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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中有机 揭秘城市博弈

□戴军

虽然也走过中国的不少城

市， 但真正洞见一个城市还是见

诸于相关书籍介绍。近日读了《大

困局—中国城市危与机》，对于中

国城市博弈中引发的诸多问题产

生反思， 对城市规划与发展中的

成败功过尤其是城市竞争力产生

了些许思考。

前些年，易中天的《读城记》

让我对中国城市的性格有了初步

印象，读何树青的《连城诀》、杨东

平的《城市季风》、王军的《城记》

和《采访本上的城市》，我感受更

多的是作者对中国高速城市化进

程中的“城市病”和“城市美化运

动”的尖锐批评。出于对城市命题

的持续关注，走进《大困局》一窥

究竟， 我惊叹城市之间为抢夺各

种资源而展开的竞争是那样的波

澜壮阔，云谲波诡；震悸于城市无

序的竞争和规划的短视带来的损

失和灾难。当然，作者对城市竞争

发展的整体把握和大量素材的有

效驾驭， 还有对城市竞争乱象表

现出的忧虑和未来思考的远见，

同样令我为之击节。

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大困局》 是深圳作者汪在满继

《大变局：中国股市

20

年》、《中国

名牌命运》等畅销书后，推出的

又一重磅之作。 在读到书中描述

城市竞争的惊心动魄处，让我几

如身陷《三国演义》和《狼图腾》

时的心潮澎湃。 这部融感性和理

性于一体，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思想性兼可读性并举的作品，对

中国城市圈的形成与区域经济

的融合进行的分析研究，足可振

聋发聩。

力求展现当代中国城市竞争

的全貌，纵览城市发展全景，是作

者创作《大困局》的初衷。 诸如在

兵不血刃而又相对漫长的城市竞

争中，谁已被遗忘，谁又在快速崛

起？ 城市化“大跃进”呈现出何种

表现？谁是中国“第四极”？这些内

容，书中均有解读。在这样一部具

有强烈震撼力的作品中， 作者用

理智的笔触完成了当代中国城市

竞争画卷的清晰再现， 这其中既

有对相关历史的回顾和往昔的描

述， 也不乏对城市未来发展的建

议和思考。

《大困局》共分十章，通篇由

一个个案例连缀而成，思路连绵

却独立成章，导读和点评穿插其

间。 可读性强、大量案例的呈现

是该书的一大看点。 全书再现了

当代中国城市竞争中具有划时

代意义和具有时代标志性的事

件。 比如，武汉城市圈五年六次

申报获批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

的艰难曲折，珠海机场建设的前

因后果， 蓄势而发的海西区等。

这让读者从另一个侧面管窥到

中国当代城市发展演变的路线

图，也使得该书因此有了不可或

缺的存史价值。

电梯使城市向高空疯长，高

铁使城市在大地延伸。 十几年

来，中国的城市建设以惊人的速

度行进。 凭着近年来对区域经济

和城市品牌战略、城市发展战略

的策划与研究经历，作者以城市

竞争力为主线，直击诸多的案例

和问题， 在宏观层面上展开叙

述， 通过系统而深入的解剖，试

图将笔力渗透到中观与微观层

面，藉此呈现出当代中国城市竞

争的风云际会。

思辨深刻、前瞻性强是《大

困局》给我的第一感觉。 在书中，

作者从专业的角度为城市发展

把脉问诊，建言献策。 书中首次

提出产业集群的 “主题经济”概

念，对城市竞争的决策极具借鉴

价值。 观点尖锐、批判性强是《大

困局》的又一特征。 一些城市一

窝蜂地进行所谓“国际化”运动，

究其原因恐怕很大程度还是城

市决策者的“政绩情结”在作祟。

对于城市这样一个极具魅力的

概念名词，值得探究的地方实在

太多， 解读的眼光也各有不同。

诚如“

20

世纪世界文学史上最伟

大的小说家之一”的法国作家普

鲁斯特所言，“真正的发现之旅，

不在于找寻新天地，而在于拥有

新的眼光”。 去上海，用发展的眼

光；看北京，用历史的眼光；到巴

黎， 用艺术的眼光……那么，看

《大困局》，我们应该用一种怎样

的眼光

?

对城市的解读应该持有

怎样的角度？

城市的兴衰不仅仅是影响城

市经济的发展， 更关系着市民的

生活质量和心理愉悦。 从这个意

义上说，《大困局》的出版，无论是

对城市的决策者、 研究者还是广

大市民，都不无裨益。这也是我对

本书的价值判断， 引领我们的城

市走出竞争中的困局， 走向科学

发展的未来； 引领我们的市民爱

我们生活、工作的城市。

透视中国经济的跨越与转型

□吴金友

作为在经济部门长期跟踪研

究宏观经济的工作人员， 我拜读

了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连平教授

所著的《跨越与转型》一书，受益

匪浅，收获颇多。

《跨越与转型》一书从不同角

度，分

9

个章节对当前中国经济面

临的热点和难点进行了深入剖

析， 并相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

策建议和措施。 该书的特点之一

是紧密联系实际， 具有较高的现

实指导意义。

2008

年下半年以来

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席卷全球，

对处于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带

来了序列冲击。 进出口形势陡然

严峻，物价水平持续高位运行，宏

观经济增速显著下滑等， 人们对

中国经济“硬着陆”和“二次探底”

的担忧时有发生。 该书从金融危

机的爆发及其影响、 我国经济发

展方式和前景展望、 宏观调控政

策出台及其效果、 商业银行治理

及其改革、 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

膨胀治理、 小微企业融资难以及

人民币汇率策略和人民币国际化

战略等角度， 冷静地分析了当前

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

题， 为我们认清错综复杂的宏观

经济环境提供了有效的分析视角

和思路。

该书的特点之二是立足于银

行业，却又跳出银行业。对于中国

经济而言， 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

具有显著意义。一方面，中国宏观

经济发展是高度依赖于银行业；

另一方面， 中国银行业本身的发

展壮大， 又是紧密地依附于中国

经济发展状况。因此，在推动银行

业快速健康发展过程中， 必须时

刻关注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及

其面临的问题。 该书从历史发展

角度， 系统分析了中国银行业所

经历的改革以及时下面临的业务

转型的同时， 对当前宏观经济中

影响中国银行业发展的一些突出

问题， 如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和通

货膨胀压力剧增等； 以及出现的

一些新情况和新机遇， 如人民币

汇率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 航运

金融与碳金融等， 进行了全方位

分析， 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银行业

仍然处于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

期。虽然银行业整体风险可控，但

是局部隐患不容忽视。

该书的特点之三是立足现

实，具有较强的前瞻性。该书每个

章节分析的出发点均是现实经济

中的热点问题， 无论是宏观经济

发展形势，还是宏观调控政策，亦

或是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等， 都紧

密联系实际， 但所有分析又不仅

止于现实本身。 该书在科学分析

的基础上， 对影响宏观经济运行

以及银行业发展的诸多因素做出

了严谨预判，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合理的政策建议和措施。 如转

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 优化宏观

调控的目标体系和政策工具、解

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制度创

新， 以及更加主动与灵活的汇率

政策等。 所有这些问题不仅构成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

素， 而且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未来

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条件， 因而

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分析， 对于中

国经济以及银行业的快速健康发

展，无疑具有较强的前瞻性。

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多年，中

国经济一直处于“跨越”过程中。

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包括

银行业在内的专业领域改革取

得长足进步，国民经济实力显著

提升，中国经济用短短

30

年时间

“跨越” 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

几个世纪才能实现的目标。 逻辑

告诉我们，“跨越” 不可能持续，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转

型”则成为一种必然。 今天，我们

都知道中国经济必须转型，大力

提升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

资产价格改革与通货膨胀治理，

改善民营资本经营发展条件等。

但是各种领域的“转型”怎么转、

向什么方向转等，成为大家最想

知道的答案。

连平教授用他深厚的理论功

底、 丰富的从业经验以及睿智的

逻辑思维，在《跨越与转型》一书

中，不仅为我们梳理、总结了中国

经济发展中一些关键领域的 “跨

越”过程和事实，而且更为我们提

出和指明了这些领域“转型”的方

向和方法等政策措施建议。 特别

是作为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连平教授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

合， 以银行业及与之密切相关的

货币政策为切入点，正如《跨越与

转型》副标题所点睛，更多地思考

经济理论在中国经济 “跨越”和

“转型”中的具体应用，不仅体现

了经济理论的社会意义， 而且更

加充分体现了一个经济学家的社

会责任感。因此，《跨越与转型》不

仅对于热心于中国经济发展和改

革的理论研究者， 而且对于实际

工作者应用有关经济金融知识，

解决其遇到的实际工作问题都有

非常好的参考借鉴价值。

破解“经营之圣”的人本奥秘

□胡艳丽

谈起企业经营管理， 时下最

流行的便是流程管理， 很多企管

类书籍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流程

范式、实操工具、规范化样板。 这

是西方工业文明带给世界的伟大

发明之一， 它们同大规模的机械

化设备、电子元器件一起，共同构

成了当今世界冰冷的 “灿烂”文

明。中国作为传统的农耕大国，在

世界一体化的大潮中华丽转身，

但西方规范化、 流程化的企业管

理模式，在中国仍遭遇水土不服，

为什么它们仍难以融入中国企业

的血脉？

《垂直攀登——稻盛和夫的

生命智慧与经营哲学》一书，为我

们揭晓了答案。 源于古中国的东

方文明，信仰“敬天爱人”，讲求赤

子情怀，所有的经营哲学、规章器

物最终都要回归以人为本， 回归

纯粹的本真状态。 东方人对自身

价值的追求、对情感温度的追求，

永远高于规章制度的教条。 这也

正是为什么那么多制度、 法律在

东方永远是 “上有政策、 下有对

策”的深层原因，激不活人们内心

的情感认同， 再严密周到的程序

设计最终都将流于形式，被“人情

味儿”很浓的中国人架空。

近年来， 市面上翻译稻盛和

夫、 研究稻盛和夫的书籍不在少

数，可以说不知道稻盛和夫，就不

能说懂经营、 会管理， 在高谈阔

论、 挥斥方遒的商业应酬场上也

少了一项足够份量的谈资。那么，

真实的、去“神化”的稻盛和夫究

竟是什么样子？ 他到底有哪些过

人之处可以一手缔造两家世界

500

强企业、 成功挽救一家世界

500

强企业？

王育琨教授在《垂直攀登》一

书中， 以中国人讲故事的方式讲

述了稻盛和夫在挫折中不断成长

的心路历程。 该书的与众不同之

处就在于， 作者并不是以经营论

经营， 而是从人成长的角度去讲

述一个卓越企业家应具备的心灵

能量。这种能量不靠外物，不依附

手段， 只需要拥有一颗回归本真

的赤子之心、 一份不受任何思想

框架束缚， 打破一切思维定势的

纯粹。

笔者认为， 稻盛和夫有别于

中国大部分企业家的特色， 主要

集中在几个方面：首先，他不求钻

营之术。在“背景第一，渠道第一，

人脉第一”的混乱时代，稻盛和夫

追求的是经营的大道， 而不是投

机钻营的小术。 小术可以带来小

利，一时迷惑人们的眼睛和心智，

但终成不了大道，而垂直攀登，力

求无愧于心的耿直愚公精神，成

功开启了稻盛和夫立身、立命、立

企业的幸运之门。

其二， 不利用他人成自己之

事。很多企业管理者，将员工看成

是实现自己经营目标的工具，他

们用业绩考核驱动人， 用工作压

力催促人， 员工变成了为实现企

业价值连续滚动的陀螺。 稻盛和

夫有着截然相反的价值观。 他以

企业发展成就员工个人价值，用

企业涵养员工。 企业主个人利益

无条件让位于员工整体利益，让

位于企业整体价值。 正是基于对

员工的一片赤诚纯粹， 基于对员

工长远发展的考虑， 稻盛和夫激

活了员工心中的 “源头活水”，迸

发出团结一心的合力。

其三， 用未来眼光衡量企业

及员工价值。 稻盛和夫的经营之

道只有一条———“超越再超越”。

他迎接挑战、 越超极限的勇气和

魄力让他一路向前。 “超越”成了

他和员工生命中的常态， 他并不

是盲目接受订单， 而是出于对企

业潜能的充分相信。 他用未来时

思考问题，处理业务，倒逼企业提

早进入未来状态。 目前中国大部

分的企业家， 恰恰缺乏的就是将

自己和企业置死地而后生的勇气

和果敢。 稻盛和夫向前迈出一大

步，大部分的企业仍在原地踏步，

这就是用未来时和现在时经营企

业的不同。

其四， 亲临现场的自信和气

度。 笔者将稻盛和夫深入员工工

作第一线称之为“自信”，他信奉

“现场有神灵”。目前，中国一批空

降的管理专家、学者，从未有过在

经营、生产第一线实操的经验，所

有的经营理念和战略设计都是舶

来品。 他们并不具备解决“现场”

问题的能力， 更没有面对一线员

工质疑和建议的胸怀。 这些站在

云层之上的管理者没有 “接地

气”、“遇神灵”的资本，更无法如

稻盛和夫那样在自己强大的 “场

域”中，凭借人格魅力，激活员工

潜在能量的强大“意念力”。

在对稻盛和夫老人及作者致

以敬意的同时， 笔者对书中内容

尚有一点存疑。 稻盛和夫提出应

对萧条的五大策略“全员营销，开

发新产品，彻底降低成本，保持高

生产率， 经营者必须与员工形成

共同经营的伙伴关系”。可以说开

源节流、低调研发、经营者与员工

共进退这些都是企业处于逆境中

应有的持身之道， 但在大萧条背

景下，保持高生产率，加紧生产，

容易造成存货积压和资金倒流。

现金流是企业的一条生命线，无

论如何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考

量。 这虽然属于“术”的层面，但

“术” 在关键时刻的缺失走板，也

会对企业造成致命的伤害。

笔者认为， 将稻盛和夫为代

表的东方智慧与西方的标准化、

流程化管理有机结合，“道”与

“术”将形成更强大的“气场”，垂

直攀登的路将不再那么艰难。

巧用十个工具 实现高效决策

□郑渝川

领导者最重要同时也是最频

繁的职责，就是决策。按照决策方

式、作出决策所需投入的精力、对

公司及行业等方面的影响等因

素，决策可以分为战略决策、战术

决策、业务决策。 对领导者而言，

领导力之所以关键， 就在于实际

工作环境中， 各类决策混杂在一

起，考验领导者统筹、协调组织活

动、 执行资源分配与评价等多方

面能力。

上述这些能力， 都离不开分

析。 要有条不紊的完成各级各类

决策，有赖于对组织、环境、竞争

和战略的分析。 领导者需要通过

分析， 对竞争环境中潜在的机遇

或初露端倪的威胁作出预警，对

组织的相对竞争地位进行客观且

非短期的评估，使组织更快、更容

易地适应环境的变化， 为组织建

立战略、营销、销售或产品规划，

降低决策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以利

于执行。

澳大利亚

MindShifts

集团总

裁、 国际著名的竞争分析专家

芭贝特·

E

·本苏桑与加拿大温莎

大学研究协会主席、管理学教授

雷格·

S

·弗莱舍合著的 《决策的

10

个工具》一书中，两位作者阐

述了全球化环境下，对领导者有

效分析需求日益增长的几点原

因，包括多数市场的竞争水平日

趋复杂，企业合作伙伴和客户提

出的要求或需求多元化；全球经

济越来越富有知识经济的特点，

信息量越来越大，但企业限于能

力和精力，对海量信息的分析做

得远远不够； 新经济越来越具

有明显的可模仿性特点， 企业

既需要通过分析进而以结盟、

专利战略等方法， 来消除这方

面的被模仿被超越隐患， 也可

以借助这一点做市场的快速追

随者。

《决策的

10

个工具》这本书旨

在通过对十种知名且广为运用的

分析方法的介绍， 帮助企业界人

士提高分析能力、 职场竞争力和

领导企业的水平。 这十种方法包

括：“波士顿矩阵”、“竞争者分

析”、“财务比率与财务报表分

析”、“五力行业分析”、“议题分

析”、“政治风险分析”、“情景分

析”、“宏观环境分析”、“

SWOT

分

析”、“价值链分析”。

书中分章对

10

种分析方法进

行了具体介绍， 介绍了每种方法

的由来、功能目的、基本结构、优

点和缺陷， 并就如何操作的步骤

进行了讲解， 每章末尾富有该种

方法应用的案例分析， 具有较强

的指导性。 芭贝特·

E

·本苏桑和

克雷格·

S

·弗莱舍指出，并没有某

个分析方法或工具可以放之四海

而皆准， 运用哪一种方法或几种

方法的组合， 取决于企业的实际

境况和操作者的需要。 两位作者

还建议， 不要过分依赖少数几个

分析方法，而应当灵活运用，避免

分析走入死胡同。

其中，“竞争者分析”方法及

相关理念，可能是年轻一代企业

领导者最容易忽略的。 许多人将

史蒂夫·乔布斯作为偶像， 推崇

乔布斯的张扬个性和创新精神，

以为乔布斯不重视行业环境、消

费者需求和竞争者的发展态势。

实际上，乔布斯二次执掌苹果公

司后，十分擅长分析和把握竞争

者的战略缺点，并有针对性的部

署新型竞争战略。 他在生命最后

几个年头连推多项革命性产品

的举动也表明，他对消费环境和

技术规律的理解远远超出其对

手。 “竞争者分析”方法的特点就

在于，不仅强调识别分析当前的

竞争者，而且要将重点投向潜在

的新竞争者， 基于对竞争者背

景、产品或服务、市场营销等多

方面信息的分析完成竞争设想

的判断。

“议题分析” 能够帮助企业

搜集战略和竞争情报，帮助企业

预测外部环境的变化，以此来影

响公共政策，改善企业所处的外

部环境； 涉及到消费者保护、环

境保护、融资选择、健康与安全、

营销、作业标准、产品保障和布

置、营地位置等方面。 这一方法

也是企业界人士所不重视和擅

长的，不少人甚至刻意强调远离

公共政策，这无异于被动接受外

部变化环境。

《决策的

10

个工具》书中对如

何操作“议题分析”进行了详细的

介绍， 建议企业人士要掌握议题

辨识与预测、议题分析与评估、议

题的选择与回应三件事情的方

法， 叙述了公共政策议题的四阶

段生命周期进程、 公共政策的七

阶段发展进程、 公共议题优先顺

序和影响力等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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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创新绿色发展》

作者：胡鞍钢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从人类历史总体进程

和世界视野出发， 以绿色发展

为主题， 以绿色工业革命为主

线，以绿色发展理论为基础，以

中国绿色发展实践为佐证，展

现了中国的伟大绿色创新，展

望了人类走向绿色文明的光辉

前景， 设计了中国绿色现代化

的目标与蓝图。

本书用鲜活的事实、 生动的

案例反映了千千万万的中国 “愚

公”如何不停地创造着绿色奇迹，

描绘着“最新、最美、最绿”的中国

大地。

本书是作者对世情、国情、省

情长期研究和实地考察的结晶，

是作者作为中国学者向世界发出

“中国声音”，展现“中国智慧”，阐

述“中国理论”，介绍“中国创新”

的又一力作。

作者简介：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

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著名

经济学家， 中国国情研究的开拓

者与领军人物， 主持的 《国情报

告》 对国家高层决策产生持续性

重要影响，被国外学者誉为“当代

中国最全面也是最具务实主义精

神的经济学家”。近年来关于国情

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中国政治

经济史论（

1949

—

1976

）》、《中国：

走向

2015

》、《

2020

中国：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中国

2020

：一个新型

超级大国》、《

2030

中国：迈向共同

富裕》等。

书名：《约翰·博格传》

作者：（美） 刘易斯·布雷厄姆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

1996

年出版的 《约

翰·博格与先锋基金》 的内容更

新与重写版。 本书首次从内部视

角剖析了博格是如何通过低成

本的被动型指数基金彻底改变

了整个基金行业。

本书近距离向我们展示了当

代最伟大的投资思想以及投资行

业的“良知”，向我们展现了博格

在行业中的颠覆性行为。 在其他

共同基金经理们疯狂兜售基金，

贪婪地向普通大众攫取管理费用

时， 博格却开创了以低成本为导

向、 以普通投资者的利益为先的

被动型指数基金之路。 博格因其

努力构建的指数基金王国而获得

了业内外的广泛美誉，被誉为“金

融行业的良知”。

作者简介：

刘易斯·布雷厄姆，知名传记

作者、 新闻记者， 曾在 《商业周

刊》、《财智月刊》和《彭博市场》发

表专栏文章， 曾采访过多位美国

财经界知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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