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的电脑技术

早在

1971

年， 世界上速度

最快的汽车为法拉利的代托

纳，时速可达

280

公里；世界上

最高的建筑则是纽约双子塔，

高达

415

米；当年

11

月，英特尔

公司推出全球第一个商用微处

理器芯片

4004

， 该芯片包含

2300

个如红血细胞般大小的微

型晶体管。

自此， 电脑芯片一直沿续

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

的预测路径不断改进。 根据摩

尔的经验法则， 即众所周知的

摩尔定律， 电脑芯片处理能力

大约每两年翻一番， 同时体积

更小的晶体管会更加紧密地包

裹在硅晶片上， 从而提高电脑

性能并降低成本。 而英特尔最

新推出的第

六代处理器

天湖已包含

约

17.5

亿 个

晶 体 管 ， 其

处理能力几

近于

4004

芯

片 的

40

万

倍。 显然，这

种电脑技术

进步是物质

世界所难以

比肩的。

摩 尔 定

律的影响在

日常生活中

随处可见。 如今，全

球约

30

亿人持有智

能手机， 而每只智能手机的处

理能力均比

1980

年代如房间般

大小的超级计算机强大。 数字

化时代更颠覆了不计其数的传

统行业， 充足的计算能力甚至

放缓了核试验， 因为原子武器

更易于采用模拟爆炸而非真实

爆炸。 摩尔定律甚至成为一种

文化隐喻： 即无论身处硅谷内

外， 人们每年都会对电脑技术

的改进翘首企盼。

然而五年之后的今天，摩

尔定律正走向尽头， 因为晶体

管体积的缩小已不再保证提升

芯片性能并降低成本。当然，芯

片还会不断提升性能， 但速度

会放缓，据英特尔预测，未来电

脑的数字运算能力会每

2.5

年

翻一番。 而未来电脑技术的提

升将超越硬件、 主要取决于其

他三个领域的进展。

这三大领域首当其冲便是

软件。 本周精彩上演的围棋人

机大战中， 谷歌公司推出的人

工智能围棋程序“阿尔法围棋”

战胜韩国九段棋手李世石，轰

动一时。 而人机大战的结果更

昭示出新的电脑系统机制可实

现巨大的性能改进。事实上，电

脑硬件方面进展放缓反而会有

利于开发更先进的软件。

第二大领域便是 “云”，即

通过互联网提供服务的数据中

心网络。过去，当电脑作为独立

设备运行时， 其性能主要取决

于处理器芯片的速度。而今，无

需更换硬件， 电脑的处理能力

便会突飞猛

进，而在进行

诸如搜索邮

件或计算最

佳行车路线

时，电脑完全

可以动用庞

大的云计算

资源达成目

标， 与此同

时，其相互关

联能力也与

处理器速度

一样举足轻

重，如智能手

机的卫星定

位、移动传感器及无

线支付等功能。

第三大领域则为新的计算

体系结构， 即为特定工作优化

专业芯片， 如今无论云计算还

是模拟脑神经无网络处理，电

脑视觉等工作均具有专用芯

片， 这种专业芯片将被嵌入

“云”中，以备不时之需。

对于科技业本身来说，摩

尔定律的衰落将强化云计算逻

辑，而这已在亚马逊、谷歌、微

软、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业

界著名企业中占据统治地位，

它们正在努力改善云基础设施

性能，并寻求更多创新。

总之，尽管摩尔定律走向

消亡， 电脑和其他设备仍将

不断变得强大， 只是以不同

且更为多样化的方式达成目

标。（石璐）

《经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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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经济

我们应该倾听谁

□刘丽娜

很大程度上，“世界经济” 是一种想象，

是人们头脑中无数个不完整概念之一，代表

了人类对世界并不完美的认识。

通常情况下，人们愿意用好坏来描述世

界经济，用经济学语言来说，最简单的判断

就是“景气”与“疲软”。 那么，究竟谁能够把

世界经济景气与否的印象植入到我们头脑

当中呢？ 关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判断，

又应该倾听谁呢？

如果从媒体经验认知的角度，要把握世

界形势，需要通过三个关键词：数字、词语、

解释。

例如，提到今年的世界经济印象，用“速

描法”想一下就是：略高于

3%

、“新平庸”、周

期性与结构性问题交织的低增长时代。

再进一步， 又是哪种力量能把这些数

字、词语及解释创造出来使人们记住呢？

观察可见， 这种力量主要来自两大来

源：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其共同点，即所谓

“权威”。 而权威的隐含意义是“可信”，即从

这些来源发出的信息是可以被普遍接受的。

权威机构又分为国际组织、政府部门、顶级

智库与大企业，权威人士则是这些机构的首

脑。 在经济学领域，还有一个特殊的权威人

群，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通常认为，一旦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如同戴上一顶终身

顶级思想家的帽子，具有了与前述机构领导

人一样“一言九鼎”的意义。 若用网络语言，

上述种种权威就是当今为人们描述世界经

济形势的所谓“大咖”。

说到此， 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粗浅的结

论：我们对世界经济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自

于权威“大咖”。

在所有关于世界经济的权威机构当中，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仍然是迄

今提供有关世界经济形势判断的首要机构。

有人认为， 比起几千亿美元的资金，

IMF

和

世行对世界影响更大的方面在于，它们是世

界经济的“数字提供者”。 尤其是，

IMF

每年

通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提供的关于世界

经济增长速度的数字， 一直被全球奉为圭

臬。

IMF

在每年

4

月的春季会议与

10

月的秋

季年会上分两次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然后分别在

7

月和

1

月对两次报告的数字进

行更新。 也就是一年四次提供关键数字，每

次都会引来全球媒体报道，并从此进入各国

的经济决策中。

世界银行尽管也发布全球经济前景报

告，但由于统计方法与

IMF

有差异，其提供

的数字与

IMF

不同。 由于约定俗成的惯性，

人们提起世界经济数字，更多愿意引用

IMF

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不过，世行在全球

发展方面的数字则更显权威。例如对于中国

人非常关心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其标准

就是遵循世界银行的数字。

除了数字，善于“创造词汇”也是权威机

构 的 重 要 软 实 力 。 “新 平 庸 ” （

New

Mediocre

）一词最早就是

IMF

总裁拉加德于

2014

年秋季年会期间提出的。经过一段时间

的消化与传播，目前“新平庸”一词已经被全

球广泛认知，即使一些主要经济体的政治领

导人也频频引用。 “世界在说

IMF

语言”一直

是

IMF

引以为豪的事。那么，

IMF

的数字与语

言基础又从何而来？

拥有

1000

多名职业经济学家的

IMF

是

收集和处理世界经济数据的中枢。 其数据

来自各大市场、政府以及一手调研，然后经

过经济学家们的科学分类与系统处理。 可

以说，

IMF

掌握着一整套解释世界经济的

方法。

而方法论的第一要务是确定词语的意

义。

IMF

等权威机构善于创造世界经济的新

词，同时，又有强大的研究团队对其提供解

释，从而确立了这家机构几十年作为世界经

济首要权威数字发布者的形象。

当然，关于世界经济的解释权绝不仅仅

由

IMF

和世行两大机构垄断。 各主要经济体

的领导人、顶级媒体的舆论领袖也是重要解

释者。例如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

员马丁·沃尔夫。 经济学界都认同，“沃尔夫

一说话，世界会倾听”。

至于前面提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则旨趣不同。 有的诺奖得主喜欢沉默安静做

学术，有的却不安寂寞爱发言。 当今最爱说话

的诺奖经济学家公认是克鲁格曼。 最近许多

年， 这位老兄更多是以专栏作家的社会角色

被世界追踪。 他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每经发

出，总能在经济学界掀起热烈讨论。 尽管克鲁

格曼对世界经济， 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判断常

有不当，但这并未减弱其受欢迎的程度。

再回到权威机构。 随着二十国集团

（

G20

）中国年的启动，未来几个月，将有越

来越多关于

G20

的消息传播到世界。 不过，

从世界经济认知的角度看，尽管

G20

目前被

认为是“讨论世界经济合作的首要平台”，但

这个新兴的机构由于没有总部和常设团队，

所以迄今尚没有固定的关于世界经济形势

判断的独立报告，即尚未形成像

IMF

和世行

报告那样的“知识权威”，其数字和语言通常

要倚重

IMF

和世行。

哲学家劳思光认为， 获得知识的活动，

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是感觉，第二步是建

立判断或命题，第三步是推理。 多数人认识

世界经济只能通过权威大咖。 不管怎样，无

论个人、机构还是国家，建设自己的“知识

力”至关重要。

低油价对美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本报记者 江宇娟 华盛顿报道

近期油价与股市的相关性越来越明

显， 全球油价走低， 美国股市也跟着走

低。 对市场人士来说， 这种趋势令人困

惑， 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的普遍

观点：油价下跌不利于美国经济增长。不

过美联储官员以及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总体来说， 低油价其实有助于美国经济

增长。

美联储主席耶伦近期在季度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低油价导致美国油气行业大

规模裁员，开采业务大幅下降，抑制行业

投资。 2015年，美国油气开采及相关行业

的就业岗位减少了18%。 2015年1月，美

国钻井设备数量达1811套， 到今年3月

初，钻井设备数量已经降至489套，降幅

高达73%。

美联储前首席经济学家戴维·斯托克

顿表示，受油价下跌影响，能源相关行业

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财务压力，威胁银行

相关贷款业务安全。 在油价下跌以及全

球经济风险的影响下，美国资本市场今年

以来出现大幅波动。

低油价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影响了能

源行业投资和就业， 但给消费者带来实

惠。包括美联储官员在内的大部分经济学

家曾预计低油价将对美国消费形成强大

的拉动力，不过数据显示低油价对消费的

刺激效果远不如预期。

对此耶伦表示，影响消费的因素错综

复杂，眼下并不能机械性地得出“低油价

无法刺激消费” 的结论。 受益于低油价，

美国家庭去年平均省下近1000美元。 一

些微观数据也显示低油价对餐饮等消费

存在推动作用，但消费增长确实不如之前

预计得那么强劲。

耶伦2月在国会作证时表示，尽管低

油价拖累美国油气行业投资， 但总的来

看， 低油价对美国经济来说仍有正面意

义。 得益于低油价，美国家庭可支配收入

增长稳定，加之就业市场向好，未来有望

支持消费继续增长。

低油价不仅拖累美国能源行业，同

时还压低美国国内通胀水平，为美联储

下一步加息设置更高门槛。 耶伦表示，

美联储官员并不期待油价在短期内回

升至之前的高点，因此通胀水平在近期

仍将保持低位。 美联储官员预计今年通

胀率将同比增长1.2%， 低于去年年底

1.6%的预测。

不过耶伦表示，虽然油价不太可能回

升至原来的高点，但在未来将会在某个水

平保持稳定。 一旦油价保持稳定，其对通

胀水平的下行压力将逐步消失，通胀率会

缓慢回升。 她预计，随着能源价格下降等

暂时性因素减弱以及劳动力市场进一步

改善， 通胀率在未来2年至3年内有望回

升至美联储2%的目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

家布朗夏尔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朱利安·阿卡林在合著的论文中

表示，短期来看，低油价对能源行业和

通胀水平的负面影响将超过对消费的

刺激作用。 但从长期来看，美国家庭仍

将受益于低油价带来的实际收入的增

加， 能源消费行业将有望降低成本，提

升企业利润，同时低油价对通胀水平的

影响将逐步消失。

布朗夏尔和阿卡林认为，低油价不利

于美国经济的观点是短视的。从中长期来

看，美国经济最终会获益于油价下降。 不

过他们也指出，目前低通胀环境有可能进

一步压低长期通胀预期，加大美联储加息

的难度。

北爱见闻：独特的纪念日文化

□本报记者 邓茜 伦敦报道

一大早记者就看到北爱尔兰友人

发布的节日照片，欢乐的当地人都带绿

帽穿绿装欢庆爱尔兰民族最隆重的民

族节日———圣帕特里克节，即便记者曾

告诉这位朋友“绿帽子” 对于中国人有

着特殊的含义，但他依然开心故我并不

忘自嘲，这是因为绿帽子对于爱尔兰民

族来讲是欢庆圣帕特里克日的象征也

是标配。

圣帕特里克节为每年的3月17日，起

源于公元5世纪末期的爱尔兰，用以纪念

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 公元493年3

月17日，圣帕特里克逝世，爱尔兰人为了

纪念他，将这一天定为圣帕特里克日。 如

今这一节日不仅是北爱尔兰人的节日、爱

尔兰的国庆日，也是全世界爱尔兰民族的

重大节日。

圣帕特里克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忍

受苦难的故事。 帕特里克出生于大约公

元387年的不列颠， 少年时代在威尔士

被捕后被遣送到爱尔兰成为奴隶，在安

特里姆郡的斯林密絮山放羊，据说他依

靠宗教的力量度过了六年的艰难时光。

帕特里克最终得以逃脱并坐船回到故

乡，但是受到上帝的感召，他又回到爱

尔兰完成传教使命，说服爱尔兰人改变

宗教信仰并皈依基督教。 据说他以三叶

草形象地阐明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

一体的教义，从此三叶草成为爱尔兰的

国花。 在北爱也能看到到处都有三叶草

的标志。 这也是爱尔兰人爱绿色的起

源。 最近几年为了在全世界纪念圣帕特

里克节，爱尔兰发起了“绿动全球” 的

活动， 北京等很多中国城市也加入其

中。 圣帕特里克去世后，据说被埋葬在

唐郡邓恩大教堂（Down� Cathedral），

记者曾造访这里， 的确是一处庄重、古

朴、静谧的信徒朝圣之地。

大家都知道， 英国全称是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由四个部分

组成———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

爱尔兰。 北爱尔兰有圣帕特里克日来

纪念自己的保护神， 其他三个地区其

实也有类似的节日， 英格兰是圣乔治

日（4月23日），威尔士是圣大卫日（3

月1日），苏格兰是圣安德鲁日（11月

30日）。 这些节日的来由都存在大量

的传说和宗教背景。 每年到这些日子，

各地都会分别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很多场合和文献都将这些日子称为这

四个地区各自的“国庆节”（National�

Day）。 那么整个英国的国庆日到底是

哪一天呢？ 说到这件事，英国的确出人

意表。 说到底英国并没有固定在哪一

天作为国庆日。 目前英国的国庆日以

女王的官方生日来纪念，即每年6月上

旬，日期并不固定。 但实际上女王的真

实生日是在4月21日， 由于4月伦敦气

候欠佳， 据说为便于开展庆祝活动将

女王官方生日选在6月。 2015年英国国

庆日是6月17日。

德银 百年金融巨头日子难过

□本报记者 张枕河

去年德意志银行出现巨额亏损，

多项财务指标远差于预期， 一度还引

发其将成为“雷曼第二” 的担忧。 尽管

随后业内人士强调， 其巨额亏损很大

程度是由于一次性减记， 投资者恐慌

情绪可能“过头” ，但德银面临的经营

困境却是不争的事实。 本周二，德银首

席执行官约翰·克赖恩对外表示，该行

在2016年可能仍不能盈利， 再次将这

家百年金融巨头推向风口浪尖， 当日

其股价重挫逾5%。

业绩扭亏压力山大

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约翰·克

赖恩于本月16日表示，该行在2016年

可能不会盈利， 使得该股股价重挫，

今年以来累计跌幅超过20%。 克赖恩

当日在伦敦参加一次行业会议时透

露，德银今年可能仍不能盈利，今年

将实施的多项重组是难以盈利的直

接原因。

本周早些时候， 德银还将其去年

员工的奖金规模缩减11%， 并在公告

中表示，2016年初金融市场出现动荡，

对银行业造成负面影响。 对于整个银

行业而言， 第一季度业绩通常表现较

好， 然而目前各大银行本季度业绩恐

难尽如人意，德银也难以幸免。

今年1月28日德银发布的2015年

财报显示， 德银2015年总收入为335

亿欧元，比上年增长5%，亏损68亿欧

元，创下历史纪录。 这也是2008年金

融危机以来， 德银首次出现年度亏

损。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德银目前面

临经营成本高企、经营效率低下等问

题，此前面临的一系列法律诉讼也是

主要压力之一。

目前， 德银公布的重组计划主要

是“瘦身” ，包括全球净裁撤近万个岗

位， 剥离旗下的德国邮政银行， 并在

2017年年底前关闭200家分支机构，最

晚到2018年重新成为一家 “干净” 的

银行。

德意志银行是德国最大的商业银行，

2014财年获得税前利润31亿欧元。 然

而去年其业绩持续不佳， 且面临各种

负面新闻。 去年4月，德意志银行同意

向英美两国监管当局支付总额约25亿

美元罚金， 了结后者针对其操纵伦敦

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的指

控。 去年第三季度德银出现超过60亿

欧元的十年最大季度亏损。

仓促换帅效果平平

去年6月， 德银对外确认将 “换

帅” ， 原首席执行官于尔根·菲辰和安

舒·贾殷向监事会提交辞呈，监事会决

定任命监事会成员约翰·克赖恩为德

银新的首席执行官。

菲辰和贾殷的任期原定于2017

年5月31日结束。 德国媒体分析指

出， 由于德银持续卷入法律诉讼，一

系列丑闻使其承受巨额罚单，再加上

业绩不佳，德银高层的领导危机不可

避免。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并不能把责

任完全归结于上一任首席执行官，相

反出生于印度的贾殷是一位出色的银

行家和职业经理人。 早年在伦敦金融

城磨练的贾殷，1995年加入德银，此后

职位不断上升。2001年，贾殷担任德银

全球市场业务部主管，2004年成为投

行部联合CEO，2010年起任德银企业

与投行部CEO。 2012年7月担任集团

联合CEO时， 年仅49岁。 然而可惜的

是，他自掌舵德银以来，该集团进入实

体经济增速下滑以及金融监管加剧时

期， 不仅上台承诺的利润目标和股东

回报目标均未能实现， 还需要为一系

列丑闻收拾残局。

现年55岁的克赖恩于2013年进

入德银监事会，现为德银审计委员会

主席和风险委员会成员，之前曾担任

淡马锡欧洲区总裁和瑞银首席财务

官。 特别是2008年9月担任瑞银集团

首席财务官，他帮助瑞银平稳渡过金

融危机。

分析人士表示，在金融危机爆发

后，克赖恩大刀阔斧地清理瑞银投资

银行部门，为其发展扫除障碍。 但德

银的问题却十分严重。 欧洲其他银

行在金融危机后实现瘦身，专注擅长

领域，如汇丰的亚洲业务、瑞银与瑞

信的资产管理和私人银行业务、巴克

莱的零售银行、 信用卡与非洲业务

等， 而德银的优势在于企业银行与

专注于市场交易的投行业务等，这

些业务复苏更慢， 且受到金融市场

以及企业发展等因素影响， 因此从

换帅后的表现来看， 德银业绩并未

出现明显提振。

百年巨头曾经辉煌

德意志银行于1870年成立于德国

柏林， 不久便在不莱梅和汉堡建立分

行。 1872年，其上海和横滨分行陆续开

业，1873年又建立伦敦分行。目前位于

德国法兰克福的德银总部双子楼已经

成为当地地标。

实际上，从1870年获得银行经营

许可证并开展国际贸易业务开始，德

银的业务宗旨便是服务于德国企业，

一百多年前普鲁士政府的法律章程

至今已成为该行遵守的信条———“主

要致力于提高和促进德国、其他欧洲

各国以及海外市场彼此之间的贸易

关系” 。

长期以来， 德银在自身积极且扎

实的海外扩张过程中，也培育出多家

知名德国企业，如拜耳、克虏伯、戴姆

勒和奔驰等。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

银经历多次分拆、重组和合并。 二战

后， 德银被拆分成十个地区银行，而

后经历合并与整合，伴随德国经济起

飞和全球化进程，德银再次步入黄金

时代。 步入本世纪，其主打的企业与

投行业务彪炳全球，被称为“欧洲的

高盛” 。

2008年金融危机后， 德银面临调

整和转型， 但仍是全球最全能也是最

具影响力的银行之一。截至2014财年，

其总资产规模为1.709万亿欧元，总雇

员人数近10万人，包括企业与投行、企

业银行与证券、市场、企业金融、全球

交易银行、 资产与财富管理和私人与

企业客户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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