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景山河两保代只是“高级临时工”A02

创业板退市新政仍宽松 23家公司风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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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20家最具高送转潜力公司
每股未分配利润及资本公积之和超10元，总
股本低于5亿且股价高于30元 B01~03

熊股“照妖” 12位分析师现形
他们不但在年初误判公司的利润及走势，
后期也没有调整评级 C01 C03~05

李旭利沉浮录：第三位领刑者
考虑到违法获利200多万元的韩刚获刑三
年，李旭利的刑期可能直逼五年
D05

亨通光电：增发被否陷两难境地
停止项目4亿资金或打水漂，继续项目超过
5亿元的缺口又难解决
B13

平安证券成立19人独立内核小组
平安证券称将接受处罚，但余震仍未结
束，投行部陆续有人离职
C06

业内看好建行农行高层调整
据银行人士透露，新领导已开始了解各部
门情况
C10

欧元区生死系于一线
如果欧洲央行非要保持其货币政策的纯
洁性，它就可能把欧元区置于死地 A13

谁动了我的市场
份额奶酪？
D01~04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主管 · 投资者报社出版
本报内容，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市场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光伏寒冬：至少还得冷一年

稳增长更重要
政策有变。当市场都在盼望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能出现新的转机时，央行却率先出招。三年内首度下
调存款准备金率，被市场解读为货币政策转向的标志。但实际上，由于预期经济数据恶化，中央政府已由此前
的“控通胀”转向“稳增长”。鉴于中国面临诸多不利的增长形势，明年经济增长目标到底是8%还是7.5%，目
前看还没有定数。而保持了六年的经济增长8%的政策底线是否会被打破，也只能等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出
最终答案
A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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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过眼

鲍曼的卡通经济学
让你弄懂你的老师都没弄懂的东西
占昕 / 文

作者：[美] 尤伦·鲍曼 [美]格兰迪·克莱恩
翻译：闾佳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对经济学《酷玩》无法
面面俱到。但它把90%
的原 理 用很简单 的 方
法表现出来，我觉得这
就足够了

延伸阅读
作 者 以 机智 幽 默 的
手法阐释了多经济原
则问题，这些问题经
常被讨论，却常常被
误解。

《经济为什么会崩溃：鱼、美元与经济学
的故事》
作者：[美] 彼得·D·希夫 安德鲁·J·希夫
翻译：胡晓姣 吕靖纬
出版：中信出版社
在 继 续保 持 条 理 清
晰、易于理解的写作
风格基础上，曼昆在
第5版中对全书36章
都做了精心修订；部
分可以做教辅用。

《经济学原理（第5版）：微观经济学分册》
作者：[美] N·格里高利·曼昆
翻译: 梁小民 梁砾
出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如何玩转经济学？《酷玩经济学（微
观 经济学卷）》（下称《酷玩》）中，经济
学 家尤伦•鲍 曼 携手自由漫画家格兰 迪•
克莱恩，以“相声的内核+漫画的样式”，
为读者奉献了一幕“段子式”的经济学脱
口秀。
该书的“公道”之处在于呈现方式。
《酷玩》在美国，据称让孩子们都爱不释
手。即使十岁的小孩，理解不理解的，看漫
画还是没啥问题的。
谷歌首席经济学家哈尔•范里安评价
说：《酷玩》的要点不在于制造一套全新
的经济学，而在于你所看到真正“酷”的东
西，
“也就是你的老师都没弄懂的东西”。
与生冷厚重的课堂笔记和连篇累牍的
图表公式相比，
《酷玩》要轻松得多。
“对经济学《酷玩》无法面面俱到。
但它把90%的原理用很简单的方法表现出
来，我觉得这就足够了。”鲍曼对笔者说。
一个人的“决策理论”，两个人的“囚
徒困境”，多个人的“市场竞争”。不论是
光鲜亮丽的商业巨子，还是贫困潦倒的邋
遢懒汉，都是经济学中追求个体最优化的
典型代表，他们坐拥不同的“自身偏好”，
为满足最优追求目标而努力。当然，将公
司作为整体，公司也是只有单一目标追求
最优化的个体，即追求利润最大化。
进而，问题出现：追求最优化的个体
如何行动和互动？在什么情况下，个体最优
化能为整体带来好的结果？
显而易见，在各式各样的个体决策中，
个体会依据可用选项选出最好的那个，使
用“决策树”是个好方法！这样，能够分类
查看选项的诞生过程。在面临权衡的“决
策树”下，鲍曼引出了“沉没成本”和“边
际成本”。
“沉没 成 本”是 出 现 在每 一 个 结果
框 里的选 项，根 据沉没 成 本做 出的决定
毫无意义。譬如，我们常常听到某间制药
公司的 推 销员说：
“我们的X X X价格卖
这么高，那是因为我们 必 须收 回 高昂的
研发资金！”
鲍曼指出这是瞎说。
那么，每粒药收5美元、6美元还是7美

元呢？来，让我们用一个决策树来选择。
从每个价格对应的结论框中，我们分
别看到了销售量、收入、研发成本和利润，
5美元的销量是1800万粒，6美元1600粒，7
美元1200粒，研发成本在每个结果框中出
现并且一样，故被沉没。所以，一个很简单
的计算之后，我们发现，倘若每粒药丸6美
元就是利润最大化的价格，即便是再提高1
美元也不能带来更高的利润。
在追求最优化的个体部分，鲍曼还提
到了时间（通货膨胀、利率、现值、复利、
年金和永久性年金）、风险（风险态度、期
望值、方差、大数法则、逆向选择），及由
一个到多个时，交易成了自然力量。
交易少不了“一价定律”，在有了比较
优势之后，如果没有交易阻碍，交易动力
会形成社会秩序，进而阐述亚当•斯密那只
“看不见的手”。
鲍 曼 删去了曼昆 经济学原 理中有关
经济利益的“机会成本”的内容，没有进
行解读。
对此，他说，虽然自己和曼昆是朋友，
共识多，但并非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如此。
机会成本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但是鲍曼
认为这并不能起到效果。本科数学并研读
经济学至博士的他认为，经济学家在经济
利益的衡量上和会计不一样，且没有会计
做得好。而在大众的意识中，对于收益有自
己的认识，在日常选择中不会像机会成本
一样思考，即顾及未选选项中哪一个是最
大的损失，实用性不强。
《酷玩》的第二部分，鲍曼从追求最
优化的个体延伸到策略性互动问题。
多名玩家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关系，出
现“博弈”，博弈要求分析玩家策略，
“切
蛋糕”被要求公平分配，是做切蛋糕的人
还是做选蛋糕的人，取决于你对对手的了
解，而博弈的关键在于：
“信息”。在博弈
过程中，经济学家还会关注以下两点：预
测博弈结果的实证性问题和博弈结果是否
好的规范性问题。
下一步，博弈论的“帕累托效率”被
广泛 应 用，他 给了经济学 家一 个 看 待世
界公 平分配问题的独特 视角，并达 成 共

识：允许人们交易至关重要，这有助于时
间帕累托效率。只是，同时行动博弈（即
玩 家同一时间采 取行 动）会引发不同的
结果，作者提到了“收 益矩阵”是个不错
的方法。
在著名的“囚徒困境”中，两名囚徒都
想尽快出狱，会采用只对自己有利的“占优
策略”，但是，各自的占优带来了共同糟糕
的结果，又如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见的整体
性囚徒困境，即公地悲剧。
就 拿 交 通 堵 塞 来 讲，站 在“占 优 策
略”的 视角，在一 般可能的情况下，人们
更多的倾向于自己开车。搭公车既拥挤又
费时，不论是交通拥挤还是通畅，个体更
多选择开车毫无疑问，只是这样的结果令
交通状况愈发可怕。在此类情形里，符合
个 体利益的行为和我们整 体的目标背道
而驰。
再 者，为什么 整 个 经济 有 时候 会崩
溃？经济不好时，大多数雇员担心被解雇
没了经济来源，生活里开始节约开支少花
钱，却陷入了“节俭悖论”的怪圈——因
为，要是人人都不再花钱，更多的人会遭
到解雇！
But，也不全是坏消息。当很多个同时
行动博弈在进行时，跟囚徒困境又不一样
了！商讨协议让参与者们找出办法，让个
体利益跟整体目标达成一致。
现实中，众多博弈没有占优策略，比如
石头、剪刀、布，最优策略不是自身占优，
而是取决于对手怎么做。还有一些存在占
优策略的博弈又没有帕累托无效的结果，
甚至一部分囚徒困境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好
处，比如，两家竞争企业都以定低价为占
优策略，最终却让消费者享受到了低廉的
价格。
对于交通堵车的建议，鲍曼表示，这
是全世界都有的问题，但是提高成本可以
轻松解决。例如伦敦，开车非常贵，只有少
部分人能开车，很多人并不喜欢这样的政
策。但是，交钱上路，没有拥堵，又利于环
境。所以，做个选择，要么付钱上路，不会
堵车；要么大家都上，一起浪费时间。
（作者系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