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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经济学

作者：[英]张夏准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家张夏准教授，从基本概念出发，以开放态度解读各个经济学派观点，简洁幽默地揭示每个经济角色的行动逻辑，启发你看清更真实的生活环境，明智理性地对日常经济事务做出决策。

作者简介：

张夏准，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被归类为制度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 1992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研究领域为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经济发展、经济转型中的政府角色和全球化。

无限供给：数字时代的新经济

作者：周春生 扈秀海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创新性地提出了无限供给的概念，并以此为主线系统研究、阐述了新经济时代无限供给产品的基本特征，比较了有限供给产品和无限供给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异同，讨论了科技进步、新经济模式以及无限供给经济发展对GDP的影响。

作者简介：

周春生，长江商学院金融教授，长江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先后获北京大学数学硕士学位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 扈秀海，社会学者，北京大学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特聘研究人员，研究领域为城乡发展、文化教育、社会问题、企业制度等。

鱼的好奇心

作者：[英]海伦·斯凯尔斯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在这颗蓝色星球上，有大约三万种鱼，它们拥有记忆，会怕痛却也勇敢，能维持庞大的权力秩序，也会跨越整个海洋找到自己出生的那条小溪。 在这本书中，我们随鱼类学家一起潜入鱼群，观察它们“光鲜”的日常，发现它们“放浪”的心机。 本书获评《新科学家》年度图书。

作者简介：

海伦·斯凯尔斯，英国知名海洋生物学家，皇家地理学会成员，剑桥大学讲师，纪录片制作人，BBC大热科普主播。 多部作品曾登上《卫报》《经济学人》畅销书榜。

新普惠经济

作者：罗汉堂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纵观历史，技术进步始终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但增长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通常会带来社会的波动。 数字革命有着不同以往的特点：数字技术有较低的采用、渗透门槛，数字化信息具有非竞争性、接近于零的边际生产成本。

作者简介：

该书由罗汉堂内部研究团队和多位学术委员会委员联合撰写。 内部研究团队由陈龙、褚浩全和孙涛主持，其他成员包括陈戴希、李勇、刘心宇、史婧祎、田源。

关系社会资本新论

作者：陈云松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从本体论、方法论和实证研究层面，对社会资本进行集中探索和梳理。 作者从本体论入手，强调社会资本长期被忽视的建构性和动态演化性，以及主观关系强度作为社会资本测量参数的意义。 在方法论方面，作者详细讨论了内生性问题对社会资本实证研究的影响。

作者简介：

陈云松，牛津大学博士，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社会学、人文社科大数据、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

麦肯锡方法：用简单的方法做复杂的事

作者：[美]艾森·拉塞尔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麦肯锡堪称商界的西点军校。 本书是麦肯锡九十多年沉淀的精华工作法，它将帮助你改头换面、重新做事、取得非凡成就。 你会学到MECE原则、电梯法则、结构化思考，以及如何一图胜千言、如何在高压环境下工作、如何让客户来找你……每一位在商业丛林里寻找生存技巧的人，都将得益于简单易行的“麦肯锡方法” 。

作者简介：

艾森·拉塞尔，曾任麦肯锡公司咨询顾问，在加入麦肯锡之前曾任伦敦水星资产管理公司股权基金经理。

书名：《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

作者：黄奇帆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路径

□邓宇

《结构性改革》一书分析了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指出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路径。 由于中国地理区位跨度较大，历史积累问题较多，短期内解决所有问题的可能性较低，需要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举措，在动态平衡中寻求经济社会稳定。

结构性改革刻不容缓

经过四十多年的中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崛起，再到出口导向经济释放增长动能，巨大的人口红利和广阔的内需市场，在融入全球化的发展历程中成为了最重要的贡献者和受益者，使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

但在经历数十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经济也出现若干新问题。 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中高速经济增长周期已经结束，经济在保持中低速增长的同时面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宏观经济的“三期叠加”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阶段。 长期存在的粗放型发展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高能耗、高污染以及资源浪费等问题日益凸显。 在复杂多变的内外部发展环境的当下，中国经济迫切需要顶层设计，解决问题的路径仍在于结构性改革。

《结构性改革》一书直面中国经济问题的现实和挑战，通过深刻分析大量研究数据、历史素材和案例，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清晰地展现出来。 从资本市场、金融、房地产，到制造业、国企改革等，几乎都是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核心问题，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 由于中国经济纵深复杂，东西部差异、城乡差距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早期改革开放划定的经济特区到后来提出的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到新时代提出的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均是为了解决这种经济发展失衡的问题。

当前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改革明显滞后，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要素市场等，制约了经济增长空间。 因此，结构性改革的择机和择时更为关键。

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长期战略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新发展格局是破解当前许多复杂困难和症结的“钥匙” 。

过去数十年，我们一方面立足国内经济体制改革，通过产业布局、国企改革和地方经济竞争产生持久的发展动力，形成完善的工业与服务业体系，将超大规模的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握住了经济增长的机遇；另一方面是以出口导向为主要模式，建立起比较丰富的国际贸易市场，极大改善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所以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战略方针，一是基于中国内部的经济社会问题需要进行调整布局，包括产业升级转型，打通内需市场，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释放庞大的消费内需，这其中涉及到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包括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都需要进行顶层设计，实现国内的大循环。

二是国际发展环境正在发生变化。 逆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中国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并不确定，国际循环难度较大，需要采取进一步的对外开放的措施，释放中国积极拥抱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信号，吸引更多外资外企进入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新发展格局的根本在于供需平衡，要有坚定不移的改革决心，将更多的资金、人力、技术用到“刀刃”上。

中国的市场经济经历了一个反复论证、实践检验和不断创新的过程，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绝非易事，其中的争执、辩论和政策指导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 从2001年“入世”开启高速增长阶段，期间经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近几年围绕“去杠杆”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举措不断，决策层、市场主体开始重视结构性改革的意义，包括推动建立房地产市场的长效管理机制、改革资本市场、确立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和路线图、清除互联网金融和P2P风险隐患、化解金融领域不

良资产，为后续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国的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长期坚持的战略，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创新的主要路径，当前一些顶层设计和出台的战略方案需要一步步消化。 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中国经济问题的复杂性超出经济学研究范畴，需要更多的实践与试验，任何一项决策都会牵涉到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和家庭。 二是全球经济的发展环境处于下行周期，这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地缘政治问题，超出了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因此，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和提出相应的对策需要将语境放在宏观背景之下，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对世界的依存度也会给结构性改革带来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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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价值投资

□王立登

书名：《一本书看透价值投资》

作者：林奇 何天峰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投资的功课，是每个人都应该修炼的；价值的升值，是每

个人都应该追求的。 学会价值投资，让你的身价和财富倍增。

搞懂价值投资

我们把价值投资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我投资；一类是财富

投资。

从自我投资来看，价值投资就是在一个很长的周期内，让

你自己越来越值钱的一个过程。专业地说，就是不断提升你的

单位时间的价格；通俗一点讲，就是让你的年收入不断提升。

从财富投资来看， 价值投资就是让你将自己的钱转化为

优质资产， 让资产像印钞机一样去创造更多的钞票， 实现保

值，最好持续地增值。

创业，是自己下地干活儿，赚了钱和其他股东一起分红；

投资，是成为别人公司的小股东，别人给你干活儿，赚了钱给

你分红，你在家躺着收钱。

书中提到股票的本质，可以简单理解成“股+票” 。 股，是

做股东的意思。公司能做大，投资者作为股东可以享受财富增

值；票，是大家每天在股市里交易的筹码。“票” 的价格会跟随

市场行情围绕“股” 的价值上下波动。

用一句话总结价值投资，就是买有价值的公司股票，成为

有价值的公司的股东。 做价值投资的投资者一般都是组合持

仓。 做价值投资，要把金钱和时间交给公司，静静等待公司给

大家创造价值和财富。

做投资一般赚的是两种钱： 一种是公司团队努力工作创

造财富和价值的钱，这是公司持续成长和盈利的钱；

另一种是市场波动的钱， 比如好公司在遭遇恐慌性杀跌

时，反倒给了投资者低价买入的机会，投资者未来很可能会赚

到公司估值修复的钱。

谨防投资误区

巴菲特经常教导投资者：“安全第一，永远别亏钱。” 他所

强调的安全性，有一部分也是指买得足够便宜。

估值高的、贵的股票，往往投资者对公司业绩的预期都比

较高。高估值公司一旦业绩不及预期，股价就容易“崩溃” ，即

短期暴跌。

贪婪有两种：一种是明知道股价很高了，但还是不卖，还

想再等一等多赚点儿；另一种是明知道股价很便宜了，但还是

不买，还想等到更便宜的价格。

底部和顶部都是一个区域。在底部分批买入股票，是为了

保证自己的成本是低估的底部区间的平均价； 高了分批卖出

股票，是为了保证自己在顶部区间的平均价上卖出。

作者在书中提到价值投资常见的两个误区。

第一，不是买低估值股票或者蓝筹股就叫价值投资。价值投

资的本质是找到并投资未来确定性高、持续成长的优质资产。

第二， 价值投资不是呼吁好公司的股票无论价格多高都

要买。 再好的公司，如果投资者买的价位高了，也照样容易亏

钱。 因为股票价格始终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从人群角度看，富裕人群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维持自己的

收入，而长期处于低端消费的人群不会因为消费升级而受到很

大影响。因此，在经济下行过程中，这两类人群的消费习惯不太

可能发生改变，不存在所谓的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问题。

学会选择公司

作者在书中提到一般“四真公司” 是比较受欢迎的，也是

价值投资的首选。所谓“四真公司” ，讲的是那些有真需求、能

真创新、是真龙头和能真赚钱的上市公司。

行业龙头大概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企业当家人要有明确

和清晰的战略规划，胸襟气度宏阔高远；第二，能够吸引到行业

里顶级优秀的人才；第三，有稳健的财务状况，既要看得远，又要

走得稳；第四，有较强大的整合资源以及受挫抗打击的能力。

巴菲特说过：“投资是努力收购基本经济情况优秀、由诚实

能干的人才管理的公司，然后用合理的价格买入。如果在自己的

竞争优势圈中找不到标的，不要扩大范围，要耐心等待。 ”

书中提到有四种公司不能碰： 第一种是有PPP项目的公

司。 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的公司要谨慎，PPP风险很高。 第二种是质押率过高的

公司。 第三种是大集团小公司。 上市公司本身经营良好，但是

控股股东集团公司面临较严重的债务压力， 对上市公司的影

响可能很大。 上面三种情况，其实可以总结为两点：一个是上

市公司的杠杆率高；另一个是控股股东的杠杆率过高。第四种

是ST公司。 壳价值现在越来越廉价，而且ST公司本身问题很

多，能不碰尽量不碰。

做好投资研究

研究从本质上讲，是把过去看得更仔细，把未来预测得更

准确。参加股东大会是了解公司最好的方式之一，作者提到每

次参加股东大会和调研，一定要记得“三到” ：眼到、手到和嘴

到。同时，作者分享了给公司研究员定的三门功课：第一，调研

之前要把调研公司过去三年所有的公开信息看完；第二，要准

备至少10个问题；第三，要做好模型。

那么怎样才能做好研究呢？

第一，了解公司所在行业，包括细分子行业和行业里的龙

头公司。看一个行业，至少要把该行业里市值前三大的公司和

市值靠后的三家公司搞清楚。第二，仔细研读上市公司公开信

息，尤其要认真看财务报告。 三张报表里，资产负债表是具有

领先信号的报表，比现金流量表和利润表更重要。 第三，多跑

上市公司，多跑上下游企业。最后，积累自己的人脉关系。这个

行业是靠信誉的，做个好人很重要。

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路径

□邓宇

《结构性改革》 一书分析了一系列宏

观经济问题， 指出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

转型的主要路径。 由于中国地理区位跨度

较大，历史积累问题较多，短期内解决所有

问题的可能性较低， 需要深层次的结构性

改革，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循序渐

进地推进改革举措， 在动态平衡中寻求经

济社会稳定。

结构性改革刻不容缓

经过四十多年的中高速发展， 中国经

济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 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崛起，再

到出口导向经济释放增长动能，巨大的人

口红利和广阔的内需市场，在融入全球化

的发展历程中成为了最重要的贡献者和

受益者，使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

展奇迹。

但在经历数十年的高速发展后， 中国

经济也出现若干新问题。 传统粗放型经济

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 中高速经济增长周

期已经结束， 经济在保持中低速增长的同

时面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宏观经济的

“三期叠加” 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阶段。 长

期存在的粗放型发展产生了很多负面影

响，高能耗、高污染以及资源浪费等问题日

益凸显。 在复杂多变的内外部发展环境的

当下，中国经济迫切需要顶层设计，解决问

题的路径仍在于结构性改革。

《结构性改革》 一书直面中国经济问

题的现实和挑战， 通过深刻分析大量研究

数据、历史素材和案例，将中国经济的结构

性问题清晰地展现出来。 从资本市场、金

融、房地产，到制造业、国企改革等，几乎都

是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核心问题， 也是最

为棘手的问题。 由于中国经济纵深复杂，东

西部差异、 城乡差距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

题比较突出， 早期改革开放划定的经济特

区到后来提出的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到

新时代提出的长江经济带、 长三角一体化

和粤港澳大湾区等， 均是为了解决这种经

济发展失衡的问题。

当前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不少问题，

一些改革明显滞后， 如户籍制度、 土地制

度、要素市场等，制约了经济增长空间。 因

此，结构性改革的择机和择时更为关键。

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长期战略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具有

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更长远的视角来

看， 新发展格局是破解当前许多复杂困难

和症结的“钥匙” 。

过去数十年， 我们一方面立足国内经

济体制改革，通过产业布局、国企改革和地

方经济竞争产生持久的发展动力， 形成完

善的工业与服务业体系， 将超大规模的劳

动力转化为生产力， 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握

住了经济增长的机遇； 另一方面是以出口

导向为主要模式， 建立起比较丰富的国际

贸易市场， 极大改善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

失衡问题。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之所

以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战略方针， 一是

基于中国内部的经济社会问题需要进行调

整布局， 包括产业升级转型， 打通内需市

场，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释放庞大的

消费内需， 这其中涉及到乡村振兴和城乡

融合发展，包括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都需

要进行顶层设计，实现国内的大循环。

二是国际发展环境正在发生变化。 逆

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 中国面临的外部发

展环境并不确定，国际循环难度较大，需要

采取进一步的对外开放的措施， 释放中国

积极拥抱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信号， 吸引

更多外资外企进入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 新发展格局的根本在

于供需平衡，要有坚定不移的改革决心，将

更多的资金、人力、技术用到“刀刃” 上。

中国的市场经济经历了一个反复论

证、实践检验和不断创新的过程，从计划经

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绝非易事， 其中的

争执、 辩论和政策指导已经远远超出了经

济学的范畴。从2001年“入世” 开启高速增

长阶段， 期间经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近几年围绕“去杠

杆” 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举措不断，决策

层、市场主体开始重视结构性改革的意义，

包括推动建立房地产市场的长效管理机

制、改革资本市场、确立国有企业改革三年

行动方案和路线图、清除互联网金融和P2P

风险隐患、化解金融领域不良资产，为后续

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国的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长期坚持的

战略，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创新的主要路径，

当前一些顶层设计和出台的战略方案需要

一步步消化。 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中国经

济问题的复杂性超出经济学研究范畴，需

要更多的实践与试验， 任何一项决策都会

牵涉到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和家庭。 二是

全球经济的发展环境处于下行周期， 这必

然会带来一系列的地缘政治问题， 超出了

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因此， 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和提出相

应的对策需要将语境放在宏观背景之下，

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对世界的依存

度也会给结构性改革带来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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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供给：数字时代的新经济

作者：周春生 扈秀海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创新性地提出了无限供给的概念，

并以此为主线系统研究、阐述了新经济时代

无限供给产品的基本特征，比较了有限供给

产品和无限供给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异同，

讨论了科技进步、新经济模式以及无限供给

经济发展对GDP的影响。

作者简介：

周春生，长江商学院金融教授，长江教育

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先后获北京大学数学硕

士学位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金融经济学博士

学位。 扈秀海，社会学者，北京大学多元文化

教育研究中心特聘研究人员， 研究领域为城

乡发展、文化教育、社会问题、企业制度等。

新普惠经济

作者：罗汉堂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纵观历史， 技术进步始终是经济增长

的原动力，但增长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

通常会带来社会的波动。 数字革命有着不

同以往的特点：数字技术有较低的采用、渗

透门槛，数字化信息具有非竞争性、接近于

零的边际生产成本。

作者简介：

该书由罗汉堂内部研究团队和多位学

术委员会委员联合撰写。 内部研究团队由

陈龙、褚浩全和孙涛主持，其他成员包括陈

戴希、李勇、刘心宇、史婧祎、田源。

关系社会资本新论

作者：陈云松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从本体

论、方法论和实证研究层面，对社会资本进

行集中探索和梳理。 作者从本体论入手，强

调社会资本长期被忽视的建构性和动态演

化性，以及主观关系强度作为社会资本测量

参数的意义。 在方法论方面，作者详细讨论

了内生性问题对社会资本实证研究的影响。

作者简介：

陈云松，牛津大学博士，南京大学—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社

会学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社会学、人

文社科大数据、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

麦肯锡方法：用简单的方法做复杂的事

作者：[美]艾森·拉塞尔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麦肯锡堪称商界的西点军校。本书是麦

肯锡九十多年沉淀的精华工作法，它将帮助

你改头换面、重新做事、取得非凡成就。你会

学到MECE原则、电梯法则、结构化思考，

以及如何一图胜千言、如何在高压环境下工

作、如何让客户来找你……每一位在商业丛

林里寻找生存技巧的人，都将得益于简单易

行的“麦肯锡方法” 。

作者简介：

艾森·拉塞尔，曾任麦肯锡公司咨询顾

问，在加入麦肯锡之前曾任伦敦水星资产管

理公司股权基金经理。

鱼的好奇心

作者：[英]海伦·斯凯尔斯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在这颗蓝色星球上，有大约三万种鱼，

它们拥有记忆，会怕痛却也勇敢，能维持庞

大的权力秩序， 也会跨越整个海洋找到自

己出生的那条小溪。在这本书中，我们随鱼

类学家一起潜入鱼群，观察它们“光鲜” 的

日常，发现它们“放浪”的心机。 本书获评

《新科学家》年度图书。

作者简介：

海伦·斯凯尔斯，英国知名海洋生物学

家，皇家地理学会成员，剑桥大学讲师，纪

录片制作人，

BBC

大热科普主播。多部作品

曾登上《卫报》《经济学人》畅销书榜。

每个人的经济学

作者：[英]张夏准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学家

张夏准教授，从基本概念出发，以开放态度解

读各个经济学派观点， 简洁幽默地揭示每个

经济角色的行动逻辑， 启发你看清更真实的

生活环境， 明智理性地对日常经济事务做出

决策。

作者简介：

张夏准，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被归类为

制度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

1992

年获剑桥大学

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经

济发展、经济转型中的政府角色和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