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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智库报告发布

□本报记者 卢铮

6月24日，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5年年会理论

成果新闻发布会” 上，由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贵州大学

贵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研究，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的《六度理论》、《绿色新政》和《双赢战略》三本生态文明智

库报告，在北京、贵阳同时首发。

《六度理论》从小环境入手观察大生态问题，紧扣影响和

关乎人类永续生存与发展的主题，用纬度、高度、温度、湿度、

浓度、风度“六度” 加以客观阐述，形成了完整的生态理论研

究体系，为生态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同时，该

书把生态理论研究与对当代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结合起来，

以更加人本的视野和愿景探寻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诠释了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

《绿色新政》一书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五位一体” 总体

布局为背景， 结合中央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

见》，提出以绿色新政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大理论观点。

该书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观、生产力和生态美” 的生态

“金三角” 理论模型，展现了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自

信和历史担当。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我国首个“生态文明发展

指数” ，亦称“贵阳指数” ，是我国第一个以城市命名的生态

文明评价指数。“贵阳指数”将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因素概括

为：适度、紧凑、和谐、健康、节能、绿色、低碳、循环、天蓝、地

绿、山青、水净，并以此确定了12个影响生态文明的指标，包

括了国家评价指标体系、 地区评价指标体系和城市评价指标

体系三个层面的评价体系。依据这一评价指标体系，该书对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进行了全方位量化评估。

《双赢战略》系统解读了作为西部欠发达城市的贵阳，坚

守发展与生态“两条底线” ，在升级中全面转型；坚持创新驱

动，在跨越中后发赶超；坚定大数据引领，在“双赢”中彰显示

范的实践与探索，全面展示了“绿色崛起的大数据革命” 推动

贵阳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一个全新发展高度。该书认为，贵阳发

展大数据，是倒逼政府改革，推进产业转型的有益探索；是坚

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后发赶超和绿色

崛起的创新战略；是新常态下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地、发达

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再平衡。

金融国策论

作者：时吴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从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和国内经济新常态出发，创

造性提出构建中国金融战略体系， 并将金融与国家治理紧密

结合，其中“金融与颜色革命” 、“金融与反恐” 、“构建内应

力量——金融战略主动” 等章节都旨在创新，为提高国家治

理能力提供金融思维的新视角。

书中提出，研究中国金融问题应有三个目的：一是巩

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维护国家安全；二是服务于国家经济建

设；三是服务于国际战略。 并对金融及与之关联的现实国

际战略等社会重大关切问题提出了新观点和新概念，抛却

了过去金融作为专业系统的“技术外衣” ，指出随着社会

演变和历史进步。 在现代

社会， 金融就是新战场和

新武器， 而国家利益永远

是金融服务的最终目的，

并必须据此构建符合国家

发展阶段的、 符合社会发

展方式的、 符合人民需求

的金融战略。

作者简介：

时吴华， 长期从事金融

工作， 熟悉欧美金融市场的

理论与规则， 长期追踪国内

国际宏观经济影响及战略发

展， 具备多年的经济理论研

究功底与实践调研经验。

交易成功之路如煮海为盐

□彭忠富

股市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有些股民由

于种种原因仍然未能实现盈利， 甚至亏损

者也大有人在。要成为成功的投资者，要想

在股市上实现财务自由， 得向市场赢家学

习。 杰克·D·施瓦格先生是美国期货与对

冲基金领域公认的专家， 拥有传奇经历的

资深交易员。 在《金融怪杰：华尔街的顶级

交易员》一书中，施瓦格指出“交易” ，是

当前我们在改变自身经济状况方面最大、

最新和最后的一个机会。 虽然只有少数人

才能成功，但至少“交易” 为你提供了改变

的机会。

一位在投资生涯早期几次输光离场的

交易员， 最终将3万美金做到了8000万美

金； 一位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连续五年收

益率都达到三位数……他们业绩卓著，是

华尔街的英雄， 他们的大名在金融界早已

耳熟能详，包括威廉·欧奈尔、保罗·都铎·

琼斯、范·撒普等。 本书中每一位大师级交

易者都凭借各自的交易方法取得了不可思

议的成功。是什么让他们脱颖而出呢？这些

市场赢家一定是找到了制胜的交易圣杯，

本书将会揭示成功交易者在交易态度和交

易原则方面具有的重要共性。例如迈克尔·

马库斯认为，懂得“让利润奔跑” 的持盈之

道， 把握可以大赚的交易不仅对交易员保

持良好的交易心态很重要， 而且这也是交

易制胜的关键。 其中“让利润奔跑” 和“截

断亏损” 同样重要，因为如果你不能在可以

大赚的交易上持盈， 那么你就无法弥补止

损累积起来的亏损。

本书包括五部分，分别是：期货和外汇

方面的交易者，以股票为主的交易者，所有

品种都有涉足的交易者， 来自场内交易员

的观点和交易心理。 作者记录了17位令人

称奇的金融怪杰， 他采取访谈加点评的形

式行文， 有助于读者了解每一位大师级交

易员的投资秘密。 作者通过对这些交易高

手的访谈， 将交易的真谛呈现在广大读者

面前。 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不仅如实记录了

他们辉煌的交易业绩， 而且也让他们亲口

道出了交易生涯中的失败教训和惨痛经

历。遭受巨亏后有人曾想远离交易，有人甚

至萌生轻生的念头， 但他们最终都走出了

失败的阴影，并且取得了交易的成功，其中

转败为胜的关键和个人的心路历程对于普

通交易者也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尤其是

揭示了职业交易之路的凶险、 坎坷以及背

离交易准则的严重危害。

另一方面， 通过他们的成功案例和制

胜之道阐释了交易最基本的法则和理念，

比如止损持盈、进行资金管理、制订交易计

划、具有交易纪律、不要摊平亏损、连续亏

损后减少交易或离场观望、 独立思考但又

要具有灵活性、 正确的操作比交易的结果

重要，以及每天都要做好交易的功课等。作

者认为， 最好的交易者在每次交易中都具

有的信念、心理状态和心理策略，如果你能

够学习、效法并且最终拥有的话，那么他们

的业绩、他们的成功，你就能复制。 顶尖交

易者的信念是：钱并不重要，正确的交易操

作才是重要的；能够坦然接受交易的亏损；

交易就是一场游戏；要取得交易的成功，心

理上的演练和准备很重要；交易尚未开始，

他们已经赢得了胜利，早已胜券在握。交易

如果过于看重钱，就很难做到“截断亏损，

让利润奔跑” ，无法接受小的亏损，做到及

时止损，同时又急于兑换利润，怕到手的盈

利废掉。 与此相反， 如果你把交易当作游

戏，玩游戏就要遵守游戏规则，而“止损”

和“持盈”就是交易游戏的规则。这样去想

的话，遵循“止损” 和“持盈” 这两条金科

玉律就会变得容易。

交易成功之路如煮海为盐，漫长崎岖，

需要始终如履薄冰。 形成有效的交易方法

非常困难，通过实践检验，你才能相信你所

用的交易方法， 而最为艰巨的任务就是把

方法转换为盈利。 如果不信， 你可以试一

下。 书中的金融怪杰都具有交易的方法、交

易的信念以及交易的纪律， 并且无论面临

多大的干扰和压力， 他们都能始终贯彻自

己的方法，恪守交易纪律，做到知行合一。

■ 新书快递

虚拟经济学

作者：威利·莱顿维塔，爱德华·卡斯特罗诺瓦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电子游戏中也存在“看不见的手”吗？玩虚拟游戏能够创

造真实价值吗？为什么现实世界需要虚拟经济？经济学作为一

门成熟的学科，起源于对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探究，曾经作

为解决饥饿、就业这些人类所面对的真实问题的方法。 然而，

在虚拟世界，最为稀缺的资源不再是食物和住所，而是人类的

关注度。 一些基于农业、制造业和商业存在的经济学理论、概

念依然适用于游戏中的虚拟世界， 比如最为人们所熟知的

“看不见的手”这一概念。

同时，虚拟世界又在改变、丰富着经济学。 它制造新的商

品、货币和市场，建立新的供需关系，以新的定价模式，满足人

们新的消费需求。理论经济学家甚至可以在网络游戏中观看、

分析人们的决策模式。 在虚拟经济中，货币投放量、宏观经济

环境管理、政策制定等一系列问题以新的面貌出现。本书的两

位作者威利·莱顿维塔和爱德华·卡斯特罗诺瓦还就如何将虚

拟经济学的发现应用于实体经济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探

讨。《虚拟经济学》既为不懂经济学的网络高手提供了一个了

解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概念的捷径， 同时也将经济学专业人士

和学习者引入了探索经济学

新发展的独特领域。

作者简介：

威利·莱顿维塔，经济社

会学博士， 曾供职于伦敦政

治经济学院、东京大学、早稻

田大学， 现任牛津互联网研

究院哲学博士项目主任。 同

时在多家电子游戏公司与机

构担任顾问， 包括

Rovio

、

CCP Games

。

爱德华·卡斯特罗诺

瓦，经济学博士，于

2004

年

起供职于美国印第安纳大

学，担任电信学与认知科学

专业教授。

中国发展一定要经历三个阶段

□高连奎

新常态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也是一种新型的经济治理理念，改革后半程

中国如何将发展进行下去？ 未来30年中国

经济应该怎样布局？ 中国如何才能规避风

险，抓住机会，并让老百姓从发展中受益？中

国如何才能建立一套符合国情的经济治理

理念？如何建立“成功的市场经济” 。本书从

货币、金融、增长、转型升级等中国最核心的

经济问题入手，并从“经济学学理” 的角度

对中国经济进行了一次通盘分析，形成了一

套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分析理念与经济发展

战略。

20世纪70年代， 邓小平为中国规划了

民族复兴“三步走” 的伟大战略，按照他的

规划， 中华民族的复兴历程从1978年实行

改革开放开始，到21世纪中叶结束，这中间

一共有72年的时间。 这72年又可以分为两

个阶段，前后各36年，前一个阶段的36年去

年已经走完， 后一个阶段的36年从2015年

正式开始，而正在这前后交接的时刻，决策

层提出了“新常态” 的概念，可谓是对民族

复兴第二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第二季的准确

概括。

“新常态” 由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5月

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及， 习近平主席认为：

“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

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

征出发，适应新常态。 ” 新常态下，存在着重

大机遇，但与此同时也需要我们创新经济治

理思路， 以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

化解新风险。

在新常态下，中国应该怎么办，如何才

能将增长保持下去？ 这将需要新的理论、理

念、方法的支撑。 本书更多着眼于解决新常

态下，民族复兴的后36年的问题。

在这后36年，中国的目标也非常明确，

那就是将现在人均GDP从现在的6000多美

元提升到6万美元， 因为到21世纪中叶，主

流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将达到6万美元左

右。 在前36年中国每年保持9%左右的发展

速度从来不是问题，然而现在继续保持这么

高的发展速度似乎面临困难。而笔者认为中

国经济仍然有很大的潜力以保持中高速增

长，甚至在一定时期内重回高速增长仍然是

有可能的，关键是经济治理方法和经济增长

政策的问题。 其实对于发展中国家，从来就

不缺乏增长的潜力。

根据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一个国家要实

现发达，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对这三个阶

段可以进行相应量化。第一个阶段是工业化

和城市化。 只要实行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其

人均GDP达到1万多美元是没有问题的；第

二个阶段是自主创新和产业自立，一个国家

如果实现了自主创新和产业自立， 其人均

GDP达到2万美元是没有问题的；第三个阶

段是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建立，一个国家

如果人均GDP要达到4万美元，没有社会保

障建设是不可能的。第一个阶段的工业化和

城市化是通过生活方式的转变来提高消费；

第二个阶段的自主创新和产业自立是通过

生产方式的转变来提升企业利润，进而带动

增长；而第三个阶段的社会福利则是通过社

会文明方式的转变来提升弱势群体的消费，

从而将整个社会的消费拉升到一个新的水

平。 总之，每次转变都可以带来消费的大幅

提升。

当前中国也需要研究透世界发展的规

律，坚定不移、按部就班地做好该做的事情，

中国只要按部就班地走完这三个阶段，再加

上未来20年世界自身的发展进步， 到21世

纪中叶，中国经济达到世界主流发达国家的

水平，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新常态”既是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常态，

也应该是经济治理理念的新常态。 我们要长

期保持中高速发展， 就需要建立一整套经济

治理理念，并且继续完善这些理念，本书就是

回顾这一系列过程，并阐释一些新的理念。 笔

者在书中利用的大部分内容是自己的研究成

果，诸如通胀理论、经济压制理论、精准调控

理论等原创理论就是这样一种探索。

日常经济中的隐性动机

□史蒂芬·列维特

很多时候， 最明显的东西反而是最难

看到的东西。

至少对年轻时候的我来说，上面这句话

真的非常适用。 20世纪90年代末，我还是一

名年轻的经济学家， 而那时的经济学界正处

于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那段时间，我有幸就

读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 这两所备受

尊敬的学府正是当时经济学新浪潮的中心。

从历史来看， 经济学的主流是理论经

济学。 经济学的最大发展是由一些高智商

的家伙推动的，他们建立复杂的数学模型，

用抽象的理论来解释世界上种种现象的原

理。但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提高和大数据

的兴起，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学界发生

了明显的转型。 实证研究———即对现实世

界中数据的分析———成了很多经济学家的

工作重心。 这对年轻时候的我而言可谓一

个福音，我早已发现自己并非高智商人士，

根本没有什么厉害的理论眼光， 因此我决

定转身投入茫茫的数据海洋之中， 希望能

从中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但是， 当时做实证研究的最大挑战是

（其实现在仍然是这样）：如何搞清楚两个

变量之间到底是真正的因果关系， 还是只

存在相关关系？ 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很

重要呢？ 如果两个变量之间真的存在因果

关系， 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运用这种关系

来制定公共政策， 对这个世界的运行原理

也可以多一分了解。

遗憾的是， 因果关系是极其难以证明

的。 要证明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好

的方法是通过 “随机实验”（randomized�

experiments）。 正是因为这样，美国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才要求所有新药在获批之

前必须经过随机实验。但是，经济学和化学

不一样， 药品可以在实验室里用随机实验

的方式来测试， 而经济学家感兴趣的问题

却很难通过这种方法解决。 因此，我们不得

不花大量的精力去寻找“偶然实验”（ac-

cidental� experiments）。 所谓 “偶然实

验” ，即现实世界中恰好发生的某种与随机

实验性质相类似的事情。比如，飓风摧毁了

A城，但是B城却安然无恙，我们可以认为

飓风袭击城市是一件随机的事情。 另一个

例子是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 高等法院

的判决结果使得堕胎合法化。 在有些州，堕

胎的概率因为上述事件的发生有了显著变

化，而在另一些州，堕胎的概率则未发生变

化。 如果我们把那一时间段中出生于不同

州的婴儿的日后命运进行比较， 我们就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看清堕胎政策对社会的影

响，甚至进一步回答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例如，如果一个父母不想要的孩子出生了，

那他以后的人生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没错， 这就是我以及很多其他经济学

家每天所做的工作———寻找我们需要的

“偶然实验” 。

但是，某一天，我遇见了一位年纪比我

小几岁的经济学家，从此我的人生改变了。

这位经济学家和我的背景截然不同， 他没

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就读过， 他本

科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史蒂文分校， 而博

士学位则是从怀俄明大学取得的。 他的第

一份工作是在中佛罗里达大学教书———不

得不说，这所学校实在算不上是一流名校。

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叫作约翰·李斯

特。 约翰·李斯特和我不同，和其他知名的

经济学家都不同， 他当时正在极力探索和

推广一个全新的领域。 现在来看，这种新的

经济学研究方法不仅非常自然， 而且极其

合理——那就是在现实世界中进行经济学

的随机实验。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基

本上没有其他人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 考

虑到经济学界的传统， 以及之前的经济学

家所设定的规则等，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可

以这样做： 在现实世界中进行我们想要的

设定，然后开展随机实验，而实验对象根本

不知道自己正在参与某项实验。 事实上，居

然是一位卡车司机的儿子告诉我们， 可以

这样进行实验。

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偏见的例子。如

果一个人用一种带有偏见的态度来对待他

人， 那么这个人就被定义为一个种族歧视

者、性别歧视者、同性恋恐惧症患者，诸如

此类。但是，却没有人会注意这种表面偏见

行为背后的隐性动机， 这种动机可以是反

感、厌恶，或者是对他人赤裸裸的仇恨。 约

翰·李斯特和尤里·格尼茨的实验（详见本

书第6章和第7章）， 显示了歧视现象背后

的隐性动机，令人意外的是，有时候这种动

机并不是对某一人群的真正仇恨， 而只是

为了赚取更多的钱财。

对我来说， 真正的天才就是能够发现

某些已经十分明显， 但所有人却视而不见

的事实的人。 在这样的定义之下，约翰·李

斯特和尤里·格尼茨无疑属于天才的范畴。

他们是过去50年里经济学界最重要的创新

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这本书讲述的就是关

于他们的随机实验这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

故事。 通过阅读本书，你将会看到，在聪明

细致且富有创新精神的研究者手中， 随机

实验的方法几乎可以解决世界上的一切经

济学问题。 这个领域的唯一局限就是实验

设计者的想象力可能不够丰富。

实地实验（约翰·李斯特和尤里·格尼茨

因此而闻名）不仅是一种有力的经济学研究

工具， 同时也是一种非常具有趣味性的研究

方法， 这一点你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一定可

以体会到。我衷心地希望你可以像我一样，从

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获得乐趣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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