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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华为内部人耗时 5

年， 打造一本最权威的

“华为通史” 。从中国到世

界， 华为无疑是一家最神

秘的企业。国际风云、商业

陷阱、 市场攻伐、 自主研

发、全盘西化、血腥的狼文

化以及创始人谜一般的传

说和举世罕见的低调，都

令人们好奇不已。

1987年，华为从小作坊起家，2012年，华为实现销售

收入2202亿元人民币（折合350亿美元），成为与爱立信

并驾齐驱的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 2013年，华为

在全球部署的LTE商用网络和EPC商用网络， 名列世界

第一；智能手机大规模突破欧洲、美国、日本等高端市场

并在全球热销。本书将通过内部人的视角详尽、深入地梳

理华为创立以来的发展历程， 从而阐释任正非的管理思

想和商业逻辑，全面揭秘华为的研发策略、市场策略和全

球化战略。其实，华为的发展史，就是任正非的奋斗史；华

为的成功之道，就是任正非的“非常道” 。只有读懂了他，

才能读懂华为这部“企业大戏” 。

作者简介：

杨少龙，

1965

年出生于青岛。 曾先后在华为、美国戴

尔等企业从事财务、营销、管理和培训工作。 自

2008

年起

致力于华为发展史的梳理、写作以及华为企业文化、市场

战略、自主研发、流程变革、国际化和任正非管理思想、经

营哲学等课题的研究。

在经济社会的花园里漫步

□胡艳丽

漫步在经济社会的百花园里，时常令人

感到眩晕，在繁花似锦的表象之下，暗藏着

种种争夺与利诱。 蜜蜂在辛苦地创造价值，

蝗虫却在掠夺他人的财富，价值一方面被创

造，另一方面又被挥霍浪费，以致人们迷失

在经济的花园里，看不到方向，找不到出口。

面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种种悖论，没有

人能够找到终极答案。 在《蝗虫与蜜蜂：未

来资本主义的掠夺者与创造者》一书中，作

者杰夫·摩根以蜜蜂与蝗虫隐喻资本主义经

济的两面性。资本主义一方面通过合作和激

励机制， 以极高的效率创造出巨大经济财

富， 一方面又形成了不平等的掠夺机制，使

资本仅仅为资本服务， 而不再服务于价值，

破坏了社会发展平衡， 催生了经济泡沫，造

成经济发展周期性波动甚至是经济灾难。

在经济社会当中，因掠夺者在经济上的

成功，使人们过度信奉金钱至上，过度追求

可用数字计量的有形增长，而忽略了无法用

数字描述的人们在精神领域的幸福满足。尽

管社会表面看上去丰盈富饶，但被经济增长

掏空的自然环境、和谐社会关系、精神世界，

令经济发展就像是一只孤飞的大雁，随时有

被射落的风险。

作者在回顾过往经济运行规律， 分析经

济危机成因的基础上， 探讨眼前经济社会运

行中的种种弊端， 拷问 “价值” 、“增长” 、

“关系” 的意义。该书的独特之处便在于作者

超出了对一般经济现象的分析，引入了“幸

福” 、“意义” 等哲学命题，从不同角度分析

现行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不合理之处， 进而在

放眼未来时，设想出一条实现经济发展、民生

幸福、生态和谐三位一体的发展路径。

书中另有一处生动的隐喻：“萨满法师

养了两只熊，一只残忍而好战，一只充满爱

心和同情心，有个小男孩问法师：到底哪一

只会胜出？法师答道：我喂哪只，哪只就会胜

出。 ” 这里的两只熊，就如同人性的两面，作

者寄望通过人们的自主选择，呼唤那只充满

爱心的熊入驻我们的未来社会。 为此，作者

提出了包括促成资本成为仆人而非主人、向

可持续合作的消费转变、推动循环性生产并

发展保持型经济、重塑教育以及其他福利体

系、将财富看作方式而非目的等十项调整措

施。 希望无疑是美好的，然而这种希望显然

无法一蹴而就，它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永恒的

命题，通往幸福国度永远没有直达路径。

阅读该书如同一次思维漫步之旅，例如

作者在书中提醒读者，不要透过金钱的孔洞

看世界，不要仅仅将时间看成货币的某一价

值点，否则我们所追求的一切物质都仅仅是

生命的陪葬品， 理性的人不应被物质愚弄、

奴役，然后再去愚弄、奴役他人。作者重视亲

情和友情，“一个好的社会培养友情和关

系，将这些视为私生活中重要的焦点，而不

仅仅只是边缘化的关注点” 。 相信所有的社

会关系合在一起才是一个人的社会财富，它

关乎人们的身体和精神健康，也关系一个人

的寿命长短，更关系一个人生活质量。

作者并非仅是单纯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

的运行规律，而是在经济的表象之下探寻更深

层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经济，甚至是人与

时间之间的关系。 把“肤浅”的物质问题引向

“深刻” 的精神问题，重新为“价值” 寻找定

义。 在作者看来，价值不仅包含可量化的物质

方面的价值，同时也包含那些无法用具体指标

测量的关于精神方面的价值，比如人与人之间

的和谐关系、人的幸福感、满足感等。

乌托邦社会只能存于幻境中。 面对未

来，作者并不奢望理想国的出现，但就社会

发展趋势而言，经济的孤峰崛起势必无法持

久。当生态环境、社会环境难以为继时，人们

必须停下脚步， 重新拾起对意义的终极追

求，修正过往追求数量而非质量的片面经济

发展方式。作者期冀，医疗保健、教育以及绿

色产业成为未来引领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通

过建立可循环经济逐步修复人与自然的关

系；通过对幸福与意义的追求，修正对物质

和享乐的过度追逐。作者希望读者能够想象

这样一个世界：经济变得更具循环性，人们

更注重物品的保持和维护， 而不是更新换

代；在物质领域，期待平衡和稳定，而不是增

长；在精神领域，人们的大脑潜能得到不断

开发，知识不断增长，情感更趋丰富，追寻友

谊、欢乐与幸福。

揭秘国际清算银行

□綦相 刘丽娜

以《圣经》 中永远修不完的通天塔为意

象，映衬人类世界一个特殊的金融组织，真为

巧妙比喻。因为二者确实多有相似：神秘感、充

满挑战、冲突与合作、永远都在修建之中……

84岁。从1930年创立至今，总部设在瑞士

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BIS）作为一家最古

老的国际金融合作组织和“央行的央行” ，始

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这层面纱体现在

它与战争的渊源， 体现在它低调沉静外表下

的巨大影响力，也体现在它历经危难，却终能

逢凶化吉。 这些特征交汇贯穿在时间的轴线

中，与一次又一次的危机相伴，激发着世界金

融人强烈的好奇心。 借用时下热门的电视连

续剧语言，BIS迄今的80多年历程大体已经上

演了五季。

第一季， 从20世纪20年代酝酿创立到第

二次世界大战前。 这一季的主要任务是建立

声望，保持独立性，其核心业务是管理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的德国赔款。

BIS诞生于一战废墟之上， 是战争的产

物。 两位深谋远虑而又备受争议的中央银行

家———时任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和

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亚尔马·沙赫特是它的

主要设计者。 他们深刻反思战争的惨痛教训，

竭力于一个“伟大的发明” ，并对它充满雄心

勃勃的期待： 它将是一个不受政治控制而又

能让资本大规模流动的跨境金融体系， 一部

“永恒的货币机器” ，一个“央行的央行” ，以

及一个中央银行家的“惬意俱乐部”……

当是时， 欧洲旧有的秩序被撕扯得千疮

百孔，多国银行家超越国家和民族利益，努力

催生了这个“婴儿” ，希望它能带来和平。 它

负责拨付德国的战败赔款， 作为受托人管理

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下的贷款， 推动德国

履行国际偿债义务。 与以化解国际政治危机

为宗旨的国际联盟不同，BIS的职责是维护金

融体系的稳定。 不出所料， 这个新生的“婴

儿” 茁壮成长， 但却不幸在二战中染上污

点———与纳粹德国合作。 这既使它在战争期

间能够获得生存， 同时也成为二战后难以洗

涮的历史负累。

第二季，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季

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名誉， 核心竞争力在于为

中央银行服务。

二战催生了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

系， 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

银行的设立，BIS一度处于存亡之际。 1944年

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 主导会议议程

的美国财长亨利·摩根索和助理财长哈里·德

克斯特·怀特还试图将BIS解散关闭。

好在，在英国代表团团长、著名经济学家

凯恩斯以退出布雷顿森林会议为威胁的坚持

下，BIS得以保存。 另一方面，BIS自身的反应

聪明迅捷。 它的管理者以娴熟的技巧迅速地

把BIS建成了一家全新的国际金融机构。 BIS

既未寻求同二战后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开展竞争，向债务国提供贷款，也没

有试图挑战世界银行的地位， 为发展项目提

供融资，而是坚持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为中央

银行提供资金管理、 金融协调和私密的会议

场所，而这在二战后的欧洲恰恰是急需的。

第三季，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末欧元

诞生。 这一季的主要任务是推动欧洲一体化，

催生欧元问世， 核心竞争力是在欧洲一体化

中表现出来的专业的国际金融协调力以及应

对跨境银行危机而推进的国际监管合作。

1971年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

系解体之后，BIS迎来了一个新的黄金发展

期。1977年，由咖啡色幕墙环绕的18层高的塔

楼正式启用办公。当时，这座新总部大楼成为

人们议论的话题，认为与它一向沉静保守、行

事神秘的风格不符。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对巴塞尔之塔

的争论与非议渐渐平息。 这座耸立在巴塞尔

中央火车站广场、外观时髦现代的建筑，已然

成为这个身处三国交界的瑞士城市都市天际

线最靓丽的部分，象征着BIS不断延伸的业务

领域和日益增长的凌云壮志。

而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BIS成为唯一有

能力处理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颇为复杂的技术

问题的机构。 欧洲中央银行的前身欧洲货币

局在搬迁到德国法兰克福之前， 最初就设在

BIS的塔楼里。 如书中所言，“在通往欧洲统

一的道路上，每一站都有BIS的身影。 ”

1974年， 德国赫斯塔特银行倒闭引发的

跨境风险促成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

（BCBS）的诞生，成为全球第一家专注于银

行监管的国际组织，总部设在BIS。自此，母国

-东道国跨境监管合作、清偿力风险、资本充

足水平等逐步成为重要的国际议题。1988年，

第1版巴塞尔资本协议成为全球首个国际监

管标准，并成为16年后第2版、22年后第3版资

本协议的基石。

第四季，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的国际

金融危机。 这一季BIS的主要任务是抓住“全

球化” 的机遇，从制度上让美国深度参与，并

开始向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伸出橄榄枝。

20世纪90年代，BIS再次经历了一场生

存危机：由于欧元即将问世，欧洲中央银行成

立，人们开始怀疑BIS存在的必要性。 尽管当

时盈利仍然十分可观，但如果BIS在国际上不

再发挥作用，就很难找到继续存在的理由，助

其获取利润的大量法律特权也将一并失去。

当时BIS来了一位新的总经理———安德鲁·克

罗克特。 这位曾经在IMF工作过的英国经济

学家以他所拥有的国际经验给这个狭小、安

逸的地方带来了宝贵的视野。 他明白，欧洲货

币局的成立就意味着BIS时代的终结。 BIS是

一个非常着重于欧洲事务的机构， 而一旦成

立了欧洲货币局， 关于欧元的一切事务就都

转移到那里去研究解决了。

克罗克特为这家机构找到的生存法宝是

全球化，但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不能没有美

国的参与。 BIS成立至此60多年来，尽管与美

国有着深厚的渊源， 但美联储却一直与之保

持着一定距离， 甚至连最初派发给美国的股

份都交由摩根等3家美国商业银行持有。美国

一直跟踪着BIS塔楼里发生的事情和讨论的

问题， 但美联储的官员来巴塞尔从来都是以

观察员的身份列席会议， 而不是作为成员国

央行的代表。 克罗克特希望打破这一反常的

局面。 他认为，所有来BIS出席十国集团央行

行长星期日晚间会议的国家都应该是BIS的

成员国，并在董事会中拥有席位。 美联储需要

先加入BIS，再成为董事会成员。 美国的正式

加盟，使得BIS作为管理全球金融事务的一家

特殊银行的合法性得以延续和强化。

第五季，2008年至今。这一季的主要任务

是引领全球金融监管规则， 核心竞争力是专

业知识与强大数据。

以2008年华尔街大型投行雷曼兄弟倒闭

为标志的最近一轮全球金融危机深刻改变了

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 BIS瞅准了大危机后金

融秩序重建的契机，通过巴塞尔委员会积极更

新它早已牢握在手的银行业监管规则，将它升

级为以巴塞尔协议Ⅲ为核心的一系列国际监

管标准，成为危机后金融软实力的代名词。

危机期间，BIS竭尽全力捍卫欧元， 维护

金融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它所擅长的国际协

调力再次展现出特殊意义。 有人说，与二战时

期相比， 在现代全球化经济条件下保持这种

联络会显得更加重要。“当人们开始彼此射杀

而不是相互对话的时候， 经济和贸易还能维

持下去。 这比赢得战争本身更为重要。 ” 为了

维持金融利益，各国需要保持对话的畅通，而

为了保持对话渠道的畅通， 巴塞尔无疑将再

次成为首选之地。

时至今日， 在这个知识激增与共享的时

代，更需要专业的指引，尤其是在国际金融领

域。BIS又找到了新的核心竞争力———专业数

据，并以此强化它的既有实力。 在现在人们眼

中，它是一家独特的机构，依据国际条约成立

并受其保护，既是一家国际组织、一家盈利超

强的银行，也是一个研究重镇。

在最近两个十年，BIS收集国际银行业务

统计数据并用电脑存储处理的决定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BIS很快就会成为全世界掌握信息

最全面的金融机构， 在银行跨境交易和国际

资本流动方面的数据收集尤其出色。 它像以

往一样动作敏捷， 已经把自己塑造成在商业

银行相关领域的重要信息总汇。

在每隔两个月召开一次的央行行长会议

上， 与会国家和地区的GDP占到了全世界的

4/5。 在巴塞尔周末会议上讨论的内容成为理

解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应对之策的重要依据。

BIS内部设立的委员会在重建世界金融架构、

协调监管政策方面至关重要。 今年已满40岁

的巴塞尔委员会一以贯之地推行国际银行监

管标准。除了巴塞尔委员会，巴塞尔之塔里的

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CGFS）和支付结算委

员会（CPSS）也在各自领域导引着货币市场

和金融机构的行为与方向。

综合以上“五季” ，不难发现，BIS在每次

历史的关键节点都能抓住要害， 展现其核心

竞争力。 从德国战后赔款、央行间清算、外汇

储备管理到如今的货币政策协调、 监管标准

制定和专业金融数据集成，BIS每一个历史时

期都把握住了适合自己的核心业务， 形成了

“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专” 的比较优

势，为自己创造出了不可替代性，赢得了宝贵

的生存空间。

面向未来，BIS的前途又如何呢？ 在这个

全球化日益深入的时代，有人建议取消BIS不

受侵犯的法律特权， 认为它是一个怪诞的混

合体———既是一家盈利超群的商业化银行机

构， 又是一家业务受到国际条约保护的国际

组织， 其创设时使用的章程肯定已经落伍于

时代。该章程的存在，使这家银行在处理公共

资金时受到了不必要的法律保护， 而这导致

BIS出现了扭曲的心态。

实际上， 对于很多人感到不满的神秘和

不透明特征，BIS正在努力做出自我改变。 目

前，BIS已将忽视了数十年的二战期间档案资

料缩微制成电子文件对外开放， 年度股东大

会后召开记者会发布年报， 网站资源专业且

丰富，还有了微博账号。据BIS官员介绍，最近

BIS还将邀请瑞士的电视台进入巴塞尔之塔

进行录影采访并公开播映。这正体现了BIS一

向的风格———灵活应变，顺应潮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印度、俄罗斯

等新兴市场经济体陆续成为BIS的成员国，更

加广泛地参与央行多边合作和BIS事务，使

BIS的全球代表性大幅提升。迄今，BIS已经拥

有60个央行成员。自加入时起，中国在这个国

际组织中的作用逐渐提升，2008年爆发的全

球金融危机使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参与度

更加深入。 2009年中国正式成为巴塞尔委员

会成员后， 在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制定和实

施中更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应运而生，顺势而为，历经坎坷，革故鼎

新。 物理上的巴塞尔之塔修建至今不过40余

载，而存在于那些国际金融智者心中的巴塞尔

之塔则始终在修建，从未止歇。 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我们期望这个世界能够实现本书中提到

的巴塞尔人士共同的善良愿望：“稳定、 经济

增长和让所有人感受到蒸蒸日上的繁荣。 ”

■ 新书快递

零成本社会

作者：（美）杰里

米·里夫金

出版社： 中信出

版社

内容简介：

在 这 本 书 中 ，

《第三次工业革命》

作者杰里米·里夫金

开创性地探讨了极致

生产力、协同共享、产

消者、 生物圈生活方

式等全新的概念，详

细地描述了数以百万

计的人生产和生活模

式的转变。 他认为，

“产消者” 正在以近

乎零成本的方式制作并分享自己的信息、娱乐、绿色能源

和3D打印产品。 他们也通过社交媒体、租赁商、合作组织

以极低或零成本的模式分享汽车、 住房、 服装和其他物

品； 学生更多地参与到基于零成本模式的开放式网络课

程……

作者敏锐地察觉，从生产力发展上来看，第三次工业

革命的贡献很可能远远超过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

数十亿人和数百万组织连接到物联网， 从而使人类能以

一种从前无法想象的方式， 在全球协同共享中分享其经

济生活。 这个连通性转折点的重要意义甚至有可能超过

20世纪电气化所带来的经济变革， 以及随之产生的电

话、广播和电视的传播。

里夫金分析认为，在数字化经济中，社会资本和金融

资本同样重要，使用权胜过了所有权，可持续性取代消费

主义，合作压倒了竞争，“交换价值” 被“共享价值” 取

代。 他甚至预言，“零成本”现象孕育着一种新的混合式

经济模式，这将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零边际成本、协

同共享将会给主导人类生产发展的经济模式带来颠覆性

的转变，我们正在迈入一个超脱于市场的全新经济领域。

作者简介：

杰里米·里夫金，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华盛顿

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 他的

20

部著作被翻译成

35

种

语言在全球广泛发行。 里夫金为欧盟和世界多国提供政

策咨询和建议， 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担

任讲师。

2012

年，杰里米·里夫金的著作《第三次工业革

命》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那些年我们一起信过的谣言

作者：百度知道

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

版社

内容简介：

小时候，大人告诉我们

吃耳屎会变哑巴； 长大后，

媒体告诉我们小龙虾是毒

药；遇到压力时，心灵大师

告诉我们， 心想就能事成，

催眠自己你就能化身超人，

所有问题即可迎刃而解；拼

够了首付，好不容易买个房

子， 人家却说9-11层是扬

灰层；终于娶了老婆，生了孩子，老人还告诉女人，坐月子

要“捂” ，否则“一孕傻三年”……

我们生活中有着各种各样来路不明、未经证实、不明

觉厉的所谓“常识” ，然而这些是真的吗？ 百度用强大的

搜索引擎与大数据平台挖掘了60条当下最时髦的 “常

识” 并邀请众多科普领域的专家大拿轮流拍砖。 本书是

搜索引擎大数据平台与科普自媒体的结晶， 是一本简明

而犀利的辟谣手册。

作者简介：

百度知道， 全球最大的中文互动式知识问答分享平

台，网民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也

可以为其他网友解答问题，帮助更多的用户。 截至目前，

百度知道已经累计解决了超过

3.8

亿个问题，每天服务超

过

1

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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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蝗虫与蜜蜂》

作者：（英）杰夫·摩根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