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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管理论坛 

疫情黑天鹅下的经济“危”与“机”——CWM50 专家宏观论道 

疫情黑天鹅影响之下，我国经济生产停摆月余，一季度经济将会如何增长？

CPI 大幅上涨，拿掉“猪”之后通胀到底会有多大？复工率不及同期，国际航

运成本提升，全球供应链格局是否发生改变？创业板再创新高，股市是否已经

完全消化疫情的冲击？短期流动性支持到位后，全年政策应当如何安排？带

着一系列问题，2 月 20 日，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CWM50）组织业界专

家召开了“宏观论道：当前形势下的经济前瞻与资本市场展望”网络视频会

议。 

 

会上，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与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做

主题发言，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分别做深入

点评，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全国社保基金原副理事长王忠民

等众多与会代表参与讨论。上百位经济界专家出席了会议。 

一季度 GDP 增速预计大幅下降，不排除为零或负的可能 

任泽平判断，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时间将短于 2003 年非典，但由于经济

周期和结构等方面的不同，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大于非典，具体取决于

疫情持续时间和政策对冲力度，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一季度的 GDP 增速为

4%，全年为 5.4%。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性冲击，从长

期看，对我国的生产要素供给、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影响，不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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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但从短期看，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都向左移动，受

冲击较大，不排除一季度 GDP 增速为零的可能。 

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基于当前经济活动中工作损失天数

以及服务业受到的冲击的程度，一季度 GDP 增速的确有出现零增长的可能。 

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根据有效生产时间进行估算，一季度 90 个

自然日中，假定满额生产时间为 70 天，且维持正常 6%的增速，剩余 20 天工

作效率为 80%，则今年一季度的 GDP 正好与去年持平，按照目前的复工进展

推断，一季度经济增速不排除为负的情况。 

通过跟踪市场及各省的复工指数，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表示，

如果疫情防控情况不达预期，复工缓慢，在一季度 GDP 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的情况下，即使在二、三季度经济环比增长百分之十几，全年保 5 恐会有挑

战。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则认为，在供给过剩的大背景下，此次疫情

带来的需求缺口比预期中小，事实上也会加速去产能、去杠杆、优胜劣汰的过

程；同时由于我国互联网经济相对普及，不少需求转移到网上实现和新创造，

因此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比预期中乐观。 

中小企业和服务行业是重灾区，未来投资和生产的恢复会快于消费 

白重恩认为，疫情会对供给侧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是部分中小企业可能在

疫情的冲击下破产，且难以再复活；二是随着企业销售收入的减少且支出相对

刚性，会造成负债的增加，进而影响企业未来的发展能力。 

任泽平表示，因为这次疫情爆发的春节期间是消费的旺季、投资的淡季，

所以对消费的影响可能会更大。旅游、餐饮、酒店、交运、地产等聚集性行业

受到的冲击尤其明显，这些行业占 GDP 和就业比重高达 30%。电影、餐饮、

交运三个行业仅春节七天的损失就有 1 万亿。虽然医药、在线娱乐和在线办公

等行业相对受益，但是占比总体较低。疫情结束后，居民对聚集性的消费，还

会心有余悸一段时间，但未来投资和生产的恢复，会快于消费。 

沈建光介绍，从线上零售的情况来看，电商受到疫情的影响相对较小，机

器人和智能城市等新兴科技领域需求显著上升。对于电商行业，最大的掣肘是

道路阻塞、封城、封路等措施，对人员到岗和物流配送造成的影响。 

疫情之下通胀攀升？ 

统计数据显示，由于疫情叠加春节及猪肉价格周期，一月 CPI 同比上涨

5.4%，涨幅比上月扩大 0.9 个百分点。 

任泽平分析，随着生产逐步恢复和居民恐慌情绪退潮，物价有望回落，但

仍将处于较高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胀。扣除食品和能源的影响后，核心 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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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仅为 1.5%，处在合理区间，如果把猪肉价格因素从其中剥离，则呈现通

缩态势。 

刘煜辉认为，过去三、五年明显感觉到经济运行规律跟以前的状态不一样，

一方面经济增速在下降，另一方面货币购买力也在下降，伴随这一过程有明显

的通货膨胀上升。中央对经济一刺激，从工业周期品，到民生消费，再到社会

服务都会出现价格飙升，钞票毛得特别快；刺激一停下来，债务通缩感又会出

来，并会自我强化。 

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纪敏指出，从不同的维度看价格，得出结论会不太一

样。他举例，“拿掉猪以后是通缩”的判断更多是从需求角度。上一次 CPI 的

月度高点是 2008 年 2 月的 8.7%，此次 CPI 走高与上次情况相比，从需求角度

看 PPI、投资品价格、名义和实际汇率的裂口、利率等多方面均存在差异。纪

敏认为，分析差异背后的原因，要从整个经济体系结构的变化作全面分析。 

复工即失业？再谈中小企业之困境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认为，目前就业问题并没有开始暴露，

但随着疫情的深层次影响逐渐显现和传导，部分中小企业可能会受到更大的

影响。从宏观角度看，就业压力未来可能大幅上升。他建议，在政策上必须做

前瞻性准备，如创造就业机会、对中低收入人群给予消费补贴、失业保障等。 

浦发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薛宏立表示，从二月中旬的商业银行信贷数

据看，此次疫情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的影响非常大，加剧了中小企业的洗

牌，带来较大的就业压力。预计今年银行业表现整体中性偏差，不良债务压力

上升、利润空间收窄。在政策支持上，他建议监管层提升对商业银行的风险容

忍度，让商业银行有能力为授信的企业放贷、消化不良，让更多暂时遇到困难

但有发展前景的企业活下来。 

德意志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则认为，与以往不同，当前的主要矛盾

不是 GDP 增长，而是如何尽快复工，以及解决未来的就业问题。他认为当前

经济本身对劳动力有很强的需求，不需要刺激，但如果短期疫情不结束，情况

就比较严重。 

在如何兼顾疫情防控和复工方面，任泽平建议，可以以县为基本单位，每

万人确诊人数低于 0.1 人的，可以认为是低疫情区。按照这个标准，有 20 个

省份是可以有序复工的。同时他还建议，应该提前储备项目，疫情后可以启动

基建投资和减税等安排。对人口流入的城市群，进行适当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

放松地方债务的要求，尤其是债务终身追责制。加大对交运、教育、医疗等基

础行业的投资，有助于刺激需求、稳定就业，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中国制造业

的竞争力，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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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就如何援企稳岗的问题发表了观点，大量

企业认为造成困难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员工薪资。他建议，对于不解雇员工的企

业，财政对员工基本工资的进行补助和承担。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强调，复工率和就业率是两个概

念，复工率背后牵涉的生产要素的规模和数量更多。他认为，疫情对城市商租

等会形成较强大的冲击，GDP 之外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巨量的存量资产长期价

值的发挥。 

对于中小企业纾困与就业问题，祝宝良建议，一是将政策的着力点放在解

决企业的短期困难和就业上。财政要加大力度，赤字率可提高到 3.5%，另外

要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额度。二是货币政策要关注物价，短期增加流动

性没问题，疫情缓解后，要恢复到常态上去。三是社会政策要托底，要保就业

和失业人员，对在校学生、贫困人群等受物价影响比较大的群体，也要补贴，

这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准脱贫的要求。 

国家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刘勇建议，一是对受疫情影响的民营企业坚

持市场化救助，避免直接国企接管，造成新的“僵尸国企”，出现“民退国进”

的现象；二是经验方面应补短板、提效率，建议除发行防疫债以外，发行 5 到

10 年期的公共卫生健康债券，加大公共医疗等基础设施的力度；三是要坚持

改革的方式进行补短板，借机加大以 5G 为代表的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

展数字经济；四是用好军民融合政策，探索军民融合的应急处置和保障机制，

探索将一些库存、暂时闲置的军需等资源用作应急医疗物资，加强对地方支援，

盘活现在市场物资紧缺的困境；五是优化二手车和车辆的有关政策；六是推动

房地产的市场化健康发展，坚持房地产市场化改革方向，推进“人地挂钩”，

优化相关政策。 

疫情会成为产业链外移的催化剂？ 

国家外汇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表示，非典之后，中国制造业利用外资

的比例大幅下降，外商投资企业在进出口中的占比也有所下降，看上去外资在

中国整个制造业中扮演的角色地位在下降，但不等同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中地位的下降。一是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名列前茅，发展中国家里排名第

一。二是非制造业利用外资占比在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反而是

在上升的。三是外企在中国的进出口份额在下降，但是民企却异军独起。四是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的量和质上都有明显提升。 

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表示，中国的停摆对全球供应链可能会

产生一定影响。通过对市值合计达到 27 万亿美元的 857 家跨国企业的调研显

示，疫情对供应和市场两方面都带来了负面影响。在和中国存在需求或生产层

面联系的公司中，43%的企业表示目前来自中国的零部件和产品供应面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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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来一个月产能无法完全恢复，接近 86%的企业会受到影响，虽然有接近

57%的企业能暂时在其他国家找到一些供应，但这种供应属于勉强性质。在全

年经营目标方面，三分之二的企业表示影响不高于 0.5 个百分点，但也有五分

之一的企业表示可能影响年度销售额 2.5 到 5 个百分点。 

朱海斌表示，中国的产业链外移，在过去一两年基本上是市场共识，本轮

疫情只是一个次生因素，这中间最重要的主导因素还是来自于中美关系的变

化。疫情在短期会推动跨国公司在海外寻找备胎产业供应，但是这种备胎跟产

业转移可能是两码事。疫情本身是意外冲击，这次发生在中国，未来很有可能

也发生在另外一个国家，谁也不能认为转移到其他国家就不会遭遇类似的冲

击。从中长期来讲，中国产业链外移仍然是一个趋势，但更多的是受其他基本

面因素的主导。 

刘煜辉认为，中国作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枢纽，已经停摆了差不多两

个月时间，外盘全球金融市场的反应“几乎无痕”。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其

在对中国产业链枢纽的真实性和含金量进行压力测试，看看到底有多大的可

替代性。他认为，这就是我们今天必须直面的一个现实，我们必须自救，维护

世界工厂的地位。 

股市超预期上涨的背后 

任泽平认为，股市的大涨更多地反映了流动性的宽松，而不是经济基本面

的改变，在金融机构给企业放贷意愿比较低和房地产调控的背景下，流动性在

追逐权益类资产。他建议应该发挥股市支持实体经济的直接融资功能，在发债、

增发、并购、IPO 等方面发力，支持实体经济，防止概念炒作和资金空转。 

刘煜辉认为，短期的修复是流动性支撑的结果，从长期来看股市更像是经

济治理乃至整个国家治理的函数，而不像是经济的晴雨表。股票市场的风险偏

好能否保持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续的政策取向表现出多大的意愿和能

力，去抑制和降低制度成本的上升。 

张岸元强调，三月中旬，一些重要经济数据将陆续公布，投资者可能面临

巨大心理预期差冲击。要关注这一时间点的市场反应，如果股票没有出现大跌，

则基本可以判断通过了此次疫情冲击的考验。此外，目前行情也包含历年都会

起作用的“春季躁动”因素，到三月初，该因素将自然消失。 

汇添富首席投资官袁建军分析，此次疫情对中小企业冲击较大，会加速中

小企业的自然出清，行业龙头的产业整合速度也会加快，长期来看是提高了龙

头公司的投资价值。而资本市场在春节后开盘第一天表现不佳，这暴露了资本

市场中的一些长期结构性问题还没有解决，主要是投资者结构的问题。他建议

将中国的股票市场纳入央行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同时加大引导，改变对银行

等机构过多地考核中间业务收入的现状，引导长期资金参与资本市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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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六，还是不保六？ 

汪涛认为，应该下调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在疫情不改变中长期向好的发

展趋势下，要弥补突然的负面冲击，就需要在宏观政策等方面采取措施，增加

货币流动性、降息、财政补贴、减税等。应当加大医疗设施和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的支出力度，短期内肯定加大财政赤字，但这是疫情防控和发展经济的

需要，是可以接受的。 

朱海斌建议，下调今年的年度增长目标。如果要保六，今年必须出台大量

的刺激政策，会给中长期的结构性调整带来更大的问题。其次今年财政收入肯

定也会减速，财政赤字目标也应该同步调整。 

刘煜辉认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争论的背后，是认知源头发生了分析，即

中国经济当下的潜在增长到底处在一个什么状态。他认为，中国的潜在增长目

前甚至更早已经进入非稳态的状态，一些要素供给和要素质量在带着加速度

变化。而受限于数据频率，现有的技术测度方法要实现对此的精准实时追踪可

能是有难度的，因此在疫情冲击下，肉眼能够看到的是总需求“脸着地”。更

重要的是肉眼看不到的，潜在增长是不是也有可能进入“脸着地”的状态。 

祝宝良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应该坚持，应该根据疫情防治情况，

以及对一季度的冲击到底有多大，来确定全国的经济目标，此外一些政策安排

可以做相应调整。 

白重恩认为，政策的选择要基于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短期还是长期的

判断。为此他提出一个“女巫的咒语”假设：假设最近两个月经济的停摆是一

个女巫念咒的结果，大家一觉醒来还是一切如常，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不需要采

取特殊的政策，这就是短期影响——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疫情一定会对人们

的生活方式、社会的消费行为产生影响，会影响到中小企业的生存乃至很多企

业的长远发展能力，这就需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再分别给

出不同的政策选择。 

面对疫情，危中寻机，转危为机 

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原主席肖钢提出四点建议，第一、要加强对中长期

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这次疫情不会改变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中长期、特别是长

期向好的趋势。分析短期的冲击固然重要，但更多地应该加强疫情对未来中长

期的影响研究，特别是对我们产业结构、产业升级等方面的影响分析。第二、

深入分析两次疫情的不同。此次疫情的经济环境和 2003 年有很大的不同，应

当深入分析，进而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研究对策措施，深化改革、化危为

机。第三、建议加强对当前出台的政策措施的科学性、有效性、协调性的分析。

这些措施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财政减免，一个是货币信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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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非常必要。第四，要进一步稳定资本市场，要分析疫情对未来经济的发展和

上市公司后续的影响，特别是未来产业链的影响，目前还没显现出来。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表示，对这次公共卫生事件，如何总

结经验教训，应该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这对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提

升国家治理能力尤为重要。我国这次强大的动员能力离不开 40 年来的改革开

放、发展市场经济所形成的雄厚物质基础，一些否定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观点

值得警惕。 

白重恩认为，此次疫情让线上产业迎来发展机遇，也让公众对于国家治理

民生保障等问题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和关注，应当抓住此次契机，认真研究分析，

优化我国治理体系，增强我国软实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魏加宁认为，信息是社会的生产要素，

信息不能够自由流动，就会出现结构性失衡进而导致危机的发生。目前信息流

不畅是市场的短板，而危机的爆发其实就是暴露短板的过程。未来发展形势主

要取决于改革到底怎么做。如果能够把短板补上，解决行业垄断、市场分割，

包括国企的垄断造成的不公平竞争所导致的福利损失等问题，则未来仍有较

大的增长空间。 

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秘书长刘喜元主持了会议。 

来源：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 

https://mp.weixin.qq.com/s/R_FXqDK1EyKCu6w8POhUCA 

疫情全球蔓延，谁受益谁受损？                           

全面剖析当前大类资产配置策略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意大利、韩国、伊朗严峻。 

全球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标普 500 指数下跌 3.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下跌 4％。法国 CAC40和德国 DAX 指数均收跌逾 4%。韩国综合指数跌 3.87％。 

黄金价格大涨，创近几年历史新高。充分体现了投资者避险情绪之强烈。 

情绪之外，我们需要关注：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严重的还是短期的扰动？ 

□新冠疫情过后的而全球经济，是 V 型修复还是 L 型疲弱？ 

□新冠疫情带来的股市周一大跌，是股市下跌的开始？还是投资者抄底

的良机？ 

□创了近几年历史新高的黄金价格，还能再涨吗？ 

1.海外新冠疫情不明朗之际，应对，比押注式预测更有价值 

javascript:void(0);
https://mp.weixin.qq.com/s/R_FXqDK1EyKCu6w8POh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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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海外新冠疫情的前景不明朗。一方面，海外新冠疫情能否在短时间内

迅速被抑制，需要看各国或者地区的防疫措施是否及时有效，这决定了海外新

冠疫情退去的时间、速度。另一方面，海外新冠疫情之后的经济能否快速回升，

需要看各国或地区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恰当，这决定了全球经济的修复能力。

换句话说，对海外新冠疫情的应对政策的差异，会带来海外新冠疫情前景的较

大不同。这个是不可预测的。如果一定要去给出一个预测，对实际的财富管理

指导价值也是比较低的。 

目前，投资者需要的不是去押注某种投资观点，如海外新冠疫情对经济的

影响较大或较小。而是更需要一个科学的分析体系与合理的分情景应对策略。

有了这个应对策略，就可以根据各国或地区防治海外新冠疫情的效果，做出合

理的理财配置调整。 

我们在大类资产配置视角下还需要进一步关注： 

（1）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这决定了风险资产还是避

险资产成为理财组合的主体。 

（2）哪些国家或地区受影响较大。这决定了哪些国家或地区的资产需要

回避。 

（3）海外新冠疫情持续的时间长期的还是短期的？这决定了针对海外新

冠疫情的资产配置调整是短期的战术配置还是长期的战略配置。 

（4）目前海外新冠疫情处于什么阶段？未来一段时间会看到什么政策变

化？这决定了投资者信心的变化方向。 

2.未来一段时间，大家会看到什么变化？ 

以史为鉴，从国内 2003 年非典疫情的经验看，疫情演进以及投资者的认

知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疫情开始阶段，市场认知不足、反应吻合甚

至没有太大的反应。第二阶段，大规模爆发滞后，市场紧张甚至恐慌。第三阶

段，疫情发酵，但是投资者预期平稳，疫情逐步结束。 

目前，海外新冠疫情处于第二阶段。未来一段时间，大家会看到什么变化？ 

投资者信心方面。随着更多国家或地区出现新冠病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病例数量的快速增加，投资者会变得更加担忧。 

经济方面。经济活动减弱，高频经济指标回落。 

政策方面。各国或地区在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紧急应对之后，将会出台宏

观经济政策对冲经济方面的影响，降息等政策值得期待。 

短期资产表现。在海外疫情爆发、前景不够明朗的第二阶段，投资者信心

整体偏弱、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恐慌。避险会成为短期的第一需求。短期内，

避险资产表现更好，黄金、债券资产整体表现较强。而以股票、原油、基本金

属、房地产为代表的风险资产会遇到较大的抛售压力。 

3.分情景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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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需要一个分情景应对策略体系，才能在海外疫情的不同变化情境

下，及时采取正确的理财组合调整决策。从财富管理的角度看未来的海外疫情

变化，关键点有三个：疫情控制情况，疫情持续的时间，稳经济的政策力度。

这三个因素的不同情景组合，构成了三种主要的分析情景。 

（1）乐观情景 

疫情较快见顶回落，或者防疫效果让投资者相信疫情能较好的防治。疫情

持续时间较短，只有 2-3 个月。这种情境下，经济受影响的程度相对不大，各

国宏观政策一般不会全面刺激经济增长，政策整体保持原来的趋势。 

投资者情绪短期有脉冲式回落，但是会较快的修复。 

乐观情景下的主要资产走向： 

美股：投资信心波动带动市场快速调整、修复。整体上美股处于历史高位，

小心美股投资者风险偏好回落带来的下跌风险。 

港股：短期快速调整、快速修复。估值在全球有优势，疫情过后，上涨空

间大。 

海外债券：短期债券小幅上涨。疫情结束后，债券有回落风险。 

商品：原油、基本金属短期小幅回落。疫情后反弹。 

黄金：避险需求脉冲式波动，整体上升空间不大。短期上涨到高位之后，

随着疫情逐渐被防治，黄金价格有回落压力。 

美元指数：整体偏强。 

乐观情景下的海外资产配置建议：战术配置调整为主。 

整体上，低位增持股票、商品为代表的风险资产，上涨中适度减持黄金、

债券为代表的避险资产。经过疫情之后，适度超配估值处于较低位置的海外股

票、商品资产。适度低配黄金、海外债券等避险资产。海外股票资产里，增持

估值更加便宜的新兴市场，如港股。适度减持估值历史高位的美股。 

（2）一般情景 

疫情持续时间略超预期，持续 1-2 季度结束。 

对海外经济的影响较大，宏观政策加大稳经济增长。疫情过后，海外经济

较大幅度回升。投资者情绪会波动较大。 

一般情景下的资产走向： 

美股：新冠情可能会带动美股风险偏好回落，美股阶段性走弱。 

港股：短期快速调整、阶段低迷。疫情结束后的上涨空间大。 

海外债券：作为避险资产，海外债券成为主要配置资产，价格上涨。疫情

结束后，债券有回落风险。 

商品：原油、基本金属阶段性回落。疫情后政策预期带动商品价格反弹。 

黄金：避险需求较强，对黄金价格的推动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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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指数：会有波动。需要观察欧美防治新冠疫情效果的强弱，以及各国

的货币政策节奏。 

一般情景下的海外资产配置建议：战术配置与战略配置调整结合。 

整体上，在海外新冠疫情防治前景不明朗之前，以持有避险资产为主，减

持风险资产。在海外新冠疫情防治预期稳定之后，可以低位适度增持股票、商

品为代表的风险资产，适度减持黄金、债券为代表的避险资产。 

经过疫情之后，适度超配估值处于较低位置的海外股票、商品资产。适度

低配黄金、海外债券等避险资产。海外股票资产里，增持估值更加便宜的新兴

市场，如港股。适度减持估值历史高位的美股。 

（3）悲观情景 

疫情持续时间长，大幅超过预期。宏观经济受到较大的冲击，政策大规模

稳增长。投资者信心低迷，避险需求强烈。 

悲观情景下的资产走向： 

美股：全球经济预期降低。美股大幅回落。 

港股：较大幅度回落，回落幅度好于美股。 

海外债券：避险需求推动海外债券持续上涨。 

商品：原油、基本金属价格走低。 

黄金：避险需求推动黄金价格上涨。 

美元指数：需要观察欧美经济的强弱，以及各国的货币政策节奏。 

悲观情景下的海外资产配置建议：战略配置调整为主。 

整体上，以持有避险资产为主，减持风险资产。海外股票资产里，主要以

估值更加便宜的新兴市场，如港股为主。  

4. A 股跟随下跌还是独立行情 

海外疫情带来海外股市大幅下跌，A 股市场是跟随下跌还是能走独立行

情？A 股在经过 2 月份的 V 型强势反弹之后，投资者偏乐观。海外股市下跌

会适度降温国内投资者的信心，A 股短期内会跟随海外市场下跌。但是从新冠

疫情角度看，国内新冠疫情的防治已见成效，而海外疫情正在上升，海内外投

资者的信心不同。这决定了国内股市回落的幅度相对较小。 

在外疫情走向的乐观与一般的情景下，A 股将会表现出行情的独立性。特

别是在国内新冠疫情治理效果良好的环境里，中国资产可能会成为全球资金

的主要配置方向之一。在海外疫情走向的悲观情境下，A 股将会有一定程度的

回落压力。 

来源： Beta 财富管理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1R9vmYepcaN9DPIApy8MPA 

javascript:void(0);
https://mp.weixin.qq.com/s/1R9vmYepcaN9DPIApy8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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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疫情将对中国经济和财富分配，产生深远的影响 

1.人有了，钱也有了，可料没了 

随着疫情拐点将近，整个国家的注意力渐渐聚焦到“复工”上，政策都集

中在提供资金支持、恢复人员到岗上。不过，“人”和“钱”只是复工的一个

方面，第三个影响复工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浮出水面，那就是“料”。

春节前囤积的原料用完了，上游的生产和运输都还没有完全恢复，市场上要么

没货，要么价格暴涨。复工最痛苦的事是没人，没钱；复工最最最痛苦的事是：

人有了，钱也有了，仓库里原材料没了。 

还不只如此。人和钱只是中国经济自己的危机，但“料”就是全球的危机

了。从来没有经济学家做过这样的推测：如果中国经济突然停摆一个月，全球

会为之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答案现在就来了。运输停滞造成的影响可说是

“货出不去，料进不来”，造成整个产业链的断裂。 

有中国买家向沙特阿拉伯请求减供原油和天然气，造成满载的油轮和空

空如也的天然气载运船滞留在海上。 

汽车产业链的很多环节都转移到了中国，国际汽车巨头，特别是日韩系车

企面临停产。 

苹果公司表示，其智能手机的供应或因新冠病毒疫情受到影响。 

更糟糕的是，药企发出警告，因为全球大部分原料药都在中国生产，全球

药房都将面临抗生素和其他药物的紧缺。 

这个问题显然引起了高层的关注，21 号的政治局会议甚至首次提到了

“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说法。当然，疫情只是一次性冲击，全球供应链的

秩序早晚会恢复，甚至可以把它看成对中国主导的全球供应链的“实盘压力测

试”。 

不过测试之后必有回响，我认为，本次疫情将对未来产业链的格局产生深

远影响。 

大家可能觉得这件事太遥远，对自己没什么关系，那么我要说的是——这

个深远的影响还将改变未来中国的财富分布格局，不亚于此前二十年房地产

对中国人财富的影响，这就跟大家都有关系了。 

2.产业链碎片化 

想要理解这种影响，先要回顾一下，中国是怎么变成“世界工厂”的。 

最初的故事当然是劳动力便宜，政府招商引资力度大、这些都是在东亚发

生过几遍的故事。后来的故事是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物流体系的突飞猛进，这

被归为“中国体制优势”，也可以理解。但再往后，事情开始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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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制造业有明显的产业聚焦现象，一个村一个镇常常很多家工厂生

产同样的产品，这是因为一个“能人”偶然成功，导致大量熟人效仿造成的。

这些工厂相互压价，挤掉了其他地区的制造商后，自己也面临着无序竞争的压

力。 

在人力成本上升的时候，想要控制成本，就要专业化大规模生产。不同的

工厂开始专注于原制造中的某些生产环节，形成相互错位竞争，这样就把产业

链进一步细分。类似电子、汽车这些产业链复杂的行业，原先的“零件厂——

组装厂”的生产模式，被细化为“元件（材料）——器件（零件）——组件（零

部件）——模组（零部件总成）——整机组装（整车）”极其复杂的供应链体

系。 

一部手机，包括几百个供应商的制造与装配劳动，“生前”在全球移动的

距离，很可能超过它一生中的移动距离。这个“产业链碎片化”的趋势一旦开

始，只要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下降超过供应链的各环节的交易成本，就不会停

止。 

专业化生产的另一个问题是受下游技术路线的影响太大，所以，厂家力争

让自己的产品通用化，进入多个产品供应链，以保障自己的安全，这就形成了

多个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纠缠状态。 

产业链的精细化程度和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导致单一企业的搬迁会遇

到供应链的困难，而大家一起搬又缺乏协同效应，使产业链的迁移变得更加困

难。上个世纪的 40 年里，制造业实现了“美国——日本——韩国、香港、台

湾——中国大陆”的三次大迁移，但在本世纪的 20 年里，尽管中国的人力成

本上升了两三倍，但向东南亚的迁移仍然不明显。 

很多经济学认为，中国就是制造业迁移的“终点站”。但产业链的碎片化

也造成了脆弱性，细分环节的寡头效应明显，供应商数量大大减少，一旦出现

意外，就会造成整条产业链的停摆。 

这次疫情，企业光自己的厂复工还是无法生产，还要看上下游的复工情况。 

比如口罩的生产很简单，对人的要求也很少，但大规模放量的瓶颈在于熔

喷布，这种无纺布的用途涉及纺织、环保、锂电池材料等多个行业和产业链。

而熔喷布放量的关键材料聚丙烯，这是石化行业的产品，所以到最后，能最快

生产口罩反而是中石化。可中石化要上生产线也有瓶颈，还得先有口罩生产设

备，这就涉及到了机械设备行业…… 

还有韩国半导体行业看似实力雄厚，被日本断供三种材料就被抓住命根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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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国家的“黑天鹅”也许很罕见，但某一个产业的“黑天鹅”可能会

越来越多。产业链之间的交叉，A 产业链的某些中间环节出现问题，发生连锁

反应，祸及 B 产业链的现象，将会很常见。 

产业链布局过于集中又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本次疫情还没有过，已有汽车

企业要求供应商加速了将生产线转移至越南等东南亚基地的进程。只是，疫情

毕竟是一次性影响，会造成产业链持续转移的趋势吗？ 

3.“世界工厂”变成“全世界开工厂” 

制造业产能迁移的趋势早在疫情之前就逐步开始了。 

第一批“出海”的企业都是类似服装鞋帽一类人工成本占比大、但供应

链很简单的行业，可是“先头部队”回来报告的却是：东南亚建厂的劳工制度

合规成本，常常抵消了人力成本的下降带来的好处。当然，让企业下不了“出

海”决心的，更重要的还是前面的“产业链的聚集效应”。但 2017 年开始，

企业出海的速度再次加速，因为企业产能的迁移并不完全算的是经济账。 

随着中国在国际上渐渐改变以前的低调赚钱的形象，以一个有影响力的

大国出现，跟传统强国特别是美国之间的摩擦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直接体现

在贸易摩擦上，最终演变了贸易战。所以，对于出口企业而言，把全部产能都

放在国内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想要在产业链上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走出国

门。就算企业老板自己不想国外建厂，下游的大客户为了供应链安全，也会要

求你这么做，比如到美国建厂的曹德旺。像这次的苹果供应链之所以还能够恢

复一定的产能，很大一部分是早先转移到东南亚的产能发挥了作用。 

不过，问题在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体量接纳“中国制造”的全部供应

链，所以，企业更倾向于在现有产能中分出一部分，根据各国的资源禀赋，上

下游配套，以及产品不同的消费市场，在最适合的国家设厂，合理布局，保证

整个供应的高效、安全，同时控制成本。这样，完整的供应链还是掌握在中国

人手里，并不会影响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就像美国人把美元撒向全球，

但“印美元的机器”牢牢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 

很多人觉得工厂产能跟美元不一样，美元一秒钟就能够实现在全球的流

入和流出，但工厂投下去之后你很难再收回。实际上，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工

厂，并不仅仅是因为人力资源丰富。中国的工厂在管理体系、产能提升、技术

品质控制等方面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先进的地步。虽然产能出去了，但是整个

工厂的管理中心仍然是在中国国内，供应链的整合仍然是在国内——从内地

工厂到海外工厂是一个“复制+粘贴”。 

此外，5G 的发展也有利于产能出海，5G 的“低时延，海量数据高速传输”

的特点，将大大加速工业互联网的推进，未来工厂有传感器，可以随时拿到生

产数据，可以大量利用机器人代替工人，降低企业的劳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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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工厂未来可能只是一个位置的概念。过去，美国人用科技和资本征服

世界，未来，中国人用工厂产能撒遍世界。中国企业的产能转移是“经济全球

化”的一部分，过去造就了中国的世界工厂，未来也会形成“全世界造工厂”。

“美国的金融资本与技术+中国的产业资本与产能”可能是未来二十年的大

趋势。很多人觉得，说了这么多，我又不去开工厂，这个趋势将会给普通的中

国人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4.资本性收入将成为财富增长的主要来源 

近二十年，美国国内的财富分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富的越富，穷的越穷，

为什么出现这种财富分配的分化呢？ 

我们知道，美国人不存钱，但热衷于买各种投资于股市的共同基金，他们

的养老金也靠投资于资本市场。而美国股市近二十年正处于百年来最大的一

波牛市之中，这波牛市的推动力，除了科技股之外，另一大因素是全球化引起

的公司海外收入的提升，不管是道琼斯还是标普 500，其样本公司的海外收入

都从不到 20%上升到现在的 40-50%。 

美国人通过资本市场，赚了全世界的钱，但财富却只属于一部分人。美国

的富裕阶层收入大部分都来源于资产性收入，而中产及以下主要来源于工资

回报，这样，工作机会流出，资本回报流入，这就导致百年来最严重的贫富分

化。 

我们知道，特朗普上台是美国中产阶级收入下降导致的民粹主义反全球

化的结果，但实际上，以前反对他的人，这次大选也因为股市的财富效应，转

而支持他。特朗普成了贫富分化的最大受益者。 

资产增值带来的财富效应，中国人并不陌生，房产是这二十年最大的造富

机器。但中国普通人的痛苦程度并不像美国人那么高，因为全球化带来的工作

机会，导致工资性收入也是快速增长的。但如果前面说的“世界工厂”变成

“全世界开工厂”的逻辑成立，那么接下来，虽然不会危及中国的产业链聚焦

优势，国内的工作机会同样会减少。 

更重要的是，工厂是重资产，需要不停地投资，海外工厂的利润不一定能

回流国内。所以接下来，国内的低收入阶层可能经历美国人经历过的痛苦。那

么，高收入阶层呢？很多人对中国股市的印象还停留在“赌场”两个字上，实

际上，中国最重要的公司，除了华为等少数，绝大部分都是上市公司，一半在

A 股，一半在港股美股，大部分未来都会回归 A 股。 

海外工厂的利润不一定会回流，但会以市值提升的形式体现在资本市场

上。但这“一进一出”，分配方式改了，从“按劳分配”变成了“按资分配”。

过去十几年的城市化，资产增值主要体现在房产上，而未来十几年的资产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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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主要体现在股票上，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将在中国重演。其实这个

故事已经开始了。 

5.从富士康的打工妹到千亿市值的上市公司老板 

A 股千亿市值的大公司中，海外收入占比最高的公司（达 90%）是一家叫

立讯精密的公司。估计除了股民，没几个人知道这家做苹果 AirPods 代工的非

常低调的公司。立讯的创始人王来春是富士康的第一代打工妹，从生产线员工

开始，一步步走到课长后，辞职创立了立讯。从最简单的连接器开始起家，就

是连接导体和电子元件的东西，类似网线的那个插头，一步步把业务延伸到天

线射频、无线充电、光学、声学等多个品类。 

以 AirPods 为例，立讯之前从来没有进入过声学领域，苹果对供应商的要

求又是非常之高，为什么能切入苹果的这一块业务呢？因为 AirPods 太小了，

对精密制造能力要求非常之高，之前台湾的组装厂良品率一直不高，导致成本

居高不下，立讯接手之后，很快将良品率提高到 100%，这才成为 AirPods 的第

一大供应商。从 2017 年开始，以立讯精密为首的苹果产业链公司，纷纷在越

南等国建厂，海外产能占比迅速提升，这使得它们能在贸易战的压力下顽强生

长，也为它们打开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立讯精密上市 10 年的市值增长了几百

倍，一家企业就给 A 股的股民带来上千亿财富。立讯只是中国制造业造富的

缩影。 

10 年前，中国的消费电子行业过 100 亿市值的上市上公司没几家，现在，

过千亿市值的公司近 30 家。苹果早期的供应商绝大部分都是日韩欧美企业，

现在一大半是中国的供应商。特斯拉承诺今年 100%国产化，不是政府的压力，

而是汽车的供应链本身就正在转移到中国，而整个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国产化，

就能为 A 股带来 20-30 万亿的市值。只是，苹果产业链的产能经历了“从国外

到国内再到全球”的过程，特斯拉产业链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供应商的

“内地和海外产能”齐头并进的格局。 

未来的中国会不会诞生世界级的科技巨头、消费品牌巨头，我不确定;但

我确定中国会产生全球制造业巨头，而且不止一个，将给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带

来的巨大回报，将会远远超过给就业、给国家税收带来的回报。而 2020 年的

春天，将是未来财富分化的一个里程碑。 

来源：新浪财经网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nd/fundzmt/2020-02-29/doc-

iimxyqvz6667881.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nd/fundzmt/2020-02-29/doc-iimxyqvz6667881.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nd/fundzmt/2020-02-29/doc-iimxyqvz66678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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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到底有多少财富？ 

这段时间全国人民响应号召宅在家中“闷死”病毒，这几乎是控制疫情

蔓延的唯一办法，但我们宅在家里的同时也付出了代价——企业无法正常开

工，企业的收入和我们的工资也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过去累积的财富成为

一个重要的缓冲垫，这个垫子越厚越能有效对冲突发事件的冲击。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财富这个话题：我们中国人有多少财富，怎么分

布的；这些年财富管理行业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最后是我们的建议——我们该怎么办，怎样才能顾好自己的钱袋子。 

一、国人财富：总量、结构及其变化 

我们把财富界定为可投资产。下面我们从总量、结构及其变化三个方面来

捋一捋国人的家底。 

首先看总量。2009 年以来，我国的个人可投资资产总额快速上升，截至

2018 年底，已经达到 196 万亿，预计 2019 年会突破 216 万亿（见图 1）。从

增速看，2016 年以来，我国个人可投资资产的增速已从之前的两位数增长，

跌落到如今的 10%左右，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增长速度的放缓一方面是因为

GDP 增速下台阶带动整个财富增速下台阶；另一方面是因为最近几年的金融

供给侧改革对财富管理行业产生了一些冲击。 

      

其次看结构。从居民理财结构上看，储蓄占据金融类资产配置的重头，达

到 51%；银行理财紧随其后，约占 15%；资本市场投资（股票、基金、债券）

占居民总投资的 14.5%；保险投资占 10%；现金占比约 5%（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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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居民资产规模的分布上看，分化有加剧的趋势。2018 年，中国的高净

值人群数量达到 197 万（见图 3），与 2016 年相比增加了约 40 万，年均复合

增长率由 2014-2016 年的 23%降至 2016-2018 年的 12%，其中超高净值人群规

模约 17 万，可投资资产 5000 万以上的人群规模约 32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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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财富规模看，2018 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共持有 61 万亿人民币的可投资资

产，年均复合增速为 12%，其中超高净值人群持有资产 25 万亿人民币，2016-

2018 年均复合增速为 17%。 

 

二、供给侧改革：制度、组织和产品 

2018 年以来，监管层对财富管理行业进行了一系列供给侧改革，涵盖制

度、组织和产品三个方面，对财富管理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择其要点

为大家做个介绍。 

在制度层面，2018 年以来监管层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性文件（见图 5），对

监管职责、资管机构运作以及资管产品等做了明确的规范。 

 

在组织运作层面，明确要求： 

1.资管业务分离，包括组织层面的分离（针对主营业务不包括资管业务的

金融机构）和业务层面的分离； 

2.规范关联交易； 

3.提高对信息报送和信息披露的要求； 

4.要求计提风险准备金； 

5.加强第三方独立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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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层面，明确要求： 

1.银行理财产品打破刚兑，禁止银行开展表内资管业务； 

2.资管产品进行净值化管理； 

3.资管产品分为公募和私募，并明确私募的准入门槛以及公募的投资范

围； 

4.禁止开展资金池业务。 

在供给侧改革引发财富管理行业大洗牌的同时，金融市场开放对财富管

理行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2020 年 1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中美第一阶段经贸

协议，双方在协议第四章就金融服务约定建立公平、有效、非歧视的市场准入

待遇。在银行领域，支持美国机构申请证券基金托管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 A 类主承销商牌照；在证券领域，在 2020 年 4 月 1 日之前取消外资限制，

并允许美国独资服务提供商参与证券、基金管理和期货行业；在保险领域，在

2020 年 4 月 1 日之前取消寿险、养老金和健康保险领域的外资股权上限，取

消所有保险行业的业务范围限制。 

总的来说，金融供给侧改革和金融市场开放在制度、组织和产品三个方面

深度重塑了财富管理行业。我们认为，制度向国际准则靠拢、组织运作规范透

明、产品净值化/供给多元化会是未来几年财富行业的主基调。 

三、财富管理：资产配置是王道 

作为投资者，我们应该如何管理自己的资产呢？长久实践和大量的研究

证明，资产配置是实现财富保值增值的唯一方法。如何做好资产配置？我们认

为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弄清楚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第二步，

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期限精选资产，构建投资组合；第三步是定期

检视自己的投资组合。 

首先来看第一步，如何确定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期限？风险承受

能力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评估，一是个人或者家庭的资产规模；二是年龄。

个人或者家庭的资产规模越大，越应该降低投资的风险偏好，将投资的目的从

增值转为保值；另一个就是投资者的年龄应该和风险承受能力成反比，年龄越

大，风险偏好应该越低。 

很多投资者弄不清楚自己的投资期限，导致事先制定好的投资计划因为

各种日常或者意料外的支出而无法严格执行。在此，我们的建议是，用于投资

的钱一定是余钱，不能用于日常开支和意外支出。日常开支好规划，如何应付

意外开支呢？唯一的办法就是配置保险，通过保险的配置规避意外支出，从而

保证自己预设的投资期限能够严格遵守。 

第二步是精选资产构建投资组合。这一步建议投资者听取专业投资顾问

的意见，我们在这里提供几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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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配置范围。资产的范围应该尽量多元，现金、固收（包括国内债和海

外债）、黄金、股票（尽可能覆盖国内外股票市场）以及另类资产。 

二是配置比例。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应该服从于投资期限和风险承受能

力，但单一资产的比例最好不低于 5%。 

三是精选资产。我们的建议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市场，应该选择被动型的产

品；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市场，应该选择主动管理型的产品。 

第三步是定期检视自己的投资组合。检视投资组合的目的是确保投资组

合不偏离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而不是去预测资产的涨跌。多长时间检视一次？

综合调仓成本和调仓必要性，我们建议每个季度检视一次。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祝福所有的读者在新的一年里都能实现财富的保值

和增值！ 

来源：艾瑞网 

http://column.iresearch.cn/b/202002/882907.shtml 

民营银行五周年 如何实现“特色”突围？ 

随着“互联网+”被上升为国家战略，互联网正在逐步从消费服务业向传

统产业渗透，传统银行业也将加快迈入互联网时代。据公开信息显示，微众银

行、网商银行、新网银行等“头部”民营银行已带有明显的“互联网银行”标

签。而位于第二梯队的蓝海银行、众邦银行、亿联银行等也在创新发力金融科

技，综合发展水平在同批民营银行中崭露头角，为民营银行“特色”突围带来

了实践样本。 

1.五年征程 探寻之路 

从 2014 到 2019，距离民营银行获批开业已有五年时间。回望五年历程，

目前我国民营银行发展总体平稳，在丰富金融体系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

取得明显成效，尤其在服务小微金融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我国金融体系的

重要补充和普惠金融的重要力量。 

据《中国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7 年，各类银行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中，民营银行以 36.3%的增速位居各类银行前列。这意味着，

民营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探索路径正在逐步成型。 

但另一方面，由于民营银行处于初创期，存在业务品种单一、业务资质不

全、业务结构不均衡等困境，加之受限于“一行一店”模式，发展也面临掣肘。

如何快速找到突破口实现弯道超车，成为民营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2.金融科技牌如何打? 

纵观行业发展态势，民营银行自成立以来，便被打上“互联网银行”标签，

大部分民营银行将金融科技作为有效工具，以科技力量作为银行底层业务支

http://column.iresearch.cn/b/202002/882907.shtml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60636.shtml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61121.shtml
http://bank.hexun.com/
http://bank.he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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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将科技运用于获客、产品、风控等领域，在金融创新服务中发挥科技赋能

的后发优势。打好科技牌，实行差异竞争，走特色化发展道路，显然已成为民

营银行的发展方向。 

目前，民营银行在金融科技领域发展来看，“头部”特征尤其突出，具有

代表性的微众银行、网商银行“一骑绝尘”，蓝海银行、苏宁银行等 O2O 类互

联网银行紧随其后，其他一些银行也是各有千秋、亮点层出。民营银行出现“头

部梯队创新突破，第二梯队承前启后”发展趋势，依托金融科技手段，快速推

动民营银行创新发展。 

3.共建开放银行平台 

在开放互联的背景下，民营银行通过构建互联网金融开放平台，以“连接

者和输出者”的角色，与金融机构、互联网公司和科技企业实现互联互通。对

于民营银行来说，建立自己的银行生态环境尤为重要，开放银行或是一个很好

的路径选择。 

我们了解到，蓝海银行联合美菜网研发的“美白条”产品，率先尝试场景

化金融模式已走在业内前列。同时，该行明确把“互联互通”作为重要战略，

携手国内一流企业和平台，打造了共同获客、共建场景、共创产品、共担风险、

共享收益的“五共策略”，成为民营银行发展的突出亮点。 

相较于传统银行的优越性，开放银行有效地把握客群的风险特征和金融

行为习惯，对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更具实质性的意义，成为未来民营银行发展

值得借鉴的优势所在。 

4.做普惠金融的补位者 

随着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深化，民营银行的发展迎来了全新机遇。“以服务

实体经济为导向，改革优化金融体系结构，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政府

工作报告中指出。 

坚守普惠金融，坚持走差异化发展之路。微众银行推出小微企业贷，网商

银行有信任付、网商贴等，特征都非常明显。而注册地在地级市的民营银行中，

蓝海银行也先后推出商贴宝、银贴宝、蓝惠贷、蓝邸贷等产品及“海 e 链”平

台服务小微企业，真正将普惠金融理念落到实处。 

5.以产品创新力争突围 

在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国家鼓励民营银行在产品和服务方面进行创

新探索与实践。在此背景下，在资产端，以微粒贷等为代表的银行自研贷款产

品改变了银行传统的信贷逻辑。在负债端，以各类宝宝类产品为代表的银行负

债产品及线上获客引流模式创新改变了银行负债业务模式。而蓝海银行在银

行业内首创的“线上存款获客引流模式”，更是受到了业界广泛关注，引来各

中小银行纷纷效仿。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1069.shtml
http://iof.hexun.com/index.html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624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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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的五年时间内，作为金融领域的新兴主体，

民营银行进一步丰富了银行业体系，激发了民营经济活力，在践行普惠金融方

面做出突出贡献。当前，民营银行已逐步将目光从 C 端转向 B 端市场，以“开

放银行”战略融入更多的场景之中。 

对于民营银行而言，由于成立时间较晚，普遍存在特点不够突出、定位不

够清晰等问题，但涉及到具体的业务种类与模式则屡有创新。譬如，以互联网

银行为定位的微众、网商、新网等，陆续推出丰富的金融产品，覆盖个人与小

微两大类群体。再比如以“打造交易型、平台型、轻资本型的 O2O 类互联网银

行”为战略定位的蓝海银行，在监管部门指导下，据悉在开业第二年就已经实

现了盈利，体现出民营银行发展的稳健发展势头。 

相信未来，民营银行将持续打造互联网型银行业态与模式，在实现“特色”

突围的同时，继续为普惠金融的落地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发挥积极推动作用。 

来源：和讯网 

https://mp.weixin.qq.com/s/sWllHQufPrmUFR_5knL2JA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外资财富管理机构如何开启中国业务的春天 

上溯到 18 世纪的瑞士私人银行，国际性金融机构在财富管理（wealth 

management）领域已经积累了超过 200 年以上的经验。时至今日，广义上的财

富管理已经从专属服务少数富豪阶层扩展到高净值客户、富裕中产阶级和普

通居民等各类投资者，服务渠道涵括了私人银行、家族办公室、零售银行及各

类资产管理机构，资产配置范围从现金管理、股权投资、有价证券、私募基金

到大宗商品、另类资产、金融衍生品、艺术品等几乎无所不包。 

根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咨询联合发布的《2019 中国财富私人报告》，中国个

人可投资资产总规模近 200 万亿人民币，其中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在 1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量近 220 万人、人均可投资资产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 

面对规模如此庞大的中国财富管理市场，多年来外资机构一直在努力尝试

以适当的方式切入，但是由于过往外资基金、证券公司和资产管理机构的市场

开放程度有限，在中国市场提供财富管理服务的外资机构集聚在银行业。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在华外资银行复制海外成功经验，推出了第一批财富

管理和私人银行服务。在 2009 年金融危机退去之后，中资银行迅速崛起。在

华外资银行业在中国财富管理版图中的影响力受到巨大挑战。 

在中国金融市场持续对境外开放的大背景之下，2020 年 1 月 3 日银保监

会[2019]52 号高屋建瓴地提出银行业和保险业要坚持“回归本源、优化结构、

https://mp.weixin.qq.com/s/sWllHQufPrmUFR_5knL2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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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监管、市场导向、科技赋能”，“到 2025 年，实现金融结构更加优化，

形成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保险机构体系。” 为达成这一宏伟目标，

银保监会要求“积极推动外资银行保险机构发展”，鼓励“引进先进国际专

业机构”、“吸引财富管理领域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境内市场”、“实现更高

水平的对外开放”，外资财富管理机构在华业务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但考虑到中资金融机构不仅已占据财富管理客户资源和销售渠道，接受过国

际水准训练的人才亦彬彬济济。外资想打开一片天地并不容易。 

一、在华外资机构财富管理现状 

1.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 

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在华外资独资法人银行 38 家、中外合资法人银

行 2 家、外资银行分行 116 家。这 156 家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中的绝大多数，

仅从事企业融资、支付结算服务和金融同业业务，并不经营面向个人客户的零

售银行业务。即使在 10 余家有零售银行业务的外资法人银行之中，也只有花

旗、汇丰、渣打、东亚等屈指可数的几家设立有专门的私人银行部，且集中在

京沪广深等若干一线城市分行。 

2.合资信托公司 

2015 年中国银监会《信托公司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便已经放开了合

资信托公司中外资股东持股比例限制。但截止目前，7 家合资信托公司中并没

有外资控股。在中国银保监监管的 67 家信托公司中，这 7 家合资信托公司发

行的信托产品总资产规模也有限。 

3.外资持股证券基金经营机构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证券公司共 133 家，其中中外合资 10 家（含

外资控股 3 家）；公募基金公司共 128 家，其中中外合资 44 家，尚无外资控

股。 

4.外资基金销售机构 

目前有公募基金销售资格的机构商业银行 141 家，其中外资法人银行 10

家；证券公司 99 家，其中中外合资券商 2 家（中金、瑞银）；期货公司 18 家、

保险公司 4 家、保险代理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 5 家、证券投资咨询机构 6 家，

这其中均没外资机构的身影。独立基金销售机构 108 家，唯一外资机构是青岛

意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5.外资私募基 

外资私募基金包括股权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PFM）、合格境内有限

合伙（QD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QFLP）和合格境内投资企业（QDIE），

分别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AMAC）注册成为证券类、股权类和其他类

私募基金管理人。各类外资私募基金管理人总数在 200 家左右，在全部 AMAC

注册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中数量占比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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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资财富管理机构的机遇 

银保监会[2019]52 号文发出了开放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强烈信号。外资

财富管理机构若期望在中国市场有所作为，首先要在中国落地设立产品发行

实体并申请业务资格，然后与中国的服务外包机构，特别是托管机构和销售平

台建立相互信任、彼此共赢的战略合作关系。寄希望于继续发行挂钩境外资产

的理财产品，或向大陆客户推介境外关联机构或境外第三方产品的旧路，面对

日渐强大的中国本地财富管理机构竞争力会明显不足。 

1.设立外资银行理财子公司 

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正悄然掀起中国财富管理市场变革的大幕。《商业

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允许在中国注册的商业银行作为控股股东发起设

立专业理财子公司，同时发行公募和私募产品。此外，不同于商业银行的理财

产品仅能通过本行自销或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代销的渠道限制，商业银行理

财子公司产品还可以由中国银保监会认可的其他机构代销，这无疑大大拓展

了商业银行子公司理财产品投资者的群体范围。长期以来，外资银行在华拓展

财富管理受制于分支机构有限、物理网点不足的桎梏，第三方代销机构的引入

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资渠道过弱的局限。 

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尚未有外资商业银行申明将向中国银保监会递交

设立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的申请。这其中原因，既有财务上的压力，也有内部

管理模式灵活性不足以应对中国金融变化的掣肘。 

（1）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最低一次性实缴注册资本需 10 亿元人民币。 

在华 40 家外资法人银行，平均注册资本 47 亿元人民币，其中 5 家注册

资本刚达到 10 亿元人民币。在华外资法人银行，很大概率需要向境外母行寻

求额外注资增加注册资本，才能够有资金能力设立理财子公司。 

（2）财富管理与商业银行分属于不同的职能业务条线。 

在外资金融机构的组织构架中，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分属于不

同的业务条线。在华外资法人银行注资设立理财子公司很可能需要内部的沟

通协调。 

2.境内外资银行与境外母行联动 

“分散风险、全球配置”，一直被奉为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的圭臬。目前

外资银行境内外机构之间的合作，更多是将大陆客户转介给境外分行客户经

理或不动产中介，向大陆客户销售挂钩境外资产的 QDII 或境外保险产品、为

大陆自然人境外移民开立资金账户、代境外分行见证大陆客户异地开户等简

单合作模式。外资银行在跨境财富管理中熟知境外市场、合理配置境外资产组

合的优势还远没有发挥出来，大陆高净值个人也无法享受到境外灵活多样、个

性化量身定制的财富管理服务。现有外资境内外分支机构合作模式同质化严

重，高净值客户并没有感受到不同机构产品和服务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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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外资在与其境外母行的联动，究竟能拓展到何种程度，尚有待于市场

的探索与检验，并须高度关注这其中的合规性风险： 

（1）境外母行或关联机构在中国市场推广和产品推介活动的行为边界。 

境外金融机构及其雇员，如果在华开展面对中国金融消费者的销售活动，

会面临监管风险。外资机构内外联动的活动（比如产品说明、成功案例分析、

合同条款解释或签署、收取保证金或预付费用）如何进行也要谨慎评估。 

（2）遵守中国资本项目外汇监管的一系列限制性行政管理。 

受制于中国严格的外汇监管制度，除移民和继承之外，大陆自然人无法以

任何形式（不动产、海外基金、股权或合伙权益、人寿保险、捐赠等），直接

向境外投资。外资机构内外联动的活动，需要注意相关限制。 

3.参与设立、投资入股中资银行理财子公司 

《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允许境内外金融机构以非控股股东身

份，参与设立或投资入股中资银行理财子公司，持股比例上限不超过 50%。这

一安排对那些无意取得控股权、但又希望能够涉足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外资

金融机构提供了渠道。但是，在这种机制的安排之下，外资机构作为财务投资

者，很难掌握战略发展和日常业务的主动权。而中资商业银行对再度引入外资

财务投资者是否有兴趣也不确定。 

4.境外资产管理机构与中资银行或保险公司的子公司合资设立由外方控

股的理财公司 

不同于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这一特别类型的理财公司是在限定股东的

条件下成立的中外合资财富管理机构：外方股东必须是境外的资产管理机构，

且外方股东持股比例超过 50%;同时，中方股东须是中资银行或中资保险公司

的理财子公司。不过，除了满足外资的控股权需求之外，这种结构并不能直接

解决外资财富管理机构在中国开展业务所一直面临的本地客户资源有限的问

题。  

目前在法规上尚没有明确这一特别类型理财公司的设立条件、产品投资

范围，实践中中国银保监会以个案审核批准的程序接受申请。 

5.外资控股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 

2020 年，寿险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和期货公司外资股东持股比例

不得超过 51%的限制全面取消，当前各项政策正在紧锣密鼓的落实之中。外资

证券公司率先突破，摩根大通（JP Morgan）、野村（Nomura）及瑞银（UBS）

已经取得在华合资证券公司的控股权。一旦获得控股权，接下来外资券商、基

金和期货公司可能会根据业务发展节奏，再行渐进设立各类子公司，以实现不

同的交易目的、服务不同的客户群体。 

外资机构获得实质性控股，就能够以自己的意愿贯彻实施中国战略，这将

给整个中国证券基金行业的格局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变化。这些获得了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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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外资证券基金业机构，完全有意愿、也有能力为中国本地投资者尤其是高

净值客户，提供因地因时制宜量身定制的财富管理服务。但仅取得业务牌照和

在华机构的控股权，其实只是开始。“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当前中国财富

管理市场上，前中后台各条线最优秀人才都集聚在中资机构。中外资财富管理

机构将展开激烈的人才争夺。 

三、外资财富管理的中国合规挑战  

金融业合规，既有通行的国际规则可循，也具有因司法管辖区不同而有较

大差异的特点。适用于外资在华财富管理机构的一般性合规风险管理方法是，

首先须遵循“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大原则满足各自的监管要求，然后在相

互交叉的业务中综合考虑、缓释对方的监管风险，同时还必须关注同时适用于

所有机构的监管规则（如反洗钱、制裁和信息安全）。 

中国以“rule-based 规定为本”和欧美市场以“risk-based 风险为本”的

金融监管模式，以及由此而来的监管报告、监管检查、案件防控等监管要求，

都有很大的区别。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承继了大陆法系的传统，建立了上自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下至地方监管局通知文件，由成文性规范编制而成的密不透风

的大网。财富管理机构的任何商业活动、交易行为和风险管理，都受制于细密

的监管要求。成文法的不足之一是灵活性不够，监管文件不可能对财富管理业

务的方方面面都有详尽的规定。如何既不违法强制性的规定，又能在准确把握

监管精神的基础上做出适当的决定支持业务发展，非常考验法务合规对条文

的知识、对实践的理解和对监管的把握。 

各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合资公司，都需要同时遵循母国

监管及中国本地合规要求。但由于市场环境、商业文化和法律法规的不同，其

母国政策要求与中国监管规定之间往往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差异，有的是集团

政策显著高于中国监管要求，如果不假思索地一律适用集团政策，可能会一定

程度上制约中国本地业务拓展；有些是中国本地有监管要求，但集团政策并未

包括这就需要因时因地制宜设计中国独有的法律合规要求。总之，要平衡这些

差异带来的合规风险，并找寻能够尽量弥合这些差异的解决之道，就必须深刻

理解中国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和市场实践。 

自 2020 年接来下的数年时间里，我们将见证中国金融史上波澜壮阔的一

页，目睹中外金融巨擘为抓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历史性机遇，在中国银行业、

证券业、基金业、期货业和保险业等多个领域展开或攻或守、合纵连横的精彩

博弈。财富管理上承客户资源、销售渠道，下启产品研发、运营控制，左右连

接风险管理与信息科技，地置战略要冲，事涉声誉盈利，系中外金融资本必争

之地。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新年伊始，银保监会[2019]52 号文已然吹响了财富管理向外资持续开放的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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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号角。“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重新出发的外资财富管理

机构的中国业务，正如花之初生含苞待放，让我们共同期待美好的春天。 

来源：未来财富管理知识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ALAzK3kYCM5bQ84CAycDtg 

★财富管理报告 

2020 中国企业投融资白皮书：穿越资本寒冬 

2019 年，“资本寒冬”可以说是一个贯穿始末的关键词。宏观经济下行

到达“保 6”的边界，资管新规对非标、通道业务围追堵截，金融出清仍在中

途，中美贸易摩擦异常焦灼，企业投融资也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

投资人风险偏好下降，融资压力增加，不同信用等级企业融资成本分化严重。

另一方面，新一轮“资产荒”来袭，投资节奏放缓。 

2020 年，企业面临的投融资环境面临较大的变化，需要重新审视新形式

下投融资供需变化和应对策略，找寻穿越资本寒冬的力量。 

如是金融研究院联合恒天财富企金会聚焦金融催动企业发展，服务民营

经济，从宏观经济、产业政策、资产配置、融资路径等几大方面对企业投融资

方式进行全面回顾与未来展望，形成 5.5W+字报告：《中国企业投融资白皮书

2020——穿越资本寒冬》。助力企业家朋友把握新金融时代机遇和挑战，从容

前行。 

https://mp.weixin.qq.com/s/ALAzK3kYCM5bQ84CAycD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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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如是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Y6pDAY2QmrmCay8irL8-jw 

苏宁金融研究院等发布《2019 金融业白皮书》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金融和实体经济共生共荣，实体经济

根深蒂固，金融方能枝繁叶茂；金融“活水”源源不断，实体经济才会高质量

发展。 

https://mp.weixin.qq.com/s/Y6pDAY2QmrmCay8irL8-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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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但也不可否认，

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仍有

下行压力。 

结合当前经济形势，无论是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

满收官，还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打赢三大攻坚战，保持经济平稳运行，都

离不开一个健康高效的金融体系的支持，充分发挥金融体系之于实体经济的

三个基本功能：动员资金、配置资金和分散风险。 

2016 年以来，我国金融体系迎来又一个强监管周期，在此期间，金融系

统各项工作多线布局、平行推进，成效显著：一边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一边推

动金融业全方位对外开放；一边有序化解影子银行风险，加速推动互金风险专

项整治，一边继续推动金融业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多策并举发力小微金融，

多管齐下排解民营企业债务风险。 

在此过程中，无论是银行、保险、券商、基金，还是信托、消金、小贷、

互金，各类金融机构都在监管驱动的转型大潮中不断抛弃旧模式、寻找新方向，

引领我国金融体系步入新阶段：行业层面看，科技转型日趋深化，创新驱动引

领新潮流；宏观层面看，“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

力”。 

2019 年，既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多

项工作取得关键性进展：利率“两轨并一轨”，科创板扬帆起航，银行理财子

公司破局，公募基金投资顾问试点，沙盒监管起步，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规则出

台，金融机构外资持股比例放开，A 股加速融入国际资本市场…… 

经过持续努力，我国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显著增强，金融改革开放

取得深层次进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重要进展，金融秩序持续好转。当然，

金融体系改革与开放、转型与发展，一直在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旧存在。

展望 2020 年，金融机构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我们也相信，我国金融体系

有能力、有信心、有条件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在进步的基础上取得新的进步，

在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加关键和积极的作用。 

在此背景下，苏宁金融研究院与今日头条财经频道、新华财经联合推出

《2019 金融业白皮书》，既是对 2019 年中国金融业发展转型历程的概述，又

是对我国金融体系各项努力和成绩的见证。 

在回顾中把握未来，让我们启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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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浪网 

https://tech.sina.com.cn/roll/2020-03-05/doc-iimxxstf6469661.shtml 

中国金融科技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19） 

主要内容： 

金融科技行业发展篇 

金融科技创新应用与实践篇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实践篇 

金融科技和数字普惠金融趋势篇 

报告摘要： 

2018-2019 年，全球金融科技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较好，中国金融科技发展

依然是全球“领头雁”，更多城市和地区加快金融科技产业布局；“ABCD+”

技术生态逐步成型，关键底 层技术融合更加深入，发展特色更加突出；银行

数字化转型提速，保险行业已经由渠道变革转向运营和服务变革，智能投顾、

供应链金融、消费金融、第三方支付和监管科技稳步发展，竞争更加激烈。 

站在 2019 年的高度上展望 2020 年，我们发现，金融科技发展 “双稳”

结构基本成型，数字普惠金融生态系统更加健全，金融科技底层技术融合加快，

区块链产业将迎来新一轮增长期，生物识别技术的金融安全保障作用更加凸

显，构建开放银行体系的探索和实践更加多元，“中台”战略将得到更加广泛

的实施，互联网企业“去金融化”趋势更加明显，监管科技的主导角色强化，

中国版监管沙盒模式逐渐成型。 

金融科技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趋势 

https://tech.sina.com.cn/roll/2020-03-05/doc-iimxxstf64696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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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一：金融科技发展“双稳”结构基本成型 

2019 年，中国金融科技已经进入到高质量发展、优结构运行的新阶段。

营收规模稳步增长，到 2020 年，预计营收规模达到 19704.9 亿元;单位企业融

资规模趋于稳定，到 2020 年，预计规模达到 2013.6 万美元。营收规模和单位

企业融资规模的“双稳”结构基本成型，发展稳定、后劲充足的特征已经显现。 

趋势二：数字普惠金融生态系统更加健全  

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会更加完善，底层技术融合发展会全面提高

数字普惠价值。 

随着 2020 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数字普惠金融的战略重点将从扶贫

脱贫逐渐转移到提升生活质量、优化金融环境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智慧

城市建设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强化。 

乡村振兴战略和小微企业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要求会更高，数字普惠金 融

服务将更加细化、精准化。 

趋势三：金融科技底层技术融合加快  

各类金融科技底层技术会加快融合，诞生一批“人工智能+大数据”“区

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模式。技术自主研发能力会进一步增强，下游应用场

景会不断拓宽，产业链运转将更加顺畅。 

RPA 流程自动化将成为新热点，在合规、财务审计、监管现场检查等领域

进行相关应用。5G 技术近期对金融科技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移动互联方面，对

其他领域的影响尚需时日。 

预计到 2022 年中国金融机构技术资金投入将达到 4034.7 亿元，其中前

沿科技投入占比将增长到 35.1%。 

趋势四：区块链产业将迎来新一轮增长期 

在政策扶持、技术提升、战略投资和场景需求落地的综合作用下，区块链

产业将走出野蛮生长的阶段，迎来新一轮增长期，商业化应用会加速落地。 

相关监管部门、行业协会、领军企业等多方将加深协作，加速推动行业标

准体系形成。 

区块链和实体经济融合程度会进一步加深，区块链领域会出现更多超越

加密货币的使用案例，在支付、投顾、物联、供应链、监管等领域出现创新应

用模式。“区块链+物联网”将成为发展新亮点，尤其在机器通信领域的应用

会更加广泛。 

趋势五：生物识别技术的金融安全保障作用更加凸显   

预计 2020 年，生物识别技术行业市场规模将增长至 199.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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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金融业务线上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指纹识别技术将更加普及，人脸

识别技术应用范围将得到迅速扩张，在远程开户、线上支付、保障网络转账等

方面发挥更大的保障作用。 

随着 3D 传感器的快速普及、多种生物特征的融合，“数字身份”将越来

越普遍。 

趋势六：构建开放银行体系的探索和实践更加多元 

“技术为本、体验制胜”已经是开放银行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随着关键

底层技术融合发展的不断推进，开放银行体系会在开放 API、SDK 的基础上，

与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创新融合，提供更多实践案例。 

开放银行体系建设会充分适应客户需求更加多元化、专业化、智能化的趋

势，构建产品和服务的联合提供链条，“交互”形式将更加多元化，适用范围

更加普遍，界面更加友好。 

趋势七：“中台”战略将得到更加广泛的实施 

更多的银行、保险企业会实施“中台”战略，标准化、模块化金融组件，

将业务中台、数据中台、营销中台等充分利用、协同推进。中台建设会加大需

求统筹和制度保障，负责相关业务领域的中台系统牵头部门会在业务流程、模

型、数据等方面的技术处理进一步优化，加快 产品设计和前中、中后台的对

接。各银行、保险会加强中台建设的制度保障和激励机制，为前端应用场景赋

能，为后端技术升级提供资源。同时，在“中台”战略实施过程中也会遇到更

多问题，更多的解决方案将不断涌现。 

趋势八：互联网企业“去金融化”趋势更加明显 

在严监管、金融去杠杆的背景下，各大互联网公司纷纷剥离自身金融业务，

回归技术服务。 

互联网金融企业从类金融机构向科技公司转型，以金融科技底层技术连

接金融业务，以科技赋能代替自身执行金融业务，变相突破严监管带来的业务

限制，以科技优势塑造金融优势，以技术差异化构建金融差异化，更加系统稳

步推进金融科技发展。 

趋势九：监管科技的主导角色强化  

自 2018 年 8 月证监会正式印发《中国证监会监管科技总体建设方案》起，

各地金融办在加强监管科技部署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2020 年，大数据试点范围会进一步扩大，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知

识图谱技术在交易风控、市场检查、文本提取、舆情分析等场景的应用更加普

遍。监管技术标准化、数据治理、管理与应用标准将逐步落地，在系统、架构、

接口、数据等技术领域形成行业标准。 

趋势十：中国版监管沙盒模式逐渐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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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沙盒应用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会形成一批优秀的试点示范城市

和项目。风险补偿和退出机制会逐步完善，规则会逐步成型。 

监管沙盒的实施空间和容量会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迭代和试错成本会不

断降低。监管沙盒与监管科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融合创新，关键底层技术在监

管沙盒中的作用会持续显现。 

来源：新浪财经网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stockzmt/2019-12-29/doc-

iihnzahk0778190.shtml 

★区块链专栏 

俄罗斯新总理“第一把火”：数字经济+区块链 

根据俄罗斯本地新闻媒体 RIA Novosti 的报道，刚刚被确认出任新总理的

米哈伊尔·米舒斯汀（Mikhail Mishustin）指出了他下一步工作的一些关键优

先事项，并概述了俄罗斯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同时还呼吁俄罗斯优先发展数字

经济。 

米哈伊尔·米舒斯汀表示，俄罗斯应该实施现代信息技术，并且制定国家

数字经济计划，他补充说：“俄罗斯应该为人们创造一个数字平台。” 

就在梅德韦杰夫总理宣布内阁集体辞职之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

京（Vladimir Putin）致联邦议会任命米哈伊尔·米舒斯汀担任新总理。米哈伊

尔·米舒斯汀此前曾担任俄罗斯联邦税务局局长，也是该国官僚中的“创新者”

和一位技术型专家，他革新最具创新力的税收制度。米哈伊尔·米舒斯汀于

1966 年 3 月 3 日出生于莫斯科，1989 年，以系统工程师的身份毕业于莫斯科

机床研究所（STANKIN；现为莫斯科国立技术大学 STANKIN），1992 年毕

业于该大学。 

1.区块链技术正在俄罗斯主要公司中扮演重要角色 

俄罗斯主要公司——包括国家持有大量股份的一些企业，已经开始测试

区块链技术，并将其应用于运营的各个方面了。 

（1）去年十二月，俄罗斯国家电网运营商 Rosetti 开始测试用于零售电费

支付的区块链解决方案，让能源生产商、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变得自

动化且更加透明； 

（2）去年十一月，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Sberbank）

率先推出了用于回购协议的区块链解决方案，使用智能合约技术自动实现各

方之间的回购交易。不仅如此，这家银行还将相关解决方案申请了专利；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stockzmt/2019-12-29/doc-iihnzahk0778190.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stockzmt/2019-12-29/doc-iihnzahk077819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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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些加密货币和区块链行业里的“大咖”们也赞扬了俄罗斯在加密

行业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去年，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首席执行官赵长鹏

就赞扬了俄罗斯的编程人才，还称普京是区块链行业里最具影响力的人。 

2.俄罗斯国内依然缺乏明确的加密标准 

不过，目前数字货币在俄罗斯国内仍然没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在过去的几

年时间里，俄罗斯已经进行了许多尝试以合法方式定义加密货币，而且普京总

统、地方最高仲裁法院和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也多次敦促俄罗斯立法者引入

监管框架。（金色财经了解到，仅普京总统就曾敦促过两次。） 

（1）2018年 5月，俄罗斯议会通过了“关于数字金融资产”的加密法案，

但由于缺乏对关键概念的定义（比如加密货币挖矿、加密货币、以及加密代币

等），该法案很快又被送返回一读。 

（2）2019 年 12 月，俄罗斯的最高法院表示数字货币和数字通证正在被

当成一种贿赂方式，“数字权利”（digital rights）目前已经成为该国的贿赂对

象，就像法定货币、财产和其他资产一样（金色财经注：“数字权利”是俄罗

斯法律中用来描述数字货币和数字通证的术语）。 

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并没有合法化（规范化）加密货币，此前该国政府机

构（包括法院）把数字货币描述为法律禁止的“代用货币”。尽管如此，俄罗

斯公民仍然可以上报自己的数字货币交易和加密货币挖矿等相关活动的收益，

并且需要按照 13%的税率对数字货币收入和利润缴纳税款。当前，“数字权利”

是俄罗斯法律中对加密货币的唯一法律描述，该术语是在俄罗斯国家民法典

修正案中被引入的，该修正案也是俄罗斯一揽子法律草案的一部分，旨在规范

该国包括加密货币在内的数字经济。不过从去年春季以来，俄罗斯多项针对数

字金融资产的法律都已经被多次推迟批准。 

3.禁止加密货币、没收比特币 

2019 年 11 月，有传闻称俄罗斯正在准备禁止使用加密货币支付商品和服

务费用，当时俄罗斯中央银行新闻部门对此事发表了评论：“如果在立法层面

上决定禁止加密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我们认为应该支持这一立场。” 

不仅如此，有消息称俄罗斯还计划制定法律法规，允许警察可以没收比特

币。 

来源：数字经济与管理周刊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UXmHf5yDItOu3VSpCr81wA 

https://mp.weixin.qq.com/s/UXmHf5yDItOu3VSpCr81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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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可知”平台底层支撑技术                           

——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数字内容分发授权技术 

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重新定义了知识服务，让知识服务有更

大的想象空间、并实现了更精准的知识发现和更全面更高效率的内容获得，极

大地满足了个性化的需求。“可知”知识服务平台，基于知识服务相关前沿技

术实践，构建专业的数字内容资源可信化聚集和智能化分发平台，充分整合专

业领域内的优质数字内容资源，搭建行业内的交流沟通平台，打通行业产业链，

形成专业的知识内容服务运营闭环。 

“可知”知识服务平台通过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建立开放的、透明可信的

去中心化机制，一举解决传统产业链的核心问题，打破传统数字资源授权模式，

由出版社入驻并直供产品，图书馆直接采选资源，消除信息壁垒，确保数字资

源正版化、信息透明化、传播可信化，极大地推进了纸电同步出版和应用，创

建产业融合发展生态。下面，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可知”知识服务平台的底

层支撑技术——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数字内容分发授权技术。 

 

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数字内容分发授权技术（以下简称“AQR”）是一

种专用于数字内容资源领域、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可信、安全的管理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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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资源的技术，可广泛应用于数字内容资源发行、版权管理、版权追踪溯源、

版权交易、授权、二次授权跟踪等领域。 

该技术是一种基于协作区块链（联盟链）的技术，并采用 DPOS 类型的区

块链共识机制，即部署的每一个服务节点是一个可信节点。采用 DPOS 共识机

制，保证每秒能够处理大量交易信息、授权信息等，达到安全与效率的最佳平

衡。 

目前有资源版权信息（用于版权证明和追踪溯源）、交易订单信息、数字

资源鉴权信息等三类信息在“可知”后台系统区块链上链存证。出版单位在后

台系统上登记数字内容资源版权信息，包括版权方名称、拥有版权有效期、资

源名称、资源唯一标识符、权利范围等，确权成功后将永久存储在区块链中。

交易订单信息分为分销商总订单信息及拆分的子订单信息，即总订单中涉及

到的每一家出版单位均能收到一份与本单位数字内容资源有关的订单，确认

子订单信息并上链后，能够校验并确认总订单金额是否是所有子订单金额累

加结果，此举增强了订单信息公开、透明、可信的作用。当用户购买数字资源

并授权通过后，此授权信息将上链存储，出版单位可查看授权相关信息，跟踪

整个链条，购买用户可阅读、使用所购买的正版数字内容资源。整个过程的数

字内容资源是通过数据加解密技术流转，确保数字内容资源的有效、安全传播，

同时保证读者的优质阅读体验。 

AQR 技术旨在解决数字内容资源版权不清晰、传播不可信、授权不可跟

踪等数字出版产业的核心问题。当前的主流应用模式是出版单位把数字内容

资源采用拷贝的方式完全放置在分销商的服务器，而出版单位对分销商如何

售卖、销售情况、授权情况、用户如何使用等一无所知。这种信息不透明、信

息不对称的模式阻碍了出版单位转型升级，使出版单位作为知识生产方与知

识应用方完全割裂，出版单位难以持续生成优质内容，难以有效为用户提供专

业对口的知识服务。 

AQR 技术一举解决了整个产业链信任问题，出版单位不再担心版权，因

为所有的数字内容资源都在自己服务器或指定的可信服务器中，所有交易信

息均能完全、详细的掌握，所有真实的用户行为数据均能获取并反哺出版选题

等上游环节，形成一个完整的业务闭环。在技术层面，为产业注入新的、强劲

的活力，使得整个产业链产生了化学变化，无论从数字内容资源的输出、业务

重构、知识产品输出还是从商务合作、用户服务、用户体验等都带来质的变化。 

应用了 AQR 技术的“可知”知识服务平台自 2018 年 9 月上线以来，已

经入驻超过 70 家国内知名专业出版机构，接入近 1000 家高校用户，已上架优

质电子书资源超过 10 万品种，服务近千万读者，为高校图书馆提供及时、权

威、优质的数字内容资源，为高校数字内容资源采购和资源建设提供支撑。

“可知”知识服务平台积极推进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构建产业融合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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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覆盖面广，规模化程度较高，与国家知识服务门户网站对接效果良好，成

为国家知识服务平台首个分平台。“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数字内容分发授

权技术”获得第九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创新技术”荣誉。 

“可知”知识服务平台已经初步实现了去中心化的内容智能分发、面向

出版机构的纸电同步发布、面向图书馆的读者荐购式（PDA）资源建设服务，

以及面向读者的个性化推送服务，“可知”知识服务平台还在继续进行创新

的模式探索和技术攻关，已经上线智能检索服务“可知道”，将很快实现知识

图谱服务，并正在联合出版业以及图书馆机构探索正版化推动、版权资产化评

估及应用等。这些都将为构建新型的产业生态提供重要的支持。 

来源：图书馆报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bOwp_HcjfhecvR04kyDIIw 

赵伟：Libra 或将超越主权货币？ 先“打败”监管再说 

核心要点 

监管是 Libra 的最大“敌人” 

Facebook：为了 Libra，我们开发了一种新语言 

摩根大通都发行稳定币了，你还在等什么？ 

Libra 或将超越主权货币？ 

Libra“拉帮结派”是为了利益捆绑 

1.区块链将无缝链接多方电子商务 

金融界：Libra 稳定币计划目前面对的挑战有哪些？  

赵伟：最大的问题是监管，背后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从国家内部看，Libra 的发行动作比较大，并且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

展到什么程度，所以在任何国家都会面临严格监管。再加上 Facebook 自身就

存在信任问题，监管就会更严重。Facebook 这个平台本来就掌握了庞大的社

交数据，他们之前就有变现用户数据的情况。如果 Libra 顺利发行，平台会

继续掌握用户的金融数据，那么一个比较完整的用户画像就形成了，这是比

较可怕的。 

第二，从国际角度看，区块链在各个国家的监管、政策都不一样。这是

由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程度决定的。在那些比较

先进、金融基础设施比较好的国家，套利空间比较少；但是在不发达国家，

一旦监管放开，套利空间会非常大，而且没有很好的金融基础设施去管理，

就只能靠监管解决。所以国际上很难有统一的监管系统，但 Libra 的出现把

这件事推到了大家面前，现在其实是在倒逼政府的相关部门去做决策、监

管。 

https://mp.weixin.qq.com/s/bOwp_HcjfhecvR04kyDI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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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acebook：为了 Libra，我们开发了一种新语言 

金融界：Libra 在技术层面有没有创新和突破？  

赵伟：从技术层面看，其实没有太大突破。几乎所有人都是在性能、安

全、去中心化这几点间做权衡，具体权重如何选择就在于你面临什么业务场

景了。那可能对 Libra 来说，会更强调安全性。 

有一个比较创新的是，开发者们为了 Libra 这个项目，创造了一种新的

程序语言叫 MOVE，它是一种用自由度换取安全性能的语言。相比其他语

言，不论是对开发者来说，还是对用户来说，它的自由度都降低了非常多，

可进行的操作比较有限。 

3.摩根大通都发行稳定币了，你还在等什么？ 

金融界：摩根大通前段时间也发行了稳定币，Libra 对传统企业会有什么

启示吗？  

赵伟：当公司业务足够大，尤其服务的用户涉及到多个区域和国家的时

候，交易成本会很高。理论上讲，使用区块链能够解决结算支付等问题，同

时还会产生一些额外用户，这可以开发出一些新的商业模式。从技术上看，

可以把区块链上的交易看作是一个公开的账本，这绝对能够减少信息不对

称、降低交易成本，把那些中介赚走的钱还给用户。从经济学来看，也是很

有前景的。使用区块链的传统巨头会越来越多的，或早或晚的问题。 

4.Libra 或将超越主权货币？ 

金融界：Libra 有没有可能超越主权货币？他们的竞争对手真的是微信、

支付宝吗？  

赵伟：理论上，在没有资本管制的情况下，Libra 在某些国家或地区是能

够取代国家货币的。因为 Libra 背后有美元支撑，是一揽子低风险、高流动

的资产，比如 70%的美元+10%的英镑+10%的日元+10%的短期国债。 

南美洲已经有不少美元化的国家，对他们来说使用 Libra 是很自然的；

除此以外，在很多高通胀的国家，美元就是世界货币，使用 Libra 反而会更

方便。对这些人来说，Libra 是有可能超越主权货币的。这也就引出了人们对

Libra 的另一个担忧，现在它还没铸币权，但如果以后发展到一定程度，

Libra 选择超发，或者拥有了铸币权，就完全可以和美联储抗衡。而且 Libra

声称储备金会百分之百足额储备，但实际上如何操作就未可知了。在没能力

这么做的时候，人们会相信你，但当你能力足够时，能否保证不这么做就是

个问题了。当然，这些都是理论上的讨论。 

从企业角度来看，Libra 对标的不会是美元，还是把支付宝、微信当做竞

争对手的。本质上，Libra 是想提供便捷的支付方式，就是一种商业行为，想

要实现流量变现，只是量级过大，所以出现了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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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ibra“拉帮结派”是为了利益捆绑 

金融界：Libra 公开了 29 家合作伙伴，涉及到各个领域，背后有什么意

义？  

赵伟：其实更重要的 Libra 的合作伙伴里没有谁，比如：Apple，

Google， 微软，美国的银行等。这个联盟里没有其他大型的科创公司，

Facebook 是想自己做这件事情。还有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共享经济方面的合

作伙伴，比如 Uber，Lyft，这些企业非常合适开展区块链应用。 

Facebook 在努力做利益绑定，这个联盟越庞大对他们越有利，比如

Libra 想做银行转账，但牌照本身非常难申请，所以他们就把 Mastercard、

Visa 拉过来，这样立刻就有了渠道。另一方面这个联盟越庞大，Libra 的谈

判能力也就强。 

来源：金融界网 

http://finance.jrj.com.cn/jrkjdj43/ 

★公益慈善专栏 

10 个角度看懂区块链在疫情中的应用：从公益慈善到分布式协作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防治管控工作已进入关键时期。当疫情

遇上春运大规模的人员流动，无论是政府治理、企业经营还是公众生活，都面

临着内防扩散、外防输出的严峻挑战。 

与疫情的战斗，分秒必争。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发挥作用：人工智能精准识别用户信息，助力公共

场所体温监测；多个超算中心发力协助中国疾控中心研发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缩短研发周期；云计算精准翔实地进行数据归集与分析，与大数据结合追踪用

户行程信息，有效助力政府科学决策…… 

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已经成为了此次各地应对疫情的新措施与新

“武器”，但是，被寄予厚望的区块链似乎缺席了。疫情防控的过程中出现的

很多问题，涉及到信息透明、信任机制、物品溯源、数据合理共享、隐私保护

等等：比如，武汉红十字会在防护物资的接收和分配时出现的问题；从首起病

例出现，到春节左右疫情在全国发酵，疫情预警机制受到严峻考验；疫情爆发

后，如何在信息公开和个人隐私之间取得两全；如何确保这个时间点流入市场

的口罩符合疫情防控标准，不让假冒伪劣产品的制造商大发国难财；而在疫情

防控的关键时间点，舆情管理和疫情数据实时公布都是稳定民众情绪的关键，

避免谣言满天飞，保证社会舆情和疫情数据的真实透明就显得至关重要…… 

http://finance.jrj.com.cn/jrkjdj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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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兴起的区块链行业，还来不及在这次抗疫行动中大展身手。但是行业

的反应并不迟钝，不少区块链技术公司已经开始提供服务。区块链业界也有很

多深入的探讨和思考。比如：区块链能帮助慈善公益更公开透明，让数据晒在

阳光下，增强慈善组织公信力；区块链能让疫情预警防控更及时，改善追责机

制，减少审批流程，提高预警效率；区块链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不泄露隐私的

情况下实现信息透明的问题；区块链还能建立真实可信的物资溯源机制，让医

疗物资与医院需求更加匹配，使每一批物资都能物尽其用……除此之外，区块

链技术还有望在公共安全监测、医疗数据共享、疫后保险追偿以及分布式办公

协作等场景中发挥巨大作用。 

基于此，我们结合当前业界的行动、探讨、思考并进行调研，结合此次疫

情防控过程，梳理了区块链技术能够发挥作用的十个角度。 

迟到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区块链正在快速响应。 

目录 

一、区块链+公益慈善：让数据晒在阳光下 

二、区块链+疫情预警：让疫情监控预警更及时 

三、区块链+行程监控：让人员隔离更有效率 

四、区块链+公共安全监测：让疫情监测更迅速 

五、区块链+医疗用品溯源：让医疗用品更安全 

六、区块链+公共疫情数据开放：让疫情数据更真实 

七、区块链+舆情监管：让民众获取更有效的信息 

八、区块链+医疗数据共享：让疫情防控更透明 

九、区块链+保险：让疫情之后更安心 

十、区块链+分布式协作：开启全新办公模式 

一、区块链+公益慈善：让数据晒在阳光下 

当武汉乃至全国抗击疫情的战役全面打响，我们都期盼着尽快传来胜利

的声音，但发现耳边却不时传来医疗前线人员发出医疗物资短缺的声音。 

为了打赢这场抗击疫病的战役，这个春节，各类公益组织以及自发组织的

志愿者团队，默默忙碌着，放弃休假，不图名利，全球各地寻找适配货源，匹

配前线医院需求，并打通采购、物流、海关和派送流程。中国人几乎在一周之

内“扫荡”了全球口罩市场，超过 5600 万只口罩和各类医疗设施从全球各地

运送中国抗疫前线。 

但是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全面展开，前线医疗物资紧缺的问题似乎并未

得到根本缓解，而承担着接收社会捐赠物资的红十字会却成为了社会舆论关

注的焦点。 

2020 年 1 月 30 日，武汉协和医院医生在线紧急求助，称协和医院医疗物

资即将全部耗尽，恳请社会援助，并特别强调，“不是告急！是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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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湖北省红十字会官网曾公布 17 项捐赠物资的使用情况。其中，主打不孕

不育诊疗且并在此期间不接收发热病人的武汉仁爱医院收到了红十字会分发

的 1.6 万个 N95 捐赠口罩，而作为武汉市 61 家发热门诊之一的协和医院却仅

收到 3000 个口罩。这一情况也引发了社会舆论对红十字会在分配捐赠物资上

是否存在不合理之处的热议。 

公信力是慈善组织发展的关键。从政府主导慈善、到企业主导慈善，在到

如今互联网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慈善公益在过去四十年里不断发展

迭代，国民的公益意识开始觉醒并被推动着不断前行，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力

所能及的公益活动之中。公益慈善领域的覆盖领域与市场规模都在与日俱增，

慈善公益组织也一直扮演着从捐赠人到受助人的信任中介角色。 

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更安全地解决信任问题，是区块链的优势。区块链

可以尽可能地在物资捐赠及分发等全流程摆脱人的因素，以算法与技术重塑

信任机制，增强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开启全新的公益慈善篇章。区块链技

术的加入，将能够使公益慈善组织不再扮演捐赠资产的流转中介角色，让捐款

人与受助人直接匹配对接，让捐赠人捐的放心，受助人拿的安心。 

区块链凭借信息公开不可篡改等特性可确保慈善组织的财务数据真实可

审计，能重塑慈善信息披露机制，将相关数据上链，解决当前因信息披露不足

而导致的社会信任问题；利用区块链可溯源的技术特性可改善慈善物资跟踪

机制，通过在链上记录并存储相关物资的募集、分配与使用情况，实现捐赠信

息的公开和物资流向的可追溯，让社会了解每一笔捐赠的最终去向，降低组织

和个人作假的可能性；区块链的可控匿名机制能满足部分低调捐赠者的需求，

保护捐赠者的个人隐私安全；而若能对特定项目、特定人群在区块链系统底层

引入智能合约技术，事先设定物资使用规则，就能做到自动分配，保证专款专

用，大大提高物资从慈善组织到受助人之间的效率。 

在可预测的将来，区块链有望重塑慈善公益模式，实现完全点对点的精准

慈善，而慈善组织也将在变化中完成角色转变，从慈善中心机构和资产流转中

介变成慈善运营管理组织和信息发布与审核者 。 

针对此次疫情，已经利用区块链技术赋能慈善事业的蚂蚁金服反应迅速。

在春节前，用户就能通过支付宝公益向疫区进行捐款，并且所有的爱心捐赠项

目和用户捐赠信息都已接入蚂蚁区块链，实现平台捐赠数据的公开透明。 

据《蚂蚁金服公益平台 2018 运营报告》披露，蚂蚁金服公益平台是为慈

善组织提供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发布、零费率支付接口、信息披露、举报受理

等服务的互联网募捐平台 。也就是说，蚂蚁金服公益平台只负责帮助慈善组

织从捐赠人手中募集资金，然后将善款汇到相应慈善组织账户，由慈善组织负

责触达受助者的相关环节。所以，目前在蚂蚁区块链上只存有爱心项目信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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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捐赠信息，涉及采购、物流、物资分发等关键后半段信息在链上都是缺失

的，这些信息还是得依靠传统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机制进行披露。 

二、区块链+疫情预警：让疫情监控预警更及时 

2002 年 11 月 16 日，广东省出现第一例非典感染患者，但 2003 年 2 月这

种“非典型肺炎”的疫情才开始在互联网流传发酵。 

距离非典疫情 17 年之后，2019 年 12 月，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

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人，但同样时隔将近两个月，到 2020 年 1 月下旬，关于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舆情才开始在全国流传。 

这 17 年，我国的各项医疗水平已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但应对此类

突发性疫情的水平和能力似乎依然有不少欠缺。与病毒的战役，就是一场与时

间赛跑的战争。如果能抢在疫情全面爆发前及时预警并有效控制，或许局面会

好很多。 

早在 2008 年 4 月，我国在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运行国家传染

病自动预警系统，建立自动预警与响应机制，并实现了对 39 种传染病监测数

据自动分析、时空聚集性实时识别、预警信号发送和响应结果实时追踪等功能，

上报方式也从传统的人工上报逐步发展到信息化和 IT 化上报模式。 

 

相较 2003 年非典时期，我国的传染病监测体系已经进步许多，尤其是对

于已知传染疾病的监测预警，通过自下而上的数据回馈与分析，能够及时响应

并调配资源进行有效防治。但在面对未知的新型疫情时，却显得有些无力。这

其中有技术原因，也有人的因素。 

基于国家传染病上报对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的高要求，目前传染病报告

卡从临床医生填报到上报国家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需要经过 3 次人工审核。

这种多次多层核实的模式，在平时应对已知疾病是一种非常稳妥与保险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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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能避免个别环节由于人为出错而造成的连续性负面影响。但在面对突发的

重大传染病时，这一机制却成为重大缺陷，极大降低疫情上报效率，严重阻碍

了对突发重大传染病的监测与防控工作开展。 

医院间的数据孤岛问题也是导致疫情预警滞后的原因之一。出于对病人

隐私与病例数据的保护，现在大多数医院都不会与其他医院共享数据。所以，

在新型疫情发生时，医院传染病报告卡只能自下而上纵向传送，并不能在医院

间横向共享。所以医院之间缺乏相同症状病人的数据对比，无法进行类似病例

数据的交叉验证，进而合理评估疾病的严重程度。 

这种医院间的数据隔绝，也会使得某些医院在面对未知疫情时，盲目低估

其破坏力与影响力，不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同时，由于数据隔绝和国家对传

染病数据的高要求，使得每个医生、每家医院和当地疾控中心在每次上报新型

传染病时都承担着相应压力，处理新型疑似传染病时都会异常谨慎小心。 

区块链能怎么改善这一预警机制？乌士儿在《硬核：用区块链技术改进国

家级传染病监测预警网络》中提出了改进型建议：优化目前的逐级垂直单向国

家传染病上报网络，利用区块链分片机制，建立区、市、省和国家四级区块链

自动化数据同步网络，在四级网络中依托各级的疾控中心，建立突发传染病数

据采集和实时预警自治能力，不完全依赖国家级传染病预警系统。 

利用目前已有的公共卫生数据交换平台作为每级数据的交换节点，形成

实时自动化的数据交换机制。各区之间的传染病报告数据在市级防疫链同步；

各市之间的传染病报告数据在省级防疫链中同步；以此类推，到国家级同步全

国的防疫数据。四级防疫链像四个车轮一样，在自动化完成各区、市、省的内

部防疫预警工作的同时通过国家级防疫链不断更新和补充其他省份的数据，

形成具备一定区域自治能力的防疫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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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对于疫情上传的多重审核问题，建议放宽传染病初次上报的权

限，医生和基层医疗机构可以直接上报初次传染病报告卡；之后再由防保医生

和区，市 CDC 人员核实和补充该报告卡；而国家传染病大数据预警可以利用

初次传染病报告卡提前计算传染病暴发和扩散趋势，从而开展预警和准备工

作。 

其次，对于国家疾控中心上层决策相应时间较长的问题，建议依托于四级

防疫链数据实时同步能力，通过区块链智能合约建立基于规则模型的数据实

时判断预警能力；将目前的国家传染病自动预警功能下沉到各区，市和省级的

防疫链中，形成基层实时预警网络，进而建立国家和基层的双层预警网络。 

而对于医院间数据孤岛问题，可构建区、市、省、国家级区块链防疫链，

实现跨医院，跨区域的疫情数据自动化同步能力，在四级防疫链中通过四级卫

生健康数据交换节点实现跨区域和层级的数据交换。 

同时，依托区块链数据可溯源的特性形成完整的、防篡改的责任链条能够

完善追责机制，给老百姓提供一个透明化监督和事件追责的数据依据，为防疫

和控制疫情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同时，这也有利于各级政府、医院、疾控中

心以及其他相关主体在疫情之后积极总结经验教训，增强防患于未然的能力。 

作者：蒋照生、赵越、林泽玲、王梦婷 

来源：搜狐网 

https://www.sohu.com/a/372453522_120069444 

公益 4.0——中国公益慈善的区块链时代 

编者按： 

慈善组织公信力较低一直是困扰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区块链技术

以去中心化的数学方式重构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机制，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

公益慈善领域，可以实现以一套成本较低的技术作为信任解决方案来降低全

社会的信任成本，这不仅能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透明化，更能激发公众参与公

益慈善事业的热情，对促进我国信用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清华大

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博士后张楠、王名教授在《公益 4.0：中国公益慈善的区块

链时代》（《中国非营利评论》vol.22）一文中基于区块链技术提出公益慈善

的创新发展阶段，即区块链慈善 4.0 阶段，并分析区块链技术将推动解决哪

些慈善问题、带来慈善模式的哪些变革。 

一、从公益 1.0 到公益 3.0 

在过去的 40 年，我国公益的发展受制度和技术水平的影响，不断发展迭

代，我们将之划分为公益 1.0、公益 2.0 和公益 3.0 阶段。 

https://www.sohu.com/a/372453522_120069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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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益 1.0 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末）。此阶段典型特征是政

府主导慈善。慈善组织大多脱胎于政府或党群社团，以政府信任为背书进行筹

款，在“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结构下，慈善组织的活动受到过度行政化的

影响，无法合理、有效地处理慈善资源和慈善项目对接问题。 

2.公益 2.0 阶段（21 世纪初-2015 年）。特别是 08 年汶川地震后，此阶

段典型特征是以企业为代表的非慈善组织加入到慈善事业中。快速发展的企

业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名义投身于慈善事业，“企业-慈善组织联盟”成为主要

慈善运作模式，其市场性和开放性提高，但出现慈善组织对企业大额捐赠的恶

性竞争，造成慈善项目运作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同时，企业为了获得税收优

惠，选择与政府有关联的慈善组织为合作伙伴，其中也滋生了腐败、诈捐等行

为。 

3.公益 3.0 阶段。在过去的 3-5 年间、特别是 2015 年腾讯“99 公益日”

的出现，标志着公益 3.0 到来，即互联网慈善阶段。此阶段公益慈善组织的发

展更加成熟，公益慈善资源得到巨大增长，慈善组织透明度提升。但慈善组织

扮演着由捐赠人到受助人的信任中介的角色，网络曝光的慈善组织丑闻引发

了大范围的信任缺失，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影响着我国公众参与慈善事业的意

愿和信心。（具体模式参见图 1。） 

 

二、区块链技术推动我国慈善进入公益 4.0 阶段 

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将带来慈善模式中的“去慈善组织化”，使得慈善组织

不再扮演资产流转中介的角色，捐款人和受助人直接对接，具体模式参见图 2。

这有利于推动“慈善四化”，即捐款对象明确化，捐款流程简便化、善款金额

透明化、善款管理专业化。此外，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可以确保财务信息不

被篡改；可匿名性，能保护捐款者的隐私，尤其利于低调的企业家进行大额捐

赠；在区块链技术底层引入智能合约，针对具体的捐助项目，直接创造一个专

项的捐款合约，确定捐款的使用规则，可以确保专款专用，降低组织和个人贪

污的风险。此外，相关数据信息上链，使得数据公开透明，也有利于规范慈善

组织的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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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块链技术适用于解决四类慈善问题 

将区块链应用于慈善领域十分必要，但目前没有一个成熟的机制。我们

认为，区块链技术可以应用到公益慈善领域的四个具体方面： 

1.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信息披露机制。区块链技术以底层技术规范建构了

参与者的共识机制，此共识机制可以作为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标准，并依据

法律法规的规定，慈善组织基于便于使用的区块链技术平台（例如 APP），

将相关信息上链，实现披露信息的透明和全网公开，解决慈善组织信息披露

能力不足、信息披露平台不健全、信息披露范围不明确等问题。 

2.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善款跟踪机制。可以利用区块链技术来记载和存储

公益平台上的善款募集、资金划拨和使用情况，实现捐赠信息的公开和资金

去向的可追踪。 

3.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信息监管机制。区块链的信息公开和数据可追溯，

使得各个参与者共同记账、信息同步，可以扮演传统监察机构的角色，对数

据披露和资金流通进行监管。 

4.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公益慈善机构审计制度。建立区块链公益账户（公

有链），这与原有的各个慈善机构的私有账户有显著区别，将公益慈善捐赠

的数据公开化，便于相关信息的审计。 

四、区块链技术将带来五方面慈善模式变革 

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慈善事业将带来慈善模式的创新变革。具体来说： 

1.慈善组织的角色发生了改变，主要任务由原有的资产流转中介转变为

信息发布和审核者，其线下对项目和受助人的信息搜集和审查成为关键，这

也是区块链技术不能改变的。这种角色转变，将带来慈善组织业务重点的转

变，需要重新设计慈善组织的业务流程和重点。 

2.角色转变也带来了慈善组织与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变化，如何处理与

捐赠人、受助人、网络平台的关系，值得研究。 

3.慈善组织运营模式的改变，如管理机制、捐赠模式、筹资模式、监督

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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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织财务机制研究，在区块链技术影响下，组织的善款筹集、利用、

跟踪、监管等都发生了变化，组织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并制定新的财务管理机

制。 

5.组织信息披露方式改变，区块链的公开透明解决了慈善组织与公众信

息不对称的问题，慈善组织如何利用这一点进行信息搜集、筛选、编辑、发

布也会有所变化。 

作者：张楠、王名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 

来源：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PoRTLWsdYFpKC3CxIgIgcA 

“和衷共济”纾解小微企困境                                 

——公益慈善组织参与抗疫的创新探索 

此次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 2020 年首个“黑天鹅事件”，给我国经济

社会运行带来了严峻考验，也给众多小微企业按下了“暂停键”。小微企业是

供应链下游抗风险能力最差的一环，但也是我国吸纳就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 2020 年 2 月发布的一份小微企业运行指数报告，受疫

情影响，我国小微企业业绩普遍下滑，面临困境。对于部分小微企业而言，疫

情对于他们的影响有可能是致命性的，显然，如何助力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化

危为机成为抗疫期间国民经济运行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为全力支持企业抗击疫情，近期政府部门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明

确了企业相关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助力企业稳生产、“轻装上阵”。让人惊

喜的是，除了各级政府的扶持政策外，2 月 6 日，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会偕同

顺德区创新创业公益基金会，联合推出针对顺德区小微企业的纾困项目——

“和衷共济”小微企 2 亿元应急支援计划。这成为我国公益慈善组织助力小

微企业应对疫情的第一个公益项目，也是最大一笔资助。 

“和衷共济”计划采取无偿资助模式，将重点支持顺德区内受疫情影响

较大的零售、餐饮、住宿、旅游、居民服务及制造业等行业的个体工商户及小

型、微型企业，纾缓其在租金、人工等方面的短期资金压力。该计划在此次疫

情中有针对性地对小微企业进行支援，在公益慈善组织参与本次抗疫工作中

独树一帜，显示出公益慈善组织在抗击疫情中发挥的创新性和精准性。 

公益慈善组织参与疫情防控是本次抗疫的亮点之一，通常公益慈善组织

的做法是为疫区捐款捐物、协助社区防控、提供心理咨询等，而“和衷共济”

计划和而不同、让人耳目一新，体现了公益慈善组织的多样性和独特价值。首

先，基金会是社会的创新引擎与创新动力，这也是基金会的价值所在。国内外

javascript:void(0);
https://mp.weixin.qq.com/s/PoRTLWsdYFpKC3CxIgI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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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表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需要关注疫情中的受感染者，也需要

关注受疫情影响的次生弱势群体。而在本次疫情中，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往往

容易被人所忽略，这就是受本次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小微企业不仅为国家提

供了大量就业机会，而且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健康运行。然而，由于受新冠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的影响，一些小微企业一方面无法复工复产，另一方面又面临租

金和支付薪资等压力，以至于部分特别脆弱的小微企业面临破产的困境。然而，

由于小微企业并不在传统的扶贫济困范畴，对于公益慈善组织而言，帮扶小微

企业需要创新、勇气与担当。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公益慈善机构而言，不用向公

众、企业募集资金的家族慈善基金会更有能力与意愿开展一些引领性、示范性

的创新项目。再加上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会创始人何享健先生本身就是从小

微乡镇企业打拼成为全球知名的跨国公司，对小微企业的困境感同身受，因此，

在国内首次创新性设立小微企业抗疫帮扶的基金。毫无疑问，这对于国内其他

家族基金会等非公募基金会而言具有重要的示范与启迪，如何发现社会尚未

被满足、未被关注的迫切需求，如何发挥基金会的创新功能、勇于创新与探索；

其次，一个社会之所以需要公益慈善组织，就在于其能够在政府顾及不到、市

场不可能提供的情况下，拾遗补缺。尽管一些地方出台了为中小企业减免税的

政策，然而，现有的优惠政策具有普惠性质，对于一些因疫情而陷入资金困境

的个体户、小微企业而言，普惠政策杯水车薪，无法助其渡过眼前的难关。“和

衷共济”计划敏锐发现了这一特殊需求，及时提供帮助，对这部分弱势中的小

微企业而言实乃雪中送炭，满足了其特殊需求，弥补了政府与市场的不足；最

后，“和衷共济”计划分类施策，具有较强的精准性。该计划根据不同规模、

不同类型的个体工商户、微型和小型企业的实际困难，分别给予不同额度的无

偿资助金，防止这些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出现生存危机，使小微企业在疫情

危机中重新振作起来，提升应对疫情危机的能力，避免倒闭和破产风险，这对

于缓解地方经济运行的压力也起到直接的支持作用。这种实事求是、分类施策

的帮扶计划，不仅可以精确瞄准受助对象，而且可以有效帮助不同类型的困境

企业，真正发挥了公益慈善的第三次分配作用，精准化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提升社会凝聚力。 

总的来说，“和衷共济”小微企 2 亿元应急支援计划在此次公益慈善行

业的抗疫行动中是一次有益的创新探索，为小微企业化解疫情危机、纾解生存

困境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也为家族基金会参与应急管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拓

展了思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作者：邓国胜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李怀瑞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 

来源：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P9RmaOPmnw0mIlL0VkmpFw 

https://mp.weixin.qq.com/s/P9RmaOPmnw0mIlL0Vkmp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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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商实践探索 

工业工程专业与财富管理办学特色的有机融合研究               

——以山东工商学院为例 

摘要：山东工商学院工业工程专业办学目标为“山东一流，全国知名”。

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发展理念，工业工程专业是以质量、成

本、效率为教学目标，有机融合了学校财富管理特色，实现社会企业和个人财

富积累和管理。 

关键词：工业工程；财富管理；目标；融合 

一、山东工商学院工业工程专业发展 

（一）工业工程专业概述 

现代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说“工业工程已经被证明是 20 世纪最有效的

思想，无论何时，工业工程一旦应用将提高生产率，降低工人的体力劳动强度

和工作时间，它有可能将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 100 倍”。质量管理权威朱兰博

士说：美国值得向全世界夸耀的东西就是工业工程。工业工程成为企业财富管

理的主要工具和方法。工业工程（也称为产业工程）是研究成本、质量与效率

的一门学科。本专业培养综合素质较高，适应社会需要，具备现代工业工程和

系统管理知识，能够管控制造业生产现场，既懂工程技术，又熟悉生产经营管

理，能够运用工业工程领域的专业知识分析、评价、改善生产系统的复杂工程

问题，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及基本的创新创业能力，能够在各

类工业、服务业等行业从事工业工程应用实践或科学研究的工程与管理复合

型专门人才。工业工程的发展历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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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工商学院工业工程专业自 2002 年成立以来，秉承“学而不厌，诲人

不倦”的古训，弘扬“勤奋、朴实、团结、进取”的优良校风，卓有成效的地

开展工作，在人才培养、教学与科研等方面，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历经 18 年

的时间，已经建成特色鲜明的面向生产制造与服务业的专业课程教学体系；功

能齐全的满足教学与科研的较为完善的实验教学系统；涵盖机械、电子、化工、

物流等行业在内的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2013 年获得山东省特色专业和山东

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立项建设专业、2016 年本专业获得山东省高水平

应用型立项建设专业群（核心专业）。在多年的教学科研工作中，以部分山东

半岛世界 500 强企业高管为主体，获聘学校兼职教授，成立了工业工程专业发

展委员会，支撑产学合作。该团队为中车、中烟、中国航天、山东能源等集团

企业及中小微企业千余家普及 IE 知识，助推产业升级，力拓精益之路。为企

业直接获得 1000 万余元财富。 

（二）师资队伍 

工业工程教研室有专任教师 7 人，其中教授 1 人，副教授 4 人，博士学位

和在读博士 100%，博士后 1 人，硕士生导师 3 人，出国访学 2 人，教育部高

校工业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 人，教学名师 1 人。博士学位和在读

博士 100%，博士后 1 人，硕士生导师 5 人。出国访学 2 人。校优秀教学团队。

专业负责人是教育部高校工业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学名师。教

学团队主持或参与国家“两金”以及省部级项目 45 项，公开发表高水平论文 

135 篇，出版专著及教材 15 部，授权专利 14 项，省部级教学成果奖 6 次，多

次获得省级优秀毕业论文，完成 50 余项校企合作项目。 

（三）实验实训 

目前工业工程专业与 10 多家企业签订实习实践基地。主要有威高集团、

山东能源集团（唐口煤业）、山东黄金集团、上海通用等企业。工业工程实验

室面积为 800 平方米，实验设备资产总额达 500 多万元。实验实训室主要包括

工程制图、人因工程、装配线与立体仓储、物流工程、设施规划与管理等方向。

目前拟建设大数据处理实验中心，先进制造实验中心（包括 3D 打印、智能机

器人和数控加工中心），现代质量检测中心。能够较好满足学生实习实践。 

（四）学生培养 

山东工商学院工业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紧密围绕学校经管学科见长及本专

业背景、优势与特色，强化“管工融合、校企合作、学用一体”的培养思路。

通过产教融合、校企深度合作，在学科专业建设、实践基地建设、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设

等方面全面转型，社会服务能力显著提高，办学特色进一步彰显，在全省乃至

全国同类院校中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工业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从 20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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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根据社会需求、学生就业、教育部门和学校要求，采取每两年微调，每

四年大调。形成了主要的培养和研究方向：一是数字化环境下的精益智造，构

建敏捷高效精益运营系统，实现自动化、精益化和信息化三化融合，提升系统

的财富积累。二是复杂生产环境下柔性生产线的智能调度与智慧物流研究，构

建精益智能防错体系，智慧物流领域之多智体智能调度系统，机器人组网和快

速重构生产线等，不断提升财富积累。三是面向复杂系统的组织行为学研究，

为高效高质量的决策提供依据等。未来人才培养将继续以精益智造与绿色制

造服务业为研究背景，聚焦于现场流程的信息化，数字化和可视化，以过程仿

真与系统优化、智能优化设计等为主攻方向，实现新时代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

目标。 

山商工业工程专业目前已有 14 届毕业生。毕业人数累积达到 860 余人。

近五年研究生平均升学率达 30%以上，其中录取到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

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名校有 50 余人；考取业工程专业研究生的国外高

校有曼彻斯特大学、美国雪城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大学、日本

筑波大学等。学生就业连续 98%以上，就业于各大中型企业，其中入职上海通

用汽车等名企占 30%以上，仅 2016 年，本专业有 3 名同学被华为深圳基地录

用；另外还有富士康、中国航天、中国核电、中国烟草集团等知名企业。毕业

学生为企业财富积累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近三年工业工程专业毕业生就

业情况如表 1 所示。 

 
    二、山东工商学院财富管理办学特色 

    （一）山东工商学院办学定位 

    面对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方位，第三次党代会以来，学校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贯彻落实全国全

省教育大会精神，围绕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坚持“学科引领、

特色带动、重点突破、绩效考评、动态管理”原则，强化“学科 + 财富管理”

特色建设，推动形成核心学科优势突出、支撑学科特色鲜明、基础学科健全扎

实、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的良好学科生态。 

    （二）财富管理特色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国家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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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个人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财富一般分为个人财富、社会财富、国家财富三

种。财富管理是指以客户为中心，设计出一套全面的财务规划，通过向客户提

供现金、信用、保险、投资组合等一系列的金融服务，将客户的资产、负债、

流动性进行管理，以满足客户不同阶段的财务需求，帮助客户达到降低风险、

实现财富保值、增值和传承等目的。随着高净值人群不断增长，市场竞争也在

与日俱增，如何管理资产使其保值、增值是当下人们关注的重点，而财富管理

的出现则是一剂良药。 

（三）工业工程与财富管理 

工业工程是以质量、成本、效率为研究目标，实现社会企业和个人财富管

理。2016 年 4 月 4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为贯彻落实《质量发展纲要（2011-

2020 年）》，印发了《贯彻实施质量发展纲要 2016 年行动计划的通知》明确

2016 年工作重点，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开展质量品牌提升行动，

不断提升企业品牌价值和“中国制造”整体形象，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质量转

变，高质量发展。 

成本由美国质量大师费根堡姆（Armand D.V Feienbaum）首次提出：把质

量的预防费用和鉴定活动中发生的费用与产品质量不合格所引起的费用，联

系起来进行研究；用货币的语言，列举大量的事实和数据，阐明这些费用对公

司经济效益的影响，为公司最高领导层提供质量成本（Cost of Quality，COQ）

报告。费根堡姆认为，质量和成本是统一的，好的质量所花的成本比差的质量

所花的成本低。Conti、Omar 对质量成本四要素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

究了若增加预防和鉴定成本的投入，研究表明：质量成本四要素之间存在此增

彼涨的关系；企业提升质量成本管理后，隐含的质量成本（由于产质量量缺陷

导致的客户流失及对企业信誉的影响等）也会下降。所以说质量成本直接影响

企业财富积累。Rodchua 提出创新型质量管理理念。赞同零缺陷理论，认同顾

客满意度会减少隐形质量成本的发生。对如何使企业的质量成本最小进行了

研究。研究结果：得出企业质量成本最小是在 100%检验下。Sarker、Cheng 通

过对“六西格玛法（Six Sigma）”“精益生产管理（Lean management）”“精

益六西格玛法（Lean Six Sigma）”“全面质量成本管理”“零缺陷”等理论，

研究了创新的质量成本管理方法。研究指出：创新管理理念，需降低损耗，加

强企业质量管理，使企业的质量成本达到最小，企业财富实现最大。 

李现宗等研究了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推行战略成本管理实践过

程中，将战略成本管理纳入资源有效配置的框架下，通过深度嵌入商业模式变

革、系统化创新设计机制制度、全面应用价值工程关键分析工具、不断提升全

价值链拓展能力等，在全面降低成本、实现全价值链协同、提高资源利用系统

效率和企业财富积累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果。中航光电战略成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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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积累效果比较分析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可以看出该企业通过战略成本管理，实现了净资产收益率逐年明

显递增，营业净利润、净利润更是翻倍增加，实现了企业财富快速增值。 

综上所述，质量、成本、效率皆是工业工程研究范畴，与财富管理紧密融

合，相辅相成。通过工程工程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与实践，有效地实现了社会企

业、个人财富的保值和增值。 

三、结束语 

目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积累了巨量财富，迫切需要专业人才进行管理。山

东工商学院紧跟时代步伐，结合自身管理和经济类学科的优势，凝练出新的财

富管理办学特色，满足社会和市场需求，该办学定位将成为国内财富管理领域

的重要特色。“工业工程”是对人、物料、设备、能源和信息等所组成的集成

系统进行设计、改善和实施的一门学科，它综合运用数学、物理和社会科学的

专门知识和技术。通过现场改善、质量管理、成本管理、精益生产、流程再造

等工业工程方法与理论实现质量、成本、效率目标，紧密契合财富管理目标和

特色。工业工程与财富管理自成一体，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作者：山东工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宋海草 张顺堂 吴昌友 刘利

军 黄力波 闫龙 高德华 

来源：《教育现代化》，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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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2020&filename=JYXD201998095&v=MDU3NDBGckNVUjdxZlpPZHNGe

S9sV3J2QUx6VFRhckc0SDlqRnA0OU1ZWVI4ZVgxTHV4WVM3RGgxVDNxV

HJXTTE 

公益慈善的“成长”与“突围”                                

——从大学生视角透析社会公益慈善意识现状  

摘要：本文调查研究大学生公益慈善意识现状，借助公益慈善组织的运行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LAST2020&filename=JYXD201998095&v=MDU3NDBGckNVUjdxZlpPZHNGeS9sV3J2QUx6VFRhckc0SDlqRnA0OU1ZWVI4ZVgxTHV4WVM3RGgxVDNxVHJXTTE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LAST2020&filename=JYXD201998095&v=MDU3NDBGckNVUjdxZlpPZHNGeS9sV3J2QUx6VFRhckc0SDlqRnA0OU1ZWVI4ZVgxTHV4WVM3RGgxVDNxVHJXTTE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LAST2020&filename=JYXD201998095&v=MDU3NDBGckNVUjdxZlpPZHNGeS9sV3J2QUx6VFRhckc0SDlqRnA0OU1ZWVI4ZVgxTHV4WVM3RGgxVDNxVHJXTTE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LAST2020&filename=JYXD201998095&v=MDU3NDBGckNVUjdxZlpPZHNGeS9sV3J2QUx6VFRhckc0SDlqRnA0OU1ZWVI4ZVgxTHV4WVM3RGgxVDNxVHJX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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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管理方式和活动的开展情况来分析现状的影响因素。基于公益慈善相关

理论并结合当下实际，团队将提出促进高校公益慈善活动开展和管理的建议，

制定出解决其影响因素的方案，最后形成一套公益慈善意识等级标准。目的在

于提高公益慈善活动开展的教育性和实效性，进而使当代大学生进一步提高

公益慈善能力，更好的参与公益慈善活动，为促进公益慈善事业在大学生群体

的普及尽一份力量。 

    关键词：大学生；公益慈善意识；标准的构建 

1.项目实施的目的、意义 

1.1 项目背景 

就中国高校而言，公益慈善环境并不成熟，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

大学生普遍缺乏慈善意识，且普遍对慈善行为持观望态度; 另一方面是高校

的公益慈善活动开展不足，学生参与度偏低。因此，需要调查高校大学生公益

慈善活动管理的方式和开展的情况，并对成效加以评估，用于研究当代大学生

公益慈善意识现状。 

1.2 项目实施的目的 

本课题的研究，以大学生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作为社会公益慈善的辐射

点，促使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公益慈善意识，更好地促进中国公益慈善发展的健

康性，让其稳定 持续的发展。 

1.3 项目实施的意义 

现实意义：a.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公益慈善意识。公益慈善意识的提高给当

代大学生带来的不仅是性格方面的改善，同时还对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本项目通过研究当代大学生公益慈善意识的影响因素，可

以改变当代大学生对于公益慈善的错误认知，建立一套公益慈善意识分级标

准，推动大学生公益慈善活动的开展，对于带动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和促进社会

和谐起到积极作用。b.有利于个人、学校、社会联合起来推动社会公益慈善事

业的发展。本项目的深入，不仅可以为高校提供大学生公益慈善开展和管理的

建议，为大学开展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公益慈善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还可以促

进大学生投入公益慈善事业的热情，有效构筑大学的公益慈善氛围并带动其

他社会人士投身于公益慈善事业，从而发掘出公益慈善教育的“反哺功能”，

共同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2.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 

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

始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并对其重要意义达成共识。目前，国内外的学者虽然对社

会公益慈善活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关于公益慈善活动的激励研究却不多。

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大学生公益慈善意识，从大学生参与公益慈善

活动入手，剖析公益慈善活动激励机制与大学生参与频度，分析公益慈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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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域下大学生参与的激励机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增强当代大学生参与公

益慈善活动的实效性寻找路径。 

3.项目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3.1 项目研究内容 

3.1.1 大学生公益慈善意识的现状 

大学生作为社会中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和祖国未来的中坚力量，他们是

社会的新鲜血液，且受到相当程度的社会关注。对大学生来说，需针对其公益

慈善意识现状做出调查，运用信息分析和数据总结，从而对当代大学生公益慈

善意识评价分级。 

3.1.2 推动大学生公益慈善活动的开展和管理 

有关公益慈善事件的社会负面舆论较多，正面报道较少，且缺少学校和家

庭对大学生的正确引导和教育，因此阻碍了大学生公益慈善活动的良性开展。

此时，研究如何推动大学生公益慈善活动的开展和管理尤为重要。 

3.1.3 形成一套公益慈善意识标准 

获取大学生公益慈善意识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答卷，分析数据，形成一套

公益慈善意识标准。 

3.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3.2.1 大学生如何界定公益慈善 

公益慈善是两个词：公益 + 慈善，分别强调这类社会活动的结果和动机。

现代社会中，这两个词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话语乃

至学术话语，以反映或表达这类社会活动的共同特征及其本质。而现实情况中，

大部分大学生甚至从业人员及普通群众对公益和慈善的概念加以混淆，甚至

存在误解和偏见。 

3.2.2 大学生公益慈善意识的影响因素 

（1）个体所接受的教育和环境。（2）自身的能力条件。（3）参与公 

益慈善活动的体验感。 

3.2.3 大学生公益慈善活动的开展和管理 

（1）公益组织的治理结构。（2）公益慈善组织的运作机制。 

3.2.4 探究并制定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公益慈善意识的“突围”方案 

（1）大学生界定公益概念与慈善概念（标准）。（2）大学生如何更 

好地开展公益慈善。 

4.项目研究流程和结论 

4.1 调查问卷 

我们走访调查了四所驻烟高校，烟台大学，鲁东大学，山东工商学院，滨

州医学院。实际回收问卷 800 份，有效问卷 776 份。对问卷结果进行分析得出

如下结论：在自身条件维度中，只有 43.88%的学生对公益慈善是了解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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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对于弱势群体没有学生是不愿意提供帮助；在形式上，有 62.24%的

学生愿意捐助善款，72.45%的学生愿意提供志愿服务，38.18%的学生愿意进行

宣传教育。在周围环境这个维度中，63.64%的学生是从社团宣传上了解公益慈

善，58.18%的学生是从学校讲座上了解公益慈善，39.8%的学生是从生活实际

认识公益慈善的；在学校的学习课程中，27.55%是知道学校有公益慈善相关课

程的；对于周围的公益慈善活动的开展情况，25.51%的学生认为认为活动开展

情况不乐观或者很糟糕。在活动参与这个维度中，70.41%的学生偶尔参加公益

慈善活动，16.33%的学生却从未参加；70.41%的学生认为参加活动是不会对日

常生活造成影响的；在影响大学生参与的因素调查中，72.45%的学生认为课余

时间是影响因素，62.24%的学生认为经济实力是影响因素，36.73%的学生认为

宣传不到位是主要因素；而对于参与活动的目的，46.94%的学生是为了内心善

良而参与公益慈善活动。 

4.2 访谈问卷 

为了更好地了解公益慈善活动的开展情况，推动大学生公益慈善活动的

开展、管理及“成长”，提高大学生的公益慈善意识，构建和谐社会和推动大

学生素质教育发展，团队从学校社团组织入手，针对四所高校的社团组织的管

理人员，采用访谈的形式进行了数据收集和相关了解。 

在对四所院校的访谈中，共计访谈次数 12 次，有效数据收集次数也为 12 

次。根据数据，75%的组织与当地相关社会组织接轨，受其帮助与支持；全部

组织严格按照活动程序开展活动，但 41.6%的组织有效地开展了活动后总结与

反思；33.3%的组织学校提供的支持较为不足；25%的组织面临着参与度不足问

题，50%的组织想要推陈出新，拥有新活动。 

4.3 结论 

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当代大学生已经初步具备对于公益慈善的认知，但

是缺乏驱使他们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的动机；同时受现在周围的生活环境和大

学以前的生活环境所存在的因素影响，大学生这一群体在公益慈善事业中仍

旧是不成熟的、“未成年”的。 

对于学校方面，校园公益慈善教育略显薄弱，对于公益慈善活动支持略显

不足，现阶段少部分高校开始将公益慈善相关课程选为必修课，这也导致学生

了解不足，认识不到位等现象。对于社团组织管理而言，过度看重活动的程序

化而忽略了活动本身性质，使之失去了原有的启发性作用。 

5.公益慈善意识划分标准 

因慈而善，为公行益。我们就可以定义公益慈善意识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

阶段，人们逐渐通过自身的发展和环境的更替发现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性，在

接受教育和生活事件中拥有的愿意奉献自我，提高社会责任感的意愿和想法。 

（1）公益慈善直觉层。划分标准：a.能够正确认识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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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愿意帮助别人，但是不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和利益 c.对公益慈善有一个模糊

的认识；（2）公益慈善认知层。划分标准：a.接受过相关公益慈善知识的普及；

b.愿意帮助别人，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和利益；c.对公益慈善有一个较为清晰

的认识。（3）公益慈善动机层。划分标准：a.接受过相关公益慈善课程；b.参

与并组织相关活动；c.愿意传播公益慈善相关知识。（4）公益慈善情感倾向

层。划分标准：a.在接受过知识教育的前提下，愿意投身公益慈善的事业从事

相关工作；b.深入实际，探寻困难原因并愿意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解决；c.物质

层面追求向精神层面追求的逐渐开始转变。（5）公益慈善行为意向层。划分

标准：精神上追求高于物质层面追求，力求帮助他人实现人生价值而作为自己

的人生目标。 

6.“成长”建议与“突围”方案 

（1）大学生开展公益慈善活动将在一定层面上推动相关事业的发展和和

谐社会的进步。希望通过此次研究，让更多大学生清楚认识到公益慈善对于自

身素质和精神层面的影响，培养并提高公益慈善意识，推动大学生开展相关活

动。因此团队将给出如下的“成长”方案：①加强慈善组织的监管力度，营造

良好的社会氛围，合理运用制度和法律法规，以此激励和调动大学生参与慈善

活动。另外，每年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而现存的志愿服务

法规相对缺乏。因此，完善志愿服务的法规保障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②大学

应开展培养大学生公益慈善意识的相关课程，让公益慈善文化入驻校园。要紧

紧围绕公益慈善理念，公益慈善认知，公益慈善实践等实质内容，加强大学生

对慈善的了解和学习。同时，教师在日常的讲课过程中，应将公益慈善知识融

入到讲授过程中，体现科学性与思想性相结合的规律。③学校公益慈善文化教

育具有不同于普通公益慈善文化教育的特点，通过学校公益慈善文化教育普

及，使大学生获取有关公益慈善的知识，懂得爱心、关怀、利他、感恩等道理，

树立正确的三观，引导大学生的公益慈善意识由萌芽到逐渐成熟。鼓励学生参

加力所能及的公益慈善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将朴素的公益慈善感情逐步内化

为自觉的道德意识，形成公益慈善品德，最终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公益慈善活

动。 

（2）尽管部分高校的公益慈善组织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和结构，且公益

慈善组织在近年以较快速度增长，但从公益慈善组织自身的发育程度上看，总

体上还不成熟，仍处于“孩童”阶段。所以团队将给出如下的“突围”建议：

①大学里的公益社团组织在执行活动的过程中及时反馈总结，不过于刻板执

行活动程序，让参与者了解到自己参与的实际意义和效果，从而获得参与感，

带来良好的反馈，形成良性循环。②公益社团组织要及时与社会对接，获取社

会帮助，推陈出新。从而带动更多人参与其中，带来正面效应，形成良性循环。 

③大学的公益社团组织人员构成从“90 后”转到“00 后”的传承过程中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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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实质，提高组织人员的创新能力和活力。 

作者：山东工商学院 王成 汲生涛 陈德婵 车奥群 黄心颖 

来源：《中外企业家》，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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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filename=ZWQY202004213&uid=WEEvREcwSlJHSldRa1FhcTdnTnhX

Y20vRzh5czhMK3dUaVhqb1Qrd1pwT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

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U1MzZyV00xRnJDVVI3cWZa

T2RzRnl6bFViN1BQenJhZDdHNEhOSE1xNDFFWjRSOGVYMUx1eFlTN0RoM

VQzcVQ 

富有是人生而就有的权利：我读《财务自由之路》 

 

《财务自由之路》是理财入门书籍，据说是财商教育必读书目之一，作者

是博多·舍费尔，德国理财大师。这本书 2010 年在国内出版过，2017 年出了

新版，加了一个副书名“7 年内赚到你的第一个 1000 万”。 

作者在“前言”里说，这本书可以使人学到财富世界的游戏规则。事实上，

《财务自由之路》不仅仅是一本关于金钱的书，它更是一本关于幸福的书。作

者在书中也反复强调，金钱的作用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最好的自己。 

《财务自由之路》这本书共十四章，和我一起开始阅读吧！ 

第一章  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舍费尔让读者先做个选择，他问我们是想拥有一台赚钱机器，还是穷其一

生成为一台赚钱机器？我想，你一定会作出与我一样的选择，我们都想拥有一

台赚钱机器。可仅有决心是不够的。我们对于生活的设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往

往就如同白天和黑夜的差别。仔细想想，我们实现梦想的绊脚石是什么？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AUTO&filename=ZWQY202004213&uid=WEEvREcwSlJHSldRa1FhcTdnTnhXY20vRzh5czhMK3dUaVhqb1Qrd1pwT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U1MzZyV00xRnJDVVI3cWZaT2RzRnl6bFViN1BQenJhZDdHNEhOSE1xNDFFWjRSOGVYMUx1eFlTN0RoMVQzcVQ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AUTO&filename=ZWQY202004213&uid=WEEvREcwSlJHSldRa1FhcTdnTnhXY20vRzh5czhMK3dUaVhqb1Qrd1pwT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U1MzZyV00xRnJDVVI3cWZaT2RzRnl6bFViN1BQenJhZDdHNEhOSE1xNDFFWjRSOGVYMUx1eFlTN0RoMVQzcVQ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AUTO&filename=ZWQY202004213&uid=WEEvREcwSlJHSldRa1FhcTdnTnhXY20vRzh5czhMK3dUaVhqb1Qrd1pwT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U1MzZyV00xRnJDVVI3cWZaT2RzRnl6bFViN1BQenJhZDdHNEhOSE1xNDFFWjRSOGVYMUx1eFlTN0RoMVQzcVQ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AUTO&filename=ZWQY202004213&uid=WEEvREcwSlJHSldRa1FhcTdnTnhXY20vRzh5czhMK3dUaVhqb1Qrd1pwT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U1MzZyV00xRnJDVVI3cWZaT2RzRnl6bFViN1BQenJhZDdHNEhOSE1xNDFFWjRSOGVYMUx1eFlTN0RoMVQzcVQ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AUTO&filename=ZWQY202004213&uid=WEEvREcwSlJHSldRa1FhcTdnTnhXY20vRzh5czhMK3dUaVhqb1Qrd1pwT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U1MzZyV00xRnJDVVI3cWZaT2RzRnl6bFViN1BQenJhZDdHNEhOSE1xNDFFWjRSOGVYMUx1eFlTN0RoMVQzcVQ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AUTO&filename=ZWQY202004213&uid=WEEvREcwSlJHSldRa1FhcTdnTnhXY20vRzh5czhMK3dUaVhqb1Qrd1pwT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U1MzZyV00xRnJDVVI3cWZaT2RzRnl6bFViN1BQenJhZDdHNEhOSE1xNDFFWjRSOGVYMUx1eFlTN0RoMVQzc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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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费尔告诉我们，首先需要改变的便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思维方式

铸造了我们今天的样子，可这样的思维方式却并不能让我们变成我们想成为

的样子。舍费尔问我们：你关于金钱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说，如果你私下里

认为金钱不好，那你就无法使自己变得富有。 

舍费尔将生活简化为五个领域：健康、财务、关系、情感和人生意义。他

认为这五个领域同等重要，并且这五个领域应该互相协调一致。有金钱问题的

人是无法平衡这五个领域的，解决办法是将我们的事业建立在我们最大的爱

好之上，用我们的爱好来挣钱。 

我们需要时间来了解自己，找出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只有在做一些使自己

充满热情和力量的事情时，我们才是真正处于最好的状态，才能使金钱滚滚而

来。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在生活中明确地作出决定，是想优化自己还是削弱自

己。我们的行动准则应该以梦想、目标、价值观和策略这四根支柱为基础，我

们的财富也应建立在我们的行动准则之上。当一个人将这四股力量协调一致

之后，他所具备的能力是超乎想象的。 

我们都知道，没有金钱生活会很艰难，金钱可以让我们生活轻松。所以，

应管理好我们的财务状况，使它服务于我们而非给我们带来麻烦。 

第二章  责任意味着什么 

舍费尔提出，如果我们意识不到自己的责任，那么财富的积累就只是妄想。

责任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对财富如此重要？我们一起听舍费尔怎么回答

这两个问题吧。 

舍费尔认为，责任意味着作出恰当的反应，我们一直都对自身的反应和表

现负有责任，要承认我们掌控自身反应并不容易，尤其是当我们自身做出的反

应很糟糕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推卸责任，他们说：“是别人的错……”。将

责任推给他人是如此容易，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于是我们便这样做了。但是

有责任的人喜欢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因为他们喜欢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 

舍费尔告诫我们，金钱远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美好；积累财富也远比大多

数人想象的要简单。但是我们必须承担责任并真正地去履行责任。只有我们自

己能对我们 7 年内收获多少金钱负责。 

在这一章里，舍费尔提出四个方法来拓宽我们的可控领域，包括离开我们

的舒适环境；将困难当作成长的机会；提出正确的问题；扩大我们的个人范畴。 

第三章  100 万欧元是难以企及的奇迹吗 

在这一章里，舍费尔提出想在 7 年内获得 100 万欧元，仅仅多做些努力是

不够的，至少要发生五个层面的变化。当我们全面地考虑到这五个层次，奇迹

才有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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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次：意识到自己对现状感到不满意，为了改变现状，我们开始采取

行动。 

第二层次：期待的结果没有出现，我们意识到仅仅只是采取行动还远远不

够。我们采取的行动还必须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导向。新的技巧和策略将会为我

们带来解决办法。 

第三层次：学到的技巧对我们起了一定的帮助。但是如果拿自己跟其他成

功人士进行对比，我们就觉得他们好像不费吹灰之力就达成了目标。如果按照

目标去塑造生活，我们也可以成为像我们的榜样一样令人钦佩的人。 

第四个层次：在我们与自身和他人打交道时，仔细思考一下我们的世界观。

许多人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解决办法是换一副新的眼镜。当我们带上一副新

的眼镜看世界，世界就完全不同了。同样地，我们也完全可以换一个视角来看

待金钱。我们能用金钱改善生活条件，金钱也可以做许多好事。 

第五层次：通过改变对自身的认识，我们可以带来巨大的变化。我们的自

我认识最终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舍费尔提出，要创造奇迹需要勇气。没有任何其他事情能够给予我们更多

的勇气，除了同时在五个层次去进行努力。当然五个层次都发生深刻的改变需

要时间。这样的成长不会立竿见影，但之后某个时刻会立刻爆发出来。 

第四章  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变得富有 

这一章里舍费尔探讨了一个沉重的话题，我们还是听听舍费尔怎么说吧！ 

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变得富有，因为保持贫穷状态同样简单。没钱的人都

有一些共性，他们坚持的一些原则使他们无法积累财富。 

第一，穷人对财富没有明确定义。要清晰地定义财富需要三个条件：我们

必须知道明确的数字，写下这个数字，并且将它转换成画面。 

第二，穷人的财富目标摇摆不定。一旦我们无法将目光集中于目标，怀疑

和恐惧就产生了。所以，要设立的并非是一个小目标，而是一个大目标，在这

种情况下问题的出现就无法完全阻挡我们看见目标的视线，我们清楚自己为

了什么而努力。大目标还能提升我们对机会的感知能力。应该尽可能少地去改

变自己的长远目标，目标越大我们需要做的改动就越少。 

第三，穷人从不将财富看成绝对必需品。成功人士故意将自己引入一种绝

对必要的情境之中。他们没有其他选择。我们有能力使我们的目标成为绝对必

需品。不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将无法幸福。一成不变的生活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

痛苦，我们一定要实现自己的目标。 

第四，穷人做不到坚持到底。要找到一个放弃的理由轻而易举，如果我们

为自己设立极限，那么我们就会去达到这个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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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穷人不去承担责任。当某事无法正常运行时，我们总是负有责任的。

我们永远不可能将生活赋予我们的责任推卸给别人。永远不要让别人替我们

承担责任的情况出现。 

第六，穷人不准备付出 110%的努力。爱找借口的人总会找到借口。借口

是我们讲给自己听的谎言，借口使我们贫穷。无论是谁，将最后一个可能的借

口都摒弃掉，必将能取得成功。付出 110%的努力意味着成功。只有付出 110%

的努力，我们才对自己的生活承担了全部责任。 

第七，穷人缺少一个好的教练。积累财富最重要的一块基石便是一位好的

教练。一个好的教练是一个远比我们成功、能够庇护我们，促进我们发展的人

物。只有教练才可以根据自身经验，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我们的才能激发出

来，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需要走弯路了，可以学习并利用教练的经验。此外，

一位好的教练也能长期对我们施加压力，促使我们付出 110%的努力。而且教

练可以比我们自己更客观地监督评价我们的进步。 

第八，穷人只关注自己的劣势。只关注自己劣势的人是不会得到财富的。

因为能够使我们变得富有的东西是我们的优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

直接忽视我们的劣势。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劣势找到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为我

们的优势找一个教练。 

第五章  你关于金钱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舍费尔说，我们今天拥有的东西正是我们为自己量身定制的东西。但我们

通常想获得的东西与我们所相信的东西之间是有差别的。舍费尔建议我们找

出内心关于金钱的真实想法。为财富而做的最好的准备工作，就是学习对金钱

感觉自如。如果不认为金钱是美好的事物，我们就不可能变得富有，即使我们

有着想要更多钱的愿望。我们所看到的，事实上是我们的信念引导我们将精力

集中在上面。我们的世界也会因此变成我们所想的那样，所以我们必须抛弃那

些阻碍我们的信念，因为它们会强迫我们将精力集中在错误的事物上。 

在本章中，舍费尔提出应找到真正的关于金钱的信仰，然后用新的想法，

比如"我可以用金钱做许多好事，事情好坏不在于钱，而在于我”来取代旧的

想法，比如“金钱败坏人性”，并将新的想法转换成新的信仰。一定要明白，

改变我们的信仰就是改变我们的人生。要记住，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信仰的体

现。 

第六章  债务 

在这一章里，舍费尔区分了债务的种类。他将债务分为愚蠢的债务和明智

的债务，并提出消费债是一种愚蠢的债务。为了减少愚蠢的消费债务，舍费尔

甚至建议我们剪碎信用卡，现在、马上、立刻，只有当我们有了 5 万欧元存款

之后，才能再去申请一张新的信用卡。 

舍费尔提出，用债务让我们学会自律。自律就是力量，它决定了我们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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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的潜力的发挥程度。没有自律，任何一种才能都只能白白浪费。财务压力

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毒药，也可能是良药，这由我们自己决定。债务不要紧，要

紧的是我们处理债务的方式，战胜债务的最佳方法就是积累财富。 

第七章  如何增加自己的收入 

每个人获得的东西都恰好是他值得获得的东西。我们的收入恰好体现我

们在市场中创造的经济价值。我们今天的收入就是我们昨天所做之决定的结

果，如果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说：“现在我要另做选择。” 

在这一章里，舍费尔告诫我们，作为自己人生的设计师，我们的收入和加

薪是由我们自己创造的。金钱和机遇并不会因需求而产生，而是应能力而产生。

我们不会因为自己需要更多就得到更多，而是因为我们值得更多。我们应该关

心自己的义务，而非关心自己的权利。如果自身不改变，任何事都不会有所改

变。 

舍费尔告诉我们，收入由能力、精力、影响力/知名度、自我评价/自我推

销和创意这几个板块组成。不要停止增加收入，除非我们积累了足够的资产，

可以仅靠利息生活。当我们能够靠自己的资产生活，不必再继续工作，我们才

称得上富裕，这时金钱为我们而工作。我们变得富裕不是因为我们挣到的钱，

而是因为我们存下来的钱。在财务自由之前，千万不要停止积累财富。 

第八章  储蓄 

既花钱又存钱的人是最满足的人，因为他享受到了两者的乐趣。在这一章

里，舍费尔告诉我们，尽管人们有许多不储蓄的理由，但是使我们变得富有的

是储蓄而非收入。 

没有人能仅仅通过挣很多钱就变得富有，财富产生于我们对金钱的留存。

不储蓄是完全没有经济头脑、幼稚、愚蠢的体现。事实上，我们真正需要的东

西其实是少之又少的。“我需要它，我一定要买下它”，这只不过是对自己消

费行为进行了辩解。 

储蓄意味着支付自己，你可以在每月初将收入的 10%存入一个独立的“鹅”

账户中。千万不要动用“鹅”账户中的存款，我们要好好管理“鹅”账户的资

金。随着“鹅”账户资金的增长，我们在生活中会更有乐趣，更加自信。 

舍费尔认为，如果我们今天管理不好我们的钱，等到我们挣到更多钱的时

候，我们就更管理不好了。他说，想让事物向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首先

我们自己必须变得更好。 

第九章  复利的奇迹 

在这一章里，舍费尔告诉我们要清楚复利的力量。有三个重要因素影响复

利，分别是时间、利润率和投入。时间就是金钱，尽早开始是好事，我们开始

得越早，我们就能越轻松地实现复利效应。和时间同等重要的因素是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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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想要积累财富，而我们拥有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就越需要高利润率。

但是没有“鹅”账户，一切都是零。这里需要再次重申，储蓄很重要。 

第十章  你为什么必须饲养金钱 

舍费尔的教练告诉他，大多数人生活的方式都好像自己永远也不会出现

收入微薄的情况，但这种情况肯定会出现的。大多数人存的钱都太少，而那些

只储蓄不投资的人也不是真正的理财者。想要饲养金钱的人，必须投资金钱并

获得收益。 

舍费尔说，还有一些人混淆了投资和投机这两个概念。想要饲养金钱的人

首先必须是一个投资者，而非一个投机者。投资应该使金钱流入你的口袋。投

资者会在买入的时候获得利润，而非在卖出的时候。想要在卖出时获得收益的

人，不是在投资而是在投机，投机者的运气有好有坏。 

舍费尔提出，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坚定不移地进行准

备。丰年将会一直存在，荒年也会一直存在，不要让自己丧失勇气，但也不要

让自己盲目地相信安全感。尽可能多地去挖掘出自己的经济洞察力，为自己做

出重要的决定。一个好的投资者，即使在受周期更迭影响的情况下，仍然可以

使自己的财富增加。而纯粹的投机者会成为危机的受害者。 

第十一章  投资者和股民应遵从的原则 

在这一章里，舍费尔告诉我们成为一名成功的投资者必须遵从的七个原

则。 

第一个原则：识别什么时候投资，什么时候投机。投机本身没有什么错，

投资者挣钱，投机者赢钱。不好的是，我们实际上做着投机的行为，却以为自

己在进行投资。在投机活动中，我们不应该期望获得定期的收益。在舍费尔看

来，购买股票和基金是一种投机行为，而投资不动产和创办公司则属于投资。

优秀的投资者也得会投机，这有助于投资，但是必须清楚买入卖出的最佳时机，

能够正确估算价值和利润率。 

第二个原则：区分债务和投资。舍费尔说，如果金钱远离我们就是一种负

债，如果金钱流向我们便是投资。 

第三个原则：确定我们的资产类型。财务投资只有三个主要类别，分别是

货币资产、有形资产和赌博。其中，货币资产投资是以钱投资。在有形资产投

资中，我们将资金转换为不动产等固定资产或投入企业投资份额、股票及股票

基金等重大资产。赌博是我们在玩我们的钱，务必远离赌博。明确资产类型的

主要目的在于怎样分配手中的资金。这取决于至少四种因素，我们的目标是什

么？目前我们手上有多少资金可以投资？我们准备承担多大风险？我们的年

龄或者我们什么时候需要支配多少钱？ 

第四个原则：有形资产完胜货币资产。在舍费尔看来，当我们投入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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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在货币上，这种货币的价值会随着通货膨胀而贬值。可要是我们投资了不

动产，它的价值便会升高，股票也是如此。 

第五个原则：我们必须承担风险。舍费尔认为，没有人能够既追求财务自

由，又保证绝对安全。原因很简单，自由和安全是互相排斥的，就如同两条反

向延伸的道路。真正的投资者必须清楚，损失也属于盈利的一部分。 

第六个原则：分散投资。这条原则是重中之重。没有人能预知未来，除了

分散投资，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一部分资金用于货币资产投资，一部分用于

有形资产投资。 

第七个原则：投资家和普通投资者是有区别的。普通投资者关心的是平均

水平。但这是一条缓慢的理财道路，如果你想快速致富，你就必须比普通投资

者技高一筹。投资家把犯错看成是成功的必要部分，普通投资者不喜欢犯错，

他们将其看作个人的失败。如果我们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投资家，我们就必须不

断学习，并花费很多时间在投资上。当然有教练带领我们学习会事半功倍。 

第十二章  财务保障、财务安全和财务自由 

如何才算拥有财务保障、财务安全和财务自由？在这一章里，舍费尔做出

了回答。他提出，没人能保证自己在意外和不幸来临时不受伤害，但是我们可

以未雨绸缪。尽管遭遇突如其来的经济变故，我们还是能依靠积蓄继续保障自

己的生活，这就是财务保障。财务保障使我们处于强者地位。可需要多少个月

的财务保障，取决于我们的保障需求和我们的乐观程度。无论如何，我们应当

为这笔钱选择一个风险低的投资项目。 

关于财务安全，舍费尔的建议是一旦实现自己的财务保障，我们就应该将

所有可用资金投资到安全稳定的投资项目上，以尽快实现我们的财务安全。只

有资本多到让我们能够仅靠利息就能满足支出时，我们才算实现了财务安全。

当我们实现了财务安全之后，我们就不应该再去动用自己的本金了。 

也许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实现财务安全，我们想获得财务自由。首先，我

们永远不能杀死我们的“鹅”。其次，按照 50％中度风险、50％高度风险原则

进行投资。最后，我们应该向自己承诺，不到最好，永不满足。 

第十三章  教练和专家网络 

在这一章里，舍费尔提出必须为自己创造出一种能促使我们成功的环境。

如果我们周围都是成功人士，那么成功对我们来说就很容易。这时我们可以观

察、分析和模仿榜样人物，对卓越的模仿意味着从此以后我们要有意识地控制

我们的学习过程，让我们成为我们自身未来的设计师。 

舍费尔建议我们的周围环境应该有一名教练、一些榜样以及专家网络构

成。如果我们想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掌握一个人或多个人生活中的成功和经验，

我们就需要一个能够教导我们的人。我们要认真地寻找我们的教练。教练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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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发挥我们的长处。我们的教练会在某一时刻要求我们独立，这时我们就应

该用一个专家网络来代替我们的教练，我们需要专家网络来帮助我们成为最

好的自己。事实上，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掌握了与志同道合者建立专家网络的艺

术。 

第十四章  你可以播种金钱 

成功意味着获得我们所爱的东西，而幸福意味着享受我们获得的东西。我

们的目标是积累财富的同时获得幸福。我们挣到的钱不仅仅属于我们个人，我

们应该播种金钱。那些生活幸福的成功人士总是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财富。富有

且幸福的人不仅仅是捐赠金钱，而且很早就开始捐赠金钱，早在他们还不具备

此能力时。捐赠金钱证明我们的自信，还证明了我们可以富有责任地处理金钱、

妥善地运用金钱。 

一切的开端都起源于我们掌控生活的态度。爱这个世界的人也会被世界

以爱相待，这也适合于金钱。给予这个世界金钱的人，世界将会以金钱回报他。

这本书读完了，不错的一本书，引发了思考，值得阅读。 

知识能扫除风险和恐惧这两个积累财富的敌人。让理财知识成为我们知

识体系的一部分，然后运用它为我们自己设计一场全新的人生。知识运用起来

才是力量，马上行动吧！只有乐于改变，通过不断学习和成长成为最好的自己，

才能踏上财务自由之路。 

最后，敲一次黑板。作者在书中反复告诫我们：财富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

利，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但只有持续不断地学习和成长才能享受这一权利带

给我们的财务自由，而财务自由有助于我们发现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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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3Q_dw3CmHB3YpixAVdbA 

★学术资源推荐 

图书推荐 

财富中国 

作 者：董志龙 

出版发行：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01 

ISBN：978-7-5180-1158-2 

中图法分类号：F124 

https://mp.weixin.qq.com/s/aq3Q_dw3CmHB3YpixAVdbA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E8%91%A3%E5%BF%97%E9%BE%99&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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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三十几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创造了

一个财富奇迹，一个富强的中国渐渐露出健壮的身姿！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

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及人均 GDP 水平仍然处于落后状态，中国经济增长

仍存在巨大的潜力，财富增长方式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未来发展仍存在许多变

数。本书将以财富为着眼点，跟踪中国社会财富增长的轨迹，探讨财富增长的

模式与未来经济发展的策略，为读者描绘一幅财富中国全景图。 

电子版链接来源： 

http://img.sslibrary.com/n/slib/book/slib/13671406/42bf6871260b40b4936b3

2670428eb0a/d8d8790d49de5575771762be9e28f06e.shtml?dxbaoku=true&deptid

=1356&fav=http%3A%2F%2Fwww.sslibrary.com%2Freader%2Fpdg%2Fdxpdgre

ader%3Fd%3De5c5571d8ed62abdb1387420d37cf85a%26enc%3D8578bf46d4e35

8530154f24682122304%26ssid%3D13671406%26did%3D1356%26username%3

Ddx2baoku_58.57.27.253_1356&fenlei=06020205&spage=1&t=5&username=dx2

baoku_58.57.27.253_1356&view=-1 

新常态下的股权投资 有效的财富创造方式 

作 者：卢文俊  

出版发行：中国纺织出版社，2018.05 

ISBN：978-7-5180-5212-7 

中图法分类号： F830.91  

简介：本书就将从股权投资的基本概念，股权投资的起源，在典型国家的

重要的历史阶段发展中起到的作用，现阶段我国主要的股权投资市场几个部

分来介绍股权投资，并且希望通过本书，能够让普通百姓了解到股权投资的原

理、风险以及合法途径和合法场所，为新常态下的民间投资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电子版链接来源： 

http://img.sslibrary.com/n/slib/book/slib/14463350/e87ed6f2a13842108bf8f1

ceaa4c1b3a/9fab8ec7c3638026e4ffca069c068223.shtml?dxbaoku=true&depti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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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Fd%3D9e284789dc465e484e923c320288b515%26enc%3Dc4cb94c676e52b0e

167081b2cd13b0a0%26ssid%3D14463350%26did%3D1356%26username%3Ddx

2baoku_58.57.27.253_1356&fenlei=061103011001&spage=1&srh=1&t=5&usern

ame=dx2baoku_58.57.27.253_1356&view=-1 

http://img.sslibrary.com/n/slib/book/slib/13671406/42bf6871260b40b4936b32670428eb0a/d8d8790d49de5575771762be9e28f06e.shtml?dxbaoku=true&deptid=1356&fav=http%3A%2F%2Fwww.sslibrary.com%2Freader%2Fpdg%2Fdxpdgreader%3Fd%3De5c5571d8ed62abdb1387420d37cf85a%26enc%3D8578bf46d4e358530154f24682122304%26ssid%3D13671406%26did%3D1356%26username%3Ddx2baoku_58.57.27.253_1356&fenlei=06020205&spage=1&t=5&username=dx2baoku_58.57.27.253_1356&view=-1
http://img.sslibrary.com/n/slib/book/slib/13671406/42bf6871260b40b4936b32670428eb0a/d8d8790d49de5575771762be9e28f06e.shtml?dxbaoku=true&deptid=1356&fav=http%3A%2F%2Fwww.sslibrary.com%2Freader%2Fpdg%2Fdxpdgreader%3Fd%3De5c5571d8ed62abdb1387420d37cf85a%26enc%3D8578bf46d4e358530154f24682122304%26ssid%3D13671406%26did%3D1356%26username%3Ddx2baoku_58.57.27.253_1356&fenlei=06020205&spage=1&t=5&username=dx2baoku_58.57.27.253_1356&view=-1
http://img.sslibrary.com/n/slib/book/slib/13671406/42bf6871260b40b4936b32670428eb0a/d8d8790d49de5575771762be9e28f06e.shtml?dxbaoku=true&deptid=1356&fav=http%3A%2F%2Fwww.sslibrary.com%2Freader%2Fpdg%2Fdxpdgreader%3Fd%3De5c5571d8ed62abdb1387420d37cf85a%26enc%3D8578bf46d4e358530154f24682122304%26ssid%3D13671406%26did%3D1356%26username%3Ddx2baoku_58.57.27.253_1356&fenlei=06020205&spage=1&t=5&username=dx2baoku_58.57.27.253_1356&view=-1
http://img.sslibrary.com/n/slib/book/slib/13671406/42bf6871260b40b4936b32670428eb0a/d8d8790d49de5575771762be9e28f06e.shtml?dxbaoku=true&deptid=1356&fav=http%3A%2F%2Fwww.sslibrary.com%2Freader%2Fpdg%2Fdxpdgreader%3Fd%3De5c5571d8ed62abdb1387420d37cf85a%26enc%3D8578bf46d4e358530154f24682122304%26ssid%3D13671406%26did%3D1356%26username%3Ddx2baoku_58.57.27.253_1356&fenlei=06020205&spage=1&t=5&username=dx2baoku_58.57.27.253_1356&view=-1
http://img.sslibrary.com/n/slib/book/slib/13671406/42bf6871260b40b4936b32670428eb0a/d8d8790d49de5575771762be9e28f06e.shtml?dxbaoku=true&deptid=1356&fav=http%3A%2F%2Fwww.sslibrary.com%2Freader%2Fpdg%2Fdxpdgreader%3Fd%3De5c5571d8ed62abdb1387420d37cf85a%26enc%3D8578bf46d4e358530154f24682122304%26ssid%3D13671406%26did%3D1356%26username%3Ddx2baoku_58.57.27.253_1356&fenlei=06020205&spage=1&t=5&username=dx2baoku_58.57.27.253_1356&view=-1
http://img.sslibrary.com/n/slib/book/slib/13671406/42bf6871260b40b4936b32670428eb0a/d8d8790d49de5575771762be9e28f06e.shtml?dxbaoku=true&deptid=1356&fav=http%3A%2F%2Fwww.sslibrary.com%2Freader%2Fpdg%2Fdxpdgreader%3Fd%3De5c5571d8ed62abdb1387420d37cf85a%26enc%3D8578bf46d4e358530154f24682122304%26ssid%3D13671406%26did%3D1356%26username%3Ddx2baoku_58.57.27.253_1356&fenlei=06020205&spage=1&t=5&username=dx2baoku_58.57.27.253_1356&vie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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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密码 

作 者：楚云飞 

出版发行：中国电影出版社，2018.01 

ISBN：978-7-106-04603-3 

中图法分类号： F840.622-49 

简介：本书阐述了现代人们生活中，人寿保险与生活保障不可分割的生活

理念，以寿险介绍为主线，通俗地介绍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面对和理

解保险产品，如何做到防患于未然。 

电子版链接来源： 

http://img.duxiu.com/n/jpgfs/book/base/14463525/d2f76c254a38437f911071

8a599fb7f6/e2a851f690eb3525d41da8b2a9be550c.shtml?uf=1&t=4&time=202003

1317&url=https%3A%2F%2Fbook.duxiu.com%2FbookDetail.jsp%3FdxNumber%

3D000030387571%26d%3D0869A236D117A72553A2762769ACBF73%26timest

r%3D1584091072638%26rtype%3D1 

美第奇银行的兴衰 上 管理教皇财富的银行家 

作 者：（美）雷蒙·德鲁弗  

出版发行：格致出版社,2019.01 

ISBN：978-7-5432-2888-7 

中图法分类号：F835.469  

简介：现代资本主义植根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

利。从十字军东征到地理大发现，意大利一直是西方世界里占优势的经济强国，

地中海一度是意大利的“吾国之海”。意大利的霸权是建立在超群的商业组织

基础之上。今天市场经济运行的大多数商业制度，都是意大利人的发明。中世

纪晚期的国际金融巨鳄美第奇银行，是我们了解现代商业起源的捷径，也是理

解西方金融史的根基性题材。美第奇银行是 15 世纪欧洲蕞有影响力的银行，

总部设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在罗马、日内瓦、里昂、布鲁日、伦敦等西欧重

要城市设有分行。该银行充当教会的财务代理人，贷款给王公贵族，促进了西

欧的国际贸易。美第奇银行的所有者大力支持艺文活动，对文艺复兴有举足轻

重的推动作用。美第奇银行代表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商业制度和商业技术的

蕞高成就：它设计了类似控股公司的组织形式，找到了远距离管控跨国公司的

方法；它与明矾市场的竞争对手签订了价格操纵协议，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蕞

早的卡特尔；它采用和推广了复式记账法，自此从量上把握资本规模得以可能，

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打下了基础。美第奇银行的账簿、票据和往来信函，有相当

一部分保存至今。借助这些珍贵资料，作者清楚地界定了美第奇银行的制度背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E6%A5%9A%E4%BA%91%E9%A3%9E&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img.duxiu.com/n/jpgfs/book/base/14463525/d2f76c254a38437f9110718a599fb7f6/e2a851f690eb3525d41da8b2a9be550c.shtml?uf=1&t=4&time=2020031317&url=https%3A%2F%2Fbook.duxiu.com%2FbookDetail.jsp%3FdxNumber%3D000030387571%26d%3D0869A236D117A72553A2762769ACBF73%26timestr%3D1584091072638%26rtyp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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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体系架构和管理模式。合伙人与经理的个性因素，以及业务往来与利润分

配的财务数字，被纳入百年兴衰的故事之中。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看到美第

奇银行历任领导者和经营者的群像，读到商业、政治、宗教交织的精彩故事，

更可以了解欧洲各地的社会经济环境，窥见百年间各国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 

电子版链接来源： 

http://img.duxiu.com/n/jpgfs/book/base/14566761/1704a4370a67444e934e94

64cd1abe4f/cf9a41a0a5794fff3e37ce09179bcb98.shtml?uf=1&t=4&time=2020031

317&url=https%3A%2F%2Fbook.duxiu.com%2FbookDetail.jsp%3FdxNumber%3

D000030416415%26d%3D792CEF0239D79C40FC162D093B16C927%26timestr

%3D1584091436756%26rtype%3D1 

论文推荐 

“夫妻搭档”治理与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视角

/胡旭阳/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本文从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和影响、代际传承意愿两个维度的社会情

感财富维护冲突视角分析“夫妻搭档”治理影响家族企业研发投入以及经济政

策不确定性发挥调节作用的理论机理；并以 2011—2017 年上市家族企业为样

本，以夫妻双方共同在董事会和（或）高管层任职来表示“夫妻搭档”治理，

对相关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夫妻搭档”

治理与家族企业研发投入负相关，“夫妻搭档”治理企业的研发投入显著低于

非“夫妻搭档”企业；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上述负相关关系产生反向调

节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上述负相关关系越弱。本文在理论方面丰富

了家族企业异质性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在中央政府提出“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号召的背景下，本文研究对政府创新扶持政策的实施有一定的启示作

用。  

关键词：“夫妻搭档”治理；家族企业；研发投入；社会情感财富； 

分类号：C913.1；F276.5；F273.1 

来源：《经济管理》，2019.12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LAST2020

&filename=JJGU201912005&uid=WEEvREcwSlJHSldRa1FhcEFLUmVhMFU4ZlRUQW1z

NXZjNlpuYUpPMFpBb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

YPoHbKxJw!!&v=MTI4MzFzRnlIbFU3N1BMeWZNZTdHNEg5ak5yWTlGWVlSOGVYM

Ux1eFlTN0RoMVQzcVRyV00xRnJDVVI3cWZaT2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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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公正财富的五大原则/蒋德海/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公正财富不仅是一种财产形态，也是对具有道义和体现社会进步的

市场经济的要求。公正财富是社会全面进步的经济标志。以市场经济为目标，

促进公正财富的发展，必须坚持公正财富的五大原则。推进和完善市场经济，

首先必须坚持平等的原则。平等基础上产生的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生命力

和源泉之所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公正财富离不开公平竞争。在市场经济中通过

公平竞争获得的财富才具有公正性。公正财富也是道德财富。只有体现公平正

义的经济发展才是道德的。而只有道德的财富才是安全的。不公正的财富，不

仅不道德，而且具有社会危害性。推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必须同时坚持公正

财富的五大原则，这是促进我国经济进步财富增长的同时，有效促进整个社会

精神文明和道德进步的基本要求。  

关键词：公正财富； 经济平等；经济自由；道德原则；经济安全； 

来源：《学术界》，2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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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a global sampl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eterminants of 

wealth inequality capturing various economic, financial,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and 

geographical indicators. Us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 Bayesian model averaging, it 

reveals that only a handful of indicators robustly matters and finance plays a key 

role. It reports that while financial depth increases wealth inequality, efficiency and 

access to finance reduce inequality. In addition, redistribution and educa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lower inequality whereas wars and openness to international trade 

contribute to greater wealth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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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wealth accumulation on 

household risk tolerance. We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several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on risk tolerance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ese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We further explore the effects of age,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famine, 

level of regional trust and income threshold on this relationship.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e following. First, the accumulation of household wealth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household risk tolerance. Second, this relationship weakens 

with age, and for elderly people, experience with famine offsets this enhancing 

effect. Third, higher levels of regional trust help increase a household’s ability to 

withstand risks. Fourth, the enhancing effect of income level on household risk 

tolerance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high-income families than for low- and middle-

income families. Finally, the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does no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a household’s risk tolerance. This paper provides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terminants of risk tolerance and the effects on household risk tol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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