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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勇者
在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行业，他如何冒险一路向上，最终成为《财富》世界

500 强？

2021 年投资指南
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回归正常，可能会出现好股票和差股票，2020
年下跌最大的股票在 2021 年也许会带来巨大的收益。

全球未来 50 强 
2020 年发生的诸多事件提醒我们，企业面临的挑战可能迅速变化。过去

一年的事实表明，有活力的企业不仅能够度过逆境，还可以利用逆境打造

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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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tunechina.com/business 频道为您带来所需的新鲜商业资讯

财富中文网力求为您提供更多每日最新商业资讯，以及观点鲜明、分析深刻的专栏和管理类内容。定期更新的商务英语和财富箴言，不仅是您有效的

商务工具，更能启迪您的商业智慧。与此同时，我们不断精选《财富》杂志历年来产生重大反响的经典作品，为您呈现商业世界积极而丰富的变化进程。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

发重创全球经济，而中国却从

中幸免。作为第一个爆发新冠

肺炎疫情，但同时也是第一个

重新开放的国家，中国经济复

苏迎来了先机。

2020 年唐纳德·特朗普竞选

连任相关服务由一款手机应用

程序提供，该应用程序可以协

助监控数百万支持者的动向，

还能够轻松关联社交网络。

美国新一轮经济刺激法案终于

来了。2020 年 12 月 20 日，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

奈尔正式宣布共和党和民主党

领导人已经就 9,000 亿美元经

济刺激法案达成一致。新方案

规定美国人每人可领 600 美

元支票，失业者每人每周还将

获得 300 美元的“升级版”

失业补助。

关于美国新一轮经济刺激 
法案的一切

苹果的自动驾驶汽车离我们 
 “只有几年之遥”

本期内容导读

—— 美国参议院 
民主党领袖 
查克·舒默

毫无疑问， 
这项法案远远 
算不上完美， 
但它的确 
能够为水深 
火热中的 
美国提供一些 
紧急援助。”

据路透社报道，苹果公司计划为消费者生

产一款自动驾驶汽车，并有意于 2024 年

投产。

当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耐克公司利用数

字化供应链能够迅速将销往实体店的产品

转移到中国的电商配送中心。因此，在竞

争对手遭受打击之际，其收入受到的冲击

减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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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风云

互联网巨头利用 AI 技术优化搜索结果、进行推广、建立社交网络早已稀松平

常，而在生物领域，AI 还有巨大的应用潜力。OccamRazor 公司的创始人及

首席执行官卡塔琳娜·索菲亚·沃尔兹称，通过将自然语言处理和图表示学习

两大技术应用于生物领域，可以帮助制药企业用更少的时间和金钱研发出帕金

森病等疑难杂症的治疗方法，并为医药行业带来全新的机遇和变革。

▲

视 界 帕金森病也能治愈？ AI 或为疑难杂症 
医药带来全新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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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去一年，所有人都在谈论信息茧房和内卷化。放到个人层面，我认为这种担忧被

夸大了。我们高估了技术的影响力，低估了自己，低估了自己关注其他人、关心外

部世界的欲望和能力。

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曾经利用过这种“反内卷”倾向。1970 年代的美国和今天大

不相同—当时美国人正在经历低经济增长、高通货膨胀、高利率和高失业率的痛苦。作

为总统候选人的里根押上了一个最大“赌注”—虽然经济很差，但是他赌定所有人内心

不会囿于小我，相信他们最终更关心的是社会，是外部世界对于自己国家的态度，而非个人

境遇。他用“三个递进”构造出了一个简单又深刻的演讲，仅用 180 秒就彻底赢得了民意，
战胜了身旁四五米外的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最终压倒性地赢下了美国 50 个州中 44
个州的选票。

《财富》杂志的主编黎克腾最近提到了这段历史，他认为这个“We vs Me”的逻辑在

唐纳德·特朗普与乔·拜登的选战中也得到了延续。黎克腾指出几次调查显示在特朗普任期，

认为自己个人财务状况变好的人要更多。然而，在对经济、对美国现状，以及对总统满意度

三个方面，大众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却很低，形成了倒挂。

作为媒体，我们可能要更进一步：为这种潜意识提供出口。让所有人的价值观变成一种

价值主张。一年前的 2 月 14 日，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财富》杂志的中文团队在

远程办公的情况下，第一次推出了一个与传统媒体逻辑略微不同的产品。这个移动 App 基
于一个简单的想法：要把商业评论的权力，还给每一个用户。

时至今日，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只能听由几名分析师谈论所有的商业问题，让寥寥可数的

几位意见领袖随意点评所有的中国公司，对与错永远要等待一两家媒体来发声—这才是

真正内卷和信息茧房。

说起蚂蚁金服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蛋壳走错了哪一步？拼多多为什么会崛起？它们庞

大的用户群体才知道真相。他们的评论才包含真正的商业洞察。

在市场经济中，真正创造奇迹的既是群体，也是其中的每一位个体。我们现在需要的是

在思想层面形成一种互联网产品式的迭代，而不仅仅是停留于传统媒体中心化的、单向的、

单一的观点传递。

经过近一年的发展，你已经可以在几乎所有的应用商店找到我们。期待你和我们一样，

不要因为观点不同而羞愧，不要因为人微言轻而怯懦。加入我们，借助我们的集体智慧来读

懂每一个商业难题。

互联网平台都说自己技术中性，从而尽量推掉内容端的责

任。我们希望自己尽量不要中性，为所有有思想、擅表达、不

失三观的人背书，一起形成我们的价值主张。谁让我们生活在

一个很容易感到单一无聊的时代，找到“财富 Plus”，表达自

己对商业世界的关心，让视角不再单一，好观点不再稀缺，这

几 乎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最简单的事情了。

过

更正：本刊 2020 年 11/12 月刊第 36 页中的图片说明“百胜中国首席执行官屈翠荣”有误，应为“百胜中国首席执行官屈翠容”，
向相关公司、人士及读者致歉。

章劢闻
《财富》（中文版）执行主编

315 Content.indd   5 7/1/2021   3: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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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的职业生涯中，宋志平为

自己的履历不断增加值得骄傲的

内容：主持北京新型建材总厂的

改革，主导北新建材上市；使中

国建材集团从亏损转为盈利；完成国药四合一

重组，推动国药控股在港交所上市；推动“中

国建材”与“中国中材”合并。这些成就，令

他被视为中国商业界的传奇人物，但他说，自

己最初的人生理想，只是在大学毕业之后能够

留校成为一名教师。

宋志平乐于把自己 40 年的
职业经验告诉后来的企业家们，就像
在密林深处为后来者插上路标一样

作者：岳 巍

5 0 0 强策略 插路标者

职业经验告诉后来的企业家们，就像
在密林深处为后来者插上路标一样

315_CEO4.indd   6 5/1/2021   12:3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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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一愿望并未实现，

在工作由“组织”分配的年

代，宋志平被送入了与自己的

初衷截然不同的人生轨道，并

且在这条轨道上一直向前走了

40年。

许多年后，当他向我回忆

起这次人生路径的转变时，并

没有表现出过多的遗憾。1979

年，改革开放已经启动，中国

社会一片欣欣向荣，人们以最

大的热情想要把过去浪费的时

间补回来。尽管当时是资历最

浅的技术员，宋志平工作早

期就获得了出国培训的机会，

这对他来说，是一次“开眼看

世界”的经历，也让他对自己

的人生有了新的规划。“对我

来说，是一次‘做企业’的启

蒙，因为我到国外去看到的这

些现代化的大企业，颠覆了我

过去的想法。我发现企业原来

可以做成这样，原来可以这么

做。”宋志平说。

这第一次出国培训，对宋

志平来说至关重要。他说自己

从那时起，就放弃了原本想要

“做一名教师”的理想，而决

定“扎根企业”，因为这时候

他已经有了新的奋斗目标：西

方大企业的今天，可能就是中

国企业的明天。

这对经历过改革开放初

期、对世界充满好奇又对未来

充满期待的人们来说，是最朴

素和最纯真的情感，其实包含

着爱国与自我价值实现的多重

因素，指导着那一代青年成为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宏

大的人生理想，拥有这一理想

的宋志平，说自己当时并没有

明确的职业目标，不要说成为

决策者，就连科长或车间主

任，都觉得是很大的官。“那

终体现，盈利的企业不见得都是好企业，但

不盈利的企业一定不是好企业。

《财富》（中文版）: 在企业领导者岗位上时，

你最大的焦虑是什么，通过什么来缓解？现

在，这种焦虑是消失了，还是仍旧存在？

宋志平：担心自己想错了，心里总反复思考

和推演我的决策。其实，焦虑的褒义词大概

是深度思考，这是人的性格。我上大学时喜

欢解数学题，做企业这么多年也是迎难而上

的那种。其实今天我做会长，也在思考如何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如何推进企业改革、如

何帮助年轻一代学习企业的经营管理，虽然

每个人生阶段任务不同，但我作为一个思考

者的角色却没有改变。

《财富》（中文版）: 企业和企业领导者，应该

如何选择“创新战略”，什么样的“创新”

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宋志平：创新现在大家讲得多了，但对于什

么是创新，怎么创新反而不是太清楚，而且

有不少企业盲目创新，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我主张高质量的创新，进行有目的、有效益

的创新。在自主创新、模仿创新、集成创新

的三种模式中，我觉得集成创新比较适合现

阶段中国大多数的企业，只有少部分企业才

能够进行自主创新。所谓集成创新就是各种

创新要素集中起来进行的再创新，既有自主

创新的成份，也有互相借鉴的技术。

《财富》（中文版）: 在 2020 年的《财富》

世界 500 强榜单上，已经有 124 家中国企

业，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出的竞争力

还主要集中在硬实力方面，这份榜单上的中

国企业如何更好地表现出自身的软实力，

并获得更广泛的超越亮眼营收数字之外的 
尊重？

宋志平：中国大企业已经足够多了，在过去

的 10 年间，中国企业完成了大企业成长的过

程，现在一跃成为世界 500 强最多的国家。

我的看法是未来 10 年，中国进入世界 500 强

的企业将超过 200 家。但坦率来讲，我们今

天的世界 500 强是按照销售收入来排列的，

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企业的短板，那就是技

术创新能力还不够强，效益还不够高，还缺

少国际知名品牌。现在提出从大到伟大，提

出创造世界一流，我觉得这是中国企业的下

一个目标。

《财富》（中文版）: 把两家原本名不见经传的

企业先后带入《财富》世界 500 强，实现这

一成就，作为关键人物，你认为自己做的最

关键的事情是什么？

宋志平：我认为我做的最关键的事情是为企

业制定了一个清晰的发展战略。

《财富》（中文版）: 以你的成功经验来看，作

为企业领导者，如何避免犯战略性错误？

宋志平：“行成于思，毁于随”，我觉得做

个战略家应该是个思考者。制定战略是那种

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大事，不能有任何疏忽

大意，要反复在大脑里进行否定之否定，想

到极致，一直想到大脑头痛。当然还要集思

广益，听取大家的意见，但听再多的意见，

决策仍然是在你的方寸中做出，别人无法代

替你，你必须知道你是企业的关键人物，也

就是现在常讲的“第一责任人”。还有就是，

如果在战略实施开始和过程中，发现获取的

信息出现错误或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要及

时修正战略或戛然而止，不能一错再错，不

能死要面子活受罪。

《财富》（中文版）: 对企业领导者来说，“做

正确的事”至关重要，你如何确保自己的决

定是“正确的”？

宋志平：今天做企业，要面对许多不确定的

变化，所以对企业领导人来讲，做出正确选

择才是领导的正当防卫，领导要确保做正确

的事，部下要确保正确地做事。做正确的事，

首先要对环境变化有认真的分析，要见人见

物，要集思广益，但最后还是由领导人进行

深度思考。做领导人还要勇于纠错，即使自

己定的事，万一不正确，也要立即改正。所

以我经常说，领导应该是被绑在桅杆上的人，

为企业眺望远方。

《财富》（中文版）: 对管理和经营的侧重，你

本人经历了一次认知和行动的改变，这种改

变是因何发生的？对经营的重视，能否视为

对“盈利”的追求？你对“盈利”怎么看？

宋志平：其实管理是做企业的“术”，而经

营是企业的“道”。我在北新做过 10 年厂长，

主要是个管理者，而到央企做了 18年董事长，

主要是个经营者。盈利是企业经营效果的最

宋志平：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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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国药集团的整合。对宋

志平来说，这又是一次经营

挑战。

“用 5 年的时间，合并重

组了四家央企，又进行了混

改，在香港上市，进行医药流

通分销网络的整合。”宋志平

总结这一次挑战的成绩说，

“国药用了 5 年时间，其实做

了 10年的事。”

宋志平认为自己在央企工

作的 40 年中，其实一直在做

一件事，就是在解题，解最难

的题。“我做销售工作，当时

因为产品卖不出去；做厂长，

是因为工厂几乎要倒闭；做央

企，也是因为当时遇到了债务

危机等问题。一路过来，其实

我都是在解这些题。”他说。

在完成自己职业生涯中最

为满意的“两材”合并之后，

2019 年，宋志平因年龄原因

离开建材集团的工作岗位，集

中精力做好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和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

两个协会的会长，聚焦推动提

高上市公司质量和企业改革创

新发展，他说自己“仍旧是在

研究如何解题”。他乐于把自

己 40 年的职业经验分享给那

些后来的企业家，让他们不再

像自己当年那样战战兢兢，单

纯凭着运气或者是自己的一股

劲，直接去冲。他给自己布置

了新任务：“要给大家在密林

深处，插上路标和指示牌。”

宋志平说。 财富

新，窗户换上新玻璃，把垃圾

全部运走，对一平方公里的厂

区进行全面绿化，“整个变成

了一个崭新的工厂。”

“北新建材是从打扫卫生

开始的，我希望工厂和公司的

管理，一定是干干净净的，楼

可能很小很矮，但要整理得

漂漂亮亮，包括院子也很整

洁。”这是宋志平对企业管

理的最基本要求，“把企业

当成自己的家，很好地去管

理它。”

尽管宋志平在回忆过去

时，提到了很多次“管理”，

但事实上，对企业来说，“经

营”的优先和重要度，早已经

被他放在“管理”的前面。这

是一个重要的理念转变，直接

决定了他在企业运营中的价值

观与方法论的转向，而他自

己则用事实证明这一转向的

正确。

转向的时机是 2002 年，

宋志平从北新建材转赴中国建

材任职。后者是一家集团公

司，必要的管理工作之外，整

个企业的发展与运营，还有更

重要的“选择”问题要面对。

“在中国建材的 18 年，包

括中间在国药的 5 年，我实际

上是不断地在做选择。”宋志

平说，“这显然不是原来管理

的范畴。”

宋志平解释，管理是正

确地做事，经营是做正确的

事。“能不能保证企业做正确

的事，成了我的一个重要工

作。”他说。

正如宋志平所言，离开北

新建材之后，宋志平在他的新

岗位上，不断地做“选择”，

而这些选择是如此重要，以至

于他每日“战战兢兢”，生怕

自己的决策是错的。

在中国建材，宋志平启动

了对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讨

论，来研究“怎样才能在市场

中生存下来”。随后中国建材

退出了普通装饰材料市场，重

点发展水泥产业，同时也切入

新材料行业。简而言之，这是

宋志平“选择”的未来“经营

思路”。

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中

国建材开始了对全国产能过

剩、竞争无序的水泥产业的

整合并购，从而成为“水泥大

王”。

宋志平在中国建材的成

绩，让他获得了上级领导的肯

定。2009 年 6 月，他在中国

建材董事长任上，兼任国药集

团董事长。这一罕见的任职方

式，是对宋志平在中国建材进

行的重组工作的认可，也是对

他能够使国药集团获得新发展

的期待。他被赋予的责任是，

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未来能够超

越他们，或者可以去做个厂长

什么的。”宋志平说。

这或许是谦虚的说法，因

为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宋志平

不仅成为“厂长”，还承担过

比“厂长”更重要的责任。他

是中国国有企业界的传奇人

物，先后将三家企业带入发展

快车道，一度同时担任两家央

企的董事长，并把这两家企业

送上《财富》世界 500 强榜

单。但他坚持认为自己从来没

有为自己和这些企业预设过什

么明确的发展目标，而只是

“一步一步”做了过来。

他用自己在北新建材时的

经历来解释：“最初是做技

术员，后来做销售员，是因

为看到一大堆产品卖不出去，

而在国外的大公司，比如沃尔

沃，销售员都是很优秀的年轻

人。”所以他觉得自己应该去

做销售。

从技术员到销售员，再到

主管销售的副厂长，最后担任

北新建材的厂长，宋志平“一

步一步”地完成了人生的第一

次重要职业跃升，继而在这个

岗位上，将北新建材推入新的

发展阶段。

在担任厂长之后，宋志平

的第一个指令，是打扫卫生，

把 14 万平方米的厂房粉刷一

创新现在大家讲得多了，但对于
什么是创新、怎么创新反而不是太清楚，
而且有不少企业盲目创新，
带来了很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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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精选。

商界为何看好拜登
当选总统宣称要提高企业税、加强监管，这听上去对商界不利。但首席执行官们 

欢迎他有关贸易和移民政策的言论

 作者：葛继甫（Geoff Co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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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增税将是“（他上任）第

一天”就要做的事情，实际

上就是推翻唐纳德·特朗

普（Donald Trump）的 2017

年《减税与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只

等美国国会通过。该法案把最

高公司税从 35% 降到 21%；

拜登要把它提高到 28%。他

还说：“我们还要对海外利润

的征税翻番，不鼓励美国人去

海外发展。”与此同时，他会

向以下几类公司提供税收优

惠：把海外业务搬回美国，开

展某些绿色投资，等等。不

过，如果共和党在参议院依然

保持多数，这一切就无从谈

起。

加强工会力量
 在拜登所有的政策清单里，

这一条最对他胃口。“我就是

个工会佬。”他在美国总统大

选结束后发表的第一次关于商

业与经济的讲话中如是说。

“工会的力量会得到加强。”

他做出如此保证是有底气的，

因为他的许多有利于工会的改

革都属于各个监管机构的权力

范围，尽管他对这些机构首长

的任命必须获得参议院通过。

他允诺通过两个途径来加强工

会力量：允许工会以多种形式

组建，给予劳动者新的法律保

障。他说他还会对雇主实行比

当下严厉得多的措施，以此

来保护受雇者，无论他们参

司首席执行官们没有为建设这

个国家出过力。你们只要看看

你们的邻居或者你们的餐桌，

就会明白是谁建设了这个国

家。”邓莫尔的老百姓正是他

一直争取支持他的那类选民。

拜登的观点在他说过自己

最想改变的、与商界关系最大

的政策中显露无疑：

对公司提高税收
 拜登在这一点上毫不含糊，

用一句话来描述拜登的经

济立场就是：中产阶层和劳动

阶层应该多得，富裕阶层应该

少得。他不是什么社会主义

者；在其大部分政治生涯里，

他一直是接近于不左不右。但

是，2020 年夏天在宾夕法尼

亚州邓莫尔 [Dunmore，以前

是个煤矿矿区，离他的家乡斯

克兰顿（Scranton）不远 ] 做

的一次重要讲话里，他直言不

讳道：“华尔街的银行家和公

只有在 2020年，首席执行官们才会接受一位宣称要对企业 
增税、加紧监管并大力强化工会力量的新总统。

目前，大企业多半都看好乔·拜登（Joe Biden）。当选总统上任 
后真正会做些什么或是能够做些什么，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参议院的 
党派构成，而且要等到 2021年 1月 5日佐治亚州两个席位的二轮 
决选结果出来之后才可以见分晓。不过，拜登已经宣布了一旦两院 
通过必定采取的几个具体行动。50年的从政生涯过后，他的立场 
天下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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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在 2020 年 7 月考察位于
 宾夕法尼亚州邓莫尔的金属
 冶炼企业—麦格雷戈工业
 公司（McGregor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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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会与否。“我们将增加

美国劳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的资金和人员，以便

在全国大力落实工资、劳动时

间、健康和安全规则。”民主

党的宣传平台承诺道。

实行新规章
除了与工会相关的规章之

外，拜登也曾经明言，他要把

联邦法定最低工资提高到 15

美元，还要设立一个公共征信

机构，并且要求联邦借贷计

划使用该机构—两者都要

受到监管。他将规定把带薪探

亲假和病假延长至 12 周，这

也需要监管。他会凭借一己

之力来“重振”根据《多德 -

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成立的美国消费者金融

保护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由他

来任命局长。还有，他承诺

要更加严格地审查企业兼并

和并购计划，而且通过司法

部（Justice Department）和

联邦贸易委员会（F e d e r a l 

Trade Commission）来实

施。

给奥巴马医保计划
 （Obamacare）增添一个
公共选项
拜登的公共选项将适用于所

有人。他将允许医保机构就处

方药的价格进行谈判，并且允

许进口低价药品。美国的医疗

保健业是美国最大的行业，

占整个经济的 18%，但该行

业普遍痛恨上述提议，担心它

们会大大削弱或摧毁该行业的

大片领域。

增加 2.4 万亿美元基础
建设开支
这项改变会受到商界的普遍

欢迎，而且实施起来应该不

难。立法者们一致要求政府资

金回流国内。特朗普也曾经提

出过一个基础建设提案，但两

党之争如此激烈，导致在过去

四年里，国会无法就其细节达

成一致。拜登若想做得更好恐

也不易。

那么，为何有这么多首席

执行官欢迎拜登胜选呢？

2 0 2 0 年 9 月 在 耶 鲁 大

学（Yale  Univers i ty）举

行的一次顶级企业首席执

行官秘密会议上， 7 7 % 的

与会者说自己会投拜登的

票，一批商界头面人物—

如微软（M i c r o s o f t）的

创始人比尔·盖茨（ B i l l 

Gates）、Facebook 的首

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

格（Sheryl Sandberg）、

亚马逊（Amazon）的首席

执行官杰夫·贝佐斯（Jef f 

Bezos）等人—则在他获胜

后迅速表示祝贺。商界领袖们

松了一口气，是出于几个具体

原因和一个重要的普遍原因。

具体原因是，拜登不会像特朗

普那样不断升级贸易摩擦，不

仅是与中国，还包括与美国的

盟友，特别是欧洲、加拿大和

墨西哥。每有一家受益于关税

的公司，就会有另外几十家公

司受害于更高的进口成本以及

对自己的出口施加的报复性关

税。尽管拜登发誓要对中国不

客气，但他已经做好了给贸易

摩擦降级的充分准备。

此外，拜登对移民很可能

不会像特朗普那些凶相毕露。

农业、建筑业，尤其是技术产

业都依赖于移民，也都受害于

特朗普的限制政策和恶语相

向，令移民们感到恐惧，认为

自己不受欢迎。拜登不会敞开

国门；他不希望移民从非工会

劳动者手里夺走饭碗。但他说

他会向无身份移民提供申请入

籍的路线图，并且停止突袭工

作场所和居民区。

许多商界领袖接受拜登当

美国总统的一个重大、普遍

原因是，他们再也不能够忍

受眼下的乱局了。商界看重的

是稳定、可预测性和确定性。

特朗普无休止地反复纠缠于一

些重大问题—增收关税、

关闭边界、报复企业、退出北

约（NATO）—令商业人

士身心交瘁。他们当中有许

多人在私下说，只要了解规

则，他们就可以进行竞争，如

果规则老是在变，就无法干下

去了。

拜登远非是商界理想中的

总统。但是经过四年的折腾之

后，有他也将就了。 财富

译者：王恩冕

拜登将接手的
三大

商业挑战

这些对商界来说至关重要

的问题将等待拜登

就职日的到来。他已经

暗示自己将如何应对。

降级贸易摩擦

他反对“用手指戳朋友的

眼珠”，“要和盟友一起，

团结世界一半以上的

经济体来对抗中国。”

重新制定移民政策

他将终止特朗普对

新移民实行冻结绿卡的

做法，并且说他支持

“向永久性工作移民发放

签证”。政策应该

满足劳动市场的需求”。

新冠肺炎疫情可能

导致的经济崩溃

拜登说过，他主张在

全国强制实行口罩令，

广泛实施核酸检测，无偿

接种疫苗，大幅提高对各

州、各地方以及劳动者的

救助。

这些对商界来说至关重要

的问题将等待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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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NICK LITTLE

如果你认为 2020 年是不可预测的一年，那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流行病学家十多年来一直警告称，一场百年一遇的疫情可能会肆虐

地球，即使最发达的国家也没有做好应对准备。2021年，我们将面临
熟悉的和不可预见的挑战，但随着世界从疫情封锁中解冻，我们也将

看到复苏的萌芽。以下是《财富》杂志对未来一年的展望。

2021年
《财富》
水晶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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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引发食品短缺危机

尽管英国终于开始斥资 10 亿美元

来建设新的边境基础设施，但脱欧

准备工作仍未完成。预计英国和法

国的港口会出现蔓延数英里的卡车

长队，而且很可能出现食品和药品

短缺。

鲍里斯出局

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

或许曾经在英国脱欧（Brexit）问题

上闪烁其词，但他的政治身份目前已

经跟它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英国工商

界很快就会了解到脱欧的实际进展情

况，它不可能一帆风顺。约翰逊的首

相生涯预计将提前结束。

中国为世界接种疫苗

2021 年，中国疫苗制造商在全球

的疫苗供应量将超过西方企业。多家

中国企业正在进行三期试验。不同于

辉瑞（Pfizer）和 Moderna 研发的

mRNA 疫苗，中国企业潜心研发的

疫苗技术对冷藏能力的要求并不是特

别苛刻，从而增加了发展中国家进口

和分销中国疫苗的可能性。

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2020 年的地表温度表明，它有可

能会打破 2016 年的不祥纪录，而

2021年的情况可能会更加糟糕。更加

令人担忧的是，这是在全球大封锁、

禁止汽车上路、工厂停工的情况下发

生的。但碳排放是累积的，气温也不

会仅在某一年下降。

约翰逊的脱欧之旅及
中国的疫苗
过去四年只是英国脱欧大震荡的前奏

全 球

新冠肺炎疫情永久性地改变了公共卫生

我们在封禁期间学会的行为习惯，正在成为
我们的生活方式

健 康

虚拟看病将持续下去
远程医疗永远是未来的潮流

所向；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加

速了它的到来。由于医院仍

然挤满了新冠肺炎患者，许

多医疗中心不得不削减现场

手术数量。在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期间，CVS 连锁药店及

其子公司 Aetna 加大了远程

就诊的折扣力度。到 2027
年，仅在美国，远程医疗服

务的总市场规模就可能接近

250 亿美元。不要指望这波

浪潮将在后疫情时代见顶。

疫苗支持者以微弱优势
击败反疫苗人士
随着辉瑞与 Moderna 合作

研发的疫苗被广泛看好，

医学专家表示，他们预计

新冠疫苗将在 2021 年年中

获得广泛分发。但说服人们

接种疫苗本身就是一个

挑战。尽管民意调查有所

波动，但多项调查均显示，

只有 50% 到 58% 的人肯定

会接种疫苗。

人们将在 2021 年新年
前夜戴口罩
在东亚国家，人们在公共

场合戴口罩是有原因的。

其中一些可以归结为个人

卫生偏好。但在一些遭受

空气传播的传染病重创的

地区，即使迫在眉睫的危险

过去之后，人们也会继续

佩戴口罩。所以，如果口罩

仍然是你日常生活中的

一部分，请不要感到惊讶。

奥巴马医改法案经受住了
另一场考验
一项由共和党主导、旨在

废除奥巴马医改（Obamacare）
的诉讼，已经遭到保守派

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

茨（John Roberts）和大法官

布雷特·卡瓦诺

（Brett Kavanaugh）的质疑。

预计《平价医疗法案》

（Affordable Care Act）的顽强

生命力还将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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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与现实仍然脱节
美国企业将在 2021 年蓬勃发展，
但好运不会平均分配

市 场

企业税维持低位

在 2020 年 11 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后，

许多股市预言家对美国国会分裂的前景欢

欣鼓舞。这是因为，当美国国会陷入僵局

时，市场往往表现得更好。两党分掌参众

两院意味着，国会不会通过有可能颠覆商

业现状的破坏性政策。2021 年，一个很

可能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甚至是一个

两党议员数量均等的参议院，都会让乔·

拜登（Joe Biden）政府撤销唐纳德·特

朗普（Donald Trump）减税政策的计划

落空。这对企业利润来说应该

是一个好兆头，而企业利润也

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消退迎

来大幅反弹。

邮轮搁浅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邮轮行业陷入瘫痪，一艘搭

载约 3,500 名度假者的邮轮

更是成为备受媒体关注的超

级传播事件。好几家小型邮

轮运营商已经倒闭。世界上

最大的邮轮集团，比如嘉年

华（Carnival）、皇家加勒比 

 （Royal Caribbean）和挪威邮

轮（Norwegian）， 通 过 贱

卖船只和承担新债务来维持生

计。这些公司声称，它们拥有

足够的流动性，还能够在几乎

完全停运的情况下再支撑几个

月。但它们每个月也要消耗合

计近 10 亿美元的资金来维持

生存，而且一旦这些公司的邮

轮重新开始环球航行，其运营

成本预计会大幅上涨。

美国劳动力大军流失了

200 万女性

美国国家妇女法律中心

（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的数据显示，2020

年 2 月至 10 月，有近 220 万

女性停止工作或停止找工作。

其原因包括，新冠肺炎疫情造

成的失业潮对黑人和拉丁裔女

性的影响格外严重，母亲背负

的育儿负担远远超过父亲。预

计这些女性还需要数年时间才

可以完全重返工作岗位，而且

即便如此，她们也会遭遇工资

被压低，机会被剥夺的命运。

大学受到威胁

2021 年秋天，校园生活将

逐渐恢复常态—体育！宿

舍！学生！但大学还远未摆

脱财务困境。在入学人数下降

 （特别是，国际生源急剧减

少）、州政府预算短缺、经济

危机等因素的重压之下，小型

私立学院和二线州立大学将难

以生存。而且能够肯定的是，

很多学校将关门大吉。不要指

望这些大学通过削减学费来节

省开支。它们会寻求通过慷慨

的经济资助来保持竞争力。但

和往常一样，大学的平均学费

将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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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府风云：相同而又不同

一些新面孔将在2021年出现，但不要指望国会山
将迎来巨变

政 治

来。一些民主党人希望，拜登在

参议院的长期经历能够让他跟铁

面无情的麦康奈尔形成某种默

契，但我们并不指望麦康奈尔领

导的共和党人会与左派“其乐融

融地”打成一片。

左派的新领袖
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一样，

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

斯（Bernie Sanders）也将慢慢

步入晚年生活。民主党的进步派

议员很快就会意识到，他们的

火炬手很可能即将退休，而不是

再次参加美国总统竞选。领导

真空将成为一个切切实实的风险，

目前还没有哪位候选人具备

桑德斯那样的资历和地位。

在州一级政治舞台上倒是

有一些风华正茂的进步派人士

[ 纽约州参议员朱莉娅·萨拉萨

尔（Julia Salazar），我们正在关

注你 ]，桑德斯可能会支持其中

一些人角逐 2022 年的联邦

议员。

特朗普电视网
没错，唐纳德·特朗普对椭圆

形办公室（Oval Office）难以割

舍—估计要等到他再造电视

那一刻。如果说特朗普有何擅长

的话，那就是娱乐。他的竞选集

会吸引了整个国家的关注，而在

佩洛西的告别之旅
80 岁的众议院议长（House 
Speaker）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引领她的政党在国会大

厦（Capitol Building）的神圣殿

堂穿梭了近 20 载。现在，她将

站在民主党这艘大船的舵手位

置上，准备在移交船舵之前，

最后一次驶过波涛汹涌的华府

政治圈。对于她心仪的接班

人选，佩洛西一直讳莫如深。

根据坊间传闻，纽约州众议员

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伊利诺伊州众议员

谢里·布斯托斯（Cheri 
Bustos）和俄亥俄州众议员蒂

姆·瑞安（Tim Ryan）等人有望

接替她的位置。我们预测，刚刚

当选第十届任期的加州众议员

琳达·桑切斯（Linda Sánchez）
将成为下一任众议院议长。

死神来了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

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对

自己的绰号“死神”（Grim 
Reaper）津津乐道。毕竟，这是

他凭借着稳定而娴熟地屠杀任何

出现在他桌面上的民主党议案而

赢得的一个头衔。当然，过去的

表现并不代表未来的结果，但在

乔·拜登的总统任期内，麦康

奈尔似乎不太可能变得仁慈起

此之前，他的真人秀节目大获成

功。2021 年，特朗普将携手现

已成为总统喉舌的 One America 
News Network，联合打造一档

死磕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

电视节目。他将在晚上 9 点与

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
展开正面交锋，并挖走劳拉·

英格拉哈姆（Laura Ingraham）

作为他的电视副手。

学生债务被取消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虐，

拜登急于向经济注入罗斯福式的

刺激措施。他将同意参议员查

克·舒默（Chuck Schumer）和

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提出的决议，抹去每名

借款人 50,000 美元的联邦

债务。拜 1965 年《高等教育法

案》（Higher Education Act）使

用的宽泛措辞所赐，该行政令

成功地绕过了国会，并在经历

多重法律威胁之后得以幸存。

白宫名记出书
刚刚完成对特朗普政府的

采访报道工作之后，《纽约时

报》（New York Times）驻白宫

明星记者玛吉·哈伯曼（Maggie 
Haberman）就获得了一笔稿酬

丰厚的出书合约，而向来以多

产著称的她赶在 2020 年年底前

就出版了这本回忆录。该书在她

雇主的畅销书排行榜上迅速

蹿升。敬请期待随后的电视

改编版。

数字说话

3,850点
2021 年年底的

标准普尔 500 指数
（S&P 500）

随着新疫苗逐渐将

更多行业从

新冠肺炎疫情

引起的昏迷中唤醒，

股市将继续攀升。

但利率上升和

大型科技公司

增长放缓将让市场

远离牛市。

50美元
2021 年年底的
每桶石油价格

即使经济全面复苏，

对石油的需求也不会

达到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前的水平，

因为在家工作族

将继续避免商务

旅行和日常通勤。

来自新兴市场的需求

将使油价不至于

彻底崩盘。

6
《财富》美国 500 强

企业中的黑人
首席执行官数量
目前只有四名

黑人男性（没有黑人

女性）在执掌

《财富》美国 500 强
企业，其中一人将在

2021 年 3 月退休。

我们预计 2021 年
这方面将会出现

较小但颇具意义的

改变：三名黑人

首席执行官将获聘

最高职位，

其中包括一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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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暗的硅谷
对科技行业的从业者来说，2021 年将是 
清算之年，他们将为其不受约束的行为 
付出代价

科 技

互联网走向私密化

 近年来，通过帮助用户创建

专门针对特定兴趣或现实世界

社交群体，仅限邀请的聊天频

道，Discord、Telegram 和

WhatsApp 等平台获得了巨大

的发展。由于人们担心社交媒

体会对我们的隐私、心理健康

造成影响，再加上美国的政治

分歧如此之深，似乎难以弥合 

 （尤其是在 Facebook 上），这

种趋势只会加速发展。

无人驾驶汽车将（再次）

夺人性命

 2018 年，一辆 Uber 的测

试车成为第一辆撞死行人的

自动驾驶汽车。现在，几十辆

Waymo 的自动驾驶汽车正行

驶在亚利桑那州的公路上，特

斯拉（Tesla）也承诺很快将

在所有车辆上安装自动驾驶软

件。但这项技术仍然在发展当

中，即便是完美的机器人也无

法避免所有的交通事故。有鉴

于此，预计 Uber 的悲剧很快

就会重演。

比特币贬值，但仍然是一笔

财富

 比 特 币（Bitcoin） 将 在

2021 年创下 50,000 美元的

历史新高，然后就会像往常一

样，迅速崩溃。但等到尘埃落

定，这种加密货币的价格将维

持在 20,000 美元左右。随着

监管机构最终批准一只比特

币交易所交易基金（Bitcoin 

ETF），更多的投资者将涌向

这种所谓的数字黄金，以对冲

通胀风险。

谷歌了结反垄断案

 美 国 司 法 部（Justice 

Department） 对 谷 歌  

 （Google）的反垄断诉讼范围

有限，只关注搜索列表，而且

是基于已经持续了十多年的行

为，比如谷歌付钱给苹果公司

（Apple），成为 iPhone 手

机的默认搜索引擎。预计谷歌

会像它在欧洲面临类似诉讼时

一样，与司法部达成和解。消

费者在购买新设备时，可能会

有选择搜索引擎的机会。这种

排他性交易也将随之退出历史

舞台。

折叠手机成功上市

 除了试图将手机的便携性与

平板电脑的大屏幕结合起来之

外，首批折叠式智能手机还有

一些共同点。它们功能强大，

但很精致，而且相当昂贵，比

如售价 1,500 美元的摩托罗拉

Razr，售价 2,000 美元的三

星 Galaxy Z Fold 2。但摩托

罗拉（Motorola）、小米和

三星（Samsung）等公司都

在不遗余力地推动高端功能下

沉至入门级机型。就像它们在

OLED 屏幕和 5G 调制解调器

上所做的那样，预计在 2021

年，至少有一家公司会提供

售价仅为三位数（以美元计

算—编注）的折叠手机。

丝毫不差
我们预测标准普尔 500
指数将在 2020 年表现

强劲，但诡异的是， 
我们的预测还是过于保

守。我们预言，选举民

调将再次出错，即便民

调机构汲取了 2016 年
的惨痛教训。我们还预

测，特斯拉将筹集更多

的资金，视频聊天应用

程序 Houseparty 将大受

欢迎（尽管我们无法解

释原因），以及 37 名女

性将执掌《财富》美国

500 强企业。

大致正确
尽管乔·拜登并没有 
选择佐治亚州的前州长 
候选人斯泰西·艾布拉 
姆斯（Stacey Abrams） 
作为他的竞选搭档， 
但她确实为拜登的 
竞选活动立下了汗马 
功劳，助力当选总统 
拿下“桃州”（Peach 
State，美国佐治亚州

的别称—译注）。

我们也的确看到了一档

由特朗普的前顾问凯莉

安妮·康韦（Kellyanne 
Conway）和她的丈夫出

演的真人秀节目，但它

是在 TikTok，而不是在

Bravo 上播出的。

错得离谱
没有“咆哮的二十 
年代”（Roaring 
Twenties）花园派对； 
新 007 电影推迟上映； 
几乎所有的重大活动 
都被搁置了。德国总理 
安格拉·默克尔 
（Angela Merkel）维持了

她的联合政府；美国的 
负利率幽灵蒸发了。 
但我们的预测或许并 
没有错，只是说早了。

2020 年
预测成绩单

315_Briefing6.indd   16 4/1/2021   5:42 PM



17《财富》（中文版）2021 年 1/2 月簡報─《財富》水晶球

FORTUNEChina.com

扫码阅读分享本文
《2021 年〈财富〉水晶球》

被延迟的满足感
我们将于 2021 年夏天庆祝在 2020 年搁置
的一切

文 化

杰夫·贝佐斯收购一支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

 （NFL）球队

许多人认为这一幕会发生在 2019 年或 2020 年。

但 2021 年，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终于动用

他的财富获得了最有价值的职业体育品牌之一，无

论它是附近的西雅图海鹰队（Seattle Seahawks）

还是华盛顿美式橄榄球队（Washington Football 

Team）。不管怎样，他都会为任何类型的体育特

许经营权付出创纪录的金额，与马克·库班（Mark 

Cuban）的种种比较将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奥运泡泡

美国国家女子足球联赛（NWSL）和美国男子职业

篮球联赛（NBA）建立的“泡泡”证明，体育赛事

仍然可以安全地举行，而它们也将成为东京夏季奥运

会（Tokyo Summer Games）的榜样。预计将会出

现许多重大变革，比如持票入场观赛的观众将大大减

少，运动员将在开幕式前隔离数周，在比赛期间进行

定期检测等等。

资金涌向 TikTok
我们曾经天真地认为 YouTube 和 Instagram 会保

持纯洁。然后，广告和有影响力人士蜂拥而至，形成

一条条令人应接不暇的信息流。现在，他们正在将犹

如狂野西部的 TikTok 开拓为

新的殖民地。2021年，这款应

用程序注定会彻底转型为商业

模式。零售商已经开始向员工

施压，要求他们通过 TikTok

来开展营销活动。所以，趁着

涂着黄油的狗狗还没有变成金

凯利（Kerrygold）的广告之

前，好好享受一下与它们相处

的时光吧。

爱之夏再度绽放

在过去一年，美国年轻人被

迫保持社交距离，禁足在家，

同时看着死亡人数在冬天不断

攀升。他们需要放松一下了。

新冠疫苗将于 2021 年夏天广

泛分发，正好赶上全美各地的

公园变成纯粹的聚会场所。届

时，户外公共场所的盛大聚会

景象，会让你仿佛置身伍德斯

托克音乐艺术节。

被追授的奥斯卡奖

经过一年的上映档期延误和

影院关闭潮，奥斯卡奖评委判

定，已故的查德威克·博斯曼

 （Chadwick Boseman） 把 他

最好的表演之一留到了最后。

这位因为饰演“黑豹”（Black 

Panther）而名声大噪的人

气演员凭借他在影片《玛雷

尼的扭摆舞》（Ma Rainey's 

Black Bottom）中的精彩演

出将会荣膺 2021 年奥斯卡

奖（Oscar）的最佳男配角奖

 （Best Supporting Actor），

这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亮相大

银幕。 财富

译者：任文科

作者：Maria Aspan, Lydia Belanger, Daniel Bentley, Katherine Dunn, 方绘香（Erika 
Fry）, Nicole Goodkind, Robert Hackett, Brett Haensel, Matt Heimer, Aric Jenkins, 
Jeremy Kahn, Rachel King, Rey Mashayekhi, Grady McGregor, Jake Meth, 
David Meyer, McKenna Moore, David Z. Morris, Sy Mukherjee, Aaron Pressman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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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星闪耀

昆顿·拜菲尔德（Quinton Byfield）
冰球运动员

这位获得美国国家冰球联盟

（NHL）历史上黑人最高选秀

顺位的球员，本赛季代表洛杉矶

国王队（Los Angeles Kings）
出战，并且凭借其惊人的

滑冰技巧、敏捷的双手和身材

赢得年度最佳新秀。

阿什尼科（Ashnikko）
创作型歌手

24 岁的阿什尼科来自美国，

现居英国，在应用程序 TikTok
上获得病毒式传播的单曲

《愚蠢》（Stupid）让她迅速

走红。阿什尼科 的首张专辑

《Demidevil》将于 2021 年 2 月
发行。她大胆的风格让人感觉

很新奇，但又足够上口，

很容易在流行电台获得成功。

蒂佐·图什当（Teezo Touchdown）
说唱歌手

这位来自得克萨斯州博蒙特

（Beaumont）的速弹吉他新秀，

将说唱、摇滚和前卫音乐完美

融合，让人联想到里克·詹姆斯

（Rick James）、理查德·黑尔

（Richard Hell）和造物主泰勒

（Tyler, the Creator）的声音。

相信我们，这种风格很打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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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开始运动。

负责执行该项测试的工程

师来自专门帮助商业客户创建

量子计算机专用算法的新创企

业 Zapata Computing，其租

用的机器则来自工业巨头霍尼

韦尔（Honeywell），后者认

为量子计算领域蕴藏着巨大商

机。

虽然完善量子计算相关技

术或许仍然需要数年时间，但

霍尼韦尔已经开始从中获得回

作为现有超级计算机的“接班

人”，量子计算机正处于蓬勃发展

之中。在一次电话会议期间，软件开发者

试图让一台实验用量子计算机“一展身

手”，看看其在重现简单的条纹图案时能

否拿出良好表现。

在开发者团队准备好软件代码之后，

一位留着“脏辫”的科学家通过点击按钮

启动了位于丹佛（Denver）郊外实验室

中的量子计算机，一道激光在机器内部激

发出一道磁性脉冲，真空室（相当于量子

计算机的大脑）中的原子受到冲击之后随

量子计算迈入 
新阶段
各公司多年来投入巨资研究 
量子计算机。现在，这些 
投入开始收到回报    
作者：Robert Hackett

计算机技术

IBM 正在制造新型 
量子计算机，希望 
获得比今日电脑 
更为强大的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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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该公司的量子计算机的租

赁排期已经排到了数月之后。

霍尼韦尔的首席执行官杜瑞

哲（Darius Adamczyk）说：

“我们当然可以大谈产品有多

么创新，技术有多么先进，但

Rigetti和 IonQ等新创企业，

等待付费使用霍尼韦尔量子计

算机的公司已经大排长龙，这

也标志着量子计算即将迈入重

要的发展新阶段。

虽然量子计算机的通用性

远远不能和目前的电子计算机

相提并论，但这些实验让客户

对其可能性有了一丝感受。不

过问题在于，如何在未来几年

里大幅提高量子计算机的运算

性能，使其能够以比其它种类

计算机更低的成本获得更优异

的表现。

量子计算机的设计初衷是

利用所谓“量子比特”奇妙而

强大的物理特性，通过将量子

的“叠加”、“纠缠”等状态

与“干涉”相结合，为解决超

级计算机无法处理的科学与工

业难题创造可能。

专家预计，量子计算机或

许还需要 10 年乃至更长的时

间才可以真正走向成熟。但与

此同时，当前研发的量子计算

机或将于 2023 年开始在特定

场景实现 IBM 经常说的所谓

“量子优势”。

就营收而言，量子计算目

前还只是一个很小的产业，但

随着时间推移，该产业的市场

规模可能会获得巨幅增长。据

研究公司 Tractica提供的数据

显示，到 2030 年，量子硬件

租赁市场的总规模预计将从目

前的 2.6 亿美元增长至 90 亿

美元。

但其真正价值仍然取决于

量子技术所能够释放出的潜在

商业机会。出于这一原因，再

加上担心在量子计算研发上落

后于中国等竞争对手，美国政

府与私营企业在 2020 年 8 月

承诺，双方将携手向这个新兴

如果没有人愿意为其买单，又

有什么意义呢？”

当前，正在大力开发量

子计算机的企业中既有谷

歌（Google）、IBM、英特

尔（Intel）等科技巨头，也有

行业投入 10亿美元资金。

为了在量子计算领域占据

主导地位，各大科技企业展开

了激烈争夺。那些率先入场的

企业，其客户数量都在不断增

加。以 IBM 为例，该公司已

经获得了 130 多个商业、学术

和政府客户。2020 年 9 月，

IBM 的研究总监达里奥·吉

尔（Dario Gil）在我参观他

的“疯狂科学”实验室时说：

“有人问过我：‘量子计算何

时才可以真正形成产业？商

用量子计算何时能够成为现

实？’我想说的是，现在已经

开始。”

各 家 云 计 算 巨 头 已

经 搭 上 了 这 一 趋 势 。 微

软（Microsoft）一方面正在

开发自己的重量级量子计算

硬件，另一方面已经于 2020

年 5 月开始向特定 Azure 客

户提供远程接入其合作公司量

子计算机的服务。微软的量子

计算业务开发主管朱莉·洛

夫（Julie Love）表示：“我

们正在降低量子计算技术的应

用难度，让更多的人可以真正

用到这项技术。”

2 0 2 0 年 8 月，亚马

逊（Amazon）开始向其庞大

的 Amazon Web Service 云

服务客户开放量子计算服务。

为了大幅降低该技术的应用门

槛，让几乎所有人都能够用到

这项技术，亚马逊也与微软一

样使用了合作伙伴的硬件。

同样身为科技巨头，谷歌

在 2019 年秋天声称其已经实

现“量子霸权”，即量子计算

机在特定任务上的计算能力已

经超过经典的超级计算机，一

石激起千层浪。虽然该声明遭

到了竞争对手 IBM 的质疑，

量子比特
虽然量子比特（Qubits）与“Cubits”一词的发音完全一样， 
但其与这种圣经中的计量单位并无关系。量子比特一词由“量子” 
 （quantum）和“比特”（bits）合成而来，相当于经典计算领域 
所谓“比特”的升级版本。量子比特由原子、光子或其他材料组成， 
是量子计算无限可能的基础所在。

叠加
一个经典比特（又称“二进制数”）的状态只有“0”或“1”， 
而量子比特则处于两者之间的连续态，即同时处于两种状态。 
但奇怪之处在于，只有在无人观测的情况下，量子比特才能保持 
这种状态。一旦测量，这个被测量的量子比特就会坍缩在 
0（或 1）态，也就是说它由“叠加态”坍缩到了它的其中一个可能态。

纠缠
所谓“纠缠”描述的是一种量子相互作用后成为整体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某一量子比特的状态将会因为另一量子比特状态的 
变化而变化。量子计算机制造商希望，有朝一日，其制造的量子 
计算机能够利用“量子纠缠”实现超快并行处理能力。

嘈杂
现有量子计算机本身并无太大问题，只是有出错倾向（科学术语 
称之为“嘈杂”）。导致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量子比特非常敏感， 
即便是最温和的干扰，比如一个闪烁的光子，也会对其产生影响。

量子霸权
 “量子霸权”是一种理论上的里程碑事件，当量子计算机完成了 
某项所有经典计算机在合理时间内均无法完成的计算时，即称之为 
实现了“量子霸权”。谷歌在 2019 年声称其已经实现量子霸权， 
但 IBM 对此提出了异议。

量子计算相关术语

与许多其他充满未来感的领域一样，量子计算

领域也有许多复杂词汇。以下是一些需要了解的

关键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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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研发工作，从而生产出更

新颖、有效的药物，并且在降

低药品分销成本的同时，提高

分销效率。

马 尔 科 · 皮 斯 托 亚

（Marco Pistoia）在摩根大通

的“未来实验室”负责研究

工作，他表示，量子计算可

以增强银行的风险分析能力，

这也是银行关注的主要问题

之一。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富国银行（Wells 

Fargo）和 Visa 也在积极探索

量子计算技术，试图将其用于

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定价与网络

安全强化等场景之中。

IBM 的量子应用业务负

责人斯特凡·沃纳（Stefan 

Woerner）提出，量子计算

机或可用于车辆路径智能规

划、提升投资组合管理安全性

及蛋白质折叠研究（蛋白质折

叠是一个复杂的生物问题，在

医学上也有一定应用前景）等

领域。

当前，由于量子计算仍然

处在早期阶段，计算速度缓

慢异常，等待过程令人痛苦

不堪。以条纹图案重现实验为

例，Zapata 团队要想从霍尼

韦尔的量子计算机中获得最终

结果，必须等待数个小时。在

但从这一举动依然可以看出各

大科技巨头在这一新兴行业中

为了争夺“霸主地位”而展开

的激烈竞争。

 近期，谷歌使用一台 12 量

子比特的计算机对氢原子与氮

原子的化学反应进行了模拟，

创下了该领域的新纪录，这一

突破性成就也成功地登上了

《科学》杂志（Science）的

封面。此前的纪录保持者是

IBM，三年前，IBM 在一台

6 量子比特（量子比特越多，

建模就越复杂）的机器上对

一个一半大小的分子进行了

模拟。

一 般 而 言 ， 此 类 数 据

处理终将推动电池与碳捕

获技术的进步，这也是大

众（Volkswagen，谷歌合作

伙伴）、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IBM 合作伙伴）和戴

姆勒（Daimler，谷歌、IBM

共同合作伙伴）等企业对此

项技术抱有浓厚兴趣的原因

所在。

 2020 年早些时候，霍尼

韦尔以黑马姿态横空出世，携

自研技术杀入量子计算领域，

震惊了市场。该公司在硬件开

发路径上并未采用谷歌、IBM

所青睐的芯片冷却技术，而是

使用了机器内激光制导原子

技术。

 在霍尼韦尔公开发布的客

户名单上，我们能够看到诸

多知名企业的大名，其中最

新加入的包括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德国货运

巨头 DHL 与制药巨头默沙东

公司（Merck）。默沙东公

司的计算平台主管卡姆·查

纳（Kam Chana）解释称，

该公司希望将量子计算机用于

拿到结果之后，团队成员还要

将实际结果与量子计算机所能

够得出的理想结果进行比较，

从而衡量量子计算技术在机器

学习方面的局限性。而本次实

验几乎完美地达到了 Zapata

团队的预期。

虽然这种试验在今天显得

太过简单、缓慢，但也为技

术进步开辟了道路，为其在

监测财务欺诈及核磁共振成

像（MRI）扫描诊断等场景的

应用创造了可能。与此同时，

对该行业而言，量子计算机的

出错倾向仍然是需要得到解决

的问题，这说明，纠正此类错

误将成为其首要任务。

不过，Zapata 的首席执

行官克里斯·萨瓦（C h r i s 

Savoie）表示，尽管量子计算

目前仍然存在种种缺点，但它

终将为人类创造真正的价值，

而且这一天不会太远。 财富

译者：Feb

有人问过我：‘量子计算何时才可以
真正形成 产业   商用量子计算
何时能够成为现实 ’我想说的是，
现在已经开始。
达里奥·吉尔，IBM研究总监

量子竞赛

争夺新兴量子计算

市场主导地位的竞争

十分激烈。部分主要

参与者如下：

谷歌

2019 年，这家搜索引擎

巨头宣称实现量子计算

领域的重要里程碑：

 “量子霸权”。但自此

以后，已经有多名重要

成员从其量子计算团队

出走。

IBM

 “蓝色巨人”（Big Blue）
目前已经跻身新型量子

计算机生产商的第一

梯队。IBM 在近期设定了

新目标，计划到 2030 年

打造一台 100 万量子

比特的量子计算机，

性能远超现有机器。

霍尼韦尔

与 IBM、谷歌追求开发

超导量子比特计算机

不同，这家工业巨头选择

 “离子阱”作为其硬件

开发方向。

微软

微软的量子计算机开发

工作一直进展缓慢，2020
年 3 月，该公司开始向

云计算客户提供接入其他

企业量子计算机的服务。

阿里巴巴

2018 年，阿里巴巴开始

通过阿里云对外开放 12
量子比特的量子处理器。

中国在量子领域取得的

进步令美国决策者

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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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中国企业家和高级经理人对于商务演讲技巧和国际商务礼仪知识的需求逾显迫切，因此，本刊特邀请戴晓雪博士在  
《财富》（中文版）开设“讲礼”专栏。戴博士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多年，是演讲和商务礼仪领域的专家，现为专门为企业高管服务的演讲与礼仪教练。

作者：
戴晓雪

扫码阅读分享本文
《做调动听众情绪的高手》

FORTUNEChina.com

一
一次我去给南方的 200 多位企业家讲课，主持人这样开

场：“据说最好的演讲有三个境界：带着听众笑，带着

听众哭，而最高境界是带着听众去……死。今天我们请来戴老

师，她将带着我们一起去死。”话音刚落，听众放声大笑起来，

他们一下子齐刷刷地看着我。我讲过无数次课，还从来没有听到

过这样的“导入”。

接过主持人的话筒，我说：“今天我保证带着大家笑，可能

会带着大家哭，但绝不会带着大家去死，企业家要是都死了，这

个城市的天可就要塌了！”看着听众个个心情爆爽，我顺势问大

家，什么样的演讲者最容易被记住？刚才短短的几句开场介绍，

主持人李总把我们带入了愉悦、惊讶和恐惧的状态，他是不是最

会调动听众情绪的人？那天讲课内容中与调动听众情绪有关的部

分，我与大家分享一下。

上台演讲前，你最好预览一下演讲内容，你的演讲中有没有

带动听众情绪的引爆点？新闻联播式、铺地毯似的演讲很难激

起听众的情绪，如果能够做到下面一二点，你的演讲一定会被 

记住。

一、调动快乐的情绪

我有一位客户，近些年来在企业家组织竞选中，每次都如愿以偿地

高票当选。最近的一次演讲，他谈到在社会上宣传防治工业污染，

这事儿又难干又受挫，“比如一张可爱的大熊猫照片，你把它往

公众面前一放，就很容易获得募捐。而一张又臭又脏的污染现场照

片，公众连看都不愿意看一眼。老百姓认为污染是企业造成的，花

钱是政府的事，与我何干？”可爱的大熊猫和脏乱差的污染现场是

个对比，讲到污染照片时，他把讲稿往边上一甩、脸瞥向一边。

讲到“大熊猫”时，他两只手掌托在腮旁，配上他那张胖呼呼的

大圆脸，活像一只大熊猫，现场立马开启了大笑模式。

其实这是预先埋设的笑点，让听众由对大熊猫的喜爱，引发

对演讲者的喜爱，更被他知难而上、苦中作乐的精神所感动。演

讲中如果时而插入有趣的话题，使上一点幽默感，外加面部表

情、手势等戏剧化的夸张，会进一步带动听众的情绪。这位客户

的性格开朗外向，在他的演讲中，我们总会设计一至两个让听众

轻松开怀的环节，把听众逗乐，他自己也特别开心和有成就感。

当然也不必太刻意，有些时候你准备的某个素材并不一定会对所

有的听众起到效果，这就需要我们多埋设几个引爆点。

二、调动悲伤的情绪

岳云鹏、孙越有个相声《我是歌手》，把台下的听众都说哭了：

岳云鹏：（唱）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很忙吧，

身体好吗？我现在北京，挺好的。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虽然

我很少写信，其实我很想家。爸爸每天都上班吗？干了一辈子革

命工作，也该歇歇啦。我买了一件毛衣给妈妈，别舍不得，穿上

吧，以前儿子不太听话，现在懂事，他长大啦。爸爸妈妈多保重

身体，不要让儿子放心不下，今年春节我一定回家，好啦，先写

到这儿吧。此致敬礼，此致那个敬礼，此致敬礼，此致那个敬

礼（尾音拖长）……

这个相声我在电视不同频道里看到过，即便是第三次观看，

我还会和现场观众一样跟着小岳岳一起潸然泪下，尤其是结

尾部分的“此致敬礼”，他一共说了 8 遍，不厌重复、变换节

奏，一遍比一遍动情，听众的情绪被深度牵动而不能自拔，每

个人都陷入了沉思。相声演员带着大家笑是天职，带着大家哭

却并不多见。搭档孙越在岳云鹏唱家书之前有一句铺垫的台词

点出了要害：“不在于词，在于情绪。”而岳云鹏唱的家书，

是最常见的内容、极普通的文字，但他还是把大家调动得眼泪 

汪汪。

一些成功的演讲者，都是这样巧妙地运用各种方法，去研究

他所要影响的人，就像那些商品生产者潜心研究市场一样。

三、调动愤怒的情绪

尼克·胡哲（Nick Vujicic）是澳大利亚青年，出生时没手没

脚，一直饱受同学的歧视和凌辱。10 岁时，他曾经三次尝试在

浴缸里淹死自己。最后他历经艰辛，做到了健全人才能够做到的

事情，甚至做得更好。胡哲这样描述在遭受欺辱后的心路历程，

他边说边把身体一步一步艰难地移到讲台边缘：“我朝这方向

走，心里说着‘没有人喜欢你，你将一事无成，没有人愿意跟你

结婚等等。’我走到了绝望边缘，这时只需要多一个人说我不够

好，我便倒下了。你想过自己会推倒别人吗？你不知道有多少人

在厌生，你就是导致他们倒下的原因之一……”一时激起了学生

对校园“凌辱”行为的厌恶和愤怒的情绪，同时也察觉到自己曾

经的不当行为对别人的伤害。他的话激起了听众的强烈共鸣，唤

醒和拯救了无数年轻人。

可以说，尼克·胡哲的演讲堪称调动听众喜怒哀乐情绪的典

范，他的演讲总能触碰人们的内心。他一会儿叫人笑，一会儿叫

人哭，一会儿叫人怒，被称为“震撼全人类的演讲”，我强烈推

荐大家看一看。 财富

作者联系方式：xiaoxuedai05@hotmail.com

有

做调动听众情绪的高手

简 报—讲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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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场疫情，全球各地酒吧、餐馆，夜店和其他餐饮娱乐场所纷纷停业。这对

整个啤酒行业，包括全球最大的啤酒商百威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毕
竟，这个世界每卖出四瓶啤酒中就有一瓶是由百威生产的。 

而作为百威亚洲业务的上市主体，百威亚太头顶着“亚洲最大啤酒公

司”的头衔，于 19 年 9 月在港股成功上市。数月之后，包括中国，澳大利

亚，韩国和印度越南在内的主要市场的业务就受到了疫情的沉重打击，同时，不断上涨的行业成

本，和高端市场越来越多的竞争者，也都困扰着这家啤酒巨头。

在 2020 年 11 月召开的《财富》世界 500 强峰会上， 百威亚太联席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杨克说

到：“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我们业务的一部分，而是我们业务本身。”百威的管理层在不同场合

强调的这句话，与传统的认知大相径庭：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工作，常被视为是追求利润之外的

“情怀”，企业需要为这样的“情怀”付出代价。 
而面临巨大业绩压力的百威，依然选择坚持履行一系列艰巨和颇具挑战性的承诺。这是因为

在其看来，坚持可持续发展，不是代价，而是红利。这是企业走出疫情危机，迅速恢复业绩增长

的解决方案，也是日益重要的战略资产。

100% 绿电的经济账
追求极致的百威，为自己设立的宏伟目标是在 2025 年之前实现 100% 采用可再生能源。而中国

的现状是绿色能源价格更高，因此在很多人的观念里：“消费绿电就是为其高成本埋单”。对于

用电量大户的酿酒巨头来说， 100%使用“绿电”的承诺， 到底是市场公关策略的“噱头”， 还
是实干？很多人对此抱有疑问。 

“如果不计较成本直接购买绿电，我们每年要为此付出几千万元的额外成本。”百威一位负

责可持续发展业务的总监表示。但早在“可再生能源”这个概念对大多数企业还比较陌生的时

候，百威就已开始布局“屋顶经济”。

百威酿酒厂那些面积宽敞的屋顶上，铺设了超过 30 万平方米的太阳能电池板，这对百威人

来说，早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这些相当于 42 个足球场的太阳能电池板每年能满足所在工

厂 15% 到 20% 的用电量。 仅百威莆田工厂采用的光伏发电，就能为工厂一年省下几百万的电费

支出。 
屋顶之外，剩下的 80% 绿电从哪里来？因地制宜是关键。百威不断在探索不同形式的可再生

能源和使用机制。2020 年百威开始首次引入外部力量签署购售电协议，综合利用水、风、光等

多种可再生能源。百威亚太采购及可持续发展副总裁杨凯表示，“引入购售电协议是我们推进可

再生能源项目的新突破新思路。”百威亚太的四川资阳工厂坐落在沱江边，这座小城水网发达，

可再生能源充沛。借助当地的能源优势，工厂将采用 65% 水电加 35% 风、光电的绿电配比，预

计每年用电 1,600 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 1.2 万吨。这不仅是百威中国首个、也是中国首个实现

了“100% 使用可再生电力生产” 的啤酒工厂。

预计到 2021 年底，包括光伏发电和购售电协议在内，百威全年将在中国工厂应用可再生电

力 9,600 万千瓦时。 这相当于 3.85 万个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或多种 392 万棵树并减少 7.2 万
吨碳排放。 

退役电池创意打造“绿色能源银行”

除了精打细算地用可再生能源节约成本，百威也大力引入外部创意，以加速实现 2025 年 100%
使用可再生电力酿造的承诺。通过“100+” 加速器计划，扶持有想法的初创公司，不仅为其提

供必要的初创资金，还给这些新成立的企业提供测验想法的商业运行场景。2020 年，百威亚太

已经在全球成功孵化了多个致力于解决环境及社会挑战的本地化解决方案， 而其中之一就是位

于中国的退役动力电池储能项目。

有关数据显示，中国动力电池产业规模位

居世界第一。而自 2018 年中国动力电池已开

始规模化退役，预计 2025 年累计退役量将达

到 78 万吨，若不能科学处理将成为沉重的环

境负担。百威退役电池项目颇具前瞻性，通过

将电动车退役电池根据容量进行筛选和重组，

对退役的动力电池进行梯次应用，组装成全

新的储能装置“再上岗”。这样做不仅让退

役电池的使用寿命延长了至少五年，还化解

了“靠天吃饭”的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和不

可控性的难题。除此之外， 由于中国工业用

电采用的是分时电价，有了这个“绿色能源

银行”，百威的啤酒工厂可以在夜间储存更

廉价的电力，白天提取出来用于生产，不仅

为企业节约用电成本，还缓解了电网的运行

压力。 
目前这个项目正在落地到更多的百威啤酒

工厂中去。 百威宿迁工厂的退役电池储能项

目，是该技术在百威全球的首次落地使用。而

百威佛山工厂 1 万千瓦储能项目已于 2020 年

12 月落成，使用的退役电池仅电芯重量就超过

80 吨。 

百威的“上善若水”

比起可再生能源投入立竿见影的成果， 百威

在节水护水上的投入，可以用“润物细无声”

来形容。 作为“全球最爱水”的啤酒企业，

大规模投入节约用水和保护水资源被百威视为

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啤酒中 95% 都是水。

如果没有清洁的水，就没有啤酒。” 百威英

博 CEO 博睿拓这样解释。 
百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做最高效用水的

啤酒酿造商。对于一般企业来说，生产一瓶

啤酒，需要消耗 5-6 瓶等量的水，这个数字在

百威中国是 2.63 瓶，在百威莆田工厂仅为 2.2
瓶，远低于同行。

除了节约用水外，百威也不遗余力地将生

产过程中的废水再利用，并积极开展中水外

送项目。全国 30 余家百威工厂年外送中水水

量超过 100 万吨，尽管作为企业来说，将生

产用水处理成中水的成本要高过直接购买自

来水，但出于对社区水源环保的考虑，百威

特约专稿

百威亚太：坚持可持续发展
是代价，还是红利 ?是代价，还是红利
百威亚太：坚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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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坚持投入资金，开展百万吨级别的中水

外送。

由于生产啤酒高度依赖当地社区的清洁水

源，百威也加入到中国环境治理的“河长制”

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企业河长”的“公

职”。从莆田母亲河之一的绶溪开始遍布至全

国各地，三十余家工厂的三千多名员工走出

厂房，加入到保护水源的河道巡视、清理及

植被养护的工作中。百威拥有先进的水质分

析、水处理的技术和装备，长期对所在地周围

河道水质进行监控和保护。而在百威的全国

各厂区，在社区宣传节约用水，定期清理工

厂附近河道垃圾已经成为百威员工志愿者的

常态。

这些看似简单的数字改善的背后，是一个

强大的可持续体系。除了设立宏伟的远景，和

制定目标并规划路线，更重要的是百威从上到

下的全员参与。  
啤酒酿造行业是用水大户，随着中国政府

对水资源的管理越来越严格。任性用水的高耗

水企业也将会面临越来越紧的监管紧箍咒。而

高效用水，对百威来说，不仅意味着企业成本

节省，增强了百威员工对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的参与度和归属感，也有利于企业品牌和社会

声誉的提升，是典型的社会效益和企业效益实

现双赢的商业案例。

长情深耕国产啤麦

百威的长情不止在水资源管理上，也体现在它对国产啤麦的关注上。 酿造啤酒的主要原料大麦

占啤酒原材料成本的 60%，而国内啤麦 88% 依赖于国外进口，2020 年以来进口大麦的价格又上

涨明显。2020 年 10 月 23 日，百威亚太和江苏省农垦集团举行了国产啤麦战略合作新模式的签

署仪式，这被外界解读成打响“国产啤麦原料战”的第一枪。 其实 ，在这份新的战略合作签订

前，百威早已在国产啤麦领域深耕多年。

国内种植大麦的农民以散户居多，传统的栽培方法以及落后的管理和收储方式，导致许多麦

农种植的大麦，质量不能达到百威的原料采购标准。为此，百威从美国引进优秀大麦品系，并指

派专职农艺团队，在国内进行本土化适应性种植和育种工作 。2020 年，在之前订单农业的基础

上，借助国家土地流转政策的东风，百威与江苏农垦的战略合作创新地采用“三方签约”的模

式，将种植户作为签约主体之一。农民通过签署土地流转协议将土地流转给农垦实行统一栽种、

统一管理的规模化种植，百威亚太对这些大麦进行采购；同时，农垦在农忙时雇佣本地农民，通

过土地流转与灵活雇佣，帮助本地麦农增收致富。

“2020 年与以往不同的是，麦农作为合作签约的主体之一，不仅获得技术与平台的支

持，还在经济上成为切切实实的受益者。”  百威亚太采购及可持续发展副总裁杨凯在签约

现场表示。按计划，百威每年将采购 2.5 万吨大麦，涉及 50,000 亩地，惠及 4,000-5,000 户

农户。

除了稳定啤酒原料的供应量和品质，这样的精耕细作也让百威亚太更适应未来市场的消费升

级。啤酒的风味是由上千种风味物质微妙地形成的，不同原料、不同酵母会带来不同风味。“企

业要发展高端化、个性化、差异化产品，实际上就是对高品质的啤麦原料的竞争。” 中国酒业

协会秘书长兼啤酒分会理事长何勇解释。百威亚太采购这些优质国产啤麦将用于旗下本土品牌大

富豪啤酒的酿造生产，为本地消费者带来用当地的好水好原料酿出的好啤酒。

融入企业经营    携手合作共创可持续

无论是精打细算的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还是润物细无声地长期关注治水和大麦种植， 百威的种

种做法不断地证明，这家企业正在把可持续增长贯穿自己的整个业务链。 从原料种植到酿造生

产、从运输销售到消费饮用，百威亚太都在做长期的投入。更重要的是，与固有认知的“污染有

红利，环保有代价”不同，百威以行动表明了企业坚持可持续发展并不会带来高昂的代价，而是

让企业在危机中变得更有韧性，在长期竞争中，跑得更远。 
百威也深知可持续发展不是独善其身的工作。携手更多社会力量，共创经济和社会价值，在

面对危机和困难面前，尤为重要。  正如杨克在 2020 年 11 月在《财富》世界 500 强峰会论坛上

的发言时说的那样 “可持续不只关乎于百威本身，需要更多人的携手，是大家的可持续。”这

就是一个致力于“酿造更美好的世界” 的可持续企业该有的样子！ 

特约专稿

▲

百威 " 绿色物流 " 之
氢能汽车项目

▲

百威佛山工厂光伏板
发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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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缪汉根从印染起家，
28 年后盛虹控股第一次进入
《财富》世界 500 强，
排名第 45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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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
行业，他如何打开边界，
一路向上，最终成为
《财富》世界 500 强？

作者：杨安琪

江村勇者

年度
中国商人

图片:  QILAI 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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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中国商人

 湖
泊与河流组成的繁茂水系，构成了苏州

特有的地理环境。这座被称为东方威尼

斯的城市，每天向全世界输出纺织品。

天色已经接近黄昏，苏州城郊外一

处名为盛泽的小镇让人感到安静平和。

小镇盛泽拥有整洁的街道和诸如距离

它 90 公里外的上海一般的城市建筑，

这座城市的主干道具备 8 车道，太湖支

流构成的水系就在道路两旁。明代文学

家、戏曲家冯梦龙称此处：“乃出产锦

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

车停在一处苏州园林的半圆形拱门门前，正对面是一片面积不小的湖

泊。等待我们的是中国最神秘的商人之一，实际上这座占地 30 亩的苏州园

林背后，就是他的住所，他邀请我们共进晚餐。

此人称自己只是一名“普通民营企业家”而已，并说自己在 1992 年

开始领导一家村办工厂时没有太多追求，唯一的愿望只是“让企业生存下

去”。实际上，在中国跃升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中，除去巨无霸体量

的国有企业外，民营企业的崛起功不可没：它们没有绝对的资源优势和天然

市场垄断地位，大多数从草根起步，甚至偏居一隅，民营企业家们依靠对市

场的直觉、格局和勇气完成自我蜕变，他们的竞争对手往往也不局限于中

国。

穿过悠长的回廊，我们来到一间足有 300 平方米的会客厅。这里是江苏

最南端与浙江最北端的交界处，京杭大运河从不远处流过。在运河两岸，分

别各有一家收入超过250亿美元的巨型公司，这正是我们来到盛泽的原因。

河西岸的恒力集团在 2017 年第一次进入《财富》世界 500 强，2020 年排

名第 107位；河东岸的盛虹控股集团在 2020年以 278.696亿美元的收入第

一次进入《财富》世界 500 强，排名第 455 位，高于米其林公司和星巴克

集团，仅次于日本中部电力集团，成为 2020 年唯一一家新进入这份榜单的

中国民营企业。

就在来到这里的途中，司机随手向外一指：“看到红色条状装饰的屋顶

的建筑，都是盛虹的厂区。”

握手、寒暄，55 岁的盛虹集团董事长缪汉根略显拘束。他表示公司进入 

世界 500 强只是“新的开始”，并说：“我们现在还很小。”但就目前

看来，缪汉根掌管的盛虹集团起码有三个巨大的王国：印染能力每年超

过 24 亿米，相当于绕地球 60 圈；在化纤领域，盛虹的年产量为 240 万

吨；在能源板块上，它利用热力为工厂发电，自给自足。对缪汉根来说，

最重要的布局是一个投资 677 亿元的 1,600 万吨炼

化项目正在距离盛泽 500 公里外的连云港徐圩新区 

建设。

简而言之，盛虹生产一切与“柔软”相关的东

西。布料、纺织品、汽车内饰、苹果手机的包装材

料，并且它还生产这些产品的上游产品，诸如聚酯等

等从石油中提炼出的化工原料。来到盛泽之前，甚至

有人对我说：“世界上很少有哪几个品牌敢说和盛虹

没有产生关联。”

稍显遗憾的是，纺织和化工是大众关注的盲区。

中国大多数人已经不再为衣物发愁，但如果稍稍回

忆，就在并不遥远的20世纪80年代，一款名为“的

确良”的布料风靡全国，它的特点是经久耐穿，不易

损坏。那时一件新衣也是许多中国人的新年奢望，只

不过如今人们对这种产品的记忆已经模糊。化工和炼

化虽然距离普通人遥远，但却是国家间的角力点。根

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自 19 世纪中期石油时代开始

以来，美国一直是炼油行业的领头羊，但中国最早将

于 2021年取代美国的宝座。

石油对于这个世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即使新能

源产业炙手可热，化石能源不再被用于燃料，那么从

石油中提炼出来的化学成分依旧遍布身边，从苹果手

机到波音飞机上的丝质座椅、路易威登的类皮革类，

没有例外。

过去五年，中国数个超过 1,000 万吨级的炼化项

目上马，盛虹的 1,600 万吨的炼化一体化项目就在其

中。怀疑论者认为，民营企业正在进入一个大炼化的

赌局，前途未卜；积极者则称，中国化工领域并非是

外界想象中的一片红海。民企加入石油炼化行业，激

活了竞争。

严格来说，缪汉根并不是一位优质的采访对象。

在两次见面、五个小时的过程中，他回答问题极其

简单，往往用“是”或者“不是”就将一场本来能够

展开的谈话结束；“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几乎成为

了他的口头禅；并且，他总是以一种接近商量的口气

对我说：“你说是不是？”用于表达即将结束一段对

话。

但事实或许与表面相反。表面上，缪汉根紧跟中

国的国家战略，而实际上每一次布局，他都稍稍提前

于国家，这绝不能完全归结于命运的安排。

1938 年，人类学家费孝通的不朽作品《江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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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虹每年印染能力 
超过 24 亿米，相当
于绕地球 60 圈； 
在化纤领域，盛虹的 
年产量为 240 万吨。

济》的研究对象正是苏州吴江县下属盛泽镇附近的开

玄弓村。

费孝通在这部作品的前言中发出惊人预言：强调

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是必要的，因为

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

度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

而已。目前形式中所发生的问题是这两种力量相互作

用的结果。

这段颇为拗口的学术表达，如今看来却成为缪汉

根的总结。

从缪汉根的故事里，你可以看到一位传统的、典

型苏南村办企业如何接受西方社会制度的改变，并

且将苏南经济融入到全球经济中。在这个过程中，缪

汉根从一家微不足道的村办印染厂逐步向产业链上游

移动。在化纤领域，他与日本、韩国竞争。他渴望竞

争，把自己的子公司命名为“斯尔邦”，从巴斯夫、

拜耳、杜邦三家公司中各取一个字音。继续向上，以

至于最终不得不从中东和俄罗斯购买石油，按照他的

话说：“再上游就是开采油田了，这是我们做不到

的。”

从
早期来看，缪汉根身上很难发现成

为《财富》世界 500 强公司创始人

的特质。20 世纪 80 年代初，他的

身份认同来自于他是一名高考落榜

生。“没有考起大学”让他心灰意

冷，盛虹村的村办工厂厂长蒋金花托人给缪汉根带

话：你起码是高中毕业，不如来厂里工作。来到村办

工厂后，缪汉根开始拿着每月 30元的工资。

盛虹村是盛泽镇下属 35 个行政村中的一个。几

年后，缪汉根的高中学历和前卫思想让他得到了村领

导的赏识。1992 年 5 月的一天，盛虹村的村支部书

记用另外一家村丝织厂作为抵押，从银行贷款 100万

元兴办盛虹砂洗厂，缪汉根被任命为厂长。在成立之

初，砂洗厂只有两座砖瓦房车间，百余名员工，用二

手机器平淡无奇地经营着印染业务。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之前，盛虹的社会身份没有得

到认同。在森严的等级排序中，村办工厂处于社会秩

序的低端，同时还面临着同镇上的镇办工厂“东方丝

绸印染厂”、“鹰翔印染厂”等企业的竞争。

面对竞争，在村办工厂里，缪汉根第一次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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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思想。一次出差，他从外地带回了一块布样，

这块布由国外生产，图案新颖，是一种类似于手掌的

花样，缪汉根称之为“手掌花”。他找来副厂长唐金

奎商议，唐金奎比缪汉根大 10 岁，原是村办机械厂

的厂长，干过木工和泥瓦匠。他和缪汉根判断一致，

“手掌花”在国内并不多见，制作出来会成为抢手商

品。

缪汉根想要垄断这种布料的生产。唐金奎通过纺

织工业部得知，当时能够生产这种花色的设备全国只

有三台，其中一台在上海丝绸印染厂。这家位于苏州

火车站北部的国营印染厂正在准备拆迁，唐金奎运用

了街头智慧—他没有告诉国营厂长要那台机器生

产什么类型的布料，只是说想买它。

国营厂长的傲慢让唐金奎有机可乘。厂长是山东

人，他说，你来的正是时候，要买就买走，省的我们

拆了。当缪汉根表达想要压低价格时，厂长表达出不

满。缪汉根随即决定按照厂长提出的价格 20 万元买

下机器，随后唐金奎又从山东和无锡等地购买下另外

两台机器，至此，缪汉根完成了对手掌花的生产设备

的垄断。

那时的统计数据早已无法呈现，缪汉根只是知道

短短几个月，砂洗厂赚到了同类村办企业几年都赚不

到的钱。

在赚到第一桶金后，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

镇办企业难以为继，债台高筑，缪汉根第一次有了并

购其他企业的想法。当时的情况是，由于是村办工

厂，小规模的盛虹已经完成了私有制改制。他经过反

复思考，认为眼下兼并企业虽然不是最好的时候，但

却是最佳的时机。

巧合的是，这时已经 32 岁的盛虹村村办砂洗厂

厂长缪汉根接到了镇政府的一份文件，上写：以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以

推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为主要模式，加快村办企业改

制步伐，使其成为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

展的市场竞争主体。

缪汉根当时的想法是：上级指示，坚决照办。同

时，他也嗅到了时代更迭的气息。他比周围人更早意

识到，市场经济可能将会带来的繁荣。事实也证明，

这是他人生中解放生产力的一份文件。此后，盛虹先

后兼并了苏州东方印染厂、盛泽永和印染厂、坛丘印

染厂等企业，在盛泽地区开创了民营企业兼并乡镇企

业的先例。

东方印染厂是镇办企业，也是盛虹兼并的第一条大鱼。镇里的领导让缪

汉根兼并东方丝绸印染集团，根据协议，盛虹接管东方集团包括印染、宾

馆以及 1.2亿元债务。

在兼并东方印染厂后，缪汉根并不是简单吞并了之，而是将其资源进行

重新调配，分化成三家下属分厂，并成立了虹胜宾馆，利用闲置房产发展

酒店业。等到金融危机过去后的 1999 年下半年全球纺织市场开始回暖时，

盛虹兼并的企业都开始盈利。

收购只是一个开始。很快盛虹集团旗下拥有了 18 家工厂，但问题也随

之出现，工厂之间没有协作，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每家工厂都没有一个核

心产品，甚至 18 家工厂的产品之间互相竞争、内耗。缪汉根开始了他的改

革策略，他的做法很简单，制定了“一厂一品”策略。强调每家工厂只生

产一种拳头产品，其它产品均可放弃。这种策略一直沿用至今，集团至今

每年印染加工 24亿米，可以绕地球赤道 60圈。

缪汉根说即使未来业务再大，也一定会保留印染这项起家业务，并为

此搏斗。2011 年一批由中国生产的服装在出口欧洲时，发生颜色迁移的

质量问题，被境外海关拦下来。作为面料供应商，盛虹成为欧洲买家的首

要“投诉对象”，这也引起了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关注，如果查证是面料问

题，盛虹的参会资格将面临被取消。在出现这种情况时，要想在境外“自

证清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盛虹对自己的产品质量自信，他们联

络英国轮值秘书处单位，充分准备各项证明材料，反复沟通英方协助调

查。两个多月后，调查结果让所有人松了口气，原来这批服装的颜色迁移

发生在门襟处，是拉链掉色引起，跟面料无关。盛虹一举为自己正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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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盛虹每年 
可回收利用 30 亿 
个废弃塑料瓶。

左：盛虹每天 
生产的化纤产品 
销往全球。

且“一旦失去席位，意味着我们将失去在国际市场中的话语权。”他说。

对缪汉根来说，做大印染只是一个开始。据他称，当时盛虹集团每年的

利润也已经有了几个亿，并且没有外债和贷款，但缪汉根并不满足于过上

“小富即安”的生活，他要走向一个更大的化纤领域。

缪汉根不喜欢“野心”这个字眼，他强调自己没有任何企图和野心，

唯一的想法是“有一点虚荣，想把企业做大。”他说，“当时还没有听过

《财富》世界 500强是什么。”

2003 年的一天，会议已经进行了 40 分钟，盛虹的高管一律只

坐在椅子前三分之一处，以便让身体保证笔直。缪汉根只在会

议开始时简单开场，随后便坐下一声不吭。从表面看，发言者

和倾听者各自则其职。

发言者的意见有两种：赞成者认为，盛虹进入化纤领域

后，熔体直纺项目需要立即上马，机不可失，如果拿下这个项目，盛虹可以

实现转型，告别传统纺织业；反对者则称，现在世界上不仅没有把单丝做到

0.5dpf（这种纤维计量单位表示，1 万米长丝重量为 0.5 克），甚至连这种

机器都没有问世，如果失败，公司的损失规模将达到 20亿元。

化纤领域是印染的产业链上游，当时，缪汉根的观察是，以前盛泽地区

的织造企业都是从外地购进涤纶长丝，不仅增加了成本，而且使得产品的价

格上升，市场竞争力下降。熔体直纺相对于传统的切片纺丝生产具有流程

短、生产工艺稳定、技术路线先进的特点，在传统纺丝生产市场竞争日趋激

烈、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选择熔体直纺有利于企业增产降本。

这间会议室不远的一间屋子内，德国巴马格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等待答

复。记录者称，德国人在房间内来回踱步。

巴马格公司建立于 1922 年，其核心产品包括纺

丝机、变形机以及卷绕头、泵类和导丝盘等相应部

件，生产的机械拥有超过 40% 的市场占有率，在锦

纶、涤纶、丙纶纺丝机及变形设备领域里领先于全球

同业者。如果盛虹想要生产超细纤维，巴马格将提供

生产工具。

超细纤维的概念源于日本，始于对蚕丝的模仿，

当时被称为新一代的合成纤维。它是一种高品质的纺

织原料，其纤维细度是头发丝的 200 分之一，是普

通化学纤维的 1/20，纤维强度是普通纤维的 5 倍，

吸附能力、吸水速度和吸水量是普通纤维的 7倍。

在漫长的会议后，德国人得到了好消息—缪

汉根决定投入 20亿元，研发 0.5dpf超细纤维。把一

根 0.5dpf 的纤维长丝从地球拉到月球，其质量也仅

为 20克，是一个矿泉水瓶的重量而已。

缪汉根依旧沿用最笨拙的方法研究产品。盛虹的

研发人员把巴马格的机器拆成零件，发现不适合超细

纤维生产的部分进行单独处理和加工。这种做法被德

国人指责为“不按流程”，缪汉根只告诉德国人“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久后德国人承认失

败，盛虹依靠简单而有效的土办法获得了胜利。

在 0.5dpf 的实验成功后，缪汉根遂上马总投资达

数十亿元的 60 万吨熔体直纺项目，而超细纤维就是

他认为的“杀手级”产品。当年盛泽镇包括盛虹在内

的三大熔体直纺项目上马，震惊了纺织业界。

但不久后，缪汉根意识到，自己加入到了一场全

球竞争当中。在盛虹生产出 0.5dpf 纤维后，日本东

丽公司向盛虹发出挑战。2005 年，成立于 1926 年

的日本东丽公司打破了盛虹保持的“世界最细纤维”

纪录，其产品达到了 0.3dpf，并称，这是工业化纺

丝技术的上限，世界上不会有人突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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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中国商人

缪汉根决定和日本东丽公司竞争，他成立两队人马，一支设在盛虹集团

总部，另外一支设在欧洲研究中心。盛虹集团为了突破 0.3dpf 这一纪录，

投入了近 7 亿元进行测试，最终的结果是盛虹的产品达到了 0.15dpf，即 1

万米长的丝重量仅为 0.15 克—比东丽公司产品的细度降低了 50%。不

久后，盛虹立即投产 40 万吨熔体直纺超细纤维项目。“我们一直是边研

发、边工业化，一旦研发成功就能实现工业化，这个过程至少比别人缩短一

到两年。”缪汉根说。现在超细纤维年产量超过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

总产量。

“我还是有一点冒险精神的，一般一件事有六七成把握就会去做。”他

说。

缪汉根也曾抵御诱惑。2008 年，全球光伏产业遇冷，盛虹本想在这时

进入这一产业，但缪汉根在考察了七个月后认为，自己在各个产业环节都找

不到持续的竞争优势，由此放弃。也正是在 2009 年以后，缪汉根第一次有

了进入《财富》世界 500强的想法。

15平方公里的土地、四周钢铁焊接的

味道进入鼻腔、身边大约有 15 个烟囱冒出水蒸气—在

多数人眼里，这是一幅老工业时代的画面。这片工地上最

多时有 4 万人同时工作，相当于一个标准陆军集团军的人

数。

这里是连云港市下属徐圩新区。不远处，一艘来自中东的 5 万吨级运输

船停泊在港口，船上的甲醇等原材料将通过大约 5 公里长的管线运到储罐

中，此后虹港石化再根据计划生产出一种名为 PTA 的化工原料，接下来这

些固体原料将直接从内陆河南下，运往盛泽，从而生产出长丝等化纤品。我

的身边偶有卡车路过，一车车的化工原料将被装船，目的地就是盛泽镇的盛

虹化纤工厂。

2009年以后，盛虹从化纤产品继续走向上游—石油化工。

石油炼化产业的行业格局在外界看来艰深难懂。简单来说，原油可

以通过提炼，变成液化石油气、成品油（汽油、柴油、煤油等）和石脑

油（Naphtha）。而从石脑油中能够提炼出芳烃和乙烯。用芳烃可以

制备对二甲苯（化学名：PX），并由对二甲苯再加工生产出对苯二甲

酸（PTA）。由这些原料能够生产出最重要的纺织材

料—涤纶（包括长丝、短丝、工业丝）等等。

连云港本地人说，2009 年时徐圩是一片盐场，

由于碱性过重，土地上只能生长出一种名为盐蒿子的

低端植物。

对缪汉根而言，盛泽已经不可能承载其将企业做

到年收入 1,000 亿元的梦想。如果进入石化产业，大

片的工业土地和港口成为必需品。

2010 年左右，时任连云港市政协副主席的徐晔

宇去北京向全国工商联汇报工作，在得到全国政协副

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的支持后，开始组织企

业家去连云港考察，缪汉根就在其中。

在考察过后，缪汉根当时并未进行投资表态，只

说需要邀请北京专家再次来到连云港考察。

此话并非虚言。不久后缪汉根就和国家发改委一

行数人继续来到连云港。几天后，专家组代表施凤海

说，连云港有区位优势，而且投资环境好，建议盛虹

来此投资。缪汉根遂决定投资 300 亿元在徐圩新区

建设石化产业园。已经建成的虹港石化主要供应盛泽

的纺织原料，而斯尔邦生产高附加值的新材料，则正

面与巴斯夫等国际化工巨头竞争。

在 2012 年之后，中石油和中石化都放慢了资本

开支，让很多化工上游产品都持续供给紧张，而这些

化工原材料正是盛虹的化纤产品生产命脉。高昂的原

料成本压缩了下游化工企业的利润，而原料的紧缺又

卡住了这些企业的生产规律，大部分原料需要向周边

国家进口，因此往上游延拓，不仅能够控制住自己的

命脉，还可以攫取高收益率产品的市场份额。其次，

上下游整合确实能够带来很好的协同效应。

“不往上游走，始终做不大。”这成为缪汉根的

指导思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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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坚硬的国家石油保护系统终于被打开。中国

在 2015 年之前实行成品油特需经营，所有民营炼厂

所产的成品油都需要交给“三桶油”等国企批发，对

于成品油的严格管制，限制了民营炼化项目的生存空

间。

2015 年 2 月，国家发改委允许民营企业进口原

油。五个月后，山东利华、山东东明石化、辽宁盘锦

等北方民营地炼公司陆续获得原油进口资质，叠加原

油价格大幅下滑，当年的青岛港被满载原油的油轮停

满，邮轮排队入港，甚至出现压港现象。民营企业第

一次感觉到，它们可以贴近国家的“三桶油”开展竞

争。

也是在此时，由于斯尔邦和虹港石化两个项目获

得成功，连云港市政府找到缪汉根，问他是否愿意继

续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项目。缪汉根认为这是一个绝

佳的机会，只有建立炼化一体化，从石油到纺织的真

正上下游打通才能实现，他决定继续大干一场。

“国家允许，我们就干，干了再说。”缪汉根再

次强调自己没有什么野心，只是朴素地觉得这是一个

机会，如果企业要做大就必须抓住。

事实上，掌握原材料对化工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按照规划，盛虹正在建设中的 1,600 万吨 / 年炼油、

280 万吨 / 年芳烃、110 万吨 / 年乙烯及下游衍生物

的炼化一体化项目，配套 30 万吨原油码头、300 万

立方米仓储及公用工程岛等项目总投资约 677亿元。

这些产品都可以被下游盛虹聚酯产业链内部消

化，节省了销售费用。曾经对外依存度高达 60% 的

对二甲苯，需要从海外进口，包含运费、关税、港口

建设费。在内部自供后，不仅节省了上述费用，还省

去原有的采购成本。再加上的原油进口资质下放到民

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家实现贯通全产业链的意愿和

野心便更加坚定。

资本市场认为，民营企业因为成本、经营、股权的优势，聚酯巨头们

会通过昂首阔步的大额资本开支，快速向上游延伸，补齐对化工原料的短

板，通过一体化优势控制整个产业链。政策的放松，让这些企业得以解锁

上游各类原料供给约束，从而凭借规模效应带来的成本优势向产业链的各

个环节衍生，并在整合上游之后辗转碾压进入壁垒更低、资本要求更少的

石化下游子行业。

一般来说，缪汉根在每周二听完汇报后，大约 10 点会从盛泽的办公室

出发，奔赴连云港的盛虹石化产业园区。如果着急，他会去上海虹桥乘坐

私人飞机飞抵连云港，这样会节省三个小时的时间。

面对如此巨大的工程项目，缪汉根认为安全和质量远比进度重要。一个

细节是：工地上的打桩机施工队是一个个的小团体，而打桩和地基决定着

未来所有设备的安装问题。但由小团体组成的施工队打桩质量无法统一，

缪汉根觉得这样会出大问题。

他又用土办法来解决问题，要求在每个打桩机前必须安排盛虹自己的员

工为桩基拍照，并且上传到质量监管系统。盛虹的打桩管理者每天早上 4

点半起床，之后的 5 点 20 分左右会乘坐班车来到现场，用于会泳的话说：

“施工不停，人员不撤，人要一直钉在这个地方。”

即使这样，缪汉根依旧生活在巨大压力之中，但他没有把这种压力传导

给他的下属。

于会泳曾经是燕山石化炼油一厂厂长，现在他是盛虹炼化一体化项目的

负责人。他依旧清晰记得 2018 年 3 月与缪汉根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昆仑饭

店。之前于会泳曾经带有偏见地认为民营炼化不过是“赚快钱”的生意，

但在与缪汉根聊过之后，他发现并不是这样。“董事长是想做大事情的

人，不是为了钱，因为他已经不缺钱了。”他说。

于会泳加入盛虹后，并不知道前路凶险。这种凶险首先表现在国家对炼

化项目的项目审核和环境评估。就在他加入盛虹后的四个月后，盛虹炼化

的环境评估报告被退回，告知项目暂时搁置。

缪汉根知道当务之急是平复众人。他召集 15 位左右副总级别以上管理

者吃饭，席间话语朴素。“我们的项目没有问题，环评是时间问题。”实

际上，缪汉根此时心里并无绝对把握，事后他说：“当时心里想，如果真

要干不成，也是天意，我没有办法。”

此后，于会泳驻扎北京负责沟通。直到 2018 年 11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

召开主持民营企业座谈会，明确鼓励民企发展，一切才变得顺利许多。

按照于会泳的记忆，盛虹在 2019 年 9 月 17 日拿到了核准，12 月 12 日

拿到了批复，同月 14 日就举办了开工典礼。他说，省委书记、几位副省长

我还是有一点冒险精神的， 
一般一件事有六七成把握 
就会去做。”

缪汉根 • 盛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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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来了，地级市的一把手全来了。缪汉根和领导一起推杆启动工程。

“如果过了窗口期，一切就不可能了。”于会泳说，此项目特点是大

型化，单套 1,600 万吨炼化一体化产线世界排名并列第三名，另外，按照

规划，成品油只占炼化产能的 31%，化工产品占到 69%，并且柴油一滴不

出，只产附加值高的汽油和航空煤油。

几
杯红酒过后，缪汉根的话开始多了起来。当我们谈到想要

邀请他参加《财富》全球论坛时，他说希望能够参加到可

持续发展的环节。“毕竟这是对全人类有帮助的事。”

纺织服装是中国最早、也是最全面融入全球化的产业

之中，这让中国承接了全球最多的纺织加工制造业，而制

造、交通、城市生活是最重要的碳排放来源。中国政府早在 2005 年就确

定，到 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 40%至 45%。

在位于盛虹的国望高科再生纤维生产车间，米粒大小的塑料碎状切片，

通过全自动纺丝设备，进行拉丝并丝，加工成再生聚酯长丝，就可以供应

给下游的织造企业，做成各种面料和服装。

这些切片的上游是可能来自全球的矿泉水瓶。盛虹在 2020 年年底投产

的 6 万吨项目直接从瓶片纺丝。工程师王中明的个子不高，他解释了瓶片

纺丝的对环境的影响：“一个塑料瓶重量 20 克左右，5 万个塑料瓶可制成

1 吨再生纤维，6 万吨丝可以每年消化 30 亿个塑料瓶。”。对比而言，从

2010年至今，耐克公司生产的球衣已经使用了约 1.15亿个可再生聚酯瓶。

缪汉根没有掩饰自己对再生纤维的渴望。“过几年我们会发布让世界惊

讶的产品。”他说。

缪汉根的父亲缪金福是浙江绍兴人，早年的贫穷

让他逃荒来到苏州吴江盛虹村。解放后，缪金福当上

了国营工厂吴江印染厂的工人。缪汉根说父亲是一个

极其勤劳的人，每天都早早起床，下地干活，下班之

后回到家里还要种菜，方便去镇上买卖。

他还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缪汉根排行最小。

很小的时候，两个姐姐就到村上当起了工人，他记得

姐姐下班回家后身上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气味。他会问

姐姐是什么味道，姐姐说是车间蚕蛹蒸煮后的味道，

并说，一些老工人一辈子身上都有蚕蛹味，走到哪里

别人都知道你是丝工。

缪汉根自己偷偷跑到工厂去看蚕蛹蒸煮，更加深

刻地将这种味道留在脑海里。当时，他说自己只是

想，如果织布不用蚕丝，但布匹依旧像丝绸一样柔软

就好了。

如此看来，缪汉根童年的愿望早已实现。他实现

愿望的背后则是一个宏大时代下的中国叙事缩影：他

在改制之初利用被政府松绑后的企业制度优势，改造

国营工厂；他早期就有了“垄断”、“创新”这些思

想，并且朴素而严格地执行；他懂得拒绝诱惑，绝不

染指本来可以轻易进入的光伏产业，并且对金融和互

联网产品态度冷淡；他明白自己所知有限，并且坚持

量力而行。

大多数时候，这位苏南商人没有领导者的傲慢，

他并不急功近利，极少在周末打扰他的下属，不怎么

发脾气，性格中交织的柔软和冒险精神让缪汉根成为

了特立独行的企业家。

一位盛虹高管告诉我，董事长不喜欢别人评价他

的身家多寡，反感别人说他做企业只是想发财。但

一次酒局的最后，客人们起身依旧不解风情地用“恭

喜缪总又要赚大钱了”诸如此话敬酒时，缪汉根只是

摇头微笑，他什么也没有说。晚餐即将结束，夜幕落

下，缪汉根起身祝酒。他停顿了下，看了看所有人的

杯子：“多倒一点，我们都喝完吧。”语毕一饮而

尽。 财富

对于炼化来说，
国家允许，我们就做，
一切都是干了再说。”

缪汉根 • 盛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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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投资指南

从 2020 年 1 月到 11 月中旬，标准普尔 500 指数（S&P 500）无视 
新冠肺炎疫情、逻辑和地球引力，一路飞涨。如果美国社会克服了 
新冠肺炎（未来有望），投资者还会看到同样的涨幅吗？可能会， 
也不能不会。我们的内部金融专家和外部的专家团队一致认为， 
2021 年全球经济回归常态，可能出现的好股票和差股票，2020 年 
下跌最大的股票在 2021 年也许会带来巨大的收益。

如何从一个“正常”的世界获利

33《财富》（中文版）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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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建中投资
随着经济的恢复，这些公司和行业应该有所反弹，并且给予投资者再次上车的机会

作者：Anne Sraders, Jen Wieczner, Shawn Tully, Matt Heimer

2021 年，
这21只绩优股
最值得购买

在
2020 年众多让美国人夜不能寐的

危机当中，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

济“K 形复苏”理论显得格外引人

注目。在这个得到越来越多证据佐

证的假设中，长达一年的封锁、隔

离和不确定性让美国居家办公的管理层与依靠薪资度

日的一线员工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而且这两个

组别之间的财富状况就像 K 的上下两笔一样，处于

背道而驰的状态。

与此同时，股市亦经历了其自身的 K 形恢复，

只不过其结果并不尽如人意。由于诸多事件的发生

让我们比以往更加依赖于科技，例如从电子商务到

电话会议，FAAMG [Facebook、苹果（Apple）、

亚马逊（Amazon）、微软（Microsoft）和谷

歌（Google）] 五大科技巨头的股票从 2020 年年初

至今的回报率达到了 52.5%，而标准普尔 500 指数

里其他 495 只股票的回报率仅有 6.3%。这五家公司

的总市值目前达到了 7.2 万亿美元。如果你将所有的

资产组合都放到了一个典型的“市值加权型”标准普

尔 500 指数交易所交易基金（S&P 500 ETF）中，

你资产的 23%都将用于购买这五家公司的股票。

在感恩节到来前的数周里，有两款新冠疫苗传来

了好消息，后续可能还会涌现出更多的疫苗。尽管面

临着非常困难的寒冬，但很有可能这些救命股票将有助于全球经济在 2021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扭转局面，而且如果幸运的话，它还将终结 K 形恢

复，实现足够强劲、广泛的复苏。

就股票而言，这里存在的一线希望也让专业人士开始重新思考从哪里

下手才能够获得最大回报。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中，有

人认为，随着公司营收的恢复，其股价应该有更多的上行空间。Causeway 

Capital 的首席执行官萨拉·克特雷尔（Sarah Ketterer）说，在经济回归

常态之后，“一飞冲天的将是原材料、非必需消费品、金融和工业股。”

很多经理认为那些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的下跌速度超过美股的非美国

股票，也有望大幅上涨。Nuveen 的全球股票负责人赛拉·马利克（Saira 

Malik）称，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未来并非是 FAAMG 一枝独秀的局面，

“我并不认为我们在 2021 年的年末会说：‘这五只增长型股票才是你应该

拥有的一切。’”

在这些领域下注并不意味着就得放弃科技股。科技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

的核心作用是不容否认的。尽管如此，分析师预计，科技公司在 2021 年的

盈利增速要低于标准普尔 500 指数整体的盈利增速。另一个迹象表明，随

着全球经济回归健康，其他行业的股票亦有可能迎来一个加长版的牛市。

有鉴于此，我们挑选了六个门类的股票，它们有望在全球重建之际提供丰

厚的回报。

插图：MATT W. MO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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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含苹果和微软
** 不含亚马逊

*** 不含谷歌和 Facebook

SOURCE: BLOOMBERG
市值截至 2020 年 11 月 13 日

能源与基础设施股票

随着美国组建新的经济支柱，这类股票
将受益。

新
政府通常会给投资者一个加大基础

设施投资力度的希望，而且这类预

算有望得到两党的同时支持。总统

继任者乔·拜登（Joe Biden）在竞

选时祭出了两个尤为及时的基础设

施主题：一个呼吁对“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进行 2

万亿美元投资的气候计划，以及一个投资农村宽带建

设的 200 亿美元提案。然而，即便这笔资金未能在

陷入僵局的美国国会获得通过，我们仍然有理由去押

注那些打造上述未来经济支柱的企业。

很多投资者都将目光投向了可再生的电力资源。

尽管风能和太阳能仅占当今全球发电量的约 7%，国

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预计这个

数字到 2040 年将升至 40%。帮助管理安本标准全

球基础设施收益基金（Aberdeen Standard Global 

Infrastructure Income Fund）的高级投资组合经理

乔希·杜伊茨（Josh Duitz）说：“可再生能源领域

将迎来长达数十年的增长机遇，我们当前处于最初期

的阶段。”他是公用事业公司的粉丝，它们因为其高

派息额而被称之为“收益公司”，其中包括位于英

国的Atlantica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派息

额 5%）以及在美国和海外经营太阳能电板安装与风

力涡轮机的 Clearway Energy（派息额 4.6%）。

杜伊茨还十分钟爱美国最大的可再生能源设施公司

NextEra Energy。该公司计划于 2021 年在电池存

储的新前沿领域投资 10 亿美元。这项创新对可再生

能源成为主流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让人们在太阳落

山或无风情况下继续使用太阳能和风能。

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美国移动数据消费的年增

幅已经超过了 30%。由于工作和教育均开始依赖于

电话会议这种形式，因此我们在未来将迎来更多的

数据消费。这意味着电信公司有必要在未来继续完

善其 5G 网络，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在信号发射塔上安

置更多的天线。ClearBridge Investments 的高级投

资组合经理尼克·兰利（Nick Langley）解释说：

“其背后的原理在于，要求的带宽越高，离信号发射

塔的距离就得越近。”这一点对于像 Crown Castle

和 American Tower 这样的房地产投资信托来说

是个好消息。兰利预测这类企业的营收将呈现出长

达十年的高值个位数增长。杜伊茨推荐了西班牙的

Cellnex，随着越来越多的欧洲移动通讯公司将其信

号发射塔业务交给专业运营商，这家公司亦通过收购

来不断发展壮大。

医疗保健股票

有待于新冠肺炎疫情减少对医疗保健
系统的依赖。

新
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医疗保健危机，

对一些医疗保健公司造成了严重的

冲击。作为设备制造商和医院的一

个重要盈利点，择期手术需求出现

了放缓或骤停，而上了岁数的人尤

其会推迟各类医疗服务，以避免感染新冠病毒。但尽

管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挑战依然存在，鼓舞人心的潜

在疫苗进展也促使一些投资者加倍押注那些能够在回

归常态后受益的公司。

詹森投资管理公司（ J e n s e n  I n v e s t m e n t 

Management）的董事总经理兼投资组合经理埃

里克·舍恩斯坦（Eric Schoenstein）推荐史赛

克（Stryker），这是一家整形外科移植物、人工关

投资指南 • 2021 年股票

22.7%

15.2%

13.5%

各个行业占标准普尔 500 指数的市值比重

五大巨头的印迹……

Facebook、苹果、亚马逊、微软和谷歌（所谓的 FAAMG）
如今占到了标准普尔 500指数近四分之一的市值。

FAAMG 股票

信息技术 *

医疗保健

金融

工业

日用消费品

非必需消费品 **

通信服务 ***

公共事业

原材料

房地产

能源

10.2%

8.5%

7.7%

6.7%

5.4%

2.9%

2.6%

2.5%

2.1%

荐股

Atlantica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股票代码：AY，
股价：34美元）

Clearway 
Energy
（股票代码：CWEN，
股价：30美元）

NextEra Energy
（股票代码：NEE，
股价：78美元）

Crown Castle
（股票代码：CCI，
股价：165美元）

American Tower
（股票代码：AMT，
股价：239美元）

股价截至
2020年 1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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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S&P GLOBAL; 
市值截至 2020 年 11 月 13 日；市值加权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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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股票表现

在兴旺之年发展壮大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加深人们对远程办公、电子商务和家庭
娱乐的依赖度，FAAMG的股价一飞冲天。

“医保优势计划”（Medicare Advantage）领域的

印记，其 Optum 业务也将揽获更多的会员（其中包

括医保储蓄账户和支付处理）。公司股票的远期市

盈率为 22 倍，与标准普尔 500 指数的平均水平相

当，而且马利克认为，随着联合健康的业务模式回

归常态，以及其股价的攀升，公司可能会消除这一

鸿沟。

消费股票

封锁过后，一些零售商和直播节目将
东山再起。

在
新冠肺炎疫情迫使全国店面关闭之

后，零售向电子商务转变的漫长过

程得以加速推进。然而，如果新冠

疫苗的到来让更多的人回到实体

店，那些主营实体店的公司可能会

为投资者带来不俗的回报。对折扣零售商来说更是如

此，因为他们一直可以用“寻宝”体验以及在动荡经

济中备受欢迎的低价策略来取悦客户。Parnassus 的

基斯便是 Burlington Stores 的一名粉丝，这是美

国仅次于Ross Stores和TJX的第三大折扣零售商。

Burlington 的众多店面位于独立的大楼而不是大型

商场中，比一些实体店零售商受到的新冠肺炎疫情的

冲击要小，因此能够较早重新开业。新首席执行官迈

克尔·奥沙利文（Michael O'Sullivan）于 2019 年

从 Ross 来到了这家公司，正在投资用于供应链管理

的科技，以及有助于 Burlington 继续改善其运营利

润率的分析工具。

在当前这个时代，人们更喜欢外出而不是待在家

中，这可能对服饰巨头 VF 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该公

司旗下的组合企业包括户外品牌 Vans、北面（The 

North Face）和 Timberland。基斯称，投资电子

商务获得了回报，公司的销售额在最近几个季度有

所增长，而且公司在近些年剥离了像 Nautica 和

Reef 这样的老品牌，以精简其产品线。VF 最近以

21 亿美元收购备受青少年追捧的大热街头服饰品牌

Supreme，基斯认为该品牌有望成为公司增长的一

个潜在加速引擎。

高盛资产管理（G o l d m a n  S a c h s  A s s e t 

Management）的选股业务联席负责人凯蒂·科

克（Katie Koch）认为，在更加年轻的消费群体中，

节以及老龄人口所需其他科技产品的顶级制造商。史

赛克拥有舍恩斯坦所称的“先驱优势”，也就是其用

于髋关节和膝关节置换的机器人辅助手术平台。史赛

克几乎半数的业务都可以被划分为“择期手术”业

务，但由于这些手术不断涌现，分析师预测，该公司

在 2021 年的营收增幅将超过 13%。其股票当前的估

值略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择期手术的全面回归还将使 Teleflex 受益，其产

品包括众多在血管、尿路手术以及膀胱疾病治疗过程

中使用的器具。管理 Parnassus Mid Cap Fund基金

的洛里·基斯（Lori Keith）认为，正在迈入老年阶

段的婴儿潮一代对 Teleflex 设备有着长远需求。公司

股票并不便宜，其远期市盈率接近 30 倍，但分析师

认为Teleflex在 2021年的营收增幅将达到 13.5%。

险企巨头联合健康集团（U n i t e d H e a l t h 

Group）顺利地挺过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在

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其利润因为择期手术的下降甚

至有所上升，让公司能够向客户提供一些返利。然

而，Nuveen 的塞拉·马利克将选举后风险的缺失

称之为保险企业“最大的利好因素”：有鉴于下一

届美国国会有望出现势均力敌的显著分歧，“全民

医保”（Medicare for All）计划很难实现。马利

克预计联合健康将以最快的速度在五年内扩大其在

60%

40%

20%

0

-20%

-40%

2020 年 11 月 13 日
52.5%

6.3%

FAAMG 股票总回报

标准普尔 500 指数总回报，
不含 FAAMG

荐股

Cellnex
（股票代码：MC: 
CLNX，股价：61美元）

史赛克
（股票代码：SYK，
股价：236美元）

Teleflex
（股票代码：TFX，
股价：375美元）

联合健康集团
（股票代码：UNH，
股价：357美元）

Burlington Stores
（股票代码：BURL，
股价：231美元）

VF
（股票代码：VFC，
股价：82美元）

股价截至
2020年 1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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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行业由负转正， 

因此其每股收益增幅无法体现。 

SOURCE： S&P DOW JONE INDICES

弥补错过的时间

分析师预计，随着经济恢复快速增长，2021年几乎各行各业普遍都会出现利润的大幅增长。

像音乐会和旅游这类体验要比零售更为重要，而且一旦疫苗出现之后，专

业从事此类体验的企业可能会因为猛增的需求而蓬勃发展。这对于 Live 

Nation 来说可谓是天大的好消息，该公司是音乐会和相关活动的巨头企

业，旗下子公司包括 Ticketmaster 等。Live Nation 的营收在过去 12 个月

中下滑了近 60%，而且由于现场活动不知何时才可以全面恢复，华尔街预

计公司的营收在 2021 年依然会在低位徘徊。然而科克指出，公司所拥有

的“资产负债实力能够让公司度过继续拖延的经济关停。”对因为新冠肺

炎疫情而关闭的活动，超过 80% 的 Live Nation 的客户选择持有其门票，

而不是退款。对科克来说，“这个有力的数据点证明，人们对这类活动

异常喜爱。”

银行股票

新冠肺炎疫情赶走了投资者，但“四大”中的很多银行
依然斩获了稳定的利润。

就
经济健康度的形象代言人而言，没有哪一组企业可以比四

大金融巨头—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美国银

行（Bank of America）、富国银行（Wells Fargo）和花

旗集团（Citigroup）—更加适合这一角色。到目前为

止，市场回归基本上都与四大无缘。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以来，尽管标准普尔指数增长了 10%，但四大平均下跌了 22%。然而，这

一现象也让其股票变得异常便宜，一旦其利润反弹，投资者可能会收获巨

大的回报。

这里存在多个对银行有利的因素。不断改善的经济将逐渐抬升利率，推

高“净利息收益”，也就是银行收取的家庭和信用卡

贷款利息与支付的存款利息之差。四大在接管受到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贷款之后依然公布了稳定的营收。

这一点部分归功于一项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从 2020

年 1月到 9月，四大共计为不良信贷认列了 620亿美

元的拨备，覆盖了其预计的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引发

的所有损失。专业研究公司 Portales Partners 的负

责人查尔斯·皮博迪（Charles Peabody）称，好消

息在于：“除非美国再次经历深度萧条，亏损应该维

持在一个大幅降低的水平。”

美国银行从上行经济中获益的可能性尤为突出，

因为公司更多地专注于消费者而不是投行或贸易。

在第三季度，不断下滑的利率让美国银行的净利息

收益减少了 21 亿美元，降幅达到了 17%，但该银行

依然报出了 49 亿美元的利润。该行认为，10 年期

国债收益率每上涨一个百分点，其税前收益就会增

长 33.4 亿美元。皮博迪认为，美国银行侧重消费者

的业务组合将成为经济恢复的超级受益者。他说，受

信用卡和抵押贷款需求的刺激，“此次反弹更多的是

在于消费，而不是华尔街金融业”。美国银行相对

于 2019 年利润的市盈率仅有 8，其股价比摩根大通

还便宜。

富国银行倒是有一定的风险。银行一直受累于

与监管方打击其不道德销售行为有关的成本，而且

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已经对其业务增长实施

投资指南 • 2021 年股票

按照标准普尔 500 指数的企业行业分类，2020 年至 2021 年的每股经营收益预测增幅

标准普尔 500 指数的
所有企业行业分类
37.9%

工业

非必需消费品

原材料

医疗保健

通信服务

信息技术

金融

公共事业

日用消费品

100.7%

-8.5%

56.0%

40.5%

29.6%

28.5%

24.3%

23.1%

10.5%

4.1%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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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TSA（7 日平均数量）

3月 5月 9月7月 11月

2020 年 11 月 22 日
879,609

持有规律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病例的再次激增，美国航空旅行在
经历了 2020年夏秋两季的部分恢复之后趋于平稳。

投资策略师比尔·卡拉汉（Bill Callahan）说：“航

空公司省钱的方式有很多种，但它们无法在飞机维修

方面省钱。”只要飞机起飞之后，零部件就会出现磨

损，维修飞机要比购买全新的飞机便宜很多，而且航

空公司现在也没有钱购买新飞机。卡拉汉在谈到像位

于克利夫兰（Cleveland）的 TransDigm 以及位于

康涅狄格州斯坦福（Stamford）的 Hexcel 这类制造

商时说，“它们对波音（Boeing）的痛苦可谓是感同

身受。”TransDigm 生产从驾驶舱到厕所等各类飞

机部件，而 Hexcel 则专业生产飞机碳纤维。尽管这

两家公司的股价最近均出现了飙升，但依然远低于其

在新冠肺炎疫情前的水平。Hexcel 的股价较其 2019

年的峰值下跌了近 40%。

卡拉汉建议，对那些愿意尽早押注航空公司股

票的投资者来说，不妨考虑那些专注于美国市场的

企业：“国际差旅受到影响的期限将长于本土差

旅。”相对于其他美国大型航空公司，专注于美国

本土的美国西南航空（Southwest Airlines）在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较为顺利地通过了考验，而且利用

了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差旅萧条，于 2021 年中期之

前在其航线中新增了 10 个机场。Commonwealth 

Financial Network 的投资组合管理负责人彼得·埃

塞勒（Peter Essele）认为，从长远来看，捷蓝航

空（JetBlue）在卓越客户体验方面的声誉将为其提

供相对于传统航空公司的优势，而且会在新冠肺炎疫

情之后持续很长的时间。不过买家需要注意的是：即

便是最有实力的航空公司，在 2021 年也将面临众多

的湍流。

国际股票

将目光投向海外的投资者寻找的是实力
公司的特价股。

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公司的股

价高于国际公司的股价，这得益于

美国本土优势：这些公司得到了美

联储刺激计划的支撑，同时也受益

于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

高盛的科克说，当新冠肺炎最终消散时，“我认为

美股在市场上一枝独秀的出色表现将不复往昔”，

因为投资者对非美国企业的信心将得到提升。另一

个令投资者对亚洲和欧洲的股票信心大增的因素在

了严格的限令。富国银行的股价从其 2018 年的峰

值水平下跌了 60%。然而，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沙

夫（Charles Scharf）在削减成本上一直颇有建树。

与美国银行一样，富国银行主营消费业务，2019 年

发放的抵押贷款数额在四大中居于首位。有鉴于此，

它有望成为利率上升期间的大赢家。

航空与航天股票

忧心忡忡的乘客与限飞令也无法阻止
其股价的上涨。

2020 年 11 月振奋人心的疫苗数据让航空

公司的股价从低点一飞冲天，然而投资

者担心其股价在近期内难以企及新高。

尽管注射了新冠肺炎疫苗的商务差旅人

士会更放心地搭乘航班，但只要能够通

过Zoom来沟通，他们依然不大愿意乘飞机参加工作

会议。同时，飞机在没有满客的情况下执飞也没有利

润可言。

那些希望从航空旅行恢复中大赚一笔的投资者，

转而进一步将目光投向了供应链，也就是那些制造

和维修飞机零部件的公司。施罗德（Schroders）的

美国机场检票点核查的乘客数量
250 万

20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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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0

225 万

2019 年日乘客量

2020 年日乘客量

荐股

Live Nation
（股票代码：LYV，
股价：68美元）

美国银行
（股票代码：BAC，
股价：28美元）

富国银行
（股票代码：WFC，
股价：25美元）

TransDigm
（股票代码：TDG，
股价：574美元）

Hexcel
（股票代码：HXL，
股价：50美元）

美国西南航空
（股票代码：LUV，
股价：46美元）

股价截至
2020年 1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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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贸易问题上，拜登政府将不再像其前任那样

肆意为之。

Nuveen 的马利克认为有一只股票将持续上扬，

它就是全球最大的代工芯片生产商台积电（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该公司

制作的芯片对全球 5G 网络的构建至关重要。马利克

称，半导体巨头英特尔（Intel）最近遭遇的生产问

题“必然将间接造福台积电，如果不是直接的话”，

因为英特尔有可能将更多的自有芯片业务外包给台积

电。然而，台积电的股价依然停留在合理区间，其远

期市盈率大约为 23倍。

詹森投资管理公司的舍恩斯坦看好跨国美容和食

品巨头联合利华（Unilever），该公司当前正在合

并其伦敦总部的业务。联合利华旗下品牌包括多芬香

皂（Dove）、立顿茶叶（Lipton）、Breyers 冰淇淋

和凡士林（Vaseline），远销 190 个国家，其中国和

北美业务最近成为了亮点。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消

费者的大量采购，联合利华与其他消费品巨头一样过

得十分坦然。如果消费者成为其忠实客户，其股价还

有上升空间，其远期市盈率为温和的 21 倍，而美国

日用消费品行业的平均市盈率水平接近 26倍。

联合利华的一些产品可能会通过加拿大国家铁

路公司（Canadian National Railway）送到客

户手中，这是一条货运专用铁路，连接着美国和加

拿大，并纵贯大西洋、太平洋和墨西哥湾（Gulf of 

Mexico）的主要港口。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运输的

货物种类十分广泛，包括原油、金属、矿物和木材产

品，而且其消费品运输业务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好转

出现了尤为明显的恢复。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一直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致力于改善其铁路网络。舍恩斯坦

称，这些投资的效率以及相对较低的燃油价格，将让

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在其他经济型列车开始再次提速

时有更好的表现。 财富

译者：Ms

谨慎行事的时代

尽管没有人能够预测 2020 年
的混乱局面，但《财富》杂志

的作者雷伊·马沙耶希（Rey 
Mashayekhi）和安妮·斯拉德

斯（Anne Sraders）确实曾经预测

2020 年将是一个充满了增长不确

定性和政治冲突的年份。他们在

“黄灯资产组合中”选择的 27 只
股票和交易所交易基金，看重的

是谨慎、有韧劲的公司，这些

股票和基金在接下来一年中的

表现超过了标准普尔 500 指数，

其涵盖派息的中值回报率达到了

20.6%，而大盘为 19.5%。以下

是其中的一些亮点。

《财富》杂志

的选股之道
电气化

安全购物

不管你对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有什么看法，

不可否认，特斯拉（Tesla）
在 2020 年可谓是炙手可热。

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解决了

其产能问题，为了盈利而

努力打拼，并在标准普尔

500指数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自我们选择之后，股票回报

率达到了 505%，也让其

成为了到目前为止表现

最好的股票。相关领域的

另一位胜者则属于日本

电动汽车电机制造商日本

电产集团（Nidec，增长了

51%）。

新冠肺炎疫情给零售商带来

了巨大的压力，但也为那些

及时调整的零售商带来了回

报。塔吉特（Target）增添了

我们所选的科技股包括 Alphabet
和微软，这两家公司在过去几年

一直都顺风顺水。然而，

我们表现最优异的科技股则来自

于一家鲜为人知的芯片企业。

Synopsys（其软件得到了半导

体设计专家的采用）的股票和

荷兰芯片元件制造商阿斯麦

（ASML）的回报率分别达到了

63% 和 61%。随着全球数字硬件

需求的增长，每一只股票

（连同其行业）都出现了大幅

上扬。

人手，保证了开业店面的干净

整洁，并借此赢得了本属于竞争

对手的市场份额。与此同时，

居家办公潮则提振了家得宝

（Home Depot）的业绩。在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人们对居住房屋

进行翻修改造，并且购买了

更昂贵的家居用品，以充分打造

居家办公的好环境。

用芯片换钱

我们的投资组合涵盖五只

“孤注一掷”的股票，也就是

那些有着较高风险的公司。

特斯拉和日本电产集团大获

成功。由于奢侈品牌受到了

新冠肺炎疫情的毁灭性打击，

英国零售商博柏利（Burberry）
失败了（下滑 19%）。过去

丑闻的败露给富国银行造成了

巨大的冲击（下滑 52%），

不过我们的团队认为，这家

备受摧残的银行即将迎来更好的

发展时期。

无法全胜

荐股

捷蓝航空
（股票代码：JBLU，
股价：15美元）

台积电
（股票代码：TSM，
股价：99美元）

联合利华
（股票代码：UL，
股价：61美元）

加拿大国家铁路
（股票代码：CNI，
股价：109美元）

股价截至
2020年 1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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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未来

每一家成功的企业都起源于一个想象力，而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则是那些 

不断通过发挥想象力来重塑自身潜力的公司—即使这种重塑意味着彻底的 

战略转型。持续关注未来的企业通常能够给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三年前， 

 《财富》杂志与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合作，开始编制未来 50 强排行榜 

  （Future 50），通过分析数十项因素找到那些最具长期成长潜力的公司。 

我们每年挑选出的企业都轻松跑赢了大市。下面来看一看 2020 年的榜单。

未来的增长冠军

   作者：

Danielle Abril, Maria Aspan,  巴益明（Eamon Barrett）, Kristen Bellstrom, Lee Clifford, Scott DeCarlo, 
Katherine Dunn, Naomi Xu Elegant,  方绘香（Erika Fry）, Robert Hackett, Matt Heimer, Jeremy Kahn,   
柯问思（Beth Kowitt）,  乐文澜（Michal Lev-Ram）, Grady McGregor,  柳仕鲁（Andrew Nusca）, 
Brian O’Keefe, Aaron Pressman, Nicolas Rapp, Lucinda Shen,  王波非（Phil Wahba）, 
Jen Wieczner, Claire Zillman

全球未来  5 0 强 • 前言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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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稳时期，坚持成熟的战略具有一定的合理

性，因为对成功企业而言，当前表现良好的产品

和模式在未来很可能延续良好的表现。但是，在

动荡时期，适应新情况和业务转型就成为企业面

临的核心挑战，企业必须具备弹性。

2020 年发生的诸多事件提醒我们，企业面临的挑战可能迅速变化。当

第一波新冠肺炎疫情横扫全球的时候，企业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维持运营、

如何生存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领导者又

把注意力转回到了后疫情时代如何才能取得成功、如何重建业务等长远问

题上。

其实，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变化因素和不确定因素也是增多

的。这正是波士顿咨询公司（BCG）与《财富》杂志在三年前合作编制未

来 50强排行榜（Future 50）的原因。我们希望找到那些最有能力持续调整

自身业务、维持长期发展的公司。我们将这种能力称为企业的“活力”。

过去一年的事实表明，有活力的企业不仅能够度过逆境，还可以利用逆境

打造竞争优势。

成熟的评选方法

本次发布的第四版年度未来 50 强榜单评估了大型上市公司的长期发展前

景，确定公司的榜单排名。传统业务衡量指标通常只展示过去的情况，而

未来 50强榜单具有前瞻性，可以作为传统指标的补充。

基于市场的“自上而下”式的企业潜力评估和“自下而上”式的企业成

长能力分析是本榜单的两大支点。在“自下而上”式的分析工作中，我们

跨越战略、技术和投资、人、架构等四个维度，对众多关于长期发展驱动

因素的理论进行了量化和检验。我们利用机器学习技术选择长期成长的影

响因素，根据经验判断这些因素对长期成长的贡献，在此基础上确定各自

权重。

我们的分析利用了广泛的金融和非金融数据。例如，我们将每家公司专

利组合的增长情况和数量作为衡量技术优势的一项指标进行评估。此外，

我们还对每家公司的年度报告进行了自然语言处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定义

了战略方向的衡量指标，包括长期业务重点、追求财务收益以外的其他目

标的倾向等。

和以前一样，我们剔除了营运现金流持续为负值的企业。营运现金流持

续为负值意味着企业很容易出现业务中断。鉴于某些公司的不确定因素（例

如声誉风险、业务方向调整）有所上升，我们还对排名进行了分层处理。

活力是一种长期能力，因此未必能够立刻体现在业绩上。比如说，某些

公司很有活力，但却难以应对新冠肺炎带来的危机，因为这种危机所带来

的挑战具有短期性。尽管如此，在动荡的 2020 年，未来 50 强企业的表现

远远好于市场平均水平—我们在 2019 年选出的 50 家公司自公布之后

在逆境中建立优势
最具“活力”的企业即使在危机中也可以茁壮成长。在第四版全球未来 50 强排行榜中，我们利用一套成熟
评选方法来确定未来几年最有机会实现成长的全球性企业。    

作者：Martin Reeves, Kevin Whitaker

SOURCES: BLOOMBERG; S&P GLOBAL*  等权重

2019 年未来 50 强企业自公布以来
的股东总回报

在混乱中成长

2019年的未来 50强企业涨幅是标准
普尔 500指数（S&P 500）的三倍，
同时也跑赢了以科技股为主的
纳斯达克指数（Nasdaq）。

2020 年 11 月 20 日
71.4%

2019年未来 50强指数 *

标准普尔 500 指数

纳斯达克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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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累计股东回报率为 71%，而 MSCI 世界股票指数（MSCI World stock 

index）的累计股东回报率仅为 18%。这表明，活力是企业在顺境和逆境中

持续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通向未来的窗口

未来 50 强排名的汇总图展示了哪些行业和地区最有可能出现具有活力的公

司，哪些趋势发生了变化。

科技行业在榜单中占据最大分量。超过半数的未来 50 强公司来自 IT、

通信和电子商务行业。但是，科技行业的分化也很明显。一方面，数字化

转型、网上购物等趋势有明显的加速迹象：前 10强中有 7家公司是B2B软

件企业，包括排名第一位的 ServiceNow，同时，有多家跨地区经营的电子

商务公司进入了 2020年的榜单。另一方面，许多致力于利用数字技术促成

线下活动的公司（例如旅游平台、现场活动平台）跌出了榜单。

此外，医疗保健企业在榜单中所占的比例明显上升，从 2019 年的 12%

升至 2020 年的 22%。新冠肺炎疫情期间，ICU 设备、药物开发等领域的

需求有所增加。榜单中的某些医疗保健企业是这一趋势的直接受益者。其

他同类企业则因为选择性手术的推迟而在短期内遭受了一定的损失，但从

长期来看仍然具有很大的潜力，尤其是考虑到全球消费者的健康意识在未

来可能进一步上升。

从榜单中可以看出，北美和大中华区是全球经济的两极，因为榜单中

80% 的企业来自这两个地区。这也符合近年来的企业成长规律。与 2019

年的榜单相比，北美企业所占比例略有上升（从 56% 升至 58%），而中国

企业所占比例则有所下滑（从 32% 降至 24%）。但是，通过更深入的分析

可以发现，这种差异可能是由特定公司和行业（房地产、高端白酒等）的动

态发展变化导致的。如果将榜单的企业数量扩大到 200 家，中国和美国公

司的相对比例与 2019年大体相同。

本次发布的未来 50 强排行榜再度表明，多元化是企业长期取得成功的

一个关键因素。从公开信息源中很难找到多元化数据，但媒体上一直有关

于性别多元化的报道。尽管远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但富有活力

的企业拥有更加多元化的管理团队（其中至少有一名女性）。在未来 50 强

企业中，女性占领导成员比例达到或超过 1/4的企业占到一半，而在普通企

业中，女性占领导成员比例达到或超过 1/4 的企业仅占 24%。我们的分析

还表明，整体人员结构呈现性别多元化的企业更有可能实现成长。

最后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所有行业、所有地区都存在富有活力的企业，

尽管某些行业和地区表现更佳。榜单中的企业分布在五大洲，不仅包括科

技巨头，也包括教育、餐饮、建材行业的公司。换句话说，每个地方的企

业都可能具备活力—即使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富有远见、能力卓著的企

业将迎来发展机遇。

管理团队中女性所占比例

行业分布

SOURCES: S&P GLOBAL; BCG HENDERSON INSTITUTE

美国
27家公司

大中华区
12家公司

西欧
4家公司

亚洲发达国家
4家公司

加拿大
2家公司

阿根廷
1家公司

信息技术
19家公司通信服务

6家公司

日用消费品
1家公司

工业
4家公司

金融
1家公司

非必需消费品
8家公司

医疗保健
11家公司

地区分布

未来 50强榜单（按公司数量划分）

2020年的榜单上，有超过半数的
公司来自科技相关行业。

22%

15%

未来 50 强 

所有其他公司

作者马丁·里夫斯（Martin Reeves）是管理咨询企业波士顿咨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也是 BCG
亨德森研究所（Henderson Institute）的主席。凯文·惠特克（Kevin Whitaker）是 BCG 亨德森
研究所的战略分析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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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的未来 50 强企业涨幅是标准普尔 500 指数（S&P 500）的三倍，同时也跑赢了以科技股为主的
纳斯达克指数（Nasdaq）。

全球未来  5 0 强 • 榜单

在混乱中成长

全球未来
50 强
（按行业划分）

通信服务
非必需消费品
日用消费品
金融

医疗保健
工业
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活力得分：3.4

1

DexCom 8

2.8

Square9

2.8

Salesforce 25

2.0

爱齐科技
(Align 
Technology)

26

2.0

PayPal  34

1.8

达索系统
(Dassault 
Systèmes)

35

1.7

Copart43

1.5

Intuitive 
Surgical44

1.5

MercadoLibre7

2.9

拼多多24

2.0

Naver 33

1.8

江苏恒瑞
医药42

1.5

Adyen6

3.1

推特
(Twitter)23

2.1

Palo Alto 
Networks 32

1.8

Ansys 41

1.6

Facebook50

1.5

Splunk5

3.2

英伟达
(Nvidia)22

2.1

阿斯麦
(ASML 
Holding)

31

1.8

阿里巴巴
集团40

1.6

Celltrion49

1.9

Workday4

3.3

迈瑞医疗21

2.1

欧特克
(Autodesk)30

1.8

Inter-
continental 
Exchange

39

1.6

Match Group48

1.3

Atlassian3

3.3

Lululemon 
Athletica20

2.1

Adobe29

1.8

VMware38

1.7

Illumina47

1.4

Veeva 
Systems2

3.3

小米19

2.1

佛山海天
调味食品28

1.9

亚马逊
(Amazon)37

1.7

Fastenal 46

1.4

特斯拉
(Tesla)18

2.2

CoStar Group27

1.9

M336

1.7

腾讯45

1.4

ServiceNow

立讯精密17

2.3

宁德时代15

2.3

海底捞14

2.5

Shopify13

2.5

药明康德12

2.6

好未来11

2.8

Spotify  10

2.8

Vertex 
Pharma-
ceuticals

16

2.3

医疗保健 通信服务 信息技术 日用消费品 非日用消费品 工业

非日用消费品 工业 医疗保健 通信服务

信息技术 非日用消费品 非日用消费品 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 医疗保健

信息技术 医疗保健 医疗保健 信息技术 金融 通信服务

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 非日用消费品 医疗保健

信息技术 非日用消费品 通信服务 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 通信服务

非日用消费品 工业 非日用消费品 通信服务 医疗保健

医疗保健 医疗保健 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 工业

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 医疗保健 信息技术 医疗保健

Celltrion和

Facebook在此处

的排名低于它们

在活力得分上的

排名，因为这

两家公司均面临

特殊情况，存在

较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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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第 39位    美国（股票代码：

ICE，股价：101美元）

I n t e r c o n t i n e n t a l 

Exchange（ICE）是纽约

证券交易所（N e w  Yo r k 

Stock Exchange）的母公

司，经营一系列受监管的

金融市场，交易内容涵盖

农产品、信用衍生品等各

个门类。2020 年 2 月，

ICE 向线上零售商 eBay 发

出收购要约，出价达到惊

人的 300 多亿美元。但

是，两家公司的股价随

后均出现下跌，表明投

资者对 ICE 的行动持怀疑

态度。因此，ICE 迅速放

弃了这桩交易。ICE 的股

价在过去五年几乎翻了

一番。

腾讯
第45位    中国（股票代码：

HK: 700，股价：76美元）

腾讯在中国游戏市场居

于统治地位。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的封城措施促使游

戏市场的规模进一步扩

大。腾讯旗下的超级通讯

工具—微信拥有 12 亿

用户。腾讯的各项业务组

成了中国最大的线上社

区。得益于游戏市场的发

展，2020 年第三季度，

腾讯的营收增长了 29%。

但是，2020 年 11 月，中

国政府发布了旨在防范科

技巨头垄断行为的新规

定。这使得腾讯近年来持

续处于高位的股价有所

回落。

Naver
2020年排名：第 33位

韩国（股票代码：KS: 
035420，股价：252美元）

Naver 拥有韩国最大的

搜索引擎，近年来开始从

事金融科技、云存储、

数字漫画等快速发展的

领域（旗下卡通平台每

月用户约 7,0 0 0 万）。

这一转型使公司在最近

一个季度的运营收入增

长了 24 %。公司目前正

在将通讯应用业务与软

银（SoftBank）旗下的 Z 

Holdings[ 前身是雅虎日

本（Yahoo Japan）] 进行

合并。相关交易预计将于

2021 年完成。

亚马逊（Amazon）
第 37位    美国（股票代码：

AMZN，股价：3,099美元）

亚马逊是电子商务和云

存储领域的巨头，是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人们消费习

惯变化的最大受益者之

一。人们在疫情期间不再

前往商店购物，转而把更

多的钱花在网购上。因

此，2020 年前 9 个月，

亚马逊的销售额上涨了

35%，升至超过 2,600 亿

美元。公司拥有市场领

先的云计算业务 Amazon 

W e b  S e r v i c e 。作为

Netflix、Zoom 等众多服

务的托管平台，Amazon 

Web Service 在 2020 年取

得了长足发展。

阿里巴巴
第40位    中国（股票代码：BABA，股价：271美元）

阿里巴巴在中国庞大的电商市场一直占据着

很大的份额，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

时期。这家电商巨头仍然有成长的空间。直播

带货（品牌代表面向观众进行直播，观众可以

购买视频中推荐的商品）是阿里巴巴应对疫情

策略的关键。阿里巴巴在 2020 年 2 月取消了

新商家入驻直播平台（淘宝直播）的服务费，

当月入驻新商家数量比前一个月增加了 719%。
2020 年 4 月，阿里巴巴宣布未来三年将在云计算

基础设施方面投资 280 亿美元。这清楚地表明，

公司未来将重点实施全球扩张。

重击传统零售业
阿里巴巴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杭州新建了一家
 “智能工厂”。这家工厂的工人正在服装生产线上
工作，身旁的箱子上写着“合格品”、 “不合格品”。

大型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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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eva Systems 
第 2位    美国（股票代码：

VEEV，股价：274美元）

Veeva 针对生命科学领

域推出的产品有助于医疗

行业企业管理临床试验、

监管意见书编制、销售等

数据密集型活动。现在，

行业终于迎来了云计算革

命。Veeva 的客户包括辉

瑞（Pfizer）、葛兰素史

克（GSK）、Moderna 等

顶尖生物制药公司。公司

市值 410 亿美元，销售额

过去三年年均增速高达

26%。

DexCom 
第 8位    美国（股票代码：

DXCM，股价：316美元）

DexCom 公司生产的医

疗设备能够定期跟踪用户

的血糖水平，并将血糖读

数发送到智能手机上。

这项名为“连续血糖监

测”（C G M）的技术为

长期以来必须通过指尖针

刺来检测血糖的糖尿病患

者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2019 年，设备销售业务

使 DexCom 的收入增长

了 43%。此外，公司在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还开发了

一个新的市场—医护

人员正在利用 DexCom 的

设备对新冠肺炎患者的血

糖水平进行远程监测。

DexCom 的股价在过去五

年上涨了 266%。

全球未来  5 0 强 • 榜单

药明康德
第 12位    中国（股票代码：SS: 603259，股价：17美元）

药明康德的总部位于上

海，致力于帮助全球各地

的制药企业探索、研发、

制造小分子药物，开发细

胞疗法和基因疗法。该公

司为世界顶级的制药企业

提供服务，是医药外包行

业的领军者，一直处于高

速发展的状态。全世界都

在盼望制药行业能够开发

出抗击新冠病毒的疗法和

疫苗。药明康德在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方面发挥了一

定的作用。该公司加入了

一个全球慈善联盟，目的

是针对疫情开发新型抗病

毒疗法。

迈瑞医疗
第 21 位    中国（股票代码：SZ: 300760，股价：53美元）

迈瑞目前是中国最大

的医疗设备公司，市值

是同行业第二大公司的

三倍。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全球各地对呼吸机

的需求剧增。为满足国

内需求（疫情最先在武汉

爆发）乃至全世界的需

求（疫情已经在全球蔓延

开来），迈瑞扩大了呼

吸机的生产规模。相应

地，公司的销售额也直

线上升。目前，新冠肺

炎疫情在中国已经基本

得到控制，但迈瑞仍然

会从国内市场接到新的

订单，因为政府实施了

旨在升级全国 ICU 设备的

一揽子计划，金额高达

66 亿美元。

爱齐科技（Align Technology）
第 26位    美国（股票代码：ALGN，股价：446美元）

作为医疗设备制造商，爱齐科技在新冠肺炎疫

情初期颇受打击，因为全球各国的牙医诊所被迫

临时关闭。但从 2020 年年初到 10 月，公司的 3D

扫描仪（供牙医使用）以及热门产品隐适美隐形

塑料牙齿矫正器的销量均创历史新高。2020 年

第三季度，公司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21%。凭借

隐适美（Invisalign）品牌，爱齐科技长期以来一

直雄霸隐形牙套市场。受隐适美的冲击，传统金

属牙托的霸主地位日益动摇。为对抗竞争厂家，

爱齐科技已经邀请少年明星担任代言人，例如

TikTok（抖音海外版）的网红大咖查利·达梅利

奥（Charli D'Amelio）、演员马尔赛·马丁（Marsai 

Martin）。

Vertex Pharmaceuticals
第 16位    美国（股票代码：VRTX，股价：215美元）

2019 年秋，Vertex 面向囊性纤维化患者推出了最新

研发的突破性药物 Trikafta。该药物可以治疗 90% 的

重度进行性疾病患者，在美国已经被用于治疗

数千名患者，并于近期获得了欧盟（EU）的批准。

Vertex 的销售额在 2019 年达到了 42 亿美元，

过去三年的年均增速为 35%。但是，由于 Vertex 早前

宣布放弃研发某款处于二期临床试验阶段的新药，

致使公司股价在 2020 年 10 月暴跌 23%。

全管道设备
Vertex 位于波士顿的一家制造厂。

健康与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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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mina
第47位    美国（股票代码：

ILMN，股价：301美元）

2 0 2 0 年第三季度，

Illumina 的收入和净收入

均呈现同比下滑的趋势。

但是，由于公司在快速成

长的基因测序市场居于统

治地位，投资者有充分理

由看好这家公司。公司的

新冠病毒快速检测方案在

2020 年 7 月获得紧急使

用授权。Illumina 认为，

基因测序技术将在新冠病

毒的跟踪活动中发挥重要

作用。举例来说，澳大利

亚首个全国新冠跟踪系统

就是为了对该国的所有阳

性人群的病毒基因组进行

测序。在 2020 年第三季

度的业绩电话会议上，首

席执行官佛朗西斯·德苏

扎（Francis deSouza）宣

称，公司“正在将基因组

技术纳入无创产前护理、

肿瘤治疗方案选择和基因

疾病诊断标准中”。由于

Illumina 宣布斥资 80 亿美

元回购之前分拆出去的癌

症血液检测产品制造企业

Grail，2020年 9月，公司

股价出现下挫。但是，德

苏扎表示，他相信Grail将

“催生出一个早期癌症检

测的新时代，大幅提升癌

症患者的生存能力，并使

基因组学技术的应用达到

前所未有的规模”。

M3
第 36位    日本（股票代码：

T: 2413，股价：79美元）

M3 是一家由索尼公司

（Sony）支持的线上医疗

保健机构。“M 3”表示

“医学（Medicine）、媒体

（Media）、脱变（Meta-

morphosis）”。M3 旗下

数十家子公司为众多制药

企业和 580 万名医生提供

服务，业务涵盖营销解决

方案、人工智能诊断等。

过去三年，M3 的年均股东

回报率为 60%。

江苏恒瑞医药
第42位    中国（股票代码：SS: 600276，
股价：13美元）

江苏恒瑞医药是中国最大的制药企业，也

是抗癌药物和手术麻醉用药领域的领军者。

2020 年前 9 个月，公司的利润增长了 14%，

收入增长了 15%。恒瑞近年来成功开发了免

疫疗法用药、长效胰岛素等药物。中国政府

正在努力控制仿制药的价格。但是，作为国

内新药研发领域的开拓者，相比同行业的其

他厂商，恒瑞医药受此影响较小。公司股价

在过去五年上涨了约 350%。

Intuitive Surgical
第44位    美国（股票代码：

ISRG，股价：731美元）

Intuitive Surgical 发明了

具有创新意义的达芬奇

手术系统。该系统利用

机器人实施微创手术。

Intuitive Surgical 目前

处于医疗保健领域的

前沿。现在的问题是这家

位于美国加州森尼韦尔

（Sunnyvale）的公司能否

应付日益增多的竞争

对手。由于新冠肺炎

疫情的缘故，人们对使用

达芬奇手术系统的选择性

手术的需求有所放缓。

为了让自己的产品覆盖

全球各地的医院，该公司

正在降低手术机器人

（当前售价为 200 万
美元）的价格。公司

股价在过去五年翻了

两番。

富有艺术气息的医疗设备
Intuitive Surgical 公司的
达芬奇机器人系统

症血液检测产品制造企业

Grail，2020年 9月，公司

股价出现下挫。但是，德

苏扎表示，他相信Grail将

测的新时代，大幅提升癌

症患者的生存能力，并使

基因组学技术的应用达到

前所未有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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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伟达（Nvidia）
第 22位    美国（股票代码：

NVDA，股价：524美元）

作为美国目前市值最高

的芯片制造商，英伟达一

直在快速成长，因为越来

越多的客户将该公司的视

频游戏图形处理器用于人

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场景。

英伟达最新推出的芯片为

旗下 Ampere 系列游戏图

形显卡提供支持，每片拥

有 280 亿个交错排列的

晶体管，公司针对人工智

能和数据分析场景开发的

A100升压芯片则拥有 540
亿个晶体管。接下来，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黄仁

勋（Jensen Huang）希望

收购芯片设计领域的先驱

企业 ARM，以扩展业务，

生产更多的通用处理器。

阿斯麦
（ASML Holding）
第 31位    荷兰（股票代码：

AS: ASML，股价：428美元）

企业都希望能够在市场

上获得垄断地位。阿斯麦是

荷兰一家半导体专业制造

商，凭借“极紫外”光刻机

垄断了市场。“极紫外”

光刻机是制造高级芯片必

需设备。英特尔（Intel）、

三星（Samsung）、台积

电（TSMC）等计算机领域

的骨干企业都依赖阿斯麦

的总线式电路板，尽管产

品价格非常昂贵。过去十

年，阿斯麦的股价飙升了

11 倍。

全球未来  5 0 强 • 榜单

半导体巨头
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 2018 年于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上演讲。

芯片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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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特克（Autodesk）
第 30位    美国（股票代码：

ADSK，股价：255美元）

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软

件（即 CAD 和 CAM）对建

筑施工领域而言极其重要，

因此价格也很高。有鉴于

此，欧特克将 CAD、CAM

与云相结合，降低了 CAD

和 CAM 的价格，巩固了自

身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

该公司的销售额仍然在以每

年15%至20%的速度增长。

欧特克近期开始推出由人

工智能技术提供支持的施

工分析工具，进一步稳固

了自身的领导地位。

Ansys
第41位    美国（股票代码：

ANSS，股价：318美元）

一些顶尖工业企业的工程

师、设计师和研究人员利

用 Ansys 的软件来实施创

新。这家软件公司致力于

帮助用户针对即将推出的

产品进行数字模拟，近期

市值为 270 亿美元。Ansys

在行业内居统治地位，市

场份额高达 40%，2019 年

的收入为 1 5 亿美元。公

司股价在过去三年上涨了

一倍。

达索系统（Dassault 
Systèmes）
第 35位    法国（股票代码：

PA: DSY，股价：188美元）

达索系统以开发 3D 可视

化软件而闻名，用户包括

众多行业的设计师和工程

师。2019 年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前夕，达索系统收购

了 Medidata Solutions，

开始进军临床试验软件领

域。公司目前处于工业系

统和医疗保健数字化浪潮

的前沿。

Adobe
第 29位    美国（股票代码：ADBE，股价：463美元）

软件巨头 Adobe 正在不断发展壮大。最近一个季度，Adobe 最大的业务板块—数字

媒体业务同比增长了 19%。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公司用于设计和发布内容的定制型工具

套装以及用于创建文档和电子签名的软件（对，PDF 仍然是 Adobe 的一项重要业务）。

此外，公司多元化的客户结构也有助于确保业务的与时俱进。由于来自大型竞争厂商的

竞争压力日益上升，全球企业的广告开支大幅下滑，Adobe 的 Advertising Cloud 产品的

销量在近期有所下降。但是在过去三年，Adobe 的股价仍然上涨了 150%。

屏幕时间
Adobe 的首席产品官斯科特·贝尔斯基（Scott Belsky）在 2019 年的 Adobe MAX 大会上
发表演讲。

设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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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ify
第 10位    瑞典（股票代码：SPOT，
股价：260美元）

丹尼尔·埃克（Daniel Ek）横空

打造的音频平台 Spotify 是瑞典人

开创的又一个聪明之举—一个

同时从听众端和创作端赚钱的双边

市场。在直播娱乐业陷入困境的

情况下，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

Spotify 有了一个新的机会窗口，

它能够加倍提供艺术家服务和独家

内容（例如播客），而且证明

它可以有效地把客户从苹果公司

（Apple）等竞争对手那里吸引

过来。

ServiceNow
第 1位    美国（股票代码：

NOW，股价：518美元）

作为一家帮助企业管理

数字工作流程的企业

软件公司，ServiceNow
的股价一路高歌猛进，

较 2020 年 4 月的低点

上涨了 108%。尽管该

公司现在号称拥有 1,010
亿美元的市值，但它的

收入仍然在以每季度近

30% 的涨幅增长。

最近的一个客户成功

案例是 ServiceNow 与

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NBA）及美国女子

职业篮球联赛（WNBA）
合作，以确保这些联赛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能够安全运营，赢得了

NBA 总裁亚当·萧华

（Adam Silver）的

赞誉，他说：“如果

没有他们，我们就不会

成功。”以前负责 SAP、
目前是 ServiceNow 的

首席执行官比尔·麦克

德莫特（Bill McDermott）
告诉《财富》杂志：

“未来的工作正在被重新

定义。我们永不满足，

谦虚谦逊，充满激情，

致力于让职场更好地

服务于人们的需求。”

推特（Twitter）
第 23位    美国（股票代码：

TWTR，股价：45美元）

推特一直以来都是媒体

舆论的关注焦点，在它如

何审查其服务上的仇恨言

论和错误信息的问题上，

它仍旧面临着政治家、监

管机构和广大公众的密切

审视。不过，尽管遭遇这

种持续的挣扎，这家社交

媒体网络公司的营收在

过去三年仍然取得了 11%

的平均增幅。在首席执

行官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的带领下，推特

在 2019 年实现营收 35 亿

美元。2020 年 11 月，它

的市值高达 355 亿美元。

Match Group
第48位    美国（股票代码：

MTCH，股价：131美元）

2020 年春季美国实施封

锁令之后，单身人士在居

家隔离期间迫切需要新的

社交渠道，因此 Match 集

团旗下的应用程序的首次

订阅用户骤增。Match 集

团在 2020 年 7 月成为一

家独立实体。该公司抓住

时机推出了视频聊天等新

功能。其最大的应用程序

Tinder 在 2020 年贡献了

近 14 亿美元收入，引起了

投资者的疯狂追捧：该公

司的股价在过去 12 个月翻

了近一番。

 《X marks the spot(ify)》
2020 年 1 月，利尔·纳斯·X
 （Lil Nas X）在 Spotify 在洛杉矶
举办的一场活动中表演。

SAP 的前首席执行官
比尔·麦克德莫特于
2019 年掌管 ServiceNow。

全球未来  5 0 强 • 榜单

数字生活方式 软件驱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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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全球未来 50 强制榜方法

为了确定未来 50 强的上榜企业，BCG
亨德森研究所悉心调查了逾 1,000 家上

市公司。在截至 2019 年年底的 12 个月

内，这些公司的市值至少达到 200 亿美

元，收入至少达到 100 亿美元。

评级的确定方法如下：一家公司

30% 的得分是基于市场潜力，即未来预

期增速，而后者是由金融市场决定的。

这是通过计算其市值中与现有业务模式

无关的收入流所占比重来评估的。

另外的 70% 则是基于一家公司实现

这种潜力的能力。这一得分包括 19 个因

素，它们均是根据其预测未来五年增长

的能力而选出的，大体可分为四类：

战略

我们的人工智能算法依赖自然语言来处

理一家公司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的申报文件和年报，以探测其战略导

向。我们通过财报电话会议来评估公司

战略的清晰度。此外，我们还根据数据

分析公司 Arabesque 提供的治理评级，

来评估公司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决心。

架构

一家公司的历史和（基于收入的）规模

与活力丧失相关。但三年半的销售增长

预示着未来的增长，是复苏的迹象。

前三年平均经营性现金流为负（这

说明业绩风险上升）的公司被排除在榜

单之外。

技术和投资

我们基于一家公司的资本支出和研发费

用（占销售额的百分比）来衡量它对未

来的投资。技术优势则是通过一家公司

引用加权专利组合的增速，以及该组合

的数字强度（即它在计算机和电子通讯

中的占比）来评估的。此外，我们还对

一家公司对于新创企业的投资和收购组

合与表现最佳的全球风险投资基金进行

比较，以评判公司的外部创新。

年轻而专注的领导力的价值取决于公司

高管及董事的年龄和稳定性，以及董事

会的规模。公司的多样性不仅取决于董

事的地理背景，也与员工和管理层的女

性比例有关。

SAP 的前首席执行官
比尔·麦克德莫特于
2019 年掌管 ServiceNow。

Atlassian 
第 3位    澳大利亚（股票代码：

TEAM，股价：208美元）

Atlassian 公司来自澳大利

亚，旗下拥有 Jira 和 Trello

等用于软件开发、规划和协

作的工具产品，一直受到市

场追捧。尽管该公司预测未

来一年的收入增长将有所放

缓，但其收入自 2019 年年

底以来已经增长了 12.4%。

Atlassian 的毛利润随着销售

额的增长而增长，但由于需

要偿还约 8.89 亿美元的未

偿债券，该公司在过去三个

季度确认了净亏损。

Workday 
第4位    美国（股票代码：

WDAY，股价：209美元）

在基于云计算的人力资源

管理和财务规划项目中，

Workday 是一支主导力量，

它的巨大触角掩盖了公司的

实际规模。2019 年，该公

司实现了相对温和的 36 亿

美元收入，但其客户在全球

总共雇佣了约 4,500 万人。

Workday 在 2019 年的销售

额增长了 29%，由于公司扩

展了工具套件，分析师预计

其还将继续增长。另一个颇

有前景的项目是帮助企业客

户参与“人才市场”，实现

求职者和空缺职位之间的

配对。

Splunk
第 5位    美国（股票代码：

SPLK，股价：199美元）

投资者对大数据的胃口很

大。Splunk 从事的是帮助

企业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学

习将数据转化为可用信息，

其股价自 2020 年 3 月的

低点以来上涨了 108%。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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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 91 家是该公司的客

户。前不久，Splunk进行了

一项调查，发现 57% 的受

访者担心数据量的增长速度

超过了公司的应对能力。难

怪 Splunk 来自云订阅业务

的年度经常性收入在上一个

财政季度增长了 89%。

Salesforce
第 25位    美国（股票代码：

CRM，股价：258美元）

新冠肺炎疫情并没有绊住

云软件先驱 Salesforce 的前

进脚步，其股价在 2020 年

以来大涨了 59%。疫情危

机期间，有两个新平台助

力 Salesforce 吸引住客户的

目光。其一是 Work.com，

它帮助企业管理复工复产前

后的日程安排和安全后勤工

作。其二是支持新冠肺炎病

患接触者追踪的 Tableau 数

据可视化软件。华尔街对

Salesforce 寄予厚望：摩根

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

分析师认为，到 2024 年，

这家公司有望接近将目前

170 亿美元规模的年营收翻

一番。2020 年 12 月初，

Salesforce 往这一方向大步

迈进：宣布将收购工作场所

协作软件公司 Slack。

Palo Alto Networks
第 32位    美国（股票代码：

PANW，股价：292美元）

过去几年， P a l o  A l t o 

Networks 致力于打造一个

一站式的网络安全商店。

自 2018 年 6 月首席执行官

尼克什·阿罗拉（Nike sh 

Arora）执掌以来，这家数

字安全公司已经斥资近 30

亿美元收购了多家公司。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迫

使人们纷纷远程工作，Palo 

Alto Networks 正在利用这

一趋势，帮助企业保护传统

企业防火墙之外的资产。这

家公司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

则（GAAP）计算并没有取

得盈利，但投资者显然并

不在意，毕竟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过去三年里，

其股东总回报率平均达到

19%。

VMware
第 38位    美国（股票代码：

VMW，股价：148美元）

虽然 VMware 曾经将亚

马逊的云服务 AWS 视为威

胁，但四年前，转变思路

的 VMware 宣布与 AWS 合

作，使其成为公司最大的优

势之一。此后，VMware 的

云计算和虚拟化软件服务实

现了持续增长，帮助公司在

过去三年中实现了平均 21%

的年收入增长。2019 年，

在首席执行官帕特·基尔辛

格（Pat Gelsinger）的领导

下，VMware 全年营收达到

了 108 亿美元。截至 2020

年 11 月，该公司的估值为

621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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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ar Group
第 27位    美国（股票代码：

CSGP，股价：892美元）

即使在 2008 年金融危机

致使商业地产价格暴跌的

时候，为该行业提供分析

服务的 CoStar Group 却没

有受到什么影响。该公司

2009 年的营收仅下降了

1%。其稳定发展的核心在

于，实行以技术为中心的

战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的冲击，CoStar 仍然能够

实现营收的持续增长。这

得益于有新闲置房源的房

东纷纷涌向它的在线平台

Apartments.com，助推其

第三季度营收达到创纪录

的 4.26 亿美元。

Fastenal
第46位    美国（股票代码：

FAST，股价：47美元）

Fastenal 公司是一家总

部位于明尼苏达州威诺

纳（Winona）的工业和建

筑用品（包括个人防护用

品）分销商，2020 年年

初新冠病毒出现时，该公

司可谓快人一步：当看到

新冠病毒在中国蔓延时，

Fastenal 迅速做出反应，

调整了供应链，并成为

个人防护用品的主要供

应商。尽管工业活动在

封锁期间有所放缓，但并

不妨碍其出色的表现。

2021 年，能否同时应对好

个人防护用品过剩以及工

业基础持续疲软问题，将

成为 Fastenal 面临的又一

挑战。

宁德时代
第 15位    中国（股票代码：

SZ: 300750，股价：38美元）

为特斯拉和蔚来等电动

汽车制造商提供电池的宁

德时代表示，该公司设计

的循环续航达 200 万公

里、寿命达 16 年的电池

远远超过了大多数竞争对

手。该技术可以帮助它在

中国保持优势，而中国政

府正在削减制造商补贴。

特斯拉（Tesla）
第 18位    美国（股票代码：

TSLA，股价：490美元）

埃隆·马斯克（ E l o n 

Musk）的电动汽车和电

池制造商股价近期节节攀

升，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

企业之一。它在这一榜单

上也实现了排名的跃升。

它的发展潜力为什么会被

如此看好？随着在全球多

地的制造能力迅猛扩张，

特斯拉应该开始能够进一

步加大汽车产能，从而改

善现金流，支撑起其令人

膛目结舌的估值，甚至可

能会将汽车行业带进一个

没有化石燃料的未来。

立讯精密
第 17位    中国（股票代码：SZ: 002475，股价：8美元）

立讯精密是苹果公司 AirPods Pro 无线耳机的

唯一制造商，也是苹果基本款 AirPods 的主要供

应商。如今，它也将成为第一家总部设在中国大

陆的苹果 iPhone 代工厂商。该公司的总部位于东

莞，2020 年 7 月从台湾纬创公司（Wistron）收购

了一家 iPhone 组装工厂，据报道它将承担 20% 的

iPhone 12 Mini 生产订单。立讯精密超过一半的

收入来自苹果，多种零部件供应商的属性让其处

在非常有利的市场位置，未来有望承接更多的

业务。

从大到小
Copart 公司的一处汽车救援场地（上）；苹果公司的 AirPods Pro 无线耳机（顶部）。

Copart
第43位    美国（股票代码：CPRT，股价：114美元）

虽然汽车回收看似是毫无技术含量的业务，但通过为潜在买家与寻求在线销售受损车辆的公司提供

交易平台，Copart 公司已经从最初的回收场发展成为一支数字化力量。该公司的年汽车销售量超过了

200 万辆。在汽车技术日益复杂化、维修经济性持续降低的今天，Copart 取得了快速增长：2019 财年，

该公司在美国和海外分别开设了 11 家和 8 家新工厂；2020 财年，Copart 的利润达到近 7 亿美元，同比

增长超过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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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海天调味食品
第 28位    中国（股票代码：

SS: 603288，股价：25美元）

这家中国最大的酱油生

产商深受家用消费者的喜

爱，如今外出就餐和外卖

的日益兴起，应该也会利

好该公司的发展。新冠肺

炎疫情令海天来自餐饮行

业的业务受挫，但其零售

端业务帮助弥补了这一销

售损失。

好未来
第 11位    中国（股票代码：

TAL，股价：74美元）

2020 年早些时候，做

空机构浑水公司（Muddy 

Waters Research）称好未

来虚增销售净收入，而好

未来予以否认，随后造

成股价大跌。其后，这

家课外辅导公司强劲反

弹。由于新冠肺炎疫情

使在线辅导业务得到提

振，公司股价在 2020 年

上涨了近 5 4 %。汇丰银

行（HSBC）的分析师预

计，好未来在线业务部门

的收入将继续以每年约翻

番的速度增长。

小米
第 19位    中国（股票代码：

HK: 1810，股价：3美元）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

趋紧，一度给这家中国智

能手机制造商在 2020 年

的增长前景蒙上了阴影。

不过，小米到目前为止已

经挺过了这场风暴。它有

大约 20% 的营收来自印度

市场。在全球市场，该公

司最近在手机销量上超过

了苹果，其蓬勃发展的智

能家居设备业务也有望助

其维持增长势头。

海底捞
第 14位    中国（股票代码：HK: 6862，股价：7美元）

自 1994 年在四川开设第一家门店后，海底捞

一直专注于提供超预期的服务和效率，建立了

一个价值 380 亿美元的火锅帝国。2018 年，

海底捞首次推出机器人服务员，为就餐者送上

食材，餐厅还向等候就餐的顾客发放免费礼品，

提供免费的美甲服务。随着中国火锅市场趋于

饱和，海底捞寄希望于海外市场的持续增长。

该公司目前在十几个国家开设了分店，希望能够

吸引海外食客品尝在中国广受欢迎的火锅美食。

H
A

ID
IL

A
O

: A
N

TH
O

N
Y 

K
W

A
N

—
B

LO
O

M
B

ER
G

 V
IA

 G
ET

TY
 IM

A
G

ES

热门股
海底捞位于香港的一家店面，食客正在就餐。

借中国崛起的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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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lulemon Athletica
第20位    加拿大（股票代码：

LULU，股价：346美元）

尽管遭遇了无数的挑

战，Lululemon 在高端运

动休闲服装领域里一直牢

牢占据着主导地位。那是

它多年前所缔造的一个品

类。它的成功秘诀在于，

产品方面不断推陈出新，

并在面料开发上投入大量

的研发资源。这家零售商

在 2020 年将家庭健身系

统 Mirror 收归门下，显示

出其在服装市场以外的长

期发展方向。它希望借此

维持高速增长，过去四年

间它的销售额翻了一番，

达到 40 亿美元。

拼多多
第 24位    中国（股票代码：

PDD，股价：144美元）

尽管中国电商市场强敌

林立，但拼多多异军突

起，杀出了重围。它的战

略是追逐中国下沉市场不

大受重视的消费者，并给

网上购物体验加入社交元

素和游戏元素。例如，它

的拼单功能鼓励用户去拉

亲朋好友一起团购，以拿

到更便宜的价格。在2020

年中国各地因为新冠肺

炎疫情而实行居家隔离期

间，拼多多的销售额大幅

增长。但接着它也面临着

一个新的威胁：中国监管

部门公布了《关于平台经

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

求意见稿）》，将矛头直

接指向科技和互联网领域

的垄断行为。

Shopify
第 13位    加拿大（股票代码：SHOP，股价：989美元）

为商家提供数字销售平台的加拿大科技公司

Shopify 已经成为当地零售商依赖的一个重要

资源，以对抗亚马逊在电子商务领域的主导

地位。上个季度，Shopify 平台上的在线销售额

翻了一番，达到 310 亿美元。与此同时，越来

越多的企业开始加入这个平台并享受其提供的

不断增长的电商服务套餐。分析师预计，

在可预见的未来，公司收入将以每年约 50% 的

速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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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adoLibre
第 7位    阿根廷（股票代码：MELI，股价：1,417美元）

2019 年销售额增长了

近 60% 的 MercadoLibre

可谓风头正劲。在拉丁

美洲新兴但快速增长的

电子商务市场中，该公

司是最大的玩家，它的

成功得益于该地区不断

扩大的中产阶级和日益

便利的互联网接入。而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加

速了 MercadoLibre 的发

展。2020 年第三季度，

其收入同比增长85%，达

到 11 亿美元。该公司还

提供在线支付平台、物

流和在线广告等服务。

现在，它只需要牵制住

亚马逊—后者目前在

拉美市场只占很小份

额。

天际线
在 Shopify 位于多伦多的办公室看到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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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Pal
第34位    美国（股票代码：

PYPL，股价：193美元）

作为 eBay 曾经的子公

司，PayPal 在过去五年的

独立经营中已经确立了自

己的地位。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随着消费者越来越

多地依赖数字支付进行

日常交易，PayPal 获益良

多，表现堪称出色：2020

年前三个季度营收增长了

近 2 0 %，甚至超过了其

18% 的三年平均增长率。

作为全球最大的小企业贷

款机构之一，PayPal 也在

通过其旗舰产品和点对点

支付应用程序 Venmo 扩大

自身服务范围，其中也包

括买卖加密货币。

Celltrion
第49位    韩国（股票代码：KS: 068270，
股价：266美元）

韩国公司 Celltrion 的核心业务是生产

“生物相似药”，或成本更低的“生物”

品牌仿制药和治疗方法。新冠肺炎疫情

促使该公司不断扩大业务范围。2020 年

10 月，Celltrion 的新冠病毒快速筛查检测

试剂 Sampinute 获得了美国食品与药品

管理局（FDA）的紧急使用授权。该试剂

可以在 10 分钟内得出结果，敏感率高达

94%。该公司还在开发一种新冠病毒抗体

治疗药物，用于缓解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病

情，该药物已经通过了韩国监管机构的审

批，将开始三期临床试验。

Facebook
第 50位    美国（股票代码：FB，
股价：270美元）

Facebook 位列最后一名，但并不是说这

家公司无足轻重。该社交媒体公司的基

本业务依旧强大。公司不断创造出新的

商业机会：例如，全球电子商务策略（包

括 WhatsApp Pay）前景良好。分析师预

测，Facebook 未来有望达到 17% 至 20%

的长期增长率。与此同时，公司面临较高

的信誉风险，比如包括美国在内许多不同

地区的监管整顿就是公司面临的一项实际

威胁。Facebook 的核心产品在年轻用户

中的参与度 持续下降，这一点或许是比较

糟糕的。简而言之：该社交媒体网络有上

榜的理由，但它排在第 50 位也并非没有

原因。 财富

译者：Biz, Feb, Min, Shog, 章立飞

Square
第 9位    美国（股票代码：SQ，
股价：196美元）

Square 曾经以其小巧的

白色便携式信用卡读卡盒

子而闻名，而且还是推特

的首席执行官杰克·多

尔西当年的副业，如今它

已经发展成为支付和银

行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Square 的股价在 2020 年

已经增长了两倍，市值超

过了高盛集团（Goldman 

S a c h s）。是什么让投

资者如此兴奋？很可能

是它闪闪发光的新银行

牌照（2020 年 3 月获得

批准）和现金应用程序

Cash，一种点对点支付和

加密货币交易服务，其快

速增长使其成为 PayPal 公

司 Venmo 产品的竞争对

手。下一步，Square 可能

收购 Credit Karma 的纳税

准备业务。

Adyen
第6位    荷兰（股票代码：

AS: ADYEN，
股价：1,906美元）

总部位于阿姆斯特丹的

Adyen 在跨国企业心目中

建立了首选支付提供商

的声誉，服务的客户从

麦当劳（McDonald's）到

微软（Microsoft），再到

Uber。它可以使用数百种

方法和货币来处理付款。

Adyen 借助自己的支付基

础设施，结合机器学习，

最大程度地减少拒付和欺

诈。该公司 2019 年处理

的付款总金额约 2,840 亿
美元。2020 年上半年，

尽管有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该公司处理的支付量

增长了 23%，净收入增长

了 27%。

金融科技

谨慎对待

给我打电话
一名购物者正在用手机接入 Adyen 公司的支付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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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家公司都会出问题，但有些公司

比其他公司更加危险。对治疗新冠肺炎的

药物下重注，可能会有回报，也可能没有

回报；一个蓬勃发展的业务仍然会受到

错误信息的困扰，这两个玩家都是

高风险、高回报的。

扫码阅读分享本文
《全球未来 50 强》

FORTUNE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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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19 日，
在 SpaceX  顺利完成
载人龙飞船首次飞行
中止测试后，马斯克

出席新闻发布会。

《财富》（中文版）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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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横溢 毫无疑问。 
好斗 偶尔为之。 
韧性强 相当显著。 
不管是好是坏，特斯拉和 SpaceX 的 
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正在重新 
定义何为成功的商业领袖

+ 年度商业人物榜单前 20 位

勇猛的埃隆

作者：柳仕鲁  (Andrew Nusca)、乐文澜  (Michal Lev-Rem)

年度
商业人物

视
觉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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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
计时 45 分钟，一切都变得严肃起来。

当然，这是相对而言，价值 6,200 万

美元、208 英尺（约 63.3984 米）高

的火箭立在发射台上，即将发射到

地球大气层之外，没有理由不严肃。

2020 年 11 月一个温和的星期天，位

于佛罗里达州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肯尼迪航天中心（NASA's Kennedy 

Space Center），技术人员都在紧张

地检查注意事项。一夜过去，清晨太

阳的温暖光芒散去，色调变得清冷起来。龙飞船（Dragon）的舱内，四

位宇航员静静坐成一排等候，三位来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位来自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飞船舱外则是承担运载任务的猎

鹰 9 号（Falcon 9）火箭。飞船和火箭的制造商均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

司（Space Exploration Technologies Corp.），简称 SpaceX，总部位于洛

杉矶地区，由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执掌。

本次发射由 SpaceX 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合作，这在过去十年中并不

罕见，SpaceX 已经用猎鹰火箭完成了 100 多次发射，还经常承担政府发

射任务。然而这次有点不同寻常，私人公司 SpaceX 要运送美国宇航员往

返轨道。任务开始前不到一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验证才正式下发。

发射台为 39A，也是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巴兹·奥尔

德林（Buzz Aldrin）和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乘坐阿波罗 11

号（Apollo 11）离开地球前往太空的地方。如果本次任务成功，宇航员将

前往国际空间站（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进行为期六个月的科学实

验，从而能够进一步证明商业太空飞行的可行性。

倒计时 44:55，一个男性声音打破了沉默。“发射小组已经做好进入、

机械臂收回、装载推进剂和发射准备。”发射主任说。

倒计时 1:47。加注燃料完成。伴随着轰鸣的嘶嘶声，火箭和飞船被巨大

的白雾淹没，白雾是因为气态氧与海岸空气相遇而生成。

倒计时0:42。对讲机里噼啪响起声音：“准备发射。”舱内传出另一个

声音：“这里是坚韧号（Resilience）。”也就是龙飞船的名字。“收到，

‘发射。’”

3，2，1。火箭尾部化学物质燃烧发出刺耳的尖叫。震耳欲聋的轰鸣吞

没了对讲机。“坚韧号升空！”雷鸣般的光柱冲向群星，地面上的一位 目击

者兴奋地宣称。“全人类对太空发起勇敢探索，地球引力是无法限制的。”

美国东部时间 2020 年 11 月 15 日晚上 8 点 09 分，四位宇航员以

17,000 英里（约 27,358.848 千米）的时速飞向低地轨道，顺利完成了

SpaceX 的龙飞船的第一次飞行任务。可能是害怕感染新冠病毒，马斯克异

常低调地并未公开露面，而是在推特（Twitter）上发布了新推文，是一颗

红心的表情：

这只是埃隆·马斯克生命里普通的一天。有些高管在业余时间喜欢打

高尔夫球；还有些人喜欢阅读、冥想或远足。马斯克的爱好则是把人送

上太空，这还只是夜场。现年 49 岁的马斯克是私人公司 SpaceX 的创始

人及首席执行官，目前公司估值已经达到 460 亿

美元，预计未来估值还会大涨，毕竟其愿景是去

火星殖民。（复苏美国著名的太空计划？只是顺带

而已。）

另外还有特斯拉（Tesla），最近的市值已经

达到 5,200 亿美元，成为全球价值最高的公司之

一。其市值比美国汽车巨头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和福特（Ford）加起来的五倍还要多。

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恰到好处的经营天才，马斯克

打造了电动汽车制造商和电池制造商，将整个汽车

行业拉进 21 世纪，还吸引了全世界的投资者。在

过去三年里，特斯拉收入平均增长率为 52%，最近

公布已经连续第五个季度实现盈利。2020 年 11 月

有消息称，特斯拉从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纳入标准

普尔 500 指数（S&P 500），进一步提振了股价。

 《财富》年度商业人物 • 1. 埃隆·马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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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彭博社（Bloomberg）报道，马斯克的个人净资

产已经飙升至近 1,280 亿美元，成为仅次于亚马

逊（Amazon）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的

全球第二大富豪，稍微领先比尔·盖茨（B i l l 

Gates）。

马斯克在其他领域也建树颇多，Boring Co. 公司

的目标是挖掘隧道以缓解城市交通拥堵。Neuralink 

公司（Neuralink Corp.）努力实现可植入的脑机接

口。他还联合创立并资助 OpenAI，由于部分业务可

能与特斯拉存在竞争而离开了董事会，OpenAI 正开

发对社会发展不存在威胁的“友好”人工智能。还有

Hyperloop？只是科幻的交通概念，他决定向更大范

围的技术社区开放源代码。

要记住，埃隆·马斯克每天也只有 24 小时，跟

我们都一样。

只要马斯克可以完成以上成就里的任何一项，

就都有充分的理由跻身《财富》年度最佳商业人

物。（事实上他确实做到过，2013 年我们曾经称他

为“三重威胁”。）尽管长期面临不少变数，马斯

克还是在努力实现五大项目，没错，繁忙如此的埃

隆·马斯克还在努力升级。他的梦想还远不只这些。

随便问什么行业的首席执行官，哪位首席执行官最激

励他们，最常出现的就是马斯克的名字。他们说埃

隆·马斯克是火箭侠，是钢铁侠，是罪恶传统汽车工

业的救世主。他是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又有足够的执

行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他是设计师、技术专家，多

才多艺到无与伦比。他还是擅长颠覆的艺术家，保持

惊人的热情，而且无所畏惧。

然而，如果问问这些高管，哪位首席执行官最让

他们讨厌，马斯克的名字也排在第一位。在某些人看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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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人

2019 年 11 月 21 日，
马斯克在发布会上
介绍特斯拉的
全电动 Cybertruck，
这款电动皮卡的
设计风格部分
来源于科幻
电影《银翼杀手》
（Blade Ru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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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BLOOMBERG

来，他是骗子，是恶霸，是以救世主自居的卑鄙小人，还从不接受批评。有

人认为他是伪君子，虚伪做作，轻率浮夸，不适合带领人类走向未来。还有

人说马斯克是纯熟玩弄规则的任务大师，也是无家的亿万富翁，把人们都当

成傻瓜。

但最了解马斯克的人表示，真实情况介于两者之间。埃隆·马斯克很复

杂，而且也只是人类。（最好别这么想。）通过复杂的马斯克，以及他在

2020年获得的重大成就，我们能够了解更广阔的 2020年商业世界。

“首脑”马斯克

一
排排轿车按照社交距离间隔一字排开，每排 24 辆，共

12 排。正午的阳光照在银色、白色、蓝色和红色的引擎

盖上，熠熠生辉。每辆车都是崭新的特斯拉Model S。

你以为这是在硅谷（Silicon Valley）的一处 21 世

纪的汽车电影院？当然不是。这是特斯拉位于加利福

尼亚州弗里蒙特（Fremont）的工厂举办的“电池日”（Battery Day）活

动。2020 年 9 月一个温暖的下午，司机们聚集于此，听埃隆·马斯克介

绍公司 2020 年的业绩，并借此机会了解特斯拉未来计划开发的新产品，

包括很快就会与他们见面的赛车款 Model S Plaid。这款汽车的命名并

不是因为它与服装裁剪有关，而是为了致敬 1987 年的恶搞电影《太空炮

弹》（Spaceballs）中宇宙飞船的最高速度。（没有人说马斯克没有幽默

感。）

马斯克身穿一件带有图案的黑色 T 恤衫走上舞台时，人们从打开的车窗

里大声欢呼，并举起拳头向他致敬。人们按下汽车喇叭迎接马斯克。特斯拉

的首席执行官用开心的微笑回应。他打量着面前的观众，咧嘴笑道：“大家

好。所有人都坐在车里，这让我有点难以了解大家的想法，但我们只能这样

做。”面对这种明显有些荒谬的场景，马斯克大笑起来。2020 年的活动正

值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自然不同于 2019 年在室内举行的有幻灯片展示的传

统活动。

而且马斯克 2020 年的心情明显好于 2019 年，原因不言而喻。2019 年

9 月，特斯拉价格更高的车型销售低迷，特斯拉的子公司 SolarCity 生产的

太阳能面板涉及多起火灾，导致公司被沃尔玛（Walmart）告上法庭（双方

已经和解），而且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可能影响其在上海郊区即将投入

运营的制造工厂，在这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特斯拉的股价在 9个月内下跌

了三分之一。当时，马斯克在台上没有发表激情澎湃的讲话，而是希望重新

转换对话的内容：“这是极其糟糕的一年，但有许多好事正在发生。”

事实证明，这番话有些过于谨慎。2020 年，在马斯克对着坐在汽车

里的听众们演讲时，特斯拉的股价在 12 个月内上涨了 8 倍，这要部分归

功于特斯拉在 2020 年 8 月的拆股。这个决定当时突然令投资者陷入疯

狂。而且，特斯拉还有更多的好消息。有报道称，特斯拉的合作伙伴松

下（Panasonic）将在位于里诺（Reno）郊区的 1 号超级工厂（Gigafactory 

1）追加投资 1 亿美元。随着上海工厂投产，特斯拉可以生产和交付的汽车

充电

特斯拉的汽车产量快速增长，而且近来
一直保持盈利，为电动汽车市场的回报做
出了贡献。

特斯拉汽车季度全球销量

2020 年第三季度
139,593辆

150,000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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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S&P GLOBAL

特斯拉股价增长
2020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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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季度亏损 / 利润

2020 年第三季度
3.3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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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PITCHBOOK

着眼于太空

2020 年 11 月 15 日， 
SpaceX 公司的 
“猎鹰 9 号”火箭 
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 
肯尼迪航天中心 
发射升空，把四位 
宇航员送往国际 
空间站。

数量创下了历史纪录。柏林工厂的施工也进展顺利。

柏林工厂将进一步壮大特斯拉的产能，并帮助公司免

受全球贸易摩擦的影响。

换言之，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特斯拉按照

计划，在规模达到近 2,000 亿美元的全球电动汽

车市场占据了约三分之一的份额，同时公司还在规

模达数万亿美元的汽车市场中缓慢而稳定地发展 

壮大。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经过多年来不计亏损地投资

自动化、电池科学和其他专有技术，特斯拉形成了垂

直一体化、软件导向和产品差异化的经营策略，这与

传统汽车厂商截然不同。特斯拉度过了财务上最艰难

的阶段，获得了大量资本，使其有能力创建和发展一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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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X 估值

2020 年 8 月
46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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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新汽车厂商。在这个过程中，马斯克与做空者展开

了漫长的对抗，并且在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间，特

斯拉准备开始扩大规模生产价格最低的Model 3车型

时，公司一度濒临破产，但他带领公司度过了难关。

不过怀疑者依旧存在：据财务数据公司 S3 Partners

统计，特斯拉近 6%的流通股被卖空，有高达 220亿

美元对赌特斯拉的资金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任何回

报。

在硅谷，科技新创企业从起草一份商业计划书

到融资，再到破产的例子不在少数。但像特斯拉、

SpaceX、Boring Co. 等公司，无论是其规模、发展

壮大的速度，还是其收益，都以指数级猛增。马斯克

坚持表示，外界认为公司的创新是他的功劳，但实际

上它们都来自公司的数万名员工。尽管如此，这些大

手笔的项目在遭遇诸多挑战之后能够继续正常进行，

都要归功于马斯克的执行能力。（马斯克拒绝对此事

发表意见。他说：“我又不想获奖或者得到别人的认

可。”）

来自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McLean）的铱星通

讯公司（Iridium Communications）的首席执行官马

特·德施（Matt Desch）表示，他在 12或 13年前第一

次见到马斯克，几年后SpaceX才成功完成首次火箭发

射。今天，铱星通讯公司是SpaceX最大的商业客户，

SpaceX通过8艘火箭为该公司发射了 75颗卫星。

德施说：“无论我们在跟谁交谈或者谈论何种问

题，马斯克总是可以分清轻重缓急。即便他在创建特

斯拉和其他公司的时候，他依旧会参与每一个关键战

略决策的制定。”

直接与马斯克共事是一种什么体验？马斯克旗下

某家公司的一名前高管表示，你必须隐藏好自己的所

有想法，因为马斯克会有礼貌地质问你。由于受到保

密协议的约束，这位高管要求匿名。如果你不做好充

分准备，他一眼就能够看穿。他会记住你，而且你不

会有好的结果。

这位高管说：“大多数时候，他都是房间里最聪

明的人。他可以迅速并且全面地想清楚决策树，他总

是能够走一步看十步，甚至十五步。他会闭上眼，仰

起头，你会看到他的眼睛在飞快地旋转。他可能很长

时间都保持这种状态。”

不过这种状态也可能会出错。

这位高管补充说：“马斯克认为自己是最聪明

的。大多数情况确实如此，但凡事都有例外。他的错

误就源于此。他不愿意听从更专业的人的意见。”

四面楚歌的马斯克

马
斯克或许既聪明又精明，但他的个性有利也有弊，

因而有时会妨碍他取得成功。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的管理学副教授格雷戈里·谢伊（Gregory 

Shea）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想持续保持创新力，

你就要保持坚韧而不是固执，你要乐观但又不能与现实

过度脱节。”

马斯克所做的一切，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每一次失误都具有传奇色彩。

有些人对此满不在乎，他们认为有怪癖的人往往都是天才。但有些人不会

将他视为“天才就是天才”，因而不会很快忘记他的行为。马斯克有时会

受到指责。每当此时，他就会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

2020 年 11 月中旬，美国的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骇人听闻，并打

破了各项纪录—仅在 11 月的前 10 天，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达到

100万例—马斯克在推特上向全世界宣布他或许也感染了新冠病毒。

这位已经公开漠视新冠肺炎数月的首席执行官在推特上发文称：“今天

我做了四次新冠病毒检测。同一名护士在同一台机器上用同样来自 BD 公

司（一家领先的诊断工具提供商）的快速抗原测试技术对我进行检测。结果

是两次阴性，两次阳性。这个太假了。”

马斯克的话确实很有道理：如果接受检测的人不是绝对浑身染毒，所 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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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年
金巴尔和埃隆·马斯克

兄弟在帕洛阿尔托 
（Palo Alto）成立了一家

公司 Zip2，向报社出售

城市导航软件。1999年，

他们以约 3 亿美元的价格 
将该公司卖给了康柏

电脑（Compaq）。

 1999 年
马斯克创建了早期的 
在线银行 X.com。次年， 
该公司与 PayPal 的 
母公司 Confinity 合并。 
Confinity 的创始人有 
彼得·蒂尔（Peter 
Thiel）、马克思· 
列夫钦（Max Levchin） 
和卢克·诺塞克 
（Luke Nosek）等。

 2002 年
马斯克成立了 SpaceX。 
当年晚些时候，eBay 
以 15亿美元收购 PayPal。
马斯克从该笔交易中 
得到了约 1.8 亿美元。

马斯克的职业发展时间表

 2004 年
马斯克在电动汽车制造商 
特斯拉汽车公司（Tesla 
Motors）投资 650 万 
美元，并担任公司 
董事会主席。

 2006 年
彼得·赖夫（Peter 
Rive）和林登·赖夫 
（Lyndon Rive）创建了

太阳能面板安装公司

SolarCity，他们的堂兄 
马斯克在该公司领投 
1,000万美元。

 《财富》年度商业人物 • 1. 埃隆·马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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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快速抗原检测就不准确。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

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于 2020 年

11 月 3 日在致医疗服务业的一封信中也这么说，但

措辞更专业一些。加拿大的一名生物信息学科学家埃

玛·贝尔（Emma Bell）针对马斯克的推文在其公开

帖子中也如是澄清，她在文中嘲讽这位首席执行官似

乎不了解快速检测的原理，因此认为检测不起作用。

贝尔发表的这条推文迅速传播开来，其中写道：“太

空凯伦臆造的是，自己未曾仔细地阅读关于检测的信

息，就向自己的数百万粉丝吐苦水。”（“凯伦”是

指那些无知的人，是对此类白人女性的蔑称。）

“太空凯伦”成了一个流行语，马斯克在网上已

然成了“金发鲍勃”。但这只是马斯克发表的混乱的

大型公关作品的最新力作，其中许多作品源自推特。

马斯克也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一样，将社交媒体网站作为自己向世界发声的扩音

器，结果往往是喜忧参半。他不仅发文多，而且口无

遮拦，他的粉丝超过 4,000 万，他们不得不接受他

大胆且常常是离奇的思维，他与竞争对手以及对特斯

拉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发生争执，而且，他所宣称的产

品交付时间往往不切实际且未能实现。一位特斯拉前

高管称：“作为一名工程师，要通过深夜推文才能了

解新的期限，这真是太有意思了。”

马斯克有时确实为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付

出了沉重的代价。2020 年 5 月，他在推特上发文宣

称特斯拉的股价“太高了”。仅仅几个字就使特斯

拉的市值缩水 140 亿美元，其中包括马斯克自己在

该公司持有的价值 30 亿美元的股份。又比如，谁不

知道他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栽的跟头呢？2018 年 8

月，马斯克在推特上发文称，他正在考虑将特斯拉私

有化。“资金已经准备好。”他在文中写道。美国证

券交易委员会迅速采取行动，指控这位首席执行官发

出的“误导性推文”涉嫌证券欺诈。双方最终达成和

解，马斯克须缴纳 2,000 万美元罚款，并至少三年

不得担任特斯拉董事会的主席。

埃隆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大多数情况确实如此，
但凡事都有例外。他的错误就源于此。”

永远不要依据现状进行

创新。

要解决最大的问题，不要 
从现有的基础设施入手， 
要摒弃一切，重新开始。

真正的登月计划会重新 
考虑问题，而不是解决 
方案。一切问题都会 
迎刃而解。

1

雇佣有才华的人，挖掘

他们的潜能。

当你为马斯克工作时， 
要有这样的观念：创造性 
工程师可以解决任何 
问题，一切皆有可能。 
众所周知，这位高管让 
年轻工程师承担解决 
问题的重大责任，比如 
让他们在飞机库里连夜 
解决复杂的火箭技术 
难题。

2

了解客户的问题。

马斯克坦率、诙谐的推文 
常常因为各种错误理由 
而成为新闻头条— 
“地区主管说了不礼貌的

话”—但仔细观察他的 
通信，就会发现这是一位 
首席执行官在和他的 
客户随意闲聊。这种 
互动性让马斯克很受人们 
喜爱，因此，他偶尔 
也会提出非常规的 
解决方案。

3

言行举止很重要。

尽管马斯克在网上的 
名声不太好，但最了解 
马斯克的人都说他非常 
有礼貌，彬彬有礼， 
即便面对巨大压力也是 
如此。“这是他父母的 
光荣。”一位与他长期 
共事的同事说— 
在洽谈交易时，他常常会 
一鸣惊人。

4

如何成为像埃隆一样的领导者：

四条关键的经验教训

我们采访了商业专家、观察马斯克的人， 
以及马斯克的前同事，是什么让马斯克成为
一位如此高效而又不循规蹈矩的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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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不清楚，马斯克的推特风暴是他的一种策略，还是他无法控制

自己。著名危机管理专家、史密斯公司（Smith & Co.）的首席执行官朱

迪·史密斯（Judy Smith）说：“我认为他可能确实在乎自己的名誉，但每

一个人出名的方式不同。”

不管他的意图是什么，很显然，马斯克的公众形象经不起考验，因为很

少有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会这么做。在公司内部，无论好坏，他都以坦率

著称。前员工称他们在其他任何地方从未遇到过如此冷酷的坦诚以及如此高

要求、快节奏的氛围，这让众多高管都难以坚持太久。

尤其是在特斯拉，马斯克换掉的高管数量惊人。这些高管的离开并不全

是出于自愿。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特斯拉前人力资

源员工称：“当时公司有一种恐惧文化。任何人随时

都有可能被解雇。马斯克才是最终的掌门人。他是国

王，可以炒人，能够开除任何他不想要的人，全局由

他掌控。”马斯克拥有特斯拉约 20% 的股份，公司

董事会里有很多忠诚的支持者。

特斯拉最初管理团队的五人中，只有马斯克

还留在公司。特斯拉的前首席技术官 JB·施特劳

贝尔（JB Straubel）在特斯拉工作了 15 年后，于

2019 年 7 月离职。其他许多重要人物也已经离开，

包括全球零售副总裁乔治·布兰肯希普（George 

Blankenship）、前运营和生产副总裁格雷格·赖

肖（Greg Reichow）。每一个人的离开，都可能造

成系统知识的流失。或许对公司吸引下一轮经验丰

富的高管的能力也有一定的影响。特斯拉最近的首

席法律顾问（12 个月内有三人离职）之一托德·马

隆（Todd Maron）曾经是马斯克的离婚律师。并不

是说马隆没有资格担任首席法律顾问。但这确实提出

了一些问题：随着特斯拉的增长提速，马斯克如今寻

找一线候选人的范围有多广？

然而，在一次次对马斯克手下员工的采访中，没

有人表示后悔加入他的任何一家公司。里克·阿瓦

洛斯（Rik Avalos）说：“对我来说，这就像是得

到了与埃迪·范·海伦（Eddie Van Halen）一起演

出的机会，但要进入埃隆·马斯克的公司，需要强

大的意志力。”阿瓦洛斯曾经在特斯拉负责招聘，

也曾经在马斯克与他人联合创立的人工智能新创企

业 Neuralink 担任人才主管（他也是一位资深音乐

家）。

沃顿商学院的教授谢伊表示，马斯克对高管进行

人员更迭的倾向，实际上可能会带来一些积极的附带

效果。他提到了一个术语“创造性摩擦”（creative 

abrasion）。这个词是由一位汽车设计师杰里·赫什

伯格（Jerry Hirshberg）创造的，非常适合特斯拉。

其中蕴含的理念是：当想法不断受到挑战，人与人之

间以富有成效的方式发生冲突时，创意就会涌现。谢

伊教授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创造力的人的一

个特点是，他们周围形成了创造性网络。”或许，马

斯克保持创新的方式不仅是提出新想法，还包括引入

新人，并将一些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人淘汰出局。

不管有无战略，战略是什么，马斯克对创造性

事业的追求是不懈的，而且他似乎对生活中的每件

事情都有着同样的执着，不管他是对是错。当然，

 《财富》年度商业人物 • 1. 埃隆·马斯克

他在推特上发些什么内容？！

大多数首席执行官不会把推特作为公关渠道，他们
担心这会起到反作用。但埃隆·马斯克与大多数
首席执行官不一样。下面是埃隆·马斯克近年来
发表的一些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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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路上也招致了一些诋毁者，但也带来了忠实的 

粉丝。

一些特斯拉车主对马斯克的追捧尤为强烈，他们

以对苹果公司（Apple）的产品那样的热情关注着特

斯拉新产品的任何迹象。（甚至特斯拉牌的龙舌兰酒

系列，在 2020年 11月初的几个小时内就售罄。它一

开始只是马斯克推特账号上的一个恶作剧。）

事实上，特斯拉迄今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供应如何

满足需求。该公司多年来一直饱受生产延迟的困扰。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特斯拉在中国和欧洲等地的新

制造工厂投入了大量资金，这些地区的客户等待新

车交付的时间长达四个月。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三位分析师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我们认为，2021 年将成为特斯拉的关键一年，因

为它将在两家新工厂开始生产，并推出一系列新产

品。”

马斯克表示，他预计特斯拉将实现 2020 年的生

产目标：交付 50 万辆车。华尔街的分析家们似乎也

同意这种说法。在 2020 年第三季度，尽管新冠肺炎

疫情肆虐，特斯拉还是交付了 139,300辆车，创下了

历史纪录。（一如往常，马斯克不顾加州的禁令，重

启了公司位于弗里蒙特的工厂，在居家隔离令正式解

除之前一直在生产。2020 年 5 月 11 日，他在推特上

写道：“如果有人被捕，我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最

终没有人被捕，但后来几名工人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

呈阳性。）

特斯拉还有很多需要证明，不仅仅是它显著提高

产量的能力，还有实现全自动驾驶汽车承诺的能力。

现在这一承诺也面临着延期。然而，在投资者看来，

正是这些雄心让这家只有 17 年历史的公司迅速超越

传统汽车制造商。这正是马斯克的特点。

马斯克，年度商业人物

2 0 1 2 年，马斯克在《60 分钟》（60 

Minutes）节目中畅谈了他对于商

业太空旅行的设想。主持人斯科

特·佩利（Scott Pelley）问这位企

业家对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尤

金·塞尔南（Gene Cernan）的批评作何感想。这

两位宇航员曾经到美国国会抗议将太空商业化，他

们认为美国政府依赖私人航天器可能会威胁美国的 

太空主导地位。

马斯克眼含热泪，用颤抖的声音回答道：“这让我非常伤心。他们可是

我心目中的英雄，所以我真的很难接受他们的批评。我希望他们能够来参

观……看看我们付出的努力，我想这会让他们改变想法。”

时间来到 2020 年，显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火箭发射台变得异常繁

忙，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 SpaceX。马斯克或许没有时间改变两位宇航

员的想法，因为阿姆斯特朗在 2012 年去世，最后一位曾经在月球行走的人

类塞尔南在 2017 年去世，但他显然让使这些宇航员举世闻名的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接受了他的愿景。

在庆祝“坚韧号”火箭成功发射及其对 SpaceX 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的里程碑意义时，马斯克在声明中心怀敬意，把目光投向了更遥远的地

方：“这是一项巨大的荣誉，为我们重返月球、前往火星、最终帮助人类

成为多星球物种的努力，树立了信心。”

听起来遥不可及？确实。但对这位造出酷炫的电动汽车并把可回收火

箭变成现实的富有争议的商人，绝对不能低估。虽然有很多批评的声音希

望看到他失败，但我们很难对赌埃隆·马斯克和他冲出宇宙的雄心。如果

像往常一样，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他或许不止会在地球上留下自己的印

记。他的传奇经历和缺点等将在多个星球上流传。 财富

译者：Min, Feb, 任文科

 2008 年
在特斯拉增加投资数百万

美元后，马斯克成为该公

司的首席执行官。当年晚

些时候，SpaceX 成功完

成首次火箭发射。

 2013 年
马斯克公布了城市高速 
交通系统“Hyperloop”的 
发展计划。

 2016 年
特斯拉以 26 亿美元收购 
SolarCity。同一年， 
马斯克参与创建了脑机 
对接公司 Neuralink， 
并成立了隧道施工公司

Boring Co.。

 2018 年
马斯克发推文称， 
他计划以每股 420 美元 
的价格将特斯拉私有化； 
他最终与美国证券交易 
委员会就欺诈指控 
达成和解，并辞去了 
董事长一职。一个月后， 
马斯克在接受播客 
采访时吸大麻， 
令股东和董事会成员 
一片哗然。

 2020 年

在连续五个季度盈利 
之后，特斯拉加入标准 
普尔 500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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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里德·黑斯廷斯
（Reed Hastings）

Netflix 联席首席执行官

在过去的一年里，从迪士尼 +
（Disney+）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的 Peacock，从苹果电视 +
（Apple TV+）到 HBO Max，众多

实力雄厚的新竞争对手相继加入

流媒体大战，向 Netflix 的霸主

地位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但这

家公司早已成竹在胸。Netflix 斥
巨资打造原创节目，竭力夯实其

内容库的深度。新冠肺炎疫情证

明，这一策略特别有先见之明，

Netflix 注定会成为流媒体大战

的赢家。在 2020 年前 9 个月，

Netflix 新增用户 2800 万名，超过

2019 年全年的新增用户数量，并

有望创下新的年度纪录。该公司

股价也屡创新高，在过去 12 个月

的回报率高达 60%。
—柯问思  （Beth Kowitt）

5. 伊丽莎白·
盖恩斯
（Elizabeth Gaines）
福特斯库金属集团
 （Fortescue Metals 
Group）首席执行官

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全球、中澳关系迅速恶化（要知

道，中国是福特斯库金属集团的

主要市场）的大背景下，盖恩斯

克服重重困难，表现非凡。事实

上，这家年销售额达 128亿美元的

铁矿石生产商在 2020 年表现得尤

为出色，实现了创纪录的财务业

绩，在过去 12个月录得 137%的投

资者整体回报率。这些业绩在很

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钢铁行业

的迅速复苏和需求飙升—尽管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国

钢铁行业仍然在 2020 年交出了一

份有史以来最靓丽的成绩单。与

此同时，盖恩斯实施了有效的防

疫措施，以确保新冠肺炎疫情不

会阻碍公司运营。到目前为止，

福特斯库的矿场还没有出现过一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方绘香 （Erika Fry） 

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份，这些领导者脱颖而出。

为了创建《财富》年度明星高管榜单，我们首先基于资本回报率和投资者整体回报率等 10 个指标进行筛选。然后，我们
精心确定在 2020 年取得非凡成就的高管人选。除埃隆·马斯克之外，跻身年度商业人物榜单前 20 强的高管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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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伦纳德·施莱费尔（Leonard Schleifer）
再生元制药（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首席执行官

7. 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
亚马逊（Amazon）首席执行官

8. 山塔努·纳拉延（Shantanu Narayen）
Adobe公司首席执行官

9. 彭安杰（Ajay Banga）
万事达卡公司（Mastercard International）首席执行官

10. 特里西娅·格里菲斯（Tricia Griffith）
前进保险公司（Progressive）首席执行官

11. 谢青（Ken Xie）
Fortinet公司首席执行官

12. 温彼得（Peter Wennink）
阿斯麦公司（ASML Holding）首席执行官

13. 戴维·鲍尔斯（David Powers）
德克斯户外公司（Deckers Outdoor）首席执行官

14. 朱莉·斯威特（Julie Sweet）
埃森哲公司（Accenture）首席执行官

15. 克里斯汀·派克（Kristin Peck）
硕腾公司（Zoetis）首席执行官

16. 萨桑·古达齐（Sasan Goodarzi）
Intuit公司首席执行官

17. 张勇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

18. 阿德纳·弗里德曼（Adena Friedman）
纳斯达克（Nasdaq）首席执行官

19. 布鲁斯·布鲁萨尔（Bruce Broussard）
哈门那公司（Humana）首席执行官

20. 辛西娅·华纳（Cynthia Warner）
可再生能源集团（Renewable Energy Group）首席执行官

《财富》年度商业人物·第 6 位至第 20 位

如欲了解 2020 年《财富》年度商业人物榜单的完整内容，请访问 fortune.com。

 《财富》年度商业人物 • 1. 埃隆·马斯克

扫码阅读分享本文
《勇猛的埃隆》

FORTUNEChina.com

2. 苏姿丰（Lisa Su）
AMD 公司首席执行官

根据苏姿丰的战略愿景，经过

几年的励精图治，一度濒临破产

的 AMD 将重回个人电脑处理器

的巅峰。但这一天似乎在加速到

来。AMD 六年前首次设想的高性

能 Zen 架构芯片，现在已经更新

至第三代实际产品，销售业绩蒸

蒸日上，过去 12 个月达到近 90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2016 年
不到 2 美元的 AMD 股价，在 2020
年突破了 85 美元，推动该公司市

值进入千亿俱乐部之列。眼下，

苏姿丰正寻求利用 AMD 的股票，

以 350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竞争对

手 Xilinx，从而打入汽车和 5G 移

动设备的芯片市场，助力公司股

价更上一层楼。

— Aaron Pressman

3. 黄仁勋
（Jensen Huang）
英伟达公司（Nvidia）
首席执行官

在其 27 年历史的大部分时间

里，英伟达一直以销售最快的视

频游戏图形处理芯片著称。但英

伟达之所以在 2020 年超越英特尔

公司（Intel）成为美国最有价值的

芯片制造商，是因为首席执行官

及联合创始人黄仁勋意识到，这

种芯片同样适用于机器学习、人

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更不用

说挖掘加密货币了。英伟达的股

价在 2020 年已经上涨了 122%，
这使得黄仁勋拥有足够的财力实

施大规模收购。他将高达 400 亿

美元的赌注押在 ARM 身上，期冀

这家芯片设计巨头帮助英伟达

进一步挺进云计算和智能设备

领域。

— Aaron Pres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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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野股市里的警长
一些“激进做空”的微型研究机构通过严厉批评过度炒作的公司，赢得了极大的关注， 
也赚得盆满钵满

作者：Bernhard Warner

小型
大空头

投
资 者 内 森 · 安 德 森（N a t h a n 

Anderson）的做空目标是 Nikola

公司（Nikola Corp.），2020年夏

天，他想到了一条妙计。

2020年 6月 4日，总部位于菲

尼克斯（Phoenix）的电动汽车制造商Nikola通过反

向并购成功上市。这一年市场对成长股（尤其是电动

汽车制造商）需求旺盛，Nikola 表现突出。看好的

人们相信 Nikola 能够像特斯拉（Tesla）一样引领氢

动力汽车长足发展。尽管 Nikola 连一辆车都没有卖

出去，但一周里投资者就将该公司的市值推高到超过

340亿美元，已然超过了福特（Ford）和菲亚特克莱

斯勒（Fiat Chrysler）。

举报者并不买账。36岁的安德森也不信，他是特

许金融分析师（CFA），后来转为吹哨人，最后成了

专业做空者。

安德森是投资研究公司 Hindenburg Research

的创始人，公司只有五个人，没有客户，没有管理

投资者资金的许可证，网站上也没有电话号码或联

系地址。安德森收到举报后开始联系曾经与 Nikola

合作过的两家商业伙伴。线人提供了一堆短信、电

子邮件和照片，对 Nikola 及创始人特雷弗·米尔

顿（Trevor Milton）就该公司在开发电池和氢燃料电池技术进展方面发表

的各种公开声明提出质疑。

各项指控都很吸引人，但其中一项指控让安德森震惊，他觉得这条指控

太过直接，简直很难接受。指控是针对 2018 年 1 月 Nikola 在 YouTube 上

发布的一段视频，主要内容是卡车原型车 Nikola One 半挂型卡车头在盐湖

城（Salt Lake City）外的高原沙漠巡航。开头是一段长镜头，Nikola One

高速冲向镜头方向，在宽阔的山谷中疾驰。挡风玻璃和锃亮的白色车顶在

阳光下闪闪发亮。

这段视频的标题为“行驶中的 Nikola One 电动半挂型卡车”，网

络浏览量达数十万，还吸引了汽车媒体的广泛关注。2018 年，在庆祝

Nikola 的新工厂落地亚利桑那州的仪式上，该州的州长道格·杜西（Doug 

Ducey）观看了视频，并滔滔不绝地说：“Nikola 汽车公司（Nikola 

Motor Company）来到亚利桑那州了。视频就是昭告天下！”

知情人则称，这个视频的内容全部都是摆拍。他们告诉安德森，卡车并

不是依靠自身动力行驶。车先被拖到山顶。驾驶者调到空档后，车缓慢下

坡，然后加速

安德森知道，即便 Nikola 说谎也并不算彻底的欺诈，因为视频并未

明确声称卡车依靠自身动力前进。不过，揭露噱头真相可以彰显出该公司

投资指南 • 小型大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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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痴迷的挖掘者”
做空者内森·安德森 
逐帧分析并重新制作， 
终于揭穿了做空公司 
误导性营销视频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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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空这行里的人们来来往往。”
浑水公司的卡森·布洛克说，事实证明，激进空头的 
成功难以控制。

喜欢大张旗鼓炒作的风格。安德森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证明视频内容 

造假？

安德森自称“痴迷的挖掘者”，他使用互联网最具怀疑精神的人们做

开放调查时经常见到的技术，一帧一帧地放慢 YouTube 视频的速度，将照

片与谷歌街景（Google Street View）上找到的图片交叉验证。之后确定拍

摄视频的位置，精确到 Nikola 卡车停下的英里标志以及开始之处。他打电

话给犹他州的联系人并提出了特殊要求，即前往该处重新拍摄卡车前进的

视频。联系人照做了，尽管用的是 2017 款的本田（Honda）Pilot SUV。

卡车在空档状态下行驶了 2.1 英里（约 3.38 千米），最高时速达到了 56 英

里（约 90.12千米）。

成功了。

手握证据之后，安德森就能够展示 Nikola 公司如何完成这段视频，也

证明了 Nikola 在不遗余力地误导公众。他用大量照片和地图记录了这一发

现，并表示“只是很想百分百确证”。

给有意做空者的提示一 

如果想做空一只大盘股，就要从小处着手。

2020 年 9 月 10 日，Hindenburg Research 发表了与 Nikola 相关的长达

67 页的报告，全是硬核指控。“今天的报告将揭示为何我们相信 Nikola 存

在复杂的欺诈行为，创始人及执行主席特雷弗·米尔顿的职业生涯中撒了

许多谎。”报告开头便写道。开篇第一页定下了基调：文中包括 24 个要

点，对公司声称正在开发专利电池技术，以及破解廉价氢燃料的说法泼了

冷水。报告中一再抨击米尔顿，还揭示了 Nikola One 穿越沙漠视频造假的

秘密。

第二天，Nikola回应称，报告中充斥着“虚假和误导性陈述”，已经聘

请律师“评估法律追索权的可能性”。此外，公司补充道：“这是在贪婪

的驱使下，为赚取卖空利润的狙击行为。”但三天后，Nikola 给出了更加

详细的回应，明确指出Nikola One并非“依靠自身推进力前进”。

破坏性很快显现。股价暴跌，投资者诉讼开始增多。在 2020 年 11 月

的一份监管文件中，Nikola 透露美国司法部（Justice Department）已经

对公司和米尔顿发出了大陪审团传票，美国证券交易

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着

手调查 Nikola 是否存在误导投资者行为。Nikola 透

露：“公司因为与 Hindenburg Report 相关的监管

和法律事务承担了大笔费用。”（Nikola 多次拒绝

了就此事置评的请求。2020 年 9 月通过公司发言人

联系到米尔顿后，他称该报告“虚假且有欺骗性”，

但拒绝进一步置评。）

在报告面世后，Nikola 的股价下跌了 30%，米

尔顿宣布辞职。但也有一些人从失败的卡车项目中获

益。根据追踪空头活动的公司 S3 Partner 提供的数

据，截至 2020 年 11 月中旬，按照市值计算，包括

安德森在内的做空者在 Nikola 的暴跌过程中赚取了

2.63 亿美元利润。很显然，这群人还想获得更多的

收益，因为 Nikola 超过三分之一的流通股均由空头

持有。

俗
话说，牛市不听坏消息。如果不看

2020 年年初的黑天鹅事件，即新

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崩盘，从近 12年

前的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股指一直

在牛市里。尽管如此，在激进投资

人士中，有一股虽小但有影响的力量，不仅关注坏消

息，还积极传播，并且从中获利。

安德森的公司就是其中之一，这群人对自己有很

多种称呼，有些华而不实（“卖空的激进人士”）；

有些自认为正直（“吹哨卖空者”）；有些看似平

庸（“激进研究人员”）。此类投资者研究有可疑行

为的目标，然后揭露并做空。

其实做空者与规模大大小小的金融家的 DNA

相似，从吉姆·查诺斯（Jim Chanos）做空安

然（Enron）并警告会计造假，到低调押注次贷泡

沫的反向投资者，再到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

道（CNBC）宠爱的对冲基金经理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和丹尼尔·勒布（Daniel Loeb），行事

套路都差不多。

新出现的小型大空头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主要

是因为这些人专门吹哨并做空。近来，上市巨头对做

空专业户启动了反击，对做空者极尽口诛笔伐，在社

投资指南 • 小型大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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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空者急刹车

Hindenburg Research发布了一份言辞激烈的报告，空头纷纷涌入卡车制造商Nikola，随后该公司的
股价大跌。

Nikola 股价

公司（Muddy Waters）的创始人和首席投资官，这家激进的做空公司的座

右铭是：“行华尔街不为之事”。浑水依靠成功揭露欺诈行为从中获利，

吸引了许多跟风者，很多人还大闹投资者留言板。

自 2010 年以来，浑水已经做空 38 家公司，最出名的是做空在北美上

市的中国公司，然后在线发布免费的负面研究报告，从而实施毁灭性打

击。2011 年，浑水与在多伦多上市的中国木材公司嘉汉林业对簿公堂，

指责该公司虚增收入和夸大持股。做空报告重创了嘉汉林业的股价，一年

后该公司宣布破产。嘉汉林业对布洛克的指控矢口否认，但加拿大的监管

机构最终发现该公司的领导者犯有欺诈罪，后来该公司应付了一大堆投

资者诉讼。2020 年的早些时候，布洛克盯上了瑞幸咖啡。后来瑞幸咖啡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提交文件，承认 2019 年销售额虚增了 3.2 亿美元，

成本虚报了 2 亿美元。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运营官被解雇，纳斯达

克（Nasdaq）因为瑞幸咖啡的行为不当而将其摘牌。

交媒体和商业媒体上迅速传播。除了少数例外，做空

者都是为自身利益，并不代表客户。他们用自己的钱

下注，也就是说不受诸多法规影响。整个夏天，安德

森都在搭建 Nikola 的空头头寸，因为他确信可以搞

垮这家公司。他说：“对我们来说，这是巨大的胜

利。”但他拒绝透露具体获利规模。批评人士愤怒地

认为，空头的行为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空头反击

称，没错，没有冲突就没有利益。

卡森·布洛克（Carson Block）说，在他于 2010

年发表第一份做空报告时，他并没有打算把做空当成

职业。但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几年里，投资者对成长

股的兴趣推生出了巨额估值，布洛克因此看到了巨大

的危险信号。曾经担任律师的布洛克后来成为了浑水

SOURCE: S3 PARTNERS

2020 年 1月 5月 9月3月 7月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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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ola 股票日做空数量

2020 年 1月 5月 9月3月 7月 11月

9月 10日 
Hinderburg发布关于
Nikola 的报告。

9月 20日 
创始人及执行主席 
特雷弗·米尔顿辞职。

3月 3日 
Nikola 宣布计划与
VectoIQ Acquistion 
Corp. 反向并购上市。

6月 4日 
Nikola 开始在纳斯 
达克上市交易， 
股票代码为 NKLA。

9月 8日 
Nikola 和通用汽车宣布达成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通用汽车预计 
花费 20 亿美元购买 Nikola 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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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现在的欺诈行为比以往都要普遍。” 
在监管机构跟上公司造假步伐之前，“我们会继续 
看到有更多的人加入做空行列。”

内森·安德森 • Hindenburg Research 公司

投资指南 • 小型大空头

 
 “我曾经负债百万。”
如果做空的股票的价格大幅上涨，像 Viceroy Research 的 
创始人弗雷泽·佩林这样的做空者将面临巨大亏损。

尽管布洛克主要关注中国企业，但他认识到在这些企业里发现的问题随

处可见。“利益冲突、无能还有懒惰，导致一些空壳公司在美国融资并且按

照正常估值交易。我的意思是，其中的问题都是全球性的。”他解释道。

浑水的总部位于加州，最出名的一起做空案其实是在美国本土。2016

年初，雅培公司（Abbott Laboratories）宣布斥资 250 亿美元收购 St. 

Jude Medical 公司，300 亿美元的“心力衰竭设备”市场上两家领先的

公司从此合并。但在当年 8 月，浑水“弹药充足”地出现，宣布已经在 St. 

Jude 建立空头头寸，还声称该公司的一些起搏器和除颤器很容易受到攻

击。消息披露后，St. Jude的股价单日下跌 10%。

浑水的报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网络安全研究公司 MedSec 收集的证

据。MedSec 先向布洛克团队提供了细致信息，而不是按照美国食品与药品

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规定通知 St. Jude。St. Jude

因此而控告浑水和 MedSec 诽谤。几个月后，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和美

国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证实，相关设备确实

存在漏洞并发布召回令。空头大赚一笔，诽谤诉讼最终也被驳回。

从
一开始，激进分子的做空活动明显

充满敌意，风格就像一堆会计基础

知识加上摔角狂的精神。做空报告

从上至下指控企业存在普遍性欺

诈。“抢钱”是经常出现在报告中

的术语。一家中国运动服公司不仅做假账，还往“拳

击场里扔大粪”，浑水的报告如此声称。

疯狗般的用词都经过刻意选择。（以做空出名的

对冲基金经理阿克曼已经磨练出技术。）卖空者不必

言辞华丽。只要读到的人们采取行动集体抛售股票，

研究就达到了目的。

提示二   

准备战斗，别装腔作势。

似乎每个激进分子的做空报告里都有出名的恐怖故

事，比如差点毁了他们的“白鲸”，摊上诉讼，侵

犯个人信息与隐私，不友好的监管者，死亡威胁。

Viceroy Research 的创始人弗雷泽·佩林（Fraser 

Perring）说，有一次他的做空目标之一派打手到自己

英国老家企图绑架他的女儿。（《财富》杂志无法证

实他的说辞。）“有段时间，厨房里有窃听器，树篱

里也有监控摄像头。就像小说里写的一样。”他说。

“过去十年里，做空这行里的人们来来往往。”

布洛克说，“人们想：‘哦，哇，挺简单的。这么赚

钱挺好。’事实并非如此。比起做多，想依靠做空赚

每一美元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做空股票确实不适合胆小鬼。比方说有一名投资

者相信某只股票会下跌，借入 1,000 股 Nikola 股票

建“空头”头寸。他把股票卖掉换回现金，最后还得

买 1,000 股 Nikola 股票归还给出借人。这就是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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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支持者，但不愿意透露姓名。“我们从未评论过本公司的利润。”

他补充道，“因为不管怎样，我们最好的业绩其实就是最新的一份报

告。”布洛克继续说道：“2020 年的情况更是如此。每次 Nikola 之类成

功的背后，都有五次不成功的尝试。”

提示三   

跟好莱坞一样，卖空也是受到点击率驱动的骗局。

社
交控集合。散户大军聚集。600 亿美元空白支票推动 IPO

热潮。2020 年各方看涨力量将灾祸预言家们逼到市场边

缘。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的上市公司的累计空头

头寸通常在流通股的4%至6%之间。到2020年11月初，

空头头寸已经降至不到 1%。

尽管现实是美国正在经历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劳动力市场崩溃，企业债

务不断增加，企业效益大幅下降，但股市的热情依然不减。很多散户投资

者信任的银行和经纪商的分析师们并未表现出怀疑。根据 FactSet 计算，分

析师对标准普尔 500 指数（S&P 500）的成份股给出的 10,322 个评级中，

只有 6.2% 是“卖出”。似乎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人都加强了警惕，华

尔街却没有。

即便 N i k o l a 有各种问题，也可以跟着不断上涨的市场维持。

Hindenburg 报告发表前不久，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表示将收购

Nikola 的股份，还同意合作开发燃料电池和皮卡。通用汽车在公开场合表

示，合作关系仍然在进行中。不过，通用汽车在 11 月 30 日缩减了参与规

模，并表示最终不会入股。

身处放纵时代，空头自视为向善的必要力量。在荒野的西部，他们就是

警长，只不过开的是奥迪（Audi）汽车。Hindenburg 的安德森说：“我认

为现在的欺诈行为比以往都要普遍。”他补充说，在监管机构和审计人员

跟上公司造假步伐之前，“我们会继续看到有更多的人加入做空行列。”

提示四   

不要迁怒于报信者，至少也要看完报告再说。

Nikola 并不是安德森捅出的第一条大独家，但这次比较特别。以往他的报

告会激怒多头，而且能够听到咒骂。“我们收到的充满愤怒的电子邮件，

还有威胁杀我和我的全家的死亡威胁都越来越多。”他说。但这次不一

样。事实上，顽固的多头齐声喊出：做空的伙伴。佩林钦佩地说：“这份

关于Nikola的报告，实在是无懈可击。” 财富

译者：夏林

的“空头平仓”，从开盘到收盘，下跌越多，下注赢

到的钱就越多。

赚钱简单，亏钱同样容易。“做空时最多只能赚

100%。”佩林解释说。如果股价从 20 美元跌到 0

美元，差额是每股 20 美元。但如果价格翻倍，损失

就加倍。如果价格上涨三倍，损失就变成三倍。诸如

此类。（这也是为何众多空头在特斯拉的身上输得精

光，截至 2020 年 11 月 19 日，特斯拉的股价已经上

涨近 6倍。）

Viceroy 只有三个人，每年仅可以调查几家公

司。佩林说，Wirecard 绝对是最成功的一次。德

国支付服务提供商 Wirecard 目前已经资不抵债，

在该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马库斯·布劳恩（Markus 

Braun）身陷囹圄后，股价从 2020 年 6 月中旬的

104欧元暴跌至 2020年 12月的 60欧分。2019年，

吹哨人、记者和佩林之类的卖空者指控 Wirecard 有

不法行为时，德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德国联邦金融监管

局（BaFin）转而调查告密者。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

还临时宣布卖空 Wirecard 股票是非法行为。“做空

攻击对市场诚信形成风险。”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

称。但进一步调查证明批评方的说法没有错误，从而

引发全国谴责德国保守的投资者文化。

“Wirecard 是一场战争，一场长达四年半的狗

屁战争。”佩林叹息道。有一次他说，“我曾经负债

百万。不是吹牛。”

47 岁的佩林说，直到 2020 年才等来转机，主要

依靠 Wirecard，还有 2020 年 9 月发布报告揭发德国

租赁公司 Grenke。Viceroy 的主要指控是 Grenke 利

用收购来掩盖账面现金干涸。Grenke 在一份声明中称

Viceroy 的指控“毫无根据”，尽管如此还是损失惨

重。在报告发布后，Grenke 的股价下跌了三分之一，

创始人也退出了董事会。与此同时，德国金联邦融监

管局在Viceroy发布报告几天后就展开了对Grenke的

调查。截至本文发稿时，调查仍然在进行中。

佩林为做空以及市场外行为也付出了很多代价。

八年前他曾经是一名社会工作者，因为被指控伪造文

件而被禁止在英国继续从业。（他起诉了前雇主并最

终和解。）2018 年，南非的一家商业集团委托撰写

报告，指控 Viceroy 在做空南非控股公司 Steinhoff

期间“大篇幅”抄袭对冲基金报告。佩林对批评者不

屑一顾。“如果你担心自己不够自负，就不要干做空

这行。”他说。

当被问及 Viceroy 的财务状况时，佩林只说外部

315_Features_LittleBiShorts.indd   73 4/1/2021   5:45 PM



74 《财富》（中文版）2021 年 1/2 月投资指南 • 圆桌会议

聪明资金布局下一次行动
新冠肺炎疫情对股市造成的损害比大多数投资者担心的要小。我们的投资专家小组仍然看到了大           量隐藏的获利机会

会议主持：Matt Heimer

投资人圆桌会  议

萨拉·克特雷尔
• Causeway Capital

“我们正处于市场周期中

非常亢奋的阶段。

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颜万伦
• Operator Collective

“直接上市并不一定适合

每家公司，但我喜欢这种

投资者民主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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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资金布局下一次行动
新冠肺炎疫情对股市造成的损害比大多数投资者担心的要小。我们的投资专家小组仍然看到了大           量隐藏的获利机会

会议主持：Matt Heimer

投资人圆桌会  议

大卫·艾斯维特
• T. Rowe Price全球股票基金

“在短期内，你必须得经受

考验，这样你才能够 在
接下来的两三年内赚到钱。”

乔希·布朗
•里萨兹财富管理公司

“我们需要对比的是那些能够

长期上涨的股票和那些只能

断断续续上涨的股票。”

萨维塔·苏布拉马尼安
•美银美林

“基于买入并持有这种老派

心态来思考市场，或许是

最大的赚钱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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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面是新冠肺炎疫情死灰复燃的坏消息，另一面是

股市如火如荼的繁荣景象。这就是参加《财富》杂

志年度投资者圆桌会议的专家们讨论 2021年时面临

的矛盾之处。新冠疫苗燃起的新希望，犹如一股上

升气流，推动许多股票高歌猛进。我们的讨论嘉宾

也抱有同样乐观的情绪，尽管他们对如何利用后疫

情时代的复苏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押注于备受摧残的蓝筹股，还是坚

持追随年轻的颠覆者？选择老派银行，还是金融科技？）他们都担心，如果

经济恢复正常导致利率上升，股市可能会迅速失去光彩。他们还在另一个

有趣的观点上达成一致意见：管理层的多样性，开明地对待员工，对股东

来说也是好事。

2020 年受邀出席的专家包括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美国股票和量化策略主管、全球 ESG（即环境、社会和企业管

治）研究主管萨维塔·苏布拉马尼安（Savita Subramanian）；里萨兹财

富管理公司（Ritholtz Wealth Management）的首席执行官、《我如何

投资我的钱》（How I Invest My Money）一书的作者乔希·布朗（Josh 

Brown）；业绩名列前茅的 T. Rowe Price 全球股票基金（T. Rowe Price 

Global Stock Fund）的负责人大卫·艾斯维特（David Eiswert）；

Causeway Capital 的首席执行官兼基本面投资组合经理萨拉·克特雷

尔（Sarah Ketterer）；以及早期风险投资公司Operator Collective的创始

人及普通合伙人颜万伦（Mallun Yen，音译）。以下是经过编辑的讨论摘

录。如欲获得更多相关内容，请访问 Fortune.com。

《财富》：投资者正在消化两大潜在利好消息：一是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看起

来对商业有利，二是新冠疫苗的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展望 2021 年，这些因

素将如何影响市场？投资者是否应该关注诸如银行股和工业股这类严重受

挫的“价值”板块？

大卫·艾斯维特：我认为这并不像选择价值股或成长股进行投资那么简

单，因为新冠病毒已经造成了这种极端情势。你现在可以买进一些业务基

本面极其负面的成长型公司。在未来几年，万事达卡（Mastercard）将会

是一只很好的股票。但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万事达卡失去了所有跨境业务，

所以这只股票在 2020年有时表现得非常挣扎。

《财富》：说到跨境，美国股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的表现远远好于大多数外国市场。投资者应该关注哪

些国际股票？

乔希·布朗：我认为，再过十年，我们将不再根据

股票在哪个国家来讨论股票。投资者将利用新技术建

立全球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并且侧重于一些有强烈投

资理由的行业。

成长股和价值股也是如此。我看到能源股在标

准普尔 500 指数（S&P 500）中的比重从本世纪

头十年的 18% 下降到现在的不到 1%。我确信，它

将实现均值回归，可能会回归到 3% 或 4%，但不

会回到 18%。我们的孙辈不会坐在由恐龙骨骼驱

动的汽车里。目前的价值股基本上是能源股和银行

股。银行股是另一个不会再次经历长期增长的领

域：既然 PayPal 已经进入这一领域，诸如 Rocket 

Mortgage、Lemonade 和 Root 这些新的颠覆者又

投资指南 • 圆桌会议

放眼全球，各国央行已经提供了总计
高达 10 万亿美元的货币和财政支持。但我们甚至
还没有看到全面的影响。”

萨拉·克特雷尔 • Causeway Capital

萨维塔·苏布拉马尼安

 • 美银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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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尝不会呢？所以，我们正在试图重新引导投资者的

观念：投资不再是对比美国股票和外国股票，或者价

值股和成长股；我们需要对比的是那些能够长期上涨

的股票和那些只能断断续续上涨的股票。

萨维塔·苏布拉马尼安：我们应该重点关注行业而

不是区域，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但我不知道现在

是不是这样做的恰当时机。跨国公司正在形成一个个

小的生态系统。从价值观和治理框架来看，各国现在

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美国和欧洲或许拥有更加相似

的价值观结构，而中国的框架、政治背景和治理结构

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

国在美国公司的制造业务中所扮演的角色。

艾斯维特：助力美国市场挺过新冠肺炎疫情的一大因

素是，美国拥有全球储备货币和印钞机。因此，你仍

然有很好的机会去购买新兴市场的特许经营公司，因

为许多国家的货币严重贬值。比如，印度银行股就有

一个很棒的增长故事。几个月前，你可以用账面价值

的区区 1.5倍买进HDFC银行（HDFC Bank），对

于一家每年盈利增长 10% 的公司来说，这个估值低

得惊人。

《财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许多行业对新技术

的采用都显著加快。这种势头会继续下去吗？

颜万伦：工作的数字化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场

新冠肺炎疫情迫使许多原本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够推

出的东西迅速获得广泛采用。

我们也看到，许多新一代的创始人来自头部企

业，比如谷歌（Google）、领英（LinkedIn）、推

特（Twitter）和 Salesforce。他们随后加入一些寻

求颠覆这些老派行业的公司。现在，他们正在试图

利用自己的新创企业来实现超越。给大家举个例子

吧，在保险科技行业里，有一家名为 AgentSync 的

公司。他们做的事情很无聊，就是给保险代理人授权

许可。但创始人来自领英，然后加入 Zenefits，而首

席执行官和首席技术官此前则分别去了 Dropbox 和

Stripe。在 Zenefits 工作期间，他们发现了一个与许

可合规性有关的问题，这也是 AgentSync 重点关注

的领域。尽管他们并不是一辈子都在保险行业里工

作，但他们带来了领英，以及 Dropbox 和 Stripe 的

经验—所有这些经验都来自企业科技。相较于没

有这种经历的人，这些经验可以让他们更快地推动一

些变革。

萨拉·克特雷尔：在银行股受到太多诋毁之前，我

想说一句公道话。从价值角度来看，它们变得如此便

宜。到 2020 年 10 月，欧洲银行的估值跌到了比全

球金融危机时还低的水平，尽管它们现在拥有更多的

资本。如果一家真正优秀的银行在中东欧增长较快

专家选股 *

万事达卡
（股票代码：MA， 
股价：335美元）

PayPal
（股票代码：PYPL， 
股价：192美元）

Rocket  
Companies

（股票代码：RKT， 
股价：23美元）

Lemonade
（股票代码：LMND， 
股价：65美元）

Root
（股票代码：ROOT， 
股价：20美元）

HDFC 银行
（股票代码：HDB， 
股价：69美元）

意大利联合信贷
集团

（股票代码：MI: UCG， 
股价：10美元）

* 股票按照文中提到的顺序出现。 股价截至 2020 年 11 月 16 日

乔希·布朗

 • 里萨兹财富管理公司

萨拉·克特雷尔

 • Causeway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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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选股

Trainline
（股票代码：LON: 
TRN，股价：6美元）

Alphabet
（股票代码：GOOGL， 
股价：1,774美元）

Facebook
（股票代码：FB， 
股价：279美元）

空中客车
（股票代码：PA: AIR， 
股价：107美元）

Sabre
（股票代码：SABR， 
股价：10美元）

Amadeus
（股票代码： 
MC: AMS， 
股价：69美元）

DraftKings
（股票代码：DKNG， 
股价：43美元）

的国家里拥有价值不菲的特许经营权，就像意大利

联合信贷集团（UniCredit）一样，那么它就值得关

注。联合信贷集团目前的股价为扣除商誉后有形资产

账面价值的 40%，它的交易价格应该是账面价值的

80%。我简单地计算一下，这就是加倍的收益。我

会随时入手这只股票的。

《财富》：我们一直谈论科技公司是这场新冠肺炎疫

情的赢家。但并非所有的科技公司都能够经受住新冠

病毒的考验。比如说，如果你经营的是一家在线旅游

企业，你的股票就承受着巨大的下行压力。

艾斯维特：我们是 Trainline 的股东。这是一款主要

面向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电子票务应用程序。其股价经

历了堪称灾难的一年。但它们的市场份额只增不减。

随着火车票务的回归，纸质票将不复存在。这是一个

长期增长的故事，它们只是碰巧站在了新冠肺炎疫情

的对立面。

苏布拉马尼安：现在的利率如此之低，让人觉得似乎

需要投资真正的长期成长型股票，尤其是科技股。这

些股票看起来极具吸引力，因为资本成本已经降到了

非常低的水平。但如果你使用对利率敏感的估值模

型，成长股现在看起来比价值股还贵。

艾斯维特：在科技行业的内部也有很大的差异。苹

果（Apple）和微软（Microsoft）的估值非常高。我

认为，亚马逊（Amazon）正在经历极其积极、但不

可能持续下去的基本面。另一方面，我真的认为，谷

歌深受新冠肺炎疫情之害。所以谷歌的估值看起来很

有吸引力。Facebook其实看起来也很有吸引力。

克特雷尔：在那些遭受这次大崩盘重创的股票中，

有很多都是旅游、酒店、航空和航天领域的。哇，

有许多大名鼎鼎的公司都位列其中。谁可以想到

你竟然能够以区区 12 倍市盈率的价格购买空中客

车（Airbus）的股票？它毕竟是双寡头之一啊！再

看看旅游业，Sabre 及其在西班牙上市的竞争对手

Amadeus 也便宜得令人不可思议。这些公司的业绩

完全取决于客运量。一旦客运量止跌回升，它们就会

获得费用收入。

《财富》：DoorDash、爱彼迎（Airbnb），以及其他

预计很快将进行 IPO、处于后期阶段的新创企业。它

们现在的势头比我们在八个月前想象的要强劲得多。

颜万伦：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每个人都认为，

哦，天哪，爱彼迎就要上市了。然后，旅游业和酒店

业似乎遭受灭顶之灾。银湖资本（Silver Lake）颇具

先见之明，以非常合理的估值入股该公司。现在，爱

彼迎正在蓬勃发展。

在私人风险投资方面，估值有些疯狂。因此，尽

管许多公司准备申请上市，但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寻

找其他的融资途径。关于直接上市和 SPAC（即特殊

目的收购公司，这些“空壳公司”筹集资本收购私人

拥有的新创企业，并推动其上市）的讨论日益增多。

这种另类融资方式并不一定适合每家公司，但我喜欢

这种投资者民主化趋势。我认为，不只是以传统方式

做事情的开放态度，最终将使更广泛的经济受益。

布朗：但这不见得总是更好的融资途径。让我们看看

直接上市：Slack 就是这样上市的。对那些在后市入

场的股东来说，这并不是好事情，不仅仅因为这只股

票表现不佳。内部人士没有锁定期。高管们可以自由

出售所持股份，而且他们没有任何压力来提供业绩。

而如果你用传统的方式上市，内部人士往往会被锁定

6个月或 9个月。

我很理解 SPAC 横空出世的原因：IPO 路演异

投资指南 • 圆桌会议

股价截至 2020 年 11 月 16 日

在 MSCI 世界指数
（MSCI World Index）中， 

成长型股票相对于价值型股票的价格溢价。

这一差距表明，价值型股票即将迎来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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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艰辛，而且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你也无法这样

做。SPAC 确实是一种旨在匹配投资者和公司的有效

方式。但问题在于：只有一位投资者，即 SPAC，在

决定某个价位适合某家公司。没有任何审查流程。

我们在 Nikola 和 MultiPlan 等公司身上经常看到的

是，要是这些公司进行传统的路演，进而获得更多

的审查，它们本身也会成为受益者。倘如此，它们

就不会获得这样高的估值，而投资者也就不会损失 

数十亿美元。

艾斯维特：我甚至无法跟踪他们。尽管我们拥有 150

名分析师，但我仍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无法做你

想做的那种尽职调查。

《财富》：在那些已经让一家公司上市的 SPAC 中，

是否有一些看起来像是做对了的模式？

布朗：DraftKings 看起来不错。我喜欢它们做的一

切。但现在评判还早了点。

颜万伦：如果愿意的话，有些实力很强的公司本来能够这样做，但它们并

没有采用这种融资方式，比如 Snowflake。就像所有的东西一样，现在有

一个 1.0版模型，而那些不够强大的模型终将被淘汰。

克特雷尔：我要补充的是，SPAC的扩散，再加上创纪录的 IPO亏损水平，

告诉我们，我们正处于市场周期中非常亢奋的阶段。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情呢？

《财富》：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促使人们关注公司是否在履行它们作为企业公

民的责任。投资者是否开始为更好的行为支付溢价？

苏布拉马尼安：在 2020年 2月到 3月这段有史以来最快的熊市中，我们看

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基于一些社会因素的股价分化。比如，在同

一个行业中，员工快乐的公司表现得明显优于员工不快乐的公司。我们还

发现，公司的休假政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回报率差异化因素。我们都习惯

于认为，治理风险和财务风险是经济低迷时期影响股价的重要推手。但实

际上我们看到，在那段快速但非常严重的熊市中，这些更多地以员工为导

向或以社区为导向的因素带来了很多回报。

布朗：从那个最严峻的时刻到 2020年 10月，可持续基金和 ESG基金吸纳

了高达 305 亿美元的新资金。到 2020 年夏天，我们在这个基金类别吸收

的资金超过了 2019 年全年，而 2019 年的数字是前一年的四倍。很多老派

的投资组合经理对此嗤之以鼻—谁会在乎一家公司如何对待员工呢？不

过，与二三十岁的投资者交谈时，你会发现他们很在意这一点。

苏布拉马尼安：这也不只是千禧一代的期望。如果你身处一个劳动密集型

的创新行业，而你的员工不快乐，他们就会去找竞争对手，你就会失去优

势。

ESG的另一个有趣之处在于，你仍然有机会买进那些商业模式的物质层

面与道德考量相一致的“坏”股票。由于脏，能源股基本上已经从投资组

合中被清除掉了。但如果你看看这些电动汽车公司，它们使用电池，而开

如果你身处一个创新行业，而你的员工不快乐，他们就会去
找竞争对手，你就会失去优势。”

萨维塔·苏布拉马尼安 • 美银美林

颜万伦

 • Operator Coll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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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于制造电池的金属是一个非常肮脏的行业。然而，一些能源股在 ESG

指标方面可能做得很好，因为它们已经确立了碳中和目标。

布朗：萨维塔，我们有机会进行一次实证测试。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基本上说：“我们根本不关心 ESG。”而荷兰皇家壳牌（Royal 

Dutch Shell）则表示：“到 2050 年，我们将没有任何石油可供出售。”

所以，我们将密切关注这两家公司在未来十年的股价表现。

艾斯维特：我真的认为，人们现在比三年前更加意识到社会不公。T. Rowe 

Price 对此深有体会。我们竭力成为这方面的领导者。在一个像我们这种向

来由白人男性主导的行业里，问题是，我们还留下多少人才来解决这一问

题。我们希望以客户的利益为出发点来做事，这意味着要从不同的领域中

挖掘人才。这是一个产生阿尔法收益的问题，对吗？

《财富》：我差点忘了指出颜万伦的基金 Operator Collective 就是按照这一

原则运作的。太失职了。

颜万伦：在新创企业，创始人很容易雇佣到和自己一样的人。所以，我们

要尽早促使这些公司招聘占主导地位的同质群体之外的人。我们投资来自

各种背景、所有性别的创始人。但由于在我们的投资人群体中，90% 是女

性，40% 是有色人种，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指导、帮助，并且引领那些有这

种背景的董事会成员和高管进入这个生态系统。

艾斯维特：2020 年就有很多这方面的好例子。AMD 的首席执行官

苏姿丰（Lisa  Su）就是一位了不起的领导者。她基本上战胜了英特

尔（Intel）。她令人难以置信地引领这家公司重回巅峰。硕腾（Zoetis）的

克里斯汀·派克（Kristin Peck）是另一位伟大的领导者。她们正在以自身

的成就证明，女性领导者可以提供价值。

克特雷尔：还有UPS！卡罗尔·托梅（Carol Tomé）是首席执行官。

布朗：Gap的索尼娅·辛加尔（Sonia Syngal）差不多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

发之日被授予公司最高职位的。他们本打算拆分 Old Navy，让她担任该品

牌的首席执行官。2020 年 3 月，他们说：“还是算

了吧，不拆分了。我们有麻烦了。你现在是 Gap 的

首席执行官。”你看看从那时起这只股票的走势。我

并不认为一位年长的白人男性首席执行官能够做出她

现在的成就，那就是战胜 Lululemon。

《财富》：你们认为 2021 年最大的机遇和风险是什

么 ?

克特雷尔：众多公司一直在利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来

削减成本和增加运营杠杆，其中很多企业的利润率可

能高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的水平。但所有这一切背

后的催化剂并不仅仅是疫苗、疗法和测试。放眼全

球，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各国央行已经提供了总

计高达 10 万亿美元的货币和财政支持。这些海量流

动性对经济的冲击往往会有一到两年的滞后期，所以

我们甚至还没有看到全面的影响。材料股、非必需消

费品类股票、金融股和工业股有望迎来大幅上涨。

最让我们担心的风险是中美关系。我们最近在上

投资指南 • 圆桌会议

问题是，我们将经历另一场经济衰退。
但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压力就是简单地
重复我们刚刚做过的事情。”

乔希·布朗 • 里萨兹财富管理公司

大卫·艾斯维特

• T. Rowe Price 全球股票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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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开设了一个办事处，我想确保思想、知识的自由流

动。我们可以从中国的私营企业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反之亦然。如果这种流动被切断了，我们被巴尔干

化，世界将为此付出代价。

艾斯维特：我们现在知道即将有多种疫苗问世。我们

将战胜新冠病毒。我坚信这一幕将在 12 个月或 18 个

月后成为现实。这是目的地，但通往它的道路崎岖不

平。在短期内，你必须得经受考验，这样你才能够在

接下来的两三年内赚到钱。我认为社会不稳定是一个

重大风险。我现在无法理解这个国家。我不理解人们

秉持的信仰，以及他们身上的抵触情绪。我认为这让

我们变得很脆弱。我还担心利率。我们现在生活在

零利率时代。房价飞涨—30 年期抵押贷款利率是

多少来着？最近是 2.8%？在零利率消失之际，所有

资产的价格都会下降。如果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

3%，我们的经济还可以维持增长吗？因为这会造成

痛苦。

颜万伦：2020 年 9 月，有 110 万工人退出了劳动力

市场，其中 80% 是女性。其中一大原因是，我们为

上班族父母提供的很多支持，比如传统的托儿服务和

学校，都消失了。我们如何才能够确保我们努力为女

性争取到的平等地位不会被彻底摧毁？如何才可以确

保下一代女性劳动者中涌现出更多的索尼娅·辛加尔

和苏姿丰。

对上班族父母和有工作的单身妈妈来说，要适应

极其死板的公司结构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比如必

须通勤，必须从早上 8 点待到下午 5 点。因此，让我

备受鼓舞的是，人们现在已经习惯于一个事实：你不

必适应僵化的传统企业结构。我们完全能够采用更加

灵活的工作方式。

根据晨星公司（Morningstar）发布的数据，
这是可持续性共同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在 2020 年第三季度末管理的资产规模。

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股市经历最恶劣的几周熊市之际，可持续性基金依然炙手可热。

非美国股票

相对于它们的收益而言，

新兴市场和欧洲的股票

比美国股票便宜 20%
至 30%。一旦经济形势

好转，这些股票就有

很大的上涨空间。

金融股，无论新旧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缓解，

金融股看起来很有机会

飙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寻求抢夺其市场份额的

金融科技股也是如此。

年轻的投资者

他们渴望投资富有社会

责任感的公司，并为其

工作。这种趋势正在改变

企业的优先事项，并且

影响其股价。

值得兴奋的事情

利率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各国央行一直将利率保持

在低位。如果利率随着

经济的好转而逐渐回归

正常水平，股票和房地产

价格可能会暴跌。

中美关系

贸易摩擦和知识产权纷争

可能会升级，从而对依赖

全球供应链的跨国公司

造成损害。

上班族父母

学校和托儿所的关闭促使

数百万女性离开劳动力

市场，由此造成不可

预见的经济后果。

值得担心的事情

三件值得兴奋的事情，以及

三件值得担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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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或者看看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的收

益。真的太疯狂了。我们要如何避免再次这样做？要

点是：每次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债务就会飙升。我

们一直处于债务陷阱中。但这一次，我们真的陷进 

去了。

这里蕴含着一个意义深远的机会。直接指数化

[ 购买包含许多个股的多样化投资组合，而不是指

数基金或交易所交易基金（ETF）] 将从根本上改

变我们的行业。我们开始把只买交易所交易基金

的家庭迁移到直接指数化上。我无法告诉你客户

满意度、业绩改善状况，以及税收损失收割（tax-

loss harvesting）状况，也无法告诉你能否撤除那

些在性别平等方面排名不高的公司，能否撤除枪支

制造商，以及那些不努力改善环境影响的石油公司 

等等。

现在美国所有的新财富都出自硅谷。新一代的高

净值人士，有着迥异于婴儿潮一代的外表、感受、

言行和思维方式。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带

着 1,000万美元的净资产来找像我这样的理财经理，

其中有 800 万美元是 Facebook 的股票。我不能对

那个人说：“让我们购买一只纳斯达克交易所交易基

金（Nasdaq ETF）吧。”因为这样做只会进一步增

加他们把财富聚集在 Facebook 股票上的风险。同样

的道理也适用于苹果、Salesforce、谷歌和微软的股

票。所以，直接指数化让我们有机会帮助他们购买一

个减去 Facebook，或者减去网络广告公司的纳斯达

克投资组合。

每家主要的资产管理公司都是这样想的，因为它

们深知，在 2020 年代的世界里，交易所交易基金现

在成了一种 20世纪 90年代的技术。

 

《财富》：谢谢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

 财富

译者：任文科

苏布拉马尼安：被我们所有人视为晴雨表的标准普尔

500 指数，在价格波动方面开始表现得非常奇怪。我

们现在每隔一天就会目睹 8 个标准差事件—这应

该每百年发生一次。这或许是市场民主化使然，市场

民主化本身是一件好事情—但它也意味着你可以

非常迅速地投下赌注，扰乱市场。

但这里也蕴藏着一个机会。对标准普尔 500 指数

来说，如果你在一天内买入和卖出市场，你赚钱的机

会只会比抛硬币要好一点。但如果你把这个时间跨度

延长到 10 年，你赔钱的概率就不到 5%。所以，基

于买入并持有这种老派心态来思考市场，而不是激进

地开展交易，或许是最大的赚钱机会。

布朗：我想谈一个非常大的风险。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在 2020 年的举措可能至关重要。但它

可能开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先例。通常情况下，在一

场像这种量级的衰退中，我们或许正在见证一波企

业破产潮。事实上，几乎没有企业破产。我们这

样做，当然是为了让企业留住员工的饭碗，为了

不让车轮掉下来。但我们经历了一场没有衰退的衰

退。我并不认为，我们在心理层面完全理解了这件 

事情。

问题是，我们将经历另一场经济衰退。可能是三

年后，也可能是 12 年后，我不知道。但政策制定者

面临的压力就是简单地重复我们刚刚做过的事情。人

们会说：“上次你给每个人发钱。为什么这次你不这

样做？”“嗯，那是一场疫情。”“哦，好吧，这次

是外星人入侵。我觉得这次也同样糟糕。赶紧扣动

扳机吧。”这太疯狂了，但惠而浦（Whirlpool）在

这次衰退期间所销售的浴缸比在经济扩张时期还要

专家选股

Snowflake
（股票代码：SNOW， 
股价：242美元）

荷兰皇家壳牌
（股票代码：RDS.A，
股价：33美元）

AMD
（股票代码：AMD， 
股价：84美元）

硕腾
（股票代码：ZTS， 
股价：165美元）

UPS
（股票代码：UPS， 
股价：168美元）

Gap
（股票代码：GPS， 
股价：24美元）

股价截至 
2020 年 11 月 16 日

投资指南 • 圆桌会议

在截至 2020 年 11 月 5 日的一周，30 年期 
固定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跌至历史新低。

一些投资者担心，如果利率最终上升，

股票和其他资产的价格将大幅下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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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新人性基础的精神革命
—“轴心时代”及其
当代问题之二

轴心时代的思想家启发了许多现代的精神性课题，

这一时期代表着人类历史上的真正转变

本文作者系
北京大学教授，

联系方式：
huyong@pku.edu.cn

作者：胡  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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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时代所形成的思想，其发生学的奥秘存在

于四个带有地区特色的文化土壤、历史渊源

和宗教 /哲学母体之中，分别是中国、印度、

以色列和希腊。

从雅斯贝尔斯的归纳看，几个所谓的“轴

心”文明都分布在地球的北温带地区，而没

有在南温带产生。这一方面说明人类农业文明对于温

带气候条件的强烈倚赖性，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不能不

意识到这样一些问题，比如人类早期社会活动中还是

应该具有相互影响的因素存在的，而且这对于主要文

明（可以相应地理解为“轴心”文明的萌芽）自身机

体的发达、强健也是非常必要的，起码支撑主要文明

的空间要足够开阔，这样才能够保证它的机体是相对

鲜活的（文明总是需要相互间刺激和取长补短的）。

而南温带地区地域狭小，且相对空间隔绝，虽然也产

生了像玛雅文明那种比较发达的农业文明，可是它的

终于没落恰恰说明了文明是需要强劲的新鲜血液的注

入的。

一个竞争环境也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当然竞争也

是带有血腥的），比如轴心时代的中国正是春秋战国

时期，印度也是列国时期，而希腊是各个城邦的活

跃、竞争时期，犹太人更是苦难重重，备受其他种族

的压迫，它们只能凭借自己坚定的信仰支撑自己民族

的延续，这使得他们创造了一种文明的范型。总之，

文明要具有适度的地理开放性和竞争环境。

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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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地理要素，还有学者主张“生产要素”说。

例如，汤一介以中国学者的身份提出新轴心时代。受

唯物主义史学观的影响，他认为，精神的突破往往是

现实经济变革的必然结果。汤一介重视从生产关系看

轴心时代，他多次这样描述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公

元前 500 年前后那个轴心时代，正是上述各轴心国

进入铁器时代的时候，生产有了大发展，从而产生了

一批重要的思想家。”铁器坚硬、韧性高、锋利，胜

过石器和青铜器。铁器的广泛使用，让人类的工具制

造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工具推动经济发展，而思想产生的另一个条件是

闲暇—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说：“（哲

学）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

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像孔

代世界的主要宗教和精神传统。因为轴心时代的思想

家启发了许多现代的精神性课题，这一时期代表着人

类历史上的真正转变：人们的认知方式从叙事和类比

风格进展到更具分析性和反思性的风格（这可能是由

于外部记忆工具使用的增加）；同时，人们的激励取

向也发生了从短期物质取向到长期精神取向的改变。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轴心时代是参照现代宗教和

现代世界来定义的。苏格拉底、孔子、佛陀和希伯来

的先知们，被认为比起早期的酋长国和古帝国的人，

更接近我们现代人。他们提出了与今天的宗教和精神

领袖所思相差不远的问题，并且提供了相似的回答。

正因为如此，古希腊哲学、《吠陀》经典、《圣经》、

诸子百家等等，对后来人具有一种精神家园感。例

如，黑格尔就曾经说道：“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

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

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哲学史讲演录》卷一，

第 157 页）

而雅思贝尔斯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在哲学或思想

的领域中彻底抛弃了黑格尔以来的西方中心论。我们

都知道，黑格尔根本不承认“东方哲学”能够望希腊

哲学的项背；他对中国和印度的思想都评价极低。按

照黑格尔的观点，尽管在中国和印度的思想中有一些

道德的教训、概念的反思、逻辑的萌芽，但是总的说

来仍然算不上是真正的哲学。而雅思贝尔斯则对中国

和印度作了以下直截了当的论断：“中国和印度占据

着与西方比肩的位置，不只是因为它们一直存活到今

天，而是因为它们都完成了突破。”

雅斯贝尔斯站在人类统一目标的高度，着眼于世

界历史结构共同的精神联系，把中国、印度和西方在

轴心期所创造的文化及其哲学置于同等并列的地位，

完全摆脱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中心论的传统偏

见。由此可知，轴心时代实乃一个世界主义的概念，

它肯定了人类思想的演进具有某种共同性。

正如余敦康先生所总结的：“世界历史的结构并

非只有西方的一元，而是由包含中国、印度和西方在

内的三元共同组成，全世界也并非只有一个惟一的以

逻各斯为核心主题的西方哲学，同时还有着以梵我同

一为核心主题的印度哲学，以天人整体的道术为核心

主题的中国哲学。”（《先秦诸子哲学对宗教传统的

继承与转化》，载《轴心时代的中国思想：先秦诸子

研究》，商务印书馆，2019 年） 财富

子、苏格拉底等开一代文化之先风的思想巨人都是平

民出身（孔子虽然是下等没落贵族，但他的经济地位

很低），而他们终于成长为学识渊博者，除了他们自

身的聪明才智、刻苦自学精神之外，其实最为重要的

即是社会经济因素（尤其城市经济）的迅速成长和活

跃性给他们带来了自由思考和学习的良机（比如文化

传播比之过去更为发达了），并且让他们得以从繁重

的生产劳动中有效地解脱出来（这是社会生产力水平

大大提高的直接后果）。

不过，在雅斯贝尔斯的眼里，精神运动才是构成历

史的根本要素，工具及社会经济绝不会成为历史的起

点，促成“奠定我们新人性基础的精神革命”。这个

精神革命的关键表现在于，在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最重

要影响的几大文明中，不约而同地孕育出日后塑造现

世界历史的结构并非只有西方的

一元，而是由包含中国、印度

全世界也并非只有一个惟一的

以逻 各斯为核心主题的西方哲学，

同时还有着以梵我同一为核心

主题的印度哲学，以天人整体的

和西方在内的三元共同组成，

道术为核心主题的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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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0 年年初开始，财富中文网增设“商务英语”栏目，本栏目编撰者 Greg Laskaris 为美国加利福尼亚经理人 ESL（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专家，

是国际商务英语培训机构 Business Training International 的创始人。现将“商务英语”最新内容选登如下（欲了解单词发音及更多双语内容请登录：

www.fortunechina.com）：

word-a-day: phrase-a-day:

browse 1. 上网（动词）；2. 浏览（动词）

1. (transitive/intransitive verb) To look for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EXAMPLE: I like to browse the Internet for ideas about where to go on 
my vacation.

我想上网看看对度假目的地的想法。

2. (transitive/intransitive verb) To look casually at merchandize in a 
store without a specific intension to make purchases.
EXAMPLE: When I have a day off I like browsing through bookstores, 
just looking at books, not necessarily buying anything.

每当有一天假期，我喜欢到各家书店，只是翻翻书，并不一定要买。

burrow 1. 地洞（名词）；2. 打洞（不及物动词）

1. (noun) A opening in the earth dug by an animal for shelter.
EXAMPLE: I discovered a small burrow in the field beside our house.

我在房子旁边的空地上发现了一个小地洞。

2. (intransitive verb) To make such an opening in the earth.
EXAMPLE: My father is bothered by the moles that burrow in his garden.

鼹鼠在我父亲的花园里打洞，让他很烦。

contrive 策划（及物动词）

(transitive verb) To develop a clever plan for accomplishing an 
unethical or illegal objective.
EXAMPLE: The dishonest accountant contrived an elaborate scheme to 
secretly defraud his company.

这个骗人的会计精心制定了一个秘密骗取公司钱财的详细计划。

ignoble 不光彩的，丑陋的（形容词）

(adjective) Describing something dishonorable; lacking in positive 
qualities or worthy intentions.
EXAMPLE: By pretending to be a kindly and empathetic to his 
colleagues, the hypocritical executive was careful hid his ignoble 
habits of greed and betrayal.

这名狡猾而虚伪的高管假装对同事表示友善和同情，小心翼翼地掩盖他贪婪和背叛的

丑陋习性。

immeasurable 不可估量的（形容词）

(adjective) Describing dimensions that are either infinite or so large as 
to be impossible to determine.
EXAMPLE: Reckless misuse has resulted in immeasurable quantities of 
natural resources becoming lost forever.

盲目开采，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自然资源的永久损失。

lowbrow 低俗的（形容词）

(adjective) Unsophisticated; vulgar. (NOTE: opposite of “highbrow”)
EXAMPLE: My sister thinks popular movies are lowbrow entertainment, 
and instead prefers classical music concerts.

我妹妹觉得卖座的电影都是低俗的娱乐，她更喜欢古典音乐会。

“Does that work for you?”“你同意吗？”（非正式表达法）

Informal question asking if a listener agrees with whatever plan or 
action has been suggested. (NOTE: usual reply is either “Yes, that 
works for me,” or “No, that really doesn't work for me.”)
EXAMPLE: I think we should finish our projects this morning and meet 
at lunch to discuss them … does that work for you?

我认为，我们应该在今天早上结束项目，并在午餐时讨论一下，你们同意吗？

epic failure 大败

A complete and spectacular lack of success.
EXAMPLE: After millions were invested in the massive marketing 
campaign, the new product's epic failure was a terrible disappointment 
that caused the collapse of the company.

在投资数百万做大规模市场营销后，新产品还是遭遇惨败，令人大失所望，最终导致

公司崩溃。

“Nothing to it!”“很容易！”（非正式表达法）

(Informal expression meaning “it's easy.”)
EXAMPLE: When my children asked me if it's hard to drive a car, I told 
them “nothing to it!” because I wanted them to be confident.

孩子们问我，开车难不难，我对他们说“很容易”，因为我想让他们保持信心。

on the fly 马上（非正式）

(INFORMAL) Quickly; in a great hurry. (NOTE: implies flight without 
touching the ground.)
EXAMPLE: I haven't eaten lunch but I will buy something to eat on the 
fly when I get to the train station.

我还没有吃午饭，但当我到了火车站，就会马上买些东西吃。

on the level 诚实地（非正式）

(INFORMAL) Honest; lacking any deceptive intentions.
EXAMPLE: All his business colleagues know that my brother is always 
on the level.

所有商界同行都知道，我兄弟一直是个诚实的人。

run-of-the-mill 一般的

Ordinary; lacking any special quality or attractiveness.
EXAMPLE: The boring conference took place in a run-of-the-mill hotel 
near the train station.

这次无聊的会议是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普通酒店里召开的。

to raise the bar 提高档次

To set standards and expectations higher.
EXAMPLE: Each year exciting new innovations come along that raise 
the bar on consumer electronics.

每年消费电子展都有令人激动的创新产品，提高了展览的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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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觉
中
国

18.4 %
市场研究公司 Gartner 发布的一项报

告预测，2021 年全球公有云服务终

端用户支出将增长 18.4%，总额达到

3,049 亿美元（2020 年为 2,575 亿美

元）。

19.9 %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的一项

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功能型瘦身食

品市场规模达 1,945.3 亿元，预计 2023
年增长至 4,020.8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

率达 19.9%。

50亿美元
根 据 Omdia 的《2020 年 SiC 和 GaN
功率半导体报告》，到 2020 年年底，

全球 SiC 和 GaN 功率半导体的销售收

入预计将从 2018 年的 5.71 亿美元增至

8.54 亿美元。未来十年的年均两位数

增长率，到 2029 年将超过 50 亿美元。

700亿美元
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预测，

作为设备投资指标的半导体制造装置

销售额将在 2021 年达到创历史最高纪

录的 700 亿美元。

5,600亿美元
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布的一份报告预测，

2025年前，天基物联网产值可达 5,600
亿美元至 8,500 亿美元，前景广阔。

2.7万亿美元
美银美林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未

来 30 年，全球太空行业的规模将至少

达到 2.7 万亿美元。

数 字

We have to be able to see the reality 
of what's going on in the world, 
and to know that and to listen to that. 
But we have to believe in the world 
getting better. And we do believe in 
the world getting better because 
it is getting better.
我们一定要认清世界上事情的真实
情况，认真了解并认真倾听。但也要
相信世界会越来越好。我们就相信世界
会变得更好，因为一定会变得更好。

——梅琳达·盖茨（Melinda Gates，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 )

I think decency is the bedrock of defining what makes us humans. Decency 
doesn't mean being nice to everybody. It means being fair to everybody.
我认为，体面是我们何以为人的基石。体面并不意味着友善对待每个人。
它意味着公平对待每个人。

——彭安杰（Ajay Banga，美国万事达卡公司前首席执行官 )

We are continually faced with a series of great opportunities brilliantly 
disguised as insoluble problems.
我们总是面临一系列被巧妙伪装成无解难题的伟大机遇。

——约翰·加德纳（John W. Gardner，美国卡内基公司前总裁 )

Finance can be a force for real change and real good in the world. Creating 
a permission-less country coin in countries that are on growth trajectories 
from developing to developed status is one of the biggest ideas in finance 
today.
金融可以成为一股力量，推动世界实现真正变革、变得真正美好。从发展
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国家创造一种免许可国家货币，是当今金融界最
重大的想法之一。

——布莱恩·布鲁克斯（Brian Brooks，美国货币监理署代理署长 )

If you get the strategy and direction right, you can spent 95% of the time on 
improving execution, which in turn lowers costs and frees up more cash both 
for quarterly profits and new investment.
如果你确定好了战略和方向，你就可以把 95% 的时间用在改善执行方面，
这反过来又会降低成本，从而腾出更多的现金用于季度利润和新投资。

——高德威（Vince Lombardi，美国霍尼韦尔公司前首席执行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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