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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乔布斯引领苹果产品。从战略上理解就是，乔布斯对未来消费趋势的
主动判断和提前控制。在此基础上，为消费者提供具有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来
满足消费者，从而在企业组织内部获取内在的组织能力。乔布斯通过对苹果公
司产品线的重新布局，不仅使苹果公司摆脱了经营上的困境，做大了企业，而且
还让苹果公司在这一特殊时期成为时代的领导者。也就是说苹果公司在乔布斯
的领导下，成功实现了企业的复兴，而且成为时代的强者。

点评：乔布斯被认为是计算机业界与娱乐业界的标志性人物。苹果精神的
缔造者乔布斯去世了。乔帮主经历过痛苦的失败和辉煌的成功，他短暂的一生
给人类留下无限精彩，他的名字跟创新连在了一起，他也让人们知道，一个企业
家，原来也可以让全世界如此顶礼膜拜。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乔布斯：苹果精神的缔造者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魔鬼交易员：招致 20亿人间蒸发

事件：2011年 9月 15日，瑞银（UBS）20亿美元人间蒸发，随后警方抓获
了该事件的主犯，一位名叫阿杜伯利的交易员。他通过反向操作进行的一笔
“未经授权的交易”使瑞银损失了接近一个季度的利润。对于瑞士银行来说，
阿杜伯利的事件只是它近年来一连串不幸中的最新一个。这家全球目前最大
的私人银行正在遭受着严酷考验。

点评：此次 20亿美元的意外损失可能抵消掉瑞银一个季度的利润。对于
刚从金融危机的阴霾中逐步恢复的这家银行来说不啻为重大打击。虽然 2010
年盈利 78亿美元，但瑞银还面临着其他方面的麻烦：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
瑞银交出了 4500个可能存在偷逃税款情况的美国私人账户，这使得它在富
裕私人客户中名誉受损，正待重建。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默多克：丑闻背后的传媒帝国

事件：过去一直被《世界新闻报》用来到处探查名人的高密度媒体显微
镜，现在反过来对准了默多克自己。随着丑闻被丝丝剥开，警察发现近 4000
人可能成为了非法窃听的受害者。调查进一步发现，默多克的媒体帝国似乎
与警方有着一种极为密切的不法关系。目前除了英国的调查，FBI已经对新
闻集团雇员的行为展开了调查，事态正朝着这一积极的方向发展。这些调查
必须要完全公开默多克旗下媒体不负责任的行径。

点评：归根结底，默多克赚钱靠的是给予人们所想而非所需。如果他开的
是杂货店，那么他会卖糖果、冰淇淋和蛋糕，而不会是蔬菜、水果或乳制品。无
论他卖什么，肯定不会是有营养的东西，而是富含糖和脂肪的玩意。换句话
说：现在有不少媒体报道利用的是八卦和谣言，而默多克会走得更远。

事件：“三座大山”都涉及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钱。如何筹集所需的庞大资
金，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明确主张提高消费税。关于这个问题，民主党内部也意见
不一。即使野田佳彦能摆平内部分歧，并以民主党在国会的优势强行通过增税法
案，付出的代价很可能是让民主党丧失执政地位。在经济长期低迷、国民收入增
长乏力的背景下，增税这种从选民手中“切蛋糕”的做法，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

点评：在经济增长战略方面，野田主张给企业减负，增加企业的经济活
力，为此，野田主张减少法人税，并认为要促进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
目前来看，野田佳彦手中没有能预测未来的“水晶球”，在破解经济难题方面，
留给他腾挪的空间并不大。即使他有幸顺利干到 2012年 9月任期结束，指望
在一年内解决困扰日本 20多年来的经济沉疴，无疑是天方夜谭。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野田佳彦：难解日本经济长期低迷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默科齐：应对欧元区危机统一立场

事件：随着双方加强重塑欧元区信心的努力，两位领导人逐渐被赋予“默
科齐”的称号，他们希望对可能通过修改欧盟条约实现的更多强制预算纪律
达成一致，并在峰会中得到 27个成员国批准。现在棘手的问题是，默克尔希
望通过欧盟机构的否决权来控制欧元区成员国预算，那需要修改欧盟条约，
而法国希望对违规国家实施制裁来控制预算。

点评：德国和法国在应对危机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双方在一些问
题上仍存在分歧。默克尔可能会推翻德国央行的反对态度，支持欧央行在短
期扩大问题国债券购买计划。在更紧密财政联盟方面，德国和法国希望统一
复杂的条约修改程序，将他们的预算提案打包成一个单一的修正议定书。他
们希望避免议会投票，并减少国家公投的需要。

事件：西班牙大选尘埃落定，反对党主席马里亚诺拉霍伊将接替此前
宣布放弃参选的现任首相萨帕特罗组阁。至此，不到一年时间，遭遇欧
洲债务危机打击的爱尔兰、葡萄牙、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实现了政
府更迭，五国的领导人纷纷成为欧债危机的“炮灰”。欧洲人希望，新人
上台能带领这些国家早日走出危机，但换人成效如何，目前还是个未知
数。

点评：各国新政府虽普遍承诺，将带领国家走出债务危机，进入经济复苏
的轨道。但摆在新政府面前的每道难题都不轻松，如尽快完成与外部援助方
谈判、落实严苛的财政紧缩政策、挤压楼市泡沫、改革劳动力市场以及重组银
行业等。因此，市场不应期待“欧债五国”新政府能够迅速扭转经济形势。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五国首脑：欧债压力“集体”下课

环球财经十大新闻人物

事件：“梅普组合”正式形成于 2008年。3年多来，两人各尽其能，密切协
作，虽遭遇种种困难，但他们的组合使俄基本实现了稳定发展。未来的 12年
普京很可能再掌大权。从积极面上来讲，俄罗斯社会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
持稳定，特别是普京在第二任总统任内所制定的 2020年前俄罗斯发展纲要，
实际上，这个纲要近 4年来一定程度上还在延续。

点评：不论是普京的发展纲要，还是梅德韦杰夫的现代化方针。普、梅近
日的决定将延续两人多年来的政治、经济、外交方略，得之不易的国家和社会
稳定将得以延续。然而“梅普组合”也存在一些缺陷，其中最突出的是，目前的
官僚体制，特别是目前的权力结构长期稳定的话，容易造成官僚僵化。在某种
程度上不利于俄罗斯进一步的改革，包括它的社会组建和经济发展。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梅普：易位重在政策延续

事件：英拉 2011年成为泰国首位女总理，但宣誓就职不久后，泰国就遭
逢 70年来最大洪灾。如今洪灾虽已结束，但灾后浮现的经济以及社会对立冲
突问题，都是英拉未来执政的挑战。此外，灾后恢复经济是第二大挑战。因为
不少工业区无法很快恢复营运，许多人因此失业，而不少受灾厂商没有保险
需要政府救援，都是洪灾后亟待解决的问题。

点评：可以说，对于 2011年 7月份当选的英拉来说，目前她和自己的内
阁成员还处于“磨合期”。面对肆虐的洪水涌向首都曼谷，新一届的泰国政
府并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如果英拉仍然坚持自己的“平民政策”，而忽视
目前影响泰国经济的各种因素，极有可能造成泰国经济失控，那时她将自
食丢掉选民的恶果。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英拉：抵御洪水提振泰国经济

事件：如果说，柳传志是中国第一代创业家的代表，宏达国际电子公司
董事长王雪红则是新一代创业家中的标杆。在许多人眼中，王雪红是台湾经
营之神，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的女儿，是衔着金钥匙长大的富二代，但她
却拿着抵押房子换来的 500万新台币独立创业。经过多年的艰辛历程，终于
成就了 HTC 在全球智能手机领域领先的地位。王雪红不仅为新一代企业家
树立了成功样本，也树立了价值典范。

点评：在她身上体现了创业者的执着和坚韧。王雪红的创业之路是挑战
权威的历程，从生产电脑芯片组到进入智能手机市场，从代工到建立自主品
牌，她敢于挑战英特尔、苹果等国际巨头，靠产品和技术赢得了市场认可和
业内尊重，印证了她的睿智和能力。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王雪红：自主创新挑战国际巨头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拉加德：风口浪尖上的新掌门

事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任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拥有温柔与铁腕
并存的特质，被称为金融世界的可可-香奈儿。她不仅是法国首位女性财政
部长，也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在任时间最长的财政部长。2011年 6月 28日
当选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总裁，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 70年历史中
第一位女性掌门人。

点评：她的任务并不轻松。IMF很快卷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新的 IMF总
裁必须一方面和欧洲分歧巨大的领导人协商，一方面对如何使用自己资源
做出最好决定。她得走出去，展示自己的独立性，但很多欧洲人肯定会因 IMF
又出现了一个欧洲领导人而放心。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苹果第一大的代工生产国，但如果仅
仅停留在这个阶段，我们将继续怀念哀悼下一个乔布斯，而无
法像美国人那样带着一种骄傲去哀悼一位天才的隐去，期待
下一位天才的到来。虽然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创新精神的
传统，但是创新精神这个概念就昭示着这种传统是不需要继
承，只需要开创的。如果我们能更为自由、开放地去建设中国
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终有一天，中国也将产生自己的伟大
创新者。”

诚然，人人都有悼念乔布斯的权利，但人人也有不悼念乔
布斯的权利：乔布斯的成功是源于对自己生命价值的坚持和
面对挫折的坚忍不拔，如果真想学习乔布斯的伟大，抛开社会
环境等外在因素，我们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尊重自己的存在价
值，否则，永远也成不了真正的乔布斯。

乔布斯之死让罩在他身上的神圣光晕越发浓烈，然而窃
以为，还是浑身毛病的乔布斯更让人觉得可敬可亲……他既
是“极端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也是“功利十足的实用主义者”，
乔布斯天赋异禀，成功难以复制，可以复制的是成就他的环境
和制度，这才是乔布斯精神遗产可以泽被人类，也可以被肆意
挥霍、浪费，一直加以山寨、扭曲的要害。

乔布斯大吃创新蛋糕

是推销艺术还是工程实力？是天才创意抑或冷酷无情？又
或者仅仅因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天生就具有远见卓
识和无可挑剔的品味？无论乔布斯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是什
么，他的天才能力可不止一点。甚至他的“副业”皮克斯(Pixar)
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苹果(Apple)是乔布斯的初恋，他白
手起家创立了这家公司，后来又从悬崖边上把它拉了回来并
打造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也难怪我们许多人对乔布斯
的去世感到难过———他要活着，准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我每天的生活都是在电脑前度过的，是乔布斯的诸多创
造让我的生活更美好。但奇怪之处在于：我拥有苹果产品的时
间从没有超过两周，两周时间已足以让我放弃，并把它退还给
苹果公司了。（顺便说一下，苹果公司的顾客退货部也是让人
无可挑剔！）我的 Macbook Air硬件炫极了，可软件有些花里
胡哨，界面也不够直观。我的 iPad华丽得很，可它太重了，不
太喜欢无线网络，而且直到我在 Windows笔记本电脑上进行
了一些极其荒谬的操作之后，它才可以开机。

苹果从来没有从我身上赚到过一分钱。那么，为什么我要
说史蒂夫·乔布斯改善了我的生活呢？理由是，我被各种外观
出色效率出众的技术所围绕，正是因为其它公司都在追随苹
果的脚步。若不是苹果对 WIMP（窗口、图标、菜单和光标）环
境的改进和推广，我们不知要多久才能等到微软(Microsoft)的
图形界面———那会是多么可怕的一种情形啊！很难想象，要不
是因为苹果的漂亮字体，比尔·盖茨(Bill Gates)会对字体产生
多大的兴趣。除了台式机以外，我还有类似的经历告诉大家：
我有一部 Android手机，它欠 iPhone的可不止一星半点；我还
在期待可以拥有一台能与 Mac Air相媲美的 Windows 笔记
本；还有，世界上的每一台平板电脑都应该向 iPad致以敬意。

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其中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创新收益
的分配不尽合理。换成更通俗的话讲，一位企业家烤熟了蛋糕
之后，自己只能保住薄薄的一块。不由让人担忧这是否会阻碍
创新；在某些行业，创新者想到自己必须承担巨大的风险并投
入巨大的成本，而全社会坐享其成，希望凭空分得收益，可能
会感觉灰心丧气。但在计算机行业，似乎还有数不清的企业家
乐于为了那微小的一份社会收益而冒险。

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于 2004 年发
表的一篇论文，试图准确地计算出这一薄片到底有多薄。诺德
豪斯认为，创新者在其发明所产生的社会总收益中仅能收获
“微不足道的”2.2%。其它 97.8%则造福了消费者，部分原因是
竞争对手们很快就赶了上来，还有部分原因是没有一家公司、
哪怕是垄断企业，向每位消费者收取的价格能够与其个人愿
意付出的数额相符。

诺德豪斯教授的估算充其量可以被看做一种推测，部分
原因是他只能够集中研究那些促进生产成本下降、进而降低
价格的发明创造。如果那就是衡量标准，万维网(World Wide
Web)和盘尼西林(penicillin)等发明勉强说来也算符合。不过，
我觉得可以有把握地说，万维网创造者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和盘尼西林的发现者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 从他们的创意想法给社会带来的总价值中收获的份
额远远低于 2.2%。

乔布斯是一个例外吗？使我注意到诺德豪斯论文的是《投
资者年鉴》(Investors' Chronicle)的克里斯·迪洛(Chris Dillow)。
他认为，乔布斯在品牌塑造和设计方面的天分帮助苹果公司
从创新者的蛋糕上分得了出奇大的一片。或许他说的对。苹果
的股东们近几年无疑赚得盆满钵盈。但更多的收益还是流向
了顾客———而且不仅仅是苹果的顾客。

中国何时才能出乔布斯？

这年头，在亚洲几乎没有什么美国英雄。史蒂夫·乔布斯
(Steve Jobs)是一个最大的例外，他广受钦佩的原因是他被视
为白手起家的美国人的典范。对于很多粉丝而言，特别是中国
粉丝，这位已故苹果(Apple)首席执行官是一个令人不自在的
信号，提醒着中国人，要想培养出一个拥有类似成就和境界的
人，他们的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然，目前尚不清楚，究竟需要哪些条件才能培养出一个
乔布斯。但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家培育出同样的创业文化的中
国人认为，中国缺少几个要素，它们大多与两个领域有关：教
育和金融（尽管众所周知，乔布斯曾从大学辍学）。

另一项巨大挑战在于确保好的创意得到融资。在亚洲金
融危机即将结束时，被视为处于亚洲科技公司前沿的三星
(Samsung)创办了一家风险投资分支机构。当时，这家公司正奋
力存活下去，为了削减成本而被迫裁掉工程师。该公司发现，
被裁掉的工程师中，有很多人在离开这家大公司之后比当初
在这家大公司工作时还要高产，因此，该公司创办了自己的风
险基金，投资于前员工组建的初创企业。

中国也在艰难应对挑战，确保企业家和较小的公司能够得
到所需的融资。如今，中国金融体系的结构仍围绕着国有企业
的需求和要求。这些庞然大物继续得到大部分银行贷款，支付
人为压低的利率，尽管它们在经济产出中的比例却日益缩小。

在这个利率受到严格管控的世界里，银行不愿贷款给中
小企业，更别提初创企业了，因为它们无法收取足够高的费用
来弥补风险，而且这些企业缺乏足够的担保。

中国的资本市场仍不发达。对于小企业和初创企业而言，
影子银行更类似于典当行或高利贷。尽管中国建立了数百家
私人股本和风险基金（初创企业融资的最适当来源），但现在
很多基金似乎更关注于融资，而非找到下一个乔布斯。

较小企业和初创企业在影子银行体系之外获得资金的难
度现在已成为政府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影子银行体系中，贷款
利率被人为抬高。日前，中国国务院宣布，将采取措施，呼吁银
行为较小企业提供更多信贷，承诺放松贷款标准，并表达了对
风险投资等另类融资渠道的支持。

（本文作者系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蒂姆·哈福德）

乔布斯：
重塑世界的科技创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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