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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日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简称“美联

储”。它既不是“联邦”，更没有“储

备”，也算不上“银行”。那么“美联

储”从何而来？

为避免 1907 年的“银行危机”
再度发生，1913 年，美国国会在通
过了联邦储备法案的基础上，在伍

德罗·威尔逊总统签字授意下，1914
年 11 月 16 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
正式成立。

联邦美国储备系统创建的主要

目的是解决银行业恐慌，保护消费

者的信贷权利，管理国家的货币供

给。当然，《联邦储备法》中也规定了

美联储的其他目的，如“提供一个有

弹性的货币”，“在美国建立一种有

效监管银行”等。

在“罗斯福新政”之前，美联储的

职能只是限于“服务”；而在新政之后，

经过金融系统的改革，美联储的职能

开始更加倾向于“管理”，通过国家的

调控实现对银行系统的调节，保证经

济平稳发展。通过法定准备标准、贴现

率、公开市场业务三项职能，美联储发

挥着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

然而近年来，美联储一直持有

诸如黄金、短期国库券及商业银行

短期借据等相当安全的资产。但金

融危机改变了这一切。在过去两年

里，美联储系统的资产负债表规模

增加了一倍，旗下 12 家联邦储备银
行纷纷买入抵押贷款证券及美国中

长期国债。这意味着美联储正在面

临银行挤兑的危机。

（11月 13日—11月 19日）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正式成立
南林

一周史记
1914年 11月 16日 11月 13日：

1989年 11月 1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1989年度日
中经济协会访华团。

11月 14日：
1989年 11月 14日，联想集团公司在京成立。

11月 15日：
1989年 11月 15日，中美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

组织的双边协议。

2008年 11月 1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
济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幕。

11月 16日：
1914年 11月 16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正式成立。
1987年 11月 16日，中国首家股份集团嘉陵集团成立。

11月 17日：
1998年 11月 17日，上海宝钢集团公司正式成立。

11月 18日：
1996年 11月 18日，NBA状告 CNBA侵犯其商标专用权。

11月 19日：
1995年 11月 19日，江泽民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三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江湖

日前微软正式宣布 Skype接管 MSN服务。全球各国都将
停用 MSN，并将所有用户转移到 Skype上来，但中国内地除
外。1995年，微软正式推出 MSN在线服务。此后 10多年，MSN
曾给用户与业界带来多处亮点，也曾整合微软多项业务。在

2005年之前，MSN 一直是互联网行业新趋势的领导者，或者
至少是最早参与者之一。

MSN 从管理团队到产品开发、合作策略上存在不稳定和
多变性，最终使 MSN 的市场空间变得越来越窄。面对江河日
下局面，微软终于选择对 MSN业务动大手术，以应对 Face原
book、Twitter等强势社交网络咄咄逼人的竞争。如果微软在中
国整合 Skype和 MSN，将面临复杂的架构调整，这不是短时期
内能够完成。正因为上述复杂原因，微软不得不宣布中国区

MSN与 Skype的整合暂缓。

衰落

微软正式宣布 Skype接管 MSN服务

全球畅销款的香奈儿“5号香水”近日遭遇重大难题。由
于该款产品含有可能导致过敏的成分，被欧盟列入建议禁售

产品清单。诞生于 1921年的香奈儿“5号”可以说是世界上最
著名的香水之一，这或许是香奈儿“5号”“出生”以来面临的
最大一次生存危机。不过，香奈儿中国随后发布声明称产品是

安全的。

香奈儿中国在声明中称其产品非常安全，并在产品生产

过程中始终恪守相关行业规定。据悉，欧盟日前已经为化妆品

制定了一份含有 26种可能会导致过敏的成分清单。如果含有
其中任何一种成分都必须在产品外包装上注明，充分告知消

费者。此外，欧盟正计划完善这份潜在致敏原的清单。

禁售

香奈儿“5号”面临生存危机

高管流失、业务受挫的盛大集团近日终于迎来利好消息。

盛大集团任命前美林董事邱文友为盛大总裁兼盛大文学董事

长，并分管除盛大游戏以外其他业务线相关工作。邱文友在投

行界从业多年，曾参与亚信、新浪、巨人网络、盛大互动娱乐、

盛大游戏等公司的 IPO，也参与了盛大的私有化退市，有着较
丰富的资本运作经验。邱文友的到任填补了集团总裁的长期

空缺。近来盛大逐步淡化实业而强化投资更加注重赚快钱的

做法在业内引起争议。分析人士认为拥有投资背景的邱文友

“将会直接帮助盛大文学上市”。

盛大空降新总裁欲止血自救

波音公司日前表示将重组防务、航空和安保业务，管理岗

位比 2010年减少 30%，作为成本削减计划的一部分。作为五
角大楼的第二大供应商，波音公司宣布将关闭加利福尼亚州

的部分工厂，巩固数个业务部门，在实现 2010年以来减少 22
亿美元开支的基础上，计划在 2015年年底前削减 16亿美元
的成本。重组消息传出后，波音公司收回早前跌幅。当天早些

时候，波音公司股价下跌 2.27美元，跌幅 3.2%。

重组

波音公司内部重组再削减 16亿美元成本

11月 6日晚间，国投瑞银公告宣布总经理尚健离职。与
业内大多“市场派”、“投资派”出身的总经理不同，曾在华安

基金和银华基金分管过产品开发的尚健对于基金产品本身重

视程度极高。在瑞福分级顺利转型后，尚健却选择了意外离

开。尚健是今年离职的第 10位基金公司总经理，如果加上副
总经理、督察长等高管，今年的变动则超过 50起。

近三年来，有 2/3的基金公司最高层管理者“换人”。分析
人士指出，近年来基金公司高管的频繁变动一方面反映了基

金公司管理层的高度压力以及人才流动的高度市场化，市场

普遍关注的基金公司管理层及员工激励机制的缺失，也是导

致部分高端人才流失的原因之一。

离职

国投瑞银总经理尚健意外离职

日前，江西赛维 LDK 太阳能有限公司创始人彭小峰已卸
任赛维 LDK首席执行官一职。该职位由原赛维 LDK总裁佟兴
雪接任。彭小峰将继续担任赛维 LDK董事会主席。彭小峰认
为，“将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角色分开，董事会新增加极富

经验的成员，有助于提升公司治理能力，并将使公司处于更加

有力的地位”。

彭小峰于 2005年 7月创立江西赛维 LDK 太阳能高科技
有限公司，2008年 8月，该公司成为世界第一个实际产能进
入吉瓦俱乐部的光伏企业，2009年实现硅片出货量超过 1000
兆瓦，是世界上唯一年销售量超过 1吉瓦的光伏企业。

卸任

赛维 LDK创始人彭小峰卸任首席执行官

近日，年营收超过 36亿美元、全美最大酒业公司百富门
公司（Brown-Forman）在中国再传涉贿丑闻。据悉，百富门还拖
欠经销商相关费用近千万元，并被经销商诉至上海仲裁委员

会申请仲裁。

其实，百富门涉嫌商业贿赂并非首次。由于酒吧和夜店是

利润高并且入店费相当高昂的区域，为了增加销量，百富门一

直在通过经销商给予终端店方额外补贴的方式，要求店方多

售卖它的酒，从而挤压其他酒类品牌。去年，上海市工商局经

过调查，认定百富门涉嫌商业贿赂，勒令罚款 200多万元。百
富门当时承诺改正，并在 2012年 2月付清了罚款。近期，百富
门内部员工向媒体爆料称，百富门再次因涉嫌贿赂被上海市

工商部门重新立案，而且此次涉及数额更加庞大。

涉贿

全美最大酒企百富门被传在华再涉贿

履新

本报记者 汪静赫

享用“钻石王老五”的企业家
2012年的“双十一”没了去年上演

奇迹票房的失恋应景影片，却迎来了

24小时内 200亿元的网购狂潮。
购物据说可以弥补尚未有伴的

“内心缺失”，但现实中的单身男女却

依然要在“脱光”之路上继续前行，而

在浩浩荡荡的“光棍大军”中，身家不

菲的企业家们成为炙手可热的“钻石

王老五”。

最神秘：
苹果 CEO蒂姆·库克

单身汉蒂姆·库克(Tim D. Cook)看
起来最神秘，因为他的性取向一直处

于“被猜疑”状态。

据《纽约时报》报道，担任苹果

CEO的蒂姆·库克是 2011年全美薪酬
最高的 CEO，包括工资、额外收入、奖
金和一次性股票奖励在内，蒂姆·库克

2011年全年薪资达到 3.78亿美元，折
合人民币约 24亿元。有一种说法称：
蒂姆·库克的高薪已非天价，而是“宇

宙价”。中国网民惊呼其为“真正的高

帅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生于

1960年的蒂姆·库克至今仍是单身。
尽管从未“出柜”，但在 2011 年，

蒂姆·库克被同性杂志评选为年度“最

具权势的同性恋人物”。这一年，也是

他正式接替苹果教主乔布斯的重要年

份。早在 1998年，时年 38岁的蒂姆·
库克进入苹果任副总裁，主管苹果的

电脑制造业务。出色的运营天赋也让

他在苹果的地位稳步上升。

尽管作为新一代苹果掌门人的蒂

姆·库克成为舆论新宠，也备受指责，

尽管蒂姆·库克的婚姻目前看来还是

个未知的悬念，但是这位看起来沉稳、

安静又不乏绅士风度的单身汉，总是

不会缺乏仰慕者。

最“虚拟”：
巨人董事长兼 CEO史玉柱
“在虚拟世界里我是有妇之夫。”

史玉柱说。

现实中的妻子一直没有着落，史

玉柱却在游戏世界里成功营造了一次

虚拟婚姻。他曾在微博上公开提起“几

年前在游戏里与一个姑娘结了婚”。

“后来现实中她结婚生孩子去了，再也

没上线。我和她离婚都没法离，我也就

不玩了。但游戏统计结果里我们还是

夫妻。”史玉柱如是说。

史玉柱的大起大落，早已是中国

商界传奇中的一个经典，而其洒脱不

羁的真性情，也为他招揽了众多粉

丝———其中不乏异性。

有媒体称“婚姻是史玉柱心头的

一处隐痛”。证据之一就是：爱玩微博

的史玉柱在网上晒自己的工资和半裸

照片，更频繁发布自己和其他企业家

交往中一些好玩的段子与照片，但他

从不主动谈及自己的婚姻和女儿。

暴雨娱乐 CEO朱威廉曾问史玉
柱：“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

个伟大的女人，史总同意这个观点

吗？”史玉柱回答：“大多数男人是这

样，但我例外。”这个其貌不扬的“60
后”单身汉，似乎从曾经的一段婚姻里

认识到“管理婚姻比管理企业更需要

智慧”。

20世纪 90年代初，史玉柱还处在
创业阶段时，妻子和他离婚了。据史玉

柱自述，他从来都是一个力争上游和

不安分的人。“年轻时候的他，并不知

家庭责任为何物。虽没有视婚姻为附

属品，却坚信婚姻不能成为人生的累

赘”。

史玉柱与前妻离异后没有再娶，

但恋爱传闻却时起时伏，两位巨人网

络的女高管被坊间戏称为他的两位

“红颜知己”。

“请问你什么时候退休？”“找到老

婆就退休！”这是史玉柱在微博上和网

友的一问一答。

看来，史玉柱不单要虚拟网游中

的婚姻，更期待现实生活中的伴侣。

最前卫：
搜狐 CEO张朝阳

作为中国首个互联网公司的创始

人，张朝阳很早就已是名人，但这并不

表示他已经落伍———正相反，这位著

名的钻石王老五常以前卫潮人形象出

现，时不时地高调亮相于公众面前。

1998年，34岁的张朝阳将创立于
两年前的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公司更名

为搜狐。两年后，搜狐在美国纳斯达克

挂牌上市。作为开启中国互联网经济

的企业家之一，张朝阳可谓“名利双

收”。媒体对张朝阳的惯常标签是：高

学历海龟、睿智帅气、中国互联网界领

军人物。生于 1964年的张朝阳至今单
身。早在 9年前，在一次媒体采访中，他
曾公开表示“没感觉到婚姻的迫切

性”。

2012年 3月，一部家庭情感剧在
搜狐视频热播，在为该剧举办的“单身

派对”上，48岁的张朝阳亲自出席，与
其他单身人士“一起体验单身生活的

轻松惬意”。

在张朝阳的自述中，早年生活颠

沛流离和出国又回国的经历，让他“一

直在不安定中”。“我太看重内心的感

觉，太有反叛精神，对传统的很多事情

不太以为然，对婚姻也不会像传统那

样特别尊重……”张朝阳说。

作为企业发言人，张朝阳常常高

调出镜，但很少谈及个人感情生活。除

了企业管理经营之外，他爱好登山、热

衷公益。据媒体报道，了解张朝阳的人

认为“张是一个很率真的人，每次的爱

情生活也相对专一，甚至追求到了一

种残酷的地步，无论对自己还是别人，

绝对不能忍受半点不真实”。

“我认识的女人肯定比男人多，我

更了解女人。”张朝阳说———但在目前

看来，张朝阳的身边还缺一个更了解

他的女人。

最明星：
汤臣集团副主席汤珈铖

汤珈铖的帅气长相符合任何一种

偶像派艺人的标准，如果没有不菲身

家，如果改商从艺———说不定就是个

当红的明星。

汤珈铖生于 1983年，母亲是台湾
拥有“一代侠女”之称的金马影后徐

枫，父亲是拥有“浦东开发第一人”之

称的汤臣集团老总汤君年。中港两地

的媒体都爱称汤珈铖为“富豪贵公

子”。这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

不止外貌英俊，而且绝不只是徒有其

表，年轻有为的他十八岁就进入家族

企业汤臣集团担任要职，并有过成交 1
笔高达 5000万元美金投资生意的惊
人业绩。

香港媒体对汤珈铖的评价是：

“不爱玩乐爱工作，不爱便服爱西

服”。汤珈铖 4岁随母亲拍戏，15岁进
入股市圈，大玩股票至今未失过手，

被香港媒体喻为“小股神”。汤珈铖还

是香港上市公司最年轻的执行董事，

他的企业管理能力和经营之道亦获

业界好评。

现年 29岁的汤珈铖拥有不输于
明星艺人的粉丝群，他的微博上每天

都有忠实粉丝的问候和祝福。他的恋

爱史也向来被媒体热衷报道。在一次

媒体的采访中，汤珈铖坦言在这方面

都很被动，他只认定“爱情要随缘”。

“如果找不到长久的另一半，那就

这样过下去，我完全没有问题，我足够

享受自我，享受孤独。”汤珈铖如此表

达对于婚姻的看法。

对于古董文物的真伪鉴定，“眼

学”和“科学”究竟哪个更靠谱？近日，

中国第一件有 DNA身份的哥瓷，经过
科技检测确认为宋代制品。这一科技

与眼学相结合的结果让业界欣喜。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冯松林研

究员与国内多位资深的古陶瓷眼学专

家，通过科技检测与眼学相结合的方

法对这一件罕见的青瓷碗进行研讨论

证。这件宋代哥瓷碗经过科技检测胎

骨与南宋官窑相符确认为宋代制品。

国家博物馆姚青芳研究员表示，科

技鉴定古瓷等于人类的 DNA，是人眼
所不能做到，通过检测可以肯定这是北

宋南迁时期的官家窑南宋早期制品。

据悉，传统采用的“眼学”鉴定，一

直是古董鉴定产业的重要手段，由于

诸多因素的影响，即便再资深的眼学

专家，也不可避免有“看走眼”的时候。

甚至有时候会出现同一件文物鉴定会

产生截然不同的结论。业内人士称这

已成为长期困扰古陶瓷界鉴定的“瓶

颈”问题，并影响了收藏及艺术品投资

的正常秩序，导致藏品良莠不分乃至

赝品充斥。在此情况下，科学的介入显

得颇有必要。

“科学”鉴定告别古董鉴定乱象
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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