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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改革迈入新征程

2018 年，是退潮的一年，又是转折的一年。资管新

规的出台，给高歌猛进的中国金融业一剂强有力的镇定

剂，这是治理市场乱象、防范系统性风险要走的一条必

经之路，也是难走的一条路。市场正在建立一个长期健

康可持续发展的新秩序。

毫无疑问，整个金融业面临转型重塑的时代使命。在

我们看来，无论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行业，还是一家优

秀的公司，都应该具备的是这样一种能力——持续改善

的能力，把问题带来的痛苦，转变为发展的动力。企业

如此，个人、行业、国家也是同样。

2018 年，又是布局未来的一年，是当前金融改革的

新起点。过去，我们是封闭的，现在，我们是开放的、国

际化的。改革开放 40 年，奠定了信托业未来转型的背

景——社会财富积累为信托带来蓬勃发展的资产管理和

财富管理市场，培育了信托业未来转型的机遇，这也是

所有资管机构共同的机遇。

面对当前的复杂形势，上海信托党委书记兼总经

理、上投摩根基金董事长陈兵认为，回归本源就是回归

专业化。“当下，信托行业必须主动适应和对接资管新

规，加快转型步伐，未来，上海信托将加速向‘资产管

理和财富管理’战略转型，做好客户经营，为客户提供‘个

性化、定制化、综合化’的金融服务方案。”陈兵说。

在整个金融行业思考如何运用改革创新思维去解决

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时，我们在其他领域也保持着积极的

探索及实践。

2018 年 8 月 30 日，意大利米兰斯卡拉剧院芭蕾舞

团带来了“20 世纪最好的芭蕾舞剧”——《堂·吉柯

德》。此芭蕾舞团时隔 12 年再次来到上海大剧院，第

一站便选择与上海信托合作，并于外滩 111 艺术空间举

行发布会，这与外滩 111“弘扬艺术文化、传承文明经典”

的宗旨不谋而合。这同时也是上海信托连续第八年与上

海大剧院携手，为优秀艺术项目提供支持。作为拥有悠

久历史与深厚底蕴的专业金融机构，上海信托不断深化

对社会责任的履践，推动金融艺术事业的发展。

在本期众多版块中，我们还将视野放至全球范围内

的重要事件，涵盖城市、艺术、科技、商业等多个领域。包

括解析维也纳、东京、大阪及卡尔加里凭借哪些发展而

跻身“全球最宜居城市”榜单；人工智能在艺术和教育

领域的新进展；苏轼的《木石图》以 4.636 亿港元刷新

了中国古代书画拍卖新纪录；高盛预计金融行业公司看

好电子竞技市场等等。 

最值得分享的精彩内容还包括解读顶级体育赛

事，假设上海提交申请举办 2032 年夏季奥运会，可进

一步激活尚未完全释放潜力的城市区域，助力上海迈向

2035 年“卓越的全球城市”规划。智者图谋变局，让我

们共同期待 2019 年的来临。

回归本源，开放共赢

2018 年的最后一个月，上海信托以“回归本源 开放共赢”为主题，成功
举办 2018 观察家金融峰会。我们相信，改革开放 40 年至今，整个金融业面
临转型重塑的时代使命，正如上海信托党委书记、总经理陈兵所言，“40 年
实践证明，信托制度是极具活力的一项制度安排，有强大适应力，能在主动
对接和满足社会需求的过程中，发展壮大好自己。我们要做的，就是伴随时
代的变化调整自己。”面对危机，智者图谋变局，这就是布局未来的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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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宏观透视特别报道资讯

在 2018 中国信托业峰会暨第十一届“诚信托”奖

颁奖典礼中，上海信托凭借稳健的经营能力、良好的风

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再次获评“卓越公司奖”，同

时还荣获 2017 年度“诚信托——最佳慈善信托产品

奖”。“诚信托”奖项由上海证券报主办，目前已连续

举办了十届，是信托业最具影响力的评选活动之一。“卓

越公司奖”是“诚信托”历届评选的最高奖项，根据资

本实力、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社会责任、社会评价、投

资者关系等综合评定，获奖公司需具有良好的企业形象

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处于公认的行业领先地位。上海

信托正确认识形势，准确把握定位，业务不断聚焦，可

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持续推进战略转型，取得明显

成效。努力推进业务创新，打造新常态下的核心竞争

力，细分领先优势进一步突出。自 2016 年 9 月 1 日《慈

善法》实施以来，上海信托推出“上善公益”品牌，目

前在教育助学、医疗健康、文化艺术等方面均有所作

为，此次荣获“最佳慈善信托产品奖”乃实至名归。

上海信托获“中国优秀信托公司评选”双奖项
2018 年 6 月 27 日，由权威财经媒体《证券时报》

主办的“2018 中国信托业发展高峰论坛”在深圳举行，现

场公布了第十一届中国优秀信托公司评选结果。上海信

托凭借突出的综合实力和稳健的经营管理能力，荣膺

“2018 年度中国优秀信托公司”、“2018 年度优秀风

控信托公司”两个奖项。

该评选已成功举办十届，旨在展示中国优秀信托公

司和优质产品的风采，对具有突出创新能力和优秀风控

水平的信托公司予以宣传，在业界具有深厚的影响力和

美誉度。上海信托现作为国内综合经营实力稳居行业领

先地位的信托公司，已连续三年获评中国信托公司行业

最高评级——A 级。2017 年，其经营数据和关键指标均

有卓越表现。凭借着不断增强的创新转型能力、显著提

升的资产管理能力、审慎稳健的风险管理能力，上海信

托着力打造了投资银行、资产配置、家族信托与互联网

信托四大业务板块。在国内经济转型之下，上海信托布

局深度转型，抓住新的市场机会，培育新的增长动力。

上海国际信托 2018年度回顾

上海信托喜获“诚信托”奖

卓越公司奖及最佳慈善信托产品奖

8 信睿生活  Dec. 2018

上海信托于“2018年中国金融机构金牌榜·金龙奖”

获得“年度最佳财富管理信托公司”荣誉 
“中国金融机构金牌榜——金龙奖”，由《金融时报》

联合国家级权威学术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共

同发起并主办，依托权威金融媒体的公信力和国家金融

研究机构的专业智慧，集中专家和智库的价值判断，对

国内主要金融机构进行年度评选。自 2008 年推出，已

经成为全国性重要的金融行业年度评选活动。上海信托

一直专注于为高净值客户提供资产配置及增值服务，以

客户需求为导向，积极提升资产管理能力。近年来，上海

信托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和科学的管理体系，获得了客

户、专家、专业权威机构和合作伙伴的广泛认可，在各类

评奖中屡获殊荣。这次再下一城荣获“金龙奖”，成为社

会各界对上海信托服务信任和肯定的又一个有力注脚。

撰文 / 皮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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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银行家》杂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告经营管

理中心、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共同主

办的中国金融创新论坛暨“2018 中国金融创新奖”评选

名单中，上海信托凭借稳健的经营能力、优异的盈利能

力、持续的产品创新能力及良好的风控水平荣获极具份

量的创新类奖项：“2018 年十佳财富管理创新”奖。

“中国金融创新奖”已连续举办十年，是我国金融

创新领域最权威的评选之一，其评选结果的公信力和品

牌影响力受到业界高度认可。

上海信托获得财富管理创新奖

2018 年 10 月，由权威财经媒体《每日经济新闻》

主办的 2018 中国金融发展论坛暨第九届“金鼎奖”评

选在沪揭晓。凭借在服务实体、产品创新、风险管控等

方面的综合优势，上海信托摘得“年度卓越信托公司

奖”。在 2018 年，围绕“一带一路”等国家发展战略，上

海信托在坚持严控风险的前提下，加强主动资产管理能

力，用专业服务实体经济，让资本顺畅低损耗地投入实

体经济中，打造有使命的资本，助力经济转型，真正做

到回归信托本源，实现共生共荣的双赢目标。

“金鼎奖”评选面向商业银行、信托、基金、证券、保

险等财富管理领域，迄今已成功举办八届，通过多个维

度科学、严谨考量参评机构在一年内的综合表现，旨在

为中国高端投资者提供一份公正、权威的品牌榜单，得

到了行业内各大金融机构的关注和认可。

上海信托产品线囊括了多谱系品种，构建合理的投

资组合，致力于满足不同客户或同一客户不同阶段的差

异化理财需求，构建了覆盖多个行业、多种投资方式的

资产组合。除了拥有业内领先的产品线，上海信托 2018

年在资产证券化、家族信托、慈善信托等多个领域推出

创新产品，包括发行全国首单由信托公司类承销商参与

承销的债券产品“君创国际融资租赁 2018 年第一期资

产支持票据”、“上信上善慈善信托”成功备案等。

风险管控方面，上海信托拥有一支严谨的风控团

队，通过经验丰富的行业投资专家解读、严格审慎的项

目审核流程、与客户利益一致的投资精神，严格为每一

个在上海信托平台上发售的产品把关，严格履行受托人

的义务，通过建立完善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向

投资者提供风险可控的投资产品。

上海信托揽获“年度卓越信托公司”奖

9

近年来，上海信托以“回归信托本源”、“支持实

体经济”作为转型指引，不断优化公司发展战略，与此

同时，也积极将社会责任融入到企业品牌之中，使之成

为企业文化的重要部分。

2014 年设立“上善”系列云南地区教育助学信托计

划，2018 年又发起成立上信上善慈善信托，作为其参与

社会公益的重要平台，同年项目支持了上海市民政局的

认知症患者关爱项目。同年“上善”慈善信托又与贵州

省教育厅、内蒙古右中旗、察右后旗教育局签订了教育

扶贫一项合作协议。

8 月，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呈现的《堂吉

柯德》揭开了 2018 年“上善”悦享盛音资金信托扶持

上海大剧院的序幕，同时持续支持克勒门文化沙龙的发

展。正是基于雄厚的综合实力、持续优化的业务模式及

在支持实体经济、公益事业等方面的突出表现，上海信

托在“2017-2018 卓越金融企业盛典”斩获了“年度卓

越信托公司”和“年度卓越企业社会责任信托公司”两

个奖项。

上海信托斩获“2017-2018卓越金融企业盛典”双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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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信托 2018年度回顾

上海信托信睿俱乐部是由上海信托信睿家族管理办

公室为信睿客户量身打造的 VIP 专享服务平台，力争为

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投资融资、专业理财服务。俱乐部提

供“1+N”团队式专属服务，希望通过汇聚各方力量，打

造“聚诚”平台。目前服务分为四大板块，包括“外聘

专家服务”，俱乐部成员可享受来自外部精选专家提供

的优质增值服务；“俱乐部主题活动”，包括“财智”、“悦

享”、“睿识”三大主题，为信睿客户及私人财富客户

专享的主题活动；“信睿专享电台”，信睿客户专享线

上电台栏目；“信睿新生代计划”，为信睿客户的二代

或者三代子女提供学习实践的机会。

上海信托信睿俱乐部 尊享服务指南

封面故事 宏观透视特别报道资讯

上海信托首单非金融企业债务 融资工具承销业务落地

2018 年上半年，由上海信托作为承销商参与承销的

“君创国际融资租赁 2018 年第一期资产支持票据”成

功落地，标志着上海信托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

业务迈出重要的一步，该项目也是全国首单由信托公司

类承销商参与承销的债券产品。

在 2018 年 4 月下旬获批银行间市场首批非金融企

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资格之后，上海信托积极开展前期

各项准备工作，在制度建设、组织架构、业务研发、流

程构建、内控完善、人才储备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探索，仅

仅两个月内就实现了承销业务落地。

未来，上海信托将把债券承销业务作为重要的标准

化业务方向之一，同时配备了强大团队及专业化人才推

进业务开展。秉持“回归信托本源，支持实体经济”的

理念，进行战略转型，锻造资产管理核心能力，助力实

体经济转型升级，依托于公司资源禀赋和风险偏好，深

耕数个特定市场化行业领域，积极挖掘市场价值空间，为

客户提供全产业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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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海派绘画艺术一代宗师

程十发先生诞辰 97 周年。2018 年

7 月 9 日 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上

海信托外滩 111 艺术空间举办“独

立墨林——程十发艺术展”。展品

包括经典作品《舞女》、《秋塘双

凫》、1977 年作品《漱玉图》、五

张通景屏《九州翠巘图》、1982 年

创作的《补衮图》等一批书画代表

作。为了让参观者更好地了解程十发

大师及其作品，外滩 111 艺术空间筹

备举办了专场沙龙，邀请包括程十发

次子、徒弟、程十发艺术馆馆长以及

艺术评论家等众多圈内人士，分享程

十发及其作品背后的故事。

其中，程十发次子程多多从小

耳濡目染，喜好艺术和传统文化，并

且继承了父亲擅长书画，他讲述了

父亲的成长经历以及绘画风格的重

要发展过程。艺术评论家林明杰先

生则从三幅作品入手，仔细剖析程

十发先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画的不同

之处。

同时，程多多、林明杰以及程

十发先生弟子毛国伦，共同回顾了

程十发先生的生活趣事，细述点滴

往事并讲述程十发先生对自己、对

上海和对中国美术史的影响。最

后，程十发美术馆馆长陆晓群女士

讲述了程十发先生的为人以及对下

一代接班人培养的广阔胸襟。通过

此次展览及沙龙，上海信托继续助

力中国画艺术，着力打造外滩 111 艺

术空间，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独立墨林程十发艺术展

2018 年 7 月， 来 自 上 海、 北

京、台湾、法国、德国、希腊等地

的粉丝齐聚“克勒门”，由歌唱家

龚琳娜带着大家唱上海。本次相聚

“克勒门”的主角是那个演绎过神

曲的龚琳娜，刚完成上午在上海音

乐学院的讲座，酣畅淋漓地唱着古

诗词，这女歌手转身变成江南水乡

的丁香女子，和陈钢老师、阎华一

起聊上海老歌，并共同演绎了《恋

之火》、《蔷薇蔷薇处处开》、《梦

中人》、《永远的微笑》等歌曲，让

现场惊讶于这个来自贵州擅唱民歌

的歌手对上海老歌的尊崇和热爱。很

久以前从彭丽媛的唱片中听到几首

上海老歌，龚琳娜被深深迷住，继

而发现了周璇、李香兰、白光……

随着研究的深入，她越来越觉得那

是一份珍贵的宝藏，于是她试图用

声音触摸上海这座城市的脉搏，用

一往情深探访这片土地的沧桑沉浮。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信托自

2017 年通过“上善”系列悦享盛

音资金信托计划扶持克勒门文化沙

龙，将海派文化与信托相结合，呼

吁更多人弘扬海派文化，助力“克

勒门”成为展示上海文化、传播高

雅艺术的平台。2018 年，上海信托

愿让“金融之美”继续绽放，“上善”

系列慈善公益信托也将继续支持海

派文化活动，发展和弘扬海派精神。

上海信托助力“克勒门”继续弘扬海派文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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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 1 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97 周年的华

诞之日，上海信托党委举行了“学习十九大 • 我的初

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公司党委班子及各支部党员和

群团代表 100 余人参与活动。活动以“五个一”的方式

为党庆生。

举行一次宣誓：全体与会党员在党旗面前重温入党

誓言，在党的生日，通过庄重的仪式，共同探寻入党初

心，坚定理想信念。

聆听一堂党课：党委书记陈兵同志以“四责协同”

为主题，为现场党员群众上党课，要求公司上下知责明

责、履职督责、述职问责，在深化金融改革的浪潮下，顺

势而为、迎难而上。

开展一次演讲：青年党员代表分别以“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要幸福就要奋斗”、“做新时代的马克思

主义者”等为主题，畅述个人对理想信念的坚定执着和

积极思考，展现新时代青年寻找初心、发现初心、坚定

初心的心路历程和勇敢探索。

缴纳一次党费：与会全体党员同志，通过浦发银行

党费云账单集体缴纳党费，通过集团化和数字化建设，进

一步推动基层党组织规范建设，增强党员的身份意识、责

任意识和使命意识。

组织一场竞赛：公司 11 个党支部代表队和工团

联队围绕十九大报告、党史党章、党纪党规开展知

识竞赛，形式别具一格、现场气氛热烈，起到以

赛促学、共同学习的良好效果，最终第六党支

部勇夺冠军。

本次活动是上海信托进一步深化学习贯

彻十九大精神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

时也是响应上级党委关于开展“我的初

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的切实举措。公司将号召全体党

员共同守护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不忘初心、矢

志永远奋斗，带动公司上下形成转型创新的浓厚氛围，凝

聚开拓进取的磅礴力量，以实际行动诠释心中的信仰。

“学习十九大·我的初心使命”

上海信托举行主题党日活动

党建知识竞赛冠军支部

重温入党誓言

12 信睿生活  Dec. 2018

封面故事 宏观透视特别报道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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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以进

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一大创

举。2018 年 7 月 27 日，在进博会倒计时一百天之际，上

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举办了“冲刺一百天，建功进博会”

突击队授旗仪式。公司党委副书记、监事长赵峥嵘，党

委委员张晓军代表公司党委向来自公司各条线的十支队

伍授予青年突击队旗帜，公司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和

办公室成员出席会议。

全力打响“四大品牌”是上海更好落实和服务国家

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载体，是推动高

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举措，也是上海当好

新时代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重要行

动。此次对青年突击队的授旗仪式，正是助力四大品牌

建设和进口博览会的有力举措。

利用进口博览会召开之际的有利契机，上海信托通

过创建各“财富中心文明窗口突击队”，推动身处上海

知名商圈的五大营销网点全面提升服务质量，为客户打

造优质金融理财服务；通过创建“上信青年志愿服务突

击队”，发扬志愿者精神，为进口博览会提供热情、专

业的志愿者服务，不断提高“上海服务”辐射度。

以公司投资银行总部为主创建的“上信领创母基金

突击队”，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开展转型创新，持

续助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推动提升“上海制造”美誉

度。由公司不动产金融总部组成的“上信商业地产运营

突击队”长期耕耘商业地产股权项目，持续推动商业地

产的改造升级工程，进一步丰富商业业态、激发商圈活

力、改善购物环境有效增强“上海购物”体验度。此外，“外

滩 111 文化艺术突击队”和“上善慈善信托突击队”继

续弘扬海派文化、推广高雅艺术、助力扶贫攻坚，进一

步展现“上海文化”标识度。上海信托的各支突击队在

各自岗位上不断提升窗口服务水平，为进博会的顺利召

开贡献了力量。

2018 年 10 月 21 日，上海信托 400 余名员工在滴水

湖鲜花港基地进行“鼓舞飞扬 团队同心”非洲鼓舞团建

活动。用非洲鼓点展示勇气，用音乐来诠释团队，用节

奏感调动团队活力，激发团队激情。每个人在团队中都

充分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每一次击打、每一个节拍，都

为了共同的旋律同步执行，彼此鼓舞。活动

充满欢乐，大家彼此欣赏对方，在团队

的乐章中每个人都感悟到团队的

力量，提升了团队凝聚力和战

斗力，同时也坚定了未来

对工作的信心与信念。

“冲刺一百天，建功进博会”突击队授旗仪式

“鼓舞飞扬 团队同心”鲜花港团建活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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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信托利千秋，欲攀高峰

积跬步”。2014 年上海信托创

设“上善”系列公益慈善类

信托计划，信托资金专项用于教育

助学、救助贫困、扶助弱势群体，发

展科技、文化、艺术、体育、医疗

卫 生 等 公 益 事 业。2018 年 7 月 设

立“上信上善慈善信托”，作为上海

信托参与社会公益的重要平台，希

望通过这个平台，可以携手社会个

人、机构的爱心资金，将募集的信

托财产直接或采用 TOT 方式运用于

教育助学、医疗救助、艺术文化、绿

色环保、济贫救困、助残救灾等公

益领域。

一直以来，上海信托依靠专业

的投资管理、成熟的信托运营保障

和严格的风险把控，发挥慈善信托

的长效法律运行机制作用，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以金融方式推进教育

助学的发展，不断为我国教育事业

添砖加瓦。今年，“上善”列车又

驶向了更远的地方，为更多的贫困

地区带去了温暖。

“上善号”慈善列车满载
关爱愈行愈远

上
善
号

14 信睿生活  Dec.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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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8 年 9 月，上海信托”上善号“驶入贵州，拉

开了“上信汉鸣中西部地区（贵州）教育助学慈

善信托”启动的序幕。“上善情·同心梦”——贵

州省农村中小学校长赴沪培训项目签约仪式在贵州省教

育厅举行。贵州省教育厅厅长邹联克、上海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监事长赵峥嵘、温州瓯海区慈善总会张汉鸣慈善

公益基金理事长张汉鸣、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发展

基金会秘书长邢和祥、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晓军、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代蕊华以及贵州

省教育厅各中心相关负责人等一同出席了仪式。

在介绍项目主要内容时，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张晓军说，四方共同发起了“上善情•同心梦——

贵州省农村中小学校长赴沪培训项目”， 拟设立“上善”

系列上信汉鸣中西部地区（贵州）教育助学慈善信托，实

行三方共管模式，加上银监和民政的双重监管，使之真

正做到用途明确、信息公开、流程透明，从而建立起规

范有序的参与慈善活动的途径。上海信托希望通过此次

合作，引入和撬动社会力量，以新资金、新模式、新举

措推动社会多层次资源接入，切实提升贵州地区农村基

础教育水平，并能在当地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用实际

行动参与并助力贵州贫困地区实现教育脱贫。

“上善”系列上信汉鸣中西部地区（贵州）教育助

学慈善信托计划为期 3 年，信托规模合计规模约 500 万

元，上海信托和张汉鸣先生分别出资约 350 万元和 150

万元认购慈善信托，募集的所有资金定向用于“贵州省

农村中小学校长赴沪培训项目”。该项目计划每年至少

组织一批贵州省中小学农村校长到上海开展为期约 3 周

的深度培训计划，内容包括集中培训、交流考察、诊断

反馈等多个板块；同时也会积极助推在贵州地区举办中

小学校长论坛，将上海的名师名校长带到贵州，与当地

更多的教育者进行交流互动。 

在慈善信托的架构中，上海信托同时作为委托人和

受托人，不仅对培训项目进行资金支持，还要负责项目

的资金管理、统筹运营和各参与方的协调；贵州省教

育厅负责在贵州地区按标准和程序选拔农村中小学校

长，并对受训教师提供跟踪考核；华师大基金会则负责

针对贵州教育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科学的培训方案和

培训预算。通过信托架构的搭建，使各参与方都能充分

发挥在资金运作、人才培训、教师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一

起为贵州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提供扶持。期待更多秉持共

同理念的爱心企业一同加入，共同为我国的公益慈善事

业，尤其是教育事业贡献积极的力量。    

“上善号”驶进多彩贵州
三年助学以行动传送

撰文 /M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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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善”系列云南地区教育助

学信托计划成立于2014年，为

期 5 年的计划送走了最后一

批参加培训的教师。今年，“上善号”

继续在云南“行驶”：第二期“上善”

系列上信海亮中西部地区教育助学

慈善信托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来到

了目的地云南。

该项目由上海信托、浙江海亮

慈善基金会共同成立，当天，上海

信托、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人民

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上海师范大

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四方共同签署了

《云南贫困地区教师来沪培训项目

合作协议》。

信托资金将定向用于中西部地

区教师来沪培训项目，旨在支持中

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搭建多地

教师交流互助的桥梁和平台，助力

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质量的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是上

海信托携手社会爱心资金续写云南

助学，促进云南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的新篇章。

本次培训项目将在第一个五年

的基础上进行优化和升级，根据云

南省的教育发展规划，增强针对

性，提升有效性，着重于教育管理

的内容培训，并进一步覆盖音体

美、信息化等课程教师，为云南教

育脱贫提供助力。

与此同时，这个培训项目秉承

多方合作、各司其职的模式。

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人民政

府扶贫开发办公室负责在云南选拔

受训教师；上师大基金会负责项目

培训的方案设计和具体实施；浦发

银行昆明分行帮助协调当地政府和

社会各界，共同扎实做好精准扶贫

工作。

回顾第一期“上善”系列云南

地区教育助学信托，当时资助金额

超过 500 万元，累计为约 500 位云

南贫困地区老师提供了来沪短期培

训的机会。在这些培训课程的设计

上不仅包含专家解读、理论科研知

识的学习，还创新引入跟岗实践的

“影子校长 / 教师”课程，将理论

与实践有机结合，受到培训教师一

致认可及点赞。

此次的第二期培训计划，资助

金额仍为 500 万元，两期累计为云

南地区实施资助超过 1000 万元。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实施以来，上海信托主动承担企业

的社会责任，积极探索研究“金融

+ 慈善”的多种模式，先后推出“上

善”系列云南地区教育助学、长江

C8 援建桃树完小、“放眼看世界”

困难家庭儿童眼健康公益手术项目

等慈善信托计划。上海信托的公益

品牌“上善公益”涉及教育、医疗

和艺术文化等多个领域。

对于上海信托来说，所有的努

力都旨在积极履行受托人责任，实

现慈善信托的扶贫助学目的，全面

提升慈善信托效果，为教育脱贫攻

坚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上善号”续写助学新篇章
——第二期“上善”系列落地云南

在 2018 年 11 月 23 日，第二期“上善”系列上信海亮中西部地区教育助学
慈善信托来到了云南，并带来了《云南贫困地区教师来沪培训项目合作协议》。

云南省教育厅、云南

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

办公室负责在云南选

拔受训教师；上师大

基金会负责项目培训

的方案设计和具体实

施；浦发银行昆明分

行帮助协调当地政府

和社会各界，共同扎

实做好精准扶贫工作。

撰文 /M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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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云南、贵州地区新项目启

动之外，内蒙古作为新的

一站，也加入了“上善号”

大 家 族。2018 年 9 月 10 日 至 9 月

11 日，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在中国银保监会信托部

带领及中国信托业协会组织下，中

国银保监会信托部赖秀福主任、中

国信托业协会党委书记兼专职副会

长（常务）漆艰明等领导和上海信

托党委书记、总经理陈兵一行前往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察右

后旗参加脱贫攻坚调研座谈会。同

时，上海信托与内蒙古察右中旗、察

右后旗教育局牵手，计划为该地区

的教师提供培训。

此次行程中，上海信托与内蒙

古察右中旗、察右后旗教育局签署

《上善系列慈善信托内蒙古察右中

旗、察右后旗教育扶贫项目意向合

作协议》，拟通过设立慈善信托方

式为察右中旗、察右后旗提供校

长、教师培训和素质教育教室建设

总计 100 万元的教育扶贫方案。上

海信托力争发挥自身优势，聚焦教

育扶贫领域，不断以实际行动推动

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与教育环境改善。

在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背景下，此次协议

的签署将成为上海信托在云南、贵

州开展深度教育扶贫后，助力贫困

地区基础教育质量和教育设施提升

又一发力点。中国银保监会信托部

主任赖秀福强调，扶贫攻坚是一项

长期工作，信托行业要提高认识，高

度重视，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

把扶贫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充分

发挥信托优势解决扶贫的长期性问

题，并对信托公司积极探索信托扶

贫的创新模式、助力精准扶贫提出

殷切期望。

信托行业在扶贫方面具有诸多

优势，调研期间上海信托与各信托

公司与会代表实地走访相关扶贫项

目，并与贫困户代表进行深入交

流。“慈善信托利于秋，欲攀高峰

积跬步”。上海信托将坚持依靠专

业的投资管理、成熟的信托运营保

障和严格的风险把控，发挥慈善信

托的长效法律运行机制作用，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以金融方式推进教

育助学的发展，不断为我国教育事

业添砖加瓦。

“上善号”又添新目标，
奔赴内蒙扶贫助学

撰文 /Mida

“慈善信托利于秋，欲攀

高峰积跬步”。上海信

托将坚持依靠专业的投

资管理、成熟的信托运

营保障和严格的风险把

控，发挥慈善信托的长

效法律运行机制作用，不

断为我国教育事业添砖

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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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信托2018年度盛会
“回归本源 开放共赢”

2018 年 12 月 4 日，上海信托以“回归本源 

开放共赢”为主题，成功举办“2018 观察家金

融峰会”。展现“政、产、学”多领域深度融

合，众多金融大咖鼎力支持、多位全球议题嘉宾

巨献，以国际化视野和专业化学术精神围绕行业

热点、痛点碰撞新思想、启迪新主张、洞察新未

来。在此次峰会中，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副行长、上

海信托董事长潘卫东强调了金融业追求专业的

重要性。他指出，回归本源就是回归专业，以工

匠精神提升主动管理能力，精准适应社会投融资

的需求。同时他表示，上海信托的回归本源之路

就是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之路，就是长期坚持

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的发展之路，更是面向

互联网、拥抱国际化和各行各业合作共赢的开放

之路。我们坚信，2018 年是布局未来的一年，越

是困难的时刻，越是有少数拥有智慧和定力的

人，能够远见未来。

撰文 / 计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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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宏观透视特别报道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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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改革迈入新征程

2
018 年，是退潮的一年。潮水

褪去，我们就能看清谁在裸

泳。去杠杆大背景下，大批

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倒下了 ；资管新

规的出台，又给高歌猛进的中国金

融业一剂强有力的镇定剂。市场正

在出清坏的参与者，建立一个长期

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秩序。

2018 年，又是转折的一年。不

撰写 / 计文俊

2018 年 12 月 4 日，上海信托以“回归本源 开放共赢”为主题，成功举
办“2018 观察家金融峰会”。我们相信，改革开放 40 年至今，整个金融业
面临转型重塑的时代使命，上海信托要做的就是伴随时代的变化调整自己。

封面故事 宏观透视特别报道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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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终将消失。刚性兑付、期

限错配、短债长头……这些市场乱

象如果不尽早解决，整个金融业将

面临更大的危机。

资管新规出台，预示着中国金

融业进入强监管时代。这是治理市

场乱象、防范系统性风险要走的一

条必经之路，也是难走的一条路。在

资管新规的约束下，整个资管市场

规模迅速下降，无论是银行、信托、保

险、证券还是市场上林林总总的财

富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都面

临经营压力上升、风险上升的压力

测试。随着流动性风险凸显、融资

成本的上升，很多企业包括上市公

司出现了流动性踩踏的现象。

毫无疑问，整个金融业面临转

型重塑的时代使命。

无论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行

业，还是一家优秀的公司，都应该

具备这样一种能力——持续改善的

能力，把问题带来的痛苦，转变为

发展的动力。

就如稻盛和夫所说 , 企业的发

展就像是竹子，经济繁荣时，企业

只是一味的成长，没有节，成了单

调脆弱的竹子；但由于克服了各种

各样的困难和萧条，竹子形成了许

多的节，这种“节”才是使企业再

次成长的支撑，并让企业变得强固

而坚韧。

企业如此，个人、行业、国家

也是一样。

2018 年，又是布局未来的一年。

贝索斯曾问巴菲特，他为什么

能够成为美国第二富有的人？巴菲

特说，因为没有人愿意慢慢变富。越

是困难的时刻，越是有少数拥有智

慧和定力的人，能够远见未来。

面对危机，智者图谋变局。谁

主动调整自己，谁就能在未来胜出。

面对新形势找出路，已经成为

中国金融业共同的心声。

在 此 背 景 下，2018 年 12 月 4

日，以“回归本源 开放共赢”为主

题的“2018 观察家金融峰会”在上

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盛大召开。本

次峰会由经济观察报发起并主办、上

海信托战略合作。

自 2012 年创办以来，观察家

改革开放 40 年，奠

定了信托业未来转型

的背景，社会财富积

累为信托带来蓬勃发

展的资产管理和财富

管理市场，培育了信

托 业 未 来 转 型 的 机

遇，这也是所有资管

机构共同的机遇。

多位金融大咖鼎力支持，以国际化视野和专业化学术精神洞察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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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峰会至今已经成功举办至第七

届。作为行业规格、规模、专业度

首屈一指的盛会，经济观察报联合

上海信托展现“政、产、学”多领

域深度融合，众多金融大咖鼎力支

持、多位全球议题嘉宾巨献，以国

际化视野和专业化学术精神围绕行

业热点、痛点碰撞新思想、启迪新

主张、洞察新未来。

40 年 发 展 站 上 新
起点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当

时，金融机构也就只有人民银行一

家，人民币也还不是完全意义的货

币，因为伴随流通的还有粮票，这

就是过去 40 年金融大发展的起点。

对比过往，中国金融业从无到

有，发展显著。自 1978 年中国成立

了四家国家专业银行至今，国际上

不乏认为中国金融岌岌可危、即将

崩溃的论调。然而事实是，中国渐

渐成长为一个相对风险可控、相对

稳定的金融大国。世界银行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的两次评估表明，2011

年中国金融的稳定取得了五大主要

成果，尤其是当美国金融危机发生

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一个相对稳健

的金融大国。

微观产品层面也从简单粗放到

多样精细。改革开放前金融基本上

只有存贷款，而且基本上只对公，尤

其只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老百姓最

多接触的就是存款，并且数量很

少。如今，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众

多，服务的渠道、服务的方式都今

非昔比。就拿移动支付来说，远超

一些发达国家。

行业也从内向封闭到外向开

放。首先是对外开放，截至 2017

年底，外资银行在华营业性机构

总数达到 1013 个，分布在 70 个城

市，资产是当初加入 WTO 时的 10

倍多——虽然占比只有 1.3%，但那

封面故事 宏观透视特别报道资讯

在当前资管行业面

临监管趋严的大环

境下，潘卫东认为

信托公司应通过创

新保持行业的活

力：“比如财富管

理业务，就是信托

公司利用自身制度

优点，进行合规有

序的创新。”

多方位全球议题，洞察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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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我国整体银行业都在发展。同

时，中国的金融机构也走了出去，布

点 40 多个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

之后，全球系统重要的金融中心，中

中国金融机构有 30 家，英国每年全

球银行 1000 强排名，前 50 榜中有

12 家，前 10 名中有 4 家，中国工

商银行更被称为“宇宙第一大银行”。

此外，人民币国际化正在加

速。虽然人民币国际化的指数和美

元、欧元相比还有差距，但是和英

镑、日元相比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如今金融机构成千上万，由过

去的技术上破产到现在稳健的金融

大国；服务方面，也从过去的单一

简单发展到现在的多样化及精细

化。过去，我们是封闭的，现在，我

们是开放的、国际化的。这是当前

金融改革的新起点。

回归本源就是回归
专业

面对当前的复杂形势，上海信

托党委书记兼总经理、上投摩根基

金董事长陈兵认为，回归本源就是

回归专业化。

“当下，信托行业必须主动适

应和对接资管新规，加快转型步

伐，未来，上海信托将加速向‘资

产管理和财富管理’战略转型，做

好客户经营，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定

制化、综合化’的金融服务方案。”

陈兵说。

改革开放至今 40 周年，信托行

业前后经历了六次整顿，每次整顿不

仅没有让行业衰弱，反而让行业越来

越有活力。今年资管新规实质也是一

过去，我们是封

闭的，现在，我

们是开放的、国

际化的。这是当

前金融改革的新

起点。

论坛：资管新规带来的行业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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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整顿，可以说是第七次整顿。

“改革开放 40 年，奠定了信托

业未来转型的背景，社会财富积累

为信托带来蓬勃发展的资产管理和

财富管理市场，培育了信托业未来

转型的机遇，这也是所有资管机构

共同的机遇。40 年实践证明，信托

制度是极具活力的一项制度安排，有

强大适应力，能在主动对接和满足

社会需求的过程中，发展壮大好自

己。我们要做的，就是伴随时代的

变化调整自己。”陈兵说。

回归本源意味着服
务和经营都要跟上

在本次论坛中，中国银监会副

主席蔡鄂生表示，金融业回归本

源、服务实体经济，当前并非仅仅

是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最

关键的是要发现自身在服务和经营

中的不足。

他指出，我国的资本市场已经

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以银行为代

表的间接融资渠道在经济发展中起

到的作用还有待加强和改善。蔡鄂

生表示，在发展过程中，金融机构

需要运用改革创新思维去解决实践

中遇到的问题，更好地服务实体经

济发展。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去年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金融的

三个方面定位：国家核心竞争力、国

家安全的重要组成、经济发展的基

本制度。当前，对于某些方面在金

融行业的应用，中国已经走在了世

界的前列。但是，我们在企业发展

和经济运行过程中，金融机构本身

在层次划分或者定位划分上并不清

晰，这也是去年 4 月资管新规出台

的必要性。

“在新时代，我们要转变经营

方式和增长方式，从规模扩张向质

量效益转化。只有树立为实体经济

服务的理念，金融业才能够真正的

回归本源。正如十九大所重申的，在

未来市场经济发展中，让市场在资

源分配当中起决定作用，同时还要

把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运用恰当。” 

蔡鄂生表示。

（更多精彩观点及重要内容，本

期“封面故事“版块将呈现多篇深

入解读。）

在新时代，我们

要转变经营方式

和增长方式，从

规模扩张向质量

效益转化。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蔡鄂生主题演讲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杨再平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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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诞生
的中国信托业，即将迎来自己
的 40 岁生日。作为我国金融改
革和制度创新的标志之一，信
托业的每一步前行，都与改革
的脚步紧密相连。上海信托董
事长潘卫东表示，“行稳才能
致远，我们拼的不是速度。无
论过去还是未来，稳健经营的
理念不会改变。”

信托业转型
要与改革一起“再出发”
——对话上海信托董事长潘卫东

撰文 / 金苹苹

“
作为上海第一家本地非银金

融机构，1981 年成立的上海

信托不仅是国家对外融资的

窗口，更是上海改革开放的深度见

证者和贡献者。”回顾公司的发展历

程，上海国际信托（以下简称“上

海信托”）董事长潘卫东如是说。

当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与实

体经济紧密相依的信托业，也面临

转型升级的迫切问题。在潘卫东眼

中，中国信托业的过往历史，有发

展的惊喜，也有成长的烦恼。而当

下的信托业，更需要进一步拥抱改

革开放，加强对实体经济的专业化

服务能力，才能拥有可持续发展的

动力与前景。

改革与信托
共生共荣

1979 年，新中国的信托业正式

诞生，也由此开启了我国信托行业

与改革开放共融共生的历史。

“总结过去 40 年历程，改革开

浦发银行副行长、上海信托董事长潘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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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赋予了信托业崭新的生命，信托

则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

要贡献，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光辉历

程。”潘卫东如此描述改革开放与

行业的相互关系。

回望来时路，我国的经济在改

革开放的40年里获得了高速发展。统

计显示，我国 GDP 从 1978 年的 0.368

万亿元到 2017 年的 82.71 万亿元，增

长了 225 倍。其中，信托业发挥的

重要作用令人瞩目。

“改革开放初期，在资金匮乏

和融通不畅的背景下，信托公司充

当了资金融通的主体以及市场经济

的实践者。”潘卫东说，“以上海

信托为例，公司成立后作为国家对

外融资窗口，先后在旧金山、汉堡、日

本成立办事处，并成功在日本、伦

敦、新加坡发行债券，吸引大量外

资有力支持了上海经济建设。”

放眼当下的上海，很多地标性

建筑背后都有着上海信托的身影：

东方明珠塔、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延

安路隧道等项目的建设，上海信托

都曾经是其中重要的参与方。上个

世纪 90 年代后，由上海信托发起成

立的万国证券、上海证券、浦发银

行、华安基金、上投摩根基金、国

利货币等多家金融机构，为金融改

革开放做出了自己贡献。

与此同时，信托业在服务和促

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自身也得到

了飞速发展。公开数据显示，信托

业规模从 2003 年的 0.16 万亿增长

至 2017 年的 26.25 万亿，增长了 164

倍，与经济增长的趋势基本相同。

“这些经验告诉我们，我国经

济和金融的发展依靠改革开放得以

发展强大，信托业未来转型必须要

更加积极地拥抱改革开放，加强对

实体经济的专业化服务能力，发展

空间就会十分广阔。”潘卫东说道。

回顾本源才不会偏
离“主航道”

在潘卫东看来，信托业的大发

展，恰恰说明一项制度、一个行业

的发展，如果没有抓住时代发展的

主旋律，回归本源，是绝对不可能

取得大的成就。“信托取得的成绩，如

果不是依靠服务于改革开放、服务

于实体经济发展、服务于居民财富

增长，是绝对不可能的。”

梳理信托业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可以发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其

前提便是聚焦“主航道”，募集资

金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统计显示，截至 2017 年末，信

托业投入实体经济的信托资产余

额为 16.52 万亿元，占信托总资产

的 62.95%；投入小微企业的信托

资金约为 2.47 万亿元，同比增长

39.68%。 截 至 2018 年 6 月 末， 投

入实体经济领域的信托资产余额达

16.92 万亿元，在信托资产规模下降

的同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资金反

而比年初增加 4029 亿元，同比增长

24.69%。其中，投向小微企业的信

托资产同比增长了 19.32%。

潘卫东认为，随着经济转型和

产业结构的优化，信托公司依靠融

资类业务和事务管理类业务驱动的

业务模式正受到巨大冲击。但在国

信托还存在明显的产

品创设制度优势和投

向灵活优势，可以在

货币市场、资本市场

和实体经济跨领域展

业，根据不同的金融

服务需求设计个性

化的产品和服务方

案，为服务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和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做出重要

的贡献，这都体现了

信托的竞争优势。

封面故事 宏观透视特别报道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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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加大实体经

济支持力度的导向下，信托跨市场

以及灵活资金运用方式的制度优势

仍然大有可为。

“上海信托的经验是回归本源

和服务实体经济。”复盘公司近年

来业务稳健发展的原因时，潘卫东

坦言回归本源的重要性。他表示，上

海信托当前的创新，聚焦于重塑有

竞争力的业务和盈利模式，并主要

从五大方面入手实施。

具体而言，上海信托首先把传

统融资类业务升级为投行业务，利

用信托组织架构扁平、决策路径

短、离市场更加近的综合优势，投

贷联动，为客户提供效率高、服务

好、更贴切的定制化“股、债、贷”

综合融资方案。

其次，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

求，提高主动投资管理能力。按照

资管新规和监管的要求，通过打造

系列净值型资产配置类信托计划，提

高客户投资效率，为金融机构客户

和高净值客户提供完善的产品线。

第三，大力发展 ABS 业务，打

通上游资产获取和下游承销，在市

场建立独有的核心竞争力，探索

ABS 业务盈利模式。

第四，大力发展家族信托、海

外资产配置、慈善信托等业务，为

高净值客户提供全面财富管理服

务，实现以交易为基础的业务模式

向大类资产配置模式转变。

第五，发力数字化信托，全面

加强信息系统的支撑保障能力，加

速提升业务效率和展业范围，防范

业务风险。

作为一家将战略目标定为“全

球资产和财富管理服务提供商”

的金融机构，在加入浦发银行以

来，上海信托的各项经营指标均稳

健增长。截至 2017 年末，公司管理

资产规模 9124 亿，相较于 2008 年

的 209 亿增长 44 倍；实现营业收入

25.25 亿，相较于 2008 年的 4.06 亿

增长 6.22 倍。

合理定位健全基础
制度建设

2017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

上海信托的回归本源之路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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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已经达到 25974 元，比 1978 年

增长22.8倍，年均实际增长8.5%。根

据波士顿咨询的测算，截至 2017 年

末，我国居民可投资的金融资产规

模超过百万亿元。可见，我国经济

发展和居民财富积累为信托的发展

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另一方面，2018 年 4 月资管新

规落地，相关细则也陆续颁布，我

国金融市场正式进入统一监管时代。

“各资管机构展业门槛拉平，将

在相同的平台上开展公平竞争，核

心竞争力将成为资管机构的制胜关

键。”潘卫东说，相比银行资管、保

险资管、公募基金和证券公司等机

构，信托业仍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

他认为，信托公司在过去的展

业过程中建立了科学化现代化的公

司治理机制，形成了扁平化、高效

率的组织架构，以及以“投资者利

益为先”的发展理念积累了丰富的

高净值客户资源，更有专业化的人

才团队。“这些都为信托业在大资

管时代创新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潘卫东表示。

此外，他指出，信托还存在明

显的产品创设制度优势和投向灵活

优势，可以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

和实体经济跨领域展业，根据不同

的金融服务需求设计个性化的产品

和服务方案，为服务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做出重

要的贡献，这都体现了信托的竞争

优势。

当然，信托业也存在一定的挑

战，比如，主业不突出以及主动管

理能力有待提高，是行业转型中亟

待解决的问题。潘卫东还认为，信

托基础制度也有待完善之处。“目

前，信托发展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

难题，如信托公司动态资本补充机

制缺乏；信托财产登记制度、信托

税收制度不够完善，限制了信托受

益权的流动性，阻碍家族信托和慈

善信托等本源业务的发展等。

在当前资管行业面临监管趋严

的大环境下，潘卫东认为信托公司

应通过创新保持行业的活力：“比

如财富管理业务，就是信托公司利

用自身制度优点，进行合规有序的

创新。”

他介绍， 上海信托早在在 2011

年就意识到财富管理市场将会是信

托回归本源过程中的一个蓝海，也

将是信托发挥制度优势解决客户实

际需求的重要内容。2013 年起，上

海信托开展了专注于财富平稳有序

传承，风险隔离和保障的家族信托

业务。通过 5 年的努力，公司不断

提高资产配置能力、受托服务能力

和风险管理水平，结合高净值客户

的资产多样性及需求多样性，陆续

开发并落地了家族信托、保险金信

托、慈善信托等多种业务类型，并

通过建立长期可操作的业务逻辑，助

力客户实现基业长青的财富目标。

他同时表示，上海信托在转型

创新的同时，不忘初心，坚持稳健

发展，严守风险底线，“行稳才能

致远，我们拼的不是速度。无论过

去还是未来，稳健经营的理念不会

改变。”                           原文出自《上海证券报》

上海信托不断提高资

产配置能力、受托服

务能力和风险管理水

平，结合高净值客户

的资产多样性及需求

多样性，陆续开发并

落地了家族信托、保

险金信托、慈善信托

等多种业务类型，并

通过建立长期可操作

的业务逻辑，助力客

户实现基业长青的财

富目标。

封面故事 宏观透视特别报道资讯



31

资
管 新 规 出 台 后， 整 个 资

管业的规模正在快速下

降，2018 年，每季度以 1

万亿的规模在下降，预计这个趋势

还将延续到 2020 年。

资管规模下降速度过快，最直

接和明显的影响是信用快速紧缩后

信用风险急剧上升，企业资金链普

遍偏紧，市场上出现了“违约潮”

和风险踩踏。2019 年，流动性风险

会进一步加大。

此外，理财子公司会成为一个

新物种进入这个市场，他们拥有“公

募 + 私募”牌照，投向灵活，在销

售起点和投资者识别上都有很大的

优势，从资源上来看，他们也可以

借助银行股东广阔的客户基础、营

销渠道及资产获取渠道。如此情况

下，信托公司等各类资管机构都将

面临残酷的市场竞争。

转型艰难，
但有信心

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

形势下，信托行业在主动管理能力

培育、激励机制创新、人力团队建

设、投资者教育等多方面都需要加

快转型步伐。

尽管面临较大的经营和竞争压

力，转型也可能曲折，但上海信托

对信托在“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市

场”的未来不悲观，相反仍充满着

满满的信心。

“40 年的实践证明，信托制度

是极具活力的一项制度安排，有强

大适应力，能在主动对接和满足社

会需求的过程中，发展壮大好自己。”

陈总解释道，从英、美、日等国家

《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出台，意味着资管市场正式迎来一艘巨船，给资
管市场带来生机和活力同时，也给信托行业带来很大的竞争压力。在这个破旧
立新、重建秩序的历史时刻，信托行业如何迎接挑战把握机遇呢？上海信托总
经理陈兵认为：信托业回归本源后，会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发言 / 上海信托党委书记总经理陈兵
整理 / 计文俊

加快转型、拥抱合作
——谈信托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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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托业发展和演进历程来看，每

个国家信托业的发展都是在继承信

托基本法理和基本特征的前提下，根

据本国国情对信托制度进行创新与

改造，再根据经济、社会和法律的

现代化进程，寻求每一阶段信托功

能定位，保持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强

大适应力。我国信托业发展也不例

外，信托制度的实践并没有照搬西

方模式或一成不变，而是以强大的

生命力在不断的适应市场需求。

信托制度在改革开放初期被引

入我国，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转变，以及资金匮乏和资

金融通不畅的背景下，信托公司充

当了资金融通的主体以及市场经济

的实践者。

以上海信托为例，吸引大量外

资有力支持了上海经济建设，如今

的很多地标性建筑如东方明珠塔、南

浦大桥、杨浦大桥、延安路隧道等

背后都有上海信托的身影——公司

是上海改革开放的深度见证者和贡

献者。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金融制

度改革推动国内资本市场发展，在

国内金融创新匮乏的情况下，信托

公司成为资本市场机构和专业人才

的孵化基地。到了 21 世纪，信托

理顺和疏通了资金向实体经济传导

的路径，为实体经济输送了大量资

金，在防止经济“大落”和促进经

济复苏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充当宏观经济调控的减震器和

润滑剂，防范化解各项风险因素。

可以说，信托业今天取得的成

绩，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正是依

赖于信托制度强大的活力，主动承

接和满足社会需求，依靠服务于改

革开放、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服

务于居民财富增长。

此外，一项制度、一个行业的

发展，如果没有抓住时代发展的主

旋律，回归本源，是绝对不可能取

得大成就的。信托业未来转型只要

更加积极地拥抱改革开放，遵循服

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宗旨，大力支持

国家重点工程、国企改革、民企发

展、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方面

的发展，为国家高质量发展、居民

更美好生活贡献力量，发展空间就

一定会十分广阔。

广阔的财富管理和
资产管理市场

社会财富积累为信托带来蓬勃

发展的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市场，培

育了信托业未来转型的机遇，这也

是所有资管机构共同的机遇。

从西方发达国家、日本以及台

湾地区的经验来看，当人均 GDP

超过 3000 美元就开始有财富管理

概念，财富管理市场开始启动，当

人均 GDP 超过 7000 美元时，财富

需求将处于快速成长时期，而当人

均 GDP 超过 10000 美元达到中等发

达国家收入水平时，个人财富管理

需求将迎来爆发式增长。伴随着社

会财富的增长，资产配置、财富规

划和传承等正在成为人们关切的问

题，由此将带来旺盛的资产管理和

财富管理需求。

上海信托已经加速向“资产管

理和财富管理”战略转型的步伐，其

封面故事 宏观透视特别报道资讯

上海信托党委书记 ,总经理

上投摩根基金董事长

陈兵

陈兵总经理参加圆桌会议讨论，强调“行稳” 才能“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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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以客户为中心”，做好客

户经营，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定

制化、综合化”的金融服务方案。

上海信托以“信托投行化、基

金化、本源化、国际化、数字化”

打造了一条涵盖“现金管理、固定

收益、浮动收益、股权投资、海外

资产配置”的立体化产品线，全面

覆盖客户多样化、个性化的金融服

务需求。

具体来说：

（1）深耕客户经营，把传统融

资类业务做成真正的投行业务。利

用公司组织架构扁平、决策路径

短、离市场更加近的综合优势，以

投贷联动方式，为客户提供效率

高、服务好、更贴切的定制化“股

权投资、债券融资、信托贷款、并

购融资”综合融资方案，提高市场

竞争力。同时，着力打通 ABS 业

务上游资产获取和下游承销，探索

ABS 业务盈利模式；

（2）迎合资管新规的方向，提

高主动投资管理能力，打造系列净

值型信托产品，涵盖现金管理、债

券投资、股票投资、海外投资、大

类资产配置等，满足客户多样化需

求，提前进入资管新时代；

（3）大力发展家族信托、海外

资产配置、慈善信托等业务，为高

净值客户提供全面财富管理服务，实

现以交易为基础的业务模式向大类

资产配置模式转变；

（4）信托本源业务。信托制度

是上海信托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优

势，上海信托一定要利用好，发挥

好，同时也要宣传好，让更多客户

理解信托，知道信托制度的“美”

和“好”，让客户更多的参与到信

托中来。

开放共赢，与同业
全面合作优势互补

分工合作、错位竞争的未来大

资管格局的主要方向。要做好客户

经营工作，单靠信托自身是不行，信

托自身也有很多“短板和不足”，比

如资金渠道单一，低成本资金募集

能力不足，投研能力以及权益市场

主动投资能力不足等。信托公司要

做好客户经营，为客户提供综合化

的金融服务，就必须要加大与其他

资管机构的合作。

信托公司要利用信托制度产品

创设灵活、跨市场投向灵活等综合

优势，主动对接银行、保险，为其

客户提供产品创设便利，利用信托

制度风险收益重构能力，为银行和保

险客户提供风险收益相匹配的信托理

财产品，并利用出色的项目存续期管

理和信用风险管理专业能力为客户实

现了稳定、丰厚的信托收益。

在此基础上，信托公司可进一

步与理财子公司共同开发客户在财

富传承、家族慈善等方面的需求，开

展家族信托、慈善信托等信托本源

业务，提供产品设计、受托管理等

服务，广泛整合资源，丰富合作内

容，提升合作层级。

信托也应加强与券商和基金合

作，在巩固房地产、基础产业、消

费金融等已经积累的专业能力的基

础上，利用券商和基金在股权市场

和资本市场的投资管理专业化优

势，提高自身的市场判断能力，资

产配置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借力

助力”提高信托公司服务客户多样

化、综合化需求的资管管理能力。

上海信托是早期经

济建设的主力军，也

是市场经济的践行

者。上海信托的发

展是和国家经济发

展相伴相生的。

发展之路是各行各业合作共赢的开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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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大后，中央把防范化解

金融风险放到未来三年三

大攻坚战的第一位，是因

为金融体系现在面临非常大的问题。

经济过度依赖货币刺激驱动增

长带来了两个后果：一，资产泡沫；

二，债务风险。这两者结合起来就

很容易加大金融危机的压力。

周小川行长去年十九大期间发

出了警告：金融业严重偏离实体经

济。去年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

金融要回归本源，为什么要回归本

源？因为金融业现在“自娱自乐”。一

方面过度膨胀，金融增加值占 GDP

超越了美国，非常令人不可思议。另

一方面，如此庞大的金融体系又不

能给实体经济提供必要的服务。这

样的金融业有没有完成使命呢？显

然没有。

金融风险四大根源

金融业当前面临几个问题，包

括脱实向虚、金融偏离了效率导

向、金融风险特别是债务风险越来

越大。产生金融业当前病症的病因

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金融结构严重失衡。现

代金融体系有一个基本特点，它是

以直接融资为主，比如说发达国家

欧盟直接融资占了整个社会融资

的三分之二左右，中国最高只有

20%，现在降到 10% 左右。

第二，银行体系内部结构失

衡。 民 营 经 济 占 GDP 比 重 超 过

60%，但民营银行占整个金融银行

体系不足 10%。国有大银行特别是

四大行占绝对主导地位，银行体系

和整个经济的结构严重不对称。

第三，IPO 注册制改革滞后。今

年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上海试点

科创板的同时要试点注册制改革。如

果没有注册制，科创板出来就是第

二个创业板。今天整个资本市场就

像总书记批评的，已经是整个经济

的瓶颈，不仅制约去杠杆的进程，还

制约创新创业企业的融资。今年很

多机构都遇到了问题，投的企业没办

法上市，上市了也不能退出。IPO 注

册制是整个金融体系能否实现市场化

的最重要的环节，对于当前上海科创

板的注册制改革能否落地抱有非常大

的期待，但是难度也非常大。

第四，国企预算软约束。国有

银行特别喜欢给国有企业贷款，这

个现象除了因为政治因素之外，还

有一个原因就是国有企业软约束。国

有企业本身对于债务约束是软的，我

能借多少钱就借多少钱，根本不在

金融市场化改革要啃硬骨头

我们确实在金融方面做出了很多改革的努力，但剩下的 10% 可能比前
面的 90% 还要艰难，今天所遇到的诸多问题包括实体经济层面、金融市场
层面的问题，都和金融市场化改革没有完成的 10% 紧密联系在一起。

发言 / 中国金融改革研究所所长刘胜军
整理 / 郑新蕊

封面故事 宏观透视特别报道资讯

中国金融改革

研究所所长

刘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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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风险。民营企业不一样，民营企

业一不小心借了过多债可能就要崩

盘了，但是国有企业没有这种担忧。

金融市场化改革七
大方向

金融的问题要得到缓解，药方

就是真正把没有完成的金融市场化

改革最后一公里走完，把难啃的骨

头啃下去。

第一，金融市场化改革一定要

坚持整体改革。整体改革的意思是：

价格改革、企业改革、金融改革、财

税改革等等是相互牵制、相互影响

的，任何一个改革不可能“单兵突进”

而取得成果。

去年推动去杠杆的实践，充分

证明整体改革的战略价值。去年以

来无论是 M2 增速、社会融资增速

都出现了明显下滑，甚至整个企业

部门债务占 GDP 的比重也有所下

滑，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但是，这个转变并没有给我们

带来惊喜，反而带来了惊恐。因为

去杠杆过程中把好杠杆去掉了，坏

杠杆留下了。这个显然和初衷是背

道而驰的。什么叫坏杠杆？地方融

资平台、大量僵尸企业、国有企业

负债率偏高，这是去杠杆的重点。但

实际上被去杠杆的首先是民营企

业。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

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体制没有改革。

第二，IPO 注册制改革一定要

坚定地做好。推动 IPO 注册制改革

最重要的是要真正理解什么叫注册

制改革。

香港交易所主席李小加的理解

就非常到位。他说，第一，注册制

改革门槛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如

果门槛设得太高，就把大量创新的

企业给挡在了门外。第二，证监会

和交易所严格把关，但是把关的焦

点是信息披露，而不是实质性审

查。第三，要特别强调监管者不能

替市场作主，不能人为干预市场的

运作机制。监管者千万不要认为自

己比市场更聪明，比如说老是去干

预股票发行的节奏，出发点是为了

减少市场的震荡和波动，但是结果

却放大了市场波动，并且导致供求

关系的扭曲。最后，投资者一定要

自己承担责任，风险自担。

第三，大力发展民营银行。特

别是要开放远程开户，与其要求国

有银行提高民营经济贷款比重、不

如提高民营银行占银行体系的比

重。国有银行要保证内部的考核机

制，推动银行高管市场化、专业化。同

时也要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这样

银行才能真正地在体制上有所突破。

第四，大力发展外资银行，取

消持股比例限制，减少隐性门槛，鼓

励金融创新，最重要推动小政府、小

国企。之所以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

占有率越来越小，不是因为外资银

行没有能力，而是因为政府和国企

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外资银行显然

不善于和政府、国企打交道。外资

银行尴尬的地位本身也是整个经济

增长的方向和出现问题的反映。

第五，国企改革。第一，切断

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千

丝万缕的联系。地方国企遇到了问

题，政府会给你提供很多的帮助，缺

乏硬约束。如果坚持市场化改革，国

有企业就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至

少应该做到混合所有制改革，并且

所有制结构要发生比较显著的变

化，来带动金融机制的转型。

第六，市场出清，淘汰僵尸企

业。僵尸企业占用了大量的资源，但

是这方面目前进展不大。美国 2009

年股市就开始涨，原因是美国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市场迅速出清，大

量企业迅速破产倒闭，工人迅速下

岗。房地产该平仓的平仓，问题就

解决了，长痛不如短痛。要想推动

市场出清，最重要的是建立完善的

社会保障体系，另外，心理上要迎

接不良资产阵痛的准备，过去这种

稳增长是要交学费的。

第七，货币政策中性化。过去

货币超发，以后不能再超发了。从去

年到今年在实施当中遇到了一些问

题，但这些问题不是因为货币政策中

性化本身错了，而是因为缺乏整体改

革和配套。不是说要停掉货币政策中

性化，而是要把改革的短板特别是国

有企业改革短板补上。正如今年吴晓

林副行长说过的一句话，“货币狂欢

的日子快结束了”。

金融的问题要得到缓

解，药方就是真正把

没有完成的金融市场

化改革最后一公里走

完，把难啃的骨头啃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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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及国内外经济形势，首先

要对国内经济形势有一个

清晰的认知。2008 年金融

危机之前，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就已经存在不少问题，危机过后在

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下，有些问题

暂时被压制但并没有得到解决，于

是就出现了如今产能过剩、高债务

率、库存挤压等一系列问题。2015

年之后，这些日渐凸显的问题亟待

解决，于是中央出台了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政策。在供给侧改革的过程

中，分为短期和长期两大方面的问

题，在处理经济过热后遗症的问题

上去产能、去杠杆，这是短期问题；

而长期的问题则在于技术进步、体

制改革，培养新生产能力等方面。

产业结构调整需加
快步伐

目前我国在进行去杠杆、去产

能的过程中必定会产生经济下行压

力，这一过程中难免会对一部分企

业造成误伤。国企债务及经营不善

的民企债务难收回，导致大量收回

的债务来自经营状况良好的民企，误

我国在去杠杆、去产能的过程中，经济有一定下行压力，但总的
来说，目前去杠杆进程基本告一段落，在当前的产业层面，企业的兼
并重组是未来大势所趋。而中美贸易战对我国除负面影响外，也在客
观上推动了我们秉持客观的心态稳步前行，进一步推进改革。

贸易争端之下，
更需寻求改革突破

发言 /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
整理 / 逸文

封面故事 宏观透视特别报道资讯

著名经济学家、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樊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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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企业的同时也会产生更多的下行

压力。客观上来看，这一阶段是我

们的必经之路，也是改革阵痛的一

部分原因所在，虽然当前在产业方

面我们还有一部分问题没有得到解

决，但总体来看目前去杠杆的进程

基本告一段落。

此外，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

中金融界和企业界的交流存在着一

个日渐凸显的问题——企业不愿退

出，优胜劣汰的进程迟迟没有实现。

发达国家良好的产业结构是经

过一轮轮的经济危机、经济周期后

优胜劣汰、兼并重组形成的。我国

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各行各业涌现

出大量的企业，产业规模在扩大，产

业订单也在增加，但庞大的企业基

数却让订单数量被稀释，导致很多

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部分经营不

善的企业不愿被兼并重组，不愿意

被淘汰，使得臃肿的市场结构阻碍

了经济调整的步伐。针对这类情况

金融公司特别是股权基金怎么帮助

这一部分企业做到兼并重组，进而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这是我

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在国际经济形势方面，当前较

为突出的问题自然是中美贸易战，但

事实上除中美贸易战外，另一部分

国家对我国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例

如欧洲、日本在很多问题上和美国

是一致的，也要求中国进一步开

放，包括金融市场的开放、WTO 的

改革等。一方面，世界经济正处于

复苏阶段，国际市场正在扩大，对

我国的需求也在进一步增加，这也

是在贸易战进行的同时，我国出口

额和对美的贸易顺差进一步增加的

原因。所以，在国际形势方面并不

都是坏消息，不应该把贸易战的负

面影响扩大，但与此同时，处在贸

易战背景下的我们更应该对金融危

机中金融膨胀所导致的各种金融风

险加大关注力度。

中美贸易战的警醒
作用

毫无疑问，贸易战的争斗中没

有赢家。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与

欧洲的贸易战为例，1929 年至 1933

年，欧洲对美贸易份额萎缩了近三

分之二，美国对欧贸易份额萎缩了

近三分之一，虽然美国相对胜出，但

对双方而言都只有负面影响。中美

贸易战产生的负面影响如今也开始

显现，首先一点即是投资下降，国

内第二季度民间投资就因受到贸易

战的影响下降明显，全球范围内的

投资活动也受此影响出现了暂停式

的下滑。

但两次贸易战也各有差异，不

能生搬硬套借鉴以往案例，也不需

要过分夸大此次贸易战的影响。

首先，与当年美国和欧洲的两

极化市场不同，当今多元化的世界

市场使中美间的进出口贸易只占总

体当中的一部分比例，这决定了贸

易战对国际市场的不会特别大。其

二，如今成熟的国际产业链决定了

贸易战增加的关税将分摊至产业链

上的各个国家，这也是国际投资停

滞的原因。另一方面，与当年相对

胜出的美国相似，我国拥有巨大的

国内市场，需求与供给都十分强

劲，加上齐全的分工体系、产业体

系，只要我国进一步推动改革开

放，踏实走好每一步，就没有人能

阻碍我们的发展。

此外，贸易战也有一部分积极

的影响。通过贸易战，我国更能及

早发现自身问题，例如创新能力不

足、竞争能力还有欠缺、金融开放

度还不够等，客观上推动了我国的

进一步改革。从这一角度出发，正

视自身优劣势，并从中吸取经验稳

步前行，才是我国在未来变化的世

界经济格局中脱颖而出的基础。

40 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

了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几大特点。第

一，我国已经进入自主创新的阶

段，一个从单纯模仿到模仿加自主

创新的阶段，其中就包括产权激励

与金融创新，必须建设良好的创新

氛围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进一

步激发金融创新动力。第二，改革

开放步入新阶段。通过开放促进国

内竞争，反推国内的产业改革，进

一步推动我国的民营企业发展。第

三，市场扩大，各国公司还将继续

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储蓄率一

直超过 40%，有些年份甚至超过

50%，即使在当前也有 44% 的储蓄

率，这足以看到国内巨大的消费潜

力。第四，资源效率与清洁发展。中

国目前已经处于清洁发展的新阶

段，而消费升级也将环境保护包括

在内。大城市群的逐渐成形也使得

资源利用率越来越高，这一点将会

对下一阶段中国市场格局的变化产

生重大影响。

总之，只要秉持客观的心态稳

步前行，就没有人能阻碍我们的

发展。目前 6% 的高增长也提醒人

们，即使在贸易战中也不要过分悲

观，从积极的角度看待此次中美贸

易战，调整下一阶段的发展步伐，才

能抓住下一轮发展机遇，更好地发

展自己，发展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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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杨

再平认为，当今，作为金

融改革的新起点，与改革

开放 40 年前的起点相比，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是脱胎换骨

的变化，因此，放眼未来，新起点

引发的新问题、新格局将为金融的

发展带来新目标与契机。

新高度新起点，引
发新问题

四十年改革开放，我国金融站

在了新的起点上，同时也带来了新

的问题。我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总量矛盾。一方面从金

融供给来看，数量不少。中国是一

个高储蓄率的国家，绝对储蓄率

为 40% 左右。城乡储蓄余额接近

70 亿元，14 亿人平均每人的存款

超过 3 万元人民币。高净值人群数

量为 200 多万，可投资资金 140 多

万亿元，就金融总量包括社会融资

总量而言，供给资金总量不少，但

是投资的增长一直落后于储蓄，这

样的总量就存在矛盾。一方面认为

金融对经济的支持不够，但另一方

面又出现了杠杆率过高的问题，这

就是一个矛盾。我国的 M2 和 GDP

比重居世界第一，这就是一个总量

矛盾。第二，结构矛盾，上述的总

量矛盾的背后就是结构矛盾，实际

上我国金融不是总量供应未满足需

求，而是结构问题。所谓结构就是

没有把恰当的钱分配给恰当的机

构、恰当的项目。僵尸企业还能够

贷款，这就是不恰当。一些发展

很好的科技企业，有很好的科研项

目、技术成果，但是长不大，这就

是很大的结构问题，缺乏资金。还

有小微企业创业，拿不到贷款。最

大的结构问题就是民营企业，民营

企业经济贡献“56789”，即税收

50%、GDP 贡献 70%、城镇就业贡

献 80%， 新 增 创 业 贡 献 90%。 但

得到的贷款额据不完全统计只有

25%。银保监会主席 125 目标讲到

结构问题，这是金融结构理论，是

大结构。我们更需要关注中国金融

的微结构问题——大量的需求资金

没有得到满足。中国目前的金融问

题就是微结构层面的问题。

第三，自有金融体系内在风险

新高度新起点，
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
——我国金融改革的新历程

金融是跨时空价值交互、跨时空资源维持。金融是充满智慧的，类似水利工
程的作用，把资金分配给恰当的机构、恰当的人，这样的灵渠是金融发展的方向。

发言 /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杨再平
整理 /Mida

封面故事 宏观透视特别报道资讯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

杨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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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主要风险点在于不良资产的

反弹。

第四个问题，现在的金融与

四十年前相比，站在了一个新的高

度、新的起点，但是面临外在风险

的问题。由于金融的开放度，我国

金融机构走出去，人民币开始了国

际化，外部风险不能再回避，已经

开始严重影响整个金融体系。首先

是贸易战，这不仅仅是贸易不平衡

的问题，而是外界开始警觉中国的

发展，并且企图抑制这种发展，因

此进行了技术封锁。这种封锁目前

是针对实体经济的，进而便会影响

到金融，由此发新一波的全球金融

问题包括金融科技、低息环境和交

易系统。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稳定，充

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由于我国经济

金融的开放程度已经很高，外部世

界的动荡和危机势必会成为影响金

融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去关注

它、应对它。

“ 六 更 ” 新 目 标，
金融新征途

认清了新起点，下一步便是有

新目标。第一，支持经济高质量发

展。第二，助推新兴大国跨越中等

收入陷阱。在这一前提下，做稳做

优大国金融的同时，还要更强健的

国际化。

所谓高质量的发展，可将其分

成几个纬度。其中，经济增长要越

来越靠高科技支撑，这些方面都是

要金融有所作为。事实上，金融实

体也有促进社会公平的功能，普惠

金融很大程度上能够促进社会公

平，这两个方面金融都可以发挥作

用。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

要金融的支持。

综上所述，金融未来的新历程

主要包括，更多样、更普惠、更优

选、更创新、更开放、更稳健。分

析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时，我们

往往把金融等同于资金，实际上并

非如此。金融不是资金，金融是搬

运资金。金融是跨时空价值交互、跨

时空资源维持。这种跨时空就好比

水利工程，把水运到郊外粮田需要

渠道，金融扮演的就是渠道和中介

的角色。金融是充满智慧的，类似

水利工程的作用，把资金分配给恰

当的机构、恰当的人，这样的灵渠

是金融发展的方向。

因此，所谓的金融发展更多样

首先指的是金融在客户对象上要更

多样，不仅面向国有大中型企业，而

是要更多地考虑民营企业、科技企

业，金融伴随客户下沉。其次，多

样性还包括期限的多样性。更为重

要的是，金融还需要解决风险的多

样性问题。

更普惠，普惠金融就好比人体

的血液循环，毛细血管要得到充分

的血液贯通才能正常运作，现代金

融科技能够做到长尾效应，解决普

惠金融的问题，但是只集中在这一

点，没有重点也不行。普惠问题

还要讲究优选，金融要解决优选问

题，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更创新，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要

有更充满智慧的解决方案，解决方

案包括各种金融产品、金融机构、金

融市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金融

科技，要依托最新的金融科技，例

如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一系列技术。

更市场化，则是要进一步推动

利率市场化。

更开放，在今年博鳌论坛上，习

总书记宣布我们进一步开放，人民

银行又宣布金融开放的具体议程。

更稳健，首先要做到微观层面

的稳健，那就是公司治理结构，没

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没有良

好的稳健金融的微观基础。宏观稳

健和微观稳健才能使金融更稳健。

站在新的起点上，这是一个更高

的全新起点：如何展望未来，金融如

何更好地发展，这些新的议程和目标

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并加以完善。

金融不是资金，金

融是搬运资金。金

融是跨时空价值

交互、跨时空资

源维持。金融是

充满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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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观察家金融峰会发言精选
撰文 / 艾米

在 2018 年“观察家金融峰会”上，众位嘉宾围绕

本次峰会主题“回归本源、开放共赢”，站在金融开放

合作和金融创新的高度，用国际化的视野开展了广泛深

入的探讨，提出了很多良好的、极具操作性的观点和建

议。这些建议既对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从更高水平探

索金融改革创新，又有对当前面临机遇和挑战的审视；

既有金融创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宏观思考，也有

对金融热点领域的合作路径和模式的深入探讨，对升级

金融模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在本期封面故事篇

章奉上多位嘉宾发言精选。

金融业回归本源需解决服务和经营的缺失

——蔡鄂生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去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金融的三个方面定位：国家核心竞争

力、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当前，对于某些方面在金融行业的应用，中国已

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我们在企业发展和经济运行过程中，金融机构本身在层次划分或者定

位划分上并不清晰，这也是去年 4 月资管新规出台的必要性。

在新时代，我们要转变经营方式和增长方式，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化。只有树立为实体经

济服务的理念，金融业才能够真正地回归本源。正如十九大所重申的，在未来市场经济发展中，让

市场在资源分配当中起决定作用，同时还要把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运用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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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企业要在市场发展过程中优胜劣汰、兼并重组
在过去两轮过热中每一个行业诞生了很多企业，产业在扩大，但是，订单分摊到大家头上少了，结果

绝大多数企业日子不好过。我们的金融公司特别是股权基金，应去思考如何帮助这些企业做兼并重组。很

多企业被兼并、被重组是最好的出路。不愿意被兼并重组，不愿意被淘汰，实际上这样一种心态和市场结

构阻碍了我们，也使整个经济调整过程比较缓慢。

国际上有大量基金是专门做兼并重组的，我们怎么帮助这些企业做兼并重组，情况在发生变化，客观

上说今年情况不好，明年情况可能仍然不太好，不仅仅是国际的问题，有一大块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需要

大家面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
——樊纲 

著名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进入新时代，金融业面临重塑，全球经济延续复苏态势，但增长动能有所减弱，国内经济运行有望保

持稳中求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回归本源就是回归专业，以工匠精神提升我们的主动管理能力，精准

适应社会投融资的需求，才能更加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一本源。与此同时，在强调专业的基础上，开

放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习总书记出席 G20 峰会并指出世界经济时有波折，但更多走向开放、融合的大趋势

并没有改变，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金融行业更要坚持伙伴精神，真正拥抱彼此，提高专业化管理，携手助

力新技术、新知识传播，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共同服务好全国改革开放的大局。

作为上海本土最早一批诞生的金融国企，上海信托的回归本源之路就是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之路，就

是长期坚持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之路，更是面向互联网、拥抱国际化和各行各业合作共赢

的开放之路。

走向开放融合的大趋势，并没有改变

——潘卫东

浦发银行副行长、上海信托董事长

对券商而言，发展资产管理业务是提升证券行业经济能力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经济新常

态要求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而其关键在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大力发展资产

管理业务有利于实现多样化的资源配置方式，更好地促进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设。

未来随着商业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不断回归本源，客户基础设施建设不足而带来的客户投资理念转变等

诸多不利因素下，积极寻求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共赢机会，通过产品转型、销售转型、投资转型，树立

客户需求驱动的产品理念，大力发展净值型产品和项目融资型产品、ABS 型产品、股权以及另类投资型产

品，通过加大金融科技的运用，不断提升客户体验，逐步实现线上批量化营销、线下个性化服务，通过实

现投资多元化，打造资管投行，通过加强大类资产配置的研究，提升主观投资水平。在资管行业的发展过

程当中，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竞合关系也将更为突出，金融机构的头部效应也将更为明显。

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机遇

——龚德雄

国泰君安副总裁、国泰君安资管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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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下半年全球要闻

欧洲央行（ECB）在 2018 年 10 月底

追随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的脚步，宣

布将停止 2015 年在经济极度疲软和破坏性

通缩威胁的背景下开始实施的量化宽松计

划。

欧洲央行的押注是，近几个月欧元区

多个经济指标出现的疲软，将被证明是暂

时的疲弱，而不是更严重的情况。德拉吉

（Mario Draghi）加入世界上其他主要央行

行长的行列，宣布欧洲央行将终止有争议

的 2.6 万亿欧元债券购买计划。

由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一致达成的这

一决定，标志着欧洲央行近四年来每月购

买欧元区新的政府和公司债券的行动画上

了句号。今后，欧元区将通过利率调整等

更为传统的工具来管理其经济。欧元利率

自 2016 年 3 月以来一直保持不变，预计明

年年底之前不会上升。

2018 年 11 月 5 至 10 日，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这

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

级展会，博览会吸引了 1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 3000 多家企业参与，有超过 5000 件

展品在此次博览会上展出。

本次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贸易史上

也是一大壮举，是新时代我国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通过本次进口博览

会，向世界主动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用实际行动表明开

放市场的诚心自信，另一方面，也能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多元化消费

方式，丰富人们的消费选择，优化经济消

费结构。

同时，通过博览会，还能促进各国经

济、企业间的交流，为将来的经济发展带

来新的机遇。

欧洲央行暂且回归常态 首届进博会成功举办

巴菲特清仓沃尔玛

在持仓二十多年后，“股神”巴菲特于 2018 年 11 月最终出售了他仅剩的一点沃尔玛股票。

自 1998 年建仓以来，作为全球最大零售商的沃尔玛一直躺在伯克希尔的股票账户里。最初只是少量

持股，规模不足 100 万股，2005 年，突然大举增持至 2000 万股，随后一路加仓，2014 年三季度末达到

6770万股，持仓市值一度超过50亿美元。然而，2015年二季度末之后，伯克希尔开始逐渐减仓沃尔玛，2016

年下半年减仓力度最大，持仓不足 1 亿美元。

时至今日彻底清仓了。驱使巴菲特做出这一调整的，是彼时在整个零售行业对传统零售商们开启强

势碾压态势的巨无霸——亚马逊。今年，沃尔玛涨了 2.8%，相比之下，亚马逊的股票涨幅高达 37%。

撰文 / 郑新蕊 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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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10 多年来，香港房价大幅度上

涨，连续八年稳坐全球房价最难负担城市

榜首。但 2018 年年末，这一全球房价最高

的城市，正在经历一波楼市大幅回调，诸

多迹象表明香港楼市凛冬已至。

数 据 显 示， 香 港 11 月 住 宅 销 售 额

260 亿港元，较去年同期 538 亿港元下降

51.6%。11 月份住宅销售量 2635 套，同比

下降 54%。此前，香港财政司长陈茂波曾

表示，展望2019，利率继续上升无可避免。香

港超低息的年代不但结束，可能还会步入

逐步加息，资产市场的风险不能忽视。

9 月，香港最优惠贷款利率上调至

5.125%，住房贷款利率也创近 10 年来最

高值，对高企的房地产价格构成直接的压

力。香港耀才证券预计，未来两年内香港

住宅价格跌幅或达 40%。

中国香港楼市降温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全球主要国

家领导人聚集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参加 20 国集团（G20）峰会。

十年前，全球金融危机袭来，首届

G20 峰会在华盛顿召开，这届峰会成为国

际治理的分水岭，各大经济体以合作和政

策协调度过金融危机，帮助经济重回正

轨。如何解决全球各国不断升级的贸易争

端，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动力是此次 G20

峰会的首要议题。

阿根廷当地时间 12 月 1 日下午，G20

峰会正式通过了一份 20 国共同签署的联合

公报。该公报首次公开承认，目前全球贸

易体系存在一定缺陷，并且呼吁改革 WTO

（世界贸易组织）。不过，距离启动相关

改革进程还需要各国深入交换意见，缩小

分歧，扩大改革共识。

2018年G20峰会

欧日自贸协定2019年生效

从明年 2 月 1 日起，欧盟有史以来签署的一项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议将开始生效。这也是在向“美

国第一”的政策宣战。欧盟与日本签署的该自由贸易协议是一个里程碑。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从 2013 年就开始筹备的该协议指定了减税和减少其它贸易

障碍的相关条款。据德国工商会称，日本是德国在亚洲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是继美国和中国之

后的全球第三大国民经济体，因此是令欧洲企业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销售市场。欧盟和日本加在一起人口

大约 6.35 亿。

WTO成员贸易限制额增至7倍

世界贸易组织（WTO）于 2018 年 12 月发布数据称，截至今年 10 月中旬的近一年内，成员国家和地

区采取的加征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对象额估算值达 5883 亿美元，增至上年同期的 7 倍以上。这反映出美

国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战”引发全球保护主义扩大。

WTO 总干事阿泽维多敦促各国平息事态。据 WTO 统计，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共有 137 项。上年同期

为 108 项，对象额为 787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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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宏观透视特别报道资讯

日本央行“大放水”

日本央行购买资产的行动现在看来是如此疯狂，以至于其总资产竟然超过了本国的经济体量。这是

日本首次出现这种情况，也是 G7 国家中的第一例，仅次于瑞士国家银行的全球第二例。

2018 年 11 月 13 日公布的央行数据显示，截止 11 月 13 日，日本央行总资产增至 553.6 万亿日元，高

于之前公布的 4-6 月日本名义 GDP 年化规模。日本央行从 2013 年开始实施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不断

吃进符合标准的资产，从而使得其资产负债表规模持续膨胀。在日本央行持有的资产中，日本国债持有

量达到 469.1 万亿日元。

这样一个持续了五年半的超级大放水政策确实把日本经济拖出了长期通缩的泥潭，却迟迟未能达到

2% 的通胀目标。

2018最重要座谈会

2018 年 11 月 1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无疑，这是 2018 年最重要的一个座谈会。最高领导人主持，多位正国级、副国级参

加，还有包括监察委、最高法、最高检等多个部门的负责人。

面对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出现的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领导人明确表示“这些说法是完全错

误的，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

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舞台。”

这样一场态度明确的座谈会，无疑正在给转型升级艰难时期的中国民营企业吃了一剂定心丸。

改革开放40周年

改革开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78 年 12 月开始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基本国策。2018 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中国各地都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和启示。

在过去四十年中，中国在经济、社会、民生各方面的发展取得骄人成就；今天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

济体，在国际社会的不同领域上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改革开放使中国大陆的市场快速增长 , 中

国国内生产总值从占世界经济 1% 到现在的 15%，仅次于美国的 21%，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

备全球第一；世界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家和出口加工制造国。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前所未有

的力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顶层设计，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一共推出

1600 多项改革方案，其中许多是事关全局、前所未有的重大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海南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高瞻远瞩、总揽全局，为推进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

作出了重要部署，指明了前进方向。各地各部门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改

革开放“双引擎”动力更加澎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尚
演出
上海信托荣耀再次呈现艺术经典
 “90 后”演绎努里耶夫版《堂 • 吉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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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年假期，尽享逛街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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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享家艺术演出

2018 年 8 月 30 日， 意 大 利
米兰斯卡拉剧院芭蕾舞团带来了
“20 世纪最好的芭蕾舞剧”——
《堂·吉坷德》。此芭蕾舞团时
隔 12 年再次来到上海大剧院，带
来自己的镇院之宝，这个版本堪
称是难度最高、最华丽的努里耶
夫版，以此纪念传奇舞蹈艺术家
诞辰 8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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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努里耶夫版《堂·吉坷德》是舞蹈技术与表演的完美结合，完美继承了意大利学派几百年来的艺术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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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吉 坷 德 》 是“ 古 典 芭 蕾 舞 之 父 ” 马 里 乌

斯· 彼 季 帕（Marius Petipa） 的 名 作，1869 年 首

演于莫斯科大剧院。鲁道夫·努里耶夫（Rudolf 

Nureyev，1938 年 -1993 年）对原版舞剧进行了再创作，融

入了俄罗斯舞派热情洋溢的风格以及西方芭蕾的表演技

艺，使演员的技巧得到充分发挥。1980 年，努里耶夫亲

自出演了剧中男主角巴西里奥，将改编后的舞剧搬上了

斯卡拉的舞台，从此该版本便成为斯卡拉歌剧院的保留

剧目，同时也被公认为“20 世纪最好的版本之一”。

与其他版本相比，努里耶夫版《堂·吉坷德》动作

更为细腻，眼花缭乱的舞蹈技术与令人着迷的表演完美

结合，充分挖掘了故事和角色的魅力。

此次，米兰斯卡拉时隔 12 年重回上海，第一站便

选择与上海信托合作，并在外滩 111 艺术空间举行发布

会，这与外滩 111“弘扬艺术文化、传承文明经典”的

宗旨不谋而合。同时也是上海信托连续第八年与上海大

剧院携手，为优秀艺术项目提供支持。

精益求精的斯卡拉芭蕾初心，与上海信托对激发多

元创新、推动艺术成果共享而执守的精诚之心有着异曲

同工之妙，作为拥有历史与深厚底蕴的专业金融机构，上

海信托不断深化对社会责任的履践，推动金融艺术事业

的发展。

百年剧院 辉煌舞团

世界最著名的斯卡拉大剧院落成于 1778 年，两百

多年以来，剧院的舞台吸引了众多芭蕾舞大师和芭蕾明

星，如乔治•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罗兰·佩蒂

（Roland Petit）、莫里斯•贝雅（Maurice Bejart）、鲁道夫·努

里耶夫（Rudolf Nureyev）等。而斯卡拉芭蕾舞团的历史

比剧院更为悠久，舞团的历史与芭蕾这种舞蹈形式的诞

生相连，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宫廷中，在米兰斯佛采家

族的辉煌城堡里，这种艺术得到力荐。如今，舞团拥有

斯维特拉娜•扎哈洛娃（Svetlana Zakharova）、罗伯特•波

雷（Roberto Bolle）、马西莫•穆鲁（Massimo Murru）

等明星舞蹈家以及经过严苛选拔的首席演员、客座演

员、独舞演员、群舞演员。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在复

兴意大利芭蕾流派传统优势的同时，也积极吸收斯卡拉

私享家艺术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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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院底蕴深厚的音乐传统，为年轻新锐的编舞家提供

了更多创新的机会。

近年来，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先后亮相于巴黎歌

剧院、莫斯科大剧院、马林斯基剧院等，足迹遍布美国、德

国、西班牙、中国等众多国家。舞团始终保持着芭蕾舞

界的高水准，不仅对演员进行严格选拔，还邀请世界著

名的音乐家、舞蹈艺术家莅临指导。舞团的演出剧目日

臻优秀，同时也让斯卡拉歌剧院博大精深的音乐传统更

多地惠泽于芭蕾作品。

编者疯狂 舞者养眼

此次斯卡拉剧院芭蕾舞团带来的《堂•吉坷德》采

用了豪华的明星阵容，其中包括 6 名首席舞者、18 名独

舞演员。饰演女主角基特莉、男主角巴西里奥等四名首

席舞者都是外型亮眼、舞技精湛的“90 后”，是这家世

界级舞团当下最青春、最具实力的阵容，他们大多在两

年前的中国巡演中亮相并获得好评。

其中，首席舞者妮可莱塔•曼尼（Nicoletta Manni）

与提莫斐•安德里亚申科 （Timofej Andrijashenko）在舞

台艺术与生活上都是一对羡煞旁人的伴侣，这次在《堂•吉

坷德》中也将“修成正果”。

男女主角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部《堂•吉坷德》

是他们跳过的最难的作品之一，空转和所有的舞步技巧

都是左右齐上——这在其他版本的《堂•吉坷德》中是

没有的，女主角更是连跳三幕，对于技术和体力都是很

大的考验。

同时，舞剧音乐流畅通俗、色彩多样，运用了一批

西班牙民间旋律以及华尔兹、波尔卡、加洛普和进行曲

等，也成为该部舞剧盛演不衰的原因之一。

芭蕾大师努里耶夫更是锦上添花地提升了男舞者的

地位，充分挖掘了故事和角色的魅力：努里耶夫版本融合

了俄罗斯芭蕾学派热情洋溢的风格与其他西方芭蕾学派的

表演技艺，使整部作品的舞蹈动作细腻又灵活多变。非常

快速的音乐节奏、舞者的繁复舞步……难怪曾有舞者调侃

说，努里耶夫太疯狂。剧中的双人舞以其热情洋溢、激情

欢快的特点成为了古典喜剧芭蕾的经典瞬间，还有不少段

落早已成为现今国际芭蕾舞赛事的必考项目。

在斯卡拉大剧院还远未诞生之前，斯卡拉芭蕾舞团就诞生了，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宫廷中，尤其是在米兰斯佛采家族的城堡中，这种艺术得到力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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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海信托成功注册的公益品牌商标，“上善”

系列信托计划正在形成品牌化、序列化和规模化。其

中，悦享盛音资金信托计划为我们带来了众多美妙的经

典艺术演出，包括 2017 年“辉煌俄罗斯”马林斯基艺

术节的四场音乐会及芭蕾舞蹈，在 2018 年则呈现了前

文所介绍的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及其镇院之宝

《堂·吉坷德》。

斯卡拉剧院的深厚历史

在全球旅行者们于 TripAdvisor 的留言点评中，斯卡

拉歌剧院（Teatro alla Scala）是城市珍宝，被称为“歌

剧之麦加”。穿过米兰的艾曼纽回廊，这个剧院位于尽

头处，门前是斯卡拉广场（Statua di Leonardo da Vinci）

及达芬奇纪念碑。

通常花费九欧元门票，慕名而来的访客们就可以进

入建于 1778 年 8 月 3 日的斯卡拉歌剧院：超过 3000 个

座位、一个马蹄形的礼堂和 6 排 VIP 房间；舞台极其华

丽，26 米宽、27 米高，距离地面 20 米高；装饰着壮观

的枝形吊灯、红色天鹅绒和镀金部件；这里的音响效果

非常棒，女高音卡拉斯也曾在此留下诸多动人演出；穿

过气势辉煌的门厅、礼堂及弗朗兹•李斯特的钢琴，访

客还能有机会看到正在排练的艺术家。

也有人会说，这个歌剧院的建筑格局远不及巴黎歌

延伸阅读

如果说，鲁道夫·努里耶夫以卓越舞技在此开辟了芭蕾全新领域，那么，歌
剧院如今推出了首席舞者曼尼为主角的数字导览，依然努力推广芭蕾艺术。

米兰的珍宝，斯卡拉剧院

随“上善”计划神游古典音乐及芭蕾
撰文 / 晓宇

私享家艺术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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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院或者维也纳歌剧院。确实如此，这栋建筑前身是圣

玛利亚斯卡拉教堂，后来才被用于改建歌剧院，最初被

称为“诺沃雷吉奥公爵斯卡拉剧院”。难怪有人说，“谦

虚的外观，掩盖了这个非常值得参观的歌剧院之壮观。”

身为意大利文化史上最重要的歌剧院之一，斯卡

拉歌剧院从未辜负过自己的声望，歌剧院博物馆珍藏

众多，包括：歌剧大师威尔第的众多手稿，历史悠久

的戏服、雕塑作品和女高音朱迪塔•帕斯塔（Giuditta 

Pasta，1797 年 -1865 年）等重要表演者的画像。

毫无疑问，它是“歌剧迷的必访地”。数百年来，在

斯卡拉歌剧院首演的歌剧有 350 部之多，其中包括威尔

第的《纳布科》及《奥赛罗》、普契尼的《蝴蝶夫人》

及《图兰朵》、罗西尼的《贼鹊》、唐尼采蒂的《卢克

来齐亚》、贝里尼的《诺尔玛》等。歌剧迷们如今还是

愿意花费 300 至 600 欧元去亲历一场歌剧演出——如果

你具有这方面的基础知识，那么，你会感觉自己进入了

另一个时代。

斯卡拉舞者的芭蕾光芒

在斯卡拉观看了一场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胡桃

夹子》之后，一位芭蕾舞粉丝感触道，“非常震撼，现

场交响乐团演奏，做梦般的感觉，最后根本不想离去，演

员出来谢幕五次观众才肯离场，太值得了。”

两百年过去了，这个剧院仍然被公认为最棒的歌剧

和芭蕾舞剧院之一，包括旗下的合唱团、芭蕾舞团和管

弦乐团。此外，这个剧院还拥有一间学校，被称为斯卡

拉剧院学院，旨在提供专业的音乐、舞蹈、舞台工艺和

舞台管理培训。

谈到芭蕾舞历史，斯卡拉芭蕾舞团在最近半个多

世纪也拥有众多明星芭蕾舞艺术大师及品

牌，包括：1965 年，斯卡拉芭蕾舞团首席演

员卡尔拉 • 弗兰希主演《罗密欧与朱丽叶》；

1966 年，卡尔拉•弗兰希和巨星努里耶夫主

演芭蕾舞剧《睡美人》；1974 年，莉莉安娜•寇

希和努里耶夫主演《天鹅湖》；1980 年，卡尔拉•弗

兰希和努里耶夫主演《堂•吉坷德》；同样在 1980 年，露

西安娜•萨维纳诺主演了莫里斯•贝雅编导的现代芭蕾

舞作品《波莱罗》。 

除了努里耶夫版《堂• 吉坷

德》，这个剧院还有另一个重要作

品“仲夏夜之梦”，那是乔治•巴

兰钦（George Balanchine，1904 年 -1983 年）1962 年的

原创作品，并且，这些年来，斯卡拉拥有这部作品的欧

洲版权。2003 年 10 月，它在圣彼得堡的马林斯基剧院

的首演获得巨大成功，弥补了斯卡拉上百年来没有涉足

这个著名剧院的遗憾。到了 2006 年，《仲夏夜之梦》

前往上海大剧院演出该团的中国首演。

如今，斯卡拉芭蕾舞团在全球范围内的巡演不断增

加，彰显出它在国际舞蹈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发展

历史也证明了：芭蕾艺术萌芽于意大利，成熟于法国，辉

煌于俄罗斯，最终以个性多元的面貌走向世界。与法国

学派的浪漫情调、俄罗斯学派的宏大场面相比，意大利

芭蕾学派的长处在于高超的炫技能力——他们的“看家

本领”是动作简洁、干净、准确，技术闲熟，线条清晰，快

速灵巧的小跳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旋转。斯卡拉舞者在古

典与现代之间自由切换的能力，无疑是最值得舞迷欣赏

的美妙之处。

3.0 时代，博物馆开放给数字世界

如果你们近期未有计划前往斯卡拉剧院，遗憾依然

有法弥补：博物馆宣布与三星公司合作，以一种全新

的形式欢迎游客，它们携手 ETT Spa 创建了一个特殊的

应用程序，用 7 种语言供 Android 使用（很快也可用于

Apple 系统）。斯卡拉官网宣布这个应用程度的主角是

首席舞者妮科莱塔•曼尼担任数字世界的导游。

参观者将有 6 条路线可供选择，其中包括一个完整

的房间导览、一条基于 9 件作品的参观路线、博物馆的

珍宝之旅、以及提供给孩子们的参观路线，内含四个故

事、有趣的活动

和猜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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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全球范围内，各大拍卖公

司们都了解到，中国买家

刺激艺术品市场前行，而

最能验证这项事实的自然是 2018 年

收尾的数场拍卖盛会。

佳士得香港秋季拍卖于香港会

议展览中心圆满落幕，5 天共举办

了 17 场拍卖，共计成交总额达 27.5

亿港元。

佳士得亚洲艺术三大部门还

首次携手推出的跨部门拍卖“不

凡 —宋代美学一千年”，总共 21

件横越千年的中国艺术作品，缔

造 了 717,310,000 港 元 的 成 交 总

额，成交项目比率 90%，成交额比

率 99%。除了领衔之作来自苏轼的

《木石图》以 463,600,000 港元成

交之外（成为佳士得在亚洲的最高

成交价拍品），其他瞩目拍品还包

括：以 56,350,000 港元成交的汝窑

天青釉茶盏——汝窑传世完整器不

足百件，被视为中国瓷器中的顶级

珍品；南宋龙泉粉青釉纸槌瓶，以

42,850,000 港元成交，刷新了龙泉

青瓷世界拍卖纪录。

在佳士得本季的三场中国书画

拍卖中，“中国当代水墨”、“中

国古代书画”以及“中国近现代

画”，加上同期举行的“丹青荟萃——

中国书画网上拍卖”成交总额达

997,160,000 港元，可以说是“表现

优异”。其中，古典、现代及当代

各版块均有近一半拍品以超过高估

价的价格成交。

“中国近现代画”拍卖成交总

额 达 325,512,500 港 元， 该 场 最 高

价拍品为张大千的《佳藕图》，以

58,600,000 港元成交。“中国古代

书画”拍卖成交总额达 138,120,000

港元，该场拍卖最高价拍品为元无

款（前传陈容）的《云龙图》，以

20,500,000 港元成交。“中国当代

水墨”拍卖成交总额为 19,567,500

港元，该场拍卖最高价拍品为刘国

松的《阿玛达布朗峰》，以 2,620,000

港元成交。

全球艺术品市场能维持现在的态势，得益于目前卖家和买家都有较强的
意愿参与交易，其中包括中国买家在内的亚洲买家担任了重要的买方角色。艺
术品的拍卖和收藏挑战的是时间，时间才能验证投资价值。

艺术品拍卖及收藏：
挑战时间，而不仅是资本

撰文 / 米妲

尚 私享家艺术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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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投资者及收藏家关注

的是，苏轼《木石图》的高价拍出

不仅刷新了高价纪录，以上其他信

息综合显示出艺术品拍卖市场行情

向好。而这一利好态势归功于买卖

双方较强的意愿参与交易，中国买

家担任了重要的买方角色。

近些年，中国买家在全球艺术

品市场上频频出手，这点与全球财

富版图的变化成正比；据统计，全

球 75% 的印象派艺术品都被中国买

家拍得。除了私人收藏外，越来越

多机构参与艺术品拍卖与收藏，特

别是多家国内私人博物馆、美术

馆， 将 国 际 视 野 带 入 中 国：2014

年，北京松美术馆以 3.77 亿元人民

币拍得梵高名作《雏菊与罂粟花》；

2015 年，上海龙美术馆以 10.8 亿元

人民币拍下意大利画家莫迪利亚尼

的《侧卧裸女》。

当70后、80后开始关注艺术，他

们不再像父辈一样仅仅专注于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恰恰相反，包括

西方油画、雕塑、宗教类绘画等等

各类艺术品都成为了他们收藏的对

象。从 2008 年起到 2018 年的短短

十年间，中国买家成为刺激全球艺

术品拍卖市场的重要因素。

2018 年无疑是艺术品拍卖市

场的一个新起点，一次次的举槌落

槌，不仅是资本的角逐，更是对于

传承和时间的追逐。

众所周知，艺术品拍卖市场的

繁荣与否直接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

相关，但艺术品本身受到经济影响

却很小，这是由于艺术品的稀缺

性、唯一性和垄断性决定了其潜在

的高收益性，同时兼具传承性和较

强的升值潜力。西方国家普遍重视

历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很多富豪

家族购藏文物艺术品就是看重了艺

术品的传世意义。这种隔代的、将

投资与家族文化血脉相结合的良性

传承方式便是艺术品投资最重要的

意义所在。

随着高端艺术精品拍卖价格的

不断刷新，艺术品投资的特点更加

凸显出来，越来越多的国内高净值

在佳士得本季的三场中

国书画拍卖中，“中国当

代水墨”、“中国古代书

画”以及“中国近现代

画”，加上同期举行的

“丹青荟萃——中国书画

网上拍卖”成交总额达

997,160,000 港元，可

以说是“表现优异”。其

中，古典、现代及当代各

版块均有近一半拍品以超

过高估价的价格成交。

佳士得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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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认识到艺术品投资是长久性的

财富增值过程。随着经济的发展，艺

术品拍卖领域也在朝着健康有序的

方向发展，艺术品数量有限，买家

购买热情无限。

市场日渐成熟，
理性向上发展

2018 年 6 月 21 日，北京保利

2018 春季艺术品拍卖，经过 5 天近

40 个专场的拍卖，以 28.06 亿元人

民币的成交总额落槌，共有 3 件拍

品成交破亿，50 件拍品过 1000 万

元；中国嘉德 2018 年秋拍总成交

额 24.75 亿元人民币，3 件亿元级拍

品，37 件超千万元成交拍品，打破

13 项价格纪录，8 个专场斩获白手

套，全年度总成交逾 58 亿元人民币。

再观 2018 年佳士得的战绩，凭

借洛克菲勒夫妇珍藏拍卖 8.351 亿

美元的惊人成绩以及全球各主要市

场的优异表现，2018 上半年创造了

历史性的佳绩，近 40 亿美元的成交

额，较 2017 上半年的 36.1 亿美元

增长了 26%，成为佳士得历年来半

年业绩的最佳。

细看一下佳士得 2018 上半年

的业绩增长，全部门类的拍品成交

率上升至 84%，其中最关键的因

素来自于新买家的积极参与。据统

计，27% 的客户为来自全球的新买

家，其中美洲买家占 43%，亚洲占

22%，欧洲、中东及俄罗斯等其他

国家占 35%。网上拍卖的新买家人

数最多，占 40%，这些新买家的成

交额按年增长了 29%。

再看高端市场的“成绩单”，2018

上半年全球最高成交价的 10 件拍品

中，有 8 件由佳士得拍出，成交价

超过 1000 万美元的拍品有 55 件，新

买家购入 100 万美金以上拍品的人

数增加了 32%。其中亚洲市场，来

自中国内地的新买家增加 24%，为

40 亿美金业绩贡献了 24%，约 9.6

亿美金。

纵观 2018 上半年的表现，新客

户的踊跃加入，亚洲特别是中国内

地客户的拍卖热情，高价作品对市

场的拉动作用，都是佳士得之所以

获得如此骄人业绩的关键因素。

佳士得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就表示，全球艺术品市场能维持

现在的态势，得益于目前卖家和买

家都有较强的意愿参与交易，其中

包括中国买家在内的亚洲买家担任

了重要的买方角色。同时，洛克菲

勒家族专场对上半年业绩有着关键

性影响；2018 年下半年佳士得香港

夜拍，苏轼《木石图》的创纪录成

交，赵无极、常玉、朱德群等艺术家

作品持续成为市场热点。如此惊人的

成交业绩表明，来源好、背景故事丰

富的藏品是市场追捧的热点。

此外，佳士得的数据还显示，亚

洲藏家购买的第一品类是印象派，总

共购买近 300 件作品。今年香港市

场出现欧洲藏家竞标赵无极作品，而

莫奈、梵高、毕加索的作品则受到

亚洲藏家的关注，这让艺术品拍卖

真正走向了国际化。同时，亚洲的

藏家成为了艺术品拍卖市场持续发

展的推动因素。

多样化的拍卖渠道，也助推了

私享家艺术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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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市场的繁荣。据统计，网上拍

卖是吸引新买家的主要渠道。

2016 年数据显示，佳士得和

苏富比的网上拍卖额分别为 5% 和

4%，传统拍卖行网上交易总额为 15

亿美元。今年，洛克菲勒夫妇珍藏

公众展览，除亲临现场的藏家外，还

吸引了一大批买家网上浏览，佳士

得的网上专题内容也大受欢迎。2016

至 2018 年，短短两年时间，网上

交易不仅在成交量上大幅增长，在

拍品和成交价格上的变化也是显而

易见的。2016 年，网上交易主要集

中在低价位的价格区间，网上交易

主要用来吸引新买家入场以及推广

新艺术家的作品，年轻买家是主要

的受众。而如今，通过网络参与拍

卖已经十分普遍。2018 上半年（截

止截稿时间），佳士得网上拍卖成

交总额 1.197 亿美元，共举办 47 场

网上拍卖，其中洛克菲勒夫妇的珍

藏也有三分之一的藏品通过网络拍

出。以拍品计算，网上成交比例增

加了87%，平均成交价8,483美元。同

时，网络竞拍也可以很好的对私密

性进行保护。

拍品质量的不断提升、新买家

的收藏热情、多样化渠道、各地藏

家对于藏品种类的扩展，种种因素

相互作用下，拍卖市场特别是艺术

品拍卖市场日渐趋于理性，并呈现

稳步向上的生长态势。

中 国 艺 术 品 引 领
亚 洲 艺 术 品 拍 卖
行情

 
2018 年，苏富比于北美中国艺

术市场再创佳绩。2018 年 9 月，纽

约苏富比亚洲艺术周拍卖共售出

750 件中国书画及艺术品，总成交

额 3,390 万美元，由此，苏富比在

纽约亚洲艺术拍卖成交总额达到 1

亿 1340 万美元。

这场秋季亚洲艺术周最引人注

目的是唐代石灰石雕菩萨立像，以

430 万美元成交。日本私人收藏的

商殷墟时期裸井尊，则以 150 万美

元成交，可见中国古代艺术品的受

追捧程度。

同时，中国书画的拍卖也十分激

烈，王原祁《虞山胜景》拍出 120 万

美元，张大千泼墨巨作《垂天云影遮

寺桥》比预估价高出三倍有余，最终

以 91.5 万美元成交。中国古代艺术品

一直是国际拍卖市场上买家竞价的对

象，近年来，近现代书画艺术品也成

为了国际拍卖市场宠儿。

2018 年，中国近现代书画取得

的拍卖成绩令人振奋，其中引领拍

卖市场一路走高的中国近现代书画

十二大名家倍受追捧。

这“十二大名家”是指，海上

画派奠基人任伯年；将海派绘画推

上高峰的吴昌硕；创新求变的齐白

石、黄宾虹、张大千、傅抱石；以

及融汇中西美术，博取众长的徐悲

鸿、林风眠；还包括潘天寿、李可

染、陆俨少和黄胄。

保利 2007 年首创“中国近现代

书画夜场”一直以这十二大名家作

为亮点，并且为这“十二大名家”

先后组织编撰出版了《中国近现代

赵无极、常玉、朱德群等艺术家作品持续成为市场热点

2016 年 数 据 显

示，佳士得和苏富

比的网上拍卖额分

别为 5%和 4%，传

统拍卖行网上交易

总额为 1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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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十二大名家精品集》、举

办了“中国近现代书画——十二大

名家精品展”等一系列的展览，让

广大藏家更加深入了解他们及作品

的价值。

不负众望，这十二大名家屡创

众多个人拍卖世界纪录。其中，最

惊人的是以 9.315 亿人民币成交的

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而以

张大千为首的华人艺术家，在全

球艺术家 500 大排行榜中占比超过

30%，2016 年，张大千作品年度成

交金额升至第一位，齐白石位居第

三，仅次于毕加索。张大千、齐白

石、任伯年、吴昌硕等近现代书画

大师作品全线飘红，成交价远高于

起拍估价，并不断有“天价”作品

成交。随着市场上这些大师的精品

越来越少，争夺也越来越激烈。

2004 年，当代书画首次以专场

形式推出，便大获全胜。如今，吴

冠中、程十发、陈佩秋等老一辈当

代画家的作品高位领衔，中青年画

家的作品也成为拍卖市场的生力

军。最著名的莫过于 2016 年保利

香港春拍，吴冠中的巨幅油画《周

庄》以 2.36 亿港币成交，刷新了中

国现当代油画最高纪录，这一远超

预期的成交价震动业界，同时带动

了中国艺术品进入崭新行情。林风

眠、陈丹青、姜国芳、陈逸飞、杨

飞云等等中国现当代艺术家作品都

拍出了不俗的成绩，成为藏家追捧

的目标。此外，据 2017 年雅昌秋拍

数据统计显示，共有 29 位中国书画

艺术家的作品每平尺价格破百万元。

2018 年初始，拍卖界又传来

佳绩，保利香港 2018 年春季拍卖

首天，成交总额超过 4 亿港币，刷

新现当代艺术专场成交额纪录。其

中，赵无极大型两米巨作《大地无

形》以6,500万港币起拍，最终以1.83

亿港币成交，成为 2018 年度亚洲拍

卖市场首件过亿拍品。同场还有多

件拍品以逾千万港币价格成交，其

中当代艺术表现稳健，周春芽的《格

拉芙、贝克尔和 TT》、《躺着的人

体、黑色的石头》分别以 1085.6 万

港币和 944 万港币成交，蔡国强的

《龙到维也纳旅行—为外星人做的

计划第三十二号》也以 413 万港币

成交，显示市场对于中生代艺术家

代表精品的持续信心，也预示着越

来越多的中国书画艺术家及其作品

成为国际拍卖市场的宠儿。

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

张大千、齐白石、任

伯年、吴昌硕等近现

代书画大师作品全线

飘红，成交价远高于

起拍估价，并不断有

“天价”作品成交。

私享家艺术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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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综合谈到了全球拍卖市场

在 2018 年的积极表现。凡事皆来

自过去，艺术经济研究无法割裂

时间——我们来看 12 个月之前的

2017 年，这一年中国艺术品成交额

132 亿美元，同比上涨 14%，其中

70% 来自拍卖。通常，市场行情景

气的时候，拍卖市场的占比会有明

显增长，因为公开交易会带来更高

价格的可能，2017 年的数据正好印

证了这一点。陆续出现的天价成交

拍品，则反映了艺术品拍卖市场发

展的不均衡，重要作品竞争激烈，而

大量的普通拍品则无人问津。很多

相关机构表示，2018 年可能会是一

个临界点，网络、电话等众多新型

拍卖渠道的加入，使得更多人能够

参与其中，2017 年的这些拍卖特征

或许会发生变化，2018 年度拍卖局

势的调整，就上半年来看十分令人

满意，但未来尚存在不确定性。

但是，有一个现象是万分确定

之事：顶级拍品成为拍卖风向标。

纵观 2017 年全球拍卖市场成

交额的同比上涨，高端市场的交易

成为风向标。单价不足 5 万美元的

拍品只占市场份额的 9%，2017 年

据艺术经济研究中心统计，2017 年，全球艺术品市场总成交额 637
亿美元，在经历连续两年的下滑之后，实现了 12% 的增长，成交量也同
比增长了 8%。其中中国的成交量增长了 21% 占据第二位，美国、中国、英
国的全球占比达到了创纪录的 83%。拍卖市场日趋成熟，亚洲买家的崭
露头角，种种迹象表明，全球艺术品市场稳定中呈现向荣态势。

撰文 / 米妲

顶级拍品成为拍卖风向标

延伸阅读

中国瓷器也创出很多拍卖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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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交总额和成交量的增长全部

仰仗于亿元拍品。据统计，海内外

上拍的中国艺术品成交价过亿元

的总共 42 件。艺术品的价格存在

不确定性，会随着社会审美以及经

济周期起伏有所涨落，艺术品市场

最值得信赖的风向标，即为“老字

号”的拍卖行。这些拍卖行以其专

业的艺术水准、对于市场风向的预

测与把握，以及相关资源的掌控都

对艺术品市场产生了举足轻重的

影响。而每年拍出的天价拍品，也

成为艺术品市场追逐的风向标，可

以从中窥探到经济与市场发展的

趋势。

2017 年尾声时，达芬奇画作《救

世主》在纽约佳士得以约 35 亿港币

的天价拍出，创出了艺术品拍卖有

史以来的价格最高纪录。时至 2018

年，11 月 26 日，佳士得在香港的

夜拍，苏轼的《木石图》以 4.636

亿港元成交，这个成交价又创出了

中国古书画的最高纪录，同时也创

造了佳士得香港拍卖史上最高单件

拍品纪录，以及苏轼个人作品最高

纪录。屡传新高的各种拍卖纪录显

示了 2018 年艺术品拍卖市场行情仍

然向好。

回顾中国市场亿元拍品的历

史，2009 年， 徐 扬 的《 平 定 西

域献俘礼图》最终以 1.344 亿元

人民币成交，成为中国艺术品市

场上首次出现的过亿拍品。那一

年，拍卖市场总共出现四件过亿

拍品，成为中国艺术品进入亿元

时代的开始。2016 年，嘉德秋拍

“大观”书画夜场，一幅 1940 年

张 大 千 艺 术 成 熟 期 作 品 12 平 尺

《巨然晴峰图》以过亿人民币成

交，至此张大千共有四件作品破

亿元成交价。同场拍出的还有傅

抱 石 5.9 平 尺《 风 光 好》， 成 交

价 6,612.5 万元人民币、2.8 平尺

齐白石《莲池书院》成交价 5,290

万元人民币、4.4 平尺吴湖帆《锦

绣 奇 峰》4,082.5 万 元 人 民 币 成

交。张大千、齐白石作品一直是

近现代书画市场的“晴雨表”，这

一场夜拍中两位大师的作品均以

高价拍出，这为当时低迷的艺术

2018 年佳士得香港秋拍

很 多 相 关 机 构 表

示，2018 年可能会是

一个临界点，网络、电

话等众多新型拍卖渠道

的加入，使得更多人能

够参与其中，2017 年

的这些拍卖特征或许会

发生变化，2018 年度

拍卖局势的调整，就上

半年来看十分令人满

意，但未来尚存在不确

定性。

私享家艺术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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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市场注入了一针兴奋剂。“大观”

书画场为当时的传统书画市场上

演了逆袭增长的一幕，高价拍品

拉动了成交率和成交金额的增长。

时至 2017 年，全年共有 16 件

过亿拍品。其中，2017 年 12 月，北

京保利十二周年秋季拍卖，齐白石

《山水十二条屏》以 9.315 亿人民

币成交。这幅创作于 1925 年的作

品，包含《江上人家》、《石岩双

影》、《板桥孤帆》、《柏树森森》、《远

岸余霞》、《松鼠白屋》、《杏花

草堂》、《杉树楼台》、《烟深帆

影》、《山中春雨》、《红树白泉》、《板

塘荷香》十二条屏，每幅屏上均题

有齐白石自作诗，可谓“诗书画印”

四绝俱全。此次拍卖，不仅突破齐

白石作品个人成交纪录，还一举打

破中国书画有史以来拍卖纪录，代

表着中国与西方艺术市场“一亿美

金俱乐部”对话，也预示了中国书

画艺术品成为拍卖市场新热点。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书画市场

调整不断加重，中等品质的作品

受到的影响最大，其中 500 万元人

民币左右的拍品成交数量明显减

少，虽然价格低有趣味的作品也能

成交，但价格普遍不高，反而千万

级以上的作品受到市场调整的影响

较小，高端市场基本保持稳定——

能拿到重量级拍品成为一场拍卖成

功与否的关键。拍卖品类丰富但缺

少重量级拍品的拍卖会成交量明显

较低，这一现象成为了当下拍卖市

场的无奈。 张大千《巨然晴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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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我们总结着“2018 年商业

地产投资回归一线城市”

等话题时，投资者们不仅

明白国内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大

起大落诠释了如今所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他们甚至会将视野放至海外：

商业地产作为一个投资品种早已为

中国投资者所熟悉，譬如，无论零

售、办公楼、公寓、工业和酒店，都

有吸引着不同理念的投资机构进入。

我们本期话题正是从这样一个

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级购物中心开始：

商业地产不断升级，在各位新年假

期出行计划中，更是增加了很多购

物新选择。

在推荐东京银座新地标和曼谷

即将陆续落成的河畔目的地之前，我

们希望有对一个特殊的城市做梳理：

伦敦。

与其他城市不同，伦敦处于持

续演变之中，具有超强的变化适应

能力。面对脱欧阴霾，伦敦仍能取

得不俗成绩，这预示着，随着欧洲

政治不确定性的减退，伦敦将加速

发展。2019 年，作为促进增长的

关键因素——伊丽莎白轨道交通线

即将开通，它将改变伦敦人的出行

方式。此外，伦敦还汇聚了世界一

流的人才，在供应日益紧张的环境

下涌现出了大量新的技术和生物科

技行业租户——伦敦的经济早就不

再以金融为主导，根据政府数据显

示，得益于大型数字企业的快速扩

张，伦敦的技术、媒体和电信（TMT）

行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在 2013 年就超

过了金融和保险业。

如果你及家人决定前往伦敦过

一个充满英式风格的新年，那么一

定要去关注斯特拉特福。

International Quarter London 是

伊丽莎白女王奥林匹克公园再开发

项目的一部分，这是欧洲最大的城

市开发项目。这是一个混合用途项

目，可提供 400 万平方英尺的工作

场所和住宅、零售及休闲设施。连

通性也将成为该项目未来设计中要

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该区目前有

多条干线交通设施，包括 1 号高速

铁路、码头区轻轨、TfL 地上铁、朱

必利线和中央线，以及从 2019 年开

始开通的伊丽莎白线。

商业地产升级趋势：
这个新年假期，尽享逛街乐趣

在全球化的今时今日，商业地产的活跃度不再局限于单一市
场。作为年终刊物，我们将结合活跃商业地产的案例和城市，重
点讲述伦敦、东京和曼谷，推荐给各位新年假期旅行计划。

撰文 / 詹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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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提 到 骑 士 桥（Knightsbridge）, 大 家 就 会 立

刻反应过来《是！首相》中提到过这个地名。这里

有着全伦敦最奢华的百货公司哈罗德（Harrods）以

及以独特创意而出名的夏菲尼高百货公司（Harvey 

Nichols）。Brompton 大 道 的 尽 头 是 南 肯 辛 顿（South 

Kensington）博物馆区，这里有 V&A 博物馆、自然历

史博物馆和科技博物馆。地铁站：Knightsbridge、South 

Kensington。

至于伦敦四条最不可错过的购物街区，我们也精

选出来，供大家闲庭信步，感受风格各异的生活及购

物氛围。

延伸阅读

至于另一处人气之地巴特西电

站，我们在上一期《信睿生活》曾分

享过。这个重建后的标志性二级保护

建筑及周围区域，将提供至少 125 万

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和大量住宅、零

售、休闲及公共空间。希望你们也有

时间去看看那里的进展，未来将开出

40 家咖啡馆和餐厅、250 个商店和餐

饮店、一个新的一区地铁站以及 4,364

套住宅。苹果公司也已经承诺在电站

中租用 500,000 平方英尺，并于 2021

年投入使用。

巴特西电站改建之后的商业地图

摄政街得名于摄政王（后来的乔治四世）摄政街

完成于 1825 年，是英格兰城市规划的早期实例，贯穿

了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道路网络，每一座建筑都被列为

登录建筑加以保护，至少是二级登录建筑，它们共同组

成摄政街保护区。这条购物街上旗舰店云集，Burberry

旗舰店、苹果旗舰店、Michael Kors 旗舰店等都在摄

政街上，还有 Hamley's 玩具店与唯美主义百年老店自

由 百 货（Liberty）。 地 铁 站：Piccadilly Circus、Oxford 

Circus、Regent's Park。

最古典的购物街

摄政街（Regent Street）

萨维尔街位于梅费尔区，因为传统的男装定制行

业而闻名。定制（Bespoke）这个英文单字的起源即

来自萨维尔街。这条短街被称为“西装裁缝业的黄金

道”，来这里光顾过的客人包括温斯顿 • 丘吉尔、纳

尔逊勋爵以及拿破仑三世。这条街上的知名店铺有：

凯德与丹帝（Cad & the Dandy）、戴维斯父子（Davies 

& Son）、基福斯与浩克斯（Gieves & Hawkes）、杭兹

曼父子（H. Huntsman & Sons）等。地铁站：Piccadilly 

Circus。

最绅士的购物街

萨维尔街（Savile Row）

最时髦的购物街

国王大街（King's Road）

安迪 • 沃霍尔1966年出品的《切尔西女郎》（Chelsea 

Girls）以及近年热门真人秀《切尔西制造》（Made in 

Chelsea）都发生在这个时髦地区。切尔西是伦敦房价最

贵的区域之一，而国王大道上遍布着格调优雅的店铺、餐

馆和美妆门店，这里还有老牌百货公司 Peter Jones 以

及 Vivienne Westwood 在 伦 敦 开 的 第 一 家 门 店 Worlds 

End。地铁站：Sloane Square、Fulham Broadway。

最奢华的购物街

Brompton 大道

International Quarter London 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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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银座，从 1924 年这个地区

的第一家百货公司开业起，这里已

经繁华了近一个世纪。不同于新宿

和六本木，银座带着历史的厚重，见

证了东京商业发展的百年史。所有

的东京旅行攻略都在告诉我们，购

物的第一选择就是银座商业区。

令人诧异的是，银座被学习、被

效仿、被追逐，依然在不断自我革

新。一年前，“GSIX”历经三年建

设而宣布竣工，它正是建在银座地

区的第一家百货商店“松坂屋”的

旧址之上。努力运营了的这 12 个

月，松坂屋控股母公司 J.F.Retailing

执行着最初设定的“复合商

业设施形态”。

新 的 Ginza Six 跨 越 了 两 个 街

区，占地面积约 9080 平方米，建

筑面积约为 148700 平方米，整个建

筑共 19 层，还设置容纳 3000 名员

工的写字楼，号称“单层写字楼面

积东京最大”。涵盖招商品牌和百

货原创品牌，以及买手商品。另新

增了博物馆、传统演出、茑屋书店

这类的文化艺术区域，在业态上更

加丰满——无论从商业到艺术或设

计，它都“闪耀着欲望和梦想”。

它当然有资本如此令人神魂颠

倒，除了汇聚国际大牌们最大的旗

舰店之外，Ginza Six 奢侈地腾出大

片区域为各位一线艺术家提供展示

最新作品的场所，也许你踏过的一

Ginza Six

在百年银座，继续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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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私募股权公司 GreenOak Real Estate 在东京 GINZA SIX 物业交易中获得了可观利润

私享家艺术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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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地砖就是原研哉一次眨眼的灵感。

为这座建筑提供灵感空间的则

是建筑师谷口吉生和室内设计师

Gwenael Nicolas。

“建筑是为人类而生的容器。”

这是谷口的设计理念。他不仅关注

商场本身，更将周围银座街区的结

构和人流动线也一同考虑进去，从

而提出了“屋檐”的概念。在建筑

物的上层办公区每层都设置了水平

统一的屋檐，而对照地，下层的商

业空间将六个主要国际品牌做了表

面拼接，并称之为“暖帘”，垂直

划分空间。表现了银座纤细的街道

和世界相接的尺度感。

而 Gwenael Nicolas 为了不让尺

度庞大的楼层显得单调，以银座背

面残留的旧日窄小街道为印象，将

店铺错落紧致地排列，而不是简单

地一字铺陈。令人仿佛漫步在银座

旧街道之中，能够时常怀着与各式

各样店铺不期而遇的愉快心情。

说实话，除了逛 DIOR、VALE

NTINO、CÉLINE、FENDI、SAINT 

LAURENT、VAN CLEEF & ARPELS

等大牌店铺，此地 240 多家店铺涵

盖了杂货、时尚、美容和美食各方

面，真的是一天逛不完。譬如，Dior

与 法 国 甜 点 品 牌 Pierre Hermé 合

作 了 咖 啡 店 Café Dior by Pierre 

Hermé，灵感来自利休设计的京都

妙喜庵的国宝“待庵”，用桧木演

绎出柔软而舒适的空间，更有著名

的茑屋书店落地六层，它和星巴克

共享一个复合店面，以日本传统建

筑为原型设计了六米高的四面书架。

限定产品是品牌和购物中心吸

引高端客人的策略之一，OKANO

是位于六层的老铺，2018 年 11

月就推出了限定手袋：金叶

派对包，售价为 172，800

日元（含税），它居然是

用金箔编织的佐贺锦织面

料制成，呈现金色和银色“凤凰羽

毛”的图纹设计，充分配合使用者

的不同礼服造型。 

逛店间隙，下午茶是最好的放

松 安 排。 店 铺 Patisserie Pavlov 位

于购物中心的地下二层，创立于横

滨，以超级讲究食材而著名，新鲜

奶油和草莓之外，新鲜玫瑰花瓣装

饰蛋糕也是它家擅长。 

如果你们是日本传统抹茶及糕

点的拥趸，那么请预定京都宇治名

店辻利的座位，必选蛋糕是“Tujiri 

Ice Cream Rich Green Tea”和“Tujiri 

Kyo Rich Green Tea Terrine”——两

者分别是 520 日元和 630 日元，与

其惊人的高品质相比较，这些价格

真的非常对得

起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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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Ginza Six 这 样

能如此与艺术密切关

联的空间并不多，它

甚至能够包容那些先

锋的新锐艺术作品。

Hyatt 在银座的 Namiki 套房很适合温馨家庭入住，起居室充满生活气息

当季限定蛋糕亦是超级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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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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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这个城市的神奇之处在

于，即便仅保持 3.9%GDP 增速，依

然吸引着全球各地的投资机构。在

2018 年 11 月宣布正式开业的新地

标“ICONSIAM 暹罗之印”绝对值

得成为新年访问首选。

先说“暹罗之印”的豪华开发

商阵容，名单包括 ：Siam Piwat，即 

暹 罗 中 心（Siam Center）， 暹 罗

伯 乐 宫（Siam Paragon） 和 暹 罗 探

索（Siam Discovery） 等 知 名 零 售

项目的所有者和经营者；Magnolia 

Qual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MQDC），一家豪华住宅和综合

体项目的所有者和开发商；还有我

们较为熟悉的跨国企业正大集团

（Charoen Pokphand Group）。

“暹罗之印”之所以如此值得

期待，原因是它并非购物中心或综

合体，而是一个“目的地”开发模

式，总投资高达 16 亿美元，座标位

于令人心旷神怡的河畔地段，集艺

术、文化、生活方式、餐饮选择、超

豪华住宅和购物于一体。

“暹罗之印”首席执行官 Supoj 

Chaiwatsirikul 说：“我们达成了最

广泛的企业合作，从全球性企业集

团到本土化中小型企业、政府机构

到民间团体，并且与来自各行各业

和各国在其所选择专长领域最优秀

的人士展开合作。他们齐心协力将 

ICONSIAM 发展成时代风向标。”

因为，“暹罗之印”的目标是希望

推广优秀的泰国品牌、产品、艺术

家、工匠和泰国文化，并恢复湄南

河的辉煌。

说到这条穿越曼谷的河流，这

个目的地另一个作用是赞助大型公

共基础设施，以缓解潜在交通拥

堵。具体来说，“暹罗之印”为湄

南河畔公用码头的改进提供了赞

助，并为 Golden Line Skytrain 集体

运输路线提供了捐赠。

对于所有访客来说，他们可以

在这里看到东南亚最长的多媒体水

景、100 多位知名泰国和国际艺术

家的艺术品和建筑杰作、98 个收录

进入泰国的店铺概念和品牌，甚至

是泰国首个旗舰苹果商店、老牌百

货公司高岛屋在泰国的新投资 Siam 

Takashimaya。 令 人 期 待 的 还 包 括

Sooksiam ，它将使用 4 英亩面积去

展现泰国四个主要地区的产品和文

化遗产，包括艺术、手工艺品、表

演艺术、食品和饮料。  

值得一提的是，“暹罗之印”

将拥有两栋豪华住宅楼，包括 70 层

的Magnolia Waterfront Residences（拥

有 379 套高档住宅）以及 52 层的

The Residences at Mandarin Oriental 

Bangkok——它是东南亚首栋“文华

东方”品牌住宅，拥有 146 套超豪

华住宅。

不过，对于这个新年和春节

在曼谷度假的家庭来说，曼谷市

中 心 素 坤 逸（Sukhumvit） 地 区 的

Emporium 和 EmQuartier 两座巨型购

物区等仍然值得再次拜访，或者去

往最新开业的 Mahanakhon SkyWalk

享受 360 度观景台和天台酒吧，从

314 米高的位置眺望曼谷“天使之

城”的全景。

ICONSIAM暹罗之印

湄南河畔的曼谷新地标

尚 私享家艺术演出



策
置业
城市改建，让城市底蕴融入宜居生活

 

科技创新
电子竞技发家 ：“打游戏”

如何成就新兴投资领域

资本助力 AI 技术 : 进军教育及艺术领域 

投资
念念不忘勃艮第酒 : 

除了投资价值，让我们更懂这一抹红色 



策

66 信睿生活  Dec. 2018

在
全球范围内的众多重要年

度 榜 单 之 中， 我 们 必 定

无法忽视“全球最宜居城

市”，这份名单出自经济学人信息

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简

称“EIU”）所发布的全球最宜居城

市年度报告。

2018 年，全球最宜居城市排名

一共收录了全球 140 个城市，通过

对城市生活方式可能面临的挑战进

行了量化打分，评分涵盖稳定性、医

疗卫生、文化和环境、教育及基础

设施五大类指标，涉及 30 多个定

量定性因子。最新排名公布的结果

显示，欧洲城市首次称霸榜首：奥

地利首都维也纳，挤下连续七年位

居第一位的澳大利亚墨尔本，成为

2018 年全球最宜居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2011 年至 2017

年，墨尔本连续七年被 EIU 评为“世

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城市”。在这份

名单中，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和

新西兰的城市通常占据前十名，这

反映了他们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低

风险和有效的基础设施。

负责调查报告的编辑斯拉夫查

瓦（Roxana Slavcheva）表示，多个

西欧城市的治安有所改善，维也纳

位居第一显示“欧洲大部分地区回

归稳定”。

此外，在排名最高的城市阵列

中，法国的巴黎和英国的曼彻斯特

在过去 12 个月中取得了最大的进

步，包括总体得分和稳定性评级。虽

然他们近年来受到恐怖袭击的影

响，但是，这两个城市在逆境中都

表现出了韧性。投资者们关注的巴

黎为第19位，伦敦排名为第48位，纽

约排名第 57 位，这三个城市拥有丰

富多元的娱乐活动，但犯罪问题、交

通拥堵和公共交通问题都比较突

出。事实上，没有任何美国城市进

入 Top 20 名单。

根 据 2018 年 全 球 宜 居 性 指

数，全球十大最适宜居住的城市是：

1. 奥地利 维也纳（99.1）

2. 澳大利亚 墨尔本（98.4）

3. 日本 大阪（97.7）

4. 加拿大 卡尔加里（97.5）

5. 澳大利亚 悉尼（97.4）

6. 加拿大 温哥华（97.3）

7. 加拿大 多伦多（97.2）

8. 日本 东京（97.2）

9. 丹麦 哥本哈根（96.8）

10. 澳大利亚 阿德莱德（96.6）

城市改建，
让城市底蕴融入宜居生活

撰文 / 艾米

2018 年全球最宜居城市的前十位城市名单

科技创新置业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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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百年前，维也纳的地位从

昔日奥匈帝国的辉煌国都降为奥地

利的首都。不过，这个城市保持着

奢华之都的声誉。

这个地方曾经是世界闻名的中

欧十字路口，而今迎来了更多的客

流，来自土耳其、中东和亚洲其他

地区的游客纷纷涌入，商务旅行者

在这里同样随处可见，譬如，石油

输出国组织（OPEC）从 1965 年开

始在此召开国际会议。这个城市

也聚集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等重要组

织，联合国共计从 120 个国家聘用

了超过 4400 名员工。

维也纳的魅力，也来自奥地利

本身，这个全球经济最稳定的国家

之一，国内生产总值的成长动力主

要来自工业产品出口、消费及企业

投资。通货膨胀率低，国家负债增

长率被成功抑制。并且，奥地利采

用一系列措施，通过自由化和私有化

刺激经济增长，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来

确保将来的社会稳定。来自奥地利统

计局的最新数据，2017 年该国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为41,970欧元，国

民总收入（GNI）为 3699 亿欧元——

这使奥地利进入欧盟及世界范围内人

“榜首”维也纳的可持续发展：

撰文 / 詹姆士 周浩

昔日煤气罐，化身多功能生活区

旧工业建筑的再开发利用，是国际城市所共同面对的课题，“音乐
之都”维也纳在这方面给予了世人绝妙的启示。业已废弃的大型煤气罐
转化为多功能区域，成就了旧建筑再开发史上的投资案例。一个具有活
力和发展的城市，应该懂得如何寻找可持续性发展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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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GDP 收入的前十位。

一个充满商业活力的城市

在 2018 年“全球十大宜居城

市”榜单，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摘得

头名，这个 180 万人口的全球第二

大德语城市，吸引了超过 200 家跨

国公司来此设立总部，也有更多跨

国企业在当地设立办事处。

维也纳的魅力是什么？稳定的

经济和毗邻东欧的地理位置之外，是

这个城市注重高品质的生活。即便

在商务工作餐中，人们也喜欢在

午餐时间来点啤酒或一杯 Grüner 

Veltliner 白葡萄酒。

虽然身为首都，维也纳的道路

适宜步行，公共交通非常便利，这

一点也令人们深感惊讶。如前往

维 也 纳 经 济 贸 易 大 学（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的 新

校 区， 校 园 堪 称 前 卫 建 筑 博 物

馆，建筑均由扎哈 • 哈迪德（Zaha 

Hadid）、阿部仁史（Atelier Hitoshi 

Abe）、伦敦的 CRAB 工作室和马

德里的 NO.MAD Arquitectos 事务所

设计。维也纳建筑中心提供两个小

时的游览，或者，你可以只选择在

校园自由漫步。

地产公司 Engel& Voelkers 提供

的信息显示，每平方米大约花 6000

欧元或 7000 欧元，人们就能在非常

好的地段买到高质量的房屋。与其

超过 60 家航空公司

提供 180 班直飞维也

纳的航班，其中，最

繁忙的航线来自法兰

克 福、 苏 黎 世 和 伦

敦。2015 年时，刚完

成装修的维也纳机场

旅客吞吐量已为 2300

万。商务旅行者们乘

坐机场列车CAT仅需

16 分钟便可直达维也

纳市中心，票价仅为

11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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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罐新城还被设计为照片图集

科技创新置业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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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国际城市相比，维也纳处于非常

有利的位置——花同样的价钱，你

可以在这里买到两或三倍大的面积。

一直以来，维也纳的豪华房地

产与第二住宅市场都集中在第一区

（First District） 的 公 寓 之 中， 该

区有丰富多样的巴洛克式建筑和

皇 宫（Imperial Palace）， 并 且 已

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纳入了《世

界遗产名录》（The World Heritage 

List）。近些年来，随着高端市场的

增长，市中心的大量历史建筑已被

改建为豪华公寓。第一区的地产价

格区间从每平方英尺大约 1000 美元

至该价格的三倍不等，而最高级的

顶层豪华公寓价格则更高。

想购买独栋房屋或别墅的投资

者，可前往市中心西边的第十三

区，或是市中心北边的第十八和

十九区。有意思的是，开车 15 分钟

就可以到达市中心，那几个区内最

好的历史名宅可以售出 1200 万美元

的价格，不过也有许多房产的价格

都低于 400 万美元。

“煤气罐新城”，商业改建
的案例启发

和其他许多城市一样，维也纳

在对旧有建筑进行改造的探索中，也

有不少独特的创意，其中最值得一提

的，莫过于“煤气罐新城”改造项目。

这个煤气罐建筑群，由四个高

72.5 米、直径 64.9 米的罐体，和一

座控制室所组成，是 19 世纪末维也

纳市政工程的一部分，属新古典主

义风格建筑。直到 1984 年，它们仍

旧在为维也纳市民提供燃气服务。然

而 , 在城市能源改用天然气后，它

们就很快被废弃了。

在此之后，欧洲的建筑大师们

开始为煤气罐的再利用出谋划策。

最初，这里一度成为舞会和电

影拍摄的场所。在 2001 年，维也

纳市政当局决定复苏这个旧工业建

筑，让其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而

最终敲定的计划出自四位分别来自

奥地利和法国的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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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K 所出版的维也纳旅游指南

目前这个改建项目附近亦有新建筑规划，堪称创意不断



策

70 信睿生活  Dec. 2018

科技创新置业 投资

在“再开发”的过程中，奥地

利政府遵循“保护建筑原有外观”

原则，一方面令建筑本身的历史记

忆得到相对完整的保存，另一方面

也籍此挖掘建筑本身的经济潜能。

起初，市政当局仅设想将其开

发为住宅项目，随着项目的展开，最

终这里被定位为集购物、展览、办

公、住宅、休闲娱乐和旅游等多功

能于一体的综合区域。

鉴于原煤气罐建筑平面开敞、空

间高大且结构坚固等特点，设计师

团队顺势而为，将煤气罐本身在纵

向上划分出了多层空间，至于每一

层的小空间，也以圆环状沿着罐体

的内壁进行排列，内部空间可谓井

然有序。经过如此的改造，每一栋

煤气罐建筑，都拥有自己独立的功

能，无论是公寓、会展中心，还是

各类的生活配套设施。

以 C 座 为 例， 空 间 被 分 割 为

不同的功能层次，最底层为五层停

车场，向上则依次为两层商场、三

层办公空间以及六层居住空间。每

一层都顺着固有建筑的环状进行排

列，各个空间本身相互联系，但并

不存在干扰。

在地面一层的部分，设计师们

增添了与建筑内部空间相连接的部

分——回廊、走道以及楼梯等等，从

而令建筑本身与周边的环境形成更好

的衔接。与此同时，四栋煤气罐所改

建形成的新建筑，在保持了各自独立

性的同时，也通过增设的连廊，将内

部的购物中心区域连接在一起，形成

了建筑群本身有机的统一性。

为了进一步提升该地区的价

值，维也纳市政当局甚至将地铁 3

号线延伸到此处，把“再开发”概

念与城市规划中流行的 TOD（交通

引导城市开发）概念有机结合在一

起。在项目完成后，这里每年都要

接收 380 万人次的年流量，对当地

的消费和旅游有着很大的促进。

煤气罐新城项目，可以说是全

世界旧工业设施改造的一个成功典

范，对于国内现有的旧厂房改造也

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一个具有活力

和发展的城市，应该懂得如何从原

有建筑遗产中寻找可持续性发展。

维也纳旅游局为访客们提供
Vienna Pass 作为观光工具

西门子公司为维也纳设计了高效的交通系统

策

70 信睿生活  Dec. 2018



71

东京和大阪

撰文 / 艾米

日本宜居城市竞争力快速攀升

受益于成功大幅降低犯罪率与

改善公共交通，日本的大阪和东京

顺利跻身前 10 名，排名分別为第 3

位与第 7 位。特別是大阪的表现异

常出色，大幅爬升 6 个名次，紧紧

跟在前冠军墨尔本之后。 

我们熟悉的大阪市曾是江户时

代日本的商都，明治之后则作为日

本屈指可数的工业城市而繁盛起来。

最重要的是这个城市的 GDP 国

内生产总值。大阪市拥有可与越南、孟

加拉这些经济正在快速发展中的国家

相匹敌的经济规模（来自 2014 年数

据）。大阪如今还直接“叫板”东京，“商

业发展机会众多，成本与东京相比优

势巨大。降低地价、租金及人工费等

固定费用的成本是商务持续发展的关

键。与东京相比，在大阪商务用房的

房租约低 30％，人工费（平均工资）

约低 15％。”

确实，从地理位置来看，大阪

具有海陆空三方面完善的立体交通

网络。交通基础设施发达，不仅连

接国内各大主要城市，而且还发挥

着连接亚洲以及世界的枢纽作用，无

论是作为企业落户，还是物流、观

光的集散地都是最佳的选择。譬

如，关西国际机场是 24 小时开放的

世界级标准国际机场，每周 1260 个

班次，分别往返于世界84个城市。完

善的国际交通网也成为了日本产业

及国际物流的重要支柱。此外，由

大阪港和神户港组成的阪神港是与

京滨港一同被指定为国际集装箱码

头的战略港湾。

也曾面临过泡沫经济、金融危

机、日本人口结构变化等各个方面

的挑战，大阪依然保持着仅次于东

京的日本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在

这个城市，环境•能源、健康•医

疗、IoT 物联网及机器人技术等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而国际金融全球论

坛 Sibos 及国际房地产博览 MIPIM

等大型世界级商务活动都在这里举

行，创造出诸多的商业机会。

走入繁华城区，旅行者们也能

感受到城市继续发展的脉动。2019

年底，原址为大坂歌舞伎座的大坂

经典皇家饭店将在建筑师“和风巨

匠”隈研吾操刀下正式开业。这家

酒店直接与大坂 METRO 御堂筋线

难波站共构，满足了许多观光客购

物、观光的地利之便。如到 2025 年

大阪世界博览会，相信这个城市会

有更多变化及发展。

大阪城市基本信息

大阪与东京相比，投资成本仅为后者七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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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最 新 发 布 的“ 宜 居 城 市

2018”榜单上，日本东京是 Top10

里，唯一一个人口超过千万的上榜

城市。对这个城市，我们有过很多

笔墨，包括本期另有两篇文章分别

关注它的奥运会经验和银座购物中

心升级。

在投资领域，东京充满各种积

极消息。2018 年夏季，东京市政府

计划结合今后在市中心推进的大型

再开发项目，大力吸引外资企业，提

高东京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海

外房地产基金将进一步扩大在日本

的投资。美国领盛投资管理公司

（LaSalle Investment Management）

计划 2020 年之前将日本的运用资产

增加至 2200 亿日元。领盛是专注

于房地产投资的资产管理公司，在

全球的资产余额达 6.6 万亿日元左

右。它在今后 2 年将以大城市圈的

租赁住宅、商业设施和物流中心

为主，使运用资产规模扩大 4 至 5

成。因为，从经济和就业动向来

看，在日本还有很大的投资余地。

仲量联行（JLL）则称，全球主

要城市的房租大多处于上升趋势的

终盘或刚开始下跌。不过如果贷款

利率与投资利率之差较大的话，则

能够获得收益。该公司调查显示，最

近在纽约和香港，贷款利率与投资

利率之差不到 1%，而东京为 2.9%。

本篇的重点并非上述，而在于

东京对城市旧建筑的改造，帮助

我们认识这个超级大都会的生活气

息。值得一提的，莫过于“万世桥

车站”的成功转型。万世桥车站位

于东京的秋叶原地区，是具有典型

西洋风格的站点，建于 1912 年，由

于靠近神田川的万世桥而得名。在

这里，日本国铁的线路以及东京地

铁线路均曾经停靠，也曾经繁荣一

时，然而该站在 1943 年宣告废置。

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东

京市政厅把这里作为一个交通博物

馆来使用，如此一来，万世桥车站

的价值得到了一定的保留，然而要

充分发掘出这栋古老建筑的潜力，似

乎还欠缺些什么。

直到 2010 年左右，万世桥车站

改造计划方才得到重启，在寸土寸

金的东京，一个如此巨大的公共空

间得不到充分开发，不啻为一种巨

大的浪费。对于 JR 东日本来说，仅

仅把它作为历史遗迹的一部分，显

然满足不了他们的雄心，他们的目

标是对这片区域进行综合开发，令

其进一步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于是，紧邻神田川的一侧，逐渐

打造成了滨水的店铺，人们可以透过

宽敞的窗户，将神田川的河景尽收眼

底，落地大玻璃的安装，也足以令客

东京的废弃车站，摇身变网红打卡点

在世界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史上，曾经有那么一些站点，最终遭到了
废弃，然而如何处理废置的车站，成为了“再开发”过程中的一个课题。东
京的万世桥车站，无疑是一个相对成功的案例。

东京仍然是一个吸引全球投资者的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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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的创业公司也十分活跃，巅峰期诞生了包括乐天集团和游戏公司 Gungho 等，
有媒体将这个城市竞争力评为全球第九位

人们的视野达到最大化。同时，设计

方一方面设置了亲水甲板，延长了店

铺的空间，另一方面又将步道的尽头

扩展成为室内与室外的转换节点，从

而能够容纳更多的人。

更令人拍案叫绝的设计，莫过

于将老车站里众多凹室一并打通：

这些原本孤立的凹室相互连通后，这

个古老车站的内部便迅速成为了一

个有机整体，商铺与商铺之间也产

生了有效的联动效应。

对于那些想要追忆往昔的过路

人，万世桥车站里的 Library 书店提

供了最好的选择，这里不仅能够买

到相关的书籍和地图，还能够在平

板上，看到曾经万世桥车站的模样。

设计者甚至重新开放了那条封

闭多年的月台楼梯，并且在月台楼

梯的尽头开出了一家咖啡店。这个

位于两条铁轨之间的咖啡店，被做

成玻璃盒子的模样，顾客们甚至可

以静静地端坐在这里，一边静静地

品尝着卡布奇诺，一边云淡风轻地

感受途经此地的列车。

如此特殊格局的店铺，非常日系文艺风格

2018 年夏季，东京

市政府计划结合今

后在市中心推进的

大型再开发项目，大

力吸引外资企业，提

高东京的国际竞争

力。同时，海外房

地产基金将进一步

扩大在日本的投资。

列车和轨道，是东京高效公共交通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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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在 卡 尔 加 里 发 现 了

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从此这个城

市得到了迅速发展。世界上众多的

石油公司都在此设有常驻机构，卡

尔加里也被称作加拿大的“能源中

心”，并于 1988 年举办了第十五届

冬季奥运会。

2018 年，在经历了经济低迷之

后，卡尔加里在全球宜居城市榜单

上获得第 4 位的好成绩，甚至比排

名第 7 位的多伦多还高出 3 位。从

目前来看，卡尔加里无论在夏季和

冬季都是值得造访的重要北美旅游

目的地，它的东部为一马平川的平

原，西部为高耸雄伟的山脉。

充满活力的卡尔加里城拥有数

不尽的都市休闲和户外探险选择，也

绝对是适合亲子游——企鹅展是卡

尔加里动物园的一大亮点，泰勒斯

科学中心（Telus Science Centre）有

许多家庭娱乐项目，至于加拿大奥

林匹克公园可以让孩子们选择吊索

滑降、雪车或滑雪等活动。

2018 年 的 卡 尔 加 里 牛 仔 节

（Calgary Stampede）刚谢幕，这场

盛宴和狂欢是一个了解当地文化的

最好机会。

卡尔加里牛仔节所庆祝的是构

成当地独特精神的人、动物、土地、传

统和价值观，包括西部活动以及一

些青年和农业项目，因为他们为卡

尔加里和阿尔伯塔南部的生活做出

了贡献。其最重要的主题就是保护

和促进所有这些传统和价值观。2018

卡尔加里

撰文 / 詹姆士

忘记温哥华，去看能源中心的野心 

2018 年， 在 经 历

了经济低迷之后，卡

尔加里在全球宜居

城市榜单上获得第

4 位的好成绩，甚

至比排名第 7 位的

多伦多还高出 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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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加里在零售业增长方面仅次于温哥华

在 1987 年至 2017 年至今，卡尔加里 GDP 组成及增长

年还颁出“创新奖”给 Jean-Claude 

Munyezamu，他通过足球比赛促进

多元文化青年团体的尊重、社区和

团队建设。Munyezamu 从肯尼亚的

Dadaab 难民营开始自己的项目，在

那里，他向当地的年轻人展示了如

何用塑料袋制作足球，接着他继续

在苏丹和索马里的难民营推进，然

后前往卡尔加里并加入无国界足球

队。无疑，通过体育促进社区，并

将移民青年紧密联系起来，是对于

卡尔加里牛仔节精神的延续。

当然，探险精神在这个城市和

地区非常普遍。或许很多访客会厌

倦在民俗公园历史村（Heritage Park 

Historic Village）或者葛伦堡博物馆

（Glenbow Museum）追溯历史的痕

迹，那不如花上一天或者一段时间

探索城市以外的世界，去尝试攀登

崎岖的加拿大落基山脉（Canadian 

Rockies）、在山林小径骑马漫步、参

观运营的大牧场或者埋藏史前恐龙

化石的恶地（Canadian Badlands）。

冬季的卡尔加里非常寒冷，可

低至零下 30 ℃。 但也是因为这种

极端气候，我们可以去六处加拿大

落基山脉度假村享受滑雪，或乘坐

狗拉雪橇在绚烂的北极光下驰骋。你

会感到惊讶的是，准备好迎接卡尔

加里最迷人的景观。

最后要分享的是，卡尔加里正

在竞争 2026 年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举

办权。对于可能会对卡尔加里的经

济产生许多预期的利益、风险和机

遇，人们也很有必要关注对于未来

十年城市发展的展望，卡尔加里必

须找到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卡尔加里拥有众多人气咖啡馆及餐厅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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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8 年 11 月 3 日，韩国仁川文鹤体育场，六位稚

嫩的年轻人头顶金雨，捧起了 S8 英雄联盟全球总

决赛的冠军奖杯。一夜之间，IG 两个字进入了无

数人的视野，一个在电竞圈里被粉丝熟知，但大众略感

陌生的游戏战队突然蹦到了人们的眼前。一时间，公众

对电子游戏和电子竞技的讨论又热切了起来。“电子游

戏是不是精神鸦片”，“电子竞技造成的偶像崇拜会对青

少年造成什么影响”这类观点又被翻出来反复咀嚼，似

乎人们第一天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但事实上，电子竞技的出现，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

早得多，且如今已经变成一个投资领域的热门话题。

诞生与发迹
《滚石》成为报道电子竞技活动的先锋

广义上的电子竞技，是指“利用电子设备作为运动

器械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对抗运动”。与其相关

的电竞赛事，在互联网还未诞生时就已经存在。1972 年

10 月 19 日，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内举办了一场

名为“银河太空大战奥林匹克赛”的电子游戏竞赛，二十

多名参赛学生坐在第一代商用小型计算机 PDP-1 前打着

《Space War》。这是一款麻省理工学院学生史蒂夫 •

罗素（Steve Russell）于 1962 年设计出来的太空星战游

戏，在显示器模拟的宇宙空间内，玩家可以用各种武器

击毁对方的太空船，并且防止自己撞到星球。这是世界

上第一场电竞比赛，虽然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在如今看

来都是年代久远的老古董，但比赛却有明确的竞技规

则，比赛分为个人赛与团队赛两种模式，冠军的奖励是

免费订阅一年《滚石》杂志。

比赛的组织者是时任《滚石》杂志体育版记者的斯

图尔特 • 布兰德（Stewart Brand），在 1972 年 12 月的

一期《滚石》中他用 9000 余字的篇幅报道了这场比赛，这

也使他成为第一个将电子竞技运动介绍给世人的先锋。

1988 年， 第 一 款 互 联 网 团 队 游 戏《Netrek》 上

线，这款结合了多项射击和团队实时战略功能的网游

电子竞技发家：“打游戏”

高盛（Goldman Sachs）预计到 2022 年，电子竞技行业的年营收将从
2017 年的 6.55 亿美元增长至 29.6 亿美元，这项预测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金
融行业公司对电子竞技市场的看好。今日的电子竞技显然成为了一个新兴
行业，资本的涌入、媒体的关注开始让人们正视这个曾经充满争议的行业。

撰文 /Vin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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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联盟带来了电竞游戏的全球浪潮

如何成就新兴投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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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义——Multiplayer Online Battle 

Arena Games，简称“MOBA”，即多人联机在线竞技游

戏。《Neterk》的比赛在 20 世纪 90 年代达到顶峰，几

大游戏联盟针对不同地区推广不同的游戏模式，并且游

戏的整体用户活跃度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位置。

1998 年，以 PC 端为媒介的电竞游戏开始伴随着互

联网进入中国，但这一时期的电竞尚不能称之为行业。受

当时硬件条件的限制，主流电竞赛事一般在局域网下进

行，传播面与影响度十分有限，与赛事相关的产业链还

远未成型。早年电竞游戏以《魔兽争霸》、《星际争霸》、《反

恐精英》等为主，在这一时期相关从业者试图引进国际

大赛与国际知名俱乐部的管理模式，进行电竞产业化的

尝试。

当时的电竞赛事以 2000 年开始举办的世界电子竞

技大赛（ World Cyber Games，简称“WCG”）为代表，并

随后涌现出如 ESWC、CPL、EVO 等在内的大量第三方

赛事。这类电竞赛事的盈利方式基本趋同，均以赞助商

营收为主。以知名度最高的 WCG 为例，它创立于 2000

年结束于 2013 年，由韩国国际电子营销公司主办，三

星公司自 2006 年起成为 WCG 赞助商。WCG 每年会选

择若干游戏作为竞技项目，但通常会按照韩国选手是否

擅长作为考量标准，提供赞助的厂商通常也有权决定游

戏项目能否入选。

在这段电竞行业摸索前进的时期，国内的电竞圈开

始慢慢出现赛事主办方、相关媒体与俱乐部的雏形，电

子游戏作为电竞行业的土壤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也越来

越大。以当时受众面最广的电竞游戏《星际争霸》为

例，2009 年《星际争霸》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售出超过

1100 万套，成为当时 PC 平台上销量最高的游戏之一。甚

至在 1999 年的美国航天飞机任务 STS-96 中，宇航员丹

尼尔 • 巴利还将一套《星际争霸》带入了太空，这套

游戏环绕地球 153 圈后返回地面，现收藏于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的暴雪娱乐总部。

成长与兴盛
快速增长的网络用户基数才是电竞土壤

2008 年后，国内互联网行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根据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41 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08年至2016年，中

国网民数量从 2.9 亿增长到 7.3 亿。快速增长的网络用

户基数为电竞游戏与赛事的爆发提供了土壤。

这一时期的电竞项目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主流电竞

Riot 公司

Riot Games 的联合创始人 Brandon Beck 和 Marc Merr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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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开始去局域网化，游戏厂商开始主导赛事举办权，第

一方赛事逐渐代替第三方赛事。热门游戏的兴起带动了

整个电竞市场的兴起与火热。同时，游戏俱乐部、直播

平台、电竞媒体、数据公司等产业快速兴起，电竞产业

链趋于完善。

在这段时期，电竞行业的主体游戏品类也开始发生

改变，相较于此前《星际争霸》、《魔兽争霸》等即

时战略（RTS）游戏，门槛更低、受众面更广的新一代

MOBA 游戏渐渐登上电竞舞台。2005 年，在《魔兽争霸

Ⅲ》的基础上，一个名叫《DOTA》的玩家自制游戏模

式被广泛追捧，一名 ID 叫“Ice Frog”的玩家在此基础

上对游戏内容不断更新完善，并在十多年内一直推动着

《DOTA》的进步，极高的可玩性和激烈的对抗程度让

《DOTA》迅速吸引了大量粉丝，并在之后成为了最主

流的电竞游戏之一。

而 在《DOTA》 的 基 础 上，Ice Frog 的 合 作 开 发

者布兰登·贝克（Brandon Beck）又进一步延伸出如

今 广 为 人 知 的 一 款 游 戏 ——《 英 雄 联 盟（League of 

Legends）》。在今年的 S8 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结束后，直

播数据统计机构 Esports Charts 公布了此次全球总决赛的

收视统计数据，收视高峰为比赛的最终决赛时段，在线

收看人数超过 2 亿，其中中国观众逾 99%。

随着网游市场的爆发，国家对待游戏的政策也随之

放松。以虎牙、斗鱼、战旗为代表的游戏直播平台依托

人口红利与热门游戏崛起。电竞赛事也借此得到更广泛

Newzoo 调查了电竞游戏市场的收入来源

全球游戏市场在 2018 年的数据分析

策

这张地图显示了全球玩家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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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 战队夺得 S8 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冠军

的传播，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甚至出现了争夺赛事版权

和主办权的现象。

经过传播渠道的拓宽，赛事规模的扩大，以及相

关产业链的不断完善，电竞行业迅速引起了资本的关

注，在高盛（Goldman Sachs）近期公布了一项有关电竞

行业的报告，预计到 2022 年，电竞行业的年度营收入

将从 2017 年的 6.55 亿美元增长至 29.6 亿美元。报告还

显示，2018 年全球游戏玩家为 22 亿人，而总网络人数

（total online population）为 36.5 亿人，观看电子竞技赛

事的人数仅占总网络人数的 5% 左右，因此高盛预测电

竞行业未来五年的复合增长率约为 35%。

而根据知名市场研究机构 Newzoo 的预计，2018 年

全球电子游戏市场规模将会达到 1379 亿美元，继续保

持两位数的增长。

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开始为电子竞技正名。2003 年

时，经国家体育总局批准，电子竞技被列为第 99 个体

育竞赛项，2008 年时改批为第 78 号正式体育竞赛项。但

当时，电子竞技完全不涉及国家层面的体育竞争。经过

十余年的发展后，在去年国际奥委会第六届峰会上，电

子竞技被最终确认为一项运动，并在今年 5 月作为表演

项目亮相于雅加达第 18 届亚运会。到 2022 年，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将把电子竞技纳入正式比赛项目。

综上所述，随着电竞产业和电竞赛事的不断完

善，电子竞技作为一项同样具备体育运动精神的项

目，融入主流体育赛事只不过是水到渠成罢了。至于

未来电竞是否能成为奥运正式比赛项目？如今看来也

并非“天方夜谭”。

经过传播渠道的拓宽，赛事规

模的扩大，以及相关产业链

的不断完善，电竞行业迅速

引起了资本的关注，在高盛

（Goldman Sachs）近期公布

了一项有关电竞行业的报告，预

计到 2022 年，电竞行业的年

度营收入将从 2017 年的 6.55

亿美元增长至 29.6 亿美元。
斯图尔特·布兰德对《SpaceWar》比赛的报道

电竞游戏吸引了大批优秀的青少年玩家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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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已经

超出了人们的想象。1950

年，艾伦·图灵提出图灵

试验，被视为人工智能的元年。在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后，这项技

术开始走出实验室，频繁出现在公

众 眼 前。1997 年，IBM 超 级 计 算

机“深蓝”击败国际象棋世界冠军

卡斯帕罗夫 ；2011 年，超级电脑

IBM Watson 成功挑战美国问答游

戏“Jeopardy”得胜率最高的人类

选手 ；2016 年，AlphaGO 战胜世界

围棋冠军李世石，一鸣惊人 ；2017

年，AlphaGO Zero 从零开始，通过

深度学习，以 100:0 的压倒性优势

击败 AlphaGO，再次刷新了人们对

人工智能的认知边界。

今天的人工智能早已不是仅存

活在实验室中的产物，AI 技术在无

人驾驶、医疗健康、电商零售和个

人助理等领域都已取得了突破性的

进展。民众的大量关注和资本入局

更加速了人工智能在各个行业拓展

的步伐，其中不乏人们未曾想到的

今天，AI 技术在无人驾驶、医疗健康、电商零售和个人助理等
领域都已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全球性的资本入局更加速了人工智能进
入新领域的步伐。除了 AI+ 教育，人工智能绘制的肖像画在纽约佳
士得以 43.25 万美元落槌成交，未来的可能性值得人类去做更多想象。

资本助力AI技术：
进军教育及艺术领域

撰文 /Vincent

由谷歌人工智能系统“Deep Dream”绘制的画作

策 科技创新置业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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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布局“人工智能 +教育”领域的 90 余家初创公司

领域，如教育甚至艺术。

当教育遇上人工智能

去年高考期间，人工智能机器

人艾达挑战高考数学，10 分钟内

将所有题答完，获得 134 分，引起

了人们对于教育的忧虑与思考。在

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现存的教育体

系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或是在

飞速发展的中国，都没有过质的变

化。同样的课堂，同样的学生，同

样的教育模式。而这样的一成不变

如今在人工智能的加入下很可能会

迎来一场变革。

2017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

出要完善人工智能教育体系，建设

人工智能学科，在中小学阶段设置

人工智能关课程。而在 2018 年 4

月，教育部也印发《高等学校人工

智能创新行动计划》，提出未来将

形成“人工智能 +X”的复合专业培

养新模式，并将在中小学阶段引入

人工智能普及教育。一系列的政策

动向使人对教育科技领域产生了巨

大的关注，“人工智能 + 教育”开

始走向风口。

目前，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在

教育领域的应用主要有自适应学

习、虚拟导师、教育机器人、基于

编程与机器人的科技教育、基于虚

拟现实的场景式教育五大方向，其

中前两大方向是目前这一领域的主

要着重点。

自适应学习，即通过收集和分

析学生的学习数据，经过人工智能

逐渐描绘出不同学生的学习方式与

特点，之后自动调整教学内容、方

式与节奏，精准地使每一位学生获

得“量身定制”的教育。随着时间

的推移，信息收集的逐渐丰富，人

工智能对学生的适应也就越精确，学

生的学习效率也就相应逐渐提升，形

成一个自洽的良性学习循环。

在 这 一 细 分 领 域 中，“Smart 

Sparrow”是一家具有代表性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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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这家位于澳大利亚的公司自

2010 年成立以来便将目标瞄准了大

学生及老师群体，以满足高校老师

对丰富的互动性、适应性教育内容

和线上教育的需求。目前主要涉及

科学、医药、工程等领域，结合这

些领域的特色，Smart Sparrow 在课

程中嵌入了大量的模拟实验（Flash

或HTML5），让学生“边做边学”，比

如在网上进行复杂的虚拟手术、虚

拟实验和设计虚拟建筑等。

对于教师而言，这一系统客观

上不仅可以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

育方案，大量的数据和自动分析也

给他们提供了更多资料，使教师对

学生的了解程度加深，从而指导他

们针对不同的学生个体改进教学内

容，做出更加精准的教学规划。

与自适应学习相同，虚拟导师

也是目前“人工智能 + 教育”中的

一大亮点。虚拟导师也称虚拟辅导

教师，本质上也属于自适应学习系

统，不过其重点放在了学生的课后

自学和答疑，而不是课堂教学上。

位于伦敦的“Whizz Education”

就是一家专注于虚拟导师方面的公

司，旗下产品“Maths Whizz”就是

一款在线辅导数学的教学软件。这

家公司设计了一系列和学校进度相

吻合的课后学习课程，学生可在过

程中随时提问，虚拟老师会为学生

一一解答，并根据学生反馈调整解

答方式，直至学生完全理解。同时，系

统的家长端也可得到反馈，了解孩

子是否能跟上学校的学习进度，以

及在学习中有哪些困难等。

目前虚拟导师虽然还处于早期的

发展阶段，进一步推动有赖于一些关

键技术的发展，如语音语义识别、数

据的进一步深入采集和分析等，但

这一方向对应的却是巨大的市场需

求。在未来几年内，虚拟导师也许还

不能完全替代真人辅导，但势必会在

课后辅导中占据一定的空间。

人工智能与艺术的碰撞

艺术作为人类引以为傲的思想结

晶，即使在上层建筑中也拥有超然地

位，人们很难想象，精准、客观、不

带丝毫情感的人工智能会涉及这一领

域。李开复在近期的一次 TED 演讲

中说到：“工业革命把手工工匠的工

作转化成大量常规工作，但是人工

智能革命将彻底取代这些生产线工

作。在这场人工智能摧毁工作的浩劫

中，唯有创造性工作才能从中全身而

退。”但是，艺术家作为富有创造力

的代表性身份，如今也正在遭受人工

智能的挑战。

2018 年 10 月 25 日，由人工智

能绘制的肖像画“Portrait of Edmond 

de Belamy”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会

上以 43.25 万美元落槌成交，远超

预期价，舆论哗然——这场拍卖会

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人工智能的创

人工智能在农业领域亦有大作为

科技创新置业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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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属于一类全新的艺术作品。

画作的右下角以绘制该画作的人工智能算法方程式

署名，该算法由法国艺术家和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组成的

“Obvious”团队开发，而这个团队由三位 25 岁左右的

年轻人创立于 2017 年 4 月。

目前这一团队已经借用人工智能技术创造了 11 幅

作品，均为文艺复兴至上个世纪的人物肖像画风格。作

画的算法名为“生成对抗网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GAN），主要通过深度学习、图像识别及自

我鉴定完成画作。首先，系统通过扫描学习 1.5 万幅 14

至 20 世纪的肖像画建立数字模型，之后，再对肖像画

中的人物轮廓及五官做出精准确认，然后开始模拟。系

统中还有一部分“自我鉴定”模块，设立“人创”、“机

创”两大区分。标准画作成形后“自我鉴定”模块若是

能分辨出有机器作画的痕迹，便会推倒重来，反馈给画

作生成端——如此循环、不断改进，直到“自我鉴定”

模块完全无法鉴别为止。

事实上，这并不是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首次露

面。2018 年谷歌推出了首款微信小程序“猜画小歌”爆

红网络；2017 年，微软联合图书出版商发布的诗集《阳

光失了玻璃窗》不仅透露出人类情感，还展现了人工智

能独特的文字风格；更早之前，加州大学音乐学教授柯

普研制出的人工智能程序“安妮”，可一天之内谱出

五千多首巴赫风格的赞美诗。

不过，随之而来的是对人工智能取代艺术家的担

忧。这一幕似曾相识。

1839 年 8 月， 当 路 易 • 达 盖 尔（Louis Jacques 

Mand Daguerre）发明的摄影术公布于世

后，许多人认为艺术家就快要

失业了。然而在此后的一个

多世纪中，受到新技术的激

发，艺术家们开始了更大胆

的尝试，因而涌现了诸如塞尚、莫

奈、毕加索和达利等艺术史上的

大师们。佳士得国际部主管

Richard Lloyd 说，“未来

有人类艺术，有 AI 艺

术，也有混合体……

沃霍尔受到商业包

装启发采用丝网印

刷、摄影师用镜

头创造惊奇与美

好， 人 类 艺 术

家 将 与 AI 协

作 , 一切只是

刚刚开始。”

以 100-0 的压倒性优势击败 AlphaGO,
再次刷新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认知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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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WineDex®100 指数显示，法国顶级 100 家特级葡萄酒价格在 10 年间
增长了 146%。再观伦敦国际葡萄酒交易所公布的最新数据，勃艮第成为推动
主力，该地区的交易价值份额创纪录新高的 26.9%。这反映出勃艮第葡萄酒逐
渐取代波尔多酒成为投资客和爱酒者的新宠。

念念不忘勃艮第酒：
除了投资价值，让我们更懂这一抹红色 

撰文 / Mida

喝
顶级葡萄酒，从来都不容易。伦敦国际葡萄酒

交易所 Liv-ex 100 指数，反映了更广泛的葡萄

酒市场走向，在这个起伏无常的市场中，勃艮

第（Bourgogne）葡萄酒总体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反映

出勃艮第葡萄酒逐渐取代波尔多酒成为投资客和爱酒人

士的新宠。

就在 2018 年 10 月，一瓶 1945 年份的罗曼尼康帝

（Romanée-Conti）葡萄酒于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以创纪录

的 55.8 万美元落槌——你觉得这很贵吗？错，它比很多

投资者想象得更贵，因为，最终成交价比预估最高价 3.2

万美元高出了 17 倍。无独有偶，同一场拍卖会上，另

一瓶 1945 年份的罗曼尼康帝以 49.6 万元再次成交。

投资可以储存较久的葡萄酒，早已是葡萄酒藏家们

的昂贵兴趣，包括早年波尔多五大名庄和如今罗曼尼康

帝。与其他收藏投资不同，葡萄酒投资除了升值潜力之

外，还适合三五好友把酒言欢，品鉴葡萄酒及生活之惬意。

接棒波尔多，
勃艮第成为投资热点

记得看过一篇关于葡萄酒的真实故事。一位爱好者

整理书柜时发现一张 1997 年的葡萄酒账单，当时购买

一瓶 1991 年的葡萄酒金额为 1000 多美元。时隔 11 年

之后的 2008 年，同款 1991 年的葡萄酒价格已经突破 1

万美元。这瓶 10 年翻 10 倍的酒，就是勃艮第最著名酒

庄罗曼尼康帝。

靠着波尔多的盛名，葡萄酒成为投资的热门项目。波

尔多的五大名庄众所周知，相形之下，勃艮第是近年来

才受到重视。产量更小、小园林立的勃艮第，除了几家

大酒庄之外，绝大多数的酒庄价格虽然不便宜，但近几

年没有达到飙升的程度。勃艮第的神奇风土造就了这里

精致、复杂和难以琢磨的葡萄酒特色，秉承传统酿造工

艺，这里出产的葡萄酒可以说是人文与自然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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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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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非只有罗曼尼康帝才具有升值潜力。在一份新

出炉的“2018 全球十大最贵葡萄酒”榜单，人们熟悉的

拉菲已经不见了身影，今年上榜的酒和去年相比，价格

全面上涨，而且预计未来仍会维持上涨趋势——十款入

选酒中，七款均来自勃艮第产区。

早在 17 世纪，勃艮第酒已经是法国宫廷用酒。路

易十二时期，美食文化发展达到巅峰，勃艮第酒的酿造

也得到大幅度发展。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酒庄被重新

分割，再经历拿破仑民法强调的“子女平等”继承权的

行使，最终形成了勃艮第的小农化现象。

事实上，勃艮第酒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此，酿酒人继

承了祖辈们的酿酒技术，亲力亲为地栽种、采摘、酿造。哪

怕是那些被誉为酿酒大师的酿酒人，也是一身工作服，兢

兢业业地执着于酿酒。因此，勃艮第虽然坚持单一品种

酿酒——红酒采用黑皮诺葡萄，白酒采用霞多丽葡萄，没

法像波尔多混酿那样调制出香气、浓郁度、酸度等平衡

复杂的搭配。但由于小农制度以及独特的风土小环境，通

过严格的官方法定产区及等级制度，形成了勃艮第酒复

杂、多变、各家差异性等特点。

据统计，2017 年佳士得在全球共举办了 16 次葡萄

酒拍卖，其中拍得最高价的前十位葡萄酒拍品中，八件

来自罗曼尼康帝酒庄。再观勃艮第那些特级葡萄园天价

交易的新闻，“质优量少”是勃艮第不断升值的原因。比

如，对于购买波尔多葡萄酒来说，需要追加几百箱是十

分可行的，但如果想多买相同数量的勃艮第酒似乎就没

这么容易，“靠天吃饭”的勃艮第酒庄对于酒品的数量

无法给予保证，这也是为什么勃艮第酒年份连续性一直

受到争议的原因。

在 2010 年至 2012 年，勃艮第酒一直存在供应不足

的问题。罗曼尼康帝这样的知名酒庄更是一瓶难求。知

名酿酒大师的作品近年来价格也越来越高，刚去世的亨

利 • 萨耶（Henri Jayer），随便一瓶酒都是以千元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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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指标的 Liv-ex 优质葡萄酒 100 指数是以英镑计算，
在过去五年已上升了 18.4％

罗曼康帝DRC在扩大中勃艮第的地位，勃艮第今年的交易水平将创纪录水平，
该酒区本年迄今的交易份额为 11％；高于 2017 年度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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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置业 投资

来计算，即便如此，人们只有在拍卖会上才可能有缘一

见。正是由于这样的稀缺性，投资者和收藏家才会愿意

为这种葡萄酒投入资金。

喝还是藏？
葡萄酒投资学问多

收藏、爱喝、投资……不论出于何种目的，葡萄酒

的选择和品鉴都是一门学问。比如用于畅饮，选择进入

适饮期的葡萄酒，或者新世界的相对简单易饮的葡萄

酒，或是香槟，这些不需要长时间“苏醒”的葡萄酒，适

合开瓶即饮，不会妨碍晚餐的速度与欢快的气氛；而作

为收藏或是热爱葡萄酒品鉴的人们，是否经得起陈年成

为了关键。

葡萄酒陈年的因素，最主要的就是酸度和单宁。优

秀的酒庄对这些要素的把握往往更为讲究。同时，年份

对于葡萄酒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伦敦佳士得拍卖行的高

级葡萄酒专家就曾说过，“对于波尔多葡萄酒收藏来

说，1990 和 1996 年份的波尔多葡萄酒代表了很高的价

值。如果收藏者对于喝酒更感兴趣，而不是准备等待若

干年后出售藏酒的话，可以考虑年份香槟、意大利、澳

大利亚、加州等名庄葡萄酒。”而遵循供需法则，勃艮

第区域的面积是波尔多的五分之一，勃艮第葡萄酒的价

格呈持续增长态势，回报也就更高。

选定酒款之后，对于投资收藏来说，葡萄酒的来源

及储存条件也是葡萄酒投资成功与否的关键。找到公认

权威、可以信赖的渠道，是今后能够顺利出手“藏品”

的保证。苏富比和佳士得等大拍卖行是藏家们认可的，还

有一些专业的葡萄酒购买和拍卖渠道，例如伯恩拍卖会

等有据可查的渠道都是价格的保证。

最后，葡萄酒是需要呵护的：合适的储存条件确保葡

萄酒处于最佳状态，也是升值的保证。此外，如果是整箱

购买的酒，纯粹为了投资，那么最好让它仍然保持原样，原

封不动地呆在盒子里，静待下一个主人的出现。

勃艮第产区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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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
穿越不可思议的欧亚之旅

 跟随三大顶级环赛饱览风光

投资 2032 年夏季奥运会 ? 

解读体育赛事和上海 2035 年城市规划

美食
百种风味翻腾于心

——路过全世界的新年美食

悦读
 智能语音成为全球红海， 开启全新未来

生活模式 

刘慈欣获克拉克奖背后 : 科幻作者解读

AI 和世界的方式 

这本华尔街必读书目 , 巴菲特也看了两遍 

日本进入“低欲望社会”，但中国完全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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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 美食 悦读

在
联 合 国 世 界 旅 游 组 织

（UNWTO）公布的 2018 年

版《世界旅游组织旅游亮

点》中，欧洲依旧是全球旅游市场

版图中的最大国际游客流入地。在

全球最大的旅游市场和目的地排名

中，法国高居榜首，西班牙次之，意

大利则位列第五，足可见人们在欧

洲旅行时对这三国的喜爱。

有趣的是，法意西三国其实有

不少共同点，不知是不是受地中海

温暖气候的影响，三国人民都爱玩

乐、爱美食且爱自行车赛。环法、环

意、环西并称为世界三大自行车

赛，二十余天的公路自行车多日赛

制，决定了几千公里的漫长赛程。在

这段旅程中，骑手们将越过平原、高

山，经过海岸、城市，饱览欧罗巴

大地的众多风光。而这段令桀骜骑

手们倾心的漫漫征程，有时也是开

启一段欧亚之旅的宝贵图鉴。

穿越不可思议的欧亚之旅
跟随三大环赛饱览沿途风光

撰文 / 逸文

环法、环意、环西，三大顶级公路自行车环赛，是每年欧洲大陆上最让
人期待的三大自行车体育盛事。几十或是上百年的比赛历史，让三大环赛成
为了许多人记忆中的一部分。公路自行车赛的魅力毫不隐藏，而是恣意泼洒
在经过城市、高山、海岸的旅程之中。从 2018 年度三大赛事的漫长赛程中，我
们精选出值得寻访的三大章节。这些动辄几千公里的赛程，俨然就是不可思
议的欧亚之旅，也给你们的自驾行程更新了众多美妙的目的地。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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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法 自 行 车 赛（Le Tour de 

France）起始于 1903 年，至今已举

办 105 届，是世上最知名的自行车

运动大赛。环法每年于夏季开赛，赛

期为 23 天，举办地大都在法国本

土，有时也会途径周边国家（如德

国、西班牙和比利时等）。近年来，环

法的最后一个赛段结束前，车手们

总会穿过巴黎市香榭丽舍大道，经

过凯旋门后迎接年度总冠军的到来。

作为一项多日制公路自行车

赛，环法的赛程设置让人颇为震

撼。在现代比赛中，环法的赛程多

达二十余个，途径高山、平原、丘

陵等多种地形。虽然每年的比赛路

线都各不相同，但自 1903 年第一届

环法自行车赛以来，平均总赛程都

超过 3500 公里，最长纪录为 1926

年的 5745 公里。在如此漫长的征

程中，环法的车手们不仅要面对体

力和意志力的极限考验，还得面临

复杂的道路情况以及多变的天气情

况，而且在漫长复杂的赛程中，部

分参赛选手还可能会因为受伤、体

力不支等原因遗憾退场。

但若是没有挑战，也就没有

颁奖台上的高光时刻。有不少人认

为，环法这项百年自行车大赛是目

前除奥运会和世界杯之外，全球第

三大体育盛事，这么说不无道理。根

据环法赛事主办方阿莫里体育协会

（A.S.O） 公 布 的《2018 环 法 关 键

数据解析》显示，2018 年的环法赛

场上，仅场边观众的人数就达到了

1000 万至 1200 万，而通过电视转

播收看比赛的观众还可能数十倍于

此。除两次世界大战使比赛中断过

以外，环法就这么一直延续至今，可

以说，这场年度赛事已经融入了法

国人的血脉中，只要是比赛途径地

区，周边居民都会携老带幼，夹道

相迎，这也是每年环法赛场上一道

独特的风景线。

我们发现，跟随着骑手的赛程

完全可以领略不一样的法国。

比 赛 从 法 国 卢 瓦 尔 河 大 区

（Pays de la Loire） 的 旺 代 省

（Vendée）出发，这片地区背靠大

西洋，内陆部分延伸到博卡什地区

（Le Bocage)。在旺代，既有绵延

140 公里的细沙海滩，也有树篱环

绕的宽阔田地——这里的海滨地区

是法国人最爱的度假胜地之一。当

环法自行车赛事分南北两大路线，我们将最重要的旺代省（Vendée）、布
列塔尼地区（Bretagne）和里昂（Lyon）选出，它们拥有令人愉悦的海岸线、不
可被取代的美食文化以及独一无二的海岛，最值得自驾前往感受法兰西风情。

穿越百年环法之旅
走访旺代省、布列塔尼和里昂

2018 环法路线大致分为南北两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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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民居的建筑风格与传统的捕鱼业

紧密相连，均有用石灰涂白的建筑

外墙和鲜亮的蓝色窗户。努瓦尔慕

捷岛（l' Ile de Noirmoutier）和约岛（l' 

Ile d' Yeu）是旺代人的骄傲，每年

吸引着无数游人前来观光。连接着

Burnёf 海湾（Gulf of Burnёf ）努瓦

尔慕捷岛的谷瓦堤道（Passage du 

Gois）被称为“随时会消失的道路”：

这条绵延 4 千米长的堤道，每天都

会随着涨潮“消失”两次，当潮水

接近路面时，堤道上的车辆仿佛就

在海面上行驶。一天之中，这条道

路只有短短几小时可通行，但为了

体验一把“凌波微步”的感觉，仍

有不少人排着队开车前往努瓦尔慕

捷岛。

离开旺代省来到布列塔尼地区

（Bretagne），这是一个不太“法式”

的地方。相当一部分的本地居民是

英国南部威尔士人的后裔，所以，布

列塔尼的服饰和饮食风格都更接近

英国。三面环海，布列塔尼拥有超

过 1100 公里的漫长海岸线，遍布相

当多的半岛、海峡、岛屿、港口和

海湾，其中最著名的景色要属玫瑰

海岸（Côte de Granit Rose）。佩罗斯 -

吉雷克（Perros-Guirec）小镇的海岸

线，是这条由玫瑰色花岗岩组成海

岸上最精华的一段。在落潮时，人

们可步行到离海岸不远的 Sanint-

Guirec 祈祷室，相传布列塔尼的少女

们会拿着绣花针来到神龛前，只要

能让针插立在圣人像的鼻子上，年

底必能嫁给如意郎君。

跳过熟悉的巴黎，来到法国东

努瓦尔慕捷岛海景

环法终点赛段经过香舍丽榭大道几乎成为了这一赛事的传统

旅程 美食 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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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的奥弗涅 - 罗纳 - 阿尔卑斯大

区（Auvergne-Rhône-Alpes）， 这 里

有法国最高峰——勃朗峰（le Mont 

Blanc），而大区首府就是美食之都

里昂（Lyon）。

里昂是电影发明者卢米埃尔兄

弟和《小王子》作者圣埃克苏佩里

（Saint-Exupéry）的故乡，同样也是

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1998 年被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里昂古城是最不

可错过的去处：它拥有欧洲现存最

大的文艺复兴街区之一，街道狭窄

曲折，屋顶是连片的赭红色瓦片。最

好的游览方式就是闲庭信步，感受

原汁原味的法式生活氛围，城中大

片的橙黄混着玫瑰红的建筑配色，仿

佛是被夕阳染成。

此 外， 里 昂 的 富 维 耶 圣 母

院、古罗马剧场和里昂美术馆都是

城中必去的景点，而丰富的美食更

让这座城市成为众多吃货的不二

选择。2018 年初去世的“法餐教

皇”保罗•博古斯（Paul Bocuse）

生前就常驻里昂，原因也在于这座

城市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里昂连

接着博若来（Beaujolais）、勃艮第

（Bourgogne） 和 罗 纳 河 谷（Côtes 

du Rhône）三大葡萄酒产区，加上

来自奥弗涅（Auvergne）、弗朗什 -

孔 泰（Franche-Comté） 和 萨 瓦 省

（Savoie）的牧区提供优质肉类、香

肠和奶酪，让里昂成为了法国这个

美食之乡的“中心厨房”。

布列塔尼地区的玫瑰海岸

环法路途中的热情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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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意路线和另外两项赛事不同，它在 2018 年去往了以色列的特拉维夫 -
雅法市（Tel Aviv-Yafo）。当然，我们还想约你们走访西西里岛的卡塔尼亚
（Catania），以及意大利古城阿西西（Assisi）。

环意之旅
从特拉维夫-雅法市到阿西西

2018 环意路线图

在环法开始之前的五月，另一

场顶级自行车公路赛——环意大利

自行车赛（ Giro d'Italia）已经领衔

发车。如果说环法是一段对黄色领

骑衫的朝圣之旅，那么，环意可能

就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粉色狂欢。环

意自 1931 年采用玫瑰衫以来，80 余

年中，这件粉色的战衣承载了无数

骑手的激情和梦想，因此，这场自

行车赛还有一个浪漫的名字“粉色

之旅”。

环意的诞生和环法有些相似，最

初都由报社发起。环意在 1908 年

由意大利体育报（La Gazzetta dello 

Sport ）创办，次年 5 月开始第一届

比赛，赛程总长 3500 公里，最初比

赛的出发地和终点都设在米兰，也

就是意大利体育报的总部。但随着

比赛规模的日益扩大，出发地有时

也会移至其他城市，环意历史上有

12 届比赛的出发点设在了海外地

区，例如，2018 年的赛事出发地就

设在“圣城”耶路撒冷。通常，出

发地变更并不会影响到终点，每年

环意骑手们以经过米兰大教堂门前

为赛事传统。但是，2018 年的环意

110 周年之际，主办方将终点设在了

“永恒之城”罗马。选择耶路撒冷

作为起点，代表了环意首次在亚洲

地区发车，在这段 3500 余公里的旅

程中，骑手们途径以色列、西西里

岛及意大利本土，甚至差点进入瑞

士境内。古城、平原、高山和海景，伴

随着环意骑手们一路前行的，是环

地中海沿岸的绝美风光。

从以色列最大的港口城市海法

（Haifa）出发到其第二大城市特拉

维夫，这是环意骑手们的第二段赛

程。特拉维夫的全称是“特拉维夫 -

雅法市”（Tel Aviv-Yafo），在以色

列建国后由两座城市合并而成。虽

然雅法在面积上无法和特拉维夫相

比，但它无疑是这座城市的中心之

一，两个风格和历史渊源完全不同

的城区，构成了以色列今天的首都。

拥有 4000 多年历史的雅法古

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港口之一，城

中有 12 条砖石铺就的老巷，分别以

十二星座命名。每家每户的门牌用

星座图案和文字加以区分，蓝色的

旅程 美食 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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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打底、再印上白色的图案。与

雅法古城颇有历史积淀的风格不

同，特拉维夫显得要年轻许多。上

世纪初，因雅法老城容纳不了过多的

人口，当地人决定在离雅法两公里左

右的荒地上另起一座城市，于是有了

特拉维夫。“特拉维夫”在希伯来语

中的意思是“美丽的小丘”，这一名

字的灵感来源于犹太复国主义教父赫

茨尔的著作《新故土》。

受上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包

豪斯建筑风格的影响，城中的建筑

风格摒弃了欧洲古典主义的繁复装

饰，采用简洁实用的造型设计，居

民建筑大都是两到三层的小楼，通

体灰白或浅黄，层层叠叠的阳台和

大面积的落地窗户，在地中海潮湿

闷热的气候下非常实用。这种风格

的民宅在特拉维夫一共有 4000 多

栋，是世界上最大的包豪斯建筑

群，其中在城区主要街道的 1000 多

栋被称为“白城”，于 2003 年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

产。新旧老城的对比强烈，如同两

个世界，一个旧邦，一个新国，两

座城市之间相隔的是犹太人背井离

乡的两千多年。

离开以色列，2018 年环意的第

四赛段来到了西西里岛东岸港口城

市——卡塔尼亚（Catania）。这座

海滨城市背靠埃特纳火山，面对滨

爱奥尼亚海，建于公元前八世纪，曾

被火山灰数次覆盖。古希腊的城邦

被覆盖，古罗马的城市就在上面重

建。如今，卡塔尼亚主城区重建于

18 世纪，以老城为根基，西西里人

对家园的眷恋千年不变。意大利的

城市都有一大特点，城中心一般都

是教堂，而且规模不小，卡塔尼亚

亦不例外，巴洛克风格卡塔尼亚大

教堂坐镇中央，庄严壮观。围绕着

教堂铺展开来的大象喷泉、罗马剧

院、圣尼科洛本笃修道院、比斯卡利

宫殿、乌尔西诺城堡等历史遗迹，见

证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卡塔尼亚的

主城区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入人类历史文化遗产，每年七月，这

里都会举办盛大的巴洛克文化周活

动，在城中密布的巴洛克建筑风格的

宫殿、教堂里，人们可以通过歌剧、音

乐会、时装秀等活动感受这座城市悠

久的历史文化传承。

回 到 意 大 利 本 土， 我 们 想

推荐的正是第十一赛段：阿西西

（Assisi）。阿西西被意大利人称为“圣

人之城”，原因在于它是方济各会

创始人圣方济各的出生地，这座城

市与全球各地的方济各会建筑有着

紧密联系，虔诚的天主教徒们都以

朝圣阿西西为荣。城中的标志性建

筑是依山而建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

（Papal Basilica of Saint Francis），因

为其上下两层的独特结构，整座教

堂的体量极大。教堂中精巧复杂的

建筑结构和华美的壁画是它最引人

注目的一大特点，其中包括了文艺

复兴的开创者、欧洲绘画之父乔托

（Giottoiotto）的

大量作品。其

中有些壁画曾

于 1997 年意大

利 地 震 中 遭 到

损坏，后得到修

复。这些华丽、庄

严的壁画作品，在今

天仍让无数人为之倾

倒，也成为名副其

实的意大利国宝。

环
意
著
名
的
环
形
奖
杯

卡塔尼亚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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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环西路线图

环西路线上，我们推荐必访之地是马拉加（Málaga）和毕尔巴鄂
（Bilbao）。前者是西班牙太阳海岸最著名的度假旅游城市，也是大师毕
加索出生的地方。后者拥有古根海姆博物馆和著名西班牙小菜 Pintxos。

环西之旅

认识马拉加和毕尔巴鄂 

环西班牙自行车赛（La Vuelta）

与上述两场百年大赛相比，还略显

“年轻”。环西赛事创办于1935年，自

1955 年后才开始每年举办。最初的

环西赛在每年盛夏开幕，从 1990 年

后改为九月举行，三周比赛总赛程

在三千公里左右，整个赛程中只有

两天无赛日，供车手休整。

一直以来，环西的组织者都希

望能找到一个与环法的阿尔卑斯杜

埃 兹 山（L'Alpe d'Huez） 或 旺 图 山

（Mont Ventoux）相匹敌的山峰用作

比赛，最终在 1999 年他们找到了西

班牙北部的安赫里卢山：这里的平

均海拔为 1573 米，长度超过 12.9 公

里，平均坡度 9.9 度，最大坡度出现

在距离终点约三公里一个叫“羊脖

子”的地方，竟然达到 23.6 度，山

势极为巍峨险峻，是欧洲自行车赛

中最为陡峭的坡段。 

自第 54 届环西赛中首次选用安

赫里卢山作为爬坡赛段开始，车手

至今不过三次和它亲密接触。可是

它的险峻艰难却深入人心，已经成

为职业自行车公路赛中最令选手生

畏的山峰之一，也是环西班牙自行

车赛的标志性赛段。

如此艰苦的赛程设定，让环西

的赛场上盛行过一种古怪习俗，车

手在出发前都要喝一种用神秘配

方——菊苣酒、柑橘苦味酒、红带

酒、古拉萨奥柑橘酒、英国杜松子

酒和半杯意大利“魔鬼般的任务”。

2018 年的环西自行车赛从西班

牙南部海滨城市马拉加（Málaga）拉

开帷幕。

这座城市是西班牙太阳海岸

（Costa del Sol） 最 著 名 的 度 假 旅

游城市，也是大师毕加索出生的地

方。毕加索曾经说道：“没有体会

过马拉加阳光的人，就创造不出立

体主义的绘画艺术。”

城中有毕加索博物馆、毕加索

故居等一系列关于这位艺术大师的

点点滴滴，有关毕加索的画展也时

常在这里举办，把马拉加称作“毕

加索之城”也毫不为过。

除此之外，融合了多种文化

元素的历史建筑也是这座城市的闪

光点。因为历史原因，西班牙现

旅程 美食 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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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许多宗教建筑前身都是清真

寺，所以马拉加大教堂（Catedral de 

Málaga）拥有哥特式的尖顶，内部的

装饰和拱门却是穆斯林风格，教堂

的前院和后院还有一个美丽的阿拉

伯式庭院。马拉加 14 公里长的海岸

线也是讨人喜欢的地方，绵密细软

的沙滩吸引许多游人前来日光浴，也

难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莱桑德称

赞马拉加是“天堂般的城市”。

在第十七赛段中，环西的车

手们来到了一个在西班牙人心中

颇为重要的城市——毕尔巴鄂

（Bilbao）。在 2017 年年底

于伦敦举办的“城市建设奖”盛典

中，这座城市一举拿下了“欧洲最

佳城市”桂冠。

毕 尔 巴 鄂 的 地 标 性 建 筑 是

城 中 的 古 根 海 姆 博 物 馆（Museo 

Guggenheim Bilbao）， 这 座 占 地

24000 平米的博物馆由建筑大师弗兰

克•盖里（Frank O.Gehry）设计，以

奇特的造型、特异的结构和崭新的

材料举世闻名，大量玻璃、钢材、石

灰岩和钛金属的使用，让整座博物

馆的外观充满了未来感。

除人文建筑之外，毕尔巴鄂所

在的大区巴斯克（Basque），也在

美食界占有重要地位。据统计，西

班牙 50% 以上的米其林星级餐厅

都汇聚于此，毕尔巴鄂旁的圣塞巴

斯 蒂 安（San Sebastian） 更 是 人 均

拥有米其林星星最多的城市。在毕

尔巴鄂，街道上随处都可以尝到用

鳕鱼和其他海产制成的西班牙小

菜 Pintxos，这种小食多用牙签串

成，结账时以牙签数为准，价格

也十分亲民，甚至当地有不少专

卖 Pintxos 的小店只需要点瓶酒

就可以免费享用各种小菜。

马拉加市著名的圣奥古斯丁街

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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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You in Tokyo”，已经不是一句第 32 届奥运会

的口号。从 2019 年开始，所有希望去东京看奥运

会比赛的人们可以开始预购 2020 年的各类赛事门

票，赛事将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周五）至 8 月 9 日（周

日）期间举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东京 2020 年奥

运会上，东京建议的棒球 / 垒球、空手道、 滑板、攀岩

和冲浪 5 个比赛项目全部被国际奥委会（IOC）所采纳，将

作为新增比赛项目进行实施。

毫无疑问，东京决心在半个世纪之后再次举办奥运

会（上一次举办是东京 1964 年第 18 届奥运会）因为众

多原因，这将是一次不仅在体育方面，还力求在文化、教

育、经济等各个领域都留下有形、无形积极遗产的一次

盛会。

从目前日本广播公司NHK披露的财务情况来看，2020

东京和巴黎奥运会之后，如果我们期待在亚洲再次举办这场世界级
盛会，最大的期待莫过于上海举办 2032 年奥运会，可进一步激活尚未完
全释放潜力的城市区域，助力上海迈向 2035 年“卓越的全球城市”规划。

投资2032年夏季奥运会？
解读体育赛事和上海2035年城市规划

撰文 / 周浩 艾米

旅程 美食 悦读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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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东京奥运会预计总开支将达到 99.8 亿英镑（约 1.8 万

亿日元），是原预算 3 千亿日元的 6 倍多。尽管东京已

经表示将有效利用包括 1964 年奥运会曾使用过的众多既

有场馆设施等，在东京都内外 40 个场馆举行比赛，甚至

计划在奥运会期间临时使用东京都施行的市区再开发项

目中由民间企业建造的住宅楼（在奥运会结束后，住宅

楼将进行改造，与新建的高层楼一起进行出售等）。

而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夏季奥运会因为巨大的财

政压力，以至于很多有能力的城市犹豫不决，即便是

2020 年东京夏季奥运会，其总成本也是由三方共同承

担，包括 2020 东京奥运会组委会、东京政府和日本政府。

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城市，显然有能力举办如此规

模的国际大型赛事。最近，上海将会申办 2032 年夏季

奥运会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各方人士的强烈关注，尽

管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确切消息，然而从种种迹象来

说，这似乎并不仅仅是传言。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以

及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中国城市，上海无疑也是中国再次

举办夏季奥运会的最合适选择。

对于可能主办未来奥运会的上海来说，过去那些举

办过奥运会以及未来三届即将承办赛事的城市，可成为

未来奥运之路的借鉴经验。当然，上海的某些特殊性也

许能令自己在举办大型赛事时，显得更加游刃有余些。

徐家汇体育公园
也许是未来的奥运核心地区

由上海体育场（也就是上海人口中的“八万人体育

场”）、上海大舞台（即上海体育馆，上海人亲切称呼

为“万体馆”）还有上海游泳馆所共同构成的徐家汇体

育公园区块，可说是这座城市在体育层面上的“圣地”。可

以想见，如果申办 2032 年奥运会，这一区块对于寸土

寸金的上海市区来说，将会是主会场的不二选择，届时

对于八万人体育场和万体馆的翻新和升级，也会成为自

然而然的选择。

事实上，当我们回顾过去以及未来正在筹备的奥运

会便会发现，在主办国、主办城市对奥运进行投资的过

对于可能主办未来奥运会的

上海来说，过去那些举办过

奥运会以及未来三届即将承

办赛事的城市，可成为未来

奥运之路的借鉴经验。当

然，上海的某些特殊性也许

能令自己在举办大型赛事

时，显得更加游刃有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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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大量兴建全新场馆设施在日趋成型的发达城市中

并不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选择。

在赢得 2020 年奥运会主办权后，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否决了原定的兴建新体育场计划，而选择了对现有的

东京国立竞技场，也就是 1964 年奥运会主赛场推倒重

建。因为东京天文数字般的地价对财政支出来说，实在

是难以承担。至于 2024 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巴黎，本

身即拥有著名的法兰西大球场，这座为 1998 年法国世

界杯而建造的国家体育场，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巴黎第三

度举办奥运的主会场。

再看 2012 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伦敦，他们在斯特

拉福德地区兴建新体育场“伦敦碗”作为奥运赛事的主

会场。在赛事结束后，“伦敦碗”也并未闲置，一方面

成为了英超球队西汉姆联队的主场，另一方面，此地相

继举办很多大型赛事，包括 2015 年的英式橄榄球世界

杯以及 2017 年田径世锦赛等。

对上海来说，以徐家汇体育公园为主赛场区，无论

从历史传承的角度，还是现实操作性，都可能是最优的

选择。一方面，从 1975 年万体馆落成开始，这里就承

载着一代代上海人的体育梦，成为了上海体育精神的象

征；另一方面，这里地处上海最黄金的地段，对于大徐

家汇地区的更加繁荣，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而对其他已有场馆进行翻新改造，也应当成为上海

申办奥运过程里一种原则性的场馆投资方式。

因为上海现有的体育设施在加以翻新后，就已经足

够应付大部分赛事举办，包括徐家汇体育公园、东方体

育中心（游泳项目，2011 年世界游泳锦标赛主赛场）、源

深体育中心、旗忠网球中心（每年 ATP 上海大师赛举办

地）、改建中的上海国际体操中心等体育场馆，它们很

多场馆都有着举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经验，在应对一

届奥运会方面，显然有足够的把握。在室外项目方面，上

海已有多年举办“上马”经验，而浦江的滨江地带同样

可成为部分奥运赛事的理想举办地。

从这点上来说，同为成熟国际大都市的伦敦、东京

和巴黎，无疑更值得上海借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24

年奥运会除了法兰西大球场、王子公园球场和罗兰•加

洛斯中心等久负盛名的赛场，巴黎也会将城市的名片，如

塞纳河、战神广场、香榭丽舍大街、荣军院和世博会公

园等诸多名胜投入到部分赛事的举办。

雅典和里约奥运会后的维护失败，以及伦敦奥运会

后，大量体育设施的成功转型也令所有人意识到：对那

些造价高昂的奥运赛场进行后期维护，将是一个巨大的

市政工程。那么，如何充分利用城市现有资源，而不是

进行浪费的重复建设，也许是理想中上海奥运会需要认

真考虑的。

而“长三角一体化”概念的进一步完善，也许会为

部分赛事寻找到更好的途径。苏州、南京、杭州和宁波

等地，也可以在设想中的上海奥运会里成为足球、篮球

等需要多地举办项目的分会场——奥运会本身，完全能

够成为长三角一体化进一步实现的机遇。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奥运城市的硬实力提升

随着巴黎顺利拿到 2024 年奥运会举办权，市政府

在地铁建设上的“大巴黎快线”计划也进一步实施。按

照这一计划，从 2020 年直至 2030 年，巴黎将增加 4 条

旅程 美食 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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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地铁线路，加上已有轨道交通的延伸，将会新建

200 公里左右的轨交里程。

显而易见，尽管到巴黎奥运会开幕时，只有部分“大

巴黎快线”计划能直接服务于赛事，然而奥运本身能够

令城市加速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甚至在后续阶段也能

长期受益。我们看到很多先例，直到申奥成功的 2001

年，北京只有两条地铁线路，即最早的1号线和2号线，总

里程仅 53.5 公里，加上当时尚未建成、2003 年开通的

13 号线，也就不到 100 公里。而随着奥运的展开以及后

续不断投入，如今北京已拥有 599 公里地铁里程，在全

球范围内仅次于上海。

事实上，在国内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大型体育赛事

的举办都会加速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在 2010 年广州

亚运会开幕前，仅仅是这一年，羊城就新开通了 4 条地

铁线路（新 2 号线、8 号线、广佛线以及 APM 线）；而

2022 年即将举办下届亚运会的杭州，则已定下了地铁运

营里程超过 550 公里的目标——现在杭城的轨交里程尚

不到 120 公里。

上海本身也有体会，2010 年世博会的申办成功令轨

道交通以及其他方面建设得到提速。申城的地铁里程于

2010 年 4 月超过伦敦成为“世界第一”，其中大量线路

的新建出现在 2001 年之后，也就是申博成功的年份。

包括地铁、市域铁路、有轨电车在内的市内轨道交

通，还有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道路的布局，往往也会随

着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而提上市政府的议事日程；

同样会得到市政方面重视的，还有各种便民设施的进一

步优化。

而上海在这一方面的优势，恐怕会令东京之外，任

何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都望尘莫及。申城已有的公共交

通网络已是一个绝大部分城市只能仰视的“庞然大物”：

上海已有的轨道交通，包括 644 公里的地铁网络、29 公

里的磁悬浮以及 56 公里的金山铁路；到 2020 年，这里

就会建立起超过 800 公里的地铁，以及逐渐成型的有

轨电车网络；到 2025 年，上海的地铁里程甚至将突破

1000 公里。也就是说，即便没有将奥运一事正式提上日

程，到 2035 年，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更加发达的公

共交通网络，也早已成为全球顶级城市计划的一部分。

这也意味着，上海似乎并不需要为奥运会，而在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上，进行类似额外加速，因为从现在起

直至 2035 年的城市、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并没有随着

奥运计划的开展与否而改变。

话虽如此，我们仍期待上海能够借助 2032 年奥运

会举办的契机，将已经高度成熟的公共交通网络推动到

更加发达的高度，并且，进一步激活一些尚未完全释放

潜力的城市区域，成为上海 2035 年城市计划更大的助

推动力。最大的期望莫过于，奥运会本身能够成为上海

迈向全球顶级城市的推力。

从 目 前 日 本 广 播 公 司

NHK 披露的财务情况来

看，2020 年东京奥运会

预计总开支将达到 99.8

亿英镑（约 1.8 万亿日

元），是原预算 3 千亿日

元的 6倍多。

Tawni Miyashita 为东京奥运会制作的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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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我们看到又一部美食

纪录片《风味人间》创下

收视新高。与《舌尖上的

中国》不同，《风味人间》走出了华

夏大地，为观众打开更加广阔的美

食地图。摄制组跨越六大洲，足迹

涉及法国、西班牙、越南、摩洛哥、秘

鲁、埃塞俄比亚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力图站在国际视角去对比中国

美食的特殊风味。同时，纪录片也

以时间作为主线，对比人类历史的

演变下，中国人与食物的关系，世

界各地的美食之间的关联性。上线

短短 3 小时，播放量破亿，豆瓣评

分更是高达 9.4，可见当代人以吃为

乐的态度。

总导演陈晓卿为这部纪录片作

诗道：“这是一次奇妙的风味之旅，山

海之间偶然落地生根，成就万千肴

变，化作滚滚红尘。穿越香料歧路，几

度江湖夜雨，灯火万家处，敬请期

待，风味人间。”

“从荒漠到平原，从山地到海

洋，人们因循自然，从食物中获取

撰文 / 皮诺

这是一次奇妙的风味之旅，山海之间偶然落地生根，成就万千肴
变，化作滚滚红尘。这篇解读风味人间，分享给所有热爱美食的饕客们：
当你们路过全世界不同文化的新年美食，心中深谙“人间值得”。

百种风味翻腾于心
——路过全世界的新年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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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竭尽才智，用美味慰藉家人。”

《风味人间》可以说是《舌尖上的

中国》的进阶版，在表现中华美食

的同时，放眼世界，通过中外对比，讲

述食物体现的不仅是时间的流变、文

化的差异，同时也是文化的交融。陈

晓卿说：“东西方有很多不谋而合之

处，《风味人间》以世界美食作参照

系，告诉你中国从来不是孤岛，国外

美食同样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风味人间》最大的标识是：

自然与人文，平凡与骄傲。整部纪

录片用富有人情味的旁白娓娓道

来，画面朴素但极具感染力，较《舌

尖上的中国》，这次陈晓卿导演引

入了创新的超微摄影、显微拍摄等

手法，将食物化为“分子级”从中

窥探风味物质变化发展的过程，让

观众唇齿生津。正因为保持了“美

食的单纯性”，《风味人间》平铺

直叙地述说着平凡人们的平凡生

活，而通过对比提炼用独特的镜头

视角表达出对中华美食文化的骄傲

之情。

新年将近，在地球的每个角落，当新

年钟声敲响时，人们都喜欢用相聚与美食

开启新年新气象。《风味人间》告诉我

们，虽然世界很大，但是美食将不同民

族、不同国籍的人们关联在一起，讲述着

人类变迁演变的历史。我们在本篇也跨越

国界和文化，遍尝全球各地的新年美食。

新春大吉还少不了中国人喜欢的水仙

精
致
而
传
统
的
前
菜
摆
盘

从荒漠到平原，从山地到

海洋，人们因循自然，从

食物中获取能量，竭尽才

智，用美味慰藉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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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餐桌上，鸡鸭鱼肉一应俱

全，其中猪肉担当着重要的角色。上

海的腌笃鲜、东北的杀猪菜、北方

的酱肘子、北京的四喜丸子，还有

其他猪肉制品，如各式猪肉馅料、肉

丝肉片配菜、火腿香肠等等，不

胜枚举。猪肉可以单独烹饪各式口

味，还具有可与其他食材相搭配的

特性。

东北的杀猪菜，将猪肉以及猪

内脏等炖煮一锅，在寒冷的冬天热

腾腾上桌，庆贺这一年的丰收，热

热闹闹团圆年。上海人的一锅腌笃

鲜也是春节必备，新鲜的猪蹄胖，加

上上等的咸猪肉，再放上春节刚上

市的竹笋，一起小火慢笃。随着咕

噜冒着的泡泡，汤水变得越来越浓

厚，不需任何调味便能鲜掉眉毛，再

放上蛋饺、猪皮和百叶包等等，一

锅“全家福”是年夜饭必不可少的

点睛之笔。

话说，葡萄牙人的一锅 Tacho，看

起来像极了上海腌笃鲜，烹饪方式

却与东北乱炖如出一辙。看似简单

的一锅炖，各家却有不同的秘方，内

容和滋味都不相同。

再走访香港和潮汕等南方地

区，新年或是重要节庆会烤上一只

乳猪，用来祭拜祖先，庇佑来年顺

顺利利。无独有偶，烤乳猪也是古

巴、西班牙、匈牙利和奥地利等国

家的传统新年美食。在西班牙，选

用三周大的小猪制作烤乳猪，烤至

猪皮酥脆，用瓷盘粗旷地切开，然

后潇洒一扔，瓷盘摔碎在地的声音

同样清脆，伴随而来的便是人们的

欢呼雀跃；奥地利人也爱乳猪，他

们还会用杏仁甜饼做成小猪的样子

装饰餐桌。新年吃猪肉的传统，或

许基于猪肉不同部位及多元的烹煮

方式，但更多的是对于吉祥富足的

美好期盼。

肥硕润来年，猪肉唱主角

旅程 美食 悦读

西班牙海鲜饭绝对是重量级年夜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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糯米制品，黏黏糯糯的口感很

是讨巧，烹饪方法的花样也很多：

可以直接蒸熟食用，也可以敲打成

糕；既可以做成咸口，又可做成甜

口。在中国，端午的粽子、春节的

年糕、八宝饭、乔迁的定胜糕、清

明的青团等等，各种五花八门的糯

米制品对应了很多重要的节庆。

很多亚洲国家也同样热爱着糯

米。马来西亚，用椰浆烹煮糯米饭，配

上各种酱料和小菜，椰浆饭是马来

新年传统的食物。在越南，用糯米、绿

豆、猪肉三种馅料一次放入折好的

树叶中，再用手捏成方形，像极了

端午粽子，只是越南“粽子”是方

形的——这种方形的粽子是越南过

新年的必吃美食。

再来看看另一个超爱糯米的国

家——日本。人们在新年必吃糯米

糕，除夕晚上吃过荞麦面后，元旦

一早按长幼年龄，依次饮用屠苏

酒，期盼在新的一年里无痛无灾。随

后共同品尝青鱼子、黑豆煮的小鱼

干，象征子孙繁荣，身体健康。再

来便是吃一碗年糕汤，日本人叫做

“御杂煮”，据说这是日本传统年

节食物中最统一的一种，任何一个

地区的日本人迎接新年的第一顿非

他莫属。

韩国同样也保持着新年食用年

糕汤的习俗。不过，他们认为吃过

年糕汤之后，代表自己又长了一

岁，象征新的一年团圆美好。韩国

不同地方年糕汤的做法差别很大，中

部和北部地区会加入鸡肉、豆芽、泡

菜做馅的饺子；南部地区则会加肉

块同煮。此外，每家必定会准备类

似八宝饭的甜饭，以祈求家中人丁

兴旺，阖家甜蜜。

年年高，佳节糯米不可少

红红火火的年糕礼盒，应该是很贴心的新年礼物

年糕已经成为跨越国界的新年经典食物

在 中 国， 端 午 的 粽

子、春节的年糕、八

宝 饭、 乔 迁 的 定 胜

糕、 清 明 的 青 团 等

等，各种五花八门的

糯米制品对应了很多

重要的节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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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有余”，鱼是新年里必

不可少的食材。记得《风味人间》

中冰岛的鲨鱼、波兰的鲱鱼都是当

地特有的食材。鲱鱼罐头“臭名昭

著”，但鲱鱼对于波兰人却有着重

要的寓意。过年时，波兰人一定会

吃带着银色鳞片的鲱鱼，新鲜的鲱

鱼鳞片闪闪发光，像极了一枚枚银

币。因为，波兰人相信在新年吃鲱

鱼，来年定能财运滚滚。

西班牙人在新年要吃足十二颗

葡萄，这原本只是葡萄园庄主的一

种营销计划，久而久之成为了一种

新年习俗。但新年里，最重要的西

班牙美食必定是海鲜饭。西班牙也

是以米为主食的国家，将各种鱼类

贝类与米饭一起炖煮，加入珍贵的

藏红花，一大锅金灿灿的西班牙海

鲜饭简直就是节日的象征。

在中国餐饮中，鱼也是标配的

新年美食。譬如，美食之乡顺德，人

们在新年有吃鱼生的传统习俗。

位于珠江三角洲平原，河网密

布，淡水鱼资源丰富，顺德人巧妙

地将草鱼在清水里饿养，旨在去除

草腥味和脂肪，切成薄如碟翼、每

片不超过 0.5 毫米的薄片，仅用盐

和食用油佐，这种古老的方式从唐

代便开始盛行。一盆鱼生上桌，全

家人一同举筷、拌入各种小菜，并

且要默念：“捞起捞起，风生水

起”。除了顺德，新加坡和马来西

亚的华人家庭依然保持着这个捞鱼

生的中华饮食风俗。正月初七，全

家人围坐桌旁，桌上摆放象征年年

有余的各色生鱼片及各色蔬菜丝，还

有象征吉祥如意的金桔汁、象征招

财进宝的胡椒粉、象征一本万利的

花生油，以及代表黄金满屋的花生

粉和生意兴隆的芝麻等等。大家一

起拿起筷子不停地捞，口中说着各

种吉祥祝福的话语。最后，将鱼生

高高捞起一口吃掉，象征新的一年

健康顺利，富足美满。

捞起鱼儿，风生水起

年年有余在日本餐桌

鲱鱼是波兰人新年必吃

缤纷的餐桌，来自南亚华裔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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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年夜饭最终以八宝饭收

尾，甜香软糯的糯米饭伴着油润的豆

沙馅儿，表面装饰各种果仁、红绿丝

和甜冬瓜，看着就超级喜庆热闹。

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对于

甜食都有与生俱来的偏好。在印

度，Ladoo 出现在印度人每个重要

的日子里，新年当然也不例外。这

种用面粉或豆面、酥油、糖揉捏成

的丸子经过油炸制作成“糖球”，其

实有点像甜甜圈的做法，只是大量

酥油的使用，让这道甜食的风味有

所不同。不论节日还是生日、婚礼，甚

至当作点心，Ladoo 可以说伴随着

印度人的一生。

在美国的圣诞晚餐前，大家必

须先吃一份杏仁布丁，谁能吃到唯

一一枚藏在其中的完整杏仁，谁就

能获得来年最好的运气。圣诞姜

饼、南瓜派也是节日不可缺少的甜

点，南瓜派是冬日传统的家常点

心——能成为节日食物，是因为人

们认为南瓜象征着丰收和富足，黄

澄澄的颜色预示来年一切风顺。

挪威人喜欢用花环蛋糕庆贺新

年，将蛋糕从大到小堆叠成圆锥

形，中间放上葡萄酒或白兰地，再

放上各种装饰，等待亲朋好友的到

来，象征新的一年中高朋满座。

寒冷的德国，人们喝着热红酒

配上果酱或者酒心的甜甜圈。热红

酒里的丁香、桂皮、橙皮、肉桂的

复合香气，与甜甜圈的香甜超级搭

配。我们中国人可能就在守岁时来上

一份黑洋酥汤圆，堪称完美。

甜品压轴，
甜蜜美满

这份印度 Ladoo 是草本风味

在中国南方流行起来的粤式年糕以“年年有鱼”为最美好的祝福

各类面食及点心也是年夜饭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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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确的语音识别是人工智能

渗透到各行业各项应用交

互体验的重要前提。全球

各大巨头纷纷加入竞争行列，包括

微软、谷歌、IBM、百度等，2017

年全球智能语音产业规模突破百亿

美元。2017 年 11 月，中国科技部

公布的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

放平台中，百度自主研发的自动驾

驶、阿里云建设城市大脑、腾讯立

足医疗影像、科大讯飞引领智能语

音……语音识别和语义理解已经成

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领域，一场

创新的语音智能较量正在悄然布局。 

语音识别技术在
四十年中飞速成长

现今的语音识别技术可以追溯

到美国下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美

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

首次出资研究语音识别技术，主要

服务军事用途。尽管当时的研发进

程很缓慢，但通过技术的不断提

升，识别的进程变得越来越快，获

得的数据也越来越多。

发展至今，全球最牛的语音识

别技术已被美国用于识别恐怖分

子、政府间谍或任何人的声音，只

要给对方打个电话即可完成识别。

而在商业化领域，语音识别技

术早已被众多科技公司很好应用于

实践。最被国内用户所熟知的就

是 Siri。Siri 曾被认为是苹果手机

智能语音成为全球红海
开启全新未来生活模式

撰文 / 贾水水

可以确定的是，未来人类会在更加丰富的场景中运用到智
能语音技术，这个技术也将会彻底颠覆我们原有的生活模式。

旅程 美食 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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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配，但是 Siri 更多是利用机器

学习技术来提高智能性。谷歌助手

（Google Assistant）的加入，让 Siri

华丽转身。近期，谷歌助手发布

更新，用户可在 Siri 中加入快捷设

置，比如录下一个“Ok Google”短

语，这样谷歌应用程序就会打开等

待用户的指令。

谷歌助手集语音识别、人工智

能、自然语音理解为一体，能够应

用在手机、手表等各种智能设备当

中。谷歌助手负责人认为，谷歌助

手的定位就是时刻陪伴用户，而不

是刻意地出现在用户的生活之中。例

如，家里需要购买某件物品时，就

可用语音命令其在网络中购物。谷

歌助手还可以教导孩子更有礼貌。在

“pretty please” 功 能 之 下， 如 果

使用者在下达语音指令的句子使用

“please”等措辞，谷歌助手也会对

礼貌请求表示感谢。

智能语音技术巨头不只谷歌一

家，亚马逊的 Alexa、微软的“小娜”

都逐渐为人们所熟知。亚马逊 Alexa

是预装在亚马逊 Echo 内的个人虚拟

助手，可以作为智能家居的控制装

置，实用性极强——人们不需要动

手，就可以在房间任何角落通过声

音来遥控室内装置，譬如代替我们

上网获取信息、购物、安排日程和

设置闹钟等。亚马逊 Alexa 的实践应

用，也开启了物联网智能家居时代。

智能语音技术
渗透多领域

在曾经被誉为最难被人工智能

替代的医学领域，智能语音技术也

全面进入实践阶段。全球最大的

语音识别技术公司 Nuance 曾为苹

果、亚马逊、三星和诺基亚等科技

巨头提供过语音技术解决方案，截

至2017年底，市值达到49亿美元，其

中医疗业务营收占比为 50%。

Nuance 公司的医疗产品致力

于为临床专业人士提供语音导航文

件系统和应用程序，以实现与患者

进行全新交流的目标。该技术的运

用极大地提高了医生诊断的工作效

率，使得患者病情采集工作快速、灵

活而准确。截止目前 Nuance 的医疗

解决方案已覆盖了全美 72% 的医疗

机构，客户遍及全球30多个国家，共

获得 3 亿多医患交流数据，每年为

超过 50 万名医生、1 万

个医疗机构提供服务。

在 自 动 驾 驶

领 域， 智 能 语

音也已经成为

标 配， 这 也

是 大 势 所

趋。在自

动驾驶

真 正

解放驾驶者之前，我们仍需要用双

手握住方向盘，用眼睛来观察前方

道路情况。所以，听和说，成了我

们在驾驶汽车时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唯二能做的事。让驾驶者能够通过

自然语言与汽车进行交互，把与汽

车的沟通变得像人和人之间的沟通

一样简单，成为众多科技巨头布局

的方向：丰田曾在自己的 Concept-i

概念车上搭载了名为 Yui 的智能

语音交互系统；劳斯莱斯专门为

103EX 概念车开发了名为“Voice of 

Eleanor”的智能语音交互系统。

除了我们能够想象到的“导航”

功能之外，智能语音交互系统还将

在支付、社交、音乐等多个领域大

放异彩。譬如，未来在驾驶时，我

们可让智能语音交互系统回复微

信，或邀请好友进行视频通话，又

或让系统下单购物。智能语音交互

系统将会打通整个智能汽车的产业

链。 根 据 Analysys 易 观 数 据 的 分

析，到 2023 年之前车联网的渗透率

将会超过 50%。同时，智能语音交

互也必然会取代手动控制成为自动

驾驶汽车的标准配置。

腾
讯
叮
当
悟
空
机
器
人

"Google Assistant" 谷歌助手让 Siri 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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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2
018 年 11 月 9 日， 中 国 科

幻作家刘慈欣在华盛顿特区

西德尼哈曼大厅获得了克拉

克基金会颁发的 2018 年克拉克想

象力服务社会奖（Clarke Award for 

Imagination in Service to Society）。霍

金也曾获得这个奖项，刘慈欣则是

首位获奖的中国人。

2015 年，刘慈欣凭借科幻长篇

小说《三体》拿下第 73 届世界科

幻大会颁发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

奖，世界为之瞩目，连美国前总统

奥巴马也多次声称是他的粉丝，整

个亚洲也为他感到骄傲。

克拉克奖由亚瑟•克拉克基金

会为纪念著名科幻作家亚瑟•查

理 斯• 克 拉 克（Arthur Charles 

Clarke）而设立。亚瑟•克拉克•爵

士是 20 世纪享誉世界的英国科幻

小说家，其科幻作品多以科学为依

据，代表作《2001：太空漫游》于

1968 年被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

（Stanley Kubrick）拍摄成同名电影。

“克拉克奖旨在表彰和庆祝世

界上最杰出、最具创造力的思想

家、科学家、作家、技术专家、商

业领袖和创新者。”克拉克奖在官

方网站上的一份声明称。“亚瑟明

白，人类塑造未来最有力的工具是

想象力。他自己在科幻小说和科学

事实上的多产，将认知和创造性元

素无缝融合在一起。”

刘慈欣表示，很荣幸能够获得

冠以他最喜欢的科幻大师名字的奖

项。他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克

拉克一直带领着他走进科幻世界，并

激发他的想象力。

刘慈欣获克拉克奖背后：
科幻作者解读AI和世界的方式 

我们分享刘慈欣的一段文字，从他自己的视角是如何看待小说和获奖的。 

科幻家只是提供一种未来的可能性

作为科幻作家，我一直在努力延续着克拉克的想象，我相信，无垠的太

空仍然是人类想象力最好的去向和归宿。

与人们常有的误解不同，科幻小说并不是在预测未来，它只是把未来的

各种可能性排列出来，就像一堆想象力的鹅卵石，摆在那里供人们欣赏和把

玩。这无数个可能的未来哪一个会成为现实，科幻小说并不能告诉我们，这

不是它的任务，也超出了它的能力。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从长远的时间尺度来看，在这无数可能的未来中，不

管地球达到了怎样的繁荣，那些没有太空航行的未来都是暗淡的。浩瀚的星

空永远能够承载我们无穷的想象力。

“这个奖项是对想象力的奖励。想象力，人类所拥有的应属于神
的能力，它存在的意义远超我们的想象。在未来，当人工智能拥有超
过人类的智力时，想象力也许是我们所拥有的惟一优势。”

撰文 / 郑新蕊

延伸阅读

刘慈欣《三体》

旅程 美食 悦读

刘慈欣出版的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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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华尔街最受尊敬的声音

与意见领袖之一、美国享

负 盛 名 的 投 资 大 师 ——

橡树资本董事长及联合创始人霍华

德•马克斯（Howard Marks）以逆

向投资策略和价值理念闻名遐迩。他

于 66 岁联合创建美国橡树资本管理

公司，截至 2017 年底，橡树资本的

管理规模已经超过 1000 亿美元，可

以媲美中国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

他的经典著作《投资中最重要

的事》是他所有投资备忘录的集

锦，被誉为华尔街的“圣经”，是

每位基金经理人的必读书籍。

在《投资中最重要的事》这本

书中，被提及最多的就是“第二层

思维”。霍华德把超越市场平均水

平必备的与众不同的思维称之为“第

二层次思维”。为什么说是第二层

次呢？大致意思就是：高人一等，胜

人一筹。霍华德说：“记住，你的

投资目标不是达到平均水平，而是

超越平均水平。因此，你的思维必

须比别人更好、更强有力。你必须

想他们所未想，见他们所未见，或

者具备他们所不具备的洞察力。你

的反应与行为必须与众不同。保持

正确可能是投资成功的必要条件，但

不是充分条件。你必须比其他人做

得更加正确。其中的含义是，你的

思维方式必须与众不同。” 

霍华德认为，“第一层次思维”

单纯简单，只要愿意学习，人人都

能拥有；“第二层次思维”深邃、复

杂而迂回，两者差异巨大，能够拥

有第二层次思维的人数极少，而正

是这些少数人，才会取得超过一般

投资者的成绩。他举例说，“第一

层次思维”会认为：“这是一家好

公司，让我们买进股票吧。”“第

二层次思维”却说：“这是一家好

公司，但是人人都认为它是一家好

公司，因此它不是一家好公司。股

票的估价和定价都过高，让我们卖

出股票吧。”

“第一层次思维”说：“增长

低迷、通货膨胀加重，让我们抛掉

股票吧。” “第二层次思维”却说：

“前景糟糕透顶，但是所有人都在

恐慌中抛售股票。买进！”

“第二层次思维”，是一种逆

向思考的思维习惯，是一种不同于

常态的高维度思考。只有一小部分

人能够获得维持高于平均水平的结

果所需的非凡洞察力、直觉、价值

观念和心理意识。而这种高维思维

模式，需要长期严苛的训练和坚持。

投资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

术，这在霍华德的《投资最重要的事》

一书中体现得极为明显，而投资艺

术和其它艺术一样，也要能经得起

市场长期的考验和洗礼。和投资大

师沃伦•巴非特（Warren Buffett）一

样，霍华德•马克斯也是价值投资的

忠实拥护者。他们同样非常信奉本杰

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 提

出的价值投资基本原则。在《投资最

重要的事》一书中，霍华德表露了他

对长期价值投资的执着。他认为，价

值投资者所能期待的最好结果，是

知道资产的准确价值，并在价格较低

时买进。但今天这样做了，并不意味

着明天你就能赚钱。对价值的坚定认

知，有助于你从容面对这种脱节，并

减少面对亏损时的痛苦。

撰文 / 贾水水

这本华尔街必读书目
巴菲特也看了两遍

华尔街，被誉为世界最顶尖金融超级玩家云集之地，这里万亿资金
的出入司空见惯，也上演着比谍战片更激动人心的商战故事。全球顶级
资本大鳄和投资大师大多出自于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师级人物包
括霍华德·马克斯，他的逆向投资策略和价值理念让同行受益匪浅。

霍华德 • 马克斯

《投资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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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刚 过 去 的 2018 年“ 双

11”，天猫的成交额在 2 分

05 秒之内冲破 100 亿元 ；1

小时 47 分钟，成交额突破 1000 亿；

至 11 月 11 日 的 24 点， 天 猫“ 双

11”的总成交额定格在了 2135 亿

元。“双 11”这一天，中国人对于

消费的热衷正如烈火烹油，似乎和

“低欲望社会”还八竿子打不着。

在《低欲望社会》一书中，大

前研一对日本社会充满焦虑。他曾

经历过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代，看

过这个社会斗志昂扬的样子，但是

现在这个斗志没有了，网吧族、蛰

居族的产生，昭示着年轻人们越来

越贫困、越来越随遇而安。书中针

对日本当下的社会经济现状概要性

地归结为一个词“低欲望社会”。

“低欲望社会”的产生是在泡

沫经济崩溃以后，即所谓“失去的

二十年”过程中，社会贫困开始扩

大，日本大量的中流社会阶层掉落

到下流社会，下流社会进一步扩

大，成为今天的低欲望社会。其实

日本藏富于民，民间持有财富的程

度远远高于中国。

但是这个钱没人花，因为持有

这些钱的，基本是在团块世代（编

注：指在日本战后的第一个生育高

峰期，即 1947 年至 1949 年期间出

生的人）、团块二代，在今天 45

岁以上的这些人手里，他们要用钱

来应对老后的不安，退休年龄在延

长，个人负担的保险额在增加，日

本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所以他们

不敢花钱。而想消费的年轻人又是

穷忙族，真心没钱，这就导致这样

一个很尴尬的局面。

在谈论民众低欲望的时候，日

本民众是非常严肃与焦灼的，而中

国虽然出现了佛系青年、丧文化，但

更多带有调侃的意味，即大家可能

一边在网上“丧”着，一边在生活

里拼命工作积极进取着。而就双

十一的成交量来看，中国整个社会

的欲望还未被填满。

关于“低欲望社会”的解决，大

前研一提了三个方案，第一个是新

移民问题，即引入大量外来劳动结

构，帮助日本人降低他们老龄化的

到来和人口不足的问题。第二是把

日本的成年从 20 岁降到 18 岁，重

新让年轻人的活力激发起来，帮助

年轻人更早了解社会。第三是放宽

心，告诉日本的民众说，不管我们

遇到什么问题，我们现在怎么样，你

们因为什么原因不愿意消费、不愿

意买房子、不愿意买车，但是政府

会帮助你们，放宽心。

另外，低欲望社会是一把双刃

剑。一方面来看，低欲望有助于克

服现代化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

物欲横流和资源浪费。但另一方面

来说，低欲望在消磨着年轻人的热

情，这跟小确幸、宅文化都相关，也

就是说如果青年失去了对外界或对

未来的憧憬，这个低欲望恐怕就会

是一个灾难。如果只是控制自己的

欲望，但是内心有更高的向往，我

们说生活在远方；如果远方都不向

往，恐怕这真的有问题。

享

撰文 / 郑新蕊

日本进入“低欲望社
会”，但中国完全还没有

正当中国“谁不让我买东西我跟谁急”的时候，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的社
会观察著作《低欲望社会》却如现实中的乌云，该书近期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大前研一

《低欲望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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