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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重在实施

□张鹏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改革开

放进入“深水区” ，而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景、

目标及其限制都已相当明确，因此顶层设计

以及之后的顶层推动和实施尤为重要。张卓

元先生在其新书《中国改革顶层设计》中，

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顶层设计、顶层推动进行了比

较全面而深刻的阐述，一方面弥补了官方文

件及其解释读本的很多不足，另一方面能够

使人们对于中国当今这个时代、对于全面深

化改革有更加清晰系统的认识，从而有助于

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作为最近20年来中国重要经济改革制

定的见证者，张卓元先后参与了十余次党和

国家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如中共十五大、

十六大、十七大报告和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共十六届三中

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以及最近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等。可以说，作者的许多主张

转化为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逻辑，而这

些凝结着全党智慧的纲领性文件更称得上

是顶层设计。

但是，由于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一些很

好的顶层设计却难以完全落地， 造成改革

的实际境地非常尴尬。 作者也承认这一

点，“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同头25年

相比有所放慢，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12

年。 改革放缓累积了大量的问题， 亟待解

决……虽然2003年中央已做出了关于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 但由于

此后落实情况不是很好， 加上 ‘大干快

上’ 思维，以及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

机而推出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 使国民

经济原本已存在的不平衡、 不协调、 不可

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 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实现经济转型，显得更加刻不容缓，而

这又主要靠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

述长期积累的难题。 ”

这也反映出，深化改革越是强调顶层设

计的时候，现实的问题也越超出局部而陷于

复杂的泥淖，同时更需要来自最高层强有力

的推动和实施。 作者直言，中国经济已经发

展到了一定的瓶颈期， 经济转型任务迫切。

能否实现经济转型及成功打造中国经济的

升级版，将决定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之路能否

成功。垄断行业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

府职能转变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体制

改革、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

等涉及重大利益调整， 困难和阻力比较大，

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 只有加强顶层

设计，做好总体规划，然后自上而下强力推

动，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然而， 我们需要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

是， 中国是否会因为有了顶层设计和顶层

推动而有幸再一次逃脱“致命的自负” 。 科

斯曾经指出，中国改革更为卓著的特征是，

为了挽救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改革， 却在不

经意间为中国带来了市场经济。他对“边缘

革命” 的强调表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市

场化经济转型主要是由非国营经济引导

的， 而国家引导的改革并没有成功拯救失

去活力的国营经济。 也正由此引申出，中国

能有幸逃脱致命的自负仅仅是一个偶然。

他更直指， 中国市场经济最严重的缺陷莫

过于自由思想市场的缺位而险象丛生。“中

国政府始终强调要解放思想， 但没有什么

比活跃的思想市场更能解放人们的思想。

在以知识为主要推动力的现代经济里，没

有什么比思想市场更能影响人力资本市场

的质量和表现。 一个生机勃勃的思想市场

不仅是取得学术成就的必要条件， 也是一

个开放社会与自由经济不可或缺的道德与

知识的基石；如果没有思想市场，人类智慧

的伟大多样性也会枯萎。 ”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和政府智囊， 作为

经历中国改革前后两种经济体制的过来

人， 张卓元对于科斯注意到的问题一定富

有洞见。 也许是作者的个性和经历使然，他

在书中提出问题时尽管亦有实据， 但在具

体落笔时则少见锋芒， 并且在论证时非常

注重政策文本的阐释， 语言范式偏于官方

表达。 此外，也少了许多人本以为会有的高

层决策内幕故事， 这在一定程度减少了趣

味性。 不过，我们对此不能求全责备，如果

触类旁通未尝不能相悦以解。 在某种程度

上来说，他的视角就是高层的视角，他的远

见就是高层的远见， 这也许是本书最大价

值。 当然，我们也不必耳提面命迷信官说。

罗素曾在接受采访时， 对一千年后的人们

说一句话，他的回答是“不要放弃对真理的

追求” 。 无论改革者还是关注改革的人们，

我们都不要把个人的嗜好和经验当作真

理，永远不要放弃对真理的追求。

微信电商掘金策略

□彭忠富

2011年腾讯推出了微信， 刚开始我没

在意，以为就是一阵风就算了，没想到转眼

之间朋友们都玩起了微信。 截至2013年11

月，微信注册用户已经突破6亿人。 作为移

动互联网营销工具和社交工具， 微信是营

销的真谛，是社交的场地，它从根本上建构

了人们的社交方式、 媒体传播方式和商业

交易方式。

营销是注意力经济，如果没有消费者关

注，产品卖给谁？ 6亿多微信用户，大家成天

在手机上耗着，这就是海量的商机。 在移动

互联网时代，所有行业的中间环节都趋于消

失，所有企业都将成为电商化企业。 现在，我

们看到的是BAT等平台型电商和京东、苏宁

等综合型电商之间的竞争；在未来，所有行

业的边界将会相互融合，我们看到的是企业

与时代的竞争。下一轮的企业变革和社会发

展一定会在云计算、云平台、智能终端和社

交群落、自媒体的混合交叉中诞生，企业一

定要重视移动互联网电商的建设，尤其是微

信系电商和自媒体建设。

微信一直努力尝试为广大的企业与个

人提供一套有价值和竞争力的移动电商解

决方案，一个基于微信的移动电商平台。 那

么传统企业该如何成功转型， 对接微信平

台，成为微信电商，谋求实现更大发展？学者

于久贺先生长期致力于传统企业的互联网

电商化转型和移动互联网电商的研究与实

践，对阿里巴巴、京东等平台电商和微信电

商有自己深刻的认识，在践行中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

他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微信电商，这样

做就对了》中指出，微信是一款能在PC端

和移动终端设备上使用的社交工具软件，

它的移动化属性特别明显， 能够实现即时

通信和实时的碎片化沟通， 能够零距离与

全球任何一个持有移动终端、PC终端的人

进行沟通。 而且由于移动终端的特殊属性，

可以打破时间界限进行沟通， 这一属性使

得微信在营销、 企业管理品牌传播上具有

相当重要的意义。

微信电商的天然属性决定了它的未来，

因为它是一个社交化的电商，一个去中心化

的自组织形态，能够以用户为中心，利用数

据。 企业在其他电商平台上交易的数据你都

无法掌握， 但在微信上可以把数据留给自

己，并且费用也降低了，避免了风险，而其他

电商则需要很高的门槛。企业的微信电商拥

有经营自主权，入门费用低。 企业应该及早

布局微信电商， 建立自己的微信电商团队，

顺应这个时代的巨大变化，在移动电商大潮

中不落后于时代。

作者高度概括了微信电商对于企业和

个体经营者的战略意义以及传统企业如何

借助微信电商转型升级；全面总结了微信电

商实施的10大原则；详细介绍了微信电商应

该使用的8个工具， 以及微信电商和微信小

店的搭建方法与步骤；系统总结了微信电商

引流的8类主要方法和26个要点； 全流程深

入探讨了微信电商各环节的运营方法和技

巧， 以及微信电商运营团队的组织与管理；

深度解读了电商、娱乐、服务、教育、零售、快

消品、餐饮、服装、酒店、医药、家电、数码、化

妆品、地产、建材等15大行业的微信电商实

操方法和解决方案。

马云说， 互联网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不

仅仅是一种产业，更是一种思想，是一种价

值观。 互联网是创造明天的外在动力，创造

明天最重要的是改变思想，通过改变思想创

造明天。 作为企业，不管企业的大小，也不管

企业的性质， 在微信电商刚刚打开序幕之

际，我们都应该冷静思考和立即尝试，把握

这个时代的先机。 为了节约广大企业的学习

时间成本，并帮助他们少走弯路，本书为企

业做对、做好微信电商提供了系统、深度、实

用、可操作的研究指导。 无论是传统企业还

是互联网企业， 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公司，

无论是创业团队还是个人，如果要利用微信

做电商， 按照本书中所讲的思路和方法，逐

一实践，那一定就对了。

寻求一种不那么“累”的生活

□风君

近些年，杨连宁先生的写作领域从原先

的经济转到了时政，又转到了《中国人为什

么活得累》一书涉及的社会民生。 不过这种

转变并不显突兀，因为经济与时政本身就是

与社会乃至民生息息相关的，而本书中“中

国人为什么活得累” 的质问，也一样是先从

经济脉络切入而展开。

谈论经济，往往被人们当作经济学家的

专职。 而老杨既不是科班出身的府院经济学

家，也不是官厅经济学家，非要算，也只能是

自学成才的民间经济学家。 不过，可不要因

此看轻了作者，看看本书中那些古今中外全

部通吃的引用， 就知道作者下的功夫不浅。

加上作者曾亲身经历过海南楼市泡沫的破

灭，有着真刀真枪的经营实践而非止于纸上

谈兵的空谈。 读过杨连宁作品的人大概都对

他“灵魂附体” 式的写作风格有所印象。 书

里随时随地的引用， 一抓一大把： 亚当·斯

密、黑兹利特、哈耶克、弗里德曼、陈志武、郎

咸平、周其仁……有人或许会不屑于其杂烩

式的观点罗列，但应该指出，虽然引用颇多，

但全书主线并没有丢。 作为通俗类读物，有

力的引用也能增强观点的说服力，总体来看

还是利大于弊的。

于是， 跟随杨连宁夹叙夹议夹引用的写

作，我们得以一步步逼近中国人“为什么活

得累” 这一问题的真相。 中国人为什么活得

累？因为社会发展成果未能平等分享，民穷国

富，弱势者穷，特权者富；因为“五重赋敛” 之

下，房价高企，通胀横行，人民的财富成了货

币幻觉；因为市场不健全之下官权独大，傍官

傍权，垄断资源屡见不鲜；更因为弱肉强食的

“丛林法则” 使人们蜕变为金钱动物和权力

动物……如此情形之下，中国人又怎能不累？

这种累，不仅是身体上的疲倦，更是心理上的

透支。否则你就不能解释，为什么现代人的生

活越来越便利， 购物不用出门， 付钱只需手

机，出游自驾越来越多，硬件设施日益完善，

可人们却感觉自己越来越累。

不过想必也有人读完本书会说，作者的

确把累事都一一列了出来，分析原因也算得

上鞭辟入里，可是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既然

现在中国人活得这么累，那要怎样才能活得

不累呢？书里说的这些，我也知道是事实。可

知道了事实又如何？ 这话我部分同意。 不看

本书，你是“温水里的青蛙” ，浑浑噩噩；看

了本书，却成了“温水里一只清醒的青蛙” ，

眼看着自己要被活活煮熟，却跳不出这个大

锅，不是更加痛苦？

那么， 到底如何去寻求一种不那么

“累” 的生活？ 对此，本书给不了你现成答

案，甚至可以说，没有人能给你现成答案，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 那就是体制弊端不

能成为个体自我沉沦的理由和借口。 我们

不能乞求别人为我们卸去重负， 而是应该

自己去努力挣脱桎梏，直起腰来。 诚如作者

在本书最后所说：“不能在遮天蔽日的灰霾

里迷失了方向， 更不能甘做碌碌无为的争

食蚂蚁……要获取对于自己命运的终极关

怀。 热爱生命、率由本性地追求自我实现，

我们才能活得更轻松、更惬意、更浪漫、更

有价值。” 要实现这种改变，并不容易，甚至

可以说很难很难。 但是这一点改变能否达

成，不取决于别的，只“取决于我们每个中

国人对于物化、驯化、动物化生存的解脱，

取决于我们成长为有信仰、有道德、有人格

尊严的大写的人” ！ 也唯有如此，中国人才

能不再“活得累” 。

■ 新书快递

毁灭优秀公司的七宗罪

作者：杰格迪什·N·谢斯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源于一个极具洞察力的问题： 优秀公司为什么会

衰败？这些公司看起来拥有最优秀的管理人才、实实在在的

商业成功纪录、有创意的产品和似乎无法动摇的竞争地位，

但却几乎在一夜之间败落到勉强维持生计的境地。

作者在大量深入研究后发现： 成功的公司在成功的道

路上容易养成七个自我毁灭的习惯，我们把它称为“七宗

罪” ，正是这七宗罪，造成了公司的厄运。 但厄运不等于宿

命。 谢斯教授认为，只要能够识别这七宗罪，并把它们扼杀

在摇篮中，大多数公司都能够实现基业长青。

作者简介：

杰格迪什·

N

·谢斯教授曾在哥伦比亚大学、 麻省理工

学院、伊利诺伊大学等多个高校任教，在管理和市场营销界

久负盛名。 他是福特、通用电气、摩托罗拉、西门子、联合利

华等众多知名公司的高级顾问。

普鲁斯特是个神经学家

作者：（美）乔纳·莱勒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品牌：湛庐文化

内容简介：

一直以来，多数人都认为在对大脑奥秘的探索中，科学

无疑是最精确的，是站在第一线的先导者，但是实际上，艺

术时常超越科学而捷足先登。

在《普鲁斯特是个神经学家》一书中，作者乔纳·莱勒

列举了19至20世纪闻名世界的八位艺术家———“自由体诗

人” 惠特曼、“英国心理小说先驱” 乔治·艾略特、“现代绘

画之父” 保罗·塞尚、“音乐界的毕加索” 斯特拉文斯基、

“现代主义之母”格特鲁德·斯泰因、“意识流文学先驱” 普

鲁斯特、“西厨之王” 奥古斯特·埃科菲和“游走在优雅与

疯癫之间” 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展示了艺术是如何

早于现代神经学发现人类思维和创造力的真谛的。比如，普

鲁斯特是如何首次揭示了记忆的易错性，与他《追忆似水

年华》中提到的玛德琳蛋糕又有何种关系；乔治·艾略特是

如何理解大脑的可塑性的； 法国大厨埃科菲是如何凭直觉

发现了鲜味（第五种味道）的；塞尚是如何参透了视觉的微

妙之处的； 而斯泰因又是如何通过写作实践而展示了语言

的深层结构的。在艺术与科学的角逐中，这是关于艺术一次

次胜出的扣人心弦的故事。

《普鲁斯特是个神经学家》 力图为艺术与科学搭建沟通

的桥梁，以探寻人类大脑的奥秘，解读真正的“第三种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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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莱勒，牛津大学罗兹学者（

Rhodes 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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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文学艺术，对艺术与科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同时是《连线》杂志特约编辑，《纽约客》杂志长期撰稿人，

《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

投资是一场长途旅行

作者：李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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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命因投资和旅行而丰富。”内地公认最成功的

私募基金经理之一的李驰，热衷于旅途上考察环球经济，同

时思考投资哲理。他把投资视作一场长途旅行，虽然沿途风

光明媚，但偶遇低谷狂潮，便须以超乎常人的耐力，坚持走

在价值投资的路上。

在内地及香港证券市场已经度过22年的李驰，完整经

历了几次牛熊交替，深明坚守投资正道者的甘苦，但他更加

确信价值投资者坐了几年“冷板凳” ，实为长期盈利模式中

必经的回撤过程。他在本书中阐述，如今市场的价值遭严重

低估的各种因由，预期蓝筹股的真实价值势将回归，甚至断

言现在就是买入中国金融股的最佳时机。

作者简介：

李驰，深圳同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投资业

绩曾连续八年跑赢大市，并凭借对市场的敏锐分析，于

2007

年

8

月出清持有的

A

股，成功逃顶金融海啸。 投资之余，喜爱

旅游和潜水，每年用五分之一的时间游历于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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