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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12 月 14 日的 iPhone5 发
售遭遇冷清，一个月后才上映的乔

布斯传记电影却早已预热多时。届

时，现实中不再“爱疯”的苹果将经

由胶片回归永不复返的乔布斯时

代。

商业故事与银幕胶片的最佳组

合，常会演化成极具戏剧张力且富

有内涵的桥段。最经典的商战案例，

不仅写在文字里，也展现在电影中。

乔布斯和比尔·盖茨的传奇，商

业暗战和营销斗智的故事，人人爱

看，因为可以一边欣赏明星表演，一

边观摩如何挣钱，更可以看透世间

冷暖、人性碰撞。

胶片里的商战硝烟里，俨然就

是一座“电影”商学院。

学学怎么做生意

一个苹果“爱疯”全世界，乔布

斯是如何做到的？

———即将上映的电影《乔布斯：

灵光乍现》将会告诉观众答案。

在离世一年零三个月之后，史

蒂夫·乔布斯将在这部电影里“复

活”，现实中意气难复的苹果会在电

影中和已逝 CEO 来一次有趣的交
集，而在好莱坞的商业题材电影里，

乔布斯的形象已非第一次出镜。在

1999 年的电影《硅谷传奇》中，乔布
斯作为男一号出现，力压被塑造成

“反派”的比尔·盖茨。

据悉，《乔布斯：灵光乍现》的剧

情将由 3 个主要场景构成，每个场
景以一款苹果主要产品发布的幕后

故事为主题。影片上映之时，围绕这

三件产品展开的创意和营销之战将

在银幕上逐一呈现———这也是观众

最感兴趣的幕后商战故事。

乔布斯用设计和创意拯救了几

乎破产的苹果公司，打赢了这一场

“世纪商战”。而企业和企业家的经

营之道以及特定时代的商业暗战，

总是商战电影的绝佳素材。

2011 年上映的《点球成金》讲
述了美国奥克兰运动家棒球队总经

理比利·比恩的经营哲学。比利·比

恩成功地将经济学和棒球队经营结

合到了一起，带领一个弱小棒球队

打赢了著名强大球队，这种“非常规

的高效运营理念”，为“中小企业如

何在资源紧缺的背景下反败为胜提

供了借鉴思路”。

1985年的电影《可口可乐小子》
讲述一个年轻推销员用可乐创造了

个人事业的成功，因为他想到并回

答了一个问题：“在边远的澳大利亚

小镇，为什么没有一瓶可口可乐？”

2011年的电影《大而不倒》通过对
美国财长鲍尔森的聚焦，描画了那

些“在几周之内决定全球最大经济

体命运的权力人物”，展现了 2008
年金融危机全貌，看得观众惊心动

魄。影片《优势合作》则被称为“企业

收购成功指南”，有一种说法甚至认

为“联想收购 IBM失败的核心因素
就是根本没有看懂这个影片”。1994
年上映的《影子大亨》是一部票房不

佳但备受商业人士称道的电影，影

片中的公司治理、企业董事会操作

等剧情设置都是漂亮的实战案例。

《窃听风云》则源自导演庄文强

的一次饭局，他无意中听到邻座客

人讨论商业问题，由此迸发灵感，完

成了一个通过窃听获取股市内幕消

息并以此谋利的故事。此后拍摄的

续集《窃听风云 2》更是直接“跨界

财经”，将影片首映式和财经论坛办

在了一起。

哈佛商学院推荐 20 部商战电
影作为学生必看“教材”电影，其中

讲述金融风云的《华尔街》被首推为

第一位。沃顿商学院和斯坦福大学

则要求商科学生必看《颠倒乾坤》和

《锅炉房》，因为看了之后“会对商业

运行的本质和规则有更深入的了

解”。

商战电影中不但重塑昨日的商

业人物，也再现过往的商战硝烟。对

于这样一部“处心积虑”的影片，观

众显然最买账的不是眼巴巴看着别

人的商业成功，而是学学怎么做生

意———这正是商战电影的魅力之

源。

商战硝烟里的人性拷问

“你的人生，谁在操盘？”这是

2011 年电影《窃听风云 2》的宣传
词。在这部因涉及金融犯罪的影片

中，商战故事已成为一种躯壳，内里

是沉重的人性拷问。

影片中，伪善慈善家实际上是

影射香港某富豪。通过情报科窃听

小组的监听，观众发现那些表面为

善的企业高层人士，骨子里却是奸

商，而让小股民痛苦不堪的股市风

云，其实都是被金融大鳄们操纵在

鼓掌之间的小把戏。影片中展现的

“窃听风云”并非戏说，商业间谍实

际上就潜伏在企业身边。人性与商

战的猛烈碰撞，激起了观众的万般

回味。

老板办公桌下被放置窃听器

材，会议室里装有针孔摄像头，汽车

里放置追踪仪，潜伏公司当“内鬼”，

商业秘密被轻易窃听盗取———这些

《窃听风云》里的剧情设置在银幕下

早已真实上演。作为当下商战的主

要“特征”，“帮助企业老板窃取竞争

对手隐私”已成为一项高利润的业

务，“窃听与反窃听之战”正成为现

实版商战戏中不可缺少的桥段。

“不涉足这个行业，永远无法理

解商场如战场是啥含义。”一位从事

商业保护的工作人员这样说。

据媒体报道，近年来随着科技

的发展和企业防范意识的加强，“传

统”的商业间谍手法正在不断更新，

进化出的种种手段让人防不胜防。

援引一位企业负责人的话说，“所谓

的潜伏在商场上早已不是秘密，通

过伪装潜入到竞争对手的公司或经

营场所，获取产品、服务、价格、运营

等信息，然后有针对性地调整自身

的经营，这是目前很多公司采用的

手段。”

在一些商业题材影片中，商战

不仅是冲突迸发的桥段，由此演绎

出人性与命运的冲撞，才是真正的

看点。被称为“商战电影第一作”的

《华尔街》，影片以美国华尔街为背

景，描写股市大亨戈登盖柯贪婪成

性，不择手段在幕后操纵股票行情，

结果却败在一位良知未泯的年轻营

业员手上。《华尔街》揭示的欲望与

贪婪、人性与良知，都使其在上映

20 多年之后仍然光芒不减。
电影的本质是通过胶片影像传

达思想内涵。如果只是在案例基础

上改编剧本的商战故事，那定是平

庸之作。如今这个时代，在商战形式

和手法进化的过程中，道德感和价

值观似乎渐行渐远。商战故事中交

织的戏剧冲突，并由此引发的对人

性的拷问和追索，才是商战电影的

灵魂所在。

纪念日

1971年 12月 18日，美元出现了
自 1934年以来的第一次贬值。美元的
贬值标志着美元霸权地位正在消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依据

“布雷顿森林协定”，使美元等同黄金，

从而确立了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货币

金融领域的霸权地位。

当时美元和黄金挂钩，使美元成

为国际结算货币，在当时符合美国利

益，使美元推广到全球，美国借以金融

进而称霸世界。同时利用美元汇率差，

赚取了大量差额，也为美国积累了大

量财富。然而，随着世界各国从战火中

复苏，经济发展，而美国却陷入朝鲜、

越南战场的泥潭，巨大的开支使美国

从二战时最大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

大量黄金外流。美元地位开始发生动

摇。

为对付美元危机，美国政府于

1971年 8 月 15日宣布实行新经济政
策，停止各国政府用美元向美国兑换

黄金，引起了西方货币市场的极大混

乱。1971年 12月 18日，10国集团在
华盛顿集会，最后通过的总体协议决

定调整主要国家汇率，美国被迫同意

美元正式贬值 7.89%，即将黄金每盎
司官价由 35.2 美元上升到 38 .8 美
元。

（12月 18日—12月 24日）

南林

一周史记

1971年 12月 18日

江湖

雅芳公司近日宣布，计划裁员大约 1500人，并退出韩国和
越南市场，以帮助实现 2015年前节约 4亿美元成本的目标。

该公司表示，这是其为实现成本节约目标而实施的初步

措施，预计将于明年底前基本完成，这些措施将帮助其完成大

约 20%的节约目标。该公司还表示，预计将于第四财季计入与
这些措施相关的 5000万—6000万美元开支。

职场

雅芳拟裁员 1500人并退出韩越

日前，华泰联合召开裁员动员大会，投行部门将裁员约

200人，研究所将裁员约 100人。
这并非唯一在“瘦身”的证券公司，银河证券、广发证券等

近期也开始调整考核体系，被员工视为变相裁员。始自去年底

的证券业裁员潮，在股市持续低迷中开始了链式反应———涉

及的券商已经由平安、中投等中小券商，逐步向华泰、申银万

国、中金公司、中信这样的大型券商扩散。亟待转型的券商们，

在“断臂求生”中重新定义发展方向。

华泰证券大裁员 300人

本报记者 汪静赫

广聚能源公告称，公司接到深圳市科汇通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通知，公司董事长王建彬已被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批捕，董

事长的职责暂由副董事长徐政军代行。

广聚能源曾于 8月 10日公告称，公司董事长王建彬因涉
嫌违纪已被深圳市监察局采取“双规”措施。该公告未披露王

建彬涉嫌何种违纪行为，仅表示事项与广聚能源的生产经营

无关，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一切正常，公司董事长职责由副董

事长徐政军代行。

广聚能源董事长王建彬被捕

曾因涉及广州白鹅潭开发存在重大信披违规而备受质疑

的苏宁环球，日前披露称，公司已采取了 6 项整改措施，包括
对时任战略发展中心负责人给予劝退的处分，公司董事长张

桂平、现任董事副总裁李伟接受检查等。

去年 8月 23日，苏宁环球大股东江苏苏宁环球集团在官
网上率先披露了关于公司将参与广州白鹅潭开发的消息。去

年 12月 29日，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而遭立案调查。今年 8月
29日，中国证监会对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案做结案处理。随后的
9月 21日，公司称被吉林证监局责令整改。

苏宁环球董事长副总裁接受检查

据悉，德国最大银行德意志银行的 25名员工涉嫌严重逃
税、洗黑钱及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德国检察当局向其中 5人发
出拘捕令，并出动 500名警员搜查德意志银行在柏林、法兰克
福及杜塞尔多夫的办公室。

德意志银行随后发表声明称，当局的调查涉及银行的碳

排放交易业务，银行将与当局充分合作。

德意志银行 25名员工涉洗黑钱

【《电影与经济》之变革篇】

12月 18日：
1971年 12月 18日，美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贬值。
2003年 12月 18日，中国人寿保险在香港成功上市。

12月 19日：
1973年 12月 19日，世界性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对依赖石

油进口的日本造成严重的威胁。

1990年 12月 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
12月 20日：

1992年 12月 20日，中国出现首家期货经纪公司。
12月 21日：

1993年 12月 21日，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政策初步成型。
12月 22日：

1992年 12月 22日，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1992年 12月 22日，中国第一家由工业企业开办的商业银

行———华夏银行开业。

12月 23日：
1991年 12月 23日，中国大陆首例消费者名誉权案判决。

12月 24日：
1913年 12月 24日，美国联邦储备成立。
2004年 12月 24日，100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被授予“优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称号。

英国伦敦金融城警察局 12月 11日逮捕了 3名与伦敦银
行间同业拆解利率 (LIBOR)操纵案有关的嫌疑人，但没有公布
具体姓名。

LIBOR 是对银行间相互借贷的利率估算，是测试银行业
整体健康状况的风向标，也是住房抵押贷款等多种金融产品

的基准利率，全球大约有 360万亿美元的金融产品参照这一
利率。

英国逮捕三名操纵 LIBOR嫌疑人

近日，金叶珠宝连发多个公告，宣布公司董事长成均和总

经理安丽芳因“个人原因”离职，推选王志伟进入公司董事会，

聘任孙元模为公司总经理。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在大股东承诺

20亿以上金矿注入最后期限临近之时突发人事变动，让此次
金矿注入变得扑朔迷离。

去年 7月，金叶珠宝股改方案获通过，九五投资承诺将在
股改实施方案完成之日起 18个月内，向上市公司注入不低于
人民币 20亿元的优质黄金矿产。金矿注入的最终期限为 2013
年 2月 18日。

人事

金叶珠宝董事长总经理辞职

《电影与经济》之商战篇

如今这个时代，在商战形式和

手法进化的过程中，道德感和价值
观似乎渐行渐远。商战故事中交织

的戏剧冲突，并由此引发的对人性

的拷问和追索，才是商战电影的灵

魂所在。

法治

深陷利率操纵丑闻的英国巴克莱银行 (BCS)日前宣布，已
任命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 (FSA) 前首席执行官赫克托-桑特
(Hector Sants)为合规负责人，负责管理合规事务以及与政府和
监管机构的关系。

桑特今年 6月辞去了 FSA首席执行官职务，在接受巴克
莱的聘用之前，他还曾考虑加入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因为新的

金融业监管规则使得熟悉监管事务的人才成了抢手货。

巴克莱任命英金管局前 CEO为负责人

内斗事件逐渐平息的雷士照明正在全力挽回市场，而谋

求重新上任董事长的吴长江则在继续增强自己的话语权。通

过增持，雷士照明第一大股东吴长江持股比例上升至 22.07%，
进一步巩固其最大单一股东的地位。

经过内斗事件之后，雷士的高管团队已发生了较大变化，

上月末，来自施耐德方的张开鹏已辞任公司首席执行官及临

时运营委员会成员之职务。另外，雷士副总裁徐风云也已去

职。部分在事件中处于漩涡中心的关键人物选择离开雷士，内

斗对公司经营仍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雷士照明多名高管陆续离职

美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贬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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