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 奇

“身无分文”，只怀揣一张信用卡，就几乎可以乘车、旅行、购物畅通
无阻，这是如今不少瑞典人的生活习惯，以至有媒体惊呼：瑞典或成为世
界上首个无钞化国家！

尽管早在 1661 年瑞典就已成为第一个使用纸币的欧洲国家，率先在
欧洲发行纸币， 但这个科技发达的北欧之国却丝毫没有留恋这一传统，
反而让电子化支付逐渐成为人们普遍的消费方式。 电子化支付已融入瑞
典人的点滴生活。 如果你只怀揣现金在瑞典生活，那么你将寸步难行。

在瑞典的大部分城市里，人们不会通过现金买票乘车，因为那里的
公交车不接收现金，车票必须预先支付或通过发手机短信来购买。 “我上
次使用现金是在去年，而且是在国外，今年我还没使用过现金，我一直使
用我的卡和手机付费。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民理查德在互联网上的
讨论中发言说。

不仅如此，正有越来越多公司只接受银行卡，而一些银行也已经完
全停止处理现金业务，他们通过电子交易业务来赚钱。 值得一提的是，在
瑞典南部的卡尔·古斯塔夫教堂，牧师约翰·提尔伯格最近设置了一个有
电子支付功能的读卡器，这颠覆了礼拜者通常通过现金捐献的传统。 “大
家已跟我提了好几次，他们说他们没有现金，但是他们仍希望捐钱。 ”提

尔伯格说。 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在瑞典，纸币和硬币等
现金交易仅占全部交易的 3％， 而在欧元区以及美国，这
一比重分别为 9％和 7％。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5.9）

瑞
典
人
的
无
纸
币
生
活

近期，我国有相当多民众在爱国情怀影响下，积极参与保钓运动，并把活动范围
扩大到“抵制日货”。 我们不难预料，日本也会有抵制“中国货”的言辞和举动，从而与
中国发生经济冲突。 而我国消费者发起“抵制日货”和日本消费者搞“抵制中国货”都
存在盲目性，中日发生冲突，真正的战略赢家只会是美国。

“抵制日货”是不买日本品牌产品，但事实上许多日本品牌的产品是在我国制造，
抵制它们会让日本在华企业利益受损，但它们雇用的中国员工也必然受损，日资企
业为中国社会缴纳税金等公共贡献也会受损。 另外，“抵制日货” 还需要我们购买替
代产品如国货产品、其他国家产品，但这些产品中使用日本零部件、材料相当广泛。
国货和其他国家的产品也同样含有日本基因，我们无法完全抵制。

同样，日本抵制“中国货”，结果也是双方受损。 目前，在日本市场销售的“中国
货”，即“中国制造”，多数是日本在华企业制造。这些日资企业将“中国制造”的产品返
销日本市场，赚取的利润将会回日本。 日本消费者要抵制“中国货”，也带有盲目性。

更何况， 中日冲突的背景后面还站着一个冷眼旁观的美国。 有相当多的美国政
策制定者认为，如果中国实力受到任何的削弱就等于增加美国实力。 美国正在希望

重振制造业，恢复国际竞争力，而中日两个制造业大国之间的冲突，很可
能成为美国经济的巨大机遇。 从实力此消彼长的角度分析，美国将成为
中日之间发展冲突的战略受益者。

（摘自《环球时报》8.27 金柏松/文）

中日经济战谁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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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平洋某个群岛附近有一个叫珍珠
湾的海域， 这里盛产美丽的珍珠。 从 19 世
纪初开始，世界各地的采珠客蜂拥而来，贫
穷的费尔便是这些采珠客中的一个。

当费尔来到珍珠湾后， 并没有像其他
人那样匆匆下海采珠， 而是仔细观察着周
围的一切。 他发现，采珠客在采珠时都需要
戴上一种橡胶手套， 以保护他们的手在工
作时不会被锋利的蚌壳和礁石划伤。 由于
整日的割磨， 手套两三天就会磨破而被采
珠客丢弃 ，所以，这种手套的需求量很大 。
但手套都是用船从遥远的墨西哥运来的 ，
每副手套的零售价高达 1.2 美元。

费尔研究手套发现， 它是用一种橡胶
做成的，而附近到处是成片的天然橡胶林，
可来这里的人把目光都投向了珍珠， 没有
人顾及到有橡胶林的存在。 为什么不用这
些天然橡胶制成手套卖给采珠人呢？ 两个
月后， 一个制作橡胶手套的作坊建立起来
了，由于售价为 1 美元，比运来的便宜，所以

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一年后，费尔靠卖手套成
了百万富翁，当别人也看到手套的商机时，当地生
产手套的橡胶原料却已被费尔全部控制了。

几年过去了，成千上万的采珠客成为富翁的人
屈指可数， 大多数的人与刚来到这里时一样贫困。

而靠卖橡胶手套起家的费尔已
成了当地的首富。

（摘自 《给生命取个温暖的
名字》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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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 二战后的日本造船
业很不景气。 一位有着多家影院的中年人却看
好造船业未来的发展， 果断地用手上的钱买下

了当地一家濒临破产的造船厂。在他接手这家叫“来岛”的造船厂后，整整 2 年内，船厂都无法开工，业绩等于零。为了
给船找到买主，他常常跟渔船出海，仔细观察、研究市场的需求。 他发现在当时的日本，政府对于吨位在 500 吨级以上
的船只审查很严格，需要经过重重的审批才行。 渔民若是买的船只吨位在 500 吨位以上的，光是办理审批手续就要花
去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这对于以捕捞为主的那些渔民来说，眼看着有船，却不能出海是最大的遗憾。

他还通过观察发现其实 500 吨左右的钢船基本上就可以满足渔民一天的捕捞需求，船太大了，对渔民来说也是
一种浪费。 他认为生产 499 吨级的钢船是最合适的。 因为这一吨之差，渔民可以大大减少许多繁杂的审批手续，基本
上 3-5 天就可以合法出海了。于是他开始让船厂生产这种船。因为这种吨位的船只不仅可以让渔民有足够的吨位，也
让手续审批减少了很多环节，因此，此种吨位的船只在刚开始生产的 100 只，就被附近的渔民订
购一空。 随后的 2 年里，来岛造船厂只生产 499 吨位的钢船，随着大量订单的涌入，来岛造船厂在
他接手不到 5 年的时间里就扭亏为盈。 “来岛”造船厂迅猛发展，进入了日本五大造船厂之列。 这
位创造“来岛”造船厂从濒临破产到位列日本名厂神话的中年人就是坪内寿夫，掌控日本经济的
十大财阀之一。 （摘自《山东青年》第 8 期 刘永健/文）

499 大 于 500 的 智 慧

内森·奥尔特曼是印第安纳波利斯创
业公司 uFlavor 的 CEO。 该公司为消费者
提供在线定制饮料的服务。

uFlavor 如今已经出售过各种闻所未
闻的混搭组合饮料。 这是一个为用户提供
定制饮料的平台， 消费者的个性化设计将
通过这个平台与大众分享 (公司也为这些
创造者提供一定的利润分成)。奥尔特曼和
他的团队研制出了一台自动贩售机， 可以
让用户从 100 多种口味中进行选择， 调制
自己的饮料。用户还可以上传自己的头像，
把它印在瓶身上或者作为标签。

在公司网站上， 已经成功出炉的饮料
有：蓝莓味的水、柑橘香草混合苏打水、咖
啡口味的能量饮料、葡萄苹果混合苏打水
等。 这个由消费者自己动手定制饮料的平
台刚刚上线，就为用户提供了多重选择：可
以从甜度、碳酸饱和度、咖啡因浓度以及维

他命含量、 颜色等方面
入手， 调配自己喜欢的
口味。
（摘自《创业邦》第 7 期）

风 潮

风 向

经 典

经营智

慧

赚钱新

招

人生有

财

孔方学

院

责编 / 王珂
美编 / 胡晴 照排 / 张兵 校对 / 侯宇

２０１2 年8 月 31 日 星期五
第 35 期 经03２０１2 年8 月 31 日 星期五

第 35 期
责编 / 王珂

美编 / 胡晴 照排 / 张兵 校对 / 侯宇富 14▲ ▲ ▲ ▲

可以说 ，
全 球 没 有 一
份 能 反 映 富
人 财 富 真 实
数额的榜单 ，
即 使 是 所 谓
的官方数据 。

由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专家进行的“离岸藏匿财富”的分
析报告指出，大概有 21 万亿~32 万亿美元的富人财富从各
国流向卢森堡 、瑞士 、开曼群岛和百慕大群岛等 “避税天
堂”。 而富人在他地所拥有的飞机、游艇、收藏、房地产等资
产也并未算在内。 报告表明，富人藏匿的财富远比我们知
道的要多得多。 问题是，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避税天堂
所谓“避税天堂”，其实就是指那些信息保密度高，没

有外汇管制，更不用承担沉重的税务负担，避税方便的地
区和金融机构。 以韩国为例，自 1968 年以来，韩国在海外
投资额约为 2 亿美元， 今年 3 月其中的 10%被吸引到了避
税天堂。 英国媒体报道称，韩国在近 40 年中在海外避税天
堂隐藏资产高达 7790 亿美元。

除了金融机构，很多国家和地区也成为海外企业的避
税天堂。 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国际商业公司无需向当地政
府缴纳税金，只需缴纳极少数量的年费。 目前，面积仅有
153 平方公里的维尔京群岛， 已注册有大约 40 万家公司。
有人计算过，这个小岛平均每个居民拥有近 20 家企业，一
个篮球场的面积上就有一家公司。

跨国企业有内部价
如果富人拥有自己的跨国企业，如何为公司避税也是

他们要考虑的事。 今年 7 月底，日本夏普公司遭到调查，因

其在 5 年里通过海外子公司避税，并存在偷税现象。 夏普
是通过海外子公司在输出制造产品时，以低于正常价格出
售，通过减少交易价格来避免缴纳更多税款的。 夏普的这
种避税方式为转移定价。

转移定价是指跨国公司内部， 在母公司与子公司、子
公司与子公司之间销售产品，提供商务、转让技术和资金
借贷等活动所确定的企业集团内部价格。 转移定价是利用
各国间税率参差不齐和规定的差异，来达到避税的一种手
段。 据统计，国际贸易总额中约有 60%是通过这种跨国公
司的内部贸易所形成的， 跨国公司在制定内部交易价格
时，往往可以用转移定价的方法，达到减少税负从而增加
利润的目的。 这部分避税所得，如果不是犯事被查，是很难
被发现和追究的。

逃税奇术
午夜回国：有的富豪常常在晚上搭机飞离英国领空，过

了午夜之后， 再回到英国机场降落。 因为英国现行税法规
定， 每年在英国居住的时间不超过 90 天的话就不用缴税；
而剩下的 275 天里，只要午夜前不在英国也可以不用缴税。

逃往邻国：法国计划向总收入在 100 万欧元以上的富
人征收 75%的所得税。 于是近来，法国最富有的家庭纷纷
卖掉房产，并举家搬到邻国。

放弃国籍，做慈善：因为美国是经合组织中唯一对居
住在任何地方的本国公民征税的国家， 所以去年大约有
1780 名移居海外的美国人放弃自己的美国国籍。 此外，按
照美国的法律，如果富豪要把遗产给子女，联邦政府会从
中抽掉过半的遗产税。于是许多美国富
豪都以慈善捐款的手段规避遗产税。

（摘自《中国经济周刊》第 32 期
白朝阳/文）

全球富人怎样藏匿财富

美国有两位才
华 横 溢 的 卡 通 画
家， 他们的作品深
受 全 球 孩 子 的 欢
迎。 一位是建立迪
斯尼乐园而闻名于
世的迪斯尼先生 ；
另一位则是创造史
努比卡通形象的舒

兹先生。 然而，迪斯尼虽然去世多年，他所创造出来的迪斯尼
乐园，依旧是蒸蒸日上。 相对地，舒兹的漫画事业虽然也颇为
成功，但与迪斯尼王国相较，无论是在企业的规模或对顾客的
影响力上，还是略逊一筹。

其实，迪斯尼的事业能持续壮大，原因就在于他很早就不
再画卡通了； 而舒兹之所以略逊一筹， 因为他坚持亲自画漫
画，而且画到去世那一刻为止。 那么迪斯尼很早就不画画了，
到底在做什么？ 曾经有一个孩子问了这个问题， 迪斯尼回答
说：“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在扮演蜜蜂的角色， 主要任务是到处
寻花采蜜，授花粉。 ”在一个蜂群中，有 85%的蜜蜂在做采花酿
蜜的工作，另外有 15%的蜜蜂则从事探寻花朵的任务。 正因为
有如此的巧妙分工，才有源源不绝的成果。

迪斯尼的辉煌成就，即在于他能够随着
事业规模、 工作的发展与任务需求的不同，
随时调整自己，让自己能够扮演更积极与重
要的角色。

（摘自《幸福·悦读》第 4 期 许哲铭/文）

杰西是一个法国渔民的儿子，高中还未读完就
辍学了。杰西决定去巴黎碰碰运气，可惜的是，他折
腾了一年，一事无成的花光了带去的 1000 法郎。 就
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酒馆
里救下了莫里。 莫里醉酒后和几个小流氓发生争
执，杰西帮他解了围。就这样，杰西和莫里成了好朋
友。

莫里知道杰西的困难后，拿出一笔钱，跟杰西
合伙开了一家布店。 这期间，杰西同莫里的妹妹擦
出了爱情的火花。一天，杰西向莫里提出，要娶他妹
妹为妻，莫里勃然大怒 :“绝对不行，要不是我帮你，
说不定你现在还在巴黎的街头乞讨呢，你根本就配
不上我妹妹。 你要是再纠缠我妹妹，我们的合作就

到此结束。 ”杰西堕入情网无法自拔，他毅然选择了
“爱美人不要江山”。

结婚之后，杰西决定自己开一家卖针线、纽扣
的小商店。 谁知，小店开张后，生意惨淡。 因为针线
这类商品消耗量小，人们都是就近购买。 从这次失
败中，杰西学到了一条经验：做生意不仅要考虑顾
客的需求，更要考虑客源的集中性。

失败后的杰西又借钱开了一家布店。 但他忘记
了很重要的一条，那就是，以前经营布店全靠莫里
拿主意，对进货渠道和花色品种的选择，杰西并不
在行。 而杰西单独干的时候，不是进货的价格高，就
是品种不对路，难以吸引顾客，他的布店很快就倒
闭了。 第二次失败，他又懂得：做生意是一个系统工
程，部分解决不好，整体就会受到影响。

此时，一股淘金热在法国盛行。 杰西发现一种
淘金用的平底锅很好卖，于是，他立马开了家平底
锅专卖店，价格比同行要便宜很多。 杰西的廉价销
售吸引了淘金者，他们纷纷涌来购买，杰西赚了一
大笔钱。

一年后，杰西觉得自己完全可以独立地做大买
卖了。 于是，他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开了一家布店。
但杰西的布店再次失败，原因是里约热内卢的人口
少，市场空间小，他那些做大生意的经营手法，不过
是花钱买热闹而已。 从这次失败中，他又得到一条
经验：一种好的经营方法，不是百用百灵的妙药，还
要跟具体环境相适应才行。

就在此时，亏完老本的“常败将军”杰西没有想
到的是， 当年将他扫地出门的莫里主动找上门来，
表示愿意提供资金，再度与他合作。 当杰西问莫里
这是为什么时， 莫里笑着说：“经过这几年的折腾，
我认为你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商本领，是个理想的
合作对象。 ”就这样，两人在巴黎开了一家大型百货
商场。

正像莫里说的那样，经过几次失败后，无论是
市场嗅觉，还是推销经验，杰西都很出色，他已经成
长为一个成熟的经销商。 杰西和莫里的生意很快做
大做强，然后一家接一家地开设分店。 十年后，杰西
的百货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百
货公司之一， 它就是如今闻名全
球的“巴黎春天百货”。

（摘自《人生与伴侣》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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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中国人总是
能用浅显的大白话，阐述挺深刻的道理：出身决定阶层。
同样的道理，在经济界也有相应的阐述，用的却是一根
曲线———“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 这条曲线大概可以
论证：屌丝的逆袭，或许只是一个梦。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小说，
小说主人公盖茨比用现在的话来说， 曾经是一枚屌丝，
有一个女友黛西。 黛西后来嫁入豪门，盖茨比则发奋成
为富翁，以为她当年为了金钱背叛自己，也能为了金钱
重回自己身边，结果却被她利用，最后连命也搭上了。

而以这部著名小说的主人公命名的“了不起的盖茨
比曲线”，是一根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用以说明了这么

一种社会经济现象：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地位就
越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 子女处于父辈的经济阶层的
可能性就越高。

“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在现实中很容易找到证明。
比如，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社会阶层的收入不均
现象日益加剧， 收入较低的阶层对收入的悲观程度也
随之增加。 美国社会正趋于阶级化，其中一个突出特点
是出身变得至关重要，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几乎没有机会
升入社会中产阶层， 更不用说爬进上层
社会。也就是说，个人出生时的阶级地位，
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未来的经济前
景。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8.25 俞燕/文）

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究竟有多大？ 由于国家统计局
自 2004 年后就不再公布全国的基尼系数（判断收入分配
公平程度的指标），所以并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然而，目
前公众已形成一个共识： 收入分配不公是一种普遍存在
且十分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广大民众的不满，更多指向分配不公的体制，体制的
偏向性使得部分群体无法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幸好，在
历时八年的争议后,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有望在
今年 10 月推出。发改委已经完成了《方案》初稿的起草工
作,目前正在深入征求部级以上官员对 《方案》的意见。

国民财富扩容遮掩不了收入差距
经历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之后, 我国社会财富总量迅

速增大。然而,平均意义上的国民财富扩容,并不能遮掩城
乡、地域乃至行业间收入差距渐次拉大的事实。 因此 ,当
蛋糕做大 ,如何切好分好 ,满足人们相对而言“不患寡 ,患
不均”的公平性诉求,便成一道日渐彰显的待解难题。

站在宏观经济学的维度, 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无疑
是一个良性互动, 合理的分配能够为经济长期可持续增

长提供最根本的动力 ,而不合理的分配 ,最终会因消费能
力的不足而使发展动力衰竭。 为什么中国会成为奢侈品
消费大国, 而经济发展却面临内需不足只能不断靠投资
拉动的瓶颈？ 缘由正在于此。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
城乡差距是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第一大因

素。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僵化的土地制度是拉大城乡差
距的罪魁祸首。要缩小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必须果断加
大户籍制度改革，加强农民在土地转让中的定价权，以及
消除城市中对农民工的各种歧视性做法。

垄断是加剧收入分配不公的另一大原因。 垄断企业
凭借强大的垄断力量攫取了高额利润， 在内部人的控制
下，又产生高福利、高工资现象。 而众多非垄断企业市场
竞争激烈、生存环境恶化，致使员工工资福利欠佳。

灰色收入是民众最为反感的现象之一， 也是收入分
配不公的重要体现。由于监督管理制度的缺陷，致使我国
灰色收入规模庞大， 并已成为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一股
重要力量。尽管具体数额到底有多少尚存争议，但灰色收

入的存在本身就说明国
民收入分配已严重扭
曲。

改革要“接天线”更
要“接地气”

2004 年，收入分配
改革启动调研，至今历时 8 年，方案依旧没有出台。 究其
原因，就是改革动了既得利益群体的“奶酪”。想从制度上
遏制权力寻租、垄断经营和官商勾结等行为，构建合理的
约束、保障机制，必将遭遇种种掣肘。

基于此，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征求意见， 既要 “接天
线”，征求官员、国企等权贵者的意见；更要“接地气”，广
泛征求普通老百姓的意见和诉求。但遗憾的是，收入分配
改革方案， 至今深藏闺中， 除了在报端中看到只言片语
外，公众至今看不到一份征求意见稿。 如
果意见稿中只有既得利益者的声音，这样
的收入分配改革，将如何反映和维护公众
的利益呢？ （综合 《环球时报》8.28、
《河南商报》8.28、《山西晚报》8.28）

是什么在阻碍收入分配公平

中国需要的原油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
口，而原油价格影响的是汽油等成品油的价格，
这关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 因此有关争夺国际
原油产品的“定价权”之说一直炒的很热。

石油产品是国际性的大宗商品， 很难有力
量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如地控制其价格的变
动。 如果要控制石油价格， 必须有垄断性的力
量，可以控制原油的供给或者是需求。由于原油
是全球消费的必需品， 因此没有任何力量可以
形成需求方的垄断。 同时由于勘探和开采技术
的发展，原油在更多地区被发现，现在也没有力
量可以形成供给方的垄断。

现在原油价格的形成， 是期货交易机制形
成的。原油产业链上的任何力量，是可以借助原
油期货机制来对原油的价格的形成施加自身的
影响的，不过原油期货交易所的建立，需要完善
的市场机制和制度建设。 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
国曾经推出过石油期货交易，后来都失败了，就
是由于市场机制和制度建设的问题所致。 如果
中国筹备的原油期货交易所要成为国际上普遍
参与的期货交易所， 则必须打通与境外原油和
各种交易所、以及国际金融体系的进出通道。

境内投资者使用人民币投资原油期货，那
么由于涉及到跨市场套利的问题，需要人民币能够自由
兑换成美元等硬通货，并可自由进出。 同样，如果需要境
外投资者在中国筹备中的原油期货交易所投资，同样也
涉及境外投资者在中国的货币自由兑换和各市场投资
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必须在筹备中的期货交易所运行
之前就得到解决，不然交易所就不会有影响力，也不会
有广泛的参与。 所以，要影响国际原油价
格， 必须参与到国际原油期货交易机制
之中。 而建立原油期货交易所，必须先进
行好基础工作。

（摘自《新京报》8.28 陈东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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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美国大豆与中国房子扯在一起，是因为他们讲
的是同一个故事，那就是中国的“刚需”。6 月份国内楼
市价格微涨 0.02%，7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平均环比上涨 0.14%，已连续两个月上涨。反观美国
农产品市场，虽然 5 月份美国旱灾开始，但芝加哥期
货交易所玉米价格却上涨约 50%， 创下历史最高水
平，带动大豆和小麦价格全面上涨。

显然，两者走势较贴切。 中国楼市“刚需”进场拉
高楼价，美国农产品也因为中国进口“刚需”进场而卖
出高价。 毕竟，作为全球第一大粮食进口国，中国粮食
进口规模越来越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增量”。 拉长
时间距离来看，两者走势吻合度也相当高。 中国入世
以来，国内商品房开始迈开上涨步伐，而美国大豆在

经历了 1996 年以后 4 年多的大熊市后， 也开始因为
中国而迈入“漫漫牛市”。 期间，2006~2007 年中国房价
大涨，美国大豆也大涨；2008 年中国房价大跌，美国大
豆也大跌。

如此相同的趋势 ，归结到一点 ：中国楼市的 “刚
需”是中国土地有限而人口众多，美国大豆的“刚需”
也是中国土地有限而人口众多。 中国房子关乎中国人
的住，美国大豆则关乎中国人的“胃”。 中国人的饮食
已越来越依赖牛肉和猪肉， 所以进口大
量大豆来制造食用油和养活牲畜。 因此
在过去 10 年中，北美和南美的农民将更
多的土地用于种植大豆。

（摘自《证券时报》8.22 魏曙光/文）

美国大豆与中国房子的刚需

逆袭越不过“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