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8

读书空间

Books

2018年 /� 11月17日 /�星期六

责编

：

李刚 电话

：010－63070357� E-mail:zbs@zzb.com.cn

■ 财富书架

美国经济评论百年经典论文

作者：美国经济学会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美国经济评论》为纪念创刊

100周年，特邀阿罗等六位著名经济学家，

成立“20佳论文”评选委员会，由委员会

在该刊100年来刊登的数千篇文章中，甄

选出对经济学发展与实践产生深远、重大

影响，且富有创造性的20篇论文。

作者简介：

美国经济学会倡导完全自由的学术

讨论，其主办的经济学刊物《美国经济评

论》是美国重要、影响很大的经济理论刊

物，宗旨是使读者能了解、掌握经济思想

和重大经济事件的发展进程， 研究内容

涉及经济理论、 应用经济学和经济政策

的各领域。

未来三十年

作者：郑永年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时值中国改革40周年，自全面深化

改革以来， 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面临新

的局势与机会。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

取得了很多成就，也出现了新的问题。本

书就是试图通过分析和回答这些新挑

战、新矛盾、新力量出现的原因、目前的

形势以及应对的策略， 对未来给予更多

的指导。

作者简介：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

所所长、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

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普林斯顿大学政

治学博士、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

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

如何权衡科技带来的风险和益处

□邓建峰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它不断带给

现代生活诸多便利，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日常生

活，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越来越深入的数据网络和互联设备加快了通信

和信息处理的速度，从生物学、能源、媒体到食品

和交通， 一切领域都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这

些改变正在重新定义人类的未来。

科技领域的每一个重大变化都需要人们信

心的飞跃以及与过去的决裂。 《未来之路》一书

的作者维韦克·瓦德瓦和亚历克斯·萨尔克弗认

为，一方面，惊人的技术发展能够使我们的生活

更加健康、安全和便捷；但另一方面，这些科技进

步成果也带来了可怕的、 疏离的未来———优生

学、失业率上升、隐私的完全丧失以及经济上越

来越不平等的恶性循环。

在本书中，作者始终围绕三个问题对未来人

类生活进行探讨，事关平等、风险和自主：一是每

个人都可能从这项科技中平等受益吗？二是这项

科技的风险和益处分别是什么？三是这项科技更

多地提高了自主权还是依赖性？

在科技影响的诸多方面，其对经济的影响无

疑最为令人关注。 新经济增长理论揭示了科技与

经济的内在联系，从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知识的

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保

证。 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表现为促进经济增

长模式的转变。比如，互联网改变了产业的格局，

改变了企业的竞争方式，推动了经济全球化。 互

联网也使得产业稳定健康的发展，成为了推动企

业发展的助力。

历史经验显示，科技是把双刃剑，既能造福

人类，也能玩火自焚。 现代科技的确为人类创造

了惊人的财富， 为人类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便

利，但同时无法阻挡负面影响的产生。 沉溺其带

来的便利使我们失去了很多选择的机会和能力，

依赖其飞速的发展也使我们成为了现代科技的

一部分，被工具化和模式化。 在人工智能改变经

济增长模式的过程中，互联网为人类提供了大量

信息，却没有提高人类的智力水平。 有学者研究

认为，在过去没有电脑的时代，人们的生活虽然

不够方便， 但是却拥有海量的知识和生存技能，

然而新科技的不断出现却在逐渐削减人类的这

项才能。

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中，人们太容易把不

满的焦点转移到技术和系统上，这些技术和系统

承诺带给我们一种极为舒适和自由的生活。与此

同时，做出这一承诺的技术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

死亡。 比如人工智能既是现代计算领域最重要的

突破，也是人类创造的最危险的技术。 值得注意

的是，在过去的类似时期，人类在时代更迭的过

程中一次又一次成功地走过这些艰难的旅程。

由计算能力和因特网引起的早期颠覆性变

革提供了更快捷的工具， 我们因此从电子表格、

文字处理、电子邮件和手机中大大获益。 但是，健

康、教育、交通和工作方面的实质性进展仍很模

糊。 科技创造更好的未来，但人类也担心失去控

制权，丧失身份，更重要的是失去自由。

作者指出，科技并不是黑白分明的，同样的

技术可以用在好的地方，也可以用在不好的地方，

这仅仅取决于我们一起做出的抉择。 分界线要划

在哪里，应该由我们所有人共同决定。比如人们都

可以从智能计算机决策者的帮助中受益，人工智

能如果开发得当的话，不会区别对待穷人和富人、

黑人和白人。通过智能手机和应用程序，人工智能

几乎人人可及。 人工智能给出的医疗和法律意见

当然会因情况而变，但不会像人那样产生偏见。

许多严重的全球冲突之所以发生，核心原因

就在于水和能源等自然资源。为此作者预测，几乎

免费的能源和水，再加上无人驾驶汽车，这将是人

类历史上自主权的最大提升。 能源和水是让我们

生活更舒适的关键所在。能源能够让我们取暖，为

我们的车辆和通信系统提供动力，照亮我们的家

园。廉价的能源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带我们

通往无尽的淡水和更多的食物。 能源和水加在一

起将满足人类的生活所需。 在那些治理不善或基

础设施薄弱的地区，廉价的能源和水资源将会把

人们的生活质量提升到接近西方和发达国家的水

平。我们不需要为了自主权而进行取舍，几乎免费

的能源和水将提升自主权，减少依赖性。轻松获得

能源和水资源才是富足的基准，有了这个基准，科

技发展将提升地球上所有人的福祉。

科技曾经是一个由商业系统和酷炫装置主

导的独立领域，它无疑已悄悄潜入人类生活的方

方面面。 作者认为，当前很多领域都在发生前所

未有的改变，这些改变可能正在重新定义人类的

未来。我们自然会感到不安，这理所当然。但是绝

大多数人和环境在接受科技负面冲击的情况下，

需要掌控自己的生活，对于科技发展的利弊进行

权衡。

空间简史

作者：【意】托马斯·马卡卡罗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在当今时代， 望远镜拉近了我们与

天空的距离，新的行星被发现。星星变成

星系，星系汇成星河，汇入无垠的宇宙。

但仍不断有新的理论重塑着宇宙的轮

廓。 过往的理论或被证实， 或被推翻，

“哪里” 这个不断变化的概念依然散发

着无穷的魅力，吸引“后来的我们” 去发

现，去留下新的足印。

作者简介：

托马斯·马卡卡罗是意大利天体物

理学家、天文物理学领域权威，曾任

ESO

委员会主席、 布雷拉天文台实验室负责

人和意大利国家天体物理研究所所长。

万物皆数

作者：【法】米卡埃尔·洛奈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本书将引领我们穿越回史前时代、

四大文明古国、 欧洲中世纪与文艺复兴

时期， 也会带领我们漫步于巴黎卢浮宫

与发现宫。作者巧妙运用历史学的方法，

构建了无数历史或现今的场景， 将数学

从亭台楼阁之上带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将数学之美化为一篇篇优美的文字，娓

娓道来。

作者简介：

米卡埃尔·洛奈，

2005

年进入法国巴

黎高等师范学院并于

2012

年获得概率学

博士学位。

2015

年以来，洛奈参与了大量

的、 针对公众的数学推广活动， 是法国

“文化与数学游戏沙龙”的成员。

突破现实的困境

作者：【美】克里斯·布拉德利等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以几千家企业的 “硬数据”为

基础， 指出哪些因素对企业的超常业绩

至关重要，哪些因素则作用平平。为商业

领袖勾画出一条解决战略人性面问题的

路径，帮助他们制定卓越远大、更有胆识

的成功战略。

作者简介：

克里斯·布拉德利、 斯文·斯密特和

贺睦廷都是麦肯锡战略业务的领导者。

过去十年，他们通力合作，不断推动战略

管理向前发展， 并致力于帮助世界各地

的企业领导者提高成功概率。

战略简史

作者：【美】沃尔特·基希勒三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从前所未有的视角讲述了企业

战略数十年来从无到有、鲜为人知的发展

历程。 随着世界的变化，战略革命从重视

商业结构和流程转向重视企业文化和核

心竞争力，最终转化成了21世纪以人为本

的战略体系。 可以说，战略的每一次出现

都是为了应对变化的世界中的全新问题，

而战略就是解决这些问题最有效的方法。

作者简介：

沃尔特·基希勒三世，美国商业作家

及资深记者，《财富》杂志前总编、哈佛商

业出版社前总编及《哈佛商业评论》出版

人。 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并先后获得文学

士、工商管理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

创新评估

科技创业公司模式

□常龙川

许多企业和投资机构都曾使用过“市

场增长率-市场份额矩阵” 来分析业务

（投资项目）的发展前景。 按照“市场增长

率” 和“市场份额” 分别列出纵轴和横轴，

得出“明星”（增长率、份额都很高）、“野

猫”（低份额， 高增长率）、“现金牛”（高

份额，低增长率）、“瘦狗”（增长率、份额

都很低）。

传统的分析观点会认为，“瘦狗” 位于

市场份额和市场增长率都相对较低的位

置， 其发展前景不佳， 应当予以放弃。 而

“野猫” 产品虽然可能极具创新性，也位于

高市场增长率的区域， 但要成长起来并获

得最终可观的回报，需要大量的投资。在投

资跟进的过程中，完全可能出现其他风险。

选择“明星” 产品，意味着需要在广告、推

广和升级方面进行持续投资， 以保持市场

吸引力。现金流制造者是位于高市场份额、

低市场增长率的“现金牛” ，能够为企业带

来大量的现金， 从而能够贡献出较高的市

场保留度、较低成本和较高盈利能力。

很多科技创业公司都处于 “瘦狗” 或

“野猫” 位置，这也是为什么传统的投资机

构或是资金充沛的传统企业往往会错失投

资“独角兽” 创业公司机遇的原因。科技创

新创业公司的成长方式， 其实完全不同于

传统企业，很多企业最初的市场份额、增长

率都很低，却会不断成长，在自己创造的市

场中挖掘市场份额。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创

业公司暂时处于“瘦狗” 型、“野猫” 型阶

段，就完全放弃投资的判断。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创业学院创始院长

阿尔努尔·比曼尼所著的 《科技创业公司

的财务管理》一书，突破了基于传统工业

产品企业的财务会计指标体系， 聚焦于科

技创新创业公司引领的价值创造新方式，

为创业者创办和管理科技创业公司提供了

量身定制的财务工具包。 这本书也完全适

用于投资机构、 分析机构解读与科技公司

相关的财务管理实践， 加深对于技术更新

发展规律和市场进化规律的理解， 能够更

为准确地解读公开上市和拟上市的科技创

业公司的财务数据。

作者分析了科技创业公司常见的商业

模式，如免费增值模式、依赖于体验式众包

用户群的模式、订阅模式等。这些模式完全

不同于传统企业的盈利模式， 并创造出新

的盈利逻辑。比如，科技创业公司利用网络

获取资源， 并通过建立和管理网络创造价

值， 这意味着其交易会因为网络的多维拓

展和线性路径的突破而不断增长，创业者、

投资者就没有理由用旧的财务知识来理解

其成长前景。 又如科技创业公司需要不断

地试验和创新， 不断推出试错版本来获取

用户反馈信息，在其成长的初期甚至中期，

市场份额增长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盈利。 再

如科技公司总是倾向于将高成本的活动外

部化，并导致现有产业的瓦解，这就需要一

种具有针对性的财务管理知识。

在很多领域， 科技创业公司已经改变

了过去企业总是倾向于追求高利润、 高销

量的逻辑，而是转向用户，关注企业、产品

或服务与用户连接的方式， 关注熟悉的事

物。它们受益于网络效应，但网络效应反过

来也同样可能促成新技术、新公司的崛起，

并迅速取代现有“独角兽”企业。

作者基于美国、 欧洲等市场的大量科

技创业公司的财务报表， 介绍了如何对创

业公司进行财务控制， 如何计算创业公司

的财务贡献并追踪财务贡献对企业的影

响，怎样测算变动成本、固定成本并实现收

支平衡。 了解这些知识，对于创业者来说，

将有助于更为合理地使用自有资金、 天使

资金、机构投资；投资者借助这部分内容，

也能更加清晰地洞察科技创业公司商业模

式的成色。

书中还详细引入了符合科技创业公司

发展特点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

表这三份重要的财务报表， 分别结合亚马

逊、 脸书等知名的互联网创业公司的财报

进行了详细解析。在此基础上，介绍了如何

评价创业公司的发展进度， 对不同阶段的

财务表现和商业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量。

很多创业公司走向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是过快耗尽了现金。 书中也专门提到了如

何确保创业公司要建立现金预算， 通过现

金预算来引导企业活动， 为现金流的波动

做好准备； 介绍了现金流遇到问题时可供

选择的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的不同方案。

书名：《科技创业公司的财务管理》

作者：【英】阿尔努尔·比曼尼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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