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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管理论坛 

疫情之后，十大变革将深刻改变中国商业进程 

此次疫情对于广大企业而言冲击巨大。《中欧商业评论》于 2 月 5 日发布

的“清华、北大联合调研 995 家中小企业”报告显示，受疫情影响，29.58%的

企业 2020 年营业收入下降幅度超过 50%，58.05%的企业下降 20%以上。从现金

流来看，34%的企业只能维持 1 个月，33.1%的企业可以维持 2 个月，17.91%的

企业可以维持 3 个月，只有 9.96%的企业能维持 6 个月以上。 

但凡是大危，必有大机。此次疫情将深刻地改变整个社会形态，也必将孕

育出全新的商业机会。对于广大创业者而言，当务之急就是认清趋势、顺势而

为。 

1.互联网+进一步深化 

如果说 2003 年的非典是让人们开始认识和接触互联网，那么这一次的新

冠肺炎则是促进了互联网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全面渗透与深化。 

一是体现在薄弱领域的爆发。很多大家以前觉得不能放到线上的，现在都

在线上进行。比如说互联网教育，很多家长都觉得“孩子上网光玩游戏

了”“网上学习哪有效率”，所以线上教育推了这么多年，但它的市场份额还

是很低的，有一个数据是至今不过 10%。但是现在，开学时间的延迟让广大学

生家长被迫选择了线上教育，各大教育平台的用户量、使用量激增。 

二是体现在地域的下沉。我们身在大城市，可能觉得互联网已经成为了我

们习惯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其实在广大四五线小城市，以及小县城、农村地区，

互联网程度是很低的。 

三是体现在用户的扩大。以前那些不习惯使用互联网的人群，比如中老年

群体，也在开始学着接触和使用互联网。还有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听障、视

障人群，也需要接受相应的互联网服务。那么这个时候，如何针对他们提供相

应的特殊服务，将是广大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2.远程办公成为国民级应用 

国家居家隔离的要求以及企业业务开展的需求催生了远程办公平台的爆

发。开工首日，阿里钉钉就有超过 1000 万企业、超过 2 亿人在线，2 月 5 日

更是首次超过微信，登顶苹果应用商店免费排行榜第一。也许办公软件或将继

微信之后，成为下一个国民级应用，无论你是传统企业还是机关单位，也要习

惯在线办公的方式，基于网络的大规模协作将成为社会常态。 

在需求的猛增下，在线办公平台的功能越发强大，现在不仅支持视频会议、

群直播、打卡，还能提供屏幕实时共享、文档实时协作、自动语言翻译等协作

服务，甚至还有美颜、消背景虚化这样的贴心功能。未来，办公软件也会进一

步完善，针对不同行业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这也是创业公司的一大机会。 

3.组织的边界将消失 

疫情期间，催生了一种新的用工方式——“共享员工”，不得不关门停业、

员工待业的餐饮企业与需求量猛增、一个人当好几个人使的新零售平台盒马

鲜生合作，餐馆“服务员”临时变成盒马的“外卖小哥。 



 

2 
 

这代表着一种趋势，未来组织的边界将逐渐消失，员工的身份不再局限于

一家企业。企业可以通过服务众包平台、灵活用工平台等进行业务外包，寻找

临时“员工”，企业的组织形式变得网络化、分散化；个体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将从关系型变成契约型，企业不再因为你是自家员工而委派工作，而是因为你

的能力而选择你；个人将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开启“即插即用”的新型工作

方式，在个人选择主动权大大提升的同时，职场竞争也会日益激烈，你必须要

保证自己有一项核心竞争力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给企业选择你的充足

理由。未来，个人品牌的作用日益凸显，“业务专家”将受到企业青睐；终身

学习将成为常态，每一个人都需要保证自己不会落后于时代。 

4.线上线下的进一步融合 

未来的企业将再通过线上和线下进行划分，两者的融合将催生出全新的

商业模式。比如说疫情期间全面爆发的新零售，各大平台的订单均增长了 300%

以上。以京东到家为例，其在除夕至大年初九期间，全平台销售额同比去年增

长约 374%。其中，超市便利销售额同比去年增长了 415.8%，生鲜菜场同比增

长 341.4%，个护美妆增长 281.2%，鲜花绿植增长 277%。新零售就是能满足人

们对于线上购物的一切需求，除了电商平台能买到的东西之外，还要求蔬菜水

果这种超市才能买到的东西，甚至还有食物半加工品或者成品这种餐饮店才

能有的东西；除了要求买到多元化的商品之外，还要求平台能提供便利化的服

务。显然，这是单靠纯互联网无法做到的，还要涉及到线下的供应链、加工、

配送等多个方面。 

5.大健康产业将爆发 

相信此次疫情将深刻地改变国人对于医疗健康的认知，尤其是发现身体

健康、抵抗力好的人，往往能够被治愈；而那些有其他并发疾病的人，更容易

出现危险。因此最大的竞争力其实是人体的免疫力。马云也曾经预测未来产

业:“下一个可以超越我的人必须在大健康行业。”大健康产业的爆发，一是

互联网医疗服务，人们会习惯于在线上进行咨询问诊，甚至配备一个固定的在

线“家庭医生”；二是医疗防护器材，比如电子体温计、家用空气消毒机、多

次循环电子口罩等，也会成为家庭标配；三是养生保健类，比如医药保健品、

养生食物以及家庭营养师、私人健身教练服务等，都会从中受益。 

6.游戏将成为新的社交方式 

在疫情期间人们不能见面聚会的情况下，纷纷在游戏平台上交流感情。春

节期间《王者荣耀》的峰值 DAU 达到的史无前例的 1.2 到 1.5 亿之间，其中，

《王者荣耀》在 2020 年除夕当天的流水有可能突破了 20 亿。有评论指出，光

是一个赵云皮肤，《王者荣耀》一天就收入 1.5 亿。《和平精英》也在春节期

间大放异彩，该款游戏还因为服务器卡崩而登上了微博热搜，其热度可以想象。

据估计，2020 年除夕《和平精英》日活峰值在 0.8-1.0 亿元之间，流水在 2-

5 亿元之间。日赚几十亿的恐怖数字，线上游戏的意义早超越了游戏本身，不

再是一个打发时间、可用可不用的工具而已，而是成为了一种新型的社交方式，

成为了大家“云聚会”的空间。 

7.另一种消费升级 

借鉴以往灾难之后的经验，人们往往会认为应该在“有生之年”善待自

己、享受生活。因此可以预见的是，人们的消费将会进一步升级，不过这次的

关键词将是“健康”“品质”“绿色”。  一方面，人们会为更健康、更卫生

的东西买单，比如外卖行业，食品要更卫生；电商行业，产品质量要更高、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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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容忍度进一步降低；服务行业，服务人员资质、环境卫生条件等等。另一方

面，人们会让自己的生活更有品质，比如会更加接受上门家政服务、家庭整理

师等特色化服务，女性会更乐意在打扮自己上花钱，男生也会舍得为自己买一

瓶好酒，同时也会更乐意为自己的爱好氪金。 

8.无人化进程大大加速 

在疫情的“人传人”特征之中，无人技术和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说

通过无人机进行公共宣传，堪称是全方位、无死角。有媒体报道，在内蒙古，

当无人机在城市上空巡逻时，发现一名上了年纪的妇女没有戴口罩，当即就展

开了严肃批评，并提醒：“记得赶紧回家，回家洗洗手。”另外各种机器人也

轮番登场，比如在有些医院里，就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机器人，有在前台提供导

诊咨询服务的，有在病房进行测温、消毒的，有为医护人员和病人递送物资的，

还有辅助医疗专家进行诊疗的。 

总而言之，无人技术将会极大地拓展人类的活动边界、能力边界，能为一

切人之不能为。 

9.政企合作大大加强 

此次疫情中，各家企业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数据、技术、资源优势，在应

对疫情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政商关系会更加和谐、政

策环境会更加优化。政企合作会进一步加强，企业的 G 端业务有望拓展。比

如此次疫情期间，教育部就组织了 22 个在线课程平台为高校提供了多样化的

在线教学解决方案。工信部则动员了 240 款 APP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进行疫

情防护。阿里与全国 28 个省区市合作 上线“数字防疫系统”，腾讯云为国家

政务服务平台正式上线疫情防控专题提供技术支持......。由此可见，未来政

府将会在项目建设等方面与企业展开积极合作，由企业提供技术、运营等支持。 

10.受冲击行业会得到大反弹 

在疫情的冲击下，餐饮、旅游、电影、交运、教育培训等行业受到重创。

恒大研究院任泽平团队最近发布的报告称，电影票房损失 70 亿（市场预测）

+餐饮零售损失 5000 亿（假设腰斩）+旅游市场损失 5000 亿（完全冻结），仅

这三个行业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 1 万亿。但是，风雨之后见彩虹。从 2003 年

非典后的消费数据看，消费一旦在自然灾害期间得到主观的抑制，就会在疫情

过后出现“报复性消费”，这种反弹正如高考经济一样，出现“井喷式”消费，

一般会是正常消费的 2-3 倍。 

所以在这波寒冬之中，创业者需要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静待日

后的春暖花开。譬如当年的携程，就是在非典期间咬牙坚持，想方设法压缩成

本，比如管理人员只上半天班拿 60%的工资。终于，在非典结束之后，携程等

来了“报复性旅游消费”的红利，业绩反弹，一路扶摇直上，成长为中国 OTA

第一平台。马云说过这样一段话：“今天很残酷，明天很残酷，后天很美好，

但很多人死在了明天的夜里。”相信在这次大浪淘沙之后，一定会诞生一批伟

大而坚强的企业。那么你，会是其中之一吗? 

来源：财经三分钟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wxOTXsEN84IUzCJIjQXqrQ 

战“疫”如何突围——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的七点建议 

https://mp.weixin.qq.com/s/wxOTXsEN84IUzCJIjQXq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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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下旬，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加速爆发，各地政府纷纷采取严格

的防控措施，在有效阻断病毒传播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引致了社会生产的

停滞。为在最大程度上降低疫情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

在调研收集社会意见以及组织专家研讨的基础上，提出了分区分级防控、有序

复产复工、多方协作保证中小微企业生存性经营等相关建议。 

内容提要 

□尽管市场机构对疫情的整体预期已经逐步正常化，也相信在各方力量

的协作下疫情能得到有效控制，但对于逐步复工后，人口集中流入的区域，如

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及周边区域的疫情还存在较大的担忧。 

□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较大，预期影响要大于 2003 年 SARS 疫情。微

观上，受冲击最大的是部分中小微企业，要高度关注中小微企业经营风险可能

带来的地方区域性金融风险。 

□当前各地为控制传染源，很多做法超越了法律底线。为纠正不当的管制

措施，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建议尽快出台疫区分级标

准，以及各级疫区可对应参照的防控措施，使各地实现有据可依，并以此纠正

各地在疫情防控中违法和过火的做法。 

    □中小企业由于自身条件限制，很难直接获得金融资源或国家政策扶持，

而利用大企业的供应链渠道，向居于产业链核心的大企业提供金融资源，再通

过由其向链上中小企业提供商业信用、延缓订单交付等方式，有效将资金传导

到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企业手中，通过“大手牵小手”，实现为中小企业纾困

的目的。 

□此次疫情暴露出了我国体制机制的一些短板问题。为补短板、促发展，

当前要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释放明确的改革信号。

要坚定地推进市场化改革，贯彻竞争中性原则，打破行业垄断，消除民营企业

“不敢投”的顾虑，提升民营经济的活力。 

一、市场对疫情的预期从恐慌逐步转为正常 

1.当前市场机构对疫情的预期已逐步正常化 

过去一个月市场机构对疫情的预期经历了“忽视——极度恐慌——悲观

——正常化”的演变过程。从最初对新冠肺炎的不太重视到武汉及湖北区域

封城后的极度恐慌，至逐步了解新冠肺炎后的情绪改善，当前市场机构对疫情

的预期已经逐步正常化。针对新冠肺炎较高的传染性、较长的潜伏期以及有效

的防控手段，社会整体都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加之疫情爆发后国家出台的一系

列稳预期的措施，市场情绪在资本市场开市第一天充分释放后，目前已逐步常

态化、正常化。 

2.市场对复工后人口流动可能产生的疫情存在担忧    

尽管市场机构对疫情的整体预期已经逐步正常化，也相信在各方力量的

协作下疫情能得到有效控制，但对于逐步复工后，人口集中流入的区域，如北

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及周边区域的疫情还存在较大的担忧。一方面担忧珠三角

及长三角区域对疫情的严格防控影响企业复工进展，另一方面担忧大量的外

来人口聚集容易引发疫情在此类区域的二次爆发。 

二、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较大，影响大于 SARS 

1.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大于 SARS 疫情 

当前市场机构一致预期新冠肺炎对经济的影响要大于 2003年 SARS疫情。

这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一是当前中国经济环境及所处的阶段与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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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明显不同，2003 年我国正处于加入 WTO 后的经济腾飞期，而当前我国经济

处于新常态，经济增速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换期；二是经济发展

驱动力明显不同，2003 年我国经济仍处于投资和出口驱动的阶段，外部贸易

环境逐步改善，而当前我国经济对内需消费的依赖更大，2019 年消费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已达 57.8%，新冠肺炎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短期消费；三是产

业结构不同，当前我国经济对服务业的依赖逐步提升，而以餐饮、旅游、影视

为代表的服务业行业受疫情冲击较大；四是全球经济格局不同，当前中国已成

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日渐紧密，疫情的发酵会直接影

响到外商投资以及全球手机、汽车等重要产业链，同时也会使人民币面临一定

的贬值压力。 

2.宏观上对消费影响最大，一季度 GDP 增速明显下滑 

整体来看，市场机构一致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一次性事件，

一季度经济增速将面临较大的下滑压力。根据疫情情况，很多机构都大幅下调

了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速的预期。疫情对后续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疫情的控

制情况，如果疫情在 4 月底之前能得到完全控制，二季度 GDP 将会明显改善，

三季度经济增长将进入正轨。如果疫情控制时点延后，全年经济增长的压力将

更大。 

从类型来看，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最大的是消费，尤其是服务业消费，

部分餐饮及旅游业的消费冲击将难以弥补。根据 SARS 期间餐饮旅游业的恢

复程度来看，一般在疫情结束后的第一个月客流恢复至 50%，第二个月恢复至

60-70%，三至四个月后恢复至 100%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生产制造行业尽

管受疫情影响短期产能及营收下降，但由于需求端相对稳定，疫情期间挤压的

订单将在下半年集中释放。 

3.微观上要高度关注中小微企业的生存问题 

此次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是部分中小微企业。据清华大学朱武祥教授近日

对全国 1480 家中小企业的调研结果显示，60%以上的中小企业账面现金能够

支撑的时间不超过 2 个月；同时，31.62%的被调查企业预计本次疫情对公司营

收的影响在 50%以上。约有 22.5%的被调查企业计划减员降薪，16.01%的企业

选择停产歇业，这将造成较大的就业压力。同时从产业链来看，我国绝大多数

的产业链的末端环节都是由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中小微企业的经营困境将

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产业链的运营，进而对复工后大型企业的经营也造

成较大的压力。 

要高度关注中小微企业经营风险可能带来的地方区域性金融风险。中小

微企业经营风险的上升可能增加地方性中小银行的不良贷款压力。同时，部分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较多，叠加疫情因素导致的财政支出增加和财政收入减少，

使得财政收支矛盾更加凸显。在中小企业数量较多、地方财政压力相对较大的

区域，“中小微企业—地方性中小银行—地方财政”三大风险点叠加的区域

性金融风险要高度关注。 

三、战“疫”突围的七点建议     

建议一：制订疫区分级标准，分区分级防控，有序推进全国复产复工 

2 月 12 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将全国分为“疫情特别严重或风险较

大的地区”和“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两种情况，对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实

行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的政策。为便于实际操作，建议中央部署各地，按照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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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防治法规定的程序划定疫区和非疫区，同时尽快制订疫区分级标准，分区分

级防控，有序推进全国复产复工。 

一是严格划定疫区与非疫区。将疫情仍未解除或仍呈持续传播态势的行

政区划为疫区。疫区内根据分级标准采取停工、停业、停课，限制人群聚集，

封闭场所等相应措施；疫区外复产复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二是尽快制订疫区分级标准，推动各地实现依法行政。当前各地为控制传

染源，很多做法超越了法律底线。突出表现在，超越法律适用，扩大强制隔离

范围、过度实施交通管制；鼓动群众设置路障、挖断道路、阻止人员物资正常

流动；肆意泄露重点人群个人信息；未经法定程序对城市和社区实施封锁；自

行发布战时管制令；等等。为纠正不当的管制措施，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群

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疫区分级标准，以及各级疫

区可对应参照的防控措施，使各地实现有据可依，并以此纠正各地在疫情防控

中违法和过火的做法。对于拒不纠正错误行为或拒不执行疫区分级标准的地

方要进行合规性审查，督促依法行政。 

三是认真总结防控经验教训，疫后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在疫情结束

后，应组织对本次疫情的防控工作和应急处置机制进行认真总结，对其中的经

验教训进行深刻反思，并以此为依据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 

建议二：多方协作，保障中小微企业的生存性经营 

面对疫情造成的冲击，政府部门、金融体系、国有企业要协同合作，通过

各种办法进行救助，切实缓解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压力，保障其在复工后能持续

经营。 

一是建议地方政府因地施策，减税降费，切实降低中小微企业的生存成本。

目前工信部出台 20 条政策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复产复工，建议在此基础上，各

地方政府根据当地中小微企业的行业分布以及经营情况给予差异化的补贴和

支持，对中小微企业减免或减半 2-3 个月的社会保障支出；对第一季度中小微

企业缴纳的税收按一定比例进行返还；对于租用大型国企物业的中小微企业

减免或减半 2-3 个月的房租，对于租用民营或私营业主物业的中小微企业，允

许其凭有效租赁合同去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申请减免或减半 2-3 个月房租。 

二是建议各地金融体系因地制宜地出台一系列保障中小微企业生存的支

持措施。对在疫情期间到期的中小微企业贷款适当给予 6-12 个月的展期；灵

活运用资产证券化、外部担保等多种方式保障中小微企业的现金流不断裂。 

三是建议国有企业带头减租降费，让利于民。建议水、电、煤气、电信等

大型国有公共事业单位主动让利，减免中小微企业在疫情期间的相关费用。 

建议三：“大手牵小手”，利用大企业的供应链渠道为中小微企业纾困 

中小企业由于自身条件限制，很难直接获得金融资源或国家政策扶持，而

利用大企业的供应链渠道，向居于产业链核心的大企业提供金融资源，再通过

由其向链上中小企业提供商业信用、延缓订单交付等方式，有效将资金传导到

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企业手中，通过“大手牵小手”，实现为中小企业纾困的

目的。 

具体方法上，一是建议现金流相对充裕的大型企业，借助预支货款等形式

为上下游中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确保中小微企业的正常复工以及产业链

的正常运营；二是鼓励大企业向中小企业提供市场化利率的委托贷款，由国家

财政专项资金提供贴息支持；三是为解决由此导致的大型企业负债率上升问

题，鼓励大型企业将应收账款进行资产证券化，由地方或国家担保机构提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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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担保，由金融机构投资，实现企业、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的风险共担机制。

四是地方政府通过推动存量三角债务化解，解决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

货款拖欠问题，缓解中小企业流动性压力，帮助企业渡过疫情难关，同时借此

契机推进市场化去杠杆，降低中小银行风险。 

建议四：加大宏观政策调控，为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提供保障支持 

建议财政部门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一是建议适当提高今年的赤字

率至 3.5%，可争取 7000 亿元资金；二是建议发行特别国债，规模建议不少于

1 万亿；三是视疫情防控和恢复生产的需要，免除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在

未来一段时间（比如 3 月 31 日前）的全部增值税，以降低企业支出压力，支

持企业尽快复产复工。前两项措施筹措的资金，可用于疫情防控及扩大公共卫

生等短板投资，以及重点物资保障企业、小微企业税费、五险一金缓免、失业

救济、贷款贴息等。 

建议货币金融政策保障流动性支持。一是用好央行 3000 亿专项贷款资金；

二是对疫情防控重点企业、民生物资和服务提供企业等，更加积极地提供无抵

押低息贷款；对其他企业，在抵押到位的基础上，也应当积极提供流动性支持；

三是必要时可以动用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等，为兑付困难

的企业债券（不包括平台、地产等，且以民营企业为主）提供流动性支持。  

建议五：保持信息公开，做好预期管理，提振公众与市场信心 

一是实事求是，保持疫情信息准确、畅通、公开。要注重宣传用词，应对

社交网络时代信息的快速传播，要通过权威机构和专业人士发声来及时消除

不实言论造成的负面影响，有效引导社会形成正确预期。 

二是做好对国际社会的沟通工作。目前全球都高度关注中国新冠肺炎疫

情，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不断深化，中国金融市场与全球的关联也日渐

紧密，在做好国内预期管理的同时，也要同步做好国际社会的沟通工作，为复

产复工创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 

三是建议统计局在后续公布一季度经济增速时可以同步发布剔除疫情影

响的 GDP 增速。此做法既符合统计数据实质可比原则，又与疫情一次性外生

冲击性质吻合，有助于市场更全面地了解经济现状，提振公众与市场信心。  

建议六：坚持市场化改革，释放明确的改革信号 

除出台短期政策以外，建议更坚定地推进市场化改革。一是要加快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机制改革。此次疫情暴露出了我国体制机制的一些短

板问题。为补短板、促发展，当前要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体制机

制改革，释放明确的改革信号。二是要让民营企业树立改革的信心。要坚定地

推进市场化改革，贯彻竞争中性原则，打破行业垄断，消除民营企业“不敢投”

的顾虑，提升民营经济的活力。 

建议七：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应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能力 

一是合理界定政府权责，引导公众形成合理预期，增进相互信任，让社会

公众和政府形成相向而行的合力，在发生公共危机时降低公众的恐慌程度；二

是建立起各司其职的治理体系，优化问责机制，鼓励敢于担当、敢于作为的风

气；三是在医疗体制改革方面，尽快建立健全体系性的公共卫生保障和疾病预

防机制，加大对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服务的资源投入；四是加快建立和完善跨

部门、跨层级的应急机制，提高我国对重大灾害的应急处理能力；五是加快培

育民间社会组织，在灾害发生时发挥民间组织力量，与政府通畅沟通、形成合

力，共同应对疫情及其他重大公共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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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ZpKE6T_B44JS7h901nbJFQ  

魏杰：下一个 10 年，哪里将造就新一批富翁？ 

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三季度 GDP 数据——同比增长 6.0%。很多人

对此感觉压力很大，但清华大学魏杰认为，这是可以预想到的数据。魏杰判断，

由于投资力度加大，第 4 季度 GDP 增速将会小幅上升。 而且，未来 10 年，

将会是中国百年不遇的机遇期，将造就一批新富翁。 

一、转型过渡期，一场大洗牌 

GDP 增速减缓，并不一定反映经济衰退。从规律上来讲，经济达到一定

规模以后，GDP 规模与增速成反比，GDP 的规模越大增速越低。这是经济发

展的自然规律，并不反映经济衰退。现在中国经济的状态是，没有太差，也没

有很好。目前，中国处于转型过渡期，正在推动大规模结构调整。 

实际上就是调整支柱型产业。过去有三个支柱产业：1、传统制造业；2、

建筑业；3、房地产业。随着发展，这三个产业已经不再是支柱了。传统制造

业，今年汽车开始出问题；建筑业，随着基础设施任务的不断完成，贡献也开

始下降；房地产业更可想而知，对经济贡献正大幅度下降。此外，中国城市化

尚未完成，人口阶层正在调整，小镇青年还在往大城市迁移，但较高的房价限

制了他们。虽然有 4 亿中产人群，但大部分消费已经饱和，新中产还未产生，

还需要一段时间。最重要的是，我们真正的短板尚待解决，我对出口企业进行

调研时发现，他们最大的担忧不是美国不进口他们的产品，而是设备和技术都

来自欧美。 

结构调整期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我的估计是 5-10 年。现在最重要

的是，让这几个产业逐渐平稳着陆，别因为它们的收缩而引发失业、引发呆坏

帐，同时大力推动新的支柱型产业发展。过渡期可能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大家

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不应该幻想可以有过去那样高的增长。 

二、未来 10 年，百年不遇的大变局 

我认为，未来 10 年，是百年不遇的一次大变局。现在国内的个别富翁

可能会没落，明年房地产企业继续优胜劣汰，整体上进入富翁群体的调整

期。此外，第二次全球化结束，第三次全球化开始后，又会产生一系列的变

动。未来 10 年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也是机会最多的时代。 

我曾经说，第三次“造富时代”将至。中国的造富分了几个阶段：阶段一，

体制造富。体制内、体制外差异很大，有些体制内的人胆子大，冲到体制外，

获得了财富。阶段二，产业造富。主要是房地产和信息产业。我们国家的富翁

基本都产生在 2010 年以前，2010 年后就停止造富了，因为产业已经饱和。阶

段三，技术造富。拥有技术知识产权的人将变成富翁。未来谁拥有技术谁就可

以获得庞大的收益，未来拥有技术的人将可能成为中国的富翁。 

技术造富与互联网造富最大的区别是：互联网时代造就的是互联网技术

的使用者。比如，马云是不懂技术的，他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创造的财富，他对

技术本身没有贡献。但是这个时代已经结束，再想利用它已经不可能了。 

那就需要真正的技术创新，比如芯片，如果不在这方面努力，我们的芯片永远

发展不起来，永远受制于人。芯片之所以发展不起来，是受制于芯片技术的发

https://mp.weixin.qq.com/s/ZpKE6T_B44JS7h901nbJ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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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需要科研人员的投入，如果没有这种精神，都

想着赚快钱，等着使用技术带来收益，我们的短板是补不了的。 

技术造富是在修改知识产权制度的条件下才会发生的，如果技术都是国

家和机构的，就无法造富。只有技术研发人员能够享受他所研发的知识产权的

经济收益才行。如果技术研究人员获得很大的经济收益，这个人群会越来越多，

我的估计是到 2023 年这个现象会非常明显。因为，2023 年左右，战略新兴产

业可能逐渐取得突破。我估计要不了三、五年会爆发一批因为技术而产生的富

翁。未来 10 年，是一个不稳定的时代，富翁洗牌势不可免。但也是机会最多

的时代，未来的富翁将更多出自科技工作者。 

三、赚快钱的时代，再也回不去了 

     过去是时代支持人们赚快钱。在 2014 年时，一夜之间就可以冒出很多新

风口。因为市场有需求，过去的企业只要做实业，就能赚钱。但现在市场饱和

了、实业难做了，而需要技术的我们又做不了，不需要技术的都已经饱和了，

就产生了这几年盲目扩张投资的状态。 

现在社会需要的是补足短板，短板就是技术。如果所有人的日子都很好，

都能赚到快钱，就没人做科技研发了。现在赚不到快钱了，很多人就开始投资

技术创新。比如医药行业，已经赚了的钱就得用于新药的研发，逐渐把人推向

所谓的理性和冷静。我估计 2018-2020 年这三年过后，很多人会受到教训，明

白了要理性，不能存在幻想，经济不能存在幻想。但是，技术不仅仅是钱能砸

出来的，钱的作用是调动真正做事的人的积极性。我们并不缺资本，比如贾跃

亭，2000 亿投到 FF 汽车上，那是没用的。真正的技术还没做到那个程度，怎

么可能做得出来。 

过去资本没有给到真正在做科研创新的人，这叫资本活动与科研活动的

分离。只有资本真正给到技术人力的时候，他们才有积极性，才能产出技术。

如果资本没有投入到技术领域，很可能只是扩大了规模。比如说产业政策，我

做过研究，专门写了文章，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是可以的，能产生正面效益，但

是政府投资应用技术的情况，效果有限。所以说，建议政府不要直接投资技术，

而是应该投资基础研究。之前时候，因为政府直接投资应用技术，出过个别问

题，比如水氢能源汽车，等等。所以，建议政府的产业基金最好不要投向和经

济直接挂钩的技术。但是，基础研究有时很难划分。就像中国一开始研究高铁，

并不是为了生产高铁而是先突破技术。因为当时没有技术，只能从数据、实验

等开始研究。技术突破之后，才造出高铁，与经济直接挂钩。在这个过程中，

国家投资的成功在于对于基础研究的投资。如果国家一开始直接投资造高铁，

而不是投资于基础研究，大概率会是失败的。可能政府决定投资造高铁，就开

始购买零部件，很快高铁就造好了，但是没有核心技术，不能长久。 所以我们

需要在制度设计上，把资本变为真正的技术推动力量。 

未来，怎么能够做好技术创新？要做好三件事： 

第一，解决技术创新的资金问题。技术创新是烧钱行为。美国之所以是技

术创新大国，是因为它有大量资金支持。美国的很多人离开世界后，他们的钱

就变成公益性基金，大量投入了创新领域。公益基金不是慈善基金，他们觉得

把钱给穷人，还不如用创造技术来拯救社会。99%技术创新都是失败的，我们

的许多留学生不回国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找不到研究基金。 

资金投资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今年国家做了两件大事：1．加大政府的资

金投资，今年的技术投资应该在 1 万多亿，是多年来最大的一年。2．放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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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板，吸纳社会资本进入技术创新领域。这两件事的主要目的是增加社会技术

创新的资金支持。 

第二件事是建成现代化实验室，构造技术创新的物质基础。没有庞大的实

验室经济体系，是不可能搞经济创新的，经济创新都在实验室里完成的。 

美国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实验经济国，从 1900 年到现在，75%的诺尔贝奖

在美国产生，因为它有庞大的物质基础。现在美国对我们全面封锁、彻底封杀，

留学生根本不能进入美国核心实验室。怎么办？只有自己干才行。 

要注意，一些名词的提法变化很快，过去叫开发区，后来叫产业园，现在

是科学城。科学城的核心是现代化的实验室，这是最关键的问题。现在，粤港

澳大湾区批准文件提出建立世界一流的华南技术创新中心；杭州成立西湖大

学，只招三个专业：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生命生物工程，从招博士开始，

博士做论文就在现代化实验室完成。还有浙江大学实验室、阿里巴巴实验室等

等。未来几年内一个重要的政策导向是推动科学城体系的形成，为企业提供现

代化的实验室体系，完成技术创新。 

第三件事是调动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做知识产权制度的调整。过去大型知

识产权都是国家或者某个机构的。这次全面修改法律体系，个人可以拥有知识

产权所带来的收益，他们可以持有股权。在这个制度的推动下，中国才能产生

第三次造富行动。 

最近我去调研，有一个实验室凌晨 2 点还没关灯，在继续干活。这个制度

调整让个人能获得知识产权所带来的收益，极大地调动技术业务人员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这个对未来技术创新有巨大的意义。我最近查了一下，可能在短

期内会有十多项技术类有所突破，产生一大批新富翁。过去技术不好是因为我

们的制度升级有问题，而现在要全面调整。 

这三件事情如果持之以恒做的话，中国的这种短板会很快得以弥补，未来

10 年内中国技术创新一定会有所改观。 

四、第三次全球化，中国用好 2 大优势 

除了改善内部环境外，还要考虑外部因素。现在，以国际贸易为核心的第

二次全球化，已经走到尽头。人类历史上，第三次全球化要来了。第三次全球

化与第二次全球化核心的区别是：从以国际贸易为主，到以海外投资、技术投

资为主。 

在贸易时代，中国大量出口造成很大的顺差，逆差国失去了就业和税收，

最终一定会反对中国。现在中国可能不是把产品出口到非洲，而是到非洲投资，

到非洲建厂，给当地带来就业和税收，在此基础上获得相应的利润和资源。我

很支持曹德旺，到美国投资汽车玻璃厂是对的。如果不断向美国出口玻璃，一

定会给导致美国的逆差，同时就业和税收都离开了美国，美国一定不想让你的

产品在美国销售。解决的办法就是到美国来办厂，美国获得就业和税收，我们

拿到了利润。到海外配置资源，配置的是技术和资本。如果我们的技术和资本

服务不断强大，对外的资源配置能力更强，就不一定总是要对外出口产品。美

国的 2 个优势是技术和军事，中国的 2 个优势是制造和市场。中国应继续发

挥、强化这两个优势，才能有话语权。 

现在，第一个当务之急，就是强化制造优势，从制造业大国变成制造业强

国。中国现在是制造大国，很多是全球第一的生产量，而且是联合国所公布的

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制造大国这个优势带中国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让中

国在世界产业领域中占据了非常好的地位，发达国家离不开我们。特朗普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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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苹果回撤到美国，结果回不去。美国生产不出手机，毕竟工业中的多个条

线都在中国。但是，中国在制造领域，现在有几个短板：第一，材料不行。第

二，数控机床不行。第三，医药不行。第四，信息硬件不行，像芯片。所以要

进一步发挥制造的优势，还要把制造大国变成强国才行，才能够更有能力参与

第三次全球化，进行全球资源配置。 

中国第二个优势是市场优势。今年双 11，淘宝公布数据，全天成交额 2684

亿。中国有 4 亿中产阶级，只有把这个市场开放了，让大家来搭你的便车，才

能不让别人来抑制你。前段时间，最高领导人讲：“中国市场那么大，欢迎大

家来看看。” 

中国现在最需要开放的市场有三个： 

一是物质产品市场。比如现在打造的上海的进口博览会，广州的出口博览

会。有人担心如果这样开放，会不会影响中国的供给体系。不会的！我们越开

放，反而越能推动中国供给体系的提升。中国企业学习能力极强，企业家韧性

极强，创新能力是世界少有的。比如，拉杆箱的生产，之前劳动力成本上升，

这相当于产品不能在中国生产了。但是 100 多家企业联合起来，分工协作，每

一家企业只生产一类零部件，质量提高，同时降低了成本，最终生存了下来。 

第二是服务业市场。金融、教育、医疗等服务业市场要全方位开放，我估

计未来海外医生在中国行医、海外教师在中国支教、海外律师在中国做执业律

师，这些都不遥远。 

第三是投资市场。投资市场也要全方位开放，我们通过了《外商投资法》，

里面有关键的两条：外商进入中国从审批制变成负面清单制，而且负面清单不

断地压缩；对外商实行和中国企业平等的国民待遇原则，不再要求转让技术产

权。这些如果做好了，再加上持续的减费降税，中国和中国人将迎来一个百年

不遇的 10 年，不仅仅产生一批新富翁，更是逐渐摆脱西方对我们的抑制关键

10 年。  

来源：财富管理中文网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q7aJ6ufe1TwxPiXFAXqIKw 

家族财富传承，传的究竟是什么？ 

“富不过三代”是打不破的魔咒？ 

我们在做财富管理时经常会提到一句话，这句话来自于《孟子·梁惠王上》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更通俗的说法是“富不过三代”，指的是财富

的传承不易。 

这个问题是中国特有的吗？其实在国外有大量的数据表明，在欧洲能够

传承过三代的企业，大约是 4%，在北美大约是 5%。传承过三代的企业没几家。

企业平均寿命是 7 年，世界 500 强的大企业，平均寿命也就是 25 年左右。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积累财富干什么？反正到我儿子、到我孙子这一代

就都没了。是这么回事吗？这时候我们就要问自己一句话：财富管理的目的是

什么？要传承什么东西？ 

1.“富过三代”的企业 

家族企业有传过三代的吗？有。还挺多。北大有一个专门研究家族企业的

传承的研究和教学项目，已经做了四年了，我们会带着很多的企业家，有一代

创业者也有第二代的接班人，去国外看看在那里传承的企业是怎么样的。 

https://mp.weixin.qq.com/s/q7aJ6ufe1TwxPiXFAXqIKw


 

12 
 

我们看到洛克菲勒家族现在已经传承到第六代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传承

十几代了。而世界上传承最久的家族企业已超过 1000 年，它是一家日本的修

筑企业，叫金刚组。它是在唐朝就开始，主要是做非常小众的一个行业，是寺

庙的修理，一直传到了 2006 年，2006 年它做了一次企业的重组，现在还叫这

个名字，但不再是原先的家族在管理这个企业了。 

还有一个法师旅馆，做温泉旅馆，现在还是他们自己的家族在管理。46 代，

传得非常不容易。温泉旅馆房子数量有限，而且基本上没有变化，从很久以前

一直到今天就是那么几间房子，所以它一直传下来。 

日本有好多传过百年的企业，至少上万家。但是那些传承最久的企业，不

管是金刚组，还是温泉旅馆，特点都是在一个基本不涨的行业里，它们是基本

不涨的企业。 

咱们很多人想到要传承、要富过三代的时候，其实想的是把企业越做越大，

给后代带来越来越丰厚、越来越有价值的财富积累。但是实际上如果你要让财

富积累长久地比较快速地增长，比如说每年涨 6%，1000 年以后你估计这个企

业会变成什么样？比如温泉小旅馆，原来有十间房，按照每年涨 6%，经过 1000

年，估计今天覆盖住整个地球不成问题，太阳系估计也能占满。 

看上去一个非常小的数字，如果经过一个非常长的时间，这将是一个惊人

的大数字。金刚组也好，温泉法师旅馆也好，它可以长期的保持，但是它不以

财富的快速积累为目的，就像是一个一个活化石、一个标本，它可以穿越很多

的时代，但它不能快速积累。 所以冥冥之中自然界有这么一个规律，应该说是

一个生态学的规律，当企业发展速度很快的时候，就绝对不可能长久。 

2.什么样的财富能恒久传承 

世界上有一种财富，传了 70 多代至今还熠熠生辉。它不以资产的积累为

目的，它追求的是别的东西。它是什么呢？是衍圣公——孔子创立的儒学，它

的传承和发展，甚至决定了中国文化发展方向。它可以永久传下去。 

世界上最长久存在的机构，不是公司，而是宗教和学术的发扬地。牛津大

学已经传承超过 800 年了，中国成都石室中学传承也超过千年。文化、宗教、

信仰、思维、智慧，是比物质财富和权力能够更加恒久传承的东西，也是很多

家族长期来说最应该追求的真正需要传承的东西。林则徐给他的孩子写了一

个家训，“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中国还有一句话，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具体到财富管理来

说，财富管理应该是一个全局的布置，而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 

家族财富传承不是短跑，而是长跑，是影响几代人、甚至绵延世代的事情。

将企业传给后代的同时，不应该盲目追求财富体量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大，我们

更应该重视的，是家族文化、企业家精神的传承，给后世子孙树立一个精神丰

碑，用以长久地追求和仰望。 

来源：未来财富管理知识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VkakLzana4Vr5f54ZCCBwg  

民营企业新的春天来了！ 

    12 月 22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

革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 

以下重点值得关注： 

https://mp.weixin.qq.com/s/VkakLzana4Vr5f54ZCCB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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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放开民营企业市场准入 

破除招投标隐性壁垒 

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进一步降低民营和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提高民营企业首发上市和再融资审核效率 

健全民营企业融资增信支持体系 

鼓励民营企业独立或与有关方面联合承担国家各类科研项目 

 

    1.进一步放开民营企业市场准入 

《意见》提出，在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和领域，

放开竞争性业务，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支持民营企业以参股形式开展基

础电信运营业务，以控股或参股形式开展发电配电售电业务。支持民营企业进

入油气勘探开发、炼化和销售领域，建设原油、天然气、成品油储运和管道输

送等基础设施。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原油进口、成品油出口。在基础设施、

社会事业、金融服务业等领域大幅放宽市场准入。上述行业、领域相关职能部

门要研究制定民营企业分行业、分领域、分业务市场准入具体路径和办法，明

确路线图和时间表。 

2.破除招投标隐性壁垒 

《意见》提出，对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企业，不得设置与业务能力无关的

企业规模门槛和明显超过招标项目要求的业绩门槛等。完善招投标程序监督

与信息公示制度，对依法依规完成的招标，不得以中标企业性质为由对招标责

任人进行追责。 

3.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意见》提出，切实落实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实施好降低增值税税率、扩

大享受税收优惠小微企业范围、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力度、降低社保费率等

政策，实质性降低企业负担。建立完善监督检查清单制度，落实涉企收费清单

制度，清理违规涉企收费、摊派事项和各类评比达标活动，加大力度清理整治

第三方截留减税降费红利等行为，进一步畅通减税降费政策传导机制，切实降

低民营企业成本费用。既要以最严格的标准防范逃避税，又要避免因为不当征

税影响企业正常运行。 

4.进一步降低民营和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意见》提出，健全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民营企业体系。进一步提高金融

结构与经济结构匹配度，支持发展以中小微民营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中小

金融机构。深化联合授信试点，鼓励银行与民营企业构建中长期银企关系。健

全授信尽职免责机制，在内部绩效考核制度中落实对小微企业贷款不良容忍

的监管政策。强化考核激励，合理增加信用贷款，鼓励银行提前主动对接企业

续贷需求，进一步降低民营和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5.提高民营企业首发上市和再融资审核效率 

《意见》提出，完善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制度。完善股票发行和再融资

制度，提高民营企业首发上市和再融资审核效率。积极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

业在科创板上市。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服务民营企业持续发展。支持服

务民营企业的区域性股权市场建设。支持民营企业发行债券，降低可转债发行

门槛。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支持资管产品和保险资金通过投资私募股权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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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积极参与民营企业纾困。鼓励通过债务重组等方式合力化解股票质押

风险。积极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民营企业债转股。 

6.健全民营企业融资增信支持体系 

《意见》提出，推进依托供应链的票据、订单等动产质押融资，鼓励第三

方建立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以应收账款申请担保融资的，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等应付款方应当及时确认债权债务关系。推动

抵质押登记流程简便化、标准化、规范化，建立统一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公

示系统。积极探索建立为优质民营企业增信的新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

中小民营企业风险补偿基金，研究推出民营企业增信示范项目。发展民营企业

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以市场化方式增信支持民营企业融资。 

7.鼓励民营企业独立或与有关方面联合承担国家各类科研项目 

《意见》提出，支持民营企业加强创新。鼓励民营企业独立或与有关方面

联合承担国家各类科研项目，参与国家重大科学技术项目攻关，通过实施技术

改造转化创新成果。各级政府组织实施科技创新、技术转化等项目时，要平等

对待不同所有制企业。加快向民营企业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

研仪器。在标准制定、复审过程中保障民营企业平等参与。系统清理与企业性

质挂钩的职称评定、奖项申报、福利保障等规定，畅通科技创新人才向民营企

业流动渠道。在人才引进支持政策方面对民营企业一视同仁，支持民营企业引

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来源：中国财富榜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dXSXvzIKyFn3AG_gUAQc1A 

信托公司当好家族财富管理受托人的四个“要做到” 

家族财富管理作为信托公司的本源业务，正日益得到业界和社会的广泛

认知和逐步认可。受托服务是维系家族财富管理生态系统良性健康发展的土

壤，是滋养家族财富根深叶茂的基础。信托公司做好家族财富管理的受托人，

要通过四个“要做到”组合推进，逐步落实。 

1.要做到回归信托本源，成为业务精专的受托人。 

从英国最早的“用益”制度发展到现代信托，信托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应

用与实践。经过数百年不断完善的信托实践，家族信托已经作为成熟的信托制

度应用，充分吸纳并集中体现了信托功能优势，例如家族财富的保值、增值、

分配与传承，家族企业的投融资服务与治理完善等。如何发挥这些显著的信托

功能优势，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责无旁贷地需要以专业化的服务能力和服务

水平在家族信托业务中实现信托制度优势，发展信托本源业务，使之成为支持

行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增长点。 

信托公司目前管理的近 22 万亿元的信托财产中，主要体现的仍然是信托

的金融功能，财富管理功能的发挥刚刚开始。根据中航信托和 UBS 联合发布

的《2019 年中国家族财富与家族办公室调研报告》统计，50 亿元以上规模的

家族，其平均家族可投资管理资产规模为 42 亿元，信托公司可以提供专业服

务的用武之地着实非常广阔，只有深挖信托制度本源价值，丰富专业化服务驱

动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供给，才能抓住未来已来的家族财富管理发展机遇。 

2.要做到彰显受托本色，成为合规尽责的受托人。 

https://mp.weixin.qq.com/s/dXSXvzIKyFn3AG_gUAQc1A


 

15 
 

坚守合规经营底线，培育受托文化是保障家族财富管理业务可持续发展

的“生命线”。去年 8 月，银保监会发布《信托部关于加强规范资产管理业务

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首次对家族信托的概念及相关要求进行了明

确规定，这是针对家族信托业务的特别规范。在家族信托业务漫长的生命周期

中，制度规范是唯一的确定性保障，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不仅是专业服务的供

给方，更应是合规尽责的模范，必须严格遵循信托法律法规和各项相关监管规

范，忠实、勤勉履行受托职责，确保信托财产管理及信托事务的执行符合家族

信托目的，身体力行地践行可信任的受托文化，以自身合法、合规地可持续经

营与家族财富永续传承相匹配，保持受托人本色，形成信任可跨越周期与时空

的受托文化。 

3.要做到保持开放合作，成为谋求共赢的受托人。 

家族财富管理除满足客户财富保值增值的基本需求外，还需要统筹规划

包括财富传承、家族治理、家族服务、家族慈善等综合服务。这就要求信托公

司要保持开放合作的心态，搭建资源整合的平台，提高自身资源整合和综合服

务能力，积极构建家族财富管理生态圈，与金融同业及第三方理财机构、律师

事务所、家族办公室等专业服务机构，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目前，中航信托

和新财道共同打造的家族财富管理生态圈，就是营造开放信托的平台，以账户

管理为基础，以智慧系统为载体，助力多元服务主体各显其能，共同为客户创

造价值，实现共享共赢。 

4.要做到不忘服务初心，成为客户放心的受托人。 

一个成熟发达的家族财富管理市场，不但要有成熟的服务机构，更要有成

熟的客户，二者相互依存，共生共赢。家族信托的客户培育与引导是个漫长、

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信托公司持续作为与努力，以客户为中心，帮助家族信

托的客户理性地认识信托、信任信托、运用信托。信托公司需要将资产配置逻

辑、财富分配与管理、账户托管流程等信托服务的内容和方式与客户有效沟通，

及时有效地进行信息披露，让客户安心、放心，真正实现“卖者尽责，买者自

负”。 

上述的“四个要做到”是信托公司做好家族财富管理受托人的必选项，也

是赢得客户和合作伙伴信任的标准。家族财富管理业务的行稳致远，需要信托

公司依托“承信受托”的信托文化，提供综合的金融整合服务，构建家族客户

服务生态圈。 

来源：未来财富管理知识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7B-HgFiK5tb3JEnFpCJprw 

★财富管理报告 

人民银行发布 2019 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 

一、2019 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数据报告 

初步统计，2019 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25.58 万亿元，比上年多 3.08

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口径有所完善，详见尾注 2）。其中，对实体经济

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16.88 万亿元，同比多增 1.21 万亿元；对实体经济发

https://mp.weixin.qq.com/s/7B-HgFiK5tb3JEnFpCJprw


 

16 
 

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减少 1275 亿元，同比少减 2926 亿元；委托贷款减少

9396 亿元，同比少减 6666 亿元；信托贷款减少 3467 亿元，同比少减 3508 亿

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4757 亿元，同比少减 1586 亿元；企业债券净

融资 3.24 万亿元，同比多 6098 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 4.72 万亿元，同比少

1327 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 3479 亿元，同比少 127 亿元。12 月份社

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2.1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1719 亿元。 

从结构看，2019 年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

66%，同比低 3.7 个百分点；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占比-0.5%，

同比高 1.4 个百分点；委托贷款占比-3.7%，同比高 3.4 个百分点；信托贷款

占比-1.4%，同比高 1.7 个百分点；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占比-1.9%，同比高

0.9个百分点；企业债券占比 12.7%，同比高 1个百分点；政府债券占比 18.5%，

同比低 3.1 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 1.4%，同比低 0.2 个百

分点。 

注 1：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是指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

额。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等部门。 

注 2：2019 年 12 月起，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将“国

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与原有“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合并为“政府债券”指标。指标数值为托管机构的托管面值。当月新增

额历史数据追溯到 2017 年 1 月份（见附表）。 

注 3: 2019 年 9 月起，人民银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中的“企业债券”

统计，将“交易所企业资产支持证券”纳入“企业债券”指标；2018 年 9 月

起，人民银行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2018 年 7 月

起，人民银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方法，将“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持证券”

和“贷款核销”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在“其他融资”项下单独列示。 

注 4：文内同比数据为可比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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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 年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统计数据报告 

初步统计，2019 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251.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

（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口径有所完善，详见尾注 2）。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

人民币贷款余额为 151.5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5%；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

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为 2.11 万亿元，同比下降 4.6%；委托贷款余额为 11.44

万亿元，同比下降 7.6%；信托贷款余额为 7.45 万亿元，同比下降 4.4%；未贴

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 3.33 万亿元，同比下降 12.5%；企业债券余额为

23.4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政府债券余额为 37.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3%；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为 7.3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 

从结构看，2019 年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

规模存量的 60.3%，同比高 1 个百分点；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

币余额占比 0.8%，同比低 0.2 个百分点；委托贷款余额占比 4.6%，同比低 0.9

个百分点；信托贷款余额占比 3%，同比低 0.4 个百分点；未贴现的银行承兑

汇票余额占比 1.3%，同比低 0.4 个百分点；企业债券余额占比 9.3%，同比高

0.2 个百分点；政府债券余额占比 15%，同比高 0.5 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境

内股票余额占比 2.9%，同比低 0.2 个百分点。 

注 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是指一定时期末（月末、季末或年末）实体经济

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余额。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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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银行

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等部门。 

注 2：2019 年 12 月起，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将“国

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与原有“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合并为“政府债券”指标。指标数值为托管机构的托管面值。月末存量

余额及增速历史数据追溯到 2017 年 1 月份（见附表 1、2）。 

注 3: 2019 年 9 月起，人民银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中的“企业债券”

统计，将“交易所企业资产支持证券”纳入“企业债券”指标；2018 年 9 月

起，人民银行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2018 年 7 月

起，人民银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方法，将“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持证券”

和“贷款核销”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在“其他融资”项下单独列示。 

注 4：文内同比数据为可比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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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9 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 

1.广义货币增长 8.7%，狭义货币增长 4.4% 

12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98.65 万亿元,同比增长 8.7%，增速分别比

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 0.5 个和 0.6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 57.6 万亿

元,同比增长 4.4%，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 0.9 个和 2.9 个百分点；

流通中货币(M0)余额 7.72 万亿元,同比增长 5.4%。全年净投放现金 3981 亿

元。 

2.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16.81 万亿元，外币贷款减少 79 亿美元 

12 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 158.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9%。月末人民币贷

款余额 153.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3%，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 0.1

个和 1.2 个百分点。 

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16.81 万亿元，同比多增 6439 亿元。分部门看，住

户部门贷款增加 7.43 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 1.98 万亿元，中长期贷款

增加 5.45 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 9.45 万亿元，其中，短期

贷款增加 1.52 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5.88 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 1.84 万

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 933 亿元。12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1.14

万亿元，同比多增 543 亿元。 

12 月末，外币贷款余额 7869 亿美元，同比下降 1%。全年外币贷款减少 79

亿美元，同比少减 352 亿美元。12 月份，外币贷款减少 77 亿美元，同比少减

33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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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 15.36 万亿元，外币存款增加 301 亿美元 

12 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 198.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月末人民币存

款余额 192.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8.7%，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 0.3

个和 0.5 个百分点。 

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 15.36 万亿元，同比多增 1.96 万亿元。其中，住户

存款增加 9.7 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 3.29 万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 301

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 1.15 万亿元。12 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

5995 亿元，同比多增 5079 亿元。 

12 月末，外币存款余额 7577 亿美元，同比增长 4.1%。全年外币存款增加

301 亿美元，同比多增 935 亿美元。12 月份，外币存款增加 78 亿美元，同比

多增 117 亿美元。 

4.12 月份银行间人民币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 2.09%，质押式

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 2.1% 

2019 年银行间人民币市场以拆借、现券和回购方式合计成交 1185.01 万

亿元，日均成交 4.74 万亿元，日均成交同比增长 17.9%。其中，同业拆借日

均成交同比增长 9.7%，现券日均成交同比增长 42.9%，质押式回购日均成交同

比增长 15.2%。 

12 月份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 2.09%，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低 0.2 个

和 0.48 个百分点；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 2.1%，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

低 0.19 个和 0.58 个百分点。 

5.国家外汇储备余额 3.11 万亿美元 

12 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 3.11 万亿美元。12 月末，人民币汇率为 1

美元兑 6.9762 元人民币。 

6.2019 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 6.04 万亿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

算业务发生 2.78 万亿元 

2019 年，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

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分别发生 4.25 万亿元、1.79 万亿元、0.76 万亿

元、2.02 万亿元。 

注 1：当期数据为初步数。 

注 2：自 2014 年 8 月份开始，转口贸易被调整到货物贸易进行统计，货

物贸易金额扩大，服务贸易金额相应减少。 

注 3：自 2015 年起，人民币、外币和本外币存款含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

放款项，人民币、外币和本外币贷款含拆放给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款项。 

来源：中国金融杂志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kpUfnvaDnfKNM53XJ3COiQ 

2019 新中产家庭消费与理财报告 

1 月 6 日，腾讯理财通、21 世纪经济研究院联合发布了《2019 新中产家

庭消费与理财报告》。报告采用问卷调研和专家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 2019

年我国新中产家庭的收入、支出和理财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扫描和分析。 

报告的研究对象是家庭年收入超过 20 万元的新中产群体，他们普遍接受

过高等教育，大部分从事专业性或者管理岗位，多分布于全国一二线城市，其

中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新中产家庭数量居全国前四位。 

https://mp.weixin.qq.com/s/kpUfnvaDnfKNM53XJ3CO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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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57.5%的新中产家庭收入较往年有增加 收入越高的家庭增长幅度越

大 

调查结果显示，在 2019 年收入增长幅度方面，45.7%的受访者家庭年收入

有小幅增长，11.8%的家庭年收入有大幅增长，收入增长的家庭合计占 57.5%。

另外，25.1%的家庭年收入和以往持平，17.5%的新中产家庭收入有所减少。 

 

中国新中产家庭收入增长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马太效应”，表现为年收入

越高的家庭，其收入增幅也越大。调研显示，年收入超过 50 万元的家庭中，

收入大幅增长的家庭占比超过 16%，高于样本总体比例 11.8%;而在年收入 20

万元-30 万元的家庭中，收入大幅增长的仅占 5%。 

二、26%的新中产家庭 2019 年终奖预计超过 5 万元 能源行业年终奖预期

最高 

岁末年初，在备受关注的年终奖方面，16%的新中产家庭预计年终奖在 1

万元以内，35.5%的家庭预计在 1 万元-5 万元之间，12.2%的家庭预计在 5 万

元-10 万元之间，4.6%的家庭预计在 10 万元-20 万元之间，预计年终奖超过

20 万元的家庭有 9.2%。另外，还有 22.5%的新中产家庭预计没有年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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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业看，能源行业的受访者家庭预计年终奖收入最高，金融行业和房地

产行业分列第二、三位。近两年火热的互联网与信通行业年终奖预期则较为一

般，只排在第四位。 

 

三、房子和孩子是新中产家庭的两座“大山” 收入越高子女教育投入越

大 

在支出方面，总体而言，新中产人群的支出压力较大。2019 年，12.1%的

新中产家庭无新增储蓄，18.1%的新中产家庭新增储蓄占年收入比例小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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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结构上，房子和孩子是新中产家庭的两座“大山”。收入越高的家庭，在

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占比越大。 

 
具体来看，按选择人数的多少，2019 年新中产家庭支出最多的三个领域

依次为日常开销、房租房贷和子女教育，分别有 71.2%、53.9%和 52%的新中

产家庭勾选了这三项。相比之下，“赡养父母”的压力相对较小，仅有

19.7%的人选择了该项。此外，分别有 23.4%和 12.5%的新中产家庭勾选了旅

行支出和人际交往支出作为三大支出领域之一。 

2019 年，55%的新中产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在 10%-30%之间，

9.9%的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超过 50%。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家庭

年收入越高，在子女教育方面投入越大。在年收入超过 80 万元的家庭中，

15.5%的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超过 50%;而年收入在 20 万元-30 万

元之间的新中产家庭中，该比例仅为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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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31.2%的新中产家庭预期将在 2020 年提高子女教育支出比例，且收

入较低的家庭更有意愿增加子女教育方面的投入。20 万元-30 万元收入的家

庭中，有 35.7%预期将在 2020 年提高子女教育支出比例，而 80 万元以上收入

的家庭中，该比例为 25.77%，这可能与高收入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已经

较多有关。 

四、基金与理财产品、房地产是主要投资选择 

在目前主流的投资形式里，基金与理财产品、房地产、保险产品、股票是

新中产家庭 2019 年的主要投资选择。在受访对象中，选择基金与理财产品的

有 65.3%，选择房地产的有 63.2%，选择保险产品的有 41.3%，选择股票的有

31.1%。 

 

在收益来源方面，31%的新中产家庭通过基金与理财产品获得最多投资收

益。此外，即使 2019 年是房地产“小年”，仍有 30.5%的受访者表示投资性

房地产是其最主要的收益来源，这表明房地产仍是财富增值的“压舱石”。而

且，交叉分析显示，收入越高的家庭，勾选投资性房地产作为最主要投资收益

来源的比例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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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大部分新中产家庭均能从投资理财方面获得正收益，仅有 5.8%出

现亏损，但收益率总体不高。报告显示，39.8%的家庭 2019 年理财收益率在 0-

4%之间，35.4%的收益率在 4%-10%之间，6.6%的收益率在 10%-20%之间，收益

率在 20%以上的占 12.4%。 

 

从投资渠道的选择上看，2019 年，新中产家庭主要通过银行和以腾讯理

财通为代表的第三方互联网理财平台进行理财。其中，选择银行渠道的比例达

到 60.1%，选择第三方互联网理财平台的比例达到 54.6%，远超选择基金公司、

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渠道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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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来收入预期总体较乐观 稳健型理财备受青睐 

预估 2020 年家庭收入情况时，72.2%的受访者认为，其 2020 年收入会相

对持平或有小幅增长。具体来看，38.6%的受访者认为 2020 年收入会有小幅增

长，33.6%的受访者认为 2020 年收入会与 2019 年持平，仅有 2.7%的受访者预

计其收入会大幅下跌，总体比较乐观。 

 
在新中产家庭的 2020 年投资理财计划中，较为稳健的投资方向还是更受

青睐。36.4%的受访者表示 2020 年会首选债券基金、货币基金进行投资，26.8%

的受访者表示会优先考虑房地产投资，首选通过基金投资股市的有 19.1%，首

选直接投资股市的最少，仅有 11.8%。 

 

来源： Beta 财富管理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Ifnagy7yqrSoWPF7KwQEQQ 

javascript:void(0);
https://mp.weixin.qq.com/s/Ifnagy7yqrSoWPF7KwQE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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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中国家族财富管理暨家族办公室调研报告 

2020 年 1 月 8 日，瑞银财富管理 （UBS Wealth Management）、中航信

托（AVIC TRUST）、惠裕全球家族智库（FOTT）和 Campden Wealth 首度合

作，今天在北京召开媒体发布会，正式发布《2020 中国家族财富管理暨家族

办公室调研报告》，通过精准数据分析，解读中国家族办公室的最新发展趋势。 

瑞士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张琼在发布会上介绍称，瑞银集团自 2012

年设立了瑞银全球家族办公室业务（Global Family Office），整合投资银行、

财富管理及资产管理业务的各类资源，满足家族办公室全球客户的高端需求。

瑞银集团一直专注于家族办公室发展的研究，7 年来与 Campden Wealth 合作

每年推出全球家族办公室的系列报告，今年更是与三方伙伴合作，首次推出了

针对中国家族办公室的报告。这份报告正在填补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信息真空。

那就是在中国这个经济快速发展、超高净值人群数量激增的市场上，中国家族

办公室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这次报告主要采用混合方法收集数据，Campden Wealth 和 FOTT 首次采

取跨境联合调研方式，通过其财富持有者和家族办公室网络确定参与者，在

2019 年 3 月至 8 月期间，对 76 位家族成员、家族办公室高级主管和家族财富

管理人员进行了定量调查。为提供背景信息并更深入地了解定量结果，还对 10

个个人以及家族进行了深入的定性访谈。 

根据一些中国家族介绍，在过去 15 年中，中国家族一直在积累投资经验，

现在想要对自己的财富拥有更大的控制权，并获得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因此，

发布报告的动机之一是对家族财富及其管理、新兴的家族办公室领域、两代人

之间的财富传承以及家族对外部服务提供商的使用情况提供深入的洞见。 

中航信托作为国内家族财富管理的先行者，充分发挥信托制度优势，培育

受托文化，搭建了“理财信托、财富信托、家庭信托、家族信托”一体化受托

服务，形成了覆盖全市场的产品体系，在股权信托、保险金信托、特殊人群保

障信托、慈善信托等领域获进行了丰富的实践和探索，并将这些成果反馈在调

研报告中。中航信托董事长姚江涛表示，信托公司要保持开放合作的心态，成

为谋求共赢的受托人。在此背景下，中航信托联合发布该报告，充分发挥四方

机构的禀赋资源，搭建资源整合的平台，构建家族财富管理服务生态圈。中航

信托总经理助理、家族信托事业部负责人姜燕介绍表示，中航信托深度参与了

此次调研报告的框架设计、数据分析，此次报告按照国际专业调研标准，是中

外专业机构和智库的首次跨境合作。 

调研报告显示，参与调查家族的平均净财富约为 65亿元人民币（约合 9.43

亿美元），有 45％的家族净财富超过 50 亿元人民币，家族办公室的平均管理

资产规模为 42 亿元人民币，约占比 65％，低于 76％的全球水平。 

当前执掌家族财富的这一代人的平均年龄为 55 岁，55 岁以上人群占比超

过一半，他们正在考虑财富的传承规划，这与目前全球正在经历的重大世代过

渡趋势相符，较小比例的受访者（21％）目前处于 25-44 岁之间，可能最近才

担任其财富的监督角色。 

报告发现在投资策略方面，中国家族的投资风格更为积极，采取增长型投

资策略的受访者占到 44％；而在全球范围内采用这类策略的受访者比例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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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中国家族办公室平均 11％的回报率也高于亚太地区（6.2％）及全球

（5.4％）的水平。 

惠裕全球家族智库（FOTT）创始人、《家族办公室》杂志总编范晓曼女

士表示，调研中大约 64％的家族表示他们的主要财富管理工具是家族办公室：

单一家族办公室占比为 30％，商业联合家族办公室占比为 16％，以及私人联

合家族办公室和混合家族办公室各占 9.2％。维持家族财富是最初促使家族建

立或加入家族办公室的最普遍核心原因。其次是将办公室作为投资平台，及作

为交易和投资平台。 

四分之三的受访家族表示，他们在 2010 年以后就已建立或加入家族办公

室。在过去六年中，对于家族办公室的兴趣一直在增长，而且近三分之一的受

访者表示他们在 2018 年至 2019 年 8 月前开始使用家族办公室服务。 

在调研中目前尚未使用家族办公室服务的参与者中，超过四分之三的家

族表示他们有兴趣建立一个单一家族办公室或加入一个联合家族办公室。另

外有 10％的家族尚未确定他们是否感兴趣。在感兴趣的家族中，有 84％目前

正在采取积极措施以建立或加入家族办公室。 

Campden Wealth 亚太区负责人 Nick Hayward 先生则介绍称，受访者普遍

表示，建立家族办公室结构、招聘外部人才和寻找经验丰富的服务提供商是家

族办公室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与家族讨论有关将非家族雇员招聘到家族办公

室的过程中，最明显的主题是信任，这在招聘过程中胜过所有其他因素，包括

候选人的投资技能。家族非常关心外部员工是否忠诚并创造价值。 

几个家族都提到了寻找和挽留合适外部人才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他们表

示人员流动率很高，并表达了他们的忧虑：即员工是否只是试图在这个处于萌

芽阶段的行业获取专业知识，还是更糟的是，为了获得敏感信息，例如可用于

谋取他们个人利益的个人或投资组合的信息。此外，中国的家族非常注重如何

能客观地解读相关的监管政策，并从中找出相关的投资机会。 

大多数家族表示，整体而言，他们很难找到外部服务提供商特别是综合服

务提供商。一些家族解释说，这可能是因为市场上存在大量经纪人，但却没有

公司为经纪人的能力提供建议，也没有公司为特定交易的最佳服务提供商提

供建议。随着财富和权力的转移，这些情况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 有人受访

者表示：“第二代通常在国外接受教育，并且英语流利，他们通常具有一些专

业的工作经验。他们可能拥有不同于父母的期望，并在服务提供商方面有更多

的经验和信任。” 

参与报告发布的机构预期，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增长和财富管理行

业的发展，将有更多家族以及超高净值人群从高科技、高端制造以及传统行业

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诞生，家族办公室这一新兴行业，必将以更快的速度崛起，

并更好满足家族在财富管理与传承、顶层设计、二代教育、法税规划、慈善公

益等诸多方面的需求。同时，追踪大湾区家族办公室领域的发展状况将非常重

要。大湾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总计为 1.6 万亿美元，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3％，与世界第 11 大经济体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区内家族的平均财富

为 100 亿元人民币，且其家族办公室平均管理资产规模为 73 亿元人民币，分

别比整体平均水平高出 35 亿元人民币和 31 亿元人民币。 

来源：金融界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5147401579145305&wfr=spider&for=p

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5147401579145305&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5147401579145305&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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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专栏 

区块链技术能为疫情防控做些什么？ 

当下的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武汉等地区的疫情状况，牵动着广大的国人的

心。如何合理有效的进行疫情管控，是目前很多专家和医务人员研究的首要问

题。但疫情防控一直是国内外的难点问题，国内的春运又进一步加深了防控难

度，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疫情防控挑战： 

一是病患信息共享较为困难。由于春运的影响，病患跨区域流动，不同地

区，不同医院都可能会有相关病患出现。由于不同地域、不同医院的空间和时

间不同步，造成了病患信息共享的不通畅。 

二是精准隔离和筛查疑似病例难度较大。由于春运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与

确诊病患有过接触的人员，需要被精准定位，并进行病毒筛查。但是，由于人

员流动的复杂性，使得一些接触过病患的人员无法被定位，而没有实质性接触

过病患的却有可能被隔离，造成医疗资源的大量浪费。 

三是疫情谣言较多，舆论不断发酵。民众有权利和意愿去了解和关心疫情

的实时进展，但是目前缺失一套可信完善的疫情数据发布系统，因此不利于网

络舆论的正确导引，民众可能会因为网络疫情谣言而恐慌不安，进而影响社会

治安稳定。 

针对上述三个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引入区块链技术（ Blockchain 

Technology），来构建解决方案。区块链是 2019 年的年度关键词之一，是新

兴科技的典型代表，与 AI，量子计算等平起平坐，在 2019 年 10 月 24 日，国

家领导人强调：“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要突破口  ”。 

1.病患信息跨区域、跨医院的实时共享  

病患信息的跨区域共享，有利于医生和研究人员，搜集更多的病例样本，

丰富病例数据集合，从而更好更方便的展开疫情防治和研究工作，因此信息共

享具有重大意义。 

为了解决病患信息的共享和隐私保护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采用区块链

技术进行数据共享的底层基础设施搭建。例如，北京的医生，收治了一名疑似

感染的肺炎患者，但是由于手上掌握的信息不充分，无法确诊。此时，我们就

可以采用区块链技术，将全国范围内，与新型肺炎相关的病人资料，集成到区

块链系统中，进行分布式存储，构建分布式账本体系（Distributed Led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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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北京的医生，可以直接去区块链上，实时查看由武汉医生，上

海医生等接触过的病患信息，从而辅助北京医生判断该患者是否是新型肺炎

患者。 

2.精准隔离和筛查疑似病例 

精准定位接触过确诊患者的人员，是一项很有挑战也很有意义的工作。这

项工作可以充分利用有限的医疗资源，最优化这些医疗资源的配置。精准识别

人员的难点，主要在于追踪流动人员的运行和停留轨迹，这需要多个系统之前

的信息交互。例如，一名已经确诊的患者，在前几天依次在某个地铁车厢，某

个高铁车厢，某个公交车上，因此我们需要借助区块链技术，打通不同交通信

息系统之间的交互壁垒，将该患者停留过的地点，从数据库中抽取出来。 

 
与此同时，与该患者有过路径重叠的乘客，也需要从数据库中提取数

据，然后通知乘客本人，前往医院进行筛查。例如，高铁内某一车厢确诊了

一名肺炎患者，那么我们有必要筛查出这一患者，他的前后左右乘客，将这

些乘客的信息提取出来，并通知到乘客本人，使其尽快前往紧邻医院进行检

查。 

3.实时发布感染人数，信息公开透明 

由于民众对疫情真实进度不了解，对医院公布数据也不信任，由此催生了

很多网络谣言，使得民众陷入恐慌情绪，从而可能导致疫情之外的社会影响。

因此，构建一套实时的，可信的，不可篡改的感染人数发布机制，是十分有必

要的。而区块链技术，天生就是保障数据真实可信性的优良技术。 

在实际医疗系统中，医院主管领导可能会因为职位绩效，或者舆论压力而

隐瞒或者更改统计数据。而区块链由于有 Hash 函数的保护，可以使得医院领

导部门，无法对数据进行篡改，一旦发生篡改现象，则数据的 Hash 值会发生

变化，从而被全医疗系统网络，互联网网络终端发现，实现数据不可篡改。 

不同医院，将疫情数据实时上报到基于区块链的系统中，医院节点轮流记

账，民众就可以实时接入区块链网络，查看区块链系统中的疫情数据。如下图

所示，假设武汉金银潭医院当前状态为记账节点，因此，该医院将负责当前时

间段的全国疫情上报数据的统计与分布，下一个时间段的数据统计与发布则

由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负责，如此循环顺延，保障系统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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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疫情的爆发，刚好和春节时间段重合，这对疫情防控是很有挑战的。

大多数国人，都很看重春节，阖家团圆，走亲访友也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在

出门时，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护措施，尤其是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如老人和小孩

等，需要重点做好防护。 

作者：傅正堂，北京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师从董沛武教

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复杂系统建模与决策，区块链与数字经济。 

来源：数字经济与管理周刊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W1l5QoDwtXUQMdhfQEZ43w 

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与管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要突破口”，为我

国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创新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几年，区块链凭借其独有

的信任传递机制，逐渐成为金融科技领域的热门技术，有助于业务数据可信共

享，加速参与主体多方协作，实现监管穿透管理，蕴含着加速我国数字化转型、

激发数字经济发展的潜力。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人民银行数字货

币研究所（以下简称“数研所”）强化对区块链技术的基础研究和标准研制，

先后推动数字票据交易平台和人民银行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建成落地，抢占

先发优势，取得了积极进展。同时，为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对防范区块链可

能引发的资产泡沫、恶意炒作、代币融资等乱象及其衍生的金融风险进行了深

入调查和研究，并提出了促进区块链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思考建议。 

一、区块链的技术特点 

  区块链是一种新型的分布式数据库，也称为分布式账本。区块链技术利用

块链式结构验证与存储数据，采用共识算法生成和更新数据，借助密码学保证

数据和权属安全，并通过可编程脚本代码实现数据的协同计算。 

二、区块链技术的主要优势 

1.业务数据可信化。与传统分布式数据库有所不同，区块链引入了“人人

记账”的理念，每个参与主体都有权记账，大家各自保存最新账本和所有历史

记录。这种数据高度冗余的存储方式，可提升不互信主体之间的信息透明度，

实现账本数据不可篡改和全程留痕，进而促进多方信息共享和协同操作。在实

际业务中，通过业务数据上链，可实现纸质单据的电子化和电子信息的可信化，

降低多主体之间不信任的摩擦成本，解决传统业务方式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进

行单据、票据真实性审核的问题，也便于金融机构实施风险管控。 

2.参与主体对等化。当跨部门共建信息化系统时，最大的难题在于集中存

储的数据由哪个机构或部门管理。区块链的统一分布式账本技术，天然解决了

“业务主权”问题，有效实现了每一个参与主体的身份对等、权力对等、责任

对等、利益对等，并在所有参与主体之间实现数据的实时同步更新，使合作更

加方便快捷，合作方的积极性得以提升。 

3.监管手段多维化。监管部门可在区块链平台上增加监管节点，及时获取

监管数据，并灵活定制金融监管的统计口径、监管数据颗粒度等，实现快速分

析。同时，采用智能合约等可编程脚本，增加相应的监管规则，监管重点从金

融机构的合规审查和风险管控，逐步上升至对系统性风险的识别监控，实现事

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监管体系，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三、区块链技术存在的主要不足 

https://mp.weixin.qq.com/s/W1l5QoDwtXUQMdhfQEZ43w
http://fund.jrj.com.cn/subjec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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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能方面，区块链的性能和可扩展性尚有限。在区块链中，交易只能排

队按序处理，所有交易结果和支付记录都要同步到全网节点，严重影响了系统

处理性能（在生产环境中，区块链系统每秒可处理逾千笔交易；实验室理想环

境中，每秒交易量可能过万笔）。随着参与节点数量的增加，数据同步、验证

的开销增多，系统的性能会进一步降低，从而影响区块链的可扩展性。 

2.安全方面，区块链缺乏体系化安全防护。一是区块链普遍采用国际通用

的密码算法、虚拟机、智能合约等核心构件，这些构件并非完全自主可控，增

加了受攻击的风险。二是区块链存在内生的安全缺陷，也就是 51%攻击问题（即

通过掌握 51%的算力重写区块链数据。下文提及 51%攻击时，都是指基于算力、

权益证明类共识算法的区块链）。三是区块链仍处于早期阶段，在安全方面可

能存在未知漏洞。传统系统出现安全问题时，可采用取消、撤回、紧急干预甚

至停止服务等手段。但区块链并不支持取消、撤回等相关操作。 

3.存储方面，全量备份的存储机制容易遇到存储瓶颈。区块链的每个节点

需存储完整的历史交易信息，当将区块链用于零售支付系统时，节点存储量将

瞬时巨量膨胀。例如，2019 年“双十一”，网联处理业务峰值为每秒 7.15 万

笔，一些简易设备无法满足节点的存储需求。 

4.交互方面，不同区块链系统的交互性问题难以解决。目前，相同类型的

区块链之间依托定制的通信协议，可以实现数据的相互读取、验证和操作。但

是，不同类型的区块链之间，由于编程语言、数据字典、系统接口、智能合约

等不一致，跨链数据难互通，容易导致业务割裂。 

5.运维方面，业务连续性的问题不容小觑。多方集体维护的区块链系统也

会带来巨大挑战。例如，成员加入/退出、系统升级、业务规则更新等，目前

尚缺乏成熟的标准、制度和操作规范，需要多方线下沟通才能处理链上的协同

治理问题。 

6.合规方面，区块链无法保证结算最终性。由于存在 51%攻击等问题，基

于区块链的支付系统无法保证结算最终性。基于区块链构建支付系统时，需考

虑是否满足《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PFMI）的要求，以免产生法律风险。 

7.职能方面，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性特性与中央银行的集中管理要求存在

冲突。中央银行提供的支付服务不能离开集中式账户安排，需建立在中心化系

统之上，这和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性相冲突。因此，目前不建议基于区块链改

造传统支付系统。 

四、区块链的适用领域 

区块链以大量冗余数据的同步存储和共同计算为代价，牺牲了系统处理

效能和客户的部分隐私，尚不适合传统零售支付等高并发场景；但是，在对信

息可信共享要求较高、对并发量要求较低的领域，例如交易结算、贸易金融、

产权转让等，区块链已经有广泛应用。数研所以区块链作为技术自主创新重要

突破口，从 2014 年开始研究法定数字货币，积极推动区块链标准化研究，探

索区块链在交易结算、贸易金融等领域的金融创新。 

1.牵头制定金融分布式账本行业标准。数研所已牵头编制金融分布式账

本安全规范等多项金融行业标准，并积极参与国际清算银行（BIS）、金融稳

定理事会（FSB）等国际金融标准制定组织的相关规则制定工作，也参与了国

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信联盟（ITU）等区块链标准研制。目前，人民

银行已申请了多项区块链专利，居全球央行首位。 

http://forex.jrj.com.cn/zhuanlan/jg_641.shtml
http://finance.jrj.com.cn/list/guojicj.shtml
http://forex.jrj.com.cn/list/yanghangd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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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人民银行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该平台于 2018 年 9 月 4 日在深圳

试点成功上线，陆续开展了供应链应收账款多级融资、对外支付税务备案表、

再贴现快速通道和国际贸易账款监管四项业务。通过与香港金管局的贸易联

动平台签订合作备忘录，人民银行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开启了国际化对接，未

来将联合境外同类贸金平台，共同构建生态化体系。截至 2019 年 12 月 17 日，

参与该平台推广应用的银行达 38 家，业务量超过 870 亿元。 

3.搭建数字票据交易平台。2017 年，上海票交所和数研所共同牵头开展

了建设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票据交易平台的相关工作。该平台于 2018 年 1

月 25 日成功在实验性生产系统上线试运行，顺利完成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

票据签发、承兑、贴现和转贴现业务，是我国将区块链技术运用到票据业务真

实生产环境的首次实践。 

五、与区块链相关的风险隐患 

1.加密资产带来的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基于区块链的加密资产无法保

证其锚定资产的稳定性，甚至缺少真实资产背书，以投机交易为主，部分庄

家、投机者通过对敲等手段大肆操纵加密资产的价格，导致市场剧烈波动并

形成资产泡沫。截至 2019 年 9 月底，包括比特币在内的加密资产种类达到

2417 种，总市值突破 2192 亿美元。同时，部分暗网交易网站通过加密资产

进行洗钱、贿赂、偷税漏税、恐怖主义融资等违法犯罪，潜藏风险隐患较

大。 

2.借机炒作、代币融资、骗投跑路等金融乱象卷土重来。2019 年下半年

的一段时期，不少上市公司为了蹭热点，纷纷透露“上链”的动作或意图，

区块链概念股一时炙手可热，甚至出现超百只个股轮番涨停的狂热行情；随

着市场趋于冷静、理性，这些股票又大幅回落，纷纷跌停，许多盲目追涨的

股民被高位套牢。与此同时，代币融资（ICO）之风重起，部分机构在募集

资金之后携款跑路，投资者损失惨重。 

3.区块链的难篡改特性对舆情管控形成重大考验。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

地将信息存储在多方服务器上，其“难以篡改”的技术特性将导致信息永续

留存链上，与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删除权”“更正权”存在冲突，甚至会遇

到有害信息上链的问题。 

六、引导区块链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1.要去伪存真，“币”和“链”不能混为一谈。虽然区块链发端于比特

币，但区块链并不等同于比特币。区块链是密码学、对等网络、共识机制等

多种传统技术的集成创新，要客观理性对待。为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要对

打着区块链幌子进行非法集资、诈骗等违法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加快市场的

优胜劣汰和激浊扬清。 

2.要务实推进，不能为了区块链而搞形象工程。对任何先进技术的作

用，要相信但不迷信。正确认识区块链技术的适用场景，不是所有的项目都

需要区块链，也不是所有的数据都需要上链。现阶段，区块链技术仍不成

熟，面临性能、安全、标准、合规等多方面挑战，各方应冷静思考、潜心探

索，切实利用区块链化解行业痛点，深度服务实体经济。 

3.要立足长远，认识到区块链技术应用的系统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特

征。目前，区块链能否做到链上链下账实相符、安全合规是行业关注的焦

点。参与各方应综合考虑市场发展、风险管控、法律合规等多个维度的要

http://forex.jrj.com.cn/focus/btb/
http://forex.jrj.com.cn/list/zt_my.shtml
http://stock.jrj.com.cn/company/
http://fund.jrj.com.cn/subject/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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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实现链上链下联动、技术业务结合、创新与管理并重，以充分发挥“区

块链+”的数字赋能潜力。 

4.要标准先行，引导区块链产业规范有序发展。充分借鉴互联网金融风

险专项整治中的经验教训，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特别是要关注外部性风

险可能对金融安全产生的影响。制定技术标准和业务规范，可提升我国在金

融区块链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有利于厘清区块链的“是与非”

和“真伪应用”，有利于维护市场秩序和金融稳定，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

展。 

作者：穆长春等，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区块链课题组 

来源：金融界网 

http://bc.jrj.com.cn/2020/02/24090228879685.shtml 

区块链 2020：热话题 冷思考 

各位朋友：新年好。 

今天是 2020 年的第一天。从 2009 年区块链诞生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十

年，从基础设施到底层技术平台再到行业应用，区块链在各领域蓬勃发展。那

么，下一个十年，区块链该何去何从？ 

近两个月，我收到了上百场汇报邀请，涵盖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延安干部

学院，国家公安部、国家科技部等部委，各地方人大，多地政府。作为一名区

块链科研工作者，我非常兴奋地见证了学习区块链已经从口号落到了实处。区

别于前几年的代币炒作盛行，这一次的“区块链热”，来得及时，意义深刻。 

但是，作为区块链技术应用推广的基层实践者，此刻我想探讨的不是区块

链的“热”，而是身处这热潮中，如何进行冷静思考和超前研判，才能不辜负

时代给予的全新机遇。 

一、学深悟透讲话精神，系统部署落地应用 

在 10 月 24 日下午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会议中，总书记强调：我

们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加大投入

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学

习贯彻讲话精神，多地积极推动部署，区块链成为了当下“最强风口”。从政

府到企业，从闭口不谈区块链到想方设法拥抱区块链，区块链“上链”热潮一

度蔓延。我在走访交流的过程中发现，区块链技术受到了多地政府部门的高度

重视，各类扶持政策不断出台。面对不少政府部门或大型机构“快餐式上链”

的行为，我想谈一谈需要重点关注的两大问题。 

1.网络安全的隐患。区块链作为承载高价值数字资产的底层系统，其面临

安全挑战将会比传统互联网系统更加严峻。一旦存在系统设计或实现上的缺

陷，极易被不法分子利用，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在布局

区块链的过程中，对此部分的认识不足。我在国家公安部汇报时提到，虽然当

下我们遇到的违法行为都是打着区块链旗号进行诈骗或者非法集资的骗子，

但是随着大量区块链系统上线，无疑是在告知犯罪份子我们又把有价值的信

息资产和数字资产搬上了区块链，后续我们面对的不仅是骗子更有武装到牙

齿过来抢劫的“强盗”。区块链系统所面临的网络攻击的频度和强度都是传统

的互联网系统所前所未有的。 

http://finance.jrj.com.cn/it-finance/
http://bank.jrj.com.cn/list/jgdt.shtml
http://fund.jrj.com.cn/subject/133/
http://bc.jrj.com.cn/2020/02/2409022887968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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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链上的数据和链下的数据的协同问题。在走访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

多地布局区块链未做全面的系统规划。由于区块链技术并非是万能的，且区块

链系统今天的性能和存储浪费等问题也确实存在，这就意味着用户不可能把

全部应用都搬上区块链。当他们的一小部分系统搬上了区块链后，但是还有大

量的系统还是传统的中心化系统你就会发现很多新问题出现了。由于这两套

系统连基本的组织和管理的思维都不一样，你会发现同时管理这两种系统难

度巨大，更不要说这两种系统在用户管理、身份认证、数据的表达模型、存储

模型、审计模型等完全是不一样的。各级地方政府和应用单位应高度重视，超

前研判区块链上线之后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和隐患，在整体方案设计上一定要

做好全面规划和准备。 

二、做好区块链，落实“四字诀” 

1.“管”—要在可管可控的前提下探索区块链的技术研究和行业应用。我

国区块链产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新应用、新业态正在快速落地，如果缺乏行

业规范或监管体系将会带来一系列安全隐患。由于区块链具有分布式、多中心

化的特性，导致区块链的监管相较于传统信息系统而言更为困难。同时，公有

链和联盟链的技术架构与应用场景的不同，导致监管难度也有所不同。公有链

由于缺乏安全准入机制，参与方也无需实名认证，导致其监管难度较高，一旦

出现违规问题，通过技术手段控制影响较为困难，可能需要更强硬的技术手段

进行干预。而联盟链有比较完备的准入控制机制，各参与方的身份也由相关机

构作为信任背书，相对来说更加可控，更适应监管要求。 

2.“研”—走出技术舒适圈，区块链尚有关键技术待突破。针对区块链核

心技术展开科技攻关，对我国抢占新一轮信息技术发展的制高点意义重大。目

前全球主要国家都在加快布局区块链技术发展，制定相关战略规划。从 Libra

到央行数字货币，区块链已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激烈探讨和技术竞争。通过

深入探研区块链核心技术（如共识算法、智能合约引擎、隐私保护机制、跨链

互通技术、链上链下协同机制等），促进具有战略价值的成果转化，形成国际

领先的区块链技术创新成果和落地化产业应用，对我国抢占科技创新高地至

关重要。 

3.“创”—要坚持做自研、自主、可控的中国特色区块链。区块链技术发

展了 10 年时间，目前仍处在技术创新的初期，我国的区块链技术发展水平与

美西方国家的差距并不大，在技术研究、开源社区建设、标准制定、专利申请

等方面已有良好的开局。根据目前的发展态势，区块链将来可能成为互联网的

重要基础设施。我们要积极落实，争取区块链技术发展的主动权，大力发展国

产自主可控的区块链技术平台，在区块链系统的研发和部署方面充分体现中

国特色，而不是完全依赖国外开源平台。 

4.“用”—区块链现阶段是一个昂贵的技术，要用在它真正应用的地方。

区块链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支撑技术，我们

要充分认识区块链技术的核心价值，积极探索和拓展技术落地，发挥高校的产

学研优势，加快支持区块链技术在金融、政务、社会治理、工业制造等领域的

应用落地，共同建设更加完善的产业应用生态。  

今天是 2020 年的第一天，也是区块链全新十年的开篇。在从事区块链的

工作实践中，我逐步认识到，区块链是综合性极高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需要有

更多专业人才为之不懈奋斗。区块链 2020，扎实推进，凯歌前行，我们是亲

历者，更是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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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亮，浙江大学软件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区块链研究中心常务副

主任、浙江省区块链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同时兼任中国计算机学会区块链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可信区块链联盟副理事长。 

来源：浙江大学区块链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EhHtYU9Z5dxosaYq5UUvGw 

★公益慈善专栏 

面对紧张的疫情，公益慈善组织如何找回公信力？ 

这些天早上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查看有关疫情消息，患病人

数每天更新，牵动着亿万人的心；医生出征，部队接管，救援物资从全球各地

运来，但是这次疫情中，口罩等救灾物资的调配受到了诸多质疑，调配不及时，

信息不透明，分配方式不合理等问题一次次冲击着我们的忍耐底线。 

郭美美事件、中非希望工程、尚德诈捐、宋庆龄石像、43 斤女孩以及各

类近期事件等饱受公众质疑，进一步说，其实是当前慈善组织公信力受到普遍

质疑，为什么这类事件会屡屡出现呢？ 

在我国，对慈善组织的行政管理一度存在着双头归口的问题，注册登记管

理归于民政部门，但业务管理上却并不归属于民政部门，而由其他政府职能部

门承担。由此在实践中造成了监管责任无法明确。同时由于法律的缺位，信息

公开也并不属于政府监管的法定义务。 

慈善组织缺乏有效监管，信息不透明是目前国内慈善组织所面临的重要

问题，它们导致了慈善组织的信任危机。 

1.如何重获公信力？ 

那么慈善组织该如何重获公信力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

公信力的生成机制。 

这里推崇一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社会学教授在他的论文《生

产信任：经济结构的制度基础》中写道：信任来源于交往过程，来源于组织特

征，来源于法律制度。他认为双方交往的历史声誉会给予对方信任，具有相似

社会性的双方容易建立信任，法律制度为人的行为提供了保障，同样能够产生

信任。所以，获取公信力需要从信息公开、符合期望及健全法制三方面出发。

健全法制需要立法部门与执法部门的努力，区块链技术能够解决的就是从信

息公开角度出发，让公众实行外部监督，从而重新获取公众的信任。 

2.区块链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区块链在公益及社会救助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共中央政治局 10 

月 24 日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总书记在主

持学习时强调，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

要作用。要探索区块链+在民生领域的运用，积极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教育、就

业、养老、精准脱贫、医疗健康、商品防伪、食品安全、公益、社会救助等领

域的应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智能、更加便捷、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 

区块链技术的诞生降低了降低信任的成本，因为它的实质是一个分布式

的账本，能完美解决信息系统中的信任危机。区块链通过去中心化、非对称加

https://mp.weixin.qq.com/s/EhHtYU9Z5dxosaYq5UUv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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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分布式储存等机制，保证系统中的所有节点都能够在信任的环境下自动安

全地交换数据，而且这套机制省时省钱，能够自动撮合、强制执行，与其他费

时费力的工具相比，更具优势。 

从比特币开始，区块链技术就在不断发展，以太坊在 2014 年进一步衍

生出一个多种新功能的智能合约技术，将智能合约以数字化的形式写入区块

链中，由区块链技术的特性保障存储、读取、执行整个过程透明可跟踪、不可

篡改，可以解决个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和人与物联网之间的信任问题。因

为人是善变且复杂的物种，而且人工总会有出错的时候，而区块链技术则是一

种不可篡改的智能化信任，人可能会违规造假，但技术不会欺骗公众。 

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这些技术发展的影响下，公众将会越来越体会

到信用的重要性，因为一旦违约，就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知道公众曾经的失信

行为，同时也会直接影响到公众今后使用这些信用服务，在某种程度上将会促

进用户越来越珍惜自己的信用，从而增强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昨天人民网发文称，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公开透明、信息可追溯、通过

智能合约自动执行等优势，这些优势正好对应的解决了传统公益慈善项目中

所被人诟病的问题，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公益信任难题。其实早在 2017 年，我

国就针对区块链技术进行物资公益捐赠流程追溯进行过尝试，9 月由美丽中国

支教项目发起的“守梦天使寻找之旅”公益项目在京东公益物爱相连平台上线。

通过区块链技术与物联网相结合，不仅实现捐赠物资的全程流转信息上链，保

证物资流转信息的透明可追溯，还大大改善了网上捐赠者的用户体验。 

来源：区块链深度观察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NRu6QQv9y-74B8HJOYAR2A 

关于社会救助立法中的若干问题 

社会救助是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兜底性制度安排，是基本民生保障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标志。经过多年的不断探

索，我国社会救助从灾害救济、农村特困户救济、农村五保供养，到全面建立

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救助制度，社会救助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从点到面，制度体系逐步建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断完善，综合性

社会救助格局基本成型。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上，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制度设计，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在社会救助领

域，最主要的法规依据是 2014 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无论

是从立法位阶上，还是法规的完善性上看，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将《社会救助法》列入五年立法规划的一类项目，表明了党和国家

已经把开展社会救助立法作为提高社会救助法治化水平、健全社会救助制度

体系、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新期待的重要举措，意义十分重要。结合近些年社会救助制度建设和工作实践

中的体会，我认为在社会救助立法中有以下 7 方面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一、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救助的“量力而行、适度救助”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国情没有变。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他还指出：要抓住最需要关心的人

群，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决不开空头支票，也要

防止把胃口吊得过高，否则就会失信于民。在社会救助工作中，坚持“尽力而

https://mp.weixin.qq.com/s/NRu6QQv9y-74B8HJOYAR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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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量力而行、适度救助”的原则，既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也体

现了实事求是精神。尽力而为，就是要始终把困难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重中之

重的位置，尽心尽力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量力而行，就是要从国情实际出发。

“适度救助”强调的是“度”，既不能高，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也不

能过低，不足以体现社会救助制度的初衷。冷静客观地审视我国社会救助制度

的现状，从纵向看，我国社会救助支出增长率远低于同期财政支出增长率，

2008—2017 年，我国财政支出总量由 6.26 万亿增加到 20.33 万亿，增长了

2.25 倍，同期城乡低保支出总额仅由 622.1 亿元增加到 1692.3 亿元，仅增长

1.72倍，城乡低保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由 2008年的 1%下降到 2017年的 0.83%；

从横向看，发达国家社会救助支出通常占政府社会开支的 15%，2012 年欧盟

15 国的社会救助支出约占 GDP 的 3.1%，而同期我国社会救助支出占 GDP 的

比重仅为 0.17%，不仅与西方国家相距甚远，甚至低于越南、蒙古等周边发展

中国家，属于世界上社会救助资金投入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由此可见，我国

社会救助支出长期处于低位运行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适度救助的这个“度”

不是高了，而是低了，直接表现在 3 个方面： 

 一是社会救助覆盖面偏低。在发达国家，虽然贫困现象远低于发展中国

家，但社会救助的受助比率仍然较高。如新西兰受助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为 25%，

澳大利亚为 17.8%，英国为 15.9%，美国为 10.0%，加拿大为 9.9%。而截至 2019

年 5 月，全国城乡低保覆盖面仅 3%左右，明显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二是社会救助水平偏低。从我国低保标准看，2018 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

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82461 元（月均 6872 元），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

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49575 元（月均 4131 元），而同期城市低保平均标准仅为

每人每月 579.7 元，占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10%左右。从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看，绝大多数乡镇敬老院只能提供简单就餐、住宿服务，对生活不能自理特

别是患病人员，无法提供所需照护服务，“医养结合”水平低，受助人员基本

生活难以得到较好保障。从临时救助看，对于发生重大意外事故、突发重大疾

病等造成生活困难需要申请临时救助的困难群众来说，救助金额不足以帮助

他们走出困境，“救急难”的水平不高是普遍的问题。 

三是社会救助内容有待拓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民群众对兜

底保障有着不同的需求。伴随着我国即将进入全面小康，困难群众对最低生活

保障有了新的要求，不仅需要吃饱穿暖、基本的住房、教育和医疗保障，还要

活得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他们在基本物质生活需求之外，还有精神需

求和人格平等的尊严需求。 

相关数据表明，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我国最低生活保障人口近年来均呈加

速下降趋势，国家对低保救助的财政投入，达不到全国财政总支出增长水平，

甚至低于全国 GDP 增长水平。 

在社会救助领域，我们同样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需要通过社会

救助立法，确保“量力而行、适度救助”的原则得到有效落实。以低保标准为

例，2019 年第一季度，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仅占上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

的 18%和 33%左右。借鉴国际经验，综合考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可以考

虑通过立法，将我国城乡低保标准水平确定在城乡居民平均收入的 40%-45%，

既在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实现救助水平动态提

升，也不至于吊高胃口产生福利依赖。 

    二、低保制度应当由按标施保向按率施保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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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按标施保”，是指先确定各地低保标准，对家庭人均收入没有达到

低保标准的，采取补差的方式发放补助金，使之达到低保标准，保障其在当地

的最低生活水平。在现有政策框架下，“按标施保”是低保制度的核心基点。

从个人层面，由此确定低保对象和补助水平；从国家层面讲，由此确定低保覆

盖率和国家财政支出总量。然而，“按标施保”是一种超现实的理想主义制度

设计，在实践中存在几方面突出问题： 

一是家计核定难。在现实中，农村家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难以区分，家

庭收入无法精准衡量；家庭成员个人打零工收入难以计算；家庭财产信息分散，

信息共享核查难免挂一漏万。种种因素导致家庭成员的财产和收入状况难以

准确核定。 

二是行政成本高。划定低保标准，并依此开展最低生活保障工作，需要在

核定财产收入、确定保障对象、实施动态管理等方面投入大量的行政资源。特

别是在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层面，工作人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

开展资料填报、信息核查、入户调查、民主评议、认定公示、定期复核等工作，

受到工作力量薄弱、工作经费短缺、人员素质不高等因素制约，不仅行政成本

居高不下，而且难以保证令人信服的公平公正，容易因低保工作引发基层矛盾。 

三是工作计划性不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周期的影响，居民收

入财产状况容易出现波动。在实践中，从国家层面到各地均是按计划安排财政

资金，到了基层一线，大多都是按指标进行总量控制和资金保障。近些年，全

国各地低保资金保障不足和资金沉淀都很突出，正是这一原因所致。 

相比而言，改为“按率施保”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所谓“按率施保”，

是指先从全国总体上确定低保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率，即低保覆盖率，并按东

中西部实行差异化的覆盖率，再分解到各个地区，对经济状况在当地低保覆盖

率以内的困难群众，国家即给予其最低生活保障。实施“按率施保”至少有以

下好处： 

一是实行总量控制，更好实现政策目标。设立低保制度，就是要织牢编密

社会兜底保障网，解决最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稳

定。 

二是增强工作计划性，符合行政规律和财力保障制度。采取“按率施保”

方式，能够有效增强低保工作计划性，在年度财政预算中，根据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和财力状况，合理安排社会救助资金总量，保证社会救助总体投入水平，

做到“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把握好量力而行、适度救助的“度”，确保社会

救助工作高效运行。 

三是减少社会矛盾，减轻基层工作负担。实施“按率施保”，稳定了群众

预期，操作程序和方法相对简单，不仅有利于减轻基层工作负担，还有利于将

低保工作和低保对象置于群众监督之下，特别是便于群众之间互相监督，能够

有效降低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四是增加政策稳定性，降低政策运行成本。“按率施保”的“率”是一个

恒定的相对数值，相比“按标施保”的“标”更稳定，能够直接体现兜底保障

的具体政策目标，不仅简化操作，还能降低政策运行成本。 

需要指出的是，“按率施保”不是绝对不要“标”，而是不依靠“标”来

确定低保对象。简而言之，“按率”确定低保对象，“按标”予以现金救助。 

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到 2020 年底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之后，

低保制度将成为防止返贫、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兜底保障网。根据我国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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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制度建立 20 多年的实践探索和国际经验，作者认为全国城乡低保覆盖率至

少应确定为 5%左右。全国各地平均低保覆盖率 5%，具体到东中西部不同的经

济发展水平，可以有不同的覆盖率，比如，“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可达 8%-

10%，东部发达地区可以 1%-2%，中部地区 2%-3%，这体现了国家救助制度上的

差异化政策。 

    三、推动低保制度在按户施保基础上允许单人入保 

我国现行低保制度（《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和《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明确规定财产和

收入核算以家庭为单位。2015 年中国残联会同民政部等 6 部门印发《关于加

强残疾人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要求将生活困难、靠家庭供养且无法单独立

户的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按照单人户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2018 年，

民政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印发《关于在脱贫攻坚三年行动中切实做好社

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重度残疾人和重病

患者，“可参照单人户纳入农村低保范围”，从政策层面进一步认可和扩大了

工作实践中的“单人入保”。 

从逻辑上讲，“按户施保”与“单人入保”都具有其自身合理性。“按户

施保”将家庭作为救助基本单位，强调“家庭成员互助共济在前，政府救助在

后”，当所有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尽了互助赡养抚养义务，人均收入仍低于当

地低保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政府即对所有家庭成员给予最低生活

保障。在东亚儒家文化圈，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等，

政府倾向于强调受助者个人与家庭的责任，社会救助实施的过程中通常以家

庭为单位。应该说，“按户施保”符合中国注重家庭的传统文化，从制度上强

化了家庭成员互助共济责任，已成为我国低保工作的法理基础。 

“单人入保”作为脱贫攻坚中的特殊政策，已面向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

重度残疾人和重病患者开了口子。这本身说明了“单人入保”在兜底保障中

有其合理性。“单人入保”强调“国家兜底保障在前，家庭成员互助共济在

后”，不管家庭成员间是否尽了互助赡养义务，只要公民个人收入和财产状况

符合低保条件，政府即对其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形成“保基本靠政府，过得更

好靠亲情”的状况。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员大流动的背景下，家庭结构与功能

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有必要在立法工作中，将“单人入保”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框架。 

在长期工作实践中，由于基层情况十分复杂，困难群众自身处境和家庭状

况千差万别，尽管现行政策要求“按户施保”，但许多地方都实行“单人入保”

与“按户施保”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最低生活保障。对于最困难的家庭做到

“按户施保”，对于收入在低保标准附近、财产难以准确核查或重病重残等边

缘群体则实行“单人入保”。以陕西为例，陕西各地家庭人数多为 3-4 人，但

榆林、西安等许多地方低保户均人口不超过 2 人，“单人入保”的情况占有相

当大的比例。从某些角度看，“单人入保”与“按户施保”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都应当予以重视，在解决一些个案上，“单人入保”更具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具体而言： 

一是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看，“单人入保”更加科学合理。

在政治学上，国家与公民之间存在着契约关系，公民作为个体对国家负有纳税

的义务，并将一部分个人权利让渡给国家行使，国家则对公民个人负有保障基

本生存权利的义务。解决困难群众生存危机、维护社会公平底线，是国家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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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公共责任的直接体现。从权利义务对等的角度看，公民个人对国家负有责任，

这种责任没有任何前置条件。比如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收入为依据的，虽然有

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 6 项

税前扣除，但与按户纳税还是有根本区别的；国家对公民个人同样负有责任，

这种责任也不应设置任何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国家行为的社会救

助，也不应有“家庭成员互助在前，国家救助在后”的前提条件，“单人入保”

正是这一法理精神的体现。 

二是从实际操作层面看，“单人入保”更加简便易行。虽然《婚姻法》《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规定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扶助赡养

义务，但这些原则性法律责任在具体操作中并不是十分明晰，相关法律责任也

没有量化。具体来说，作为子女对老人尽孝到何种程度算是尽到责任，并没有

确切规定，何况家庭成员的具体对象在法律上并没有十分清晰的界定，各地认

定家庭成员的标准也是不尽相同，比如继父母、继祖父母、继子女、外祖父母

等，是否认定为家庭成员在实践操作中莫衷一是。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强调

“养儿防老”而非“养女防老”，父母对儿女财产分配上并不是一视同仁，因

此儿女在承担父母养老责任上的传统习惯也是明显不一样的。在社会救助问

题上，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共济属于道德范畴，帮助接济到什么程度，完全是

由道德良心决定的。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建立在国家兜底保障制度之上

才是可靠的，若寄托在伦理道德层面则是非常脆弱的。从这个角度看，放开

“单人入保”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和积极的现实意义，具有很高的政策价值。 

三是从促进家庭社会和谐看，“单人入保”更加行之有效。在家庭层面，

“单人入保”与法律规定和政府倡导的父母抚养子女、子女赡养老人、家庭成

员友爱互助的社会道德观念不仅不矛盾，而且它把国家救助责任挺在前面，能

够有效减轻贫困家庭负担，避免家庭成员间在赡养老人问题上的相互推诿，致

使老人无所依靠，生活陷入困境。家庭成员间没有了道德绑架，“互助共济”

行为环境将会更加宽松，更有利于促进家庭和睦。在社会层面，“按户施保”

要么全家都进低保，要么全家都不进，同时在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专项

救助均与低保挂钩的情况下，这种“福利叠加”容易导致相似贫困程度的家

庭产生“悬崖效应”，引发困难群众攀比和不满，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负面效

应。如果“单人入保”，只是针对贫困者个人的基本生活，其他住房、教育、

就业等就不再与“低保”捆绑了。 

四是从救助对象确认上看，“单人入保”更加精准。家庭收入和财产核定

难是众所周知的低保工作第一难题。原本谁困难、谁该救助一目了然，但强调

“按户施保”，将整个家庭作为一个财产收入核定的基本单位，把简单的问题

复杂化了。“单人入保”聚焦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等最困难的个体，能够轻松

破解家庭收入财产核定难题，不仅救助对象更加精准，公众监督也简便易行，

有利于减轻基层工作负担，提升工作效率和公信力。 

有人担心，“单人入保”会将老弱病残都交给国家，财政支出不堪重负，

其实这种担心没有必要，一方面“单人入保”既没有否定“按户施保”，更没

否认家庭成员间的互助共济传统美德和相应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关于财政负

担问题，只要在政策上同时实行本文前述的“按率施保”，救助对象总量和财

政支出规模都是预先计划的，也是完全可控的。还有人担心，“单人入保”会

影响针对残疾人建立的专项救助制度，实则不然，残疾人专项制度的政策指向

是“残”，只要是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国家都给予其相应补贴；低保制度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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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指向是“困”，只要生活困难程度在低保覆盖率以内，国家都给予其最低生

活保障，如果是既“残”又“困”，两方面政策完全可以叠加，在逻辑上是并

行不悖的。还有人提出，救助制度瞄准特殊困难人群，“按户施保”是社会救

助的惯例；福利制度瞄准“孤残病老”等特定人群，“单人入保”是福利制度

的特征。我认为，这种区分并不必然。社会救助制度的本质属性是托底性基本

民生保障制度，只要是生活水平处在最底端的困难人群，应当“有救无类”，

都应纳入社会救助制度覆盖范围；社会福利制度则是针对特定人群甚至全体

国民，是普惠性、发展性的民生保障制度。“单人”和“按户”是制度设计选

择的不同路径，其目标都是救助困难群众，这种路径选择与制度目标是不矛盾

的。再者，救助制度是托底性保障制度，完全可以叠加在普惠性的福利制度之

上，进而体现政府对特殊困难人群的再次帮扶，两者并行不悖，不应该互相排

斥。 

社会救助立法，应该直面社会救助实践中的现实问题，着眼人口家庭结构

的变化趋势，认真衡量“按户施保”与“单人入保”的利弊，力争将基层行之

有效的经验做法上升为法律制度规范，推动最低生活保障在“按户施保”的

基础上，允许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将“单人入保”作为“按户施保”的有益补

充，使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建立在更加科学合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优化我国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 

    四、促进社会救助由户籍地保障向纳税地保障转变 

社会救助是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托底性制度，不仅是社会主义优越

性的重要标志，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收入、财

产、户籍是申请低保的“三要素”。然而，由于最低生活水平具有明显的时代

性和地域性特征，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户分离现象十分普遍，据统计，

2018 年全国单身成年人口已超过 2 亿，独居成年人口超过 7700 万，人户分离

人口 2.86 亿人。把户籍所在地作为公民申请社会救助的必要条件，对长期生

活工作在户籍地以外的困难人群来说，明显有违设立社会救助制度的初衷。由

于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区域之间的基本生活开支存在较大差异，各

地低保标准差异也很大。试想一名长期在北京打工的农民工，若生活十分困难，

还需要回到户籍所在地申请低保，首先，家乡政府如何准确掌握他的收入和财

产情况？其次，政府应该按照北京的标准给予他最低生活保障，还是按照户籍

所在地标准给予他最低生活保障呢？按现行制度，政府只能按照户籍所在地

为他提供低保。然而，这个低保水平在北京还能保障他的最低生活需要吗？显

然这是一个关于低保的悖论。我们再以深圳市为例，2018 年常住人口 1302 万

人，而户籍人口只有 454 万，有 848 万人口无户籍却常年在深圳居住生活，按

低保人口在总人口中的覆盖率 1.5%计算，将有 12.6 万人应享受低保，而因在

户籍地申请低保的现行规定不能纳入低保，这显然是制度设计的疏漏。令人欣

慰的是，深圳市于去年在国内率先探索将符合条件、持有居住证的常住人口逐

步纳入低保范围，为在社会救助立法中，将低保由户籍地保障转变为纳税地保

障做出了有益尝试。 

如果能够在居住地申请并按照居住地标准享受低保，那么，人们必然会有

往高福利地区迁移的动力，导致大量福利移民，将给经济发达地区带来难以承

受的经济社会和人口压力。 

一个可行的思路是，借鉴各地在户籍改革中的积分入户、纳税入户等方面

经验，将低保申请与就业和纳税记录挂钩，可以按各地情况确定纳税年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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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5 年或者 10 年，符合条件者允许在纳税地申请低保，享受当地低保待遇。

在纳税地申请，尽管增加纳税地财政负担，但被救助者是为当地发展做出贡献

的主体，从权利和义务对等的法理上完全说得通，既避免福利移民，又能够方

便群众，切实发挥社会救助的政策功能。在国际上，为了解决福利移民问题，

各国都出台了相应规定。1996 年美国福利改革法案规定新迁入的移民只有在

美国居住 5 年以上方可申请获得美国公民资格，进而有资格申请社会救助项

目；欧盟也规定，一个成员国的公民在另一个成员国合法居留满 5 年之后，才

可以申请获得该成员国的永久性居留资格并逐步进入该成员国社会救助系统

的覆盖范围。在社会救助立法中，应当吸取国内国际经验，改变只能在户籍地

申请低保的做法，规定一定的纳税时间，作为公民在居住地申请低保的必要条

件。 

    五、实现社会救助由收入型贫困向支出型贫困扩展 

支出型贫困是社会救助实践中遇到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社会救助理论

界关注的热点。在现行社会救助体系中，低保等社会救助制度是以低保标准与

家庭人均收入之间的差距来确定救助资格的。那些收入略高于低保标准，但刚

性支出较大甚至入不敷出的家庭则难以纳入救助范围。由于受到医疗、教育、

住房等大额刚性支出的挤压，一些收入水平略高于低保标准的群体，其生活水

平已经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生活质量可能比低保对象更加艰难。有资料显示，

在脱贫攻坚后期，因病、因残致贫人口分别占贫困人口总数的 42.3%、14.4%，

支出型贫困（主要是因病致贫）已成为当前主要的贫困类型，也是脱贫攻坚以

后防止返贫的一大难题。相比于收入型贫困社会救助，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的

对象更加复杂多样，甚至需要“一户一策”进行个性化帮扶。在社会救助立法

中，有必要突破现有“缺多少、补多少”的低保救助思路，按照“缺什么、补

什么”的理念，形成综合性、针对性救助套餐，从制度设计上实现社会救助由

收入型贫困向支出型贫困扩展。 

一是聚焦因病致贫、因教致贫，构建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制度框架。在社

会救助实践中，重大灾难、突发事件、重大疾病和子女教育对支出型贫困家庭

的影响最大。有必要从破解突出问题入手，通过社会救助立法进一步加大专项

社会救助力度，充分考虑支出型社会救助特点，建立功能配套的多元社会救助

体系，让那些不具备低保资格的贫困家庭也能够有机会获得相应的专项社会

救助。 

二是在低保对象确定上，增加刚性支出因素。在开展收入财产审核确定低

保对象时，应改变以往只注重收入而不考核支出的做法，立足于考察家庭收支

平衡状况，特别是要充分考虑不同类型困难群众的基本需求及其家庭刚性支

出，构建新型经济状况核查标准体系。 

三是发挥社会工作功能，探索适合支出型贫困家庭劳动力结构特征的就

业帮扶体系。有必要在立法中，强调专业社会工作作用，激发当事人的潜能，

增强其主观能动性，培育其自我发展动力。 

    六、明确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责任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涉及国家政治与行政体制的基础。在社会救助立法工

作中，有必要根据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原则，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在社会救助

领域的职责分级与财力保障的关系。从社会保障理论视角，包括社会救助在内

的各种社会保障，具有提升国家认同、增强公民意识的重要功能，是保障全体

国民公正公平享有社会成果的制度安排。为保障公民平等享受社会保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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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制度通常是在国家层面予以统一规范。由于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地

区发展不平衡以及民族构成多样等因素，我国社会救助需要充分发挥中央和

地方政府两方面积极性。在社会救助立法中，既要强化中央政府的责任，也要

明确地方政府的责任；既要明确中央的监督权和财力保障责任，也要规定地方

政府的落实权和财力配套责任。实践表明，确立中央主导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

合理分担责任的机制，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社会救助实际的。 

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在现行社会救助体系框架下，我国社会救助

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

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等 8 个项目，每个项目均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

政共同分担资金，但各个项目的央地资金分担比例均有所不同。从社会救助资

金中占比最高的城乡低保、医疗救助资金、就业救助资金投入的情况看，大部

分社会救助资金均由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承担，其中低保资金中央财政负

担约 70%，医疗救助资金中央财政负担约 50%，就业救助资金中央财政负担约

60%。在资金分配方式上，主要参考城乡困难群众数量、地方财政困难程度、

地方财政努力程度、绩效评价结果等因素，每年分配资金选择的因素和权重，

根据年度工作重点适当调整，补助资金重点向贫困程度深、保障任务重、工作

绩效好的地区倾斜。从当前情况看，现行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社会救助资金分

担政策主要有 3 方面问题： 

一是各级政府财政责任不明确。在社会救助领域，不仅中央与地方财政分

担比例缺乏法律刚性依据，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分担比例也有很大差异，难以

保证社会救助资金支出责任具有法定约束和稳定预期。以陕西省为例，虽然陕

西省出台了《社会救助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市县两级财政应该按照上年度可

用财力的 3%和 2%预算安排社会救助资金，但在实际运行中，除个别经济较发

达的地区外，陕西各县（市、区）的社会救助经费主要源于中央和省级财政转

移支付（其中低保资金中央转移支付比例高达 95%），市县两级基本没有资金

安排。在西部地区，社会救助资金过度依赖中央财政的问题比较普遍。 

二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政策过于碎片化。2016 年，财政部对中央补助资

金中的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和临时救助 3 个方向的补助资金进行整合，统

一采用因素法分配，由地方在补助资金总额度内统筹调剂使用；2017 年，资

金进一步整合，将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补助纳入其中，

一定程度上打通了社会救助资金，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但在其他社会救助资

金分配方面，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依然存在设置过细、计算方式不够透明等问

题。如目前转移支付包括就业补助资金、优抚对象补助经费、中央自然灾害生

活补助资金、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医疗救助

补助资金等，项目过多过细，不利于优化整合资金使用。 

三是社会救助经费的增长机制没有法律保证。近年来，我国各级财政不断

加大民生支出的投入，特别是在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

移支付方面，中央投入的资金数量逐年加大。但在社会救助领域，不论是低保

补助资金、医疗救助补助资金，还是就业救助补助资金，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总

量增长缓慢，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难以保证社会救助水平的稳步

提升。 

在社会救助立法工作中，应立足于固化成果、破解问题，既将现行政策中

好的做法法定化，明确社会救助的财政预算制度，确定社会救助经费法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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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又要根据实际建立“央地分担、央负主责”的财政分担机制，按照适当

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政策导向，规范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的支出责任。 

    七、完善诚信体系破解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难题 

在现行政策框架下,开展受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是确认受助对象的关键

环节，是推进社会救助工作规范化操作和科学化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确保社

会救助制度公开、公平、公正实施的主要举措。为准确核算和掌握受助申请人

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许多地方下大力气建立多部门互联互通的居民家庭经

济状况核对机制，形成了社会保险、税务、不动产登记、工商登记、车船管理

登记、住房公积金管理等基础数据信息共享。但由于收入和财产核对涉及户籍、

金融、工商、税收、住房、劳动等多个部门，许多信息从法律上存在保护条款，

尽管各地加大了各部门信息共享查询力度，依然有许多信息分散在银行、保险、

证券、第三方机构甚至互联网支付清算机构中。因此各地普遍存在收入和财产

核对效率不高、核对内容不全等问题，难以保证最终核对结果的精准性。 

“人无信而不立，国无信则衰。”破解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难题，

精准认定识别受助对象，实现受助对象动态管理，除了加大信息共享、完善经

济状况核对机制外，最根本的出路还在于通过立法健全社会诚信体系、加强对

社会救助申请人失信惩戒力度，形成良好社会诚信风尚。 

一是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制度建设。要通过社会救助立法，将社会诚信体制

建设成果引入社会救助工作，加强社会救助对象的诚信意识，促进社会救助对

象诚信管理规范化、法治化。 

二是加大失信违法行为惩戒力度。“骗保”行为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诈

骗”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和严惩。 

三是充分发挥诚信体系价值导向功能。要通过社会救助立法弘扬传统诚

信文化，培育当代诚信价值观，帮助公民养成诚信意识和习惯，在社会上营造

浓厚的诚信氛围。社会救助工作部门要积极参与诚信体系建设，促进信用管理

专业化、规范化、法治化运作，充分发挥诚信体系在社会救助工作中的引导评

价功能，让守信人走遍天下，失信人寸步难行。 

作者：宫蒲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慈善

总会会长 

来源：公益慈善报 

http://m.csgyb.com.cn/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12&id=24975 

社会组织蓝皮书：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19）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

发布了《社会组织蓝皮书：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19）》。 

我国社会组织正处于从追求数量增长的高速度发展阶段向追求质量和效

益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社会组织向高质量转型发展，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对

社会组织的监管之严、处罚力度之大为近二十年所未有，逼着社会组织必须走

规范化、透明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另一方面来自政府和社会组织系统内部的

支持力量越来越大，社会组织的支持网络更加健全，能够获取的各类资源更加

丰富，这两大支持力量正成为社会组织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双轮驱动力量，

推动社会组织向专业化、品牌化的高质量阶段发展。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社

会组织，既需要政府处理好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的辩证关系，在从严管理的同

http://m.csgyb.com.cn/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12&id=24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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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给予更加积极有力的支持；更需要在使命愿景指引下不断提升自身专业能

力，加快迈入规范化、透明化、专业化、品牌化发展的新阶段。 

本书是“社会组织蓝皮书”的第九本，参与撰写的专家主要来自中国社会

科学院、知名高校、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整个研究报告共 30 余万字，除总

报告外，专题研究重点关注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发展、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以

及公益慈善组织税收优惠等问题，案例调研关注社会组织支持平台、公益产品

规模化、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以及社会企业等热点，全球视野篇探讨美

国、法国、英国对社会组织参与海外援助的政策支持，以及巴西社会组织发展

和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非政府组织参与，以期对我国社会组织深度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思考争鸣篇关于民间社会组织“走出去”几个问题

的思考，同样着眼于我国社会组织今后如何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 

    一、当前社会组织的监管之严为近二十年所未有 

1.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力度为近二十年所未有 

2018 年是近二十年来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力度空前的一年，一大批非

法社会组织被取缔处理，社会组织生存发展环境得到明显的净化与改善。2018

年针对非法社会组织的打击整治具有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整治重点突出、

效果显著等突出特点。 

非法社会组织活动屡禁不止，损害了社会组织的公信力，扰乱了社会组织

登记管理秩序。对非法社会组织的打击整治，取缔了一批非法社会组织，形成

社会震慑效应；公布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动员社会舆论监督，实现对非法

社会组织惩防并举的治理效果。 

2.清理规范注册社会组织力度为近二十年所未有，大量社会组织受到撤

销登记处罚 

自 2018 年 1 月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发布第一个被撤销登记的社会

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以来，2018 年全年共有 1724 个社会组织被列入中国社

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的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社会组

织除少部分受到限期停止活动的行政处罚外，绝大多数都受到了撤销登记的

行政处罚。也就是说，仅 2018 年一年受到撤销登记处罚而被列入中国社会组

织公共服务平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社会组织就有 1600 余个。 

针对社会组织的清理规范和排查整治行动，排查重点是社会组织换届年

检、内部管理、党建和评比表彰收费、开展活动等方面不规范、不合法问题。 

针对社会组织开展的清理规范和集中排查行动，成为我国僵尸型、休眠型

社会组织生存的分水岭。以前很多僵尸型、休眠型社会组织只是名义和形式上

存在，实际上活动停滞、功能丧失、名存实亡。对僵尸型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

织非法和不规范活动的清理整顿，淘汰了不合格社会组织，提升了社会组织的

整体质量。 

自 2018 年开展清理规范和集中排查行动，今后不按照规定进行年检、长

期不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将不再像以往一样有继续生存的空间，也就是说僵

尸型、休眠型社会组织将逐步成为历史。 

3.社会组织年检年报审核与处罚之严为近二十年所未有，年检改年报工

作制度加快推进 

从清理规范和打击整治合法社会组织的违法违规活动来看，大量社会组

织因为没有按时参加年检或者连续两年以上不参加年检受到程度不等的行政

处罚。自 2018 年以来，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构对社会组织年检审核要求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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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审核的严格程度、处罚的力度都前所未有。与此同时，登记管理机构在

对社会组织严格年检的同时，正在加快推进年检改年报工作制度。 

年度检查制度转变为年度报告制度，对于社会组织来说主要有四个方面

的优点：一是减轻了社会组织办理年检工作的负担，提升了信息化办理的程度；

二是提升了社会组织内部管理和业务开展规范化程度；三是年度工作报告在

统一信息平台公开大大提升了社会组织信息公开的力度和水平；四是有的地

方年度报告全部网上报送不需要加盖年度结论印戳，提高了社会组织依法自

治程度。 

对于登记管理机关来说具有几个方面的突出优点：一是从以前的政府单

一行政监管，转变为第三方机构的专业化力量、社会参与的社会化力量和行政

化力量共同参与的综合监管；二是从封闭式的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

的行政监管，转向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共享信息的开

放式协同监管，提升了监管合力和监管协同效应；三是年报公开及其之后的监

测评价、抽查审计、依法查处等措施，丰富了监管手段，提高了监管手段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四是年报提升了社会组织信息公开程度，强化了社会监督，有

助于推进社会组织加强自律诚信建设。 

4.社会组织监管力度之大为近二十年所未有 

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监管体系包含从注册登记到撤销登记的全流程、全生

命周期监管，包括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和相关职能部

门在内的全方位、协同性监管，包括年检年报、等级评估、专项检查、信用信

息在内的全要素、多措施监管。 

社会组织登记审查的事前监管更加严格。直接登记社会组织范围进一步

压缩，登记管理机构在登记审批社会组织时审批程序更加严格、相关内容审批

把关更加严格。社会组织成立时的“名称、人员、场所、章程、资金”受到严

格把关审查，事前监管更加严格。 

5.社会组织注册登记审核把关之严格为近二十年所未有 

从全国各地社会组织以及政府部门的调研反馈，以及从 2018 年全年社会

组织增长数量以及增长率的变化进行分析来看，2018 年以来注册登记社会组

织出现一定的困难。社会组织登记困难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直接登记范围被

从严从紧控制；直接登记范围之外的社会组织找业务主管单位相当困难；符合

直接登记或找到业务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在成立登记时受到了更加严格的审

核把关。 

一是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范围的界定被缩小并被从严从紧控制。 

二是直接登记范围之外的社会组织找业务主管单位相当困难。 

三是符合直接登记或找到业务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在成立登记时受到更

加严格的审核把关。 

6.当前和今后社会组织主管部门的立法和政策主基调是从严管理 

从《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条例以及民政部发布

的多份文件政策精神来看，都体现了登记从严、监管从严的政策取向。民政部

要求：“对符合直接登记条件但仍然按照双重管理登记的社会服务机构，要求

继续按照原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实施管理，不得擅自变更双重管理体制。”结

合此前所介绍的近二十年前所未有的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力度、清理规范

注册社会组织力度、年检年报审核处罚力度、监管严格力度、注册登记审核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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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力度等情况综合进行分析，可以说，登记从严、监管从严、处罚从严已经成

为当前社会组织管理的政策主基调。 

    二、应把社会组织制度性、结构性纳入“一带一路”建设整体规划 

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六年来，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和广泛的共识，

但民心相通不足是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围绕共建“一带一路”

开展卓有成效的民生援助，推动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交流，是当前和今后

“一带一路”走深走实的重点。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许多政府、企业不能

解决或不好解决的问题，多样化的民间社会组织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不仅可以

促进彼此民心互通，也能为“一带一路”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根基。目

前我国参与“一带一路”和国际活动的民间社会组织数量少、规模小，与发达

国家民间社会组织参与的数量和影响力相比有极大的差距。 

民间社会组织深度参与“一带一路”中的民生援助，可以发挥灵活性强、

专业度高、精细扎实的优势，在弱势群体帮扶、人道主义救助、医疗卫生健康

等多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 

发达国家普遍把民间社会组织看成国家在对外援助中的重要合作者与国

家利益的重要执行者。目前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这五个最主要的对

外援助提供国都通过纲领性文件，甚至是立法的方式，把民间社会组织纳入对

外援助的制度体系，确保能深度参与本国的对外援助和国际事务。发达国家不

仅把社会组织制度性、结构性纳入对外援助制度体系，还设立专门机构、协调

机构，以及采用拨款、购买服务、间接管理等方式将大量对外援助资金通过民

间社会组织执行。 

我国应在认真研究发达国家通行做法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其经验，把本国

的民间社会组织纳入“一带一路”以及对外援助制度体系，给予资金和制度保

障。中小型社会福利性项目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的一些民生项目，可以主要

由民间社会组织深入受援国落地实施，政府发挥支持、监督和评估作用。 

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中多次提出发挥民间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强议会、政党、民间组织往来，密

切妇女、青年、残疾人等群体交流，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未来 5

年，中国将邀请政党、智库、民间组织等 1 万名代表来华交流，“鼓励和支持

沿线国家社会组织广泛开展民生合作，联合开展一系列环保、反腐败等领域培

训项目，深化各领域人力资源开发合作。”考虑到目前我国民间社会组织不仅

没有制度性、结构性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这些组织在境外开展活动的法

律体系几乎空白，政策支持也较为滞后，建议相关部门根据习近平主席讲话精

神，联合制定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治理的政策文件，破除当

前民间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各种政策和制度障碍，特别是应尽快

明确社会组织设立海外机构、设立境外账户、对外捐赠物资出口等事项的政策

规定和具体操作办法，简化办事流程。 

    三、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面临三大普遍性问题 

作为发展初期的乡村社会组织，为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获

得的经验在乡村振兴事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然而其面临的挑战同样

艰巨。统观整体，大致面临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组织问题：少、小、散，独立性弱 

首先从乡村社会组织自身审视，主要存在数量少、规模小、管理散的问题。

根据前述现阶段情况盘点，目前乡村社会组织的数量已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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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组织的类型也日渐丰富多样，但是其数量和类型的发展与农民对于

社会组织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提供和公共服务等需求之间依然存在比较大的

差距。例如，很多乡村地区的社会组织类型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文化娱乐、

宗族组织等几个类别，能够承接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辅助型社会组

织和推动农村居民互助的社会组织相对比较缺乏。 

除去数量和类型的局限，乡村社会组织更大的自身问题在于内部运行能

力整体上尚且比较薄弱。 

2.制度问题：政策法规不完善、层次偏低 

倘若组织问题主要是从乡村社会组织自身寻找问题，那么，制度问题更多

地需要从乡村社会组织的外部环境寻找症结和原因。制度问题主要是指制度

环境欠佳，政策体系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相对缺乏。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

是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法规不完善，二是境外社会组织的相关境内

政策法规不完善。 

3.关系问题：互动不足，认知有限 

除了组织自身和外部规制原因，关系问题也是影响和制约现阶段乡村社

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一大因素。乡村社会组织作为市场和政府之外的一维，

参与乡村振兴，参与基层治理，难以避免需要应对诸多主体间的关系。我们发

现，在实际操作中，乡村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直选村委以及广大农民之间的

良性互动尚不充分，其他各方对于乡村社会组织的认识也较为有限。 

考量地方政府在各主体中的站位，不少基层政府缺少培育、扶持乡村社会

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有效政策。一些地方政府或者职能部门认识到了乡村社

会组织在承接部分公共服务职能、增进政府和农民之间的沟通等方面的重要

作用和影响，但是对于如何主动为乡村社会组织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还没有

清晰的思路和统筹的规划。尤其是在乡村社会组织的组织规模尚小或者组织

影响力不大之时，更是以自由放任为主，默默分享乡村社会组织带来的治理增

益。 

    四、股权捐赠成为当下慈善组织积累公益资本的快捷方式 

《2018 胡润慈善榜》“放榜”后，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以 75 亿元的股

票及现金捐赠成为中国首善。其中股权捐赠部分包含 1 亿股美的集团股票，

2018 年 3 月 31 日价值 55 亿元，股权捐赠占比 73%。股权捐赠形式日益受到

企业家们的青睐，既可以省去股权变现的高额成本，又利于保持被持股公司在

金融市场的稳定。对于受赠的慈善组织来讲，企业的股权不但能够产生持续的

分红，而且随着企业规模扩大，股权价值也将不断增长，慈善组织可以通过股

权分红或变卖股权收益在长久时间内获得稳定的现金流，以支持慈善活动的

开展。可见，股权捐赠已经成为新时代企业家践行慈善最便捷的方式。然而，

股权这一捐赠形式在近十年的发展之路上可谓困难多多、阻力重重。从被法规

明文禁止到捐赠视同股权转让产生的高额税负成本，令每一名想投身公益事

业的企业家们望而却步，他们大多持观望态度，或是转捐海外市场，造成我国

慈善资源的流失。在我国慈善家、学者的努力推动下，财政部 2009 年发布的

财企〔2009〕213 号文件打破了股权捐赠形式的禁锢壁垒，时隔七年后又发布

了财税〔2016〕45 号文件打破了企业股权捐赠高额税负壁垒，对慈善组织今

后的发展道路具有划时代意义。 

如今，回顾股权捐赠近十年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禁止到合法、

从高税负到零税负的巨大转变，这是社会发展推动制度创新的必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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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中国民间社会组织要更好地“走出去”应注意四个方面 

中国的民间社会组织要更好地“走出去”，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1.练好内功 

“走出去”之前应当做好扎实全面的准备：应加强机构性学习，了解目标

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国家发展规划、相关法律法规特别

是目标国管理境外民间社会组织的相关法规和程序等。同领域内国际非政府

组织和联合国机构活动的情况等等。注重本组织的能力建设，制定本组织“走

出去”的机构策略和阶段性计划与目标，掌握相关专业领域的技术规范和国际

最佳实践范例，搭建与海外项目管理相匹配的一整套制度（财务、物资、海关、

人力资源）、确定可持续的筹资策略。此外，应该尽量了解目标国家参与“一

带一路”倡议的情况，深入发掘目标地区欠发达的根源性原因、利益相关人群

及可利用应对的措施，以及“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过程中对当地社区可能带

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2.加强合作 

应了解、借助可信赖的国际机构已有的项目平台和国别经验加快“走出去”

的步伐。例如，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国际美慈组织”（Mercy Corps）建立了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近年来“国际美慈组织”积极协助扶贫基金会的“走出去”

项目；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高校机构和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等专业卫生机构与 HPA 建立战略伙伴

关系，通过积极申请国家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建立全球卫生实践基地、深化中

缅边境传染病联防联控协调机制搭建等开展全球卫生实务工作。 

3.深入基层 

要让项目落实到基层社区中去，注重群众的获得感。在设计项目的过程中，

应结合考虑当地政府和社区的切实需求，以及中国在本地区的援助策略。应特

别关注弱势群体，以结果为导向，参考并力求契合受援国的国家发展规划和联

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目标。除了自然灾害响应等紧急人道主义

救助外，发展援助项目必须贯彻可持续性发展理念，避免一般性人员交流和单

纯物资援助为主的项目机构进入目标国，前期可以适当考虑以互访学习、物资

捐赠的方式作为敲门砖融入当地社区。 

4.注重研究 

应当重视与国内外智库和研究机构合作，充分了解既有的国内外研究成

果，从受援国国情和外援现状/需求分析、实施策略与效果评价、风险管理等

角度总结经验，为制定和完善国别援助方案拿出民间社会组织的具体方案和

建议。以真实的数据和事实协助国际发展援助部门的决策过程，以获得持续稳

定的资金支撑和政策支持。 

    六、中国非政府组织在专业性、国际化和创新性上有明显进步 

从 1972 年的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开始，非政府组织开始登上

环境治理的历史舞台，并逐渐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9 年联合国哥本哈

根气候大会为中国国内非政府组织提供了一次学习机会，从 2009 年到 2015 年

达成《巴黎协定》，国内非政府组织积极学习开展联合行动，积累行动经验和

研究经验。中国政府在气候领域拿出了先行先试的精神，加上国际非政府组织

的示范和经验分享，气候领域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中国本土的非政府组织得

到较快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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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谈判的影响力取决于他们在跨国、国际和国内层面

同时采取的行动发挥的集合影响力。经过十年的积累，中国本土非政府组织已

经在专业性、国际化和创新性上有了明显进步。 

例如，在专业性方面，清华大学 2017 年 12 月成立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院，以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核研院、地学系、热能系、低碳能源实验室、

公关学院、经管学院七大院系的支持，整合国内外优质资源，以大学智库的独

立身份开展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为了更好推进谈判进程，该研究院还创新性推

出高端对话平台“气候变化大讲堂”作为公共外交的主打平台。为了力保卡托

维兹大会成功，研究院邀请了欧盟气候委员卡涅特、加拿大环境部长麦肯娜和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主讲“气候变化大讲堂”，过程中策略性安排学生

就关键问题提问，并在活动前后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团与主讲人在清华大学进

行非正式会晤，提前消除关键障碍，促成中国与欧盟、加拿大在核心问题上达

成共识，结成盟友，并得到联合国高层的积极支持，从而提前为托维兹大会的

成功做了铺垫。该研究院目前正在积极推进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合力培养

未来气候领袖，持续推进全球气候治理。 

在国际化层面，全球环境研究所（Global Environmental Institute， GEI）

作为本土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到中国政府南南合作的“十百千”项目落地中。

在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积极开展南

南气候合作，启动建设 10 个低碳示范区，100 个低碳示范项目，并为发展中

国家提供 1000 个培训名额。在功能定位上，政府的角色是政策制定者，缺少

在发展中国家落地实操的经验。而全球环境研究所自成立以来一直在社区开

展环境与发展的项目，并作为第一批“走出去”的本土非政府组织将在国内社

区开展工作的经验带到了缅甸等发展中国家。正是因为两者的功能互补，全球

环境研究所成功帮助中国政府在缅甸的清洁炉灶捐赠项目落地，走进社区家

庭，获得社区群众的高度评价，这种合作模式也让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有

了新的认识，更多新的合作项目正在设计推进中。 

在创新性上，中国本土非政府组织学习国际同行联合行动的策略，并进一

步扩大联合的范围。在 2018 年 9 月加州举行的全球气候行动峰会上，包括燕

宝基金会、巧女基金会、老牛基金会、阿拉善 SEE 基金会、清华大学气候变化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全球环境研究所在内的十家本土机构联合发起“气候变

化全球行动”倡议，由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担任主席，倡议得到

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布隆博格先生现场同意担任倡议的联合主席。由此，政

府与非政府、中国与国际的合作得到创新性发展。就在联合国卡托维兹气候大

会前夕，燕宝基金会向行动捐赠 1 亿元人民币，为中国本土企业家积极投入应

对气候变化做出表率。长期以来，中国本土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资金来自国际基

金会，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全民应对气候变化共识的形成，这一格局正

在被打破，本土资金的注入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新动力。 

除了本土组织的主动突破性成长之外，还有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中国本土

人才正成长为国际组织的核心力量。特别是在重视性别平等的全球气候治理

领域，2018 年，多位中国女性进入国际非政府组织核心领导层并掌握了话语

权，这无疑为进一步争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扩大中国政府同盟力量提供

了条件。比如，在绿色和平工作十多年的李雁女士成为绿色和平中国总干事；

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工作多年的李琳博士成为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政策总监。

笔者也受邀成为 400 多家国际非政府组织倡议建立的全球气候行动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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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Climate Change Action，GCCA）的全球理事。从 10 年前国际非政府

组织培养支持本土人才，到今天中国本土人才逐渐发挥关键影响力量，可以说，

这是伴随着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关键作用而发生的积极

改变。 

来源：中国皮书网 

https://www.pishu.cn/zxzx/xwdt/535057.shtml 

《慈善蓝皮书》2019 年度中国十大慈善热点事件 

2020 年 1 月 5 日《慈善蓝皮书》2019 年度中国十大慈善热点事件发布会

暨慈善蓝沙龙第 11 期在北京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慈善

蓝皮书》主编杨团，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慈善蓝皮书》副主编朱健刚，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金锦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深圳国

际公益学院副院长黄浩明等专家参与了活动，并结合热点事件就 2019 年度中

国慈善事业发展做了回顾与点评，内容涉及慈善发展扫描与展望、社会组织国

际化亮点与发展趋势、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情况变化与发展趋势，等等。

活动由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主办，得到了公益资本论、善达网与益人录的

支持。 

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邀请十多位慈善研究专家

和慈善一线实践者就 2019 年慈善热点事件备选清单进行讨论并形成最终的候

选名单。2019 年 12 月 26 日-2020 年 1 月 2 日，邀请了 100 位跨界评委对热

点事件候选名单进行匿名投票。投票结果前 10 的热点事件为《慈善蓝皮书》

2019 年度中国慈善十大热点事件。 

1.中国志愿服务现新篇章 

2019 年 1 月 17 日，习总书记前往天津和平区与社区志愿者交流，对志愿

工作出重要指示。 

7 月 24 日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大会召开，习总书记发贺信，对志

愿服务工作给予肯定、寄予期望，称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11 月，在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志愿服务体系”。慈善事业

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主要方式，以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为主要形式开展分配活

动。 

2.水滴筹接连引发舆论争议 

2019 年，个人大病求助平台水滴筹接连引发公众热议： 

5 月初，德云社相声演员吴鹤臣“百万募捐”事件，激起公众对水滴筹审

核不严格、管理不规范的质疑。11 月初，北京朝阳法院对全国首例因网络个

人大病求助引发的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全额返还通过水滴筹筹得

的款项并支付相应利息。 

11 月底，一段名为《卧底水滴筹：医院扫楼，筹款每单提成》的视频在网

上热传，使水滴筹再次卷入负面舆情旋涡；在这次负面舆情中，公众的质疑更

加深入，直指水滴筹的性质与模式。 

水滴筹究竟是公益还是生意？在它的模式中，究竟商业是其解决社会问

题的创新手段，还是慈善是其收割商业流量的廉价工具？在相关的诈捐骗捐

事件中，它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吗？ 

3.春蕾计划变更项目善款使用范围引争议 

https://www.pishu.cn/zxzx/xwdt/5350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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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公益项目“春蕾计划”受到公众质疑，

原因是被发现其将部分项目资金用于救助男性困难学生。质疑发生后，中国儿

童少年基金会相对及时地发布声明以澄清，但却引发了更大范围的争议。 

批评和质疑主要围绕着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违背捐赠人意愿变更捐款用

途、筹款与项目“两张皮”、对项目捐赠人尊重不足、社会性别意识欠缺、公

关危机处理能力不够专业等展开。 

其中，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金锦萍的评议文章《公益项目为何不可随意

变更目标？》指出，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确实有错，其核心问题在于仅仅着眼

于春蕾计划受益人范围的变更，没有充分意识到其受益人范围的变更已构成

对项目目的变更，而公益项目设立后的项目目的和善款用途的变更，均须遵循

我国《慈善法》以及《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严格遵循“程

序正义”。 

4.民政部设立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 

2019 年 1 月 25 日，《民政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简

称“三定方案”)正式发布。根据三定方案，民政部设立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

工作司，经过这一调整，慈善事业的相关工作将集中到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

作司；社会组织管理局沿用了之前的名字，但其职责发生了变化，剥离了境外

非政府组织、社会工作方面的职责，与《慈善法》相关的工作职能也转到了慈

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其工作将专注于社会组织；此外，民政部首次设立

儿童福利司，将涉及儿童福利的职能进行了归口，这被认为“是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重大事件”。 

5.第一张个人捐赠电子发票开出 

2019 年 4 月 11 日，我国第一张个人捐赠电子发票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开出。此次，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携手支付宝，打造了“捐赠到账-填写

开票信息-开具发票-推送至发票管理小程序”的捐赠电子发票全流程场景。此

举顺应信息化的大趋势，在公募和网络筹款的大形势下，小额捐赠体量不断加

大，电子发票经过财政部监制，与纸质票据具有同等效力，保障了慈善组织的

权威性，更加利于慈善组织动员公众参与公众筹款活动。 

9 月 2 日，湖北省慈善总会启动“湖北省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电子）

系统”，开具出了湖北省第一张电子捐赠票据。 

6.性骚扰为案由首例获审理案件一审判决 

2018 年，舆论曝光多起公益慈善界知名人士被举报性骚扰事件，造成了

恶劣的行业与社会影响。2019 年相关事件继续引发关注： 

年初“工友之家”贾志伟被举报性骚扰；6 月，成都一天公益理事长刘猛

性骚扰案于成都武侯区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刘猛存在性骚扰行为，判定其口头

或书面道歉，该事件是性骚扰成为独立案由后首例获审理案件；12 月，曾于

去年被举报性骚扰的“花开岭”公益村发起人邓飞开展项目公开募款，遭受质

疑，公开募款项目被下线。 

12 月 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防止性骚扰有关规定得

到进一步完善，草案明确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

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7.聚焦“少年的你”，涉未成年人“两法”迎大修 

2019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举行分组审

议，审议《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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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条文从 72 条增加到 130 条，并设立“网络

保护”“政府保护”专章，成为本次修订亮点；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

草案）在尽量保留现行法律框架和内容的同时，对其体例结构进行了合理调整，

以体现分级预防的理念。两部修订草案对未成年人保护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引

起社会关注。 

会前，反映恶性校园欺凌事件的电影《少年的你》以及发生在现实中的大

连 13 岁男童杀人事件，再次极大地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

防的关切。 

11 月 29 日，涉未成年人“两法”修订草案的公众意见征集截止。 

8.“99 公益日”地方慈善会力量引关注 

2019 年 9 月 7 日至 9 日，腾讯 99 公益日进入第五年，共有 4800 万人次

爱心网友通过腾讯公益平台捐出善款 17.83 亿元，超过 2500 家企业配捐 3.07

亿元，加上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提供的 3.9999 亿元配捐，3 日总共募得善款

达到了 24.9 亿元，再创新高。此外，今年 99 公益日不同于往年的一大特点

是，地方慈善会力量突显；在腾讯公布的公募机构筹款排行榜前十名中有 5 家

为地方慈善会，其中排行榜首的重庆市慈善总会共募集善款 1.31 亿元。这一

现象引发了不少公益慈善界实践者与研究者的关注，有人认为这凸显了慈善

会系统的动员能力与创新转变，但也有人为之感到疑虑，担心行政力量的过度

介入可能有碍公益慈善行业的健康发展。 

9.范冰冰与鸿茅药酒获颁公益奖项引争议 

2019 年 12 月 17-18 日，影视明星范冰冰连续出席两场公开活动，分别获

“2019 年度最具公益影响力明星”及“年度公益人物”；这是在其因偷税、漏

税缴纳天价罚金后首次公众亮相。 

12 月 21 日，中国中药协会授予鸿茅药业、鸿茅药业副总裁分别获颁“2018

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明星企业”和“2018 年度履行社会责任年度人物奖”称号，

舆论一片哗然；12 月 27 日，中国中药协会官网宣布撤销对鸿茅药酒的表彰。 

这两起争议人物、争议企业及其负责人获颁公益奖项事件，引发了社会各

界对公益慈善行业奖项评选标准 、流程、公信力等的质疑与热议。 

10.万向集团创新慈善信托模式 

2019 年 7 月，万向集团董事长鲁伟鼎宣布，万向董事局决定，将万向集

团公司截至 2018 年度审计报告的资产，全部捐赠设立鲁冠球万向事业基金。

公益基金的全部收益将用于研发新技术，高端人才教育，开展科技研究，支持

设立理工类应用型科研机构。 

消息宣布当天，鲁冠球万向事业基金已按照《信托法》和《慈善法》正式

开始办理。鲁伟鼎表示，公益基金依法设立完成后，将正式对外披露公告。 

有专家分析，鲁冠球万向事业基金或将成为中国慈善信托模式的一次创

新。 

来源：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VLRHZwGNw1jdftVYweUAWQ  

javascript:void(0);
https://mp.weixin.qq.com/s/VLRHZwGNw1jdftVYweUA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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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商实践探索 

是时候对大学生进行财商教育了 

相关调查显示，超过 3/4 的受访大学生表示身边很多人的消费并不符合

自身经济条件。在校大学生由于经济独立性差、理财意识淡薄，盲目攀比、过

度消费、奢侈浪费等行为很容易落入“校园贷”“网贷”的陷阱。 

是时候对大学生进行财商教育了 

财商（Financial Quotient）一词最早由美国作家兼企业家罗伯特·T·清崎

（Robert T Kiyosaki）在《富爸爸穷爸爸》一书中提出，是一个人与金钱打交

道的能力，是理财的智慧。当今社会，经济及金钱现象无处不在，人们对金钱

的态度、获取和管理金钱的能力，对于人们生活的富足、幸福影响越来越大。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实现了飞跃式增长。40 多年

来，物质财富的增长让国民的生活质量有了极大提升，但是诸如“非法集

资”“P2P 暴雷”“电信网络诈骗”“保健品骗局”等问题事件频发也折射

出国民在如何“认识财富、对待财富、运用财富”的精神层面建设的羸弱。 

当下，全面开展大学生的财商教育工作刻不容缓。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

当把财商教育纳入其中，充分重视财商教育对大学生财富观的积极作用。 

大学阶段是推进财商教育最佳时机 

正确的全民财富观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找寻一个具备“承上启下”

作用的着力点。欲推进全社会的财商教育，大学是最好的切入点。大学是个人

由家庭走向社会的过渡阶段，针对大学生的财商教育既可以助其在完全踏入

社会前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又可借助大学生拥有的一定程度上的财富自主权

而“教之有物”。而且，在当前中国普遍的“倒金字塔”形家庭结构中，从大

学开始，长辈会越来越认可年轻人在家庭决策中的作用，对大学生的财商教育

会持续提升其家庭的财商及财富管理水平。当大学生们步入社会承担起养育

下一代的责任时，其正确的财富观则会潜移默化地带入家庭教育中。因此，财

商教育应以大学生为突破点，以点带面，进而扩展到中小学课堂和中老年群体

聚居的社区，最终形成立体式的全民财商教育格局。 

具体到大学生群体而言，财商教育有其独特的现实性。当代大学生的成长

环境有三个典型的特征：一是“倒金字塔”形的家庭结构使其得到了过分的

关注甚至溺爱；二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拓宽了其获取信

息的渠道；三是身处市场经济大环境的竞争压力之中。这些特征使得当代大学

生在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时候，容易以自我为中心，个性独立、自信张扬的

同时又在心理上较为脆弱敏感、受挫能力差，在思想上体现为信仰缺失，具有

明显的功利性取向。进入大学以后，大学生开始尝试独立进行价值判断和人生

道路的选择，但社会关系由相对简单到复杂的剧烈变化往往令他们难以适应。 

由于在校大学生缺乏必要的财商教育而无法树立正确的财富观，价值判

断容易出现偏差，炫耀成为彰显个性的手段，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容易导致自

尊的应激反应，大学成为部分大学生的“名利场”。相关调查显示，超过 3/4

的受访大学生表示身边很多人的消费并不符合自身经济条件。在校大学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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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经济独立性差、理财意识淡薄，盲目攀比、过度消费、奢侈浪费等行为很容

易落入“校园贷”“网贷”的陷阱。 

而且，如果大学期间无法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当大学生走出校园踏入社会

时感受到的巨大落差会对其人生道路的选择产生负面影响。调查显示，大多数

在校大学生每月平均开销为 1000-1500 元（不含学费、家庭与学校间往返交通

费），而工作后面临与日俱增的生活压力，基本上不能保证在校时的生活水平。

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一书中的预言在中国正慢慢成为现实。很

多大学生选择“啃老”而安于现状或者急于求成而受到各类“成功学”的蛊

惑甚至加入“传销”组织，这都是财商低下的体现。 

因此，财商教育不仅仅是对大学生财富管理能力的培养，更可以通过塑造

大学生正确的财富观，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因金钱崇拜带来的理想缺失、价值判

断错乱的问题，从而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将财商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 

英美的财商教育实践包含以下特征：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文件进行推进；

有明确的财商教育具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课程内容丰富，课程形式多样；家

庭教育扮演重要角色；重视社会相关组织和机构的作用等。我国财商教育刚刚

起步，可借鉴但不可简单效仿英美，要从国情出发，通过大学财商教育的“承

上启下”作用带动青少年及全社会的财商教育开展。 

财商教育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财富观，摒弃拜金主义，从财富的创造

者，财富的驾驭者，财富的享受者，财富的传承者角度，思考财富与人生的关

系。 

在世界观层面，通过财商教育，大学生可以认识到任何一个经济参与者想

要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就必然要利用自身要素禀赋的相对优势并参与到广泛

的社会分工中来，财富的获取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过程，需要多个参与者的

通力合作，而自己只是其中的一环。同时也让大学生认识到自己可以通过发挥

主观能动性来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实现更高效的财富创造和积累。 

在人生观层面，财商教育能让大学生清晰地认识到财富或金钱并不是人

生的全部或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获取金钱的方式有很多，无论以后

从事什么工作都是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获取自己那份应得收入。赚钱多少并

不能完全体现一个人的终极价值，很多有意义的活动并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比

如科学研究、国防事业、公益慈善等。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应当做财富的主

人而不是金钱的奴隶。 

在价值观层面，财商教育有助于大学生树立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勇担责

任的价值观，并学会正确处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从而把价值判

断置于整个人生的框架之下，做出最合理的人生选择。 

大学的财商教育应当跟当代大学生群体的特征相适应，从财商教育的现

实性和紧迫性出发，将财商教育上升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并纳入思想政治

教育范畴，将财商教育与大学生“三观”教育相结合，相互引领、相互促进。 

作者：山东工商学院 刘海军 朱跃序 

来源：人民网 

http://edu.people.com.cn/n1/2020/0121/c1053-

31558306.html?from=groupmessage 

微信公益慈善传播过程研究 

http://edu.people.com.cn/n1/2020/0121/c1053-31558306.html?from=groupmessage
http://edu.people.com.cn/n1/2020/0121/c1053-31558306.html?from=group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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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新媒体形式展开的公益慈善活动开

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借助这些新媒体公益慈善平台对公益慈善信息的传播，我

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微信在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同时，

在公益传播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本研究将从微信公益慈善传播的

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形式和传播效果四方面进行研究，分析这种传播方

式存在的优势，同时也指出微信公众平台的慈善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

解决对策。 

关键词：微信公益；传播过程；公益传播 

一、微信公益慈善传播兴起的背景和现状 

我国自古以来就在进行着慈善信息的传播，到现在我国已经成立了很多

慈善机构继续进行着我国的慈善事业。毋庸置疑的是，在发生一些突发性事件

尤其是一些自然灾害时，比如 2008 年的汶川地震，这些慈善组织起到了很大

的作用。 

但是近些年来，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能够参与到公益慈善事业中的

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能够参与到线下捐款的人数会有一

个明显的减少的趋势。但是社会中民众对于公益的需求却是在逐年增加的，在

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去寻求能够参与到公益慈善活动中的渠道。就在这时，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公益慈善事业渐渐发展起来，慈善

活动不再拘泥于传统媒体宣传和线下募捐的方式，而是有了更多的参与方式。 

从微信平台的慈善传播来看，一些微信慈善平台的兴起将公益慈善事业

的影响力进一步放大，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企业、个人利用微信进行慈善传

播，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到微信平台发起的公益活动中等进行爱心捐赠。可以

说，微信平台不仅使慈善信息的传播更加迅速，也为各类慈善活动的进行带来

了便利。 

二、对微信公益慈善平台进行研究 

在这里我们将结合平台中公开的一些相关信息来对微信公益慈善传播的

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形式和传播效果四方面进行讨论。 

我们查看了微信平台上的一些捐助信息，并且我们自身也参与过一些捐

助活动，通过这些准备工作，我们对该平台中的慈善信息的传播过程有了初步

的了解。 

通过查找相关的捐助案例，我们了解到，其传播主体即信息的发布者，同

时接收到信息的人也会作为传播者参与到慈善信息传播中去，即一种个体发

起并传递的形式，面向的传播对象主要是各类能够接收到慈善信息的大众，通

俗的来讲，就是通过在好友之间互相传递慈善信息从而使求助者获得善款。这

种慈善传播方式目前在我们社会中是极为普遍存在的。 

在传播内容上也是多元化的，不仅包括我们在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个人大

病救助，还有一些进行精准扶贫的项目等，当然这也只是微信公益慈善传播的

一部分，在整个微信平台上的慈善传播内容除了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外还涉及

到一部分的环境保护、传统文化保护等内容，传播的主题是多种多样的，服务

的对象也是广泛的。而且这些传播内容的互动性也很强，参与者可以在评论区

发表自己的内心感受。 

虽然传播内容很广泛，传播内容的真实性也是很重要的。基于这一要求，

平台会要求求助者提供各式的证明材料，并通过平台方的审核通过后才会予

以发布。以微信公益慈善平台中的个人大病救助为例，根据调查了解到，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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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需要经过身份证明、诊断证明、关系证明以及收款银行卡的实名校验等程序，

平台会有志愿者与求助者进行一对一的电话沟通并将一系列的证明材料拍照

存档，将一些必要且不涉及个人隐私、不危害求助者个人利益的材料进行公开

以作证明，并且在求助信息上会有亲友证明一栏，一些传播者可以自愿为求助

者证明信息的真实性。这一系列的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信息的真实可靠

性。而整个慈善信息的传播过程均会在求助者的主页上有所显示，所有用户都

可以查看该慈善信息的转发次数，以及大家的捐助情况，主页上还会显示筹款

动态，也就是求助者把所有资金提现的过程，以及提现原因，经过审核后会予

以批准。并且平台官方会对受捐助者有回访，以了解筹资的后续相关情况。这

个过程保证了在整个慈善信息传播过程的公开透明，直接接受着来自各方的

监督，由此可以大大的提高群众对于慈善传播的满意度和信任度。 

在传播形式上可以看到，主要是通过微信平台发布相关的慈善信息来进

行传播，同时参与者也能以转发的形式分享到朋友圈来进行传播。 

而根据数据显示，通过微信公益慈善平台发布捐助信息，能够在短时间内

筹集到较多的善款，由此可见通过网络途径可以带来远胜于传统慈善传播途

径的传播效果，即可以更快的筹集善款并且可以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到慈善项

目中去。 

近年来社会中普通民众对于公益的需求在逐年增加，公众有公益需求必

将寻求实现渠道，微信平台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他们能够很好地

参与到爱心捐助中去。同时微信的各个公益慈善平台每天也会推送一些相关

的公益信息，使群众既可以获得慈善信息，同时也不用浪费太多的时间在寻找

慈善信息上，可以满足群众回馈社会，捐献爱心的内心需求。 

由上述也可见，在传播效果方面，这种公益慈善传播方式相比来说更加的

及时，并且扩散面也更为广泛，透明度和互动性相较也会更强一点。由于不受

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限制，通过公众号的推送就可以参与到慈善项目中去，其传

播效果相较好一点。 

三、微信公益慈善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以上就是我们通过对微信公益慈善信息传播过程进行的分析和讨论，从

而得出的结论。但是，从这个案例中还发现了微信公益慈善传播过程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 

从传播主体方面来看，新媒体和普通公民本身的公信力存在一定的问题，

在微信平台的慈善传播过程中虽然有严格的监管，但是通过网络平台也发生

过不少虚假信息传播的事件，公众对于网络信息的真实性是存在质疑的。多数

受众倾向于持“宁可信其有”的态度，所以即使存在各种认证流程，但是在公

信力方面仍有欠缺。 

从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方面来看，平台中的公益慈善传播主要由网友自

行发布求助信息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进行发布以评论、朋友圈转发等形式进

行传播，由于网络上是各种信息真真假假的混杂着在一起，在平台监管方面还

存在着一些漏洞，致使很多人钻空子去传播一些虚假的信息。且从平台监管来

看，现在对于虚假信息的筛选还不够彻底，也不够严格，只能靠捐助者个人根

据提供的一系列信息来判断，虽然相对于传统的微信公益慈善传播途径来看

监管已经严格了很多，但是仍然存在漏洞。 

从传播效果来看，虽然相对传统的公益慈善传播形式传播的范围已经很

广泛了，但是微信平台不属于完全公开的平台，在参与者进行传播的时候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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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是在自己的微信好友里进行传播，所以在面向的群众范围上还是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 

四、微博公益慈善传播对策研究 

第一，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对各种形式的公益慈善事业是大力支持的，

并且国家也在积极地采取一些措施对这些公益平台进行监管，但是仅靠国家

的监管还是不够的，平台应该积极的响应国家号召，及时的对平台自身内部的

监管程序等进行整改，并且完善平台相关的内部监管，使微信中的公益慈善活

动能够在严格的约束下进行，切实的使捐助者能够增强对平台上发布的各种

捐助信息的信任。微信的相关的监管平台应该着手去解决监管中存在的漏洞，

加强对信息处理人员的培训，学习和吸收传统慈善机构的经验，了解其运行机

制，结合微信公益慈善传播平台自身的特点形成一套适合于自己的运行机制。

对于慈善活动要做到能够进行密切的跟进，并且及时的查看来自参与者的反

馈尤其是负面反馈，存在质疑要及时回应，发现问题要及时改正，且一旦发现

存在违法行为要及时进行处理，从而更好地保护公众的个人利益。同时平台应

接受政府对微信公益活动进行严格的把关，以此督促自己更好地改进。在合法

规范的环境下，微信公益慈善事业才能更好地发展。 

第二，针对虚假信息传播的问题，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坚决打击虚假信息

的传播，对于平台上的慈善信息要仔细筛选，查清来源，官方要及时对与慈善

项目相关的资料进行审核和筛选，确保信息的真实性，以防混入虚假信息欺骗

捐助者；而对于捐助者，应经过再三确认后再进行捐助或者对信息进行传播。 

第三，针对信息传播范围的局限，可以与其他新媒体联合起来共同对平台

上的慈善活动进行宣传，例如微博平台。微信平台发布的慈善信息作为信息来

源方，可以在保证真实性的情况下阐述出自己所面临的困境，并且向网友发出

求助，再通过与其他公开平台的共同推送，可以吸引更多的用户的加入。 

结语 

本文通过以微信公益慈善平台中的一个捐助信息为例对微信公益慈善传

播过程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形式和传播效果四方面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得出了以下结论： 

比起传统媒介，微信公益慈善传播过程具有简洁性的特点，且传播者和参

与者主要面向公众个人的朋友圈，即在好友之间互相传递慈善信息，通过点击

公众号的文章可以选择参与慈善事业的传播，省去了复杂的募捐环节，公众可

以随时随地的参与到公益慈善活动中来。微信公益慈善传播过程中对于每一

个慈善项目都会有一系列的证明程序，相比传统媒介，信息更加真实准确，可

靠性也更高。并且微信公益慈善传播过程是一个公开透明的过程，所有的参与

者都可以通过点击活动主页来查看整个慈善活动的进程，包括已募得金额数、

参与募捐的人数等。 

当然，我们通过研究不仅看到了微信公益慈善传播的优势所在，同时也分

析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相关的解决办法。我相信在未来，国家政府、

公众、相关平台都会不断地进行改进，在严格的制度管理和来自各方的监督下，

微信公益慈善平台能完善其不足，发挥更大的价值，更好地为公众进行服务。 

作者：山东工商学院 张绮钰 梁美贞 孙乐萌 

来源：《劳动保障世界》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

AUTO&filename=LDBJ202003037&uid=WEEvREcwSlJHSldRa1Fhb09pSnNvT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AUTO&filename=LDBJ202003037&uid=WEEvREcwSlJHSldRa1Fhb09pSnNvTFhFTVUwNGg0U3RFTTR1dHpyUnVkW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ggI8Fm4gTkoUKaID8j8gFw!!&v=MTI1OTdMckxLU25KWkxHNEhOSE1ySTlHWTRSOGVYMUx1eFlTN0RoMVQzcVRyV00xRnJDVVI3cWZaZVJwRnlqbVU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AUTO&filename=LDBJ202003037&uid=WEEvREcwSlJHSldRa1Fhb09pSnNvTFhFTVUwNGg0U3RFTTR1dHpyUnVkW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ggI8Fm4gTkoUKaID8j8gFw!!&v=MTI1OTdMckxLU25KWkxHNEhOSE1ySTlHWTRSOGVYMUx1eFlTN0RoMVQzcVRyV00xRnJDVVI3cWZaZVJwRnlqb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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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FTVUwNGg0U3RFTTR1dHpyUnVkW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

EjKensW4ggI8Fm4gTkoUKaID8j8gFw!!&v=MTI1OTdMckxLU25KWkxHNEhO

SE1ySTlHWTRSOGVYMUx1eFlTN0RoMVQzcVRyV00xRnJDVVI3cWZaZVJw

RnlqbVU 

价值几何？--我读《聪明的投资者》 

 

本杰明·格雷厄姆是价值投资理论奠基人，现代证券分析之父，著有

《证券分析》和《聪明的投资者》，这两本书被公认为投资圣经。他不仅是

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最佳投资人之一，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实践投资思想

家。 

《聪明的投资者》主要阐述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理念以指导投资者避免

陷入严重的错误，并指导投资者建立一套令其感到安全放心的投资策略。该

书于 1949 年出版了第 1 版，大约每隔五六年修订一次，1973 年出版了第 4

版，我阅读的是第 4 版的中译本。 

 
格雷厄姆是沃伦·巴菲特的恩师，巴菲特曾经说过：在我的血管里，80%

流淌的是格雷厄姆的血液。巴菲特为《聪明的投资者》第 4 版写了序言，他

说：“要一生投资成功，并不需要顶级的智商，也不需要非凡的商业洞察力

或内幕消息。要一生投资成功，只需要两个因素，一是有一个正确合理的思

考框架让你能够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二是有能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以避

免情绪破坏这个思考框架。《聪明的投资者》能够准确和清晰地为投资者提

供投资成功必须的正确思考框架。” 

我阅读的《聪明的投资者》这一版本共分为二十章。它是经典中的经

典，不妨用心在字里行间寻找智慧。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AUTO&filename=LDBJ202003037&uid=WEEvREcwSlJHSldRa1Fhb09pSnNvTFhFTVUwNGg0U3RFTTR1dHpyUnVkW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ggI8Fm4gTkoUKaID8j8gFw!!&v=MTI1OTdMckxLU25KWkxHNEhOSE1ySTlHWTRSOGVYMUx1eFlTN0RoMVQzcVRyV00xRnJDVVI3cWZaZVJwRnlqbVU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AUTO&filename=LDBJ202003037&uid=WEEvREcwSlJHSldRa1Fhb09pSnNvTFhFTVUwNGg0U3RFTTR1dHpyUnVkW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ggI8Fm4gTkoUKaID8j8gFw!!&v=MTI1OTdMckxLU25KWkxHNEhOSE1ySTlHWTRSOGVYMUx1eFlTN0RoMVQzcVRyV00xRnJDVVI3cWZaZVJwRnlqbVU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AUTO&filename=LDBJ202003037&uid=WEEvREcwSlJHSldRa1Fhb09pSnNvTFhFTVUwNGg0U3RFTTR1dHpyUnVkW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ggI8Fm4gTkoUKaID8j8gFw!!&v=MTI1OTdMckxLU25KWkxHNEhOSE1ySTlHWTRSOGVYMUx1eFlTN0RoMVQzcVRyV00xRnJDVVI3cWZaZVJwRnlqbVU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AUTO&filename=LDBJ202003037&uid=WEEvREcwSlJHSldRa1Fhb09pSnNvTFhFTVUwNGg0U3RFTTR1dHpyUnVkW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ggI8Fm4gTkoUKaID8j8gFw!!&v=MTI1OTdMckxLU25KWkxHNEhOSE1ySTlHWTRSOGVYMUx1eFlTN0RoMVQzcVRyV00xRnJDVVI3cWZaZVJwRnlqb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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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投资与投机：聪明投资者的预期收益”。本章中格雷厄姆首先

提出，投资操作是以深入分析为基础，确保本金的安全，并获得适当的回

报，不满足这些要求的操作就是投机。大多数时期，投资者必须认识到所持

有的普通股经常会包含一些投机成分，自己的任务则是将投机成分控制在较

小的范围，并在财务和心理上做好面对短期或长期不利后果的准备。 

但就股票投机本身而言，它有别于包含在大部分代表性普通股中的投机

成分。就像投资一样，投机也可以是明智的，但在很多时候，投机并非明智

之举，尤其是在以下三种情况下：一是自以为在投资，实则投机；二是在缺

乏足够的知识和技能的情况下，把投机当成一种严肃的事情而不是一种消

遣；三是投机投入的资金过多，超出了自己承担亏损的能力。 

格雷厄姆把防御型或被动型投资者定义为：关心资金安全同时又不想多

花时间和精力的人。在一般正常条件下，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并抱有怎样的预期？

格雷厄姆建议，防御型投资者应执行折衷策略，即在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入债券

的同时，继续保留相当一部分的股票投资，可以按对半开的比例来投资这两种

证券，或根据其判断将每一种投资的比例限定在 25%-75%之间，并根据股市的

动向进行反向操作。至于防御型投资者的预期收益，格雷厄姆认为他们一般不

能获得超出平均数的收益。 

对于激进型投资者，他们当然会期望自己取得比防御型投资者更好的收

益。但是，他们必须首先确定自己不会收获更糟的结果。因此，激进型投资者

必须首先搞清楚，什么样的行动方针能提供合理的成功机会？什么样的行动

方针是无法成功的？ 

投资者乃至投机者为取得优于平均水平的成果，经常采用择时交易、短线

择股、长线择股。其中，择时交易是指在股价上升时买进股票，而在其掉头向

下时抛出。短线择股是指买进那些已经报告或预计将报告业绩增长或有其他

利好消息的公司股票。长线择股看重公司过去拥有的良好成长记录，而且这种

成长很可能会延续到未来。有时投资者也会选择那些尚未取得优良业绩，但预

计以后会形成高盈利能力的公司。 

格雷厄姆认为，从总体上看投资者不能通过择时交易、短线择股和长线择

股获得较大的成功机会。要想能够持续并合理地获得优于平均业绩的机会，投

资者需要遵循以下两种策略：一是具有内在稳健性和成功希望的策略；二是在

华尔街并不流行的策略。 

可对于进取型投资者而言，这样的投资策略是否存在？从理论上来说，答

案是肯定的；从实践上来看，也拥有很多理由对此给出肯定的答案。事实上，

股票的市场价格与其价值之间是有差价的，但它绝不是一种可以轻易掌握的

技术。要想通过买入一只受到忽略而被低估的股票赚钱，通常需要长期的等待

和忍耐，而卖空一只过去热门因而被高估的股票，则不仅是对卖出者胆略和毅

力的考验，而且也是对其财力的考验。 

第二章“投资者与通货膨胀”。格雷厄姆提出，从时间上看，通货膨胀或

通货紧缩状况与普通股的利润和价格之间并不存在密切联系。购买并持有黄

金是世界各地通货膨胀保值的标准策略，但黄金在防止美元购买力贬值方面

已经完全失败。多年以来，直接拥有房地产也一直被认为是一种长期投资，且

具有通货膨胀保值的作用，不幸的是房地产的价格同样相当不稳定。 

格雷厄姆认为，正是由于未来是不确定的，投资者才不能把全部资金都放

入一个篮子里，既不能完全放入债券篮子里，也不能完全放入股票篮子里。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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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型投资者不得不在其投资组合中配置相当一部分股票，以力图使自己的风

险最小化。 

第三章“一个世纪的股市历史：1972 年年初的股价水平”。在数据分析

的基础上，格雷厄姆给出过去 100 年内 19 次熊市和牛市周期中的最低点位和

最高点位，以说明过去一个世纪股票所经历的一系列周期及其反复上升的基

本格局。 

格雷厄姆提出，1948 年和 1953 年的价格水平是可取的，而 1959 年的股

价水平是危险的，1964 年的股价则显得过高。格雷厄姆认为，在下一轮的严

重下挫或崩盘发生之前，道指似乎要再一次大幅超过 900 点水平。但 1971 年

年初的市场对不到一年前的惨痛教训视而不见，显然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

他奉劝投资者倡导一致且可控的投资策略，但他不鼓励“战胜市场”和“挑

选赢家”的做法。 

第四章“防御型投资者的投资组合策略”。格雷厄姆认为，投资组合的基

本特征是由投资所有者的立场及特点决定的。有一个由来已久且听起来十分

合理的原则，就是“如果你不能承受风险，就应当满足于较低的投资回报”。

根据这个原则，投资者能够期望的回报，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其承担的风险成正

比的。对此，格雷厄姆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投资者的目标收益率更多的是由

他们乐于且能够为其投资付出的智慧所决定的。图省事而且注重安全性的防

御型投资者理应得到最低的报酬；而那些精明且富有经验的投资者，由于他们

付出了最大的智慧和技能，理应得到最大的回报。 

第五章“防御型投资者与普通股”。关于普通股的优点主要有两个：一是

股票很大程度上使投资者得以免受通货膨胀的损失；二是普通股可为投资者

提供较高的多年平均回报。同时格雷厄姆也提出，虽然这两项优势十分重要，

而且确实令普通股的收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远远超过债券，但仍需要注意，

如果投资者以过高的价格买进股票，这些优势就会烟消云散。 

格雷厄姆给防御型投资者提出四项可资遵循的投资规则：（1）适当但不

要过分分散化，持股数应限制在最少 10 只，最多 30 只不同的股票之间。（2）

挑选的每一家公司都应是大型的、知名的，在财务上稳健的。（3）每一家公

司都应具有长期连续支付股息的历史。（4）投资者应将其买入股票的价格限

制在一定的市盈率范围，其参照的每股收益应取过去 7 年的平均数，针对这一

平均数，市盈率应控制在 25 倍以内。如果是过去 12 个月的利润应控制在 20

倍以内。 

格林厄姆提出，按照以上 4 个规则，将会把几乎所有的“成长股”都排除

在外。在格林厄姆看来，所谓“成长股”是指那些在过去每股收益增长显著超

过所有股票的平均水平，并且预计未来仍将如此持续下去的股票。显然，这样

的股票是值得购买和拥有的，只要其价格不是太高。但相对于当期利润而言，

成长股的价格一直都很高；相对于过去某一时期的利润而言，其市盈率更高。

因此，在成长股投资方面带来很大的投机成分，不确定性过高、风险过大，从

而使得此种投资的操作很难成功。当然，如果股票选对了，买入的价格适当，

并且在巨大的上涨之后、可能的下跌出现之前将其卖出，则会出现奇迹。但对

于一般投资者而言，这种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 

在这一章里，格雷厄姆对年轻人提出忠告，他奉劝初学投资的年轻人，不

要把自己的精力和金钱浪费在试图战胜市场上，而应当对证券的价值加以研

究，并以尽可能小额的资金，对自己在价格和价值方面的判断进行尝试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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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投资者应买入何种证券以及追求多高的投资回报率，不能以个人的

资金多寡为依据，而要看自己在金融方面的能力，其中包括知识、经验和性格

等。 

第六章和第七章“积极型投资者的证券策略”，分别从被动的方法和主

动的方法两个角度展开讨论。格林厄姆提出，积极投资者必须拥有大量的证券

估价知识，才能把自己的证券业务看成一种事业。但积极型投资者首先要遵循

的策略，应该与防御型投资者基本相同，即以合理的价格将其资金分别投入高

等级债券和高等级普通股，当然他还会把他的一部分资金投入到其他种类的

债券，但每一笔这种性质的投资都必须有充分的依据。 

为了在长时间内获得比一般投资更好的结果，一种选择或操作策略必须

具备两项优势，一是它必须能达到基本稳健所要求的客观或合理标准；二是它

必须有别于大多数投资者或投机者采用的策略。基于此，格林厄姆为积极型投

资者推荐了三种投资方法。这三个可用于积极投资的领域分别是：（1）不太

受欢迎的大公司，首先采用低市盈率的想法，然后再增加一些其他的定量和定

性要求来选择。（2）购买廉价证券，这一类证券中，既包括市价低于面值的

债券和优先股，也包括普通股。（3）一些“特殊”情况。所谓特殊情况，一

般来自于大企业对小企业收购的不断增加，这是由于越来越多的管理层采纳

了业务多元化的信条。对特殊情况的利用是一种投资技巧，但他要求的智力和

操作都有些不寻常。 

第八章“投资者与市场波动”。格林厄姆认为，如果投资者的资金都投在

期限较短的高等级债券上，那么市场价格的变化就不会给他带来重大影响，因

此他就不需要考虑价格的变化。但若持有期限较长的债券，在其有效期内会有

较大的价格波动。普通股组合几乎必然发生价格的波动。 

格雷厄姆提醒投资者，即使本息的安全性不容置疑，长期债券的市场价格

也会随着利率的变化而发生巨大波动，收益率越低时，债券的价格越高；反之，

收益率越高时，债券的价格越低。但债券价格的变化幅度并不等同于计算出的

收益率的变化，因为债券到期时的固定面值会产生一定的作用。然而就期限很

长的债券而言，价格与收益率的变化几乎是同步的。 

事实上股市经常会出现严重的错误，而且敏锐和大胆的投资者有时可以

利用其明显存在的错误。但从根本上讲，价格波动对真正的投资者只有一个重

要意义，即当价格大幅下跌后，给投资者买入的机会，反之亦然。在除此之外

的其他时间里，投资者最好忘记股市的存在，更多地关注自己的股息回报和企

业的经营结果。 

总之，投资者和投机者之间最现实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待股市变化的态度，

投机者的主要兴趣在于预测市场波动并从中获利，投资者的主要兴趣在于按

合适的价格购买并持有合适的证券。市场波动对投资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市

场出现低价时，投资者会理智地做出购买决策；市场出现高价时，投资者必然

会停止购买，而且还有可能做出抛售的决策。拥有稳健股票组合的投资者将会

面对股价的波动，他始终要记住市场行情给他提供了便利，他要么利用市场行

情，要么不去管它，但千万不要因为股价上涨而购买，或者是因为股价下跌而

抛售。 

第九章“基金投资”。格林厄姆提出，防御型投资者可以投资基金，但相

比较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应该按一定的折扣，比如资产价值 10％~15%的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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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封闭式基金。假如将来两类基金的股息和资产价值变化相同，那么投资者

从封闭式基金中得到的收入，大约要比开放式基金多 1/5。 

第十章“投资者与投资顾问”。投资建议可以从多种渠道获得，包括拥有

证券知识的亲属或朋友；当地的商业银行家；经纪公司或投资银行；金融服务

机构或金融期刊；投资顾问。 

格雷厄姆建议，最好不要向亲属或朋友寻求投资建议，可以向本地银行家

咨询，因为他们通常有经验并稳重。准备花一笔咨询费用来管理自己资金的投

资者，需要在著名和受欢迎的咨询公司中做出明智的选择。虽然所期望的结果

并不是非常显著，但这些结果相当于一般的信息灵通和谨慎的投资者所得到

的结果。积极的投资者通常都会与自己的顾问展开积极的合作，但真正的专业

投资顾问在其承诺和建议方面都是相当保守，他们对客户的主要作用在于防

止客户出现惨痛的失误。聪明的投资者不会完全依赖金融服务公司提供的建

议来从事买卖交易，因此金融服务公司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信息和建议。投资

银行家与投资者的关系基本上等同于证券推销员与潜在购买者之间的关系。

聪明的投资者要关注投资银行，尤其是那些信誉卓越的投资银行提供的意见

和建议，但是他一定要对这些建议作出恰当独立的判断。当然，总是会有一些

不道德的股票推销员和不可靠的股票经纪人，格林厄姆建议最好注意安全，免

得到时后悔。 

第十一章“普通投资者证券分析的一般方法”。证券分析师主要对股票

和债券进行考察和评估，他们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对债券或投资级优先股而言，

要判断这些证券的安全性；对于普通股而言，要判断购买这种股票的吸引力。 

评价公司债券和投资级优先股安全性的主要标准是利息或优先股股息保

障倍数。此外，还可以使用企业的规模、次级股的市值与债务加优先股总面值

之间的比率、资产的评估价值等标准。 

理想的普通股分析使人们能够对股票进行估价，并将估价与当期市价进

行比较，以确定购买该股票是否具有吸引力。一般首先估算出未来某几年的平

均利润，然后再乘以一个恰当的资本化因子。但格雷厄姆也提出，这样估算出

来的价值不能够保证足够可靠。对大多数投资者而言，最好的方法或许就是确

保自己购买的证券物有所值，并且这样保持下去。 

第十二章“对每股收益的思考”。格林厄姆提出，不能指望大多数股东根

据长期记录和长远前景做出所有普通股决策。在金融领域，季度数据尤其是年

度数据会受到极大关注，这种关注必然会对投资者的思维产生影响，但这里充

斥着误导性的东西。因此，格林厄姆针对投资者提出两条建议：一是不要过于

看重某一年度的收益；二是如果你确实关注短期收益，请当心每股收益数据中

存在的陷阱。 

投资者越是看重每股收益，就越有必要注意各种会计因素对其实际可比

性的伤害，比如要关注：（1）公司是否使用特殊扣除，这不会在每股收益中

得到反映；（2）是否有以往的亏损导致的正常所得税扣除的下降；（3）是否

存在大量可转换债券或权证行权带来的稀释作用；（4）关注折旧的方法是直

线折旧还是加速折旧。 

第十三章“对四家上市公司的比较”。在这一章，格林厄姆以 ELTRA 公

司、爱默生电气公司、Emery 航空货运公司以及埃姆哈特公司为例，从盈利能

力、每股收益的稳定性、每股收益增长率、财务状况、股息和股价变化的历史

对这四家公司进行比较。格雷厄姆提出，许多分析师都会认为爱默生电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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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y 航空货运公司比另两家公司更有吸引力，但他认为 ELTRA 公司和埃姆

哈特公司的股价有足够的价值作为支撑。但他们不会建议持有爱默生电气公

司和 Emery 航空货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改为持有 ELTRA 公司和埃姆哈特公

司的股票，除非投资者经过思考后得出结论，自己喜欢价值类投资，不喜欢冒

险类的投资。因此，普通股投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者个人的态度。 

第十四章“防御型投资者的股票选择”。在这一章里，格林厄姆提出，采

纳他所建议的防御型投资者，只会购买高等级的债券以及多样化的优质普通

股。有两种可供选择的股票组合方法：类似道琼斯的证券组合和定量检验的证

券组合。按照第一种选择，最简单的就是以相同的数额购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

数中的所有 30 种股票。按照第二种选择，在每次购买证券时，都要使用一套

标准，以确保公司过去的业绩以及当期的财务状况达到某一最低的标准；利润

和资产与股价之比达到某一最低的数量。 

每一位投资者都希望自己挑选的股票表现更好或前景更佳。因此投资者

会问，如果自己选择一位有能力的顾问或证券分析师，是否能指望获得真正具

有优势的投资组合呢？事实上，任何分析师的观点都必定在很大程度上源于

其个人的偏好和预期。的确，每一位有能力的分析师都会关注未来，而不会关

注过去，而且他能意识到自己工作的好与坏，取决于将要发生的结果，而不是

已经发生的结果。然而，未来本身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法来实现，预测法（项

目法）和保护法。重视预测的那些人会努力去准确预测未来几年公司会有多大

的成就，尤其是利润是否会出现显著和持续的增长；重视保护的那些人总是重

点关注研究时的股票价格，他们的努力主要在于确保自己获得的现值足够大

于市场价格。从根本上讲，最优股票的选择存在极大的争议，格雷厄姆建议防

御型投资者不要去管这个问题，应重视股票的分散化，而不是个股的选择。 

第十五章“积极型投资者的股票选择”。格林厄姆提出，由于各种各样的

原因，大多数公众投资者在自己所选择的普通股方面的投资都没有基金投资

的业绩好。但是在客观的观察者看来，基金的业绩未能超过一般水平的事实正

好证明，要想获得超出一般水平的成就并非一件易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但这两种解释都只能部分

说明问题。第一种解释认为，股市的当期价格的确既包含了关于公司过去和当

期业绩的所有重要事实，同时也包含了对公司未来的所有合理预期，那么这将

使得股价变动完全成为偶然的、随机的，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证券分

析师的工作将大体上是无效的，因为从本质上讲，他们是在力求对不可预测的

东西作出预测。第二种解释认为，许多证券分析师寻求的是增长前景最好的产

业，而且这些公司在该行业中拥有最佳的管理层和其他优势，这就意味着他们

将购买这些产业和这些公司的股票，无论其股价有多高；同样，他们将避开前

景不太看好的产业和公司的股票，无论其股价有多低。而公司的实际情况是完

全相反的，只有极少数公司能够显示出长时间内连续的高增长。同时，少数大

公司也会令人意外的遭受最终的消亡。大多数企业相对的历史地位都是会发

生变化的，有上升，也有下降。 

根据以上两种解释，积极投资者所从事的是一项艰难而且还有可能是不

切实际的工作。但是如果从标准（财务状况、盈利稳定、股息记录、利润增长、

股价、市盈率等）的选择分析的角度来看，股市上真的有很大一部分股票经常

受到歧视，或者是完全被忽视，那么聪明的投资者就可以从其相应的价值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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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利。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激进的投资者就必须遵循与华尔街通行的做法不

一样的特殊方法。 

第十六章“可转换证券及认股权”。20 世纪 70 年代在优先债权融资领

域，可转换债券和优先股正在成为主导力量。人们一般认为，可转换证券对投

资者和债券发行企业都具有特殊的优势。可格雷厄姆却认为，在牛市后期发行

的可转换证券必然不能得到满意的收益。除了错误判断所带来的精神痛苦之

外，在可转换债券的操作方面，还存在着真实的算术陷阱。 

起初，股票期权这种权证，时常与债券有联系，而且通常都相当于部分转

换权。但格雷厄姆认为期权是潜在的威胁，而且还可能引发灾难。因为人们没

有认识到，与没有权证时相比，权证的存在会使得普通股的价值下降。把权证

的存在考虑在内的最简单和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其市场等值额加入到普通股

资本中去，因而增加每股的实际市场价。他进一步强调，除了制造出市场价值

幻觉之外，发行大量的股票期权起不到什么作用。 

第十七章“四个非常有启发的案例”。在这一章里，格林厄姆分析了在 20

世纪 70 年代，华尔街明显存在的四起极端事件，以期从中获得启发和警示。 

第十八章“对八组公司的比较”。在这一章里，格林厄姆挑选出八组公司

进行比较，从而让人们认识到企业的各种性质、财务结构、政策、业绩和兴衰

情况，以及在金融领域存在的各种投资和投机态度。通过比较格林厄姆提出，

一般证券分析目标与他认为可靠的和有价值的目标之间存在差别。大多数证

券分析师都力求挑选出在将来有最好表现的股票，他们主要从市场行为来衡

量，同时也考虑利润的发展。但格林厄姆怀疑这种做法能否收到满意的结果。

他建议分析师以足够的专业知识去寻找价格大大低于其价值的股票。 

第十九章“股东与管理层：股息政策”。格雷厄姆在这一章里提出，长期

以来股市一直偏爱股息支付比较大方的公司，而不太看好不支付股息或股息

支付较少的公司。市场对现金股息政策的判断，似乎正朝着下列方向发展，重

点强调增长率的股票被看做是“收入型股票”，长期决定此类股票价格的主

要因素是股息支付率；而被明确看做是快速增长型的股票，其价值主要取决于

收益的预期增长率，现金股息支付率大多不在人们的考虑之内。格雷厄姆认为，

股东要么要求管理层按通常的做法支付利润，要么要求他们能够明确地证明

利润再投资使得每股收益获得了满意的增长。至于股票形式的股利，投资者需

要分清楚股票股利与股票分割之间的重大差别。 

第二十章“作为投资中心思想的安全边际”。在这一章里，格雷厄姆告诉

投资者最根本的投资基本原则就是安全边际，安全边际原则永远是投资成功

的基石，投资者应该把安全边际作为投资座右铭。本质上讲，安全边际的作用

是使投资者不必对未来做出准确的预测。如果安全边际较大，那么就足以保证

未来的利润不会大大低于过去的情况，从而使得投资者不会因为时间的变化

而遭遇风险。 

格林厄姆提出，安全边际这一概念与分散化原则有着密切的逻辑联系，两

者是相互关联的。投资者即使有一定的安全边际，个别证券还是有可能出现不

好的结果。但当投资者能购买具有安全边际的证券种类越来越多时，总体利润

超过总体亏损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 

总之，真正的投资必须有真正的安全边际作为保障，而真正的安全边际可

以通过数据、有说服力的推论以及一些实际的经历而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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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十章，格林厄姆对全书做出总结。他提出，对一般的投资者而言，

如果他根据自己的能力行事，并将其业务活动局限于标准的防御型投资所具

有的严格的安全范围之内，获得令人满意的投资结果会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

简单。但作为积极型投资者，要获得非常好的结果比人们所想象的要难。最有

条不紊的投资就是最明智的投资，积极型投资者应贯彻以下四条基本准则：（1）

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即通晓自己的业务。（2）不要让其他任何人来管理你的

业务，除非你能够足够细致地监控并理解他的行为，或者你在内心中有很强的

理由相信他的品格和能力。（3）如果没有可靠的计算表明，某项业务获得合

理利润的机会较大，就不要涉足这项业务。尤其是要远离那些利益不大，亏损

却很严重的业务。（4）有勇气相信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如果你根据事实得出

了结论，而且你知道自己的判断是可靠的，那么就照此行事，即使其他人会迟

疑或反对。 

终于读完了《聪明的投资者》这本书。万变不离其宗，真正伟大的投资理

念往往很简单。投资成功的秘诀在于投资者要有识有胆。格雷厄姆说，投资者

最大的问题甚至是最可怕的敌人很可能就是他们自己。即使是最聪明的投资

者，也可能需要很强的意志力来防止自己的从众行为。通过培养自己的约束力

和勇气，投资者就不会让他人的情绪波动来左右自己的投资目标。说到底，投

资者的投资方式远不如他自己的行为方式更重要。 

再听一遍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告诫：亲爱的投资者，问题不在我们的命运，

也无关乎我们的股票，而在于我们自己。 

最后，再听一遍格雷厄姆最忠实的信奉者沃伦·巴菲特的告诫：根据价格

与价值的落差来挑选股票，用 4 毛钱的价格去购买价值 1 元钱的股票。 

像所有的经典著作一样，这本书值得一读再读。你读得越多理解越深刻，

越有可能成长为一个聪明的投资者。投资世界精彩有趣，聪明的投资者能在投

资的世界里同时寻找到快乐和利润。 

作者：山东工商学院 常叶青 

来源：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RQBg1dLWUJmfLbuuAk3J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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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 F830.59-49 

简介：获得更多财富的前提是守住财富。人的能力分两

种：一种是创造财富的能力，例如创业、开厂、发明专利、等待机遇……；

另一种能力是守住财富，我们也称之为“财商”。与一般投资理财著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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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本书不仅告诉您做什么可以赚钱，还会告诉您什么样的投资品、什么

样的产业是坚决“不能碰”的，帮助您规避风险，把亏损的钱赚回来。 

电子版链接来源： 

http://img.sslibrary.com/n/slib/book/slib/14471845/85040292cd064eac8484be

606289a28e/c58b67b9df304688ea9145045d6d6b82.shtml?dxbaoku=true&deptid=

1356&fav=http%3A%2F%2Fwww.sslibrary.com%2Freader%2Fpdg%2Fdxpdg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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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a904a8d29a9871%26ssid%3D14471845%26did%3D1356%26username%3Dd

x2baoku_58.57.27.253_1356&fenlei=0611030106&spage=1&srh=1&t=5&use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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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与国民的对立 

作 者：亨利·D·劳埃德 

出版发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10 

ISBN 号：978-7-210-08918-6 

中图法分类号：F171.20  

简介： 本书详细描述了标准石油托拉斯和约翰·D·洛克

菲勒、摩根、范德比尔特等家族建立庞大的垄断企业的故事。通过对大量的

听证会、法院的判例和立法记录的引证，讲述了这些家族控制着美国的铁

路、石油公司、金融帝国，见证了“大企业”的兴起和普通民众的被压榨。 

电子版链接来源： 

http://img.sslibrary.com/n/slib/book/slib/14364716/63d15ca9f2d542ef8a1563

0fef4fc8f3/41cbf4595c51930b2a21bbc786a1e9c4.shtml?dxbaoku=true&deptid=13

56&fav=http%3A%2F%2Fwww.sslibrary.com%2Freader%2Fpdg%2Fdxpdgreader

%3Fd%3De270891b907fb7f2e8a8e3d4cf9f38ac%26enc%3Da2db61c355b6b2044

37338ab9bd87416%26ssid%3D14364716%26did%3D1356%26username%3Ddx2

baoku_58.57.27.253_1356&fenlei=060207&spage=1&srh=1&t=5&username=dx2

baoku_58.57.27.253_1356&view=-1 

马克思的财富观研究 

作 者 ：冯丽洁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02 

ISBN 号：978-7-208-14145-2 

中图法分类号：F014.2 

简介：本书采取史论结合、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方

法，在马克思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就“财富本体、财富生产、财富分配和财富

消费”四个问题对马克思财富观进行一个宏观层面的俯瞰，尝试从经济哲学

的视角重新解读马克思关于财富本体、财富生产、财富分配和财富消费的认

识、看法、立场和价值倾向。 

电子版链接来源： 

http://img.sslibrary.com/n/slib/book/slib/14171346/45e017a1fc04480c860f53

bfd0de7de9/02b8e9b93354f026df0063ae03a0c958.shtml?dxbaoku=true&deptid=1

356&fav=http%3A%2F%2Fwww.sslibrary.com%2Freader%2Fpdg%2Fdxpdg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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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3Fd%3Dfe298be984acf4047815bbbaee2eba15%26enc%3De3110e02c92edb4b

19403b00bdc1e531%26ssid%3D14171346%26did%3D1356%26username%3Ddx

2baoku_58.57.27.253_1356&fenlei=0601020302&spage=1&srh=1&t=5&user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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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秘密 

作 者：乔治·克拉森 

出版发行：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01 

ISBN 号：7-5068-5895-5 

中图法分类号： F715  

简介：本书分为财富的秘密和百万富翁的致富哲学两大部

分，主要内容包括债务的秘密——勇敢面对你最大的敌人；财富和运气的秘

密——用勤劳工作去换取财富；理财的秘密——让你的财产安全增长等。 

电子版链接来源： 

http://img.sslibrary.com/n/slib/book/slib/14160934/ef2a977375154143998e02

a9981cb736/90a79327aff063eddbea04520931a83c.shtml?dxbaoku=true&deptid=1

356&fav=http%3A%2F%2Fwww.sslibrary.com%2Freader%2Fpdg%2Fdxpdgread

er%3Fd%3Dff6c7e3052e370201a88a97c9e106cbe%26enc%3Dc87d21a15494488

313288a2c8c228f27%26ssid%3D14160934%26did%3D1356%26username%3Ddx

2baoku_58.57.27.253_1356&fenlei=06100107&spage=1&t=5&username=dx2bao

ku_58.57.27.253_1356&view=-1 

论文推荐 

货币价值波动、财富分配差距扩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谢俊明；谢圣远/深

圳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选取我国 1990-2018 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

（SVAR）对随机变量进行脉冲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结果显示：货币价值波

动初期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增加，对财富分配差距扩大的影响滞后。财富分配

差距扩大初期对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较小，随后增加；货币价值波动对系

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较大，并导致财富分配差距扩大。 

关键词：货币价值波动；财富分配差距扩大；系统性金融风险 

来源：经济理论与实践，2020(1)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

AUTO&filename=CLSJ202001005&uid=WEEvREcwSlJHSldRa1FhdXNzY2Z1T

mZvVk02eXMySUdlMWttVm9tU29BZ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

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TA0NzkxRnJDVVI3cWZaZVJw

RnlubVc3M0xKaUhZWkxHNEhOSE1ybzlGWVlSOGVYMUx1eFlTN0RoMVQz

cVRyV00 

 

家族财富管理与亲属投资的几个法律问题/孙宪忠/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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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法律上确实需要认真思考亲属共同投资产生的家族财富管理的问

题，在指导立法的意识形态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亲属共同投资是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积极价值的社会行为；在确定亲属共同投资形成的家族式资产管理时，

应该首先充分利用我国现有法律提供的规范资源。 

来源：清华金融评论，2018(10)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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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RmJJUjhlWDFMdXhZUzdEaDFUM3FUcldNMUZyQ1VSN3FmWmVScEZ5b

m5WYnpOTHo 

 

Inequalities and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wealth/Nicolas Frémeaux;Marion 

Leturcq 

Abstract:We document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wealth in France between 

1998 and 2015, using precise survey data on the property titles of assets. It is 

characterized by an increase in the share of wealth which is individualized by 

spouses (vs. jointly owned) and by an increase in the share of wealth held by singles. 

We show that the usual measures of wealth inequality, which allocate the same share 

of household wealth to each spouse or partner, overestimate the share of wealth held 

by women. This results in an underestimation of both the level and the growth of a) 

wealth inequality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b) the gender wealth gap. We argue for 

better consideration of the ownership status and intra-household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the measurement of wealth inequality.  

Keywords:Wealth;Individualization;Wealth inequality;Gender wealth gap; 

Matrimonial property regime;France 

来源: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ume 184, Apri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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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quality in the minimal group paradigm: How relative wealth and its 

justification influence ingroup 

bias/P.Connor;D.Stancato;U.Yildirim;S.Lee;S.Chen  

Abstract:This article details a registered report for a well-powered (N = 1500) 

experiment examining the influence of wealth inequality between groups on ingroup 

bias,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moderating role of justification for the wealth 

distribution. Using the Minimal Group Paradigm, in which participants are assigned 

to groups with anonymous others and asked to allocate resources to ingroup or 

outgroup members, we randomly assigned participants to a relatively disadvantaged 

or a relatively advantaged group. Group assignments were ostensibly based on 

chance (weak justification), performance on a financial decision-making task 

(strong justification), or an ambiguous combination of the two (ambiguous 

justification). As expected, we found evidence for an inequity aversion hypothesis, 

with disadvantaged participants displaying heightened ingroup bias compar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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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advantaged counterparts. Interestingly, however, our predictions regard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justification were not supported, with disadvantaged participants 

displaying the highest ingroup bias when the inequality was ambiguously justified. 

We discuss implications of these result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ausal factors 

underlying ingroup bias. 

Keywords:Race;Social pain;Discrimination;Person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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