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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书快递

认同：赢取支持的艺术

作者：（美）约

翰·P·科特、罗恩·A·

怀特海德

出版社： 机械工

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你有个好主意，

而且相信它对你自

己、 所在组织或社区

来说至关重要。 你把

它提出来， 希望得到

人们的热情支持，然

而你得到的却是令人

困惑的问题、 愚蠢的

言论和抨击。在你刚缓过神来的时候，你的想法

就被毙掉了。

约翰·P·科特、 罗恩·A·怀特海德认为，事

情绝不应该是这样的。在本书中，他们揭示了怎

样去保护你的好主意， 让它赢得支持以达到预

期效果。 两位作者通过一个虚构而又鲜活的故

事，以幽默的笔法告诉读者，避开或试着回击反

对者都行不通。 根据他们提出的有悖于直觉的

方法，更好的做法是：尊重对方，让反对者参与

进来；坚持己见，回应简单且令人信服，这样才

能反败为胜。一方面“邀请反对者”抨击你的想

法， 另一方面你要为可能面临的抨击意见做好

准备， 通过这样的方式， 你就会引起人们的关

注，有助于反对者意识到你那提议的价值，最终

赢得他们全身心的支持。

《认同》一书提供了很多明智的建议，非常

实用。 读完本书， 你就能预判到可能的抨击意

见，并能把它们转化成你的优势，这样你的好主

意就会带来积极的变革。

作者简介：

约翰·

P

·科特，举世闻名的领导力专家，

33

岁便成为哈佛商学院的终身教授，与“竞争战略

之父”迈克尔·波特共同成为哈佛历史上此项殊

荣最年轻的得主。

罗恩·

A

·怀特海德，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

育创新学院院长， 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

理事会（

NSERC/3M

）工业研究分会主席。

无国界的世界

作者：大前研一

出版社： 中信出

版社

内容简介：

《无国界的 世

界》是全球管理大师

大前研一最具代表性

的作品之一， 也是最

早论述经济全球化的

经典著作之一。

大前研一在“企

业战略三角” 的基础上，增加了货币和国家的

因素，构建出企业全球化战略的五角。他还一针

见血地指出，以战胜竞争对手和“做得更好”的

心态为出发点制定的企业战略往往是下策，只

会加剧公司的“夹心困境” 。真正上乘的做法是

在必要的时刻将一切归零， 专注于为顾客创造

全新的价值，创造出新的市场空间。毕竟阿司匹

林不能解决所有的头疼问题， 因为顾客的需求

是个性化的，没有一劳永逸的捷径可寻。

在无国界的世界里， 跨国企业应该放弃对

51%控股权的盲目追求， 把主要精力放在寻找

适合自己的分公司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上，放

在建立长久的战略联盟关系上， 放在本土化的

实现上。同时政府也应该转变自己的角色，从驾

驶员变为乘客， 给国民和企业营造一个透明化

的、开放性的环境。

大前研一在《无国界的世界》中首倡的“无

国界五步走战略”和“无国界管理” ，已经成为众

多跨国企业竞相采用的流程，也为中国企业“走

出去”实现全球化，提供了极佳的战略指导。

作者简介：

大前研一， 日本著名管理学家、 经济评论

家。曾任麦肯锡咨询公司日本分社社长、美国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生院教授、 斯坦福大学

客座教授。

一本书读懂资产证券化

□许余洁

经过多年的试点以及重启后监管部门的大

力推动， 中国资产证券化在逐步具备良好的发

展基础。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在市场基础设施

建设、法律、税收和产品设计方面，我们仍存在

较多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再加上还有其他

种种原因和现实障碍， 使得中国资产证券化发

展可谓是一波三折。

自2013年以来，国务院以及一行三会监管

部门都对资产证券化寄予厚望，不断出台文件

和政策鼓励业务发展， 希望能够通过该业务

“盘活存量” ，实现“非标转标” ，但就市场整

体发展而言，其速度与理财、非标相比较，非常

缓慢。在政策“暖风” 不断的情形下，我国的资

产证券化 （标准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企业资

产证券化）自2005年以来，10年总的发行规模

仅为5910亿元， 远低于保险资管产品的发行

规模（1.1万亿以上），主要参与非标市场的保

险另类投资规模，一年内就可以增长1.42万亿

元。 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14

年银行理财累计募集资金113.97万亿元 （累

计申购金额，考虑到理财产品期限较短，发行

规模与资产证券化比较意义不大），理财的存

量资金规模为15.02万亿元。 信托业协会网站

数据显示，2014年信托累计募集资金5.87万亿

元，信托的存量资金规模为13.98万亿元。 可以

看出，保险资管、理财和信托产品这些类资产

证券化业务规模都远远大于标准意义上的资

产证券化。

在美国， 资产证券化一直是影子银行的主

战场。 1980年到2007年间，美国金融领域信贷

的巨大增长几乎全部发生在传统的银行系统之

外，风险持续转移到那些比银行的约束更少，但

无法利用政府安全体系的金融机构中。 美国专

家公认是影子银行导致了金融危机。 纽联储数

据显示， 美国的影子银行规模在危机前超过了

传统银行的资产规模，2007年影子银行的负债

规模高达20万亿美元，而传统银行的仅为11万

亿美元。金融危机发生后，影子银行遭受重创后

发生收缩，2010年中期， 影子银行的负债和传

统银行资产规模分别为16万亿美元（其中资产

证券化存量规模依旧维持在11万亿美元左右）

和13万亿美元，危机后，资产证券化在影子银

行中规模占比接近70%。 美国资产证券化通常

分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和资产支持证

券（ABS）。 危机中，货币市场基金、政府支持

企 业 MBS （两 房 Ginnie� Mae 和 Freddie�

Mac，为政府支持类机构，简称为GSEs，其中大

部分MBS都是GSEs发行）、 资产支持证券

（ABS）、市场票据和再回购协议（Repo）市

场均有不同程度的萎缩， 其中资产支持证券

（ABS）的发行规模剧烈收缩，在危机最厉害

的08年接近腰斩， 但在美国政府对GSEs的救

助下，证券化市场得以迅速恢复。相对于在危机

中近乎消失的其他形式的影子银行， 资产证券

化市场又开始恢复，除了危机发生后的2008年

以外， 美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年发行量均维持

在2万亿美元左右。

资产证券化这种金融创新在美国被政府

支持是有其内在原因的，除了美国当时利率市

场化与金融脱媒的大背景下，银行存在管理资

产负债表压力、追求资产出表等内在动力和需

求外，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连接起一个完整

的信用链条，使得影子银行系统中的金融机构

能联合完成类似于银行所实现的信用、期限以

及流动性转换的金融中介功能。 金融危机之

后，美国针对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与监管做

出了相应的反思，他们认识到由于市场主体对

资产证券化的不当利用以及监管的缺位，证券

化过程放大了金融风险。 这些反思主要体现在

政府部门出台的相关法案、法规和监管新措施

中。 尤其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于资产证券

化专项法规（Regulation� AB）做出了修订。

个人认为，资产证券化新规的最大意义在于明

确了逐步对这个已经非常庞大的影子银行市

场实施监管的规则和方法。 无论在哪个国家，

尤其是服从国际上如巴塞尔协议等金融监管

准则的国家，传统银行相较于非银行金融机构

是有更多安全保障。

在我国，“非标”形式的影子银行已经和美

国一样，规模上丝毫不逊于传统银行业务，只不

过它们不同于美国“完整的证券化链条形式” ，

大多是独立存在的，与银行之间、相互之间并没

有太多复杂的联系，是一个较为分散的体系。同

时， 我们的影子银行业务更多地是为了规避监

管，对应带来的问题是大家都说的成本上升、套

利横生， 因此亟需系统性地思考如何培育标准

的、能够降低融资成本的资产证券化。

整体而言， 本套手册正是结合了美国金融

危机前后经验、规律与教训，在中国资产证券化

市场的进一步实践过程的基础上完成的， 凝结

了资深业务人士在具体业务实践中的经验总结

与系统思考， 不失为推动未来市场进一步健康

规范发展的一种尝试。

拥抱破坏性创新的未来

□毛志辉

“破坏式创新” 一词最早源于哈佛大学商

学院创新理论大师克莱顿·克里斯滕森在1997

年所著的《创新者的两难》。 根据其理论，所谓

的创新并不是生产更好的产品给既有顾客，而

是破坏既有市场，推出更简单、更便利、更便宜

的产品，提供给要求不高的新顾客。一旦破坏式

产品在新市场或低端市场立足后， 就会逐渐进

入产品改良阶段， 破坏者就有可能成为市场的

引领者。

在任何一个行业中， 破坏性的力量总是推

动着新的发展浪潮， 因为它可以促使更多的人

购买和消费。 丰田如何超越通用成为全球最大

车企？ 戴尔怎样在电脑产业中打败IBM？ 一个

小小的零售商沃尔玛， 又是怎样成为西尔斯和

凯马特的最大竞争对手， 最终成为世界最大公

司？ 考察“超级企业”新贵们的成长跃迁史，大

都能从中发现深植于企业主体的破坏式创新基

因，并且这些基因支撑着他们不断自我革新、保

持鲜活。

著名企业家、管理创新研究专家乔希·林克

纳的《破坏式创新》一书，通过对大量世界著名

公司成功案例的分析，从客户、产品、运营、客户

体验、品牌公关及企业文化等多个维度，揭示了

破坏式创新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动能。

在竞争日益白热化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对

于个人、 团队及企业创造力的要求已前所未有

地得到大幅度提升。 身为全球最大的互动营销

策划机构ePrize的创始人及前CEO， 林克纳将

自己连续4次创业和长达25年玩转爵士乐的经

验，及其对数百位以创造力惊人著称的企业家、

艺术家群体的访谈中， 总结出如何在组织的每

一层面按部就班地有序推进创新。在他看来，创

新藏在组织运转层面的每一个细节中， 一个富

有进取心的企业， 在各种不同层面均应保持训

练有素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与克里斯滕森对“破坏式创新” 的经典定义

有所区别的是， 在林克纳的视域里，“破坏式创

新” 不仅是“后起之秀”超越领先企业的有力武

器，更是领先企业持续巩固其领先地位的有效法

宝。 重大的市场创新都是从破坏或者自我破坏开

始的。 只有破坏，才能改变原有市场的游戏规则，

丰富自身的价值体系，所以对于“初出茅庐” 的

企业而言，通过破坏式创新的竞争策略，对行业

内传统的东西进行革命，建立新的秩序，从而推

动自身的发展和行业的进步；对于行业的领导者

而言，要保持领先优势，则需要在产品、运营、客

户体验乃至品牌本身进行自我破坏、 自我革新，

此所谓不破不立、革故鼎新。 换句话说，伟大的创

新大都以对原有体制机制的破坏为前提和目标，

创新型的企业需要在组织内培植创新的基因来

保证原有的体制机制可以被瓦解。

通过对众多那些取得伟大成就的机构和个

人的研究，林克纳这样总结：具有创新气质的相

关法则总是体现出破坏性思维模式。 那么，究

竟是哪些法则，能够使得人们摒弃对失败的恐

惧、忘掉在集体中的安全感而去拥抱持续的破

坏式变革思维呢？ 林克纳总结了破坏性和创新

式的八条法则，包括放下过去、激发勇气、拥抱

失败、逆向思维、畅想可能、自我淘汰、排斥局

限、面向未来。世界在变化，市场在变化，人也在

变化，而这些创新法则则是应对变化的“定海

神针” ，是人们驾驭变化而不被变化驾驭的“开

山之斧” 。

从林克纳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正是通过从

头到尾的改革创新，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从一

家濒临倒闭的纺织厂蜕变为世界著名的保险和

多元化投资集团，3M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矿

产公司成长为生产数以万计产品的跨国集团，

电脑生产领域的先驱者IBM则成功转型为科

技服务公司，曾经的世界电报业巨头西联公司

如今已经成为世界领先的特快汇款公司……这

些公司的领导者总是富有勇气和想象力地抓住

时代变化时的新机遇，最终他们仍能使公司继

续保持家喻户晓。 避免在停滞中慢性死亡，成

功的公司总是能够自我救赎，而不是等着竞争

对手或者市场条件去为它做这个工作。

林克纳在书中所表述的观点，尤其是对“拥

抱失败” 、“自我淘汰” 的褒扬，很容易让我们联

想到张瑞敏那句决绝的名言：“自杀重生，他杀淘

汰。”在互联网和数据化大背景下，国内的各个行

业也都在迎来产品、技术和服务升级的高潮。 张

瑞敏的海尔面对的是一场速度与时间的赛跑，所

以他要寻求自我颠覆；王石担心未来房地产行业

出现类似“小米” 的搅局者，所以万科向着城市

配套服务商的方向迈进；马化腾越来越看不懂年

轻人的喜好，所以腾讯在努力追求常变常新……

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对于任何一家企业而言，

若只是固守住一时一地的风光而不常思破坏或

自我破坏，“梦想” 变成“空想” 、“传奇” 变成

“传说”或许便只是时间问题。

创新不一定成功，但不创新一定会灭亡。 尤

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突进， 已经对当下的每

一个企业都提出了重大挑战， 任何企业都有可

能在一夜之间被别人超越、占领、推翻。 用林克

纳的话来说———“任何人， 只要有一台电脑，一

张信用卡， 就可以在几周之内复制你的商业模

式，偷走你的业务和客户，最后，你唯一和他产

生差异的，就只剩创造力了” 。 很多伟大企业的

失败，不是因为做出了错误的商业决策，更不是

他们不够努力，而是缺乏了破坏式的创新，缺乏

了推动自身新陈代谢的强大创造力。 正如诺基

亚再努力也不可能扼杀苹果的崛起； 国美再努

力也不可能压制京东的冲击； 新华书店再努力

也不可能阻止亚马逊的侵袭。 可以预料的是，林

克纳所说的破坏式创新， 还将在各个领域中更

加频繁地发生，任何拒绝创新者，都会被创新者

超越，任何故步自封者，都会被积极进取者颠覆!

� � � � 当然，在《破坏式创新》一书中，林克纳绝

不仅仅是向人们展示破坏式创新对于一家企

业、一个组织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还告诉了

人们如何驾驭创新、如何提升创造力的过程，以

求在创新的每个阶段实现大幅向上发展的目

的。“颠覆自身产品” 是破坏性改变的起点，作

者总结了诸多用以重塑核心产品和服务的创

意；“改组你的运营” 与创新成果同样重要，作

者同样提出了有效的策略来提升商业运营方

式；“改造你的文化”则潜入深层的整体改造过

程，为人们带来一些耳目一新的思路和方法；书

中的“创造生动体验” 、“讲一个难忘的故事” 、

“重新定义客户” 等章节， 也都不乏新颖的观

点，为人们带来理念上的触动。作者试图通过对

企业组织各个层面的创新需求的剖析， 帮助人

们建立和维护自己的创新性破坏系统， 以持续

的破坏性精神拥抱创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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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照中国金融改革与创新的现实困境

□张鹏

《金融改革创新论》 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

学院教授曹凤岐先生最新的一本论文集， 同时

也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今年为其30年院

庆而策划出版的“光华书系”著作之一。作者曾

长期在北京大学从事经济、金融教学与科研，不

仅是国内最早提出产权制度改革、推行股份制、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学者之一， 还具体参与过

我国《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两部重要

法律的起草工作， 在经济金融改革方面无论是

理论创新还是具体实践都贡献巨大。

具体来说， 该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关于金

融改革与创新方面的文章近60篇，内容涵盖金

融体制改革、货币政策、利率和汇率、金融国际

化、商业银行改革与创新、民间金融、中小企业

融资、互联网金融、股份制改革、资本市场改革、

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等。 作者在具体问题研究上

深入联系我国在不同阶段经济和金融改革的不

同实际，均作出系统性的梳理和总结。就拿股指

期货来说，它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最成熟的避

险工具， 从理论上来说具有发现价格、 风险对

冲、套期保值、稳定市场的功能，并且现代意义

上完整的股票市场架构就包括股票发行一级市

场（实现投资、融资、资产和静态定价）、股票交

易二级市场（实现资产动态定价和优化配置）

和以股指期货为代表管理股市风险的衍生品市

场（实现股市风险的控制、分割、转移和再分

配）。 作者从2003年就开始关注和研究股指期

货， 系统阐述了中国发展股指期货的必要性与

可行性以及所需进行的配套改革， 提出中国发

展股指期货是十分必要但必须进一步加强风险

控制。

2014年，作者又提出进一步发挥股指期货

的功能和作用， 问题就在于尽管股指期货自

2010年上市以来运行良好，但是股指期货的功

能和作用发挥得“还不够” 。 与此同时，对股指

期货的质疑声却源源不断，例如认为我国股票

现货市场走得不好是由于开放了股指期货所

致，股指期货成了做空的力量，抽走了现货市

场资金。 曹凤岐认为，股指期货投机功能发挥

得淋漓尽致，而套期保值、稳定市场的功能确

实不明显，原因有三：一是我国A股现货市场

制度不健全，还存在一级市场发行价格尚未完

全市场化、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扭曲、尚未实行

T+0交易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二是我国股市投

资者结构不合理， 股指期货市场散户居多，暴

露出满仓操作、长期持仓、不及时止损、单边做

多或做空等诸多问题，使得股指期货市场资金

规模有限、市场稳定性差，影响了其功能的发

挥；三是社会诚信程度不高，股指期货诚信体

系还没有完全建立，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股

指期货市场的发展。

作者在分析前述问题基础上进一步提出，

继续进行资本市场制度改革与创新。 一是建立

股指期货市场与股市的联动机制。 为了提高股

指期货的风险监控与运作效率， 必须打破证券

市场间的壁垒， 加强两个市场间头寸的统一管

理，建立风险管理的联合机构。“应尽快建立一

种约束制度，使现货与期货市场相互制约，避免

一个市场的波动在两者之间循环而导致的放大

效应” ；二是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吸引长期投

资者和长期资金入市， 逐步放宽对机构投资者

进入国内金融期货市场的限制； 三是坚持适当

投资者制度，逐步放宽进入门槛，逐步丰富我国

股指期货品种，如创业板股指期货。“建议今后

推出股指期货品种， 不必经过证监会和国务院

审批， 而是由交易所根据市场和投资者的需求

适时推出，报证监会备案即可” ；四是重建社会

信用体系，形成健康的资本市场文化；五是加强

对包括股指期货在内的衍生品市场监管； 六是

加强期货市场法律法规建设； 七是花大力气培

育期货尤其是金融期货管理人才。

作者上述建议成于去年年中， 句句切中

股指期货今日尴尬的要害。 通过《金融改革

创新论》一书，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金融改革

与创新的清晰脉络， 也看到它观照了中国金

融改革与创新的现实困境， 希望监管层和业

内人士共同正视现实共同努力让中国金融业

走出一条改革、创新、稳定、发展的正向反馈、

持续繁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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