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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日

1992年 10月 26日 ，国务院
证券委员会成立。

1992年 10月 26日，国务院证
券委员会宣布成立。以便加强证券

市场的宏观管理、统一协调股票、

债券、国债等有关政府，保护人民

群众的利益。原国务院证券管理办

公会议撤销。证券委员会由朱镕基

兼主任，刘鸿儒、周道炯任副主任。

为建立健全证券监管工作制度，国

务院还决定成立中国证券监督委

员会，受国务院证券委指导、监督

检查和归口管理。刘鸿儒任证监委

主席。

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的基本职

能包括：1.建立统一的证券期货监
管体系，按规定对证券期货监管机

构实行垂直管理；2.加强对证券期

货业的监管，强化对证券期货交易

所、上市公司、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期货

投资咨询机构和从事证券期货中介

业务的其他机构的监管，提高信息

披露质量；3. 加强对证券期货市场
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工作；4.负
责组织拟订有关证券市场的法律、

法规草案，研究制定有关证券市场

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定证券市场

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指导、协调、

监督和检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与

证券市场有关的事项；对期货市场

试点工作进行指导、规划和协调。

1998年 4月，中国证监会与国
务院证券委合并，中国证监会成为

正部级事业单位，专司全国证券、期

货市场的监管职能。

（10月 22日—10月 28日）
一周史记1992年 10月 26日
10月 22日

1994年 10月 22日 ,中国公用数字数据网开通。
10月 23日

1963年 10月 23日，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农业银行。
10月 24日

1945年 10月 24日，联合国成立。
2007年 10月 24日，嫦娥一号探月卫星成功发射。

10月 25日

1994年 10月 25日，我国内湖第一长桥太湖大桥通
车。

10月 26日

1992年 10月 26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
2010年 10月 26日，嫦娥二号卫星成功进入月球虹

湾成像轨道。

10月 27日

2002年 10月 27日，“中国资源二号”卫星成功发射。
10月 28日

2006年 10月 28日，霍英东在北京因病逝世。

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
北京第 25届香山红叶节于 10月 12日开幕，北京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针对香山地区的具体情况，采

取多项措施保障“红叶节”期间香山周边市场秩序稳定。

一是先期开展“十一”节日期间违规行为重点排查。对发

现有问题的经营商户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商

户立即改正；二是多种方式鼓励香山周边经营者诚实守

信经营，并召开香山地区个体工商户诚信经营动员会，对

存在问题隐患的进行及时告诫。还与香山景区周边 108位
经营者签订了《香山地区商户诚信经营承诺书》，要求商户

树立责任意识和诚信经营意识；三是与多部门形成合力

预防“缺斤短两”情况发生。海淀区工商局、卫生局、香山街

道办事处办公人员与区质量技术监督局计量执法人员一

同开展拉网式联合排查，重点检查电子秤称量准度，从源

头上避免出现缺斤短两等欺诈消费者现象；四是派驻工

作组现场充分发挥工商职能。设立一个专项工作组常驻

香山景区附近，在工商职责范畴内对巡查中发现的违法

行为依法予以严查，现场受理消费者申诉举报；五是“红

叶节”期间加大对香山商业聚集区巡查力度。针对出现的

违规行为及时纠正，对严重扰乱经营环境的违法行为进

行立案查处。

北京工商海淀分局
多项措施保香山周边市场秩序稳定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成长游戏造就默多克传奇

“默多克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

证明‘梦想王国’一定实现。”传记作

家威廉·肖克罗斯肯定地表示，“因为

只有他一个男孩子做到了从游戏中

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商业智慧，从而

使小小的梦想变为伟大的现实。”

“因为水鼠更有价值”

百年前的澳大利亚，有家庭牧

场的孩子都要玩一种成长游戏：去

牧场深处打兔子，然后交给父母换

零花钱。这种既练就生命技能，也是

绅士生活延续的商业演练是当地每

个男孩子成长的必修课。

今天，一直以默多克为骄傲的

澳大利亚人也承认“这种商业游戏

的熏陶对孩子成长非常有好处。兔

子与水鼠价值不同所带来商业诱

惑，把默多克的商业头脑开发到了

极致。越过牧场、越过兔子、水鼠，他

的眼睛盯住了一个更广阔的商业世

界。”

21世纪的今天，当有人攻击默
多克是“销售兔子、水鼠粪便一样的

文字”时，他幽默地回答到：他们难

以理解世界曾经给予一个孩子的奇

妙启迪。

笔者从《默多克传》看到故事的

来龙去脉：秋天，有家庭牧场的男孩

子打到兔子后，欢欣鼓舞去父母那

里报喜，领赏。

默多克就觉得打兔子这点回报

有点不大气，与劳动付出不成正比。

他从大人的谈话中得知，有一种叫

水鼠的动物皮毛更值钱。但因艰险，

小孩子不敢想。

于是，默多克偷偷跑出很远，爬

到横倒在河上的树上去抓水鼠，当

被父亲发现时，他解释说，“因为水

鼠更具有价值”，他喜欢更多的钱，

喜欢被人仰视。

事实上，怕他“像外祖父一样喜

欢赌博”的父亲不喜欢他“做梦”，认

为他不一心打兔子，来不及欣赏身

边的风景，而是梦想“扑向更远处的

山峰、河流”。

不过他的父亲没有料到的是，

这个喜欢“做梦”的儿子会创造出一

个传媒帝国。

默多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

道：世界在我眼里充满竞争。父亲突

然去世以后，我从英国大学回澳大

利亚接管《新闻报》，心里就像惦记

水鼠一样惦记着电视这个领域。追

逐他一生，想写他传记的威廉老是

得不到他的默许。于是，他就与默多

克讨论“拼杀的意义”。这对已经 70
岁的默多克来说，是一种奖励。他太

喜欢人家说他“跟儿子一样精神”。

专家分析默多克“从阿德莱德到

悉尼，从伦敦、纽约到好莱坞，默多

克的奋斗领域和发展轨迹”认为，他

为当今资本主义提供了非常生动的

诠释：他利用科技发展力图改变世

界，和少数几个人强迫这种变化加

快步伐。他无疑是世界上势力最强

大的人物之一。

“一条生机勃勃的大狗”

《默多克传》中的一段描写，曾

经带给读者很多笑声：“其他小孩只

知道拿兔子交差，我就知道经营兔

子的粪便可以获得一个大的利益

链。大人并没有要求我做，我就发动

一些老太太去海滩捡粪便。我爸爸

不喜欢我像爱赌的外祖父，但是，我

还真的有点像他。为了得到更多的

钱，我费尽心机找水鼠，研究、琢磨

各类夹子、放上带茴香味的肉。我雇

佣姐姐、妹妹加工水鼠皮，6便士我
给她们 2 个便士。他们起名说我是

只独来独往的猫。”

这个故事使得很多猎奇的读者

跑到澳大利亚的戴维斯弯海滩上，

想想自己就是那个顽皮的少年默多

克“收集粪肥、变卖兔子、水鼠皮”，

感受当今世界传媒帝国大亨当年的

童趣和智慧。

事实上，当姐姐、妹妹概括他是

一只独往独来的猫时，中学老师则

发现他已经开始变成了“一条生机

勃勃的大狗”：周末时，大部分孩子

去划船、咖啡馆，他撕下外祖父书上

的某一页后就溜到赛马场赌博。他

不过是想证明给父母“我赚钱绝对

不比你们差。解决问题和办事的才

智、能力是一流的”。

或许，这真是默多克给世人一种

独一无二的梦想解读：没那么血腥、

没那么暴力、没那么难过。甚至是游

戏着、猎奇着、快乐着就开始了，就

凭借着胆大进入了，就靠着快乐激

发着走下去了。他愿意给这个岁月

另一种解读：不把时间花费在虚构

的游戏和听童话故事上。要敢于喜

欢与现实有联系的东西。梦想，要去

实现。

《英国金融》、《纽约杂志》还评价

他是“独树一帜的企业家，总有未来

的独到眼光。”《中国新闻出版报》的

评价是：“从澳大利亚一个城市把企

业规模扩大到全球几十个国家，市场

理论与资本运作模式对于媒介产业

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默多克坚定地认为，明天的世界

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精彩。

50岁时，表示“一定做时代变迁的参
与者”的默多克做到了“为撒切尔主

义助威、拯救波士顿濒危的报纸、触

碰卫星梦”。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当年那个兔子与水鼠的故事就是这

样跟随着他，在他耳边提示着他说：

明天，你也许就是一个狮子。

老年的默多克还梦想着中国这

块很香甜的“蛋糕”。

而对于他与中国姑娘婚姻故事，

他的公开解释是“离婚后的孤独与

寂寞加激情”。

事实上，2001 年，默多克与江泽
民主席握手的照片成为世界新闻

时，美国传媒人就议论说：“世界再

次敞开了一扇大门。美兔子又告诉

老头，美女可以与野兽起舞了。”

是的，有了两个中国血统的女儿

之后，在中国各个公开外交场合上，

默多克都笑得很幸福，很满意，很美。

曾经有了中国年轻美貌的太太

陪伴，他的身影常常在美国、法国、

意大利、英国的公司间出现。让行业

内人士呼喊“狼来了。”

“这个集会计、赌徒、杰出商人

和敏锐记者为一身的人是想建立世

界王国。哪怕世界只是给他一个兔

子的故事。”西方记者写到。

当分析家说，“这个疯狂的兔

子、大狗、狮子就是‘卖大粪’一样的

作品发行人”时，他是一个“坏孩

子”、“臭狗屎”、“杀人鱼”、“一种罪

恶的力量”的声音也没有停止过。但

是，中国市场上，“抓住机会的赌徒”

默多克并没有如期成型他的传媒王

国。尽管他还坚持说：“我不愿意停

休，是因为我觉得事业不够大。”

2013 年 9月,《底线》一书中，埃
文斯与默多克贴身博弈、“袒裸相

见”。埃文斯此书的背景，正是默多克

的新闻集团等文化产业寡头大鳄凭

借着全球化的发轫之际，在全世界攻

城略地之时。对攻击者，默多克的观

点是：“许多知识分子鄙视商业成功，

像鄙视任何成功的赌徒一样。”

经历了 2012 年、2013 年两个轰
动世界的负面事件后，默多克是否

想到父亲当年给他的提示：“停歇一

下脚步，听听兔子的声音，看一看沿

途的风景吧。”

本报记者 江雪

【企业家讲故事 4】

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

国籍：美国

出生地：墨尔本

出生日期：1931年 3 月 11日

鲁伯特·默多克，美国著名的新闻和媒体经营者，

出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以南 30 英里的一个农场，毕

业于牛津大学。他目前是全球庞大传媒帝国新闻集团

的主要股东，董事长兼行政总裁。以股票市值来计算，

新闻集团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媒体集团，亦称为

“默多克的传媒帝国”。

品牌战略与营销广告专家

翁向东 三种营销思维让中国企业没有未来

中国营销界曾经有一种观点甚嚣尘上，“销量上来了，

品牌自然就做出来了”、“做销量，不做品牌”、“终端为王、渠

道制胜”。其实这三种营销思维是非常荒谬的，只是提升了

短暂的销量，无法创建强势品牌，企业是不会有未来的。只

有在品牌战略的指导与统帅下，既提升销售又增进品牌资

产，才会有未来。常规的营销传播更多的是以提升当前的销

量为目标，所用的策略大多是“增加产品吸引力、广告公关

诉求准确有力、强大的销售队伍、广泛的分销网络、终端生

动化”等。当这些营销传播策略没有在品牌战略定位统帅下

展开的时候，只能短暂提升销售，不能起到促进消费者加深

对品牌识别的记忆与认同，所以基本无法对打造强势品牌

起支持作用。

品牌战略专家

李光斗“微信”引发企业管理变局

管理学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做“漏斗效应”；企业管理者

将指令传达给部门总监，由于考虑问题的角度、思维方式、理

解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这个过程大约有 20%左右的信息衰减，
部门总监理解到的也许只有 80%的信息，他向下传达也会有
20%的信息衰减，等到最后到达具体执行者，如同漏斗一样，他
的理解也许与老总的初衷相去甚远。由于微信的及时性、公开

性，这将大大保障信息的准确传达。微信的出现，不仅使信息

的传递更加通畅，也能打破企业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壁垒，例如

企业的各个部门可以建立自己的管理微信群，管理层也可以

建立跨部门的协作微信群，这样的网状结构可以很好地减少

沟通漏洞，提高各部门的执行力。

猎头公司负责人

景素奇 青春期企业决策仍应民主集中制

企业选好了合伙人，一定选一名能带领大家前行的领导

者。如果平均股权和决策权，做公益可以，但做企业不行。做

生意，一定要确保有一人有一票否决权。老板与别人最大的

不同之处在于：只有他是原点决策，其他人都是过程决策。所

以，创业早期决策最好搞一言堂。青春期企业决策，仍应坚持

民主集中制原则。因为青春期企业很多问题亟待突破，必须

有一位善于决断的领袖完成原点决策。很多企业在青春期阶

段，由于股权分散，或股东构成比较复杂，掺杂了很多非资本

的因素，利益诉求方比较多，有了民主，但很多事情议而不

决，左右摇摆，无人决策，或决策无效，导致企业长期徘徊，最

终破产。所以，企业到了问题多多的青春期，一定要坚持民主

集中制。

智库

10月 21日下午，2013年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活
动在清华大学大礼堂隆重举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陈国

权、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新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任

正非等三人获得“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据了解，任正非成

为“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创立以来，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企

业家。

为表彰对中国管理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开

创性、奠基性贡献的老一辈工作者，从 2012年起，该基金会设
立了“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今年，该奖项的获得者是被誉

为我国“技术经济和创新管理学科奠基人”之一的清华大学教

授傅家骥。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是由复旦校友李岚清同志于

2005年用个人稿费作为原始基金发起成立的。基金会设“复
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旨在鼓励管理学人才潜心研究、勇于

实践，打造中国管理学界的“诺贝尔奖”，提高中国管理学在国

际上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2006年至今，已有 20位在管理科
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领域做出卓越成绩的学者和

实践者获奖。

任正非获
“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本报记者 彭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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