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耘原皂葬蚤造院 economicstudents岳163援糟燥皂

学习经济学已有四年多袁笔者一直在努力尝试用
经济学眼光解释身边发生的事情袁作为学生袁我们每天
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袁如何安排好自己一天的学习尧
如何安排好各科的学习尧如何达到学习资源和大脑的
优化配置是我们关心的问题遥

首先定义几个变量院学习效果 R尧学习时间 t尧学
习效率 e和智力水平 A遥 一般认为 R是由学习时间 t尧
学习效率 e和智力水平 A决定袁根据增长理论袁可以
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 R=AR渊t袁e冤遥现在假定学习效果
是产出袁智力水平一般是不能改变的袁即为常数袁则生
产要素就是 t和 e遥根据常识袁学习时间越长袁疲劳感会
增加袁学习效率会降低遥 所以 e是 t的减函数遥 用数学
表达式表示为院

R=AR(t,e) e=E(t)
de/dt<0
dR/dt>0
dR/de>0
每个人的 e=E(t)是不一样的袁正如有的人可以很

好的集中精力袁一小时做很多作业袁而有的人精神比较
游离袁一上午也看不了多少书袁时而上厕所时而玩手机
时而打水等遥 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袁就是野时间与效率
的边际替代率递减冶原理袁所以 e=E(t)是单调递减函
数袁不妨假设其为线性的渊不妨碍分析结果冤遥当总的学
习效果 R固定的时候袁 时间对效率的替代效果减弱袁
这相当于在我们要降低一点效率而保持总的学习效
果不变的时候袁所要付出的额外学习时间会越来越多袁
即学习效果 R的无差异曲线是凸向原点的遥 R(t,e)凸

向原点袁与效率-时间函数 E(t)一定会有个切点袁其所
对应的时间 t*为最佳的学习时间袁如图 1所示遥 因为
只有在这点袁 一个人才能达到他的最大的学习效果遥
我们每个人可以尝试估计自己的效率-时间函数 E(t)袁
然后计算出最佳的均衡学习时间 t*袁 每天学习 t*小
时袁就可以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遥

当知道我们每天最佳应该学习多少时间之后袁还
应该知道怎样在各科之间安排我们一天的学习时间
可以得到最好的学习成果遥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 野学习时间边际效用递
减冶袁就是说袁对于任何一门科目袁随着花在它上面的时
间越多袁 单位时间内所能获得的进步越小遥 比如说数
学从 60分提高到 70分可能不是很难袁但是要从 90提
高到 100分就需要大量的复习才能达到遥 如果我们在
其他科目不是很好的情况下袁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如何
把数学从 90提高到 100上袁无疑是愚蠢的行为遥
现建立如下假设院

假设 1院我们一共要学 n门课程袁每科的学习时间
为 t1袁t2袁噎袁tn曰

假设 2院最后取得的各科总分数 F=f(x1袁x2袁噎袁xn)袁
xi表示各科学习分数渊学习效果冤袁xi是时间 t的函数曰

假设 3院 每个人可以估计出自己每科的成绩与花

在上面的时间的函数关系式遥
要取得 F最大, 就要合理安排分别花在各科上的

t1袁t2袁噎袁tn遥 由前文的分析可知最佳的均衡学习时间
为 t*袁所以可以转化为解如下方程院

Max F=f(x1袁x2袁噎袁xn)
S.t. t1+t2+噎+tn=t*
一般分析方法是构造拉格朗日函数院L=f(x1袁x2袁

噎袁xn)+姿[t*-渊t1+t2+噎+tn冤]袁然后分别对 t1袁t2袁噎袁tn
求导袁dL/dt=0袁可以解出相应的 t1,t2,噎袁tn袁这就是我
们在最佳的均衡学习总时间下袁 各科应该安排的合理
的学习时间遥

正如生活处处是哲学袁生活也处处是经济学袁只要你
愿意动脑袁愿意去尝试用经济学解释身边的一事一物袁我
坚信会收获其中不一样的快乐袁恰如我此刻的心情遥

经济学院2013级研究生 李志洋

用经济学眼光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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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通过效用曲线与工作效率找最优学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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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型介绍
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的计算始于 Bailey渊1956冤袁他用标准的福利经济学来

研究该问题遥 他将著名的野福利三角冶要要要货币需求曲线以下部分的面积要要要定义
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遥当名义利率为 0时袁持有现金的成本也为 0袁此时的真实货
币需求为 m*袁在这一点上真实货币带来的非金钱收益达到了最大遥从而可以推断袁
当名义利率为 0时袁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达到最小遥

2.基于 Bailey福利三角形法的通胀福利成本实证研究
2.1货币需求函数的构建及福利三角形法下通胀福利成本的度量

我们定义货币收入比为院mt= Mt
Ptyt

袁 其中 Mt为货币余额袁Pt为物价水平袁yt为实际产

出水平袁那么实际货币余额的需求函数可表示为院 Mt
Ptyt

=L(rt,yt)袁其中 L(rt,yt)=m(rt)yt遥
Lucas渊2000冤考虑的双对数货币需求函数为 m(r)=Ar-浊袁两边取自然对数可得到用于
实证检验的货币余额需求函数院log=( Mt

PT
)=logA+logyt-浊logrt袁估计出参数 尧浊袁从而

可以得到货币需求函数遥
其次,根据 Bailey(1956)的定义袁引入微观经济理论中消费者剩余的概念袁计算

出福利成本渊使用公式 3-1冤遥

w(r)=
r

o乙 Ax-浊dx-rAr-浊=A 浊1-浊 r1-浊 公式 3-1

根据实际货币余额中估计出来的参数 A尧浊袁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相应的福利成本 w
(r)遥

2.2我国长期货币需求函数的估计
根据Meltzer渊1963冤的结论袁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主要可以分为如下两类院规模

变量和机会成本变量遥
双对数实际货币余额需求函数的对数线性形式为 渊其中M2是实际广义货币需

求量袁YT是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袁r是居民一年期定期名义利率袁 所有实际值均由名义
值除以除以当期的定基消费价格指数DCPI得到袁基期为 2000年第四季度冤院

ln(M2)=琢+茁ln(YT)+浊ln(r)+着
实证检验和参数估计步骤如下院
渊1冤变量的平稳性检验院三个时间序列变量渊LNM2, LNY_SA, LNR冤都是一

阶单整的时间序列遥
渊2冤构建 VAR模型并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 2遥

渊3冤VAR模型的整体平稳性检验院该 VAR模型的所有特征根皆小于 1袁没有特
征根散落在圆外袁所以 VAR模型满足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平稳性条件遥

渊4冤Johansen协整检验
由于我们需要用来计算福利成本的核心参数需要再协整关系中得到袁所以必须

进行协整检验遥 协整检验的结果判定为存在且仅存在一个稳定的协整关系遥
渊5冤建立 VECM并得到我们需要的协整关系得到该模型的协整关系院
ln(m2)+2.7007-1.2549ln(y)_sa+0.3219ln(r)=0 公式 3-2
2.3福利三角形法下我国通胀福利成本估算的结论
(1)协整关系移项后可以看出院实际货币余额对交易需求的的弹性是 1.2549大

于 1遥 交易需求的变动会导致实际货币余额更敏感的变动遥
(2)福利成本福利成本不仅取决于名义利率(机会成本)袁也和规模变量 ln(y)_sa的

大小有关袁在相同条件的前提下袁无论是规模变量还是名义利率越大袁通胀造成的福
利损失都越大遥

(3)观察图 2-1和图 2-2并观察其轮廓可明显看出福利成本的主要决定因素仍
然是利率 r遥 但注意到参数 A中含有规模变量 ln(y)_sa且规模变量随时间增长而单
调递增袁所以 A也在慢慢变大渊单调递增冤遥 而由于 A的慢慢变大使得W的折线图
相对于 LNR的轮廓有慢慢向上翘起的趋势遥

3.政策建议
一尧维持较低水平的通货膨胀率袁这样会有较低的利率水平渊机会成本冤遥通胀水

平越高袁人们的福利损失越大袁政府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尽量降低通货膨胀水平遥
二尧放宽金融进入管制袁不断完善金融市场遥 一国的金融市场越发达,则该国居

民在进行自身资产最优化配置时所受到的摩擦就越小,在面临同样的通货膨胀时,其
所遭遇到的摩擦也就越小,所付出的代价越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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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LNR的折线图 图 3-2 福利成本 W的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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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袁美国经济学家马科维茨从风险资产的收益率和风险
之间的关系出发袁讨论了最优资产组合的选择问题遥 市场中理性
的投资者在选择风险资产时袁往往会在同等的收益率水平下选择
风险最小的资产组合进行投资或者是在同等风险水平下选择收
益率最大的资产组合进行投资遥那么袁在给定风险水平下袁具有最
大期望收益的投资组合所构成的集合就是有效边界遥

本文将通过对有效边界理论模型的论述袁 以 6家上市公司 10个月的股票价
格为样本数据袁运用 Excel软件和 VBA(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方法袁描绘
有无卖空限制两种情况下的有效边界曲线袁 为投资者的股票投资选择提供理论支
持并说明无卖空限制下的投资组合期望收益要高于有卖空限制下的期望收益遥
一、有效边界的理论模型
假设证券市场上有 N种风险资产袁其期望收益向量和协方差矩阵分别表示为院

R=(E(r1),E(r2),...,E(rN))T=(r1 ,r2 ,...,rn ),S=(滓ij)N伊N

投资组合W=(w1,w2,...,wn)T是各资产投资比例构成的列向量袁其中 wi为投资在第

i个风险资产上的比例袁且满足
N

i = 1
移wi=1遥

投资组合W 的期望收益和方差的矩阵表示为院

E(rw)=W TR=
N

i = 1
移wiE(ri) 滓2

w以滓ww=W TSW=
N

i = 1
移 N

j = 1
移wiwj滓ij 渊1冤

一定方差水平下求期望收益最大化的解院

Maximize E(rw)=W TR=
N

i = 1
移wiE(ri)

Subject to 滓2
w=W TSW臆琢

N

i = 1
移w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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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琢表示风险水平袁
N

i = 1
移wi=1表示所有财富都用来投资证券且无卖空限制遥如

果增加限制条件 wi逸0袁则表示有卖空限制袁即不允许卖空遥
二、有效边界在 Excel软件中的实现
假设投资者有一笔资金要投入到股市中袁经过观察发现袁海通证券渊600837冤尧西

安饮食渊000721冤尧波导股份渊600130冤尧云南白药渊000538冤尧恒基达鑫渊002492冤尧武汉控
股渊600168冤六只股票的行情较好渊股票价格见图 1冤遥

那么袁该投资者怎样选择这六种股票的投资比例才能使得在既定风险下收益最
大呢钥 这六种股票以相应投资比例所组成的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是怎样的呢钥 以下
将通过 Excel软件进行求解遥

以上六种公司股票价格的收益率的方差要协方差矩阵可以通过公式 S=滓ij=
1
4 ATA 来求解袁 其中 A 代表超额收益矩阵袁AT为 A 的转置矩阵遥 在 Excel中通过

TRANSPOSE和MMULT算法得到六种股票收益率的方差要协方差矩阵如图 2遥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实行有卖空限制的证券制度袁即不允许卖空遥 所以对在无卖
空限制下有效边界的计算仅作为对有卖空限制下的对比遥 在无卖空限制条件时袁根
据上述理论模型在 Excel软件中通过模拟运算表的形式得出一定投资比例下投资组
合的标准差和期望收益遥 在有卖空限制条件下袁通过 Excel中的规划求解及 VBA编
程得出投资比例严格为正时袁各投资组合的标准差和期望收益遥 根据所得数据绘制
有效边界曲线袁如图 3所示遥

因此袁投资者在考虑资产组
合进行投资时袁可以根据自己所
能承受的风险程度渊即相应的标
准差冤袁 选择相应的各股票的投
资比例进行投资渊在所求出的每
一点上袁都实现了同等风险下期
望收益最大化冤遥 比如袁投资者风
险程度为=0.075时袁将所持财富
按照 21.12%尧68.21%和 10.67%的
比例分别投资于波导股份尧云南
白药和武汉控股时袁可实现期望
收益的最大化渊4.17%冤遥

同时袁通过对图 3的观察可以发现袁无卖空限制下的有效边界要优于有卖空限
制下的有效边界袁即在同样的标准差下袁无卖空限制下的期望收益是要大于有卖空
限制下的期望收益遥 这是因为存在卖空限制的条件下袁在求解最大化问题时增加了
一个所有投资比例都严格为正的约束条件遥

本文中相关公式的推导证明尧Excel实现过程及 VBA编程方法袁由于篇幅所限袁
不加赘述袁有需要的同学袁可向作者索取遥

图 3 两种条件下的有效组合

2013级经济学院金融学 魏亚芳

有效边界理论在现实投资问题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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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研究生参加公共活动考核办

法袁是为了增强研究生的纪律观念袁提高研究
生的学术水平和综合素质袁 进一步营造积极
星尚的校园学术氛围袁文化气氛而制定的遥而

其中一项事关各届研究生自身利益的一条规定就是

野研究生必须在第二学年第一学期结束前参加不少于
20次的公共活动时袁方可申请各类评优和评奖冶该规
定实质就是要在限定的时间内盖满 20个以上的公共
活动章遥 在近 3个月的观察中袁笔者发现袁这种考核方
法的初衷是本着提升研究生各项素质为目标的袁 但对
于全体研究生自身来讲这种收益不大遥 本文将通过考
核组织和被考核者两方面进行成本要收益的浅析遥

一尧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相关研究
1.成本要收益分析法
成本收益分析原是指以货币单位为基础对投入

与产出进行估算和衡量的方法袁有自利性袁经济性袁和
计算性等特征遥这种分析法在对行为决策研究方面的
理论基础是理性行为理论袁认为个体倾向于按对自己
最有利的结果来进行行为决策袁个体行为完全受主体
意志控制袁行为意向是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中间变
量袁而行为意向又可以预测具体行为的产生遥 任何理
性的经济人都在追求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收益袁
成本要收益分析法是一种经济学上普遍适用的分析
法遥 其本质就是行为主体在做决策时的事前评估袁当
这种决策所带来的收益逸成本时袁则会采用袁而当收
益<成本时袁则会放弃该决策遥

2.成本要收益分析法的适用研究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本是对经济行为主体是否采

取决策的定性和量化分析袁而经济学的思想却有着极

大的包容性遥因此众多学者将该方法推广到解释衡量
腐败现象袁犯罪行为袁教育投资以及跨国协议尧争端解
决和区域一体化等众多领域遥本文则是用成本要收益
方法对我校研究生参加公共活动考核机制的可行性

和实用性进行分析遥
二尧成本收益视角下研究生参加公共活动考核办

法的分析

1.考核组织的成本收益分析
在成本方面袁主要分为文印成本和时间成本和人

力成本遥 文印成本占比相对较小袁以截至 2013年 4月
统计的数据来看袁全校硕士研究生 7852人袁相对衡量
每届研究生会员证的发放成本约为 1万元遥 但时间和
人力成本却无法进行绝对的量化遥时间成本主要是在
排队尧拥挤混乱中产生袁在此过程中不会有任何收益
反而会浪费一部分可以更有效做其他事情的时间遥人
力成本主要是因盖章工作的无意义性和工作中的负

效应产生的遥 在收益方面袁主要是研究生素质能否得
到提高遥 这一标准的衡量是看研究生会员证的章数袁
而仅从个数来考核学生素养的提升是不全面且不客

观和科学遥因为盖章的个数只是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学
生参加活动事实袁不能反映学生参加活动后学术和道
德修养的提高指数袁所以考核组织的收益相对较少遥

2.被考核者的成本收益分析
被考核者的成本主要是参加活动结束后等待盖

章所花费的时间成本遥 以素质讲堂为例袁每次讲座结
束后至少将花费半个钟头才能完成盖章的任务袁其中
也会有秩序混乱袁吵闹引起的疲惫感和厌烦感袁听完
讲座的幸福指数直线下降遥 这一部分成本袁对一部分
有更重要事情做的同学是很大的遥而被考核者的收益

是完成该盖完的任务就可以参与奖学金评定袁所获奖
金 2万元不等袁基于这一现实利益的驱动袁被考核者
是愿意承担不必要的等待成本的遥

三尧评价和建议研究生考核办法的改进
以盖章数目为标准考核研究生素质是不合理的遥

首先袁在学术型讲座方面袁单凭盖章只考察研究生去
与不去袁 而至于听过后能否消化吸收却是另一个层
次遥所以在这一方面我建议可以把研究生听完后所做
的不少于规定数量的讲座笔记总结作为考核标准袁由
研究生会组织审核袁这样既避免了把盖章而去参加讲
座的理由袁 也会令参加者在听后有一个思考的过程袁
对于研究生思维的开阔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遥同时也省
去了不必要的等待时间成本遥 其次袁在文娱等集体活
动方面袁可以要求参加者把文娱活动的心得体会记录
下来袁这样就能规避因拥挤混乱而产生的维持秩序成
本和野搭便车冶等问题遥 最后袁可以要求研究生在一个
月内跟踪某一财经新闻写出自己的评价观点交由导

师审核后上交研究生会组织审核袁作为研究生分析能
力的考察袁培养研究生独立思考的素养遥

任何一项评价机制都不是完美的袁但是通过比较
分析各种评价指标的成本收益分析总是可以找到一

种相对科学的方法并不断的去改善它遥 审核讲座笔
记袁省去了考核组织的文印成本的投入袁虽然这只是
占到很小的比例曰相比盖章行为来说这种考核的办法
没有减少多少人力的投入袁但是对于考核者所追求的
学生学术素质的提高却是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遥对于
被考核者自身可以用消除的排队成本去更好地及时

地做总结袁这种逼迫的机制会或多或少的激励被考核
者思考能力的提升遥

图 1 六种股票月末收盘价格

图 2 六种股票收益率的方差—协方差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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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广东省各地区土地开发程度

图 5 广东省 2004年至 2011年产业结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前 30年袁广东在改革开放的推动
下袁思想解放尧锐意进取尧敢为人先尧讷言敏行袁以市场
经济为体制变迁导向并自觉成为这一变迁的实践者和

推动者袁 在最大程度上成功地抓住了国际分工大调整
和发达国家渊地区冤产业转移的战略机遇袁实现了资源
的跨境配置袁同时袁广东省充分发挥了改革开放的先行
效应袁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全国资源向广东的集聚袁成功
实现了经济要素的全国配置遥所有这些袁成就了改革开
放前 30年广东经济发展的辉煌业绩遥 但是袁现在随着
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尧全国各地开放程度的扩大等原因袁
广东省的优势越来越不明显袁2013年广东省能否保住
经济第一大省的地位有待商榷袁 笔者通过拙劣的分析
认为江苏省将超过广东省夺得此座袁 具体原因有以下
几点院

GDP指一定时期内渊一个季度或一年冤一个国家
渊或地区冤的经济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
场价值遥 GDP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也是衡量一
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遥 可以
对比 2012年广东省与其他省市 GDP 渊如图 1冤袁 很明
显袁广东省 GDP只比江苏省高 3000亿元左右袁占全国
的比重只差 0.58%袁此差距很小遥 接下来将对经济增长
要素进行分析袁 以期佐证笔者认为的江苏省将成为全
国第一经济大省这一论点遥

由宏观经济学知识知袁用支出法计算 GDP公式为
GDP=C+I+G+NX袁所以要分析两地区 GDP的变化情
况可以逐一分析 C尧I尧G尧NX渊消费尧投资尧政府购买尧净
出口冤遥

首先可以分析两地 C和 G的变化袁根据历年数据
知这两变量长年来变化差别不大遥

然后对 NX进行分析袁 广东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
的前沿阵地袁利用率先开放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袁牢
牢抓住发达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袁 与东
南亚众多国家尧香港尧澳门尧台湾等地区有密切的经济
贸易往来袁 同时通过远洋和航空交通网络与世界大部
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袁 承接发展了大
量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加工工业袁广东省的出口
总额占全国的比例超过 1/3袁 由图 2可知出口总额没多
大变化袁所以预计 2013年也不会有很大的突变遥 同时袁
江苏省在国家全国全面开放的政策指导下与外国的经

济贸易联系将会更加紧密袁所以净出口量会增加遥

最后分析野三辆马车冶中的固定资产投资袁由图 3
可以明显看出 2012年江苏省的固定资产投资远远高
于广东省袁 所以江苏省 GDP要追上广东省 3000亿元
不是很困难的事情遥这也是笔者做出江苏省 GDP将超
过广东省的重要原因遥

鉴于以上分析袁 笔者认为江苏省 2013年 GDP超
过广东省可能性非常大袁 那么广东政府应该采取哪些
措施呢钥大量学者对这一话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研究袁
譬如产业升级等袁笔者在此也提几条建议与意见遥

第一袁虽然广东省 GDP很高袁经济发展很快袁但这
些都是集中在珠三角袁粤东西北相对来说还是很贫穷尧
大量资源也未得到充分利用袁具体可见图 4遥 所以优化
产业空间布局袁 不断在粤东西北培养广东省新的增长
极有极大的可行性遥

第二袁 加强对新兴产业培育和传统产业转型的扶
持力量遥 近 30年来袁广东省的产业结构基本未发生任
何变化袁这一现象可从图 5看出遥这也就突显了广东省
产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性遥

第三袁完善自主创新机制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遥 构
建以企业为主体尧以市场为导向尧产学研结合的开放型
区域创新体系袁率先建成全国创新型区域袁成为亚太地
区重要的创新中心和成果转化基地遥

（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年鉴）

经
济
杂
谈

杂栽哉阅耘晕栽 韵云 耘悦韵晕韵酝陨悦杂
第三版

责任编辑院 冯广超 李建芳

最近听到一个关于野成功冶的有趣的解释院野升职加薪袁当上总经理袁
出任 CEO袁赢取白富美袁走上人生巅峰冶遥当然袁这是一个美好的梦想袁但
是在我们年少时袁是否曾幻想过能在二三十岁时坐拥上亿家产呢钥 年少

而多金袁顾名思义袁就是年纪不大已经是相当富裕的人遥根据 2012年福布斯中国富
豪榜整理出的拥有巨额资产的前十五位年轻富豪袁 这些富豪的年龄均未超过 40
岁袁身价却高达数十亿袁令人望尘莫及遥另据调查显示袁富豪年轻化成趋势遥 究竟是
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野年少而多金冶的现象呢钥笔者考虑了以下观点袁希望能和大家
相互探讨遥
一、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带来的新兴行业

经过上世纪在科技上的一系列伟大革命袁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遥新的科学技术的产生不仅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方式袁也催生了越来越多
的科技产业遥当这些科技产品成为了人们的必需品之后袁必定会带动消费遥根据罗
伯特窑索旺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院经济增长除了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袁很大的一部
分决定于技术进步袁也就是野索洛余值冶遥对于日新月异的科技行业袁能快速接受袁又
能提出创造性革新的往往是那些好奇心最强的年轻人遥在高科技产业的富豪中袁最
有名的是创立 Facebook的马克窑扎克伯格遥李彦宏的百度上市袁李彦宏一夜之间成
了拥有九亿美元的富豪遥 不仅如此袁百度员工中身家达到 1亿美元的有七个袁1000
万美元的有 100多个袁而这些人中袁很多都是三四年前才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遥

二、 任何行业都可以创造偶像

当我们看到郭敬明由于一本叶小时代曳袁又是赚稿费袁又是赚票房的时候袁是否
考虑过袁一本书是否真的有那么大的价值钥 另据调查袁电影叶小时代曳的观众中大部
分都是郭敬明的粉丝遥现在袁职业已经没有了贵贱之分袁任何行业做得好袁都可以创
造一片天地遥 当然这是要经过长期的积累袁本身的内在价值才能提高渊不排除少数
幸运儿冤遥 但是袁要想在一个普通的行业袁年少就能获得很高收入袁就要有一群特殊
的消费群体袁也就是通常而言的野明星效应冶遥 明星的商业价值不再由本身的价值
渊能力冤决定袁而是由粉丝的需求心理决定遥 前面提到的郭敬明袁还有与之同时期的

韩寒等袁都是在作家排行榜上超过了很多前辈的遥 对于年轻的娱乐明星袁更是靠保
持自己的偶像地位袁运用自己的明星效应袁为自己带来收入遥
三、特殊行业的佼佼者

很多行业的年少多金者袁都是我们羡慕的对象遥羽毛球的林丹袁网球的李娜袁音
乐界的郎朗袁斯洛克的丁俊晖等袁都是依靠自己的特殊才能袁在特定行业赢得名气
和收入遥 这些行业的少年成功者袁由于有一定的天赋及先前的大量投入训练袁不是
我们普通人能够与之竞争的遥 这就是经济学里所谓的野稀缺品冶遥 面临着广阔的需
求袁供给上又存在极低的弹性袁使得这些野稀缺品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自然可以以很
高的均衡价格出售袁他们能够拿到常人难以企及的收入也就不足为奇了遥然而我们
应该看到袁他们的收入也是本身努力的结果遥

四、 传统观念的改变，敢于拼搏，敢于创业

随着时代的进步袁 敢于创业并坚持创业业成就了越来越多的富豪遥 对于年轻
人袁没有后顾之忧袁相比于有一定财富积累的中年人群袁年轻人的创业成本较小遥就
算失败了袁大不了重头再来遥创业选择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行为袁这种行为受到野看不
见的手冶的引导袁表现为野经济人冶的理性选择遥相比于拿稳定的工资袁创业的风险显
而易见袁但是其成功的收益却是无穷的遥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选择创业袁所以袁在各行各业依靠自己创业而成为年少富豪的也越来越多遥

五、 父辈财富的积累

当然袁还有一个特殊的团体我们不能忽视袁那就是野富二代冶团体遥 中国的改革
开放带动的不仅是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袁还有 80年代尧90年代个人财富的飞速积
累遥而这一代人的子女袁在新世纪刚好也都到了能够独当一面的年纪遥于是袁也就产
生了很多带着父辈光环的野年少而多金冶者遥 这些人在起点上袁就有很好的财力支
持袁再加上自身的努力袁其财富也是相当可观的遥

当然袁以上总结只是我的个人见解遥我想说的是袁无论我们现在的起点如何袁都
要抓住机会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袁野年少而多金冶不必值得羡慕袁毕竟人生是一个很
长的过程遥

经济学院2013级金融专硕 祝凯

经济学院 2013级金融学 李志洋

广东省能否保住经济第一大省的地位

图 1 2012年广东省与其他省市 GDP对比

图 3 2012年各省市固定资产投资对比图

图 4 广东省出口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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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维维股份基本情况

维维股份成立于 1999 年 8 月袁以
食品为核心业务遥 2003年袁维维集团以
9615万元持有西部矿业 10%股权袁一年
后袁成为西部矿业的第三大股东遥 此后袁
维维股份收购武汉香满楼股份有限公

司袁成功进入乳制品行业遥 2007年维维
股份参与徐州新城区的开发建设袁成功
进入房地产行业遥 在这一年内袁维维股
份收购双沟酒业 38.27%股份袁进入白酒
行业袁 2009年公司以 51%股权控股收
购枝江酒业遥 维维股份多次涉足煤矿尧
牛奶尧 房地产和白酒行业袁2010年股份
质押达到 12次袁经营方式复杂遥 本文主
要以 2007年维维股份收购双沟酒业为
例分析其战略选择遥

二、 战略动因分析

1尧宏观经济因素的推动
1.1白酒行业前景优势的驱动
我国白酒行业的景气在 2006年继

续上升袁主要表现在销量上升袁价格上
涨袁利润增加上遥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
据袁2006 年全年规模上企业白酒产量
397 万吨袁 相比去年同比上升 13.8%曰
2006 年全年白酒行业吨酒税前利润
2523元袁 相对 2005年同比提高 20.4%遥
因此袁白酒行业表现平稳快速发展的趋
势袁并预计在未来几年内该增长趋势将
得以延续遥

1.2行业进入壁垒的微弱性
企业在跨行业转型中袁进入壁垒是

重要的考虑因素遥 维维股份的主营业务
是豆奶粉袁同时经营相关饮料尧乳制品袁

进入酒内行业基本上没有经济障碍遥 其
他白酒厂商也没有采取行动提高结构

性壁垒的可能性或者报复行为遥 因此袁
行业的进入壁垒微弱遥

1.3产业资本投资趋势强劲
2006年袁国内的金融市场改革不断

深化袁 国有资本垄断的格局已经被打
破袁各类产业资本呈现纵向深度发展趋
势遥 白酒行业具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和利
润增长空间袁2006年以来袁 数据表明进
入该行业的资本明显增加袁地方白酒企
业也陆续进入产权改革的浪潮中遥

2尧微观经济因素推动
2.1双沟酒业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
双沟酒业作为历史悠久的苏州名

酒袁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袁但目前被市
场低估遥 数据显示袁 2006年企业前八
个月袁 白酒行业销售收入为 564亿元袁
同比增长 24援37豫袁 利润总额为 60.4亿
元袁同比增长 24.84豫遥 双沟良好的业绩
是吸引维维竞拍的主要原因之一遥

2.2主营业务发展受限
维维股份的主营业务豆奶粉的发

展十分有限袁竞争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日趋减弱遥 豆奶的市场需求接近饱
和袁加工技术已经成熟袁消费者对豆奶
的偏好也逐渐下降遥

2.3多元化经营的需要
维维股份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很多

富余的经济资源袁为了谋取更多的发展袁
最终选择进入白酒行业遥 维维股份作为
食品行业知名企业袁积累自己的技术尧人
才尧资金尧品牌尧销售网络等资源袁并达到

了一定的规模优势遥进入白酒行业袁发展
多元化经营袁能够增加公司价值遥

2.4优势的互补性
维维股份和双沟股份的控股合并

可以实现战略上的优势互补遥 维维股份
可以利用更高效的管理层和管理方法袁
推动双沟酒业发展袁将优势资源从边际
利润率低下豆奶行业向利润率较高的

白酒行业进行转移曰同时袁双沟酒业可
以利用维维股份的营销渠道的优势袁提
高自身销量与形象袁向名酒品牌进行过
渡遥
三、战略财务业绩分析

1尧进入白酒行业之前
维维股份 2000 年至 2005 年的 5

年间袁股价一直萎靡不振袁长期处于下
降趋势遥 公司年报更是反映出股价长期
萎靡的原因遥

首先是公司的盈利能力表现欠佳袁
根据 2003年的年报袁 维维股份在 2003
年主营业务收入达 16.61亿元袁比 2002
年增长 21%袁但净利润同比却只增长了
6%曰2004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达 22.62
亿元袁比 2003年增长 36.23%袁净利润却
同比下降了 9.74%袁 只有 9051 万元遥
2005年亦是如此袁主营业务收入大幅增
高的同时袁净利润却在不断下降袁说明
维维股份的盈利能力正在持续下降袁这
也反映出为何维维股份的股价为何会

一路下跌遥
2尧进入白酒行业之后
依据年报袁维维股份 2007年主营业

务收入 29.34亿袁 较 2006年同比下降 6.

73%曰2007年实现主营业务利润 4.98亿袁
比 2006年增长 5.18%袁 同时实现净利润
8562.96万袁 比去年同期增长 20.48%曰根
据与行业数据对比袁 进入白酒行业在一
定程度上帮助维维股份盈利能力的增

强袁 但维维股份的盈利能力表现依然不
算出色遥

2008金融危机爆发袁对维维股份营
业利润及净利润造成较大冲击袁营业利
润较 2007年下降 60.4%袁 净利润下降
40.8%袁 主要是因为金融危机导致原材
料价格大幅上涨袁 导致乳业毛利率下
降遥

进入白酒行业依然可以看到有利

的一面袁2008年维维股份投资收益达到
4417.87万袁 相比 2007年 164.94万增长
25倍袁 这主要得益于双沟酒业 08年利
润大幅上涨遥
四、结论与建议

维维股份对双沟酒业的控股收购袁最终
以高价出售宿迁政府结束遥 维维股份不
仅把握住了进入白酒行业的良好机会袁
更从出售中获得了相当高的净利润遥 然
而袁进入白酒行业并没有真正提高维维
股份的核心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袁显然
盲目和冒进遥 对于涉足乳制品尧房地产尧
煤矿尧白酒等行业的维维股份袁其中大
多数多元化经营战略以失败告终遥 因
此袁建议维维股份谨慎经营袁切勿盲目
投资遥 建议维维股份就本企业核心业
务袁发展建立全产业链投资袁以永和豆
浆的经营模式为导向袁获取长期稳定的
经营利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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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国在高等中医药教育方面具有绝对优势袁 但是我国高等中医药
教育的服务贸易还远未得到重视袁市场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遥 如何提高
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服务贸易的竞争力袁这不仅需要实践的探讨袁更需要
在理论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遥

目前袁 对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评价最流行的是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
迈克尔窑波特的野钻石模型冶遥 该模型能很好地解释了某些国家在产业的国

际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的原因遥
一、相关理论模型

本文以波特的野钻石模型冶为理论基础袁依据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服务贸易市
场化的特征袁将波特钻石理论中的各种关键因素进行了修改遥

由于竞争力无法直接衡量, 本文用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在校留学生人数

渊CMFSN冤作为替代值袁确立为因变量遥 自变量根据钻石理论确立上述 8个解释变
量遥 数据均来自于各年度叶中国统计年鉴曳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尧世界银行网站遥
二、数据处理及主成分分析

为了全面反映各个变量对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袁 本文
通过 Eviews6.0把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在校留学生人数和各个竞争力指标进行标
准化处理袁采用正态化法对数据进行处理袁使其均值为 0袁方差为 1袁且无量纲遥

分析结果显示袁第一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已经达到 92.21%袁因此袁只需
使用第一主成分即能代表 8个变量的大部分信息遥 通过上表向量可以算出第一主
成分的得分遥由于数据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方差来体现的袁通过方差贡献率
作为权重能更客观地反映原始数据的信息袁因此本文使用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袁计
算各主成分的综合得分院

Fi=
8

i = 1
移琢ijZi 渊1冤

综合得分=
8

i = 1
移W iFi 渊2冤

F1=0.2852伊Z1+0.3588Z2+0.3648Z3+0.3546Z4-0.3568Z5+0.3657Z6 渊3冤
综合竞争力指数=92.21%F1 渊4冤

表 1 给出各年的综合竞争力指数院
表 1 2002-2011年综合竞争力指数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3.34 -2.98 -2.23 -1.32 -0.85 -0.04 1.20 2.09 2.89 4.59

图 1 2002-2011年综合竞争力指数与来华留学生人数的对比分析

三、结论与对策

图 1显示的是 2002-2011年经标准化处理的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在校留学生
人数与综合竞争力指数的对比分析遥 可以看到袁综合竞争力指数在 2002年之后一
直攀升袁但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在校留学生人数在 2002年之后增长较缓袁甚至在
2011年还有下降趋势袁与综合竞争力指数的趋势不协调袁说明目前我国高等中医药
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高与高等中医药院校在校留学生人数的增长呈现不一致

性遥 制度和微观因素不可忽视袁各中医药高等院校应该制定相应的策略袁充分发挥
竞争力优势袁力求贸易增长遥

基于以上对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情况的分析袁结合我国高等中
医药教育服务贸易产业自身存在的问题袁下面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袁本着积极建
构的原则袁探寻提升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有效策略遥 渊1冤提高对
高等中医药院校留学生的资助比例遥 渊2冤加大对高等中医药院校师资队伍的建设遥
渊3冤优化生源结构袁实施多渠道招生遥 渊4冤关注留学生需求袁变管理为服务遥 渊5冤针对
留学生设计独特的教学模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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