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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书架

硅谷帝国

作者：【美】露西·格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揭漏了硅谷帝国的潜在危险性，科技公司正在变得比政府更强大，并越来越多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世界。 作者以无与伦比的视角审视了大技术的参与者的影响力和潜在问题。

作者简介：

露西·格林，她是Campaign杂志的思想领域专栏作家，也曾为《纽约时报》《商业周刊》《卫报》《女装日报》《今日美国》《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等出版物撰写专栏文章，讨论不同生活方式领域的未来趋势。

大趋势：中国下一步

作者：郑永年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内容简介：

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一定要靠技术、附加值高的产业，这条路可能越走越难，至少不会像前面几十年那么容易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通过竞争才能做出自己的原创性的东西，必须靠自己的梯子爬上去，否则永远要跟在人家后面。

作者简介：

郑永年，浙江省余姚人。 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

为什么

作者：【美】朱迪亚·珀尔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人工智能领域的权威专家朱迪亚·珀尔及其同事领导的因果关系革命突破多年的迷雾，厘清了知识的本质，确立了因果关系研究在科学探索中的核心地位。

作者简介：

朱迪亚·珀尓，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计算机科学教授，“贝叶斯网络”之父，2011年因创立因果推理演算法获得图灵奖，同时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IEEE智能系统名人堂第一批10位入选者之一。

贸易打造的世界

作者：【美】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以贸易为线索，通过市场准则形成、运输、致瘾食品的经济文化、暴力经济学、如何打造现代市场、工业化与去工业化等主题，将世界体系分析与地方研究的观点结合起来，展现了600年来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变化，以及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作者简介：

彭慕兰，著名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加州学派”代表人物。 史蒂文·托皮克，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有：拉美史、世界贸易史、咖啡经济史等。

投资最重要的事

作者：【美】霍华德·马克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除了饱含作者本人的投资智慧外，还融入了其他4位知名投资专家、教育家的评论、看法和不同意见。 他们共同就“第二层次思维” 、价格与价值的关系、耐心等待机会、防御性投资等概念发表了真知灼见。

作者简介：

霍华德·马克斯，总部位于洛杉矶的橡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主席与共同创始人，管理着800亿美元的投资公司资产，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士，芝加哥大学会计与市场营销专业MBA。

繁荣与衰退

作者：【美】艾伦·格林斯潘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沿着美国经济发展的时间脉络，用精彩凝练的语言讲述了每个历史时期推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 论述了美国经济史中的重要话题，无论是内战爆发前南方奴隶制发挥的作用，还是罗斯福新政带来的实际效应，甚至是全球化及其影响给民众带来的剧烈冲击，都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

作者简介：

艾伦·格林斯潘，1974—1977年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1987年，里根总统任命他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直到2006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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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书架

创业投资如何少走弯路

□邓建峰

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风口上，很

多人义无反顾地迎接风口，哪怕化为炮灰也在所

不惧。 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需要拥有过人的热

情、激情以及不怕任何失败的豁达心胸，因此失

败本身也不能对其构成威胁。 而能够找到适合自

身的创业建议，对一个创业者来说就显得弥足珍

贵了。

特恩·格里芬的《硅谷创业课》包含了35位

硅谷顶级投资人和创业导师关于创业和投资的

智慧， 书中总结提炼了每个人的核心理念和洞

见。 他们帮助创业者在个人生活、企业管理及领

导力诸多方面获得发展和成长。 通过提出合适问

题并提供建议，他们对创业者进行指导。

本书原始资料源于过去四年作者对一些具

有非凡才华的人的采访，以及相关阅读。 与世界

上任何其他群体相比，这些人亲眼见证了许多初

创公司的成功之路。 从这些初创公司的成功和失

败经历中，人们可以获得一些借鉴。 如果说，初创

公司的经验教训经过具有绝佳判断力和非凡领

悟力的人的思考加工，本书介绍的这些人具有一

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天生的老师。 虽然每个人

都很独特，但他们看待商业的一些基本方法往往

有共同之处。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制定，国内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席卷全国。 许多人甚至

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就筹谋着创业，而他们创业的

动机，有很大程度是因为想要自由自主的工作和

生活方式，还有实现自我价值与人生梦想，不过

还有更大部分的人是希望创造财富。

作者介绍，在商业的历史上，相较于任何其

他形式的商业， 风险投资行业创造出更多的新

产业、更多的财富。本书提及的创业导师和个体

投资人是这些新产业和财富的重要推手。 在推

动新产业、创造新财富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一

些宝贵的洞见和恒久的智慧，值得与每一位创业

者分享。

在创业过程中，团队的作用至关重要。 研究

表明，多样化工作团队会使公司发展得更好，投资

的产出更佳。多样化使人们得到更多创意、获得更

多视角、为更广阔的用户群体考虑更多的产品。具

有多样性的意见和环境会提高“幸福的意外”产

生的可能性。意外发现源于差异、无论创业者还是

投资人， 都必须使自己创建的工作团队能依理性

行事。 方法就三个字：多样化。 多样化不该只是生

物学意义上的复选框，它的意义更微妙复杂。若想

使工作团队超出个人视野， 最佳做法就是召集一

些有巨大差异且非常优秀的人。

好的风险投资人总是关注创业团队是否优

秀， 因为优秀的创业团队会给投资人带来更多的

可能性。作者介绍，优秀的创业团队不仅会更好地

适应变化，而且他们知道何时改变。优秀的人才会

吸引其他优秀的人才，并且还会吸引到资金、合作

伙伴、渠道、用户，这是互相强化的。优秀的创业团

队会给公司带来更多有价值的可能性， 在需要根

据环境做出变化时，这一点十分重要。在这些方面

达成适当的平衡很关键， 因为保持创始人的动力

和坚持非常重要。 有时，创始人过于坚持，会把公

司推到悬崖边上， 而其他时候坚持却是公司成功

的关键。

横在创业面前的第一道门槛，仍旧很高，这道

门槛就是资金。有数据显示，我国大学创业有70%

的创业资金靠自筹。其中，商业投资只占4%，而获

得政府资助的比例只有3%。 因此，如何找到投资

人，如何发现适合自身的投资人，是每一个创业者

需要面临的重要课题。

书中的投资专家指出，在评估投资项目时，

一些投资人会寻找某些特征，经典的三要点是：

产品、市场和团队。 核心产品价值是指，解决真

正问题或满足真正需求的方案， 其价值足以让

人们想要掏钱购买。 这似乎是投资人要寻找的

显而易见的特性。但也有不少时候，投资人投资

了一些在拥有有价值的产品之前就试图扩张规

模的公司。

据了解，目前我国的创业成功率不到10%，初

创企业的存活期最长的只有四年， 最短的不到一

年。创业失败率高的两大主要原因：一是很多创业

者不具备应有的素质和能力。 二是因为错误的选

择。 在面对困难时，书中指出，创业者常常得到两

个对立面的建议：坚韧和灵活。要拥有愿景并多年

坚持对它的追求，哪怕人们一直说你疯了。同时要

灵活：分析数据、进行迭代，并基于所获信息做出

改变。因此，创业者面临的挑战是：坚韧和灵活，两

者都需要，但要知道在不同情况下更需要哪一个。

你必须知道，如何坚韧不拔，同时又灵活应变。

创新创业正在成为一种价值导向、 一种生活

方式、一种时代气息。如何能够走在正确而高效的

创业道路上，值得每一位创业者深思。成功投资人

的理念和经验，对于创业者来说可以指点迷津，若

能真正消化吸收， 一定能帮助创业者理解创业的

本质规律，找到解决困难的钥匙。

以营销视角

看世界与人生

□夏学杰

多年来， 每到年末，《日本经济新

闻》都会邀请各界名人撰写专栏，2013

年， 美国经济学家菲利普·科特勒接受

《日本经济新闻》的邀请，撰写了49篇

专栏文章。 这些专栏后来就集结成《我

的营销人生》一书。

菲利普·科特勒毕业于美国西北大

学凯洛格商学院，拥有芝加哥大学经济

学硕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

士学位，著有《市场营销》《营销管理》

等营销学领域畅销教科书，因他在市场

营销科学上的贡献荣获美国营销协会

颁发的“保尔·D.康弗斯奖” 。

什么是营销？ 虽说提到营销，人们

首先会想到销售———那种使用广告、直

邮、促销和宣传来卖东西的销售。 但科

特勒认为， 销售只是营销极小的一部

分。 原则上，营销应该帮助企业决定生

产什么、如何定价、如何分销，还有如何

促销。 营销是一门实践科学，它的目标

是提升企业的销售额和利润，通过创造

价值和提升顾客满意度来丰富人们的

生活。

营销不只是要销售产品为企业赚取

利润， 科特勒主张不断拓展市场营销的

范围， 他研究了非营利组织的营销以及

社会营销，将市场营销引入博物馆、剧团

等领域。他还在书中断言：逆营销的时代

来临了。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剧烈地消耗

现有的资源———石油、水、空气、木材和

鱼，下一代人注定要降低生活水准。科特

勒表示，随着地球资源的减少，我们可能

需要从营销时代走向逆营销时代。

科特勒认为，如果每个公司都设定

业务翻倍的目标，并且成功了，那么可

持续发展就无法实现。如果欠发达国家

由于某种奇迹达到中产阶层生活水准，

污染、地上和空中交通堵塞以及能源电

力中断就会抑制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质

量。 介于零增长和适度增长之间的目标

更有意义。 他建议，以可持续发展驱动

的公司需要引入清晰的标准来指导它

们的新产品开发项目，在回收和循环利

用上投入更多，并且让它们的股东———

员工、渠道商、供应商、投资人确信，他

们会与浪费做斗争，会接受对增长的某

些限制。 企业必须改变它们的考核方

案，以便在增长目标和可持续发展之间

建立一个更好的平衡。

本书还介绍了俄罗斯劝阻民众减

少饮用伏特加的营销案例。伏特加依赖

症会导致打架斗殴、婚姻破裂、伤害和

死亡事件频发。 营销4Ps模式被俄罗斯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作为一个营销框架

来使用，用以减少伏特加消费。比如，在

产品方面， 政府下令降低伏特加产量，

同时限制消费者购买，每人一周只能买

一夸脱。 在价格方面，政府大幅提高伏

特加的价格。 在渠道上，政府会限制售

卖伏特加终端的数量，让消费者难以或

是不便于购买。 在促销上，政府会投放

广告，进行舆论引导，宣传过度饮用伏

特加对个人和家庭的危害。

可见，营销策略不仅仅是企业需要

用到，社会组织以及政府也需要。 对个

人而言，人应该学会改变自己。

许多人一生都是最开始的那个样

子。 他们如果开心，就不想要改变。 他们

如果不开心，就可能去看心理医生、寻找

刺激或是找伙伴。 他们也可以通过努力

减肥，也可以通过旅行、换工作或者是其

他行动来获得让自己更加满意的人生。

科特勒写道：“我对于那些竭力想

改变自己的人很感兴趣。他们如此努力

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他们寻找的

不仅是一些新的体验， 而且是 ‘转

变’ 。 ” 在科特勒看来，营销不仅仅是卖

东西，它还关乎社会的和谐，关乎个体

的人生选择。他的视角以至于上升到哲

学思辨的高度。

而实际上，科特勒在读大学时就沉

醉于哲学家们的思想世界， 他表示，通

过大量的阅读，拥有了批判性思考的能

力，并且对于“如何建设一个更美好的

社会” 产生了终生的兴趣。“如今，在互

联网时代，年轻人往往对于创业、创新、

技术更感兴趣，然而我一直坚信，历史

上的伟大思想能够赋予人们灵感与创

意，也能激励我们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

世界而努力奋斗。 ”

书名：《我的营销人生》

作者：【美】菲利普·科特勒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硅谷帝国

作者：【美】露西·格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揭露了硅谷帝国的潜在危险

性， 科技公司正在变得比政府更强大，

并越来越多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世

界。作者以无与伦比的视角审视了大技

术的参与者的影响力和潜在问题。

作者简介：

露西·格林，她是

Campaign

杂志的

思想领域专栏作家，也曾为《纽约时报》

《商业周刊》《卫报》《女装日报》《今日美

国》《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等出版物撰

写专栏文章，讨论不同生活方式领域的

未来趋势。

大趋势：中国下一步

作者：郑永年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内容简介：

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一定要靠技

术、附加值高的产业，这条路可能越走

越难， 至少不会像前面几十年那么容

易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通过竞争才

能做出自己的原创性的东西， 必须靠

自己的梯子爬上去， 否则永远要跟在

人家后面。

作者简介：

郑永年，浙江省余姚人。中国政治、

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

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

《东亚政策》主编。

为什么

作者：【美】朱迪亚·珀尔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人工智能领域的权威专

家朱迪亚·珀尔及其同事领导的因果关

系革命突破多年的迷雾，厘清了知识的

本质，确立了因果关系研究在科学探索

中的核心地位。

作者简介：

朱迪亚·珀尓， 现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计算机科学教授，“贝叶斯网络”之

父，

2011

年因创立因果推理演算法获得

图灵奖， 同时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

士，

IEEE

智能系统名人堂第一批

10

位

入选者之一。

贸易打造的世界

作者：【美】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以贸易为线索，通过市场准则

形成、运输、致瘾食品的经济文化、暴力

经济学、如何打造现代市场、工业化与

去工业化等主题，将世界体系分析与地

方研究的观点结合起来，展现了600年

来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变化， 以及21世

纪人类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作者简介：

彭慕兰，著名历史学家，曾任美国

历史学会会长，“加州学派” 代表人物。

史蒂文·托皮克，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

校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有：拉美史、

世界贸易史、咖啡经济史等。

繁荣与衰退

作者：【美】艾伦·格林斯潘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沿着美国经济发展的时间脉

络， 用精彩凝练的语言讲述了每个历

史时期推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

因素。 论述了美国经济史中的重要话

题， 无论是内战爆发前南方奴隶制发

挥的作用， 还是罗斯福新政带来的实

际效应， 甚至是全球化及其影响给民

众带来的剧烈冲击， 都给读者带来强

烈的震撼。

作者简介：

艾伦·格林斯潘，

1974

—

1977

年任

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1987

年，里

根总统任命他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直到

2006

年退休。

投资最重要的事

作者：【美】霍华德·马克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除了饱含作者本人的投资智

慧外， 还融入了其他4位知名投资专

家、教育家的评论、看法和不同意见。他

们共同就“第二层次思维” 、价格与价

值的关系、耐心等待机会、防御性投资

等概念发表了真知灼见。

作者简介：

霍华德·马克斯， 总部位于洛杉矶

的橡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主席与共同

创始人， 管理着

800

亿美元的投资公司

资产，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士，芝加哥大

学会计与市场营销专业

MB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