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书架

未来的增长

作者：卢锋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立足于世界与中国的高度，从内外两个角度进行观察分析：对外，观察近几年来世界各国和中国的关系，包括WTO改革对于对外关系发展

和中国经济的影响；对内，从宏观调控、产业政策、部门经济等角度，分析近年来的经济走势，以及当下经济面临的问题和困局。 最终，以未来发展和

经济增速两个问题作为全书的落脚点，从学术层面和实体经济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各个层面的分析。

作者简介：

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现任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G20问题研究顾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专家组成员。

非凡的成功

作者：[美]大卫·F.史文森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大卫·F.史文森是畅销书《机构投资的创新之路》的作者。本书是他对个人投资者如何管理自己的金融资产的又一著述。在书中大卫·F.史文森称

以盈利为目标的共同基金没能跑赢投资者的平均水平。怎么办？ 他的建议是打破常规做替代型投资，即选择充分多元化、股票主导型、跟踪市场的投

资组合，让投资者有所收获。

作者简介：

大卫·F.史文森，早年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后应恩师之邀于1985年出任耶鲁大学首席投资官。 在他领导的20多年里，耶鲁捐赠基金创

造了近17%的年均回报率，其主导的“耶鲁模式”使其成为机构投资的教父级人物。

长期主义 价值共生

作者：中国管理模式50人+论坛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解读“长期主义 价值共生”的时代管理主题，结合作者实地调研方太集团、新希望集团、安踏体育、中国飞鹤等10家企业的管理实践，

总结提炼了陈春花、徐少春等20位“大咖”的管理洞见，深入探讨企业最高管理层面临的挑战、机遇以及应对之策。

作者简介：

中国管理模式50人+论坛，是在总结十年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经验的基础上成立，由研究中国管理模式的管理学者和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家共

同发起，致力于促进理论与实践对话、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企业管理进步。

重构地球

作者：[美]网大为（David� Wallerstein）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据联合国预测，2050年全球将达到100亿人口，养活100亿人口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人类将面临“FEW”困境。“FEW”是食物 (Food)、能源(Energy)、

水(Water)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资源。 本书提出，面对困境我们必须行动起来，用人工智能（AI）技术为

地球“重新编程” ，重构地球。

作者简介：

网大为，腾讯首席探索官（CXO）和高级执行副总裁，主要负责腾讯在新技术、新应用领域的研究合作、投资布局和思想孵化。

历史的温度5

作者：张玮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翻开历史长卷，你会发现，博弈和抗争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不管是利益的博弈还是人性的抗争。 在这个星球上，所谓的“较量”和“博弈” ，并不是

只在于人类彼此之间。

作者简介：

张玮（网名馒头大师），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新闻系新闻学硕士。 16年主流媒体从业经验。 微信公众号“馒头说”创办人，2017年8月起开始

出版《历史的温度》系列。

云游戏

作者：林瑞杰、冯林、温向东、陈乐等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从产业、技术和商业三个维度全面介绍云游戏，是5G云游戏产业联盟中的领军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资深专家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总

结，梳理了海内外电子游戏的发展脉络与市场格局、云游戏的前世今生和发展趋势，分析了云游戏在数字娱乐经济领域的重要价值和作用，讲解了云

游戏产业链和生态体系的建设。

作者简介：

林瑞杰，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5G数字文创研究中心副主任。 冯林，咪咕互动娱乐有限公司CEO。 温向东，云鹭科技CEO，白鹭科技合伙人。 陈乐，

星游纪CEO。

极端经济

需要全球治理协作

书名：《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

作者：[英]理查德·戴维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 邓宇

英国学者理查德·戴维斯撰写的《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将主流经济学未曾触及的经济发展形态、模式和特征一一呈现，九个不同的经济体呈现出不同的经济环境，补充了传统经济学一直忽视的边缘国家和地区。 本书旨在唤醒普罗大众对极端经济的重视。 极端经济不仅是某个国家和地区的问题，更

是全球化和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合作、共识和互助才是破题的关键。

极端经济影响不容忽视

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占据了全球化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顶端，国际分工的巨大差异来自于各个方面，这种差异在极端经济中表现尤为突出。 可以肯定的是，极端经济的模式、特征和面临的困境映射了全球化发展不平衡，而这也成为许多发展经济学研究学者的重要课题。

新冠疫情让我们认识到极端经济的重要影响，在全球化不确定的情况下，无法预知的恐惧和应对疫情的艰难探索，考验着人类的危机管理和韧劲。而危机的发生也让我们看到研究极端经济的动力，那就是认识到危机，并通过知识和新思想、转型和自下而上的创新机制，提升组织、社会和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

如今，在全球领域遭遇到的自然灾害显著增多，气候变化成为最为紧迫也是对全球经济冲击力最大的问题。在这一领域，极端经济出现的频率更高、危害更大。比如印尼海啸、日本福岛大地震以及美国飓风灾害等。一些脆弱的国家和地区无法应对这种冲击，经济发展不断被破坏，必须依靠外部援助，恢复自建

以及寻求新的发展路径。

《极端经济》探讨了亚齐（印尼苏门答腊岛北部的伊斯兰教王国）海啸后的经济现状和外部援助的重要性，但其它地区如扎塔里（约旦北部难民营）、达里恩（美国康涅狄格州一个峡谷地带）、金沙萨（刚果首都）等则存在社会治理问题、制度约束和法律缺失，偷渡、走私、腐败、贫穷和难民营等恶劣的生存环境

滋生了独特的经济模式。 非正规的经济占据了某些边缘地带，特别是边境线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人们几乎常年生活在极端经济环境下，并将其中的交易、贸易模式固化，游离在全球化分工体系的边缘。

重建必须依靠国际社会

极端经济的发展模式有非常复杂的因素，既有历史发展遗留问题，如国家和地区政体不稳定、政局动荡、内部纷争不断，无法建立起经济发展的正常化秩序，自然无法参与到全球分工体系中。 如亚齐海啸破坏了当地的经济，国际组织纷纷进入，提供重建资金、就业岗位和恢复经济的方法，这种外部援助推动了

当地经济复苏，并由短期的良好预期延展为一种追求长期增长的信心。 但如达里恩、金沙萨等地区的混乱治理局面，国际社会很难介入其中，只能通过国际组织的积极斡旋，促进国内政府与反对派和解，并通过国际组织帮助打击海盗、走私，提供治理腐败的建议和方案。 边缘地区的极端经济面临的风险常常是其

自身无法解决的，必须依靠国际社会才能获得重生。

极端经济的出现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许多经济体表现出个性、差异和真实的一面，而不是数据和模型的简单呈现。《极端经济》对于扎塔里难民营经济有比较细致的描述，很多场景透露了难民营的特殊性，在极端环境下人们的生存智慧显露无疑。 由于当地地理环境和资源的稀缺性，在某种程度上人造市场

成为一种主流，市场流动性、商品贸易和商业活动有非常另类的一面，这是其它正常化的经济形态无法理解的，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范畴。

在关注这些特殊经济模式的同时，作者也表示这些经济体潜藏着很多危机，如随时爆发的战争、没有安全感的城市生活以及突发自然灾害的可能性，极端经济的可持续性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从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看，极端经济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必须发挥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的作用，积极参与到当地

的援助、协助政府加强公共治理等，帮助打击海盗、走私，建立起比较开放、健康的市场机制，将极端经济推向正常化轨道。

合作、共识与互助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研究的领域通常都围绕成功经济体和经济模式，发达经济体如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以及部分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这些主要经济体已成为教科书和学者关注的焦点，但那些在边缘发展或者根本没有纳入到全球化体系中的国家和地区则变得更加边缘化。

这些极端经济的国家或地区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或者片面地以成功或失败的案例被记录在教科书里。 但也有很多极端经济的国家或地区开始寻求重塑，如塔林、圣地亚哥、秋田等，它们在技术变革、激励措施和经济探索中开始找到新的增长活力，而格拉斯哥、路易斯安娜等城市则在衰败中寻找新的契机。

我们必须认识到，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最终需要回到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上，因此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十分重要，否则人类发展将耗尽资源、竭泽而渔，产生新的不平衡甚至制造新的不平等。

《极端经济》在书中每一节案例都给出了具有启发性的讨论，比如科技变革为塔林带来了新的机会，自动化和机器人的应用提升了工作效率，而秋田的老龄化经济则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共享住宅” 、专业护理和一系列老龄化的经济产物被创造出来，迎合了老龄化经济的市场需求。 作者称政府决策

对于极端经济影响深远，在对比塔林和秋田的政府计划后，本书分析了圣地亚哥的糟糕状况，政府精英的垄断、决策的失败和市场失灵等，不仅形成了新的极端不平等，且造成贫富差距悬殊。

全球新冠疫情也是极端经济的一个最新案例，许多边缘国家和地区在重大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面前显得束手无策，脆弱的经济模式很难抵挡危机的发生，错误的决策以及市场失灵等很容易产生“次生灾害” 。 因此，倡导国际社会的共识和加强国际合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是可以制定可行的、科学的应

对方案，提供全球的生物医药、治疗方案和危机管理，遏制疫情扩散；二是共同探索应对危机的国际方案，为未来的极端情况做好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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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经济

需要全球治理协作

●

邓宇

英国学者理查德·戴维斯撰写的《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将主流经济学未曾触及的

经济发展形态、模式和特征一一呈现，九个不同的经济体呈现出不同的经济环境，补充了传统经

济学一直忽视的边缘国家和地区。 本书旨在唤醒普罗大众对极端经济的重视。 极端经济不仅是

某个国家和地区的问题，更是全球化和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合作、共识和互助才是破题的

关键。

极端经济影响不容忽视

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占据了全球化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顶端，国际分工的巨

大差异来自于各个方面，这种差异在极端经济中表现尤为突出。可以肯定的是，极端经济的模式、

特征和面临的困境映射了全球化发展不平衡，而这也成为许多发展经济学研究学者的重要课题。

新冠疫情让我们认识到极端经济的重要影响，在全球化不确定的情况下，无法预知的恐惧和

应对疫情的艰难探索，考验着人类的危机管理和韧劲。而危机的发生也让我们看到研究极端经济

的动力，那就是认识到危机，并通过知识和新思想、转型和自下而上的创新机制，提升组织、社会

和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

如今，在全球领域遭遇到的自然灾害显著增多，气候变化成为最为紧迫也是对全球经济冲击

力最大的问题。 在这一领域，极端经济出现的频率更高、危害更大。 比如印尼海啸、日本福岛大地

震以及美国飓风灾害等。 一些脆弱的国家和地区无法应对这种冲击，经济发展不断被破坏，必须

依靠外部援助，恢复自建以及寻求新的发展路径。

《极端经济》探讨了亚齐（印尼苏门答腊岛北部的伊斯兰教王国）海啸后的经济现状和外部

援助的重要性，但其它地区如扎塔里（约旦北部难民营）、达里恩（美国康涅狄格州一个峡谷地

带）、金沙萨（刚果首都）等则存在社会治理问题、制度约束和法律缺失，偷渡、走私、腐败、贫穷

和难民营等恶劣的生存环境滋生了独特的经济模式。非正规的经济占据了某些边缘地带，特别是

边境线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人们几乎常年生活在极端经济环境下，并将其中的交易、贸易模式固

化，游离在全球化分工体系的边缘。

重建必须依靠国际社会

极端经济的发展模式有非常复杂的因素，既有历史发展遗留问题，如国家和地区政体不稳定、

政局动荡、内部纷争不断，无法建立起经济发展的正常化秩序，自然无法参与到全球分工体系中。

如亚齐海啸破坏了当地的经济，国际组织纷纷进入，提供重建资金、就业岗位和恢复经济的方法，

这种外部援助推动了当地经济复苏，并由短期的良好预期延展为一种追求长期增长的信心。 但如

达里恩、金沙萨等地区的混乱治理局面，国际社会很难介入其中，只能通过国际组织的积极斡旋，

促进国内政府与反对派和解，并通过国际组织帮助打击海盗、走私，提供治理腐败的建议和方案。

边缘地区的极端经济面临的风险常常是其自身无法解决的，必须依靠国际社会才能获得重生。

极端经济的出现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许多经济体表现出个性、差异和真实的一面，而不是

数据和模型的简单呈现。《极端经济》对于扎塔里难民营经济有比较细致的描述，很多场景透露

了难民营的特殊性， 在极端环境下人们的生存智慧显露无疑。 由于当地地理环境和资源的稀缺

性，在某种程度上人造市场成为一种主流，市场流动性、商品贸易和商业活动有非常另类的一面，

这是其它正常化的经济形态无法理解的，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范畴。

在关注这些特殊经济模式的同时，作者也表示这些经济体潜藏着很多危机，如随时爆发的战

争、 没有安全感的城市生活以及突发自然灾害的可能性， 极端经济的可持续性存在很多不确定

性。 从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看，极端经济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必须发挥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

的作用，积极参与到当地的援助、协助政府加强公共治理等，帮助打击海盗、走私，建立起比较开

放、健康的市场机制，将极端经济推向正常化轨道。

合作、共识与互助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研究的领域通常都围绕成功经济体和经济模式，发达经济体如美国、

德国、日本、新加坡以及部分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这些主要经济体已

成为教科书和学者关注的焦点， 但那些在边缘发展或者根本没有纳入到全球化体系中的国家和

地区则变得更加边缘化。这些极端经济的国家或地区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或者片面地以成功或失

败的案例被记录在教科书里。 但也有很多极端经济的国家或地区开始寻求重塑，如塔林、圣地亚

哥、秋田等，它们在技术变革、激励措施和经济探索中开始找到新的增长活力，而格拉斯哥、路易

斯安娜等城市则在衰败中寻找新的契机。

我们必须认识到，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最终需要回到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上，因此经济发

展的可持续性十分重要，否则人类发展将耗尽资源、竭泽而渔，产生新的不平衡甚至制造新的不

平等。

《极端经济》在书中每一节案例都给出了具有启发性的讨论，比如科技变革为塔林带来了新

的机会，自动化和机器人的应用提升了工作效率，而秋田的老龄化经济则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

景象，“共享住宅” 、专业护理和一系列老龄化的经济产物被创造出来，迎合了老龄化经济的市场

需求。 作者称政府决策对于极端经济影响深远，在对比塔林和秋田的政府计划后，本书分析了圣

地亚哥的糟糕状况，政府精英的垄断、决策的失败和市场失灵等，不仅形成了新的极端不平等，且

造成贫富差距悬殊。

全球新冠疫情也是极端经济的一个最新案例， 许多边缘国家和地区在重大突发的公共卫生

事件面前显得束手无策，脆弱的经济模式很难抵挡危机的发生，错误的决策以及市场失灵等很容

易产生“次生灾害” 。因此，倡导国际社会的共识和加强国际合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是可以

制定可行的、科学的应对方案，提供全球的生物医药、治疗方案和危机管理，遏制疫情扩散；二是

共同探索应对危机的国际方案，为未来的极端情况做好预案。

未来的增长

内容简介：

本书立足于世界与中国的高度， 从内外两个角度进

行观察分析： 对外， 观察近几年来世界各国和中国的关

系， 包括WTO改革对于对外关系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影

响；对内，从宏观调控、产业政策、部门经济等角度，分析

近年来的经济走势，以及当下经济面临的问题和困局。最

终，以未来发展和经济增速两个问题作为全书的落脚点，

从学术层面和实体经济的角度， 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各

个层面的分析。

作者简介：

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现任财政部国

际经济关系司

G20

问题研究顾问、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

策专家组成员。

作者：卢锋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大卫·F.史文森是畅销书《机构投资的创新之路》的

作者。 本书是他对个人投资者如何管理自己的金融资产

的又一著述。在书中大卫·F.史文森称以盈利为目标的共

同基金没能跑赢投资者的平均水平。怎么办？他的建议是

打破常规做替代型投资， 即选择充分多元化、 股票主导

型、跟踪市场的投资组合，让投资者有所收获。

作者简介：

大卫·

F.

史文森， 早年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

宾，后应恩师之邀于

1985

年出任耶鲁大学首席投资官。在

他领导的

20

多年里， 耶鲁捐赠基金创造了近

17%

的年均

回报率，其主导的“耶鲁模式”使其成为机构投资的教父

级人物。

非凡的成功

作者：[美]大卫·F.史文森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据联合国预测，2050年全球将达到100亿人口，养活

100亿人口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人类将面临 “FEW” 困

境。“FEW” 是食物(Food)、能源(Energy)、水(Water)三

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 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

的基础性资源。 本书提出，面对困境我们必须行动起来，

用人工智能（AI）技术为地球“重新编程” ，重构地球。

作者简介：

网大为，腾讯首席探索官（

CXO

）和高级执行副总

裁，主要负责腾讯在新技术、新应用领域的研究合作、投

资布局和思想孵化。

重构地球

作者：[美]网大为（David� Wallerstein）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解读“长期主义 价值共生”的时代管理主

题，结合作者实地调研方太集团、新希望集团、安踏体育、

中国飞鹤等10家企业的管理实践， 总结提炼了陈春花、

徐少春等20位“大咖” 的管理洞见，深入探讨企业最高

管理层面临的挑战、机遇以及应对之策。

作者简介：

中国管理模式

50

人

+

论坛，是在总结十年中国管理模

式杰出奖经验的基础上成立， 由研究中国管理模式的管

理学者和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家共同发起， 致力于促进

理论与实践对话、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企业管理进步。

长期主义 价值共生

作者：中国管理模式50人+论坛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翻开历史长卷，你会发现，博弈和抗争是一个永恒

的主题，不管是利益的博弈还是人性的抗争。 在这个星

球上，所谓的“较量” 和“博弈” ，并不是只在于人类彼

此之间。

作者简介：

张玮（网名馒头大师），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

新闻系新闻学硕士。

16

年主流媒体从业经验。 微信公众

号“馒头说”创办人，

2017

年

8

月起开始出版《历史的温

度》系列。

历史的温度5

作者：张玮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从产业、技术和商业三个维度全面介绍云游戏，

是5G云游戏产业联盟中的领军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资

深专家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总结， 梳理了海内外电

子游戏的发展脉络与市场格局、 云游戏的前世今生和发

展趋势， 分析了云游戏在数字娱乐经济领域的重要价值

和作用，讲解了云游戏产业链和生态体系的建设。

作者简介：

林瑞杰，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5G

数字文创研究中心

副主任。冯林，咪咕互动娱乐有限公司

CEO

。温向东，云鹭

科技

CEO

，白鹭科技合伙人。 陈乐，星游纪

CEO

。

云游戏

作者：林瑞杰、冯林、温向东、陈乐等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如何找准

股市发展脉搏和节奏

书名：《牛市简史》

作者：王德伦、王亦奕、张日升、李家俊等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

兴证

2008年金融危机后，随着美国经济率先复苏，全球

资金竞相配置美国资产，美股、美元、美债维持长达十年

的长期向上趋势，美国三大股指更是齐创新高，给投资者

带来丰厚回报。 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进入了“零利率”

“负利率”时代，“资产荒”在全球蔓延，全球资产配置格

局面临重构，中国资产有没有可能迎来系统性大机会？笔

者认为未来十年从国别比较与全球资产配置的视角来

看，全球最好的资产在中国，而中国最好的资产将是权益

类资产。

从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看，中国经济基本面稳健，

2020年年初疫情得到良好、快速管控，之后顺利进入

全面复产复工， 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叠加相对独立完

整的工业产品体系，在疫情冲击之下，相比全球其他地

区中国展现出巨大的体制优势， 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

发展阶段。

从结构与转型的角度看， 中国正处在新一轮科技创

新周期的开始阶段，新一代信息技术、5G产业链、新能源

汽车、量子通信等重要新兴产业与创新行业生机蓬勃，多

个技术创新领域紧跟世界先进脚步甚至部分达到同步，

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新生态层出不穷，新经济与新动

能有望承接传统制造业、房地产和基建产业，逐步成为驱

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从制度与改革的角度看，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和新

三板精选层等一系列股市制度改革相继推出， 将为资本

市场带来巨大的制度红利，引得“源头活水来” ，将结构

转型映射到股票市场。再如要素市场化改革，在各项改革

中具有枢纽作用，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其深入推进

将为经济和股市奠定坚实的基础。 此外金融市场稳步扩

大开放，将带来“开放的红利” ，监管机制不断完善和健

全，利好股市发展的政策源源不断。

从股票市场自身来看， 和十年前相比指数依然维持

在3000点附近，近十年来的涨幅不但和美欧等发达市场

相比处在低位，和印度等新兴市场相比也处在低位，“水

往低处流” ， 中国股市有望在这一轮全球资金再配置过

程中最为受益，且大量优质的“核心资产” 已经脱颖而

出，有望成为牵引市场持续向好的火车头。

在以上多种因素的合力下， 笔者认为中国股市已经

迎来历史上的第一次“长牛” 。

A股市场有哪些规律性的运行趋势？ 如何根据宏观

环境变化找准股票市场的脉搏和节奏？ 怎样把握未来中

国股市第一次“长牛”带来的巨大机遇？ 笔者认为，一个

方便而有效的方法就是复盘。 复盘A股30年来的主要运

行特点与市场特征，复盘牛熊拐点背后的经济、政策及制

度驱动力，复盘强势行业或板块表现的原因和逻辑。研究

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过去30年间

中国股市经历的几轮牛熊是我们可参考的最宝贵研究财

富，我们决定以牛市为抓手，进行深入剖析。

A股市场共经历了五次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大级别牛

市，每次大牛市的起因背景、行情节奏、驱动力、市场风格

均不尽相同，只有深度剖析股票市场的动态演化过程，还

原到当时的具体环境和条件之下， 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和

掌握A股市场的运行逻辑和投资机会， 这正是我们写作

本书的初衷。本书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力图通过历史比

较来理解过去，推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

本书主要基于经济基本面、 资金流动性和市场风险

偏好，在区分长、中、短期的基础上结合市场微观结构等

角度，运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打

通宏观—中观—微观视角， 搭建从经济到行业再到个股

的完整策略投资框架与分析体系。

本书研究的主要任务， 是力争找出在每次大牛市

之中那些重要的驱动事件及其发生的先后顺序和相似

程度，也就是说，本书的重点是力争搞清五次大牛市发

生前宏观基本面与流动性的相似性， 刻画出在这样的

背景下政府政策行为以及投资者的心理反应， 描述五

次大牛市的发展轨迹， 找到超额收益和风险因素的来

源， 从而为应对和把握下一次大牛市的投资决策提供

依据。

本书详细剖析了A股市场历史上五次大牛市（分别

为1991年-1993年、1999年-2001年、2005年-2007年、

2008年-2009年、2013年-2015年） 的宏观背景与诞生

原因，对当时股票市场的基本面、资金面、政策面等情况

均做了细致的梳理与分析， 对市场的行情节奏、 交易特

征、风格表现等进行深入探索，并对每次牛市中的强势行

业与个股表现展开系统分析， 也对后续牛市终结和牛熊

切换进行了研究。

本书与其他回顾股市历史的文章或书籍相比， 不聚

焦于股市发生的历史故事， 而是从证券分析师的视角出

发去搭建专业、完整的投资分析框架，结合实例来演绎框

架中的每一个要素是如何发挥影响的。掌握这些方法后，

在面对市场不确定性时， 投资者才能够掌握更多思考的

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