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书架

1.从一到无穷大

作者：【美】乔治·伽莫夫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将带你玩遍数字游戏，感受时间与空间组成的奇妙四维世界；深入微观世界，漫游由一个奇点爆炸而来的无穷宇宙。

作者简介：

乔治·伽莫夫，著名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大爆炸”理论推动者，提出了生物学的“遗传密码”理论，以及放射性量子论和原子核的“液滴”模型。 顶级科普作家，一生共撰写25部

科普作品，其中以《从一到无穷大》最为著名与经典。

2.传奇故事

作者：林平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任何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丰厚都源自那个时代的人和事。 这是一本专门介绍汽车发展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及汽车公司发展的书。

作者简介：

林平，教师，汽车工程学会会员、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自1987年出版第一部汽车图书以来，现已编著出版汽车图书超过50部。

3.科学学习

作者：【美】丹尼尔 L.� 施瓦茨等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将26种学习法则进行融合搭配，可以设计出许多种学习方案，带给你全新的学习体验，提升信心和兴趣，有效应对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自我提升问题。

作者简介：

丹尼尔 L.施瓦茨，学习科学专家。 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Nomellini&Olivier”教育科技讲席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人类认知与学习博士。

4.人间值得

作者：【日】中村恒子 奥田弘美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内容简介：

作者娓娓道来的讲述，总有一句令你豁然开朗，消解心头烦忧，感受生命的力量，让你意识到“这是你自己的人生” ，只要活出自己，就会发现“人间值得” 。

作者简介：

中村恒子，日本最年长的心理医生。 她以“不管死亡何时到来，都没有遗憾”的心境，终生从事心理医生的工作。

奥田弘美，心理医生，日本正念普及协会代表理事。 曾任内科医生，2000年与中村恒子医生相识后转为心理医生。

5.中美科技巨头

作者：【日】田中道昭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BATH：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华为。 GAFA：谷歌、亚马逊、脸书、苹果。 他们在中美综合国力的较量中扮演什么角色？ 在新一代产业革命、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新格局的形成中起

到什么作用？ 本书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一一解析。

作者简介：

田中道昭，日本立教大学商学院教授。 曾先后在三菱东京UFJ银行、花旗银行资产证券部、美国银行证券公司、荷银证券公司等任职。 2006年任利株式会社社长。

6.生命3.0

作者：【美】迈克斯·泰格马克

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对未来生命的终极形式进行了大胆的想象：生命已经走过了1.0生物阶段和2.0文化阶段，接下来生命将进入能自我设计的3.0科技阶段。

作者简介：

迈克斯·泰格马克，未来生命研究所创始人，致力于用科技来改善人类的未来。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终身教授，平行宇宙理论研究专家，首次提出“数学宇宙假说” 。 他还是参与

过原子弹研究的著名物理学家约翰·惠勒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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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书架

供应链金融负重前行

□陈思洁

对于供应链金融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好” 主要源于这个时代的“呼唤” ，供应链

金融站在了中国制造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的时代风

口，“中国制造2025” 的实现，需要金融回归实体

经济， 用创新型的金融服务方式来支撑以及赋能

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 在这一时代的“呼唤” 下，

近年来推动供应链金融发展的政策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 例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5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

合发展的实施意见》， 明确鼓励金融机构积极支

持开展供应链金融服务和发展装备融资租赁业

务， 鼓励发展基于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 应收账

款、存货、预付款项融资等供应链金融服务；银保

监会发布《关于加强商业保理企业监督管理的通

知》规范商业保理行业发展；同时，融资租赁监管

文件也即将正式出炉。当然，行业与实践也不负所

望，在各种利好政策中，我国的供应链金融实践也

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断迭代升级， 走在了世

界的前沿。

“坏” 则主要源于实践对供应链金融的曲解

和不怀好意的利用，以及供应链金融在“狂热” 的

表现下显露的不安分一面。 这从供应链金融频繁

“爆雷” 可以窥见一斑。 此外，对供应链金融的曲

解还表现在其被“流氓式”利用，成了盘剥供应商

的一种新手段。 国内供应链金融的权威专家宋华

教授表示，这一行为方式并不是让金融回归实体，

而是戴着“伪善” 的面具，进一步对实体经济“鲸

吞蚕食” ，恶化商业环境。

对于供应链金融的歪曲与误解， 无疑加大了

供应链金融在风口“起飞” 的阻力，而各种不和谐

的声音， 主要也是源于大众在对供应链金融仅有

一知半解的情况下，盲目跟风。 然而，供应链金融

涉及供应链运营、 金融、 科技甚至法律等专业知

识， 复杂而庞大的知识体系让大众很难掌握供应

链金融的发展全局， 因此对于供应链金融的盲目

跟风以及曲解也就在所难免。

当前国内关于供应链金融的图书大多深奥难

懂， 缺少一定专业基础的读者难以迅速掌握其中

真谛。《读懂供应链金融》这本通俗易懂的供应链

金融入门书籍，出自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日本爱

知大学中国研究科双博士张钟允， 其旨在将晦涩

难懂的各个知识模块鲜活化，以风趣的语言、生动

的日常生活示例来类比纷繁复杂的供应链金融交

易结构、交易关系，有助于那些不了解供应链金融

的读者迅速构建起供应链金融的思维框架， 建立

对供应链金融的正确认知，避免盲目狂热。

张钟允引导读者从一场奇妙的“三角恋” 故

事来看清供应链金融的起源。 “如果把供应链比

喻成一个家族的话，中小企业像弟弟，大企业像哥

哥，商业银行就是邻家女孩。 弟弟喜欢女孩，女孩

觉得弟弟不靠谱，不愿意理他，反而喜欢高大威猛

的哥哥，但哥哥又对女孩的暗送秋波不感冒。如果

按照供应链金融的逻辑，哥哥凭借对弟弟的了解，

跟女孩保证弟弟靠谱，帮女孩打消对弟弟的顾虑，

把女孩和弟弟撮合到一起。这样一来，不仅弟弟获

得了幸福，家族成员也变得更加团结，从而加强了

家族的整体竞争力。 ”

在介绍应收账款融资项下的融资租赁保理

时，张钟允将其形象化为“地主” 与“资本家” 的

混合双打， 并以穷小子张二狗通过其暴发户表哥

购买地主家的地来出租给其耕种的“逆袭” 案例

来生动诠释了融资租赁的内涵。

张钟允能将高雅的知识“俗气化” ，使让人望

而生畏的“专业术语”变得平易近人。 例如，他将

戴着供应链金融面具的 “套利套汇” 行为看作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耍流氓的恋爱” 行为，将“静

态质押融资” 与我们切身的“剁手” 行为相联系

等。读之让人感叹张钟允的脑洞实在清奇，能够将

供应链金融里复杂的交易关系如此生动、 诙谐地

展示出来。

本书通过对阿里巴巴、平安银行、花旗银行、

怡亚通等知名企业的供应链金融案例的剖析，介

绍了供应链金融在生产、电商、贸易、物流、商业银

行等领域的创新理念及业务模式。详细来看，本书

向我们深度剖析了什么是真正的供应链金融、供

应链金融的初心与发展， 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

“供应链金融价值观” ，真正以产融结合助力中小

企业发展，赋能中国制造一路前行。 另外，针对频

频爆“大雷” 的“应收账款” 融资业务，这本书也

为我们搭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供应链金融风控框

架，详细阐述了供应链金融中存在哪些风险，其中

的风险具有哪些特殊性以及如何控制等问题。

供应链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服务模式，

被时代赋予重任。但是其能否真正担负这一重任，

避免狂热后的急剧冷却， 已经是当下迫切需要讨

论的话题。本书面向普通大众，旨在推广供应链金

融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种“接地气” 的读

物，能够在狂热中注入些许理性成分，或许真能够

推动供应链金融的持续发展， 使其能够在时代中

负重前行。

如何投资对冲基金

□横琴淳臻投资管理中心CEO�刘辉

国内对冲基金 （其前身为证券投资信托、

证券私募基金）行业诞生已逾14年光景，其发

展历程虽非一帆风顺， 但发展速度之快却有目

共睹， 这充分说明对冲基金行业在中国具有强

大的生命力。

然而， 尽管国内投资者对 “私募基金”

“阳光私募”“对冲基金” 这样的字眼已不再

陌生，但在对这个行业的理解和认识上仍存在

很多误区。

正如《解密对冲基金组合基金》开篇所说，

对冲基金本质上是对冲或回避了潜在风险的基

金，其对冲的方法和手段多种多样，由此带来的

投资策略也是非常丰富的， 而并非卖空指数期

货那么狭隘。

真正的对冲基金既不是妖魔鬼怪或洪水猛

兽，也不是神秘操盘手和世外高人，而是职业投

资管理人依靠各自的经验和绝活，以专业化、纪

律化、系统化的投资方法，为客户谋取稳健、持

续的绝对收益， 同时收取合理的管理费和绩效

表现费。

从广义上讲， 国内目前的管理型证券集合

资金信托、证券资管计划、基金专户、期货资管

计划、 契约型证券私募基金等都可以视为对冲

基金结构。与公募基金不同，对冲基金的投资目

标是获取绝对收益， 而不是跟大盘指数比快慢

高低；对冲基金的收费方式往往是按照“高水

位法” 收取超额绩效表现费，而不仅仅按照管

理规模收取固定费用。所以在国内，投资者判定

一只基金是否为对冲基金结构， 并不是看其名

称，也不是看其是否采用所谓的“量化对冲”策

略，而要看其投资目标和收费方式。

对一个完整健全的资本市场生态而言，对

冲基金是不可或缺的投资力量。 对冲基金的存

在对于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 培育专业机构投

资者、 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多样化的理

财需求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冲基金的存

在也使得资本市场定价更加充分和有效。

乱花渐欲迷人眼，市场上对冲基金（证券

私募基金）数目庞杂、策略繁多、业绩分化。 投

资者该如何评估对冲基金的优劣？ 如何选择对

冲基金投资？如何看待对冲基金的本质？如何构

建稳健的对冲基金组合？ 种种问题困扰着国内

高净值投资者甚至很多机构投资者。

本书仿佛行业的一场“及时雨” 。它以专业

的视角，既提纲挈领，又细致入微地剖析了对冲

基金的含义、结构、策略、风险管理、对冲基金的

遴选过程、 对冲基金组合基金的构建等关键问

题，可谓恰逢其时。

对冲基金的灵魂是对冲基金经理。 对冲基

金行业的竞争是激烈而残酷的， 也是不断进化

和能人辈出的，但“裸泳者”亦不在少数。 大浪

淘沙， 绩效长期稳定的优秀对冲基金经理凤毛

麟角。 若长期观察，我们会发现，优秀基金经理

有一些共同特质。 比如，要有骨子里的傲气，这

不是骄傲的“傲” ，而是在专业领域、大是大非

问题上的底线和原则；要有专业的素养，这不仅

指专业技能和经验， 还包含职业精神和专业态

度；要有人文精神和家国情怀，这不仅体现在其

投资哲学层面，还包括对客户、对行业的责任和

担当。因此可以说，如果以中期视角评估基金经

理，需关注其专业能力、经验和技巧，那么以长

期视角选择基金经理， 就是投资其个人品格和

团队品格。 正如本书中提到的“如果限于用一

个词来描述选择对冲基金经理最重要的指标，

那就是诚信” 。

对冲基金保持绩效长青的法宝是投资过程

管理。本书在尽职调查的“三驾马车”中反复提

及这一点， 就是希望投资者不要单纯依据历史

业绩来选择对冲基金， 而要把关注重点放到投

资过程管理的方方面面。

对冲基金的内核是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是

长期绝对收益的来源。 长期业绩优异的对冲基

金无一不是把风险管理放在首位的。当然，由于

对冲基金策略的多样性， 不同策略之间风险管

理的过程、手段和目标有所区别，但风险管理永

远都应当是居于首位的考量因素。 评估和投资

对冲基金也是一样。从FOHF（投资对冲基金的

基金）的角度来看，也应当把组合风险管理列

为首要考量因素。 FOHF的风险管理更为复杂，

因为这不仅涉及宏观风险判断、对冲策略甄别、

基金经理评估，还涉及大量、琐碎的运营尽职调

查和风险管理尽职调查细节，“三驾马车”一驾

都不能少。 而且，风险管理的过程是持续、滚动

和动态的，绝不是一投了之，重前期组合构建，

轻后期组合管理。 可想而知，FOHF的投资门槛

和专业难度是相当高的，看数据、刷排名、拍脑

袋式投资对冲基金所蕴含的风险相当大。 事实

上，对于风险管理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本书

花费了大量笔墨，逻辑上前后勾稽，强调了评估

对冲基金时，不仅要注重投资尽职调查，还要把

运营尽职调查和风险管理尽职调查做到位。

国内对FOHF的实践探索始于2009年，从

萌芽到今天曾有过两个小高潮。如今，FOF（基

金的组合基金）的概念已广为传播，有越来越

多的机构加入到投资实践中来， 这对于中国对

冲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 对于培养专业机构投

资者和普及正确的投资理念，都是莫大的好事。

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国内多数FOHF投

资机构还处于初期摸索阶段，投资哲学、投资理

念、 投资方法和投资体系尚不成熟。 从实践来

看，基于理念、团队、经验、商业模式的约束，很

多FOHF还是偏投资尽职调查， 而根本没有或

极少考虑到另外“两驾马车” 。 而且，即使是投

资尽职调查“这驾马车” ，也缺乏应有的专业深

度。这也不利于树立FOHF行业的专业形象，令

人忧虑。这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系统而全面地

阐明了FOHF应当做的最基础的工作， 是一部

优秀的FOHF行业投资指南。

另外，需要特别指明的是，FOHF与业内惯

称的大类资产配置是不同的。 两者不仅投资范

围不同，而且投资哲学和理念，所用系统、工具

和方法， 乃至投研团队的专业宽度和深度也大

相径庭。 虽然FOHF投资范围中也包含债券策

略、信用策略、利率汇率策略等，但用大类资产

配置的思路做FOHF投资仍然是有问题的。 打

个比喻， 如果说大类资产配置是宏观层面的投

资，对冲基金是微观层面的投资，那么FOHF就

像中观层面的投资。中观包含于宏观之内，宽广

于微观之外，但却是专属和另类的投资领域。之

所以强调这一点， 是因为国内有些机构用大类

资产配置的方法和模型做FOHF投资， 或尝试

建立一个大一统的模型涵盖FOHF投资。 这些

模型虽然对FOHF投资有所帮助， 但深度却往

往不够，从而无法实现FOHF的预期投资目标，

甚至还可能带来组合风险。

本书的作者聂军和文芳长期浸淫在对冲基

金和FOHF行业， 长期关注和关心中国对冲基

金行业的发展，并身体力行，不懈地宣传和实践

对冲基金行业的正确理念， 不遗余力地推动行

业的规范化和专业化，其精神非常值得钦佩。

FOHF和对冲基金是对冲基金生态链的下

上游，FOHF的发展必将极大地推动对冲基金

行业的规范化、专业化和机构化，对优化国内对

冲基金行业的投资者结构， 推动对冲基金行业

优胜劣汰、健康发展，乃至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

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书名：《读懂供应链金融》

作者：张钟允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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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到无穷大

作者：【美】乔治·伽莫夫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将带你玩遍数字游戏， 感受时

间与空间组成的奇妙四维世界； 深入微

观世界， 漫游由一个奇点爆炸而来的无

穷宇宙。

作者简介：

乔治·伽莫夫，著名物理学家、天文

学家，“大爆炸”理论推动者，提出了生物

学的“遗传密码”理论，以及放射性量子

论和原子核的“液滴”模型。 顶级科普作

家， 一生共撰写

25

部科普作品， 其中以

《从一到无穷大》最为著名与经典。

传奇故事

作者：林平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任何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丰厚都源

自那个时代的人和事。 这是一本专门介

绍汽车发展历史人物、 历史事件及汽车

公司发展的书。

作者简介：

林平，教师，汽车工程学会会员、科

普作家协会会员。 自

1987

年出版第一部

汽车图书以来， 现已编著出版汽车图书

超过

50

部。

科学学习

作者：【美】丹尼尔 L.�施瓦茨等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将26种学习法则进行融合搭配，

可以设计出许多种学习方案，带给你全新

的学习体验，提升信心和兴趣，有效应对

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自我提升问题。

作者简介：

丹尼尔

L.

施瓦茨，学习科学专家。

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Nomelli－

ni&Olivier

”教育科技讲席教授。 哥伦比

亚大学人类认知与学习博士。

人间值得

作者：【日】中村恒子 奥田弘美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内容简介：

作者娓娓道来的讲述，总有一句令你

豁然开朗，消解心头烦忧，感受生命的力

量，让你意识到“这是你自己的人生” ，只

要活出自己，就会发现“人间值得” 。

作者简介：

中村恒子，日本最年长的心理医生。

她以“不管死亡何时到来，都没有遗憾”

的心境，终生从事心理医生的工作。

奥田弘美，心理医生，日本正念普及

协会代表理事。曾任内科医生，

2000

年与

中村恒子相识后转为心理医生。

中美科技巨头

作者：【日】田中道昭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BATH：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华

为。GAFA：谷歌、亚马逊、脸书、苹果。他

们在中美综合国力的较量中扮演什么角

色？在新一代产业革命、经济全球化和世

界新格局的形成中起到什么作用？ 本书

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一一解析。

作者简介：

田中道昭， 日本立教大学商学院教

授。 曾先后在三菱东京

UFJ

银行、花旗银

行资产证券部、美国银行证券公司、荷银

证券公司等任职。

生命

3.0

作者：【美】迈克斯·泰格马克

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对未来生命的终极形式进行了

大胆的想象：生命已经走过了1.0生物阶

段和2.0文化阶段，接下来生命将进入能

自我设计的3.0科技阶段。

作者简介：

迈克斯·泰格马克，未来生命研究所

创始人， 致力于用科技来改善人类的未

来。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终身教授，平行

宇宙理论研究专家，首次提出“数学宇宙

假说”。他还是参与过原子弹研究的著名

物理学家约翰·惠勒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