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生活2013年01月15日 星期二
编辑：刘凌林 校对：王培娟 美编：马丽 邮箱：liulinglin@163.com

政府的眼前，经济是最近的风

景。官员的视野里，经济类书籍亦为

必读书目。

被称为“中国政坛特色”的官员

推荐书单，绝非只是一种表象和垂

范。重量级官员的阅读可以从个人领

悟延展至政策的层面。

从中央到地方，官员推荐的书籍

大多与经济、企业有关。他们目光所

及，无不印证时代、对接经济、呼应发

展。官员书单是政府政策的另一种发

声，也是中国经济的别样回音。

相隔 3个世纪的
道德“药方”

“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

似乎是中国领导人温家宝从未谋面

的知己。

亚当·斯密，这位 18世纪的经济

学创立者所拥有的忠实粉丝里，包括

21世纪的中国总理。相隔 3个世纪，

一本书，一个关于道德的理念，将他

们紧密相连。

2009 年 2 月 2 日，英国剑桥大

学，在 500年历史的瑞德讲坛上，温

家宝总理在讲述当今中国应对金融

危机时这样说道：“亚当·斯密在《道

德情操论》中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

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

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

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

威胁社会稳定。’道德缺失是导致这

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我们

应该倡导：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

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这并非温家宝首次引述亚当·斯

密的著作《道德情操论》。

在许多场合，温家宝都引用过

《道德情操论》中的观点，毫不掩饰对

这本书的喜爱。他在接受英国《金融

时报》专访时表示：“我们要建立的社

会应该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一

个让每一个人在自由和平等的条件

下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这就是我为

什么很喜欢阅读亚当·斯密的《道德

情操论》的原因。”

早在 2005年，温家宝就曾在那

一年的两会上向企业家推荐这本书。

温家宝曾说，亚当·斯密在其著

作里提到看不见的手，“一只看不见

的手是市场，一只看不见的手是道

德”。温家宝不止一次指出：“企业要

认真贯彻国家政策，关心社会，承担

必要的社会责任。企业家不仅要懂经

营、会管理，企业家的身上还应该流

着道德的血液。”如今，“企业家身上

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早已成为一句

耳熟能详的温总理名言。

领导人的阅读，不仅是个人的头

脑风暴———它势必波及至更深远的

范围。

2011 年 2月，温家宝向房产开发

商发出“你们的身上也应该流着道德

的血液”的“喊话”。同年 4月，温家宝

再度谈及道德文化建设，并以近年来

发生的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为例，表达

了对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社会责任意识

极其淡薄、社会道德极其缺乏的深深

忧虑。温家宝强调，“必须清醒地看到，

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

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

经济界纷纷将此看做温总理为

重建企业家道德开出了“药方”，一时

间引发企业人士的热议。援引中国民

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的观点，他

认为“温总理的想法其实也是在经济

面临一定挑战和压力时政府对企业

家的新要求”。

感受中国“经济故事”

日前发生在图书市场的一件新

鲜事是：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

尔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在距离

首次出版 150 多年之后登上中文畅

销书榜，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国务院副

总理王岐山频繁推荐了这本书。

在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官员荐

书不但是政坛特色，也是一种经济景

观。最直接的表现是：官员书单已成

为图书市场中畅销书的重要来

源———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关注的

“经济事件”。

2004 年春节，海南省许多官员收

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致加西亚的

信》。这本排名世界畅销书榜第六位

的书，是新任省长卫留成送给官员们

的新年礼物。

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卫留成这样

公开解释送书的缘由：“当时我就意

识到，能不能创造性地去执行一个任

务，是这个政府提高效率的一个非常

关键的问题。”

由国企高管从政的卫留成被称

为“CEO”省长，他推荐的书单也和

“老本行”定位一致。他推荐《改革政

府》，提倡用“企业家精神”来克服官

僚主义。他还向各级官员推荐《心

耘》，而这本书“揭秘了一群经济精英

如何推动新加坡神奇崛起”。

现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杜宇新

在担任哈尔滨市委书记期间，堪称当

地读书活动的最有力推手，他率先在

媒体上发表自己对于经济名著《卓有

成效的管理者》的读后感，带动全市

公务员投入读书氛围。

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在担任广东

省委书记期间，是个出了名的“爱书之

人”。他曾现场朗读《1992年邓小平南

方之行》，深刻揭示经济全球化的《世

界是平的》一书则穿梭在他不同地域

的主政时期。2007 年年初，时任重庆

市委书记的汪洋将此书作为“寒假作

业”布置给官员，要求“多一点读书学

习，少一点吃喝应酬”。在履任广东后，

他又将这本书推荐给广东官员。

2011年，汪洋致信省直机关干部

和各市党政主要领导，推荐阅读两本

书：《幸福的方法》和《对我们生活的

误测———为什么 GDP 增长不等于社

会进步》，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著名

经济学家。与此相关的信息是，在之

前的广东省两会上，汪洋刚刚推动了

关于幸福的讨论，“建设幸福广东”由

此成为了他加快转型升级之外的执

政目标。

2011年 8 月，在一次会议上，江

苏省委书记罗志军用了 25 分钟脱稿

讲话，向在座官员推荐了 3 本书：《精

神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

最新阐释》、《中国震撼》和《创业的国

度》。罗志军希望以这三本书引领“各

级干部坚定信念和奋斗目标”，从而

实现江苏的“两个率先”。

有媒体评价罗志军的书单“几乎

代表了当下官方荐书的几个方向”

———不但反映了当下的问题，又提供

了解决之道。“江苏的省情‘人多地

少、资源紧缺’与《创业的国度》的以

色列颇为相似，因此，江苏要学习以

色列‘自己创业、创新’的做法。”罗志

军如是说。

从中央到地方，官员们推荐的书

籍大都与经济相关，目光所及，时代

所至———从“官员书单”的“目光”中，

公众可以读到这个时代，感受到中国

特色的“经济故事”：不仅内涵丰富，

而且意味深远。

纪念日

1981年 1 月 16 日，国务院发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

决定从 1981 年开始发行国库券，

成为新中国第一种有价证券。

国库券是指国家财政当局为

弥补国库收支不平衡而发行的一

种政府债券。因国库券的债务人是

国家，其还款保证是国家财政收

入，所以它几乎不存在信用违约风

险，是金融市场风险最小的信用工

具。

1950 年公债的发行拉开了中

国发行国库券的序幕。此后，中央

财政部于 1954 年至 1958 年之间

又发行了“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到

了 1958年这个特殊的年代，国家

的经济秩序被打乱，国债被迫暂

停。直到 1981年国家恢复国债的

发行。1981 年以后至 1996 年的十

多年内，发行的国库券都是实物

券，面值有 1元、5元、10 元、50元、

100 元、1000 元、1 万元、10 万元、

100万元等。从 1992年国家开始发

行少量的凭证式国库券，1997 年开

始就全部采用凭证式和证券市场

网上无纸化发行。但在国库券恢复

发行之初的 20 世纪 80 年代，很多

人对国库券和当初发行的股票一

样认识不清，那时发行采用摊派的

形式。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人们

逐渐对国库券有了认识，国库券采

用承销包销方式发行。

国库券的发行也走了一条曲

折的道路。

（1月 15日—1月 21日）

南林

一周史记

1981年 1月 16日

江湖

本报记者 汪静赫

【《电影与经济》之变革篇】

1月 15日：

1992年 1月 15日，中国发行的第一张人民币特种股票（B种股票）

———由上海真空电子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 B股在香港、上海等地

认购。

2008年 1月 15日，国家发改委对部分重要的商品和服务实行临

时价格干预措施。

1月 16日：

1945年 1月 16日，法国将雷诺汽车公司国有化。

1981年 1月 16日，中国政府决定发行国库券。

1月 17日：

1997年 1月 17日，国家电力公司成立。

2007年 1月 17日，美国微软公司公布了下载程序，决定为新一代

操作系统视窗 vista提供在线销售渠道，允许用户从 1 月 30 日起付费

下载 vista。

1月 18日：

1980年 1月 18日，纽约黄金价格由一周前的 159美元猛增到 802元。

1月 19日：

2007年 1月 19日，“IBM 论坛 2007”在北京嘉里中心酒店举行，主

题为“成就创新之道”。

1月 20日：

1931年 1月 20日，欧洲失业人数创纪录。

1月 21日：

1899年 1月 21日，欧宝公司开始生产汽车。

1938年 1月 21日，中国电影制片厂成立，总部设在昆明。

中国政府决定发行国库券
谷歌任命亚太区新总裁

据报道，谷歌日前任命卡里姆 -泰姆萨曼尼为亚太地区

总裁，他此前是负责谷歌全球移动业务。他的任命立即生效。

泰姆萨曼尼曾担任谷歌负责美洲地区产品与服务的副总裁。

谷歌在过去几年里在亚洲地区成长快速，使用谷歌安卓操作

软件的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在亚洲地区的需求十分旺盛，谷

歌的 YouTube业务在当地也在快速扩张。

房国兴任茅台集团副总经理

据报道，1月 8日，茅台集团召开领导干部大会，传达贵

州省委组织部任命文件。根据贵州省委意见，经省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研究决定，任命房国兴为茅台酒集团党委委员、

副书记、董事，推荐为副总经理人选。房国兴此前为仁怀市市

委书记。

中粮生化上任新董事长

日前，中粮生化发布人事变动公告，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因

工作需要双双辞职。中粮生化称，因工作需要，夏令和辞去公司董

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另外，公司选举

岳国君为公司的董事长。除了上述董事长辞职外，因工作需要，张

军华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中粮生化 2011年以来业绩踌躇不前，

同时二级市场股价自 2011年初以来亦是单边走熊。

云南铜业董事长突然辞职

云南铜业日前宣布，公司董事长杨超因工作调动申请辞

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的职务，杨超辞职后，不再

在公司工作和担任公司任何职务。云南铜业还称，在新的董事

长、董事未选举产生前，杨超仍将履行董事长、董事职务。董事

长的突然离职，市场人士众说纷纭，有的甚至猜疑杨超是“引

咎辞职”。去年，云南铜业多次出售旗下资产套现，云南铜业

5.58亿到期商票无法兑付。

湘潭电化高层蹊跷大换血

换届刚过半年，湘潭电化高层蹊跷“换血”。1月 9日，公

司公告称，公司董事长周红旗、副总经理王炯、总经理助理丁

建奇辞职，公司同时选举总经理谭新乔为董事长，并聘任新的

常务副总和财务总监。知情人士称，周红旗等去职与湘潭电化

近两年的经营不善密切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2012年 1-9

月，公司分别实现净利润 2969万元、-2526万元，同比分别下

滑 20.17%、237.85%。

苹果 CEO二度访华

1月 8日至 10日，苹果 CEO库克在时隔 10个月之后再

度访华，密集拜访中国政府高官和三大运营商高层。有分析认

为，库克此行主要是希望通过加强与运营商的合作关系，止住

iPhone在中国份额下滑的情况。市场调研公司 IDC的报告显

示，受到中国品牌的强力竞争，苹果第三季中国智能机市场份

额下降至 10%，排名下降两位至第 6。

美邦副总跳槽波司登

最近几天，在美邦服饰原副总裁程伟雄的微博上，频频出

现“波司登不仅仅只是羽绒服”的口号，而这也喻示着他已经

有了新战场。在 2008年美邦上市前，美邦历过六次大规模的

人事震荡，包括 1997年 5位管理层集体离职，2002年 19位经

理人的相继离开以及 2004年 2位副总的离职。2012年 7月，

在美邦长跑了 13年的副总裁程伟雄也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

施乐 CFO跳槽苹果任主计长

施乐公司近日宣布，其首席财务官卢加 -马斯特里(Luca

Maestri)将于 2月份离开公司，以加入苹果(AAPL)任公司主计

长，接替去年 10月退休的贝特西 -拉斐尔(Betsy Rafael)。马斯

特里 2011年 2月加入施乐任首席财务官，此前在诺基亚西门

子网络公司任首席财务官。他将留在施乐直至 2月底，以帮助

完成交接。施乐将于 1月 24日发布第四季和全年盈利预期。

纽约梅隆银行任命新首席营销官

全球投资管理与服务领导者纽约梅隆银行已任命 Judy

L. Hu为首席营销官，该任命将于 2013年 2月 1日生效。在加

入纽约梅隆银行之前，Hu为通用电气公司 工作，并于 2002

年开始担任其全球广告和品牌执行总监。在为通用电气工作

时，Hu是重新塑造该公司历史悠久的品牌背后的重要策划

者，具体的活动包括“梦想启动未来”和“绿色创想”等。

从中央到地方，官员推荐的书籍大多与经济、企业有关。他们目光所及，无不印证时代、对接经济、

呼应发展。官员书单是政府政策的另一种发声，也是中国经济的别样回音。

从“官员书单”阅读中国经济

中青宝董事长李瑞杰将副总打伤

据媒体爆料称，中青宝董事长李瑞杰将前副总吴鹏头部

殴打致伤，警方已介入。对此消息，有业内认为，与吴鹏的冲突

事件，还反映出李瑞杰缺乏一个现代管理者应有的气度。此前

曾有媒体报道，2011年，李瑞杰因一起知识产权纠纷曾殴打

履行职务的女律师廖爱敏，致其头部缝了 6针，多处软组织挫

伤。最后双方签订和解协议。

本田英国裁员 800人

近日，本田公司宣布，在其英国工厂春季之前将裁员 800

人，理由是欧洲去年整体汽车销售市场萎缩了 100万辆。本田

英国斯文顿工厂现雇有 3500名员工。去年 9月份，本田英国曾

宣布他们计划在斯文顿工厂投资 2.67亿英镑。此前的数据显

示，截至 2012财年之前的 3年，本田欧洲一直陷于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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