项目课程是由 201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托马斯·萨金特教授设计和主持。萨金特教授在课程设计
中特别重视数学能力的训练，设置了三门博士数学必修课，并
详细规划数学课的教材和讲授章节。彭献华在教学上完全实践
了萨金特教授的设计思路。在备课过程中，他把选定的上千页
的教材逐页认真读完，选出其中的精华，浓缩后呈现于课堂。
2018 级博士研究生张悦琪曾担任彭老师的助教，她不止一次
感受到老师备课的用心 ：
“彭老师的 PP T 展示了课堂上要学的
重要定理，逻辑非常清晰，课堂上现场推导过程干净易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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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它的经验来源，或者甚至它只是由来
自‘实际’的思想间接激发产生的第二
代 和第三代，这门学 科就危 机四伏了。
它会越来越走向纯美学化，越来越纯粹
地为艺术而艺术 ...... 无论如何，我觉得
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恢复到青春回到起
源，重新注入多少是直接经验的思想。”

做学术最大的乐趣就在于自
由，可以关注和研究自己感
兴趣的问题，可以不断学习
前沿的知识。

一定程度上，彭献华认同这种看法，
但他补充说，不是所有的纯数学都是“纯
美学化”，只是有一些数学问题离现实
稍远一点，可能暂时看不到其应用价值，
但未来可能会有。比如看起来“不食人
间烟火”的数论实际上可以应用在密码
学领域。另外，在解决一些看似纯理论

使用数学”。彭献华则认为，如果问题本身需要给出定量的答案，

问题的过程中可能会发展出一些新的方

使用数学模型和工具是有帮助的。但是有一些问题只需要定性

法，这些新方法或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

的而不是定量的答案，则可能不需要建立数学模型。

彭献华也不因为热爱而“溺爱”数

针对数学无用论，彭献华认为，如果想要知道数学在金

学，他不会过分强调数学的重要性，而

融领域是否有用，了解一下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就可以知道答

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学术研究上，有

案。文艺复兴科技公司是一家纯粹使用量化模型进行投资的

一种“数学无用论”，认为研究中使用数

对冲基金，其大奖章基金在 1988-2018 期间平均年化收益率

学模型是化简单为复杂，
“为使用数学而

约为 39%，而巴菲特在 1965-2018 期间的平均年化收益率约
为 21%。很多时候，由于现实太复杂，数学工具不够用，不得
已用了简单的模型，这是“数学用得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了”。
彭献华补充说，实际问题可能需要复杂的数学模型去描述，但
是“复杂的模型可能数学家也求解不了，所以不得不简化，导
致简化的模型跟现实相差较远，因此得到的结果在现实中的
应用效果不好，造成‘数学无用’的误解”。
由于现有的模型可能还不能足够精确地描述现实，彭献
华认为，未来数量金融领域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还有很
多研究方向等待挖掘，等待用更贴近现实的模型来描述和求
解。
除风险度量之外，彭献华的主要研究成果还包括引入空
间相关性的资产定价理论，以及被称为“Peng- Kou”模型的
信用衍生品定价模型，该模型被投资银行用于信用违约掉期及
其期权等信用产品的定价和风险管理。
“做学术最大的乐趣就在于自由，可以关注和研究自己感
兴趣的问题，可以不断学习前沿的知识。”彭献华每天都花大
量时间读论文，做推导，写 C+ + 和 P y t hon 代码。他继续在
随机动态规划算法、强化学习算法、算法交易、市场微观结构、
金融衍生品，以及金融监管等领域倾注时间、心血和热情，思
索如何运用数学的语言和工具，找到解决这些“有趣的”金融
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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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独立就没有成长”
Park 于 2014 起在北大汇丰任教，开启了她的教学生涯。
她教授的“营销管理”和“消费者行为”课程因丰富的内容，
以及启发式的教学风格广受欢迎。Park 称，她从未想过有
一天会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一名教授，告别轻松自在的生活，
离开祖国、家人和朋友。她回想起了第一次海外求学的经历，
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意外而彻底地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
受到父母的鼓励，Park 没有选择在韩国找一份好工作
并定居，而是去国外留学体验不同文化背景的生活。她先去
了加拿大学习英语。然而，当一些现实问题浮现出来的时候，

Jooyoung Park ：
不断追问，享受当下

最初的兴奋逐渐消失了。
Park 回忆道，
“我在加拿大遇到了很多人，碰到了很多
的困难。突然我意识到一些事情我自己并未弄清楚。”节约
用钱、管理时间、解决问题、沟通交流、处理人际关系，这
些事似乎都搅在一起，让她不知所措，感到沮丧。但是，凭

撰文 / 丁宁 编译 / 许甲坤 摄影 / 金颖琦

借乐观和自我挑战的精神，她最终适应了新的环境。Park 说：
“最后，我意识到如果我能做点什么，那就是把事情做得更
好。”

身着白色毛衣，面带温暖笑容，在
12 月的 一 个 寒 冷 的 下 午，Jooyoung
Park 教授邀请我到她的办公室。这位
获得爱荷华大学市场营销博士学位的
韩国教授与我分享了她的学术经历，一
路以来的挑战，以及她在北京大学汇丰
商学院的 5 年记忆。

Park 教授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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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不断追问的人”
当问到促使她攻读博士学位的原因时，Park 称是持续不

或解释？营销与说服有关，但我很难说服自
己。”Park 教授喜欢深入挖掘事实背后原因。
她说，除了研究和撰写文章外，她还将这一

断的好奇心。
“享有良好的声誉、拥有丰厚的薪水、受人尊重，

原则应用于教学中。
“如果在我的班上课，就

这些都是博士学位带来的好处。但是对我而言，不断追问才让

要准备好回答为什么，”Park 说道。尽管她

我走到了现在。”

在课堂和办公室外很随和、接地气，但她绝

举个例子，Park 向我展示了她在学生作业中写的评论，并

不会让任何一个学术问题溜走。

解释说 ：
“我在阅读任何材料时都会画问号。我不断问自己为

Park 不仅是一名教师，她还是一位勤

什么这种情况会发生或者不会发生？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奋的研究者，在过去的 10 年中发表了 8 篇学
术论文。其中，与人合作的《向前和向后计划
对实现目标的相对影响》（“Relative Effects
of Forward and Backward Planning on
Goal Pursuit”），发表于国际核心期刊《心
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Park

我可以从同事、共同研究者，以及很多
其他人身上得到帮助，但是我的学生很
少有这样的机会。如果我不帮助他们，
那么将会影响他们未来的事业，甚至生活。

分享了自己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解决难题的
方式。久坐计算机前工作之后，她每周会安
排至少两次 30-40 分钟的长跑。
“跑步的时
候，我只能思考，这时一些新的想法就会涌
现到我的脑海中。”她说道，
“在突破局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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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就能享受成就”。

容。然而，她不得不适应许多挑战，比如变化的工作环境、经
济形势和学生，因此需要每年要讲述不同的内容。这使得预测

“我回馈社会的方式”

和满足班级的期望和需求变得更加困难。Park 说 ：
“我必须调
整教学方法以满足需求。”

在获得博士学位后，Park 说，她并没有

很多学生都感谢她在教学和指导方面的努力付出。她的一

像许多实现目标的人那样感到如释重负，她

名学生刘扬说 ：
“不管 Park 教授多忙，她总会很快邮件回复我

仍然觉得少了些什么。在她看来，她所做的

的问题。没有她的帮助，我无法提高对学术研究的真正理解的

只是从社会心理学中借鉴理论并加以应用，

能力。”

然而自己对这门学科知之甚少。Park 对未来

对于如何在繁忙的日程中处理好所有事情，Park 说帮助

感到不确定、紧张不安，她还没有完全准备

学生更为重要。
“我可以从同事，共同研究者，以及很多其他人

好去迎接外面的世界，她问同为管理领域教

身上得到帮助，但是我的学生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如果我不帮

授的丈夫，是否应该攻读另一博士学位。

助他们，那么将会影响他们未来的事业，甚至生活。”Park 回

“想想你已经得到了什么，”他讲道，
“现
在是应该回馈社会了”。
大学时期，Park 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奖学
金，这使她获得了丰富的资源、支持和帮助，
Park 决定，是时候回馈社会了。
然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的，在教学的

忆起她曾感到茫然，因为她感兴趣的领域并非她的指导教授所
长。而后她的导师向她介绍了另外一位教授，后者为她指明正
确的方向，将她引领上现在的学术之路。
“我的导师在我的生
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也想这样做，”Park 如是说。
谈到对学生的建议时，Park 希望他们能享受当下，而不是
遗憾过去或恐惧未来。
“如果明天我死了，我不会后悔告诉别人

最初几年，Park 尝试给学生布置很多作业，

的任何事情，也不会后悔给别人看过什么。”Park 说，
“要与人

因为她想与学生分享她认为的所有重要的内

真诚，善待他人，并享受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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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尹坤
北大汇丰 2012 级校友，2015 年
进入汉能投资集团，历任分析师、
投资经理，现任汉能投资副总裁，
曾作为 FA 参与作业帮、金山云、
云知声、易捷行云、青云等与企
业服务相关的各类投资项目。

陆尹坤 ：
资深 FA 的养成之路
撰文 / 丁宁 采访支持 / 罗雪、邓欣禾

FA，即 Financial Advisor，中文译作“财

如今，随着资本市场的变化，FA 行业也正在经历“大浪淘

务顾问”，其核心作用为企业融资提供第三方

沙”——从过去的纯粹解决信息不对称，到需要精准服务使融

的专业服务，游走于创业者和投资基金之中。

资更高效。
“C 轮、D 轮的好企业都是在水面上的，36 氪天天

进入 FA 行业首先应该选择前期还是后期？

报道，头部的投资人其实能投的赛道也就那么几家，这时候赚

一个好的 FA 需要具备哪些能力？研究生阶

的就是服务的钱。”

段应该如何为未来做准备？
毕业四载，陆 尹 坤这一次带着 给学弟

在陆尹坤看来，前期 FA 的工作需要很强的社交能力，而
后期 FA 则能够锻炼出比较扎实的研究能力。
“首先我们要做很

学妹们的暑期实习 of fer“有备而来”。面对

多相关研究，判断这个行业怎么样，这家公司好不好，做模型、

同学们的问题，陆尹坤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

PPT、商业计划书，skill sets（技能组合）是完全没问题的。”

一一解答。以下是陆尹坤的个人分享。

在此基础上，FA 也非常看重与创始人、投资人协调时的沟通能
力。

谈选择 ：
“选择陡峭的学习曲线”

“先从后期做起，选择比较陡峭的学习曲线。再去做一些
早期项目，然后伴随着这些优秀的早期项目渐渐成长。
”总之，
先难后易是陆尹坤给学弟学妹们建议的可选之路。

“FA 行业，我更推荐年轻人先做后期，
再做早期。”陆尹坤聊天时习惯先给出结论。
以时间轴划分，FA 可以分为前期、后期
两个阶段。2013 至 2014 年，火热的资本市

谈行业 ：
“技术也要符合商业逻辑”

场和行业两端的信息不对称给早期 FA 带来

金山云、云知声、青云——本科就读于北大微纳电子学系

了广阔的发展前景。据陆尹坤介绍，早期 FA

的陆尹坤成功地帮助多家 IT、AI 相关的企业服务类项目完成了

主要通 过 对接投资人和企业为两方牵线搭

融资。随着人口红利期渐失，2C 方向的投资更加谨慎，2B 的

桥，只要“你不认识，我认识”，这个钱就赚

企业级服务市场快速发展。投资技术赋能的企业，有哪些“坑”

到了。

不要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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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淡马锡
（Temasek）和麦格理
（Macquarie）
联合举办的“AceBridge 行业研究大赛”中，

人活着不是为了钱，身心健康很
重要，希望大家能以兴趣为导向，
在工作时 靠谱、主动，共同维护
好北大汇丰的口碑。

获得全国总冠军 ；同时完成了 VC、PE 行业
的三份实习。
“最初转行金融也是机缘巧合，大二第
一次听到有关私募股权投资的一场讲座后，
很感兴趣，就用一个暑假的时间读了好多相
关书籍。后来大三时开始学习经济学，选择
了海闻教授的‘经济学原理’这门课。
”
回看自己的 FA 养成之路，陆尹坤说 ：

陆尹坤分享了他的答案：以商业逻辑观察技术企业。第一，

“在商学院学到的内容，其实帮助很大。比如

企业要有能力强悍的商务团队。目前，国内大部分科技类企业

‘公司金融’这门课，其实就对应做财务模型，

都是技术背景出身，这就更需要考察它有没有比较成熟的商务

平时上课看 K 线、做 PPT、课堂展示，也对

合伙人。
“2B 与 2C 不同，不是产品做得好，加之大面积广告

应着我们做商业计划书的部分。”陆尹坤叮嘱

营销就能成功，2B 业务其实很讲究人脉，需要资深的销售团

学弟学妹时说，
“投行最核心能力的其实就是

队加盟，而不能一味地盲目迷恋自身技术。”

定价，大家上课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听讲”。经

第二，产品要有足够大的需求市场。有些人创业是源于突

过几份实习和了解，陆尹坤大致明确了自己

然的一个想法，认为自己解决了某个问题，所以开始看起来有

的方向。
“我们做社团也只专注于对求职有益

很多客户。但作为投资人或 FA 一定要思考，这个市场到底是

的内培，其他比较虚头巴脑的事情就不太做。”

不是足够大？如果不够大，做完第一批客户之后，会很快发现

当天，和陆尹坤一同回到学院的还有两

市场无法进一步拓展，只能在有限的客户群中获取有限的价值。

位 2010 级校友。
“今天来的另外一位师兄投

因此，技术的普适性，也是需要考量的重要维度。

过我推荐的一个保险类项目”，陆尹坤说，
“我

第三，团队要有可持续的融资能力。
“2B 虽然不太烧钱，

们在北大汇丰时候就认识，后来经过这个案

但基本无法实现快速盈利”，陆尹坤分析认为，好产品在盈利

子就更熟悉了。”未来，陆尹坤也表示，希望

前一定需要“养”一批技术人员，能否在早期亏损的状态下融

可以与北大汇丰的学弟学妹们加强联系，共

资养活团队，对很多科技类公司都是一大考验。其次，2B 一

建校友大家庭。

般对接的公司体量较大，会对所提供服务的可持续性提前进行

分享结束后，北大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

评估：
“你给我提供一个产品，一直都很好用，但有一天你倒闭了，

教授与同学们进行了交流 ：
“要找什么样的工

我怎么办？这时如果公司有比较好的投资背书，就会打消客户

作？大家的目标函数不一样。有的人喜欢钱，

很多担忧的念头。”陆尹坤说。

有的人在意公司地理位置、公司文化、老板
和团队相处模式等，这是一个经济学原理问

谈准备 ：
“要有方向地佛系”
“在硕士阶段，师兄如何安排自己的学习生活并为未来做
准备？”
面对学弟学妹们的提问，陆尹坤的回答很简单，
“我其实
比较佛系”。
硕士期间，陆尹坤完成了北大汇丰商学院与港大的双硕士
项目，参与学院内 CMA、VCPE 社团，并带领团队在由瑞银证
50

题。”海闻院长 讲道，
“人活 着不是为了钱，
身心健康很重要，希望大家能以兴趣为导向，
在工作时靠谱、主动，共同维护好北大汇丰
的口碑”。
听后，陆尹坤表示现在更能理解海闻院
长的这些话。
“当时在学校时候似懂非懂，不
以为然。工作了几年后，才更懂得这些道理 。
”
人生是一场长跑，永远保持动力，就会
永远找到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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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Jaehyuk Choi 教授和 Sungbin Sohn
教授在 The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发表论文
马琳琳教授在 Management Science
发表论文
刘芍佳教授在 Economics Letters 和

Energy Economics 发表论文
Jake Zhao 教授在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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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ehyuk Choi 教授和 Sungbin Sohn 教授
在 The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发表论文
撰文 / 鞠諃諃 编辑 / 林焰

近年来，有关数字货币领域探索和发展的

期货、衍生品、风险管理和控制、金融工程、新

问题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比特币作为

金融工具和对冲策略等，影响因子为 1.449。该

全球首个 P2P 形式的虚拟的无主权加密数字货

论文合作者为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北京大学汇

币，自 2009 年发行以来，通过分散和集中交易，

丰商学院英国校区的 Carol Alexander 博士和

比特币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市场潜力巨大。

韩国成均馆大学商学院的 Heungju Park 博士。

BitME X 是一家专门从事加密交易的衍生

该论文针对几个典型市场微观结构的性质

品交易所，直到最近才受到比特币研究人员的

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详细分析了 BitMEX

关注。作为全球最大的不受监管的比特币衍生

和三个主要的比特币现货交易所之间的信息流。

品交易所，BitME X 能够提供一系列适合杠杆

该研究首先解释了 BitME X 吸引交易员的独特

交易和对冲的合约。通过采用基于分钟为单位

特性，并证实了永续合约（一种由保证金合成

的高频数据，Jaehyuk Choi 教授和 Sungbin

的现货合约）是 BitME X 中最具代表性的衍生

Sohn 教授的研究发现 ：BitMEX 衍生品在主要

品合约。

的比特币现货交易所能够引领价格，买卖价差、

研究表明，BitME X 永续合约在价格发现

外汇价差和相对交易量均是价格发现的重要决

中具有主导作用，相对买卖价差、相对交易量

定因素。通 过 进 一 步的研 究，他们还 发现了

和外汇价差均是引起价格发现波动的重要决定

BitMEX 衍生品具有正向的净溢出效应。在信息

因素。此外，BitMEX 与其他交易所相比具有正

传递上比特币现货价格更具优势，并能够有效

向的净溢出效应，在信息传递上更具效率，并

对冲现货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可以有效地对冲现货价格波动。经论证，永续

日前，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Jaehyuk Choi

合约作为一种套期保值工具，可以将现货市场

教授和 Sungbin Sohn 教授在金融类核心期刊

的价格波动风险降低至 99.39%。

The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就此现象发

与传统现货交易所不同，BitME X 几乎完

表论文，题为《BitMEX 比特币衍生品 ：价格发

全不受 监管，任 何人 只需通 过电子邮件 并 持

现、信息效率和对冲有效性》
（
“BitMEX bitcoin

有比特币就可以开户。过低的准入门槛也使得

derivatives: Price discovery, informational

BitME X 备受争议。但鉴于 BitME X 在比特币

efficiency, and hedging effectiveness”
）
。The

衍生品交易市场上的重要作用，监管机构应对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期刊主要探讨金融
期货和衍生品的最新发现，其涵盖的范围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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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期刊封面

BBitME X 及衍生品合约的合法性进行有效监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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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利益捆绑原理，当经理人将其个人
财产投资于他们管理的基金中时，他们就必须
与投资者共同承担下行风险。由此，本文提出
研究假设 ：其他条件不变时，更高的经理人所

马琳琳教授在 Management
Science 发表论文

有权与较低的基金风险承担变更相关，尤其当
代理问题引起的冒险动机比较强时，更为如此。
为验证这一假设，本文手动收集了 2007
年至 2014 年期间 1610 支积极管理的美国国
内股票共同基金样本中的投资组合经理所有
权数据，为研究提供了较为综合的样本。为了

撰文 / 曹明明

更好地捕捉经理人针对其面临的激励措施的
事前风险选择，本文使用共同基金持股量来构
建两项指标，以捕捉经理人预期的投资组合
在日常经济活动中，有一 个非常普遍、

风险变化，而非已实现风险的变化。通过数据

令人头 疼的问题 --“代理人问题（Agency

分析发现，随着经理人所有权的增加，跨年度

Problem）
”
。
“代理人问题”又称“委托 - 代理

风险变化和年度内风险变化的指标都将降低。

问题”
，指的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因目标不

这些发现支持了管理所有权可以降低投资组

一致而产生利益冲突。解决这个难题的通常办

合经理的风险承担这一观点。另外，文章也发

法是利益捆绑（skin in the game）
，比如古巴

现经理人所有权与基金的总风险和下行风险

比伦的经典法律汉谟拉比法中有这样一条 ：如

度相关。

果建造的房子倒塌压死了住在房子中的住户，

本文研究表明 ：投资组合经理人的所有

那么建造房子的建筑工也应该被处死。

权可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减少经理人由于代

在共同基金领域也是如此。当共同基金

理问题而引起的冒险行为。同时，研究结果还

经理人在确定投资组合的风险时，理论上来

显示，如果投资组合经理自身参与到投资中，

说，他们的决策应该完全从投资人的风险偏好

对广大共同基金投资者是有益的，应该对投资

和回报期待出发。但实际上，这些共同基金经

组合经理所有权给予鼓励甚至是要求。

理人可能会出于自身的效用和偏好而改变投资
组合的风险，这就可能造成典型的代理问题。

Management Science 期刊封面

相比于先前研究，本文的研究是目前所
知首个以投资组合经理拥有投资份额影响共

先前的相关实证研究显示，凸形的基金

同基金风险行为为主题的研究，具有一定学术

流业绩关系产生的隐性激励会诱使经理人过

创新。同时，本文的研究对先前关于投资组合

度冒险，进而对基金业绩产生不利影响，造

经理人所有权的研究起到了补充作用，本文的

成代理冲突，给投资者带来损失。日前，北京

研究选用了更为综合的样本，因而结论更具说

大学汇丰商学院马琳琳教授为第一作者的研

服力。

究给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方向 ：投资组合

此外，本文的研究主要对象为美国共同

中经理人的所有权会对共同基金的风险水平

基金的投资组合经理人，而非总监，因为经理

产生影响。研究成果发表在管理学顶级期刊

人更直接地参与到日常的投资决策中，对投资

Management Science 上，题为“Portfolio

的影响相关性更高，因此研究结果能帮助学者

Manager Ownership and Mutual Fund Risk

更好地理解共同基金的激励机制，具有较高的

Taking”
（
《投资组合经理所有权与共同基金风

学术意义，对于减少代理冲突也具有现实的指

险》
）
。

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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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芍佳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英国
校区主任。1998 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
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组织经
济学的企业理论、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

刘芍佳教授
在 Economics Letters
和 Energy Economics 发表论文

企业竞争力、产权制度与公司治理结构、
金融市场及能源经济等。

资料提供 / 刘芍佳 撰文 / 木南

改善证券市场流动性会如何促进投资收益 ：
提升还是减降？——德、英、美与中国市场的实证比较研究

在证 券 市 场里， 资本 在 市 场里 的

Economics Letters 期刊封面

流 通 是 通 过 市场流 通性 体 现的。 资本

里，流动性改善会促进投资收益提升 ；而在一个没有金融效益的市

通 过 流 通 追 逐有价 值的投 资， 从而避

场里，提高市场流动性则会导致投资收益下降。因为，在一个没有

免损失，创造收益。日前，刘芍佳教授

金融效益的市场里，流通成本的下降不仅不能促成市场为创值而追

及其合作者在 Economics Let ters 上

逐投资，反而会促生金融投机，为资本逃亡提供便利。

发 表 论文， 探 讨了改 善 证 券市 场 流 动

论文的讨论从如何度量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开始，应用了目前研

性对促进投资收益的影响。论文题目为

究流动性的 4 种流行算法，对德国、英国、美国和中国的市场流动

“How do markets value stock market

性进行测算，并运用测算结果分别验证了市场流动性改善对投资收

liquidity? Comparative evidence of

益的影响。实证研究的时间跨度从 2000 年到 2013 年，分三个阶

Germany, the UK, the US and China”

段进行。在这三个阶段中，各个市场都显示改善市场流动性对投资

（《改善证券市场流动性会如何促进投资

收益的改变具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对于提升市场投资收益是利

收益 ：提升还是减降？——德、英、美

是弊，则取决于在各个市场中占主导的投资行为。其中，在英国与

与中国市场的实证比较研究》）。论文合

德国，改善流动性会提升投资收益，这反映了它们资本市场的金融

作者为来自英国布莱顿大学的 A ndros

效益 ；在中国，改善市场流动性会导致投资收益下降，这反映了中

Gregoriou 博士和来自中国北京大学的

国资本市场的金融效益存在问题，市场中的投机成分很重 ；在美国，

Yibo Bo 博士。

改善市场流动性对其投资收益既没有提升，也没有减降。因为，美

论文指出，改善市场流动性对投资

国市场的投资行为分散，既有利用流动性追逐投资而提升收益的，

收益有显著影响这，这反映了市场的金

也有利用流动性逃离市场而减降收益的。总而言之，在美国的市场

融 效 益 —— 在一 个有金融 效 益的市场

中并没有所谓“占主导地位”的投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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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再生能源投资补贴市场化政策与“罚短”机制评估

如何推出有效的政策以促进再生能源持续发展是世
界各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日前，刘芍佳教授在 Energy

Economics 发表了题目为“Understanding the ROC
Payment Transfer in the Renewable Obligation with
the Recycling Mechanism in the United Kingdom”
（
《英
国再生能源投资补贴市场化政策与“罚短”机制评估》）
的论文，探讨了英国在这方面的举措。论文合作者为英
国斯旺西大学的 Jinke Li 博士和 Jing Shao 博士。
目前促进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有两大类，一是捆绑
售电价，二是补贴市场化。其中，捆绑电价是指把发展再
生能源的投资补贴固定到电价中。比如，规定对每度电

Energy Economics 期刊封面

价增加一定金额的新能源收费，用于鼓励补贴新能源的
投资发展 ；补贴市场化是指把发展新能源的投资补贴权
益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其现金价值。比如，通过市场交易
排碳权益确定权益的价值。
英国政府为了鼓励再生电力能源的发展，选择了补

方面，鼓励奖赏投资清洁能源 ；另一方
面，又担心鼓励政策被投资商在市场上

贴市场化政策——让清洁能源投资商获得“再生能源”

滥用，获益太多，造成较高的成本转移

的收益权利，并允许其到市场进行交易，以实现收益权

效 应，导致下游电价上扬过 度。因此，

利的价值。这个政策实施了十几年，使英国再生电力能源

政府要在政策中设立一个“限制”——

获得了很大发展。但在 2018 年，该政策突然被新的能

引入电商未买足再生能源权益的罚款机

源发展政策取代。

制（简称“罚短”）。如果 发电商未买足

为究其原因，论文应用产业组织上下游企业竞争理
论构建模型，分析上游再生能源投资商与下游电力销售
商交易再生能源权益的过程。上游要权益价值最大化，

规定要求的再生能源权益，短缺部分应
通过“罚短”转付给投资商。
但让 人 跌 破眼镜的是，英国政 府

下游要用最小成本获得权益，双方通过博弈取得均衡，

竟把“罚短”产生的罚金 返 还 给电商，

形成交易。对于这个过程，论文对“英国能源政策偏厚

同时让 那些买 足再生权 益的电商共分

哪方？”“作用为何？”“政策目标是否达成？”等问题展

罚金。由于这种带“钉子”的鼓励政策，

开了研究。研究分析结果显示，英国政府的清洁能源政

投资商在与电商的市场博弈中占不到便

策导致了下游电商转付给上游投资商的能源“投资补贴”

宜，二者的博弈也因此更加复杂了。由

低于预期水平。换言之，下游电商给上游投资商的“再生

此，随着电力市场竞争加剧，电力投资

能源投资补贴”付少了，投资商没有获得应得的金额。

商最 终“掀了桌子”，让 政 府终结英国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英国的政策从来都是在
各种利益集团游说下产生的，因此政策不可能偏激。一

再生能源投资补贴市场化政策与
“罚短”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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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ke Zhao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助教授，
研究方向是宏观金融、公司金
融等。

Jake Zhao 教授在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发表论文
撰文 /Jake Zhao、叶静、王雅琪

过去的 40 年，美国公司的现金资产比增长迅速，

约束的模型，解释了公司的现金持有量。该模型考虑

尤其对于那些总资产小于 10 亿美元的小型上市公司而

了企业制定资本、现金、股息分配、股票发行以及进

言，现金资产比增长了两倍以上，这一现象引起了学

场和退出等一系列动态决策的过程。由于外部融资非

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

常昂贵，现金起到了抵抗冲击的缓冲作用。与前人的

尽管美国公司现金流的波动性大幅增长，但是其

研究相比，Jake Zhao 对现金流生成过程的建模方法

收入和运营支出的波动性并未上升。现金流体现的是

更为详细。他将这一过程分为暂时性和持续性两部分，

收入与运营支出的差额，可以推测，收入与运营支出

而收入和支出的相关性下降最能反映现金流的暂时性

两者之间相关性的下降可能成为企业现金持有量增长

部分遭受的冲击，从而产生了对现金的需求，进而影

迅速的重要原因。这一因素对美国公司现金持有发挥

响了企业的现金持有量决策。研究考虑了负现金流的

了怎样的影响，其作用的路径又如何？

可能性，使得模型更贴合现实情况。

北 京 大学汇丰商学院 Jake Zhao 教 授的论文

研 究 表明， 在公司现 金 持 有量 增加的 部分中，

“Accounting for the corporate cash increase ”通

57% 可归因于收入和运营支出之间的相关性下降。现

过使用带有预防性储蓄的局部均衡公司动态模型对其

金流波动性的增加实际上来自于收入和支出的相关性，

作了量化分析。该论文于 2020 年 1 月被 European

这是一项创新的实证发现。

Economic Review 正式接收，于 4 月正式发表。
在研究中，Jake Zhao 构建了一个具有外部融资

利用模型生成的数据和美国公司的数据，研究还
发现金融领域已有研究中的标准回归模型忽略了“收
入 - 支出相关性”这一渠道。最终数据表明，即使在
控制了企业现金流的总体波动性和特殊波动性的情况
下，这种渠道的作用依然是显著的。
此外，论文还分析了不同政策如何影响企业投资、
资本价格、进入和退出市场、现金持有等一系列决策，
进而影响公司的收入与市值，发现减税并不会减少企
业的现金持有量，强迫企业减少现金持有量将大大降

论文被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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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 ：
“或然性信息”与“无悔行动”——灾难经济学续篇
巴曙松 ：思考疫情之后的全球分化阶段
欧阳良宜 ：从北大汇丰的钉钉实践看我们的数字化未来
盛柳刚、王鹏飞 ：新冠危机或成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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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产生新的需求，基本上只是恢复了原有

樊纲 ：
“或然性信息”与“无悔行动”
——灾难经济学续篇

的需求。这时，要弥补疫情期间经济的下滑，
就要由政府出台政策来增加一些额外的需求
（不过由于当时投资增速还在加快，所以文
章中说不需要特殊的政府刺激政策）。
灾难当然也会对供给侧产生影响，这在
新冠肺炎疫情中就表现得特别明显。战争从
人和物两个方面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所以，
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在战后会经历一段时期的
物质短缺与通货膨胀 ；而瘟疫大大减少了人
们的生产活动，生产能力“闲置”，不仅人不
能从事生产活动，机器厂房也因劳动力的减
少而开工率不足。所以，面对这种灾难导致
的经济下滑，国家在供给侧的重要措施是帮
助职工返岗复工，帮助停产减产的企业（特
别是中小企业）克服债务压力，逐步恢复设
备利用率。新冠肺炎疫情在这个问题上具有
典型性——由于新冠病毒潜伏期长，传染力
强，没有症状也会传染（这是新冠与“非典”

樊纲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最重要的差别，其经济意义也特别重要），所
以隔离期更长，
“封城”的时间也更久，即人
们无法活动的时间特别长，供给能力不能发
挥作用的闲置期也特别长。这会对经济增长
和产业链产生较大的冲击。总之，我们可以
通过分析不同灾难对生产供给的影响，采取
相应的经济政策。

2003 年，在“非典”
（SARS）肆虐的日子里，我写过一篇
题为《灾难经济学》的短文，把灾难分成两类 ：一类是杀人毁
物的灾难，如战争、洪水 ；另一类则是危害生命但不破坏物质
的灾难，如瘟疫和金融危机，这种灾难导致人类的社会活动减

疫情最大的影响在于其不确定性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提出的最尖锐的经济

少，从而损害了人们的经济利益。文章发表后不久，SARS 过去了。

学问题是“不确定性”。虽然当年 SARS 疫情

此后十几年的时间里，虽然 2008 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也是一场

下的经济发展也面临相同的问题，但在新冠

灾难，但是对我们的影响远不如 SARS 那么强烈，所以这个话

肺炎疫情中，不确定性问题特别突出、特别

题再也没有被提起。后来我编辑出版文集，也没有收录这篇文

严重。不确定性问题，也是近几十年来经济

章。没想到，时隔 17 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这篇文

学前沿领域一直在研究的问题。

章又被人们想起，
“挖掘”出来放到网上，以至于我想到要写这
个“续篇”。

所谓“不确定性”，是指由于人们对一种
事物的知识与信息知之甚少，从而不知道它

SARS 历时较短，当时我主要思考的问题是疫情之后经济

的发生规律和变化趋势。对于一种事物，人

的复苏，所以文章较为集中于短期内需求侧的分析。战争类的

们掌握的信息与知识程度不同，不确定性的

灾难本身要消耗大量物质，同时还会毁坏城市与工厂 ，所以

程度也有所不同 ；即便在有了一定知识和信

战后重建会产生大量的需求，形成某种战后繁荣。而 SARS 这

息后，只要这些信息还不充分、不准确，就

类的灾难并不产生这种需求。因为要阻断传染病的扩散，它只

仍然属于不确定信息。有时，人们可以知道

会减少甚至停止人们的活动，包括各种消费和投资活动，过后

它在概率的意义上大概会呈现什么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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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比如，有“百分之几”的可能性是这样，

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当一切都还不确定时，公共卫生防疫机

相对应的有多少收益或损失，等等。具有这

构和政府怎么做决策？依据什么做决策？做怎样的决策？

种不确定性的信息，也可被称为“或然性信

一旦病例出现，就会带来一些信息，这时发现病例的医疗

息”。正因如此，学经济学的人一定要学数学

机构和地方政府要及时把这些信息上报、传递给法定权威机构

里的概率论，许多经济问题都要用概率的方

的专家进行科学分析。但是，一种公共卫生疾病的定义和判定

法加以处理。

是需要一定的科学研究过程的，是要由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进

新冠病毒是一种以前没有出现过的病

行研究分析，经过同行的审核并由法定权威机构最终认定，然

毒，所以人们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的第一个

后根据法定程序公布于众的，不是由几个人基于几个病例就能

不确定性，就是在发现初期（几周或几个月）

确定的。没有及时上报信息是一个问题，但即使上报了信息，

对其一无所知。这里面包括了一系列的问题 ：

处理这些信息并进行专业的科学分析都需要数量充分的病例样

它是如何产生的？源头在哪里？它是如何导

本和病理数据，需要一个观测病毒演变的过程。直到基本的问

致人生病的？医学病理是什么？它会不会在

题搞清楚（当然还不可能是完全的清楚）之前，可以说我们都

人与人之间传染？怎么传染？传染途径有哪

处在一个“信息不确定时期”。这个时期可能是几周，也可能是

些？潜伏期多长？

几个月。在科学还不那么发达的时候，有的传染病可能蔓延了

哪些人容易被传染？致病率多高？有没

好久，在死了很多人后，人们还没有搞清楚传染病的基本信息。

有药可治？死亡率多高？在过了一段时间后，

从不确定到确定，认知的进步总有一个过程，这没什么奇

可以说我们对这些问题多少有了一些了解，

怪的。但问题是，在这个不确定的时期里，人们可以做什么？

对一些关键问题有了确定的认识。比如 ：确

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是不是要采取行动？打一个比方，我开着

定有人与人之间的社区传染，有些事就可以

车，但不清楚前面的路该怎么走，所以我停下车来不走了，最

做决断了（比如封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

多会因为我的无知耽误一些时间，不会有其他的后果。但是，

暴发后，一些国家和地区直接实行了 14 天

面对传染性疾病，你可以无知，可以不确定，但是在你不采取

的隔离措施，是因为中国的经验使其对病毒

行动的时候，它会传染开去，使你失去防控它的大好时机！现在，

的传染周期有了较为确定的认识。最难的是，

我们就面临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
59

PHBS 北大汇丰

灼见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
来应对这段“漫长的”不确定时
期，即实事求是，承认不确定性，
在不确定时期发布“或然性信
息”，并根据这种或然性信息在
局部范围内相机抉择，及时采
取一些“不会后悔”的、级别较
低的防疫措施。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时该怎么“发布信息”？要停止公
共聚集，这可是个大举措，怎么向公众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确定性下的无悔行动

你自己还不知道的许多事情，怎么向公众说明？我国的公共卫

“或然性信息”就是不完全信息或不确

生防疫法规要求医院、卫生机构和基层政府及时上报疫情，但

定信息。它当然不是完全没有信息，只是在

是，确定疫情和公开发布疫情的确定信息，要由中央政府指定

少量信息的基础上加上人们的一些推测和判

的权威机构在对疫情进行了相当充分的科学分析研究之后才能

断（当然是一些初步的判断）
，因此具有或然

做出。问题不在这之后，而在这之前 ：在中央权威机构发布确

性。实际上，人类的知识和信息总是不完全

定性信息之前，从中央到地方，在那个当时可能感觉是“漫长的”

的，都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的不确定时期当中，我们怎么做决策？做出决策后又怎么向公

对于有些事物，我们已经了解得比较深入透

众解释？在还没有确定信息的时候，向公众发布什么信息？能

彻了，而对新出现的事物则了解较少，因此

发布什么信息？

或然性就比较大。时至今日，我们对新冠病

我们不能在事后有了确定性信息的时候，去指责当时处于
不确定时期的决策者无法发布确定的信息，也无法根据不确定
信息去做出后来才做出的决策（失职渎职行为是另一种问题）。

毒的认识也还是不完全的，权威疾控机构所
发布的信息也带有一定的或然性。
发布信息的目的是采取行动。不采取行

我们不仅不能盲目决策，鲁莽行动，还要防止根据虚假的信息

动，就不需要发布信息。请注意这里说的不

做出错误的决策。之所以需要走法定程序，进行科学分析，以

是向上级防疫机构隐瞒信息的问题，而是在

尽可能地获得真实可靠的确定信息，就是要避免出现这一类问

说如何向公众发布信息的问题。防疫机构如

题。

果公布了信息，就要采取相应的行动，否则
但是，在这个不确定时期，难道我们就应该毫无作为，白白

让宝贵的时间窗口流失吗？
这就是我们可能陷入的困境！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办

只是造成大家的恐慌，于事无补。
在信息还很不完全、情况还很不确定的
时候，当然不可能采取重大的行动，但是可

法来应对这段“漫长的”不确定时期，即实事求是，承认不确

以采取一些成本相对较低、扰动相对较小、

定性，在不确定时期发布“或然性信息”，并根据这种或然性信

负面效果相对轻微的措施，事后发现早期判

息在局部范围内相机抉择，及时采取一些“不会后悔”的、级别

断有误，纠正起来也较容易，不会因为采取

较低的防疫措施。

了这些行动而后悔。我们称这一类行动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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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行动”。
比如，首先可以加强一个区域（或城市）

我们将来会更后悔！
有一个类似的情况可供读者参照，帮助理解什么是“或然

内的医护人员的防护。这个成本不高，且对

性信息”和“无悔行动”，以及二者的关系。现在全球大多数国

医护人员的健康有好处，即便疫情是假的，

家都已经加入到减少碳排放、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努力中来。

采取这样的行动也不会后悔。接下来可以呼

对于气候变暖问题，科学界很早就开始研究，但也存在很大的

吁相关城市里的居民戴口罩，这虽然有一些

争议，特别是在“气候是否在变暖”
“变暖是否是人类的碳排放

成本，比如口罩本身的物质成本，还有人们

行为所导致”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存在着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

戴上口罩产生的不适感，但成本相对还是较

性导致气候变暖问题在国际上长期得不到重视且世界各国无法

小的。随后，还可以加大对市区街道的清洁

采取一致的有效行动（特朗普到现在还持否定态度并促使美国

剂喷洒，强化商场和娱乐场所等公共区域的

从国际协议中“退群”）。而防止气候变暖运动的一个转折点，

保洁，限制和减少大型集会和聚集性活动等，

是英国经济学家斯特恩
（Nicholas Stern）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

这些都属于成本不高的防疫措施。再进一步，

以“或然性分析”的方法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些带有或然性的信

随着情况进一步明朗
（即确定性进一步提高），

息。他指出，我们不能完全确定减少碳排放是否一定能防止气

地方政府甚至还可以采取“局部封城”的措

候变暖，但根据现有的信息，我们可以分析得知，如果我们采

施，就是对个别居民小区和商业街区等实行
更严厉的限制举措。当然这个举措的成本就
比较大了，对社会的震动也会比较大。但从
全国的角度来看，这种局部防范措施的成本
仍然是较低的，而这一措施的收益则是 ：及
时地把疫情控制在较小的局部范围内，避免
发生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危机。如果事后证明
这样做是小题大做，纠正起来也不难，不会
导致大的社会震动。以上这些措施都是在疫
情不确定时期可以采取的行动，也是中央权
威机构有了更确定的信息并做出全局性防疫
决定之前，在局部范围内可以采取的早期防
疫措施。
“无悔行动”最重要的含义要“反过来”
解读 ：如果现在不采取一些行动，哪怕是一
些扰动较小的行动，浪费了防疫的时间窗口，
取这样一些措施，会有百分之几的概率使气温在 2050 年上升
不超过 2 摄氏度 ；如果采取规模更大的行动，就可以有更高的

“无悔行动”最重要的含义要
“反过来”
解读 ：如果现在不采取一些行动，哪
怕是一些扰动较小的行动，浪费了防
疫的时间窗口，我们将来会更后悔！

概率达到同样的目的，等等。这些信息是或然性信息，是概率
分析，体现了科学界的坦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与
此同时，也向公众传递了这一问题的发展演变趋势，从而为人
类采取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此外，经济学界还相应地提出了建立在或然性信息基础
上的“无悔减排”概念。它指的是，既然我们今天采取的行动
是建立在或然性信息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就有可能做出错误的
判断。在气候问题上，有一些科学家仍认为气候变暖不是碳排
放导致的，如果他们最终被证实是对的，那我们现在岂不是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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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力气，白花了成本？但是，如果我们今天首先采取一些行动，

作为局部的早期防范措施，不浪费宝贵的时

成本很小，而且还有一些其他的收益，即使将来科学界真的证

间窗口。所采取措施的严厉程度，不仅取决

明了气候没有变暖或气候变暖与人类碳排放无关，我们也不会

于疫情本身的严重程度，而且取决于信息的

太后悔。比如，如果我们花费一些努力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确定程度。若信息确定程度较低，地方政府

可以减少碳排放，同时，提高效率可以使企业增加收益，使净

可以采取不那么严厉的“无悔行动”；在信

利润率有所提高 ；即使净利润率没有提高，我们将来也不会因

息确定性达到较高的程度且确定疫情严重程

为做出这些行动而太后悔。这就是所谓的“无悔行动”。这也

度也很高的时候，才能由更高级别的权威机

就是说，当信息很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只好采取一些成本较小

构决策采取更为严厉的防控措施。湖北的一

的行动，有了更确定的信息与知识后，我们才可以采取更重大

个地级市，就是因为在武汉封城之前就较早

的行动。

地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公共防疫措施，后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

来成了湖北省内除神农架之外病例最少的城

1. 重大防疫措施（如启动较高级别的疫情响应机制，如“封

市。当地政府官员后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城”等）的决策，一定要建立在拥有较为确定的知识与信息的

说当时采取这些行动是“不那么合规的”，说

基础上。这种确定性信息，一定要由法定的权威机构通过一系

明当时的规定中并没有我们这里提议的这一

列信息搜集和科学研究之后提供，由中央政府在此基础上进行

条，是一个需要改进完善的地方。

决策。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此已有明确规定，不可动摇。
2. 从病例出现开始到法定权威机构宣布较确定信息（给病

4. 需要明确的是，发布信息与采取行动
二者之间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不能采取行

毒“定性”）的时期，都属于“信息不确定时期”。在这一时期，

动，就可以不发布信息（当然仍要在内部自下

医疗机构和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及时向权威部门提供真实准

向上传递信息），也不需要发布信息，因为这

确的信息，以保证我们对疫情的认识越来越确定。这点在我国

时信息还是很不确定的；发布了“或然性信息”

现行法规中也有明确规定，需要切实贯彻执行。

又不能采取行动，只会造成社会混乱。但是，

3. 与此同时，在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管理法规中应该

如果想让地方政府采取早期防范行动，就一

有这样的条例 ：允许地方防疫机构和地方政府在信息不确定时

定要允许它可以发布一些当时所能知道的但

期拥有以下权力——一是发布“或然性信息”的权力 ；二是采

还不那么确定和权威的“或然性信息”，不然

取较为温和的、审慎的“无悔行动”的权力，采取“无悔行动”

就无法向公众解释为什么要采取这些防疫措
施。同时，也要在发布“或然性信息”时明
确地告诉当地民众这些信息还不那么确定，
最终的权威信息和重大决定要由更权威的机
构做出。
5. 地方卫生防疫机构和地方政府采取
行动的权力，也要通过法律法规加以明确，
要有实施细则、决策程序和行动指导，也可
以分为几级响应（可以称为“早期响应”），都
要按程序办事。
现在讨论这些问题，当然都是亡羊补牢，
但却能让我们在下次出现类似情况时做出比
这一次有所改进的行动。当然，人的知识永
远都是不完全的，只能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
步完善。关于灾难经济学的其他问题，或许
要到下一次灾难发生时，再写续篇讨论。当然，
但愿没有下一次。
（ 文章来源 ：
《 信睿周报》 第 2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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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

是，在动荡的市场条件下，美元的霸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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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得以强化 ；美联储通过与其他国家的货
币互换等形式，反而还延伸了美元的影响力。
现在以美联储推行零利率和不限量的量化宽
松为标志，欧洲、日本等主要的发达经济体
基本上都进入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阶段。这样
一个低利率和零利率的环境，再加上主要发
达国家大规模的刺激经济、扩张债务，也会
对全球整体的融资架构产生深远影响。从目
前的评估看，主要发达市场的债务压力上升，
还可以寄望于这些国家的央行的量化宽松，
而一些边缘发达国家、双赤字国家和债务压
力大的新兴市场，则可能面临相当大的债务
压力。这可以说是债务压力在不同国家的分
化。
在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还在继续推进的条

巴曙松 ：
思考疫情之后的全球分化阶段

件下，中国的金融政策如何应对低利率和零
利率的环境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因为中国总
体上仍处于一个相对正常的利率水平区间，而
国际环境处在低利率和零利率的一种不太正
常的区间。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如何确定既

无论是从疫情的冲击和影响的角度，还是全球经济互动的角

适合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又在当前环境下可

度，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分化的全球化阶段。过去 40 年，高速推进

持续的利率水平变得尤为重要。同时全球的

的全球化，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供应链和产业链基于经济效率原

资本流动可能又会出现不断调整，大规模的

则的全球分布，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当前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

量化宽松所提供的充足流动性，可能在全球

口，完全地退回逆全球化路径不符合经济理性，也不符合相关国家

范围内需要寻找新的配置资产，而以人民币计

的总体利益，所以目前呈现出来最有可能的趋势是分化的全球化。

价的资产的吸引力在不断凸显。在这一条件

尤其是在疫情的冲击下，会凸显出原来已经隐约呈现的一些分化的

下，如何继续推动金融市场的开放，吸引资本

趋势。疫情之后，不同领域的全球化推进的程度会出现分化，而不

的流入，并且抓住这个时机，适当地提升人民

会像 40 年来这样持续推进、各个领域都有明显的突破。所以这将

币的国际化，使中国的企业在进行海外布局、

是我们即将面临的一个新趋势。

产业链维护过程中，能够有更多使用人民币
的空间去支持融资、支持国际经贸活动，这一

金融市场中的全球化分化

问题也逐步凸显。所以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实
际上还会持续，并会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总体上看，金融市场仍会保持全球化的联系，这是由金融的高
流动性和紧密联系的特性所决定的。我们看到，疫情以来，全球的
金融市场确实也保持着密切的互动。我们既看到疫情对美国资本市

商品贸易领域中的全球化分化与
调整

场的冲击，也看到美联储史无前例的救市带动资本市场的回升，缓
解美元流动性的压力。这相应引起了全球范围内资本流动的大幅动

在疫情爆发之前，中美贸易摩擦已经对

荡，例如，在短期的恐慌下，资本从新兴市场大规模流出，也在美

商品贸易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一些产品的供

国资本市场的大幅起伏下跟随起落。

应链出现调整，而疫情则加速了这一调整趋

不过，在这种总体密切互动的金融体系下，分化依然有不同程

势。不同商品领域的调整可以会有分化，有

度的体现。例如，美联储的不限量的量化宽松，以及美国联邦政府

的供应链可能会回归，有的则会更为分散化，

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在一般意义上会对美元的信用形成损害，但

有的则会从离岸转向近岸和在岸生产，当然
63

PHBS 北大汇丰

灼见

尔街的金融机构，在美国国内也受到民粹主
义的严峻挑战，话语权也大大被压缩。从美
国的贸易政策和对外政策的演变趋势看，往
往是其内部的阶层利益摩擦，不同利益集团
的博弈，决定了美国的对外政策，此次逆全
球化趋势亦是如此。

分化的全球化逐步表现为区域化
发展的趋势
分化的全球化还会表现出区域化发展的
趋势。比如在疫情冲击和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
下，东南亚对中国的贸易占比持续上升。而从
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冲击评估看，相当一部分
还有的为了贴近消费者而继续加大投入，不同产品的供应链调

产业要维护和修复其完整性，可以通过中国

整也是分化的。

加强和其他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和东南亚）

在这个分化和调整的过程中，基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所

的区域合作来实现。其实发达国家也呈现出

处的不同位置，不同产业的调整趋势会有明显的差异。有一些

类似的趋势，包括美联储和相关国家之间的

行业的供应链、产业链虽然受到冲击，但是疫情过后，这种供

美元互换，实际上延伸了美国的影响力。从

应链、产业链若能及时维护、修复，还会继续推进全球化。比

趋势看也不排除各种形态的区域合作性质的

如中国的纺织业等中低端简单产业，可能还会继续在全球范围

自贸区和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这也是

内处于比较重要的位置。美国不论如何逆全球化，可能也很难

分化的全球化很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把这些产业重新吸引回美国。但是有的行业可能就会面临比较
大的调整压力，特别是一些复杂产业，需要早作准备。

美国内部阶层的分化直接影响对外的全球化政
策基调
当前美国在对外政策的基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内部

科技创新力量成为分化的全球化
的焦点
在分化的全球化过过程中，科技创新力
量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一方面是寄望于新
经济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时疫

不同阶层分化的影响。过去 40 年的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过程中，

情冲击也凸显出一些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增

总体上美国的跨国公司、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和大资本阶层获得

长领域，包括生物科技以及从线下到线上大

了巨大的收益，中国的制造业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美

幅转移的信息服务，比如在线教育、在线办公、

国也有一部分群体在全球化中获得的收益有限，甚至有的可能

线上金融等业务的发展会有明显的提速。同

出现利益受损，美国内部利益分配的失衡，导致不同阶层的分

时各国也在试图通过竞争占领经济转型时期

化，进而会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对外经贸政策。

的科技创新制高点。短期看，不同的经济体

总体上说，美国从全球化中获益很多，但是这些获益在其

正在竞争新冠肺炎疫苗的开发。从中长期来

内部不同阶层中的利益分配中出现了显著的失衡，这种失衡就

看，对于信息科技和 5G 的发展，占领相关

导致了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获利益较少的中低收入阶层的不满，

产业的制高点成为关键。这或许意味着在下

即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被遗忘的阶层”。正是这一阶层，推动着

一阶段，科技创新的竞争、新经济的发展制

特朗普的当选并成为他的支持力量。从趋势上看，全球化利益

高点的竞争，会成为分化的全球化发展阶段

在美国国内的分配失衡状况，如果没有有效的举措来逐步校正，

很重要的特征之一。

可能这一状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在过往中美出现摩擦的时候，
促进两国交流的所谓压舱石力量，如跨国企业、大的资本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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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良宜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欧阳良宜 ：
从北大汇丰的钉钉实践看
我们的数字化未来
终于复课了，确切地说，是“线下复课”。2 月份以来，北
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在钉钉上坚持正常教学，我们建了 160 个课
程群和 20 个公开课群，同时在线人数最高达 4000 人。全体
师生投身这场实验，预习我们的数字化未来。
EMBA 招生面试，以前缺勤率不低，报考者大多是企业家，
大家都很忙，会有各种突发情况。疫情所迫，这次我们把面试
改为线上，出人意料，几乎无人缺勤。
我们在钉钉上做 EMBA 毕业论文预答辩，每场一两百人
在线旁听。往常，同学们从全国各地赶来，排队、插 U 盘、答辩，
讲完就走，来回折腾旅途劳累，还浪费一两天时间。疫情期间
没法随便走动，逼出了在线答辩，所有人都省下了大量时间成本、
交通成本和沟通成本。
并非线上授课可以取代线下教育，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革新中国企业组织的管理思维和运转方式，
就像 2003 年的“非典”深刻改变了国人的消费习惯。
1999 年我本科毕业，有人策划了一个著名的实验 ：
“72
小时网络生存测试”。72 小时内，只有一台电脑、一根网线，
足不出户能活吗？12 名网友参与实验，结论是“不能”。
那时候 BAT 刚刚创办，互联网行业充斥着泡沫，主流媒
体认为网购是噱头，既没必要也无可能。要改变广大消费者“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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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 20 年的发展意义重大。新基建投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革新中国企业
组织的管理思维和运转方式，就
像 2003 年的“非典”深刻改变
了国人的消费习惯。

资巨大，特别是 5G，几万亿、十几万亿的量
级，仅靠企业无法承担，政府牵头是必要的。
在中国，一旦政府下定了决心，执行力和推
动力非常强大。
北大汇丰商学院非常重视 IT 建设，每
年投入几百万，别的暂且不论，仅是我具体
管理的 MBA 和 EMBA 项目，就都分别建有

眼所见、触手可及”的购物习惯，谈何容易？
但到了 2003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打穿了拐点，

APP。自己从 0 到 1 开发 APP 并非最优方案，
过程中必然存在重复建设。相比于自己开发，

消费者习惯发生大规模演变。线下商业停摆，淘宝应运而生，

通用平台型产品更成熟稳定，成本肯定低很

交易转到了线上，消费者自发养成网购习惯。第一批“网购族”

多。

形成并壮大，而后诞生支付宝，电商生态不断完善。
人是习惯的俘虏，总是被迫作出改变和创新。这一次，新

但没有自有的数字化平台不行，一些信
息存在机密性，有保密要求。金融等特殊行

冠肺炎疫情又来了，企业无法正常经营，学校无法正常上课，

业数据要求更严格，这个问题更突出，跟我

政府无法正常运转，各行各业不约而同转到线上。钉钉高效完

持同样痛点的 IT 负责人想必不在少数，这里

成用户教育，引导各类组织养成“在线”新习惯。钉钉出人意

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机会。钉钉推出了“专属

料地登顶 APP 下载榜，这是互联网下半场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钉钉”，提出设计、安全、存储和 APP 的专

新习惯一旦养成，基本不可逆转。比如开会，开会人要到场，
这个观念根深蒂固，电话、电脑早已有之，但多少年来依旧如

属化，与中国一汽、广东农信、广州立白等
企业达成了合作。

此。疫情期间，各行各业被迫把会场转移到线上，人们很快发现，

钉钉是“端”的新基建，它提出“万企

开会未必要碰头，在线就能把事情谈妥办好，高效、经济、绿色。

万面”的理念，连名分都可以不要，广州立

钉钉在线会议的单日发起量已经突破 2000 万场，单日参会人

白的专属钉钉叫“嘟嘟”。以客户为中心，不

次突破 1 亿，新的开会、沟通习惯已经在大众中养成。

刷存在感，这在“面子”上很吃得开。如果看

2 月初，北大汇丰商学院做过一次企业复工调研，调研对

“里子”，企业 IT 建设变得像搭乐高那样简单，

象以广东制造业企业为主。当时刚过完年，疫情严重，经济停滞，

可以大幅节约重复建设成本，提高建设水平。

整个经济社会面临重启。调研发现 ：2C 的企业，数字化程度

未来绝大多数企业组织将依托新基建实现数

普遍较高，在各大流量平台积极争夺用户 ；2B 的企业，数字化

字化，开车上高速就行了，没必要自己重新

程度大多偏低，管理方式跟十年前基本没变化。

修条路，这是大趋势。

但疫情过后，线上办公软件已经在这些企业中实现了全覆

决策者的年龄是影响企业数字化的重要

盖，哪怕是最守旧的企业，也已经加入数字化办公的行列，它

因素。我是 70 后，触网比较深是机缘巧合，

们未必用得深，但重要的是迈开了第一步。10 年后回看中国的

因为工作需要。放眼中国企业界，决策者大

数字化进程，我们会发现 ：2020 年是个决定性的年份。

多是 60 后 70 后“前浪”, 对数字化的认 知

有人抱怨说 ：中国有全球最多的高速公路收费站。这句话

整体上还比较欠缺。等 80 后 90 后成为决策

的另一面是 ：中国有全球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有了发达的高

者了，不需要过多教育，他们会毫无障碍地

速路网，我们才有全球最快的快递，这就是基础设施的价值。

紧紧拥抱数字化，因为他们是数字世界的原

有些公路如果只算财务账是亏钱的，它们属于公益项目，不能

住民。

只算钱。
现在“新基建”成了热点，5G、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

我观察北大汇丰商学院的学员，发现青
年企业家群体的素质越来越高，二三十岁创

网、工业互联网，
“信息基建”属于热点中的热点。经验告诉我们，

业成功、回炉深造的大有人在。年轻企业家

基础设施建设要有前瞻性。2000 年北京四环修通，当时预估

对企业数字化认识普遍深刻，也很舍得投入，

未来 20 年够用，但实际上没顶过 10 年。

他们将成为中国新基建的消费主力。

这一次，政府大力发展新基建，方向正确，利国利民，对
66

（ 文章来源 ：新华网 ）

ISSUE 10
Jun 2020

盛柳刚、王鹏飞 ：
新冠危机或成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催化剂
截至 4 月 2 日，全球新冠肺炎患者确

远 低 于 1994-2006 年 间 的 年 均 增 长 率

诊人数已经超过 90 万人，全球所有国家

3.82%。尽管美联储在危机之后维持了相

几无幸免。美国新冠肺炎患者确诊人数已

当长时间的低利率和量化宽松，美国的通

经超过 21 万人，是全球确诊最多的国家，

胀率仍然长期低迷。

短短几周内成为新冠疫情的“震中”。疫情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危机之后美国的劳

冲击之下美国股市剧烈下跌，三月份的十

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显著提升，

天内四次熔断，跌幅高达 30% 以上。为应

经济景气的基础并不牢固。全要素生产率

对新冠疫情，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推出了史

是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根据美

无前例的刺激计划。美联储两次紧急降息

国旧金山联储的计算，危机之前的十二年

至零利率，并启动无限量量化宽松，同时
美国政府推出高达 2.2 万亿美元的经济纾
困计划。然而，目前来看暂时还没有有效
药物可以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发仍

盛柳刚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香港亚太研究所经济中心副主
任、贸易与发展计划主任

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 1.44%，
相比之下，危机之后美国年均全要素生产
率的年均增长率只有 0.65%，只有前一个
经济景气周期时的 44%。主要是因为过去

需时日，比较有效的疫情控制办法仍然是

十年并没有显著的革命性的技术突破，IT

传统的居家隔离措施，这意味着全美范围

行业摩尔定律失效。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

的停工停学，这极可能造成经济大幅度下

经济学教授尼可拉斯·布魯姆及其合作者

跌和大规模失业。如果疫情无法迅速控制，

的研究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新的

它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将远远大于 2008

科学技术突破越来越难，2014 年科研工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疫情很可能成为美国

作者们要付出相当于 1971 年 18 倍的努力

陷入类似于 1929 年经济大萧条的催化剂。

才能保持摩尔定律。因此，科研部门生产
效率呈现趋势性下降，这也是全要素生产

美国经济长期增长乏力
在疫情暴发之前，虽然美国失业率达
到六十多年最低，但经济增长动力不强。
从经济周期来看，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

率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我们没有理由

王鹏飞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院长、
教授

美国 经 济复 苏 非常 缓 慢，2009-2019 年
间美国年均真实 GDP 增长率只有 2.16%，

可以认为这次新冠危机之后这一结论会有
所改变，因此，即使新冠危机过去，美国
经济的反弹也会非常疲软。

新冠疫情重创美国经济和就业
服务业在美国 GDP 中占比高达 80%
以上，而疫情对需要人与人接触的行业和
工作冲击最为剧烈，因此短期内新冠疫情
将重创美国经济，大规模失业难以避免。
疫情对交通、酒店、餐饮、娱乐行业等人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新的科学技术突破越
来越难，2014 年科研工作者们要付出相当于
1971 年 18 倍的努力才能保持摩尔定律。

员密集的行业影响尤为严重。根据美国航
空业（A4A）统计，3 月 26 日，美国取消
的飞机航班高达 11279 架次，相比之下一
个月前的 2 月 26 日只取消了 82 次。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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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航空业的完成系数也从疫情前的接近百分之百急剧下降到

由于疫情蔓延，许多工厂、商店不得不关门

58.2%。3 月 17 日 -23 日这一周，美国酒店入住率同比暴跌

停业，没有营业收入。根据全球最大对冲基

56.4%，而每个酒店房间所得收入同比下降约 70%。餐饮业受

金桥水基金的估计，疫情将导致美国企业营

新冠疫情的打击最大，根据 Opentable 的数据，绝大部分地

收减少 4 万亿美元。但企业仍然需要支付工

区的餐馆已经关门或者只做外卖，餐厅晚餐入座率在最近一周

资、租金和税收，因此企业的现金流正在迅

直接跌至零。随着电影院、体育馆、主题公园暂停开放，各种

速枯竭。那些严重依赖日常收入流的中小企

体育赛事按下暂停键，娱乐行业也一片惨淡。

业有可能因此而倒闭。对大企业来讲，如果

随着美国疫情变得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居家

疫情延续时间长，它将导致部分企业现金流

不出，失业人数将迅速上升。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在截至 3

断裂，而且预期未来收入也减少，从而可能

月 21 日的一周内，美国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飙升至 328 万人，

触发美国公司债市场危机，这种担心并不是

这是自美国劳工部 1967 年开始跟踪这一数据以来的最高值。

多余的。

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估计美国第二季度的失业率或将高达

首先，美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已经反弹

32%。按照美国的就业人口大约为 1.645 亿人口计算，因此失

至危机之前的水平，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

业人口有可能短期内高达 5300 万人。

据，美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占 GDP 比例已经

与失业紧密相连的一个问题是美国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
问题。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统计，税前收入最高的 1% 人

高达 75.3%，超过 2008 年第四季度 72.5%
的历史高点。

口占税前总收入的比例从 2009 年 18.5% 上升到了 2014 年的

其次，随着杠杆率的上升，美国公司债

20.2%，而税前收入最低的 50% 人口占税前总收入的比例相应

市场上低资质企业占比攀升，这加剧了公司

地从 13.6% 下降到了 12.6%。而在 1970 年，这两组收入占比正

债市场的脆弱性，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公司债

好是反过来。过去五十年间，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但储蓄

评级分布中投资级别中最低的 BBB 级占比

率却下降了不少。Statista 的调查数据表明，约 45% 的美国人

显著上升可以看出。最新数据表明美国公司

银行储蓄账户上没有储蓄，有 42% 的受访者表明他们的应急资

债中 BBB 级和垃圾债分别占 48% 和 18%，

金只够坚持三个月。
当前的新冠危机则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

随着新冠疫情的延续，不少公司债券还有可

有失业高风险的职业如理发师、餐厅服务员、交通服务人员，同

能被降级。事实上，疫情已经对这两类公司

样也是收入较低的职业，而这些人储蓄也不多，因此难以承担

债造成了明显的压力。在美股抛售浪潮袭来

抵抗疫情的成本。如果大规模失业而且持续的时间较长，疫情

之际，市场对信用风险的担忧情绪急速上升，

之后将不可避免会出现罢工、暴力犯罪、骚乱和其他社会问题。

导致美国公司债价格急剧下跌。BBB 公司债
信用利差 3 月 23 日飙升到 4.88%，垃圾债

疫情对企业资产负债表造成灾难性影响
新冠疫情的暴发对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信用利差同日飙升至 8.37%，均为金融危机
以来最高值。虽然美联储推出的无限量量化
宽松政策暂时阻止了两类债务利差持续上升，
但利差回落非常有限，仍然盘桓在高位，因

税前收入人口占税前总收入的比例变化情况表
2009 年

18.5%

此爆发公司债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最 后，能 源公司债极有 可能 成为引爆

2014 年

公司债危机的导火索。年初至今油价从每桶

20.2%

2009 年

13.6%

60 多美元跌至 20 美元左右，暴跌已经超过

2014 年

2/3，给美国页岩油气公司造成极大压力，这

12.6%

也使得能源公司高收益债价格雪崩。根据美
银美林统计，当前这 1745 亿美元能源公司
高收益债的市值已经跌至 1420 亿美元，仅
为面值的 81%。由于全球经济突然减速，能

税前收入最高的
1%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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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前收入最低的
50% 人口

源需求和能源价格将继续下跌，能源债券收
益率的飙升也使得美国企业通过发行新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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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集资金的成本上升、难度加大，因此能源
公司债岌岌可危。

新冠疫情沉重打击全球产业链
新冠疫情可以称得上第一次真正的全球

由于美国的产业链遍布全球，因此即使美国
能在第二季度控制住疫情，但产业链上的其
他国家若无法成功控制疫情，那美国的全球
产业链也难以恢复。

化危机。2008 年金融危机始于美国次贷危
机，像中国、印度等国本身并没有危机 ；特
朗普上台以后的贸易冲突主要集中于美国和
它的主要贸易伙伴包括中国、加拿大、墨西

不得不宣布暂时关闭所有大中华地区以外的零售店。更重要的

哥和欧盟等，但大部分国家之间保持了贸易

是，由于美国的产业链遍布全球，因此即使美国能在第二季度

增长。新型冠状病毒比 1918 年西班牙流感

控制住疫情，但产业链上的其他国家若无法成功控制疫情，那

传染性更强，已经传染了地球上绝大部分国

美国的全球产业链也难以恢复。

家。各国为了切断国外输入，不得不暂停大
部分国际航线，并采用隔离 14 天或者拒绝

新冠疫情引发巨大的不确定性

非本国公民入境的极端措施。同时为了应对
本土疫情，不得不采用停工停学封城等社交

新冠疫情最终的暴发规模、对经济的影响、政府的应对，

隔离手段。因此，全球产业链遭到不同程度

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经济活动特别是投资、研发、招聘都

的切割，世界贸易组织估计新冠疫情对国际

需要长期的持续投入。在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企业通常或延

贸易的影响将远超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迟或者取消这些对经济中长期有重要影响的经济活动，因此不

全球经济负增长恐将难以避免。

确定性增加对经济活动有非常大的抑制作用。不确定性也损害

全球产业链受创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剧烈

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从而抑制消费。美联储经济学家刘铮和他

而且漫长。虽然美国贸易对外依存度并不高，

的合作者发现，不确定性增加会减少美国居民对汽车等耐用品

但是美国是全球产业链的布局者，是世界上

的购买。

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三大产

经济学家通常使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恐慌指数 VIX 来

业链——北美、欧洲、亚洲产业链的枢纽之

衡 量 经 济的不确定性。3 月 16 号， 美国道 琼 斯指 数暴跌 近

一。更重要的是，美国是当今世界真正实现

3000 点，创 1987 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恐慌指数也跳涨 25

全球化生产和销售的国家。根据盛柳刚和赵

点到 82.69，超过 2008 年雷曼破产后的高峰值 80.74。二战

洪岩《中美经贸变局》书中的计算，2015 年，

后，美国出现三次大的不确定性峰值，分别发生在 1973-1974

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总销售额高达 82269 亿

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1981-1982 年的高通胀危机和 2007-

美元，其中商品出口只占 18.4%，而美资子

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尽管不确性指数本身通常衰减很快，

公司当地商品销售则占 34%，几乎是商品出

但是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2015 年的一篇文章发现不确性

口的两倍 ；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占比 9.2%，而

峰值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可以持续 5 年以上，而对经济的影响的

美资子公司当地服务销售则高达 34.3%，几

量级上跟货币政策的大小相近。

乎是服务出口的五倍。因此可以说美国基本
是靠跨国公司的当地销售而非出口来服务世

美国刺激经济复苏的剩余政策空间非常有限

界各地消费者的。同时，美国对其他各国的
总销售远高于其他各国对美国的总销售，美

为了应对这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美国政府推出了史无前

国的销售总盈余高达 14653 亿美元，占美国

例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3 月，美联储先是通过两次紧急降

GDP 的 8%，远高于美国 7618 亿美元的商

息直接降至零利率，同时存款准备金率也降至零，并与多国央

品贸易赤字。

行进行货币互换以应对国际市场上的美元荒。美联储紧接着推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势必打击美国跨
国公司在海外的销售和盈利，比如苹果公司

出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并且拓宽了资产购买的范围，由此
前的国债和类主权债性质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扩大到了企业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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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政策抬升了资产价格，使得美国资产价格
泡沫明显。

美国单边贸易保护主义雪上加霜
目前来看，美国经 济 短 期的衰 退幅度
会很大，如果疫情得到及时控制，很多服务
业的失业也有望能够短时间内恢复，但是美
国这次疫情危机也反映了美国当前的政府政
策应对是非常混乱的。如果疫情引发经济危
机，由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是否能做出及
时合理应对也成了一个巨大的疑问号。美国
并同时向货币市场、信贷市场和商业票据市场注入流动性，以

从 1929 年的大萧条持续了 10 年，其中一个

防止流动性危机和市场系统性崩盘。与此同时，美国通过了高

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政策的错误。很多研究

达 2.2 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接近美国 GDP 的 10%，主

都发现贸易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犯

要是对中低收入美国人的直接补贴，每个成年人 1200 美元，

了方向性的错误。危机后，美国初步建立了

儿童 500 美元，增加失业保险，同时设立 5000 亿美元资金池

个人失业保险、存款保险制度和逆周期的货

为陷入困境的企业提供商业贷款。这些举措已经远远超过了美

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都有助于切断经济螺

国 2008 年应对金融危机时采取的措施，可见当前疫情对美国

旋下行的恶性循环。2007-2009 年的金融危

金融和经济的冲击极为严重。

机之后，这些政策成功避免了大萧条的再次

在出台这些政策时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还不到 10 万例，

发生。

然而 4 月初已经高达 16 万人，日均确诊约 2 万人，4 月第一周

在特朗普上台以前，美国重要的经济政

内将迅速超过 20 万例。而且不同于中国主要疫情发生在湖北

策都有专业的经济学家参加制定，不少著名

武汉，美国有全国遍地蔓延的趋势，疫情拐点尚未到来。因此，

经济学家都出任过美国的总统经济顾问，美

四月份如何维持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美国剩下的政策空间将

国在全球贸易一 体化、央 行 独 立性等方面

非常有限，采取类似武汉封城的极端措施恐将难以避免，疫情

都起到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但特朗普上台

得到控制的拐点来得越晚，经济代价也会越高。

以后，不顾经济学的常识，强行推动逆全球

更重要的是，在疫情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刺激经济复苏

化，四处引发贸易冲突。可以预计新冠疫情

的政策空间非常有限。首先，特朗普在任上大幅削减了企业所

会使得美国逆全球化的政治力量得到进一步

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率，减税增加了政府债务压力，因此，进

强化。同时特朗普也频繁向美联储施加压力，

一步减税的空间不大。其次，美国政府的杠杆率已经很高，到

损害美联储的独立性。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特

2019 年 9 月底，美国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已经达到 103.5%

朗普的压力，才使得美国货币政策在新冠疫

的历史新高，而新推出的 2.2 万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将使得这

情危机前未能及时正常化，导致现在利率下

一比例提高 10 个百分点以上。因此，疫情危机之后，美国财

降有限。而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解决短期流动

政政策进一步宽松的可能性不大。

性枯竭等问题，对由疫情引发的消费、生产

疫情危机之后，美联储将延续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因此

下降作用有限，试图通过货币政策来解决美

世界经济又将进入零利率时代。虽然美联储有可能缩小量化宽

国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长期增长乏力的问

松的范围，但不会改变后危机时代的宽松货币政策基调。但是，

题更是缘木求鱼。如果美国重新犯大萧条时

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可能非常有限。2008 年以

期的单边贸易保护政策，同时试图把货币政

后一样，美联储直到 2015 年底才开始金融危机后的第一次加

策当作解决经济问题的万能灵丹妙药，那么

息，但正如前文所述，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带来明显的经济

美国进入大萧条的概率将会大大提高。

复苏，通货膨胀率一直低于预期的 2% 目标。相反，宽松的货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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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哲学的希腊起源

撰文 曾
/ 惠 摄影 尹
/ 诗雨 编辑 曹
/ 明明

哲学家黑格尔曾说“一讲起希腊我们就
回到了故乡”
，海德格尔说“哲学说希腊语”
。

做出论证。论证性和批判性的结合是希腊哲学的一个特点 ：在
不断的批判中向前发展。

毫无疑问，哲学起源于希腊。但哲学为什么会

同时，这种说理是系统性的，不像平常人追求零敲碎打的

起源于希腊？随着物理学的发展人们的思考方

理解，希腊哲人想对世界有一个整体和连贯的解释，这个整体

式如何背离了希腊哲学？ 2019 年 11 月 26 日

的理解就是哲学家说的“本源”：在一个原则之下或者是一套原

晚，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著名哲学

理之下，把各种各样零散的理解连接起来。

家陈嘉映做客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耦耕读书
会，娓娓道来，讲述了“哲学的希腊起源”
。

系统性的说理

哲学是一种理性的认知
这样的思想方式是公元前六、七世纪在希腊形成的，人们后
来把这种思想方式叫做
“哲学”或者
“理性认知”
（
“理知”
）
，
所谓
“理

陈嘉映教授表示，广义上的“哲学”可

知”字面上是通过道理去知道，与之相对的是“感知”
。不仅仅是

以很宽泛，但狭义上的“哲学”就是希腊传

希腊人，几大文明都曾发展出这种理知，但很多人对于那些遥远

统的哲学。古希腊人“逐海而居”
，善于吸收

的事物只是想一想，希腊人则对理知有一个特殊的态度，出于对

巴比伦、波斯、埃及等外来文化并且转化成

非知识的非实用方面的兴趣，希腊人采取十分严肃的态度，专注

自己的知识体系。

琢磨那些远在天边的事。

不同于《荷马史诗》这种叙事性作品，

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的大约两百年时间是第一个知识爆

哲学兴起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

炸的时代，人们开始学会用道理来理解世界，深究知识，从而

种文化形态是探究性、讲道理的。当一个哲

对此前世界上很多只能乱猜的事情有了确切的知识，这对理知

人提出一个主张时，就必须要对自己的主张

认知方式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72

ISSUE 10
Jun 2020

陈嘉映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硕士，宾夕法
尼亚州立大学博士。曾任教于北京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
系特聘教授，外国哲学学科专业负责人。
主要研究领域为分析哲学、现象学、语
言哲学等。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
《语
言哲学》
《思远道》
《泠风集》
《哲学 科学
常识》等。重要译著有海德格尔的《存在
与时间》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等。

作为一名哲学教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
还是希腊哲人的传人，我们的经验世界、
生活世界中有很多东西需要进一步去系
统理解，我们仍然要推进理知，去理解
我们的生活世界和我们的经验世界。

状态变成一个不自然的状态，而自然哲学研
究的是自然物在自然状态下的表现。
陈嘉映教授最后总结道，
“作为一名哲
学教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是希腊哲人的
传人，我们的经验世界、生活世界中有很多
东西需要进一步去系统理解，我们仍然要推
进理知，去理解我们的生活世界和我们的经
验世界。
”
在讲座的互动环节，现场听众就“理知

对希腊哲学理知的背离

和感知”
“家族相似的定义方法”
“后现代思
潮中的反理知现象”
“中西方哲学的差异”等

物理学逐渐成型之后，人们的思考方式开始渐渐背离了希

话题提问，陈嘉映教授一一作答。

腊人的理知。虽然希腊人的理知是与感知相对应的，但是理知

读书会结束前，北大汇丰商学院公关媒

的依据是对自然世界的观察，比如远远观察海面上的船只，发

体办公室主任、经济金融网主编本力老师代

现不是逐渐消失而是最后“掉下去”
，以及不同地方日晷的斜度

表学院为陈嘉映教授赠送了纪念品表示感谢，

不同，进而判断地球是圆的。希腊哲人通过这些观察来整理出

并合影留念。

一些道理，换言之，这些道理始终依赖于人们所经验的事情。
随着物理学的发展，人们（如培根）开始提倡实验方法，

本期讲座是耦耕读书会第 25 期。耦耕
读书会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MBA 办公室、

认为必须“拷问”自然，自然才能说出真相。虽然这种方法可以

经济金融网主办，旨在为商学院营造读书氛

得出一些结果，但希腊哲人认为，做实验就等于把一个自然的

围，引导同学们主动读书、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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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不在的网络生活、说走就走的旅行、未来像过去一样美好
……或许在千禧前后出生的一代人看来，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新冠疫情陡然闯入世界，打断了正常的生活 ；中美摩擦升级，
反全球化思潮波诡云翳。当未来面临空前的不确定，我们需要重新
思考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 ：全球化到底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实践教授、北大汇丰海上丝绸之路研
究中心主任肖耿教授为北大汇丰 2020 年新生推荐了系列图书，相
信能够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开卷有得
肖耿教授给北大汇丰 2020 年新生的推荐图书
撰文 / 肖耿 编辑 / 曹明明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作者 ：

199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R.H. 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他

Ronald H. Coase

提出的交易成本概念使得我们今天可以真正解释现实世界里的企业、市场

出版社 ：

与产业链。本书收集了科斯有关交易成本、企业与市场制度、产权界定与社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会成本等议题的经典论文，可以帮助同学对市场经济的本质有一个全新的、
更深刻的领会。

The Origin of Financial Crisis
金融市场分析家乔治·库珀这本深入浅出的小书挑战了当今主流经济

74

作者 ：

学的核心原则，点出了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中内在的不稳定性，也就是金融

George Cooper

危机的根源。作者以批判性思维将理论、实际与事实融合，从经济哲学的

出版社 ：

基础开始，并对导致金融危机背后的力量做了透彻分析，可以帮助同学跳出

Vintage

传统教科书的框框来思考现实中变化莫测的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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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杰弗里·D. 萨克斯是对全球发展最有洞察力、独创性和影响力的公共
作者 ：

知识分子之一。在这本袖珍百科全书中，他提出了一套系统实用的可持续发

Jeffrey D. Sachs

展理论与实践框架来解决全球范围内持续存在的极端贫困、环境退化和政

出版社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治经济不公等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本书可以帮助同学全面认识当今世界
面临的各种挑战，包括消除贫困、公共卫生、环境与气候变化、城市化、科
技创新、全球秩序等热门议题。

People, Power, and Profits:
Progressive Capitalism for an Age of
Discontent
作者 ：
Joseph E. Stiglitz
出版社 ：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本书中精辟地阐述了
不受约束的市场和固化脱离社会的政治如何相互作用将美国带入危机。作者
认为美国人民远非无能为力，并用进步资本主义的理念提出了一套针对美国现
实的全面政治和经济变革方案。斯蒂格利茨是中国同学熟悉的美国学者，他
对美国经济与社会的深刻分析有助于大家对美国及中美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

Keynes Against Capitalism: His
Economic Case for Liberal Socialism
凯恩斯是有史以来最重要、
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后疫情时代，
作者 ：

凯恩斯思想在西方被重新发现。本书作者克罗蒂认为，
二战后几乎所有的“凯

James Crotty

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误解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关键部分，没有认识到他的

出版社 ：

首要政治目标不是拯救英国的资本主义，
而是用自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

Routledge

本书可以帮助同学了解凯恩斯思想在西方资本主义危机时代是如何形成的，
对看清当今美国和西方面临的危机及可能的出路会有启发。

75

PHBS 北大汇丰

悦读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Geography,
作者 ：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s

Jeffrey D. Sachs
出版社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当今世界最紧迫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全球性的。我们熟悉的杰弗里·D. 萨
克斯教授在本书中回顾了全球七次技术和制度变革浪潮，从早期现代人类在
地球上最初的定居开始，到远距离移民，最后反思了今天的全球化，包括东
西方应对新冠疫情截然不同的方法与结果。本书可以帮助同学开阔视野，了
解全球化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The World: A Brief Introduction
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生活中最大的挑战往往来自千里之外的世界，比
作者 ：
Richard Haass

如新冠病毒、网络黑客、全球变暖、金融危机等，这是 21 世纪的新常态。
本书作者理查德·哈斯是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思想领袖，由他来介绍当今混

出版社 ：

乱的世界中各个地区的地缘政治背景及关键挑战，可以帮助同学全面快速地

Penguin Press

理解这个复杂而又相互关联的世界。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作者 ：

当一个崛起的强国可能威胁甚至取代一个现有的占统治地位大国时，

Graham Allison

暴力冲突似乎是最可能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在过去的

出版社 ：

500 年间，这种情况发生了 16 次，其中爆发了 12 次战争。哈佛大学教授格

Houghton Mifflin

雷厄姆·艾利森在本书中用“修昔底德陷阱”机制来探讨中美大国博弈，包

Harcourt

括提出一些预防大国竞争悲剧的举措，对同学们看清中美地缘政治互动、危
机与出路都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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