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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

作者：杨涛 杜晓宇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内容简介：

当前是我国经济社会加快恢复发展的关键时期，主动探索新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引领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健康发展方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本书精选学术、金融机构以及科技企业十余位专家学者的研究心得，为读者在绿色金融如何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这一重大问题上提供借鉴和思考。

作者简介：

杨涛，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杜晓宇，腾讯金融研究院秘书长。

协同共生论

作者：陈春花 朱丽等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作者及其团队在过去10年深入一线实践，探索数字化时代有利于价值创造的新组织模式，以及个体和组织的进化路径。 他们研究发现，只有多样性交互作用，才能产生新的价值，系统才能从无序到有序。 本书探讨了协同共生的效应，提出了协同共生的框架和管理模型，探索了数字技术如何通过协同共生重构企业价值。

作者简介：

陈春花，北京大学王宽诚讲席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朱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财报掘金

作者：张新民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拒绝做“商业盲人” ，从读懂财务报表开始。 本书语言通俗易懂，案例鲜活有代表性，即使是财报小白，只要按照书中一步步的引导，也能很快看懂三张报表；如果是财会工作者或企业管理人员，还能从报表中挖掘出企业的发展潜能，为企业的发展建言献策，从而有力提升自身的职场竞争力；如果是资本市场股票投资者，读懂财报会为资产保值增值保驾护航。

作者简介：

张新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财政部会计名家。 长期致力于中国企业财务报表分析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好服务，这样设计

作者：黄蔚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介绍了众多国内知名企业实践服务设计案例，所涉及的行业包括金融、出行、养老、餐饮、教育、新零售、财富管理等。 在每个案例中，作者都对该案例的背景与挑战、发现与洞察、过程、结果、价值等做了详细介绍。 本书能帮助读者详细地了解服务设计的实践过程，加深对服务设计理论的理解，提高服务设计能力。

作者简介：

黄蔚，桥中创始人，全球服务设计联盟（SDN）上海主席。 致力于赋能商业，协助企业打造创新型组织。 曾获得“上海市巾帼建功标兵”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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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公司治理 助力基业长青

●张鹏

当前市场上关注股权激励的人

群日益增多。一方面，需求创造供给，

未上市和已上市的企业资源越来越

多， 股权激励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公司治理的理念日益深入

人心，现实迫切需要一套规范可行的

制度安排，最大程度确保利益攸关者

的理念、行为相一致。

《宁向东讲公司治理：共生的智

慧》 一书以作者数十年公司治理领

域研究积淀， 结合中国企业实际经

营场景与需求， 直击公司治理种种

痛点。

真正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不等同

于简单的股权分散， 也不是简单地

为内部人控制保证效率性， 而是一

种全方位利益平衡的机制， 是一个

有助于多方共赢共生的观念体系和

制度体系。而学习公司治理的好处，

可以帮助我们厘清公司利益的底层

架构，不入僵局、不立危墙之下。 正

如作者所说，“好的公司治理作用

只有两个： 一是让想干事的人能干

事，有机会干出一番事业；二是让不

认同和不能干的人， 在恰当的时候

离开。 ”

《宁向东讲公司治理：共生的智

慧》 全书20讲基本涵盖了一家企业

从小到大，在公司治理方面会遇到的

主要问题。 前10讲主要讨论有限责

任公司的基本治理问题，讲解基本概

念，这部分内容主要适用于早期的创

业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后10讲主要讨

论股份有限公司和上市公司的治理

机制，内容偏重大型企业的情况。 让

人印象最深的是作者从“宝万之争”

看中国公司治理。 “宝万之争” 即前

几年轰动一时的宝能对万科的收购

案，是一则可以写进中国商业史的经

典案例，而其中更大的价值在于商业

范畴广泛的争议和思考：知识的价值

和资本的价值该如何被认识，管理者

团队和控股股东该如何妥协，商业伦

理和秩序又该在何种法制范畴下被

规范。

从作者的角度来看，万科是一家

业绩优秀的公司，一家令人尊敬的公

司， 多年来也得到了 “治理结构优

异” 的美名，但是万科是典型的内部

人控制，只是这个内部人在较长时间

里，保持着强烈的成长动机和企业家

精神。 当然，作者对于内部人控制并

非全盘否定，而是认为应该一分为二

地去看待和判断，不能把内部人控制

的效率性和好的公司治理画等号。 作

者还认为，好的公司治理，一定产生

于严格的监管环境中。

当前正值股权和权益投资的大发

展期，我们投资股权、股票、基金也要

懂它们背后的公司、 管理人的公司治

理。实际上，国内的投资人和投资机构

对于公司治理， 并未放到一个高度重

视的层面上。相反，国外大型投资机构

对于公司治理、ESG等方面非常重视。

作者认为，好的公司治理，不仅仅是在

企业顺风顺水的时候发挥作用， 更重

要的是在企业遇到危机时， 公司治理

机制可以发挥保护企业法人利益的作

用； 当创业者或经理人的企业家精神

衰退了，它依然可以起作用，可以助力

企业家精神的不断完善。 期待中国企

业积极实践和完善公司治理， 只有造

就更多基业长青的企业， 投资者才会

有更多的长期投资机会。

在真实世界探寻经济学魅力

●彭忠富

经济学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并

不是虚无缥缈的玄学。经济学的实验

室就是真实的世界，与社会大众的衣

食住行等经济活动息息相关。

陆游在《冬夜读书示子聿》中吟

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 ” 其实国人早就意识到理论和实

践之间的辩证关系，经济学当然也不

例外。 周其仁在其著作《真实世界的

经济学》中指出：“学问学问，重点在

问。 有了问题做驱动，你就会主动学

知识，学习动力更大。 人类创造了那

么多丰富的知识，没有人可以将它们

完全掌握。 但如果有问题做驱动，在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相关知识汇聚

到一起，你掌握到的知识将是非常丰

富，且非常有意义的。 对青年学者而

言， 如果要成为一名出色的经济学

家，就要想办法在经济学知识的海洋

里做出一点增量，或者解决一些实际

的问题。 ”

真实故事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

为它们往往与大家公认的逻辑相抵

触。 “公认” 会发生的没有发生，而

“公认” 绝不会发生的事却偏偏发

生。 这本书所要揭示的， 就是这类

“与常理不合” 的真实，将经济学置

于真实世界， 使得理论不凌空蹈虚，

而是从问题出发，有的放矢，切中肯

綮。 不管是经济改革还是教育问题，

抑或企业的人力资源，每一个实例都

不只是这个领域的案例，而是可以触

类旁通， 用来解开其他领域的难题，

并经受时间的考验。

立足于真实世界来阐释相关理

论，因此大量真实案例的运用与剖析

成为本书的鲜明特色。 以第三章《企

业家研究》中“景气低迷中的企业家

行为” 为例，作者认为，景气低迷对

经济增长也会有所“贡献” ，因为它

常常导致重组和创新活动密集进行，

驱动经济增长沿着结构更新、品质提

高和技术、 组织创新的路径前进，很

多出奇制胜的动作是景气低迷时完

成的。最重要的学习也是这个时候进

行的，因为它逼得你此时非学非创新

不可。

为了证明 “企业和企业家在景

气低迷时期的行为，对长期经济增长

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作者谈到了三

个真实的案例：一是冰箱的门，二是

酒，三是豆浆大王。在景气低迷阶段，

这三个行业中的部分企业做出了相

应的改变，赢得了市场先机，更进一

步奠定了自己在市场活跃期的领导

地位。这些改变，究其本质而言，就是

一种创新。

以酒为例，“酒是陈的香” 。 但

是，消费者买到的酒究竟有多“陈” ，

从来没有成为我们这样一个酿酒大

国里酒品的卖点。欧洲生产的酒不但

“越陈越香” ，而且“越陈越贵” 。 他

们把酒的年头标在酒瓶上，多一个年

头多一分价钱。现在国内也有标明陈

酒年份的酒，据作者考证，第一个标

明年份的是古井贡酒。 市场上有“五

年古井” 和“十年古井” 等，年代不

同，价钱不同，越陈越贵。

古井贡酒通过这次创新后，消费

者不但可以喝到不同年份的陈酒，多

了一份口福， 厂家也多了一个卖点，

增加了突破景气低迷的力量。 当然，

古井贡酒玩“年份酒” 成功以后，其

他的名酒厂也群起仿效。

通过以上对“古井贡酒” 案例的

剖析，作者指出，景气低迷是完成市场

重整和企业重组的良机。 市场出清劣

质公司，多半是在不景气之时。所谓竞

争优胜劣汰， 多数情况下都不在行业

景气时。试想，无论谁生产的东西都能

卖得脱销，此时谁优谁劣能分得清吗？

一个经济体要是没有优胜劣汰法，产

品如何更新换代，经济结构如何优化，

经营活动的质量如何提高？因此，市场

越低迷， 企业越两极分化， 到一定时

候，该淘汰的淘汰，该重组的重组，该

兼并的兼并， 能存活下来的一定是顺

应时代不断创新改变的企业， 这就是

经济界的自然生存法则。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收录的文

章虽然多为2000年前后写就，但对于

今天的经济活动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周其仁这样介绍此书：“本书的书名，

是要表明我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

向往。 真实世界里的经济学，是可以

向真实世界里的普通人诉说的。 ”我

们不能做象牙塔里的学问人，还要到

书外的真实世界里求“甚解” ，从而

在真实世界里领略到经济学的独特

魅力。

书名：《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作者：周其仁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书名：《宁向东讲公司治理》

作者：宁向东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绿色金融

内容简介：

当前是我国经济社会加快

恢复发展的关键时期，主动探索

新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将碳达

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

体布局，引领世界经济健康发展

方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本书

精选学术、金融机构以及科技企

业十余位专家学者的研究心得，

为读者在绿色金融如何助力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这一重大

问题上提供借鉴。

作者简介：

杨涛，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

室副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

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杜晓宇，腾

讯金融研究院秘书长。

协同共生论

内容简介：

作者及其团队在过去10年

深入一线实践，探索数字化时代

有利于价值创造的新组织模式，

以及个体和组织的进化路径。 他

们研究发现，只有多样性交互作

用，才能产生新的价值，系统才

能从无序到有序。 本书探讨了协

同共生的效应，提出了协同共生

的框架和管理模型，探索了数字

技术如何通过协同共生重构企

业价值。

作者简介：

陈春花， 北京大学王宽诚讲

席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

商学院院长，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

管理学院教授。朱丽，北京大学国

家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作者：陈春花 朱丽等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财报掘金

内容简介：

拒绝做“商业盲人” ，从读

懂财务报表开始。 本书语言通俗

易懂，案例鲜活有代表性，即使

是财报小白，只要按照书中一步

步的引导，也能很快看懂三张报

表；如果是财会工作者或企业管

理人员，还能从报表中挖掘出企

业的发展潜能，为企业的发展建

言献策，从而有力提升自身的职

场竞争力；如果是资本市场股票

投资者，读懂财报会为资产保值

增值保驾护航。

作者简介：

张新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副校长， 会计学教授， 博士生导

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财政部会计名家。 长期致力于中

国企业财务报表分析理论与方法

的研究。

作者：张新民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好服务，这样设计

内容简介：

本书介绍了众多国内知名

企业实践服务设计案例，涉及的

行业包括金融、 出行、 养老、餐

饮、教育、新零售、财富管理等。

在每个案例中，作者都对该案例

的背景与挑战、 发现与洞察、过

程、结果、价值等做了详细介绍。

本书能帮助读者详细地了解服

务设计的实践过程，加深对服务

设计理论的理解，提高服务设计

能力。

作者简介：

黄蔚，桥中创始人，全球服

务设计联盟（SDN）上海主席。

致力于赋能商业，协助企业打造

创新型组织。 曾获得“上海市巾

帼建功标兵” 等荣誉。

作者：黄蔚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作者：杨涛 杜晓宇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