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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财经言论

创富荐书

《说谎者的扑
克牌：华尔街的投
资游戏》

作者：
迈克尔·刘易斯

“我不大懂为什么要调控，不
知道为什么要调控。至于说已经
搞了很多年的限购是解决什么问
题，我一直没弄懂。”

——— 吴敬琏表示，不担心房价
降不下去，更担心楼市崩盘。政府现
在不会采取措施主动去把这个泡沫
捅破。房地产泡沫这个东西最好不
要形成，形成以后要想办法让它慢
慢萎缩。

“国外的空城很多是源于产业
转移之后的结果，中国的空城大多
是领导‘形象工程’下的造城运动，
而‘造城’运动能够执行的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土地财政的存在。”

——— 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
“2014京交会——— 中国新型城镇
化大会”上表示，解决土地财政的
关键在于把地方土地财政的收入
变成土地基金，纳入预算内管理，
其资金被用于生态改良、基础设
施等，而不是仅用于造城等形象
工程。

“假如房地产销售量下降
30%，大约还有十亿平米左右的
销量，各国都不会有这么大的市
场。”

——— 任志强认为，城镇化和
消费升级还有巨大的需求，房地
产还不是过剩产能，他对当前楼
市泡沫即将破裂的说法表示反
对。

本报记者 李虎 整理

“说谎者的扑克牌”是华尔街
上金融家们玩的一种休闲游戏，以
最善于瞒骗他人而实行心理欺诈
者为胜。作者在书中将华尔街投资
世界中许多不为人知的技巧、诀窍
和手段娓娓道来，让人对华尔街的
波谲云诡有感同身受的体验。

作者将华尔街深奥的投资手
法融入有趣的故事当中，让人在捧
腹大笑的同时又陷入深深的思考。

《说谎者的扑克牌》对了解什么是
债券、什么是金融创新、什么是金
融衍生品以及什么是投资银行具
有借鉴意义。

李稻葵：

中国是“自行车经济”

5至7月最艰苦

“中国的经济正处于新
的调整期，今年经济走势
最有可能是一个U形的走
势，而5月至7月是最艰苦
的时候。”

——— 李稻葵表示，中国
可以不搞财政刺激，但要想方

设法保证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一个
最低标准。因为中国经济是一个

“自行车经济”，要保持一定速度
才能不倒。如果静止下来，任何问
题都会被放大。

“新的经济时代已经来临，原
先我们所谓Made in China(中国制
造)的概念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以
后会是Made in the world(世界制
造)。今后的小企业要走出自己的
特色，它很多产品的零件是来自全
世界的。换句话说，今后出现的是
Made in the Internet(网络制造)。”

——— 马云认为，在网络时代，
将来企业的比赛，第一比的是价
值，是其独特的创造意识，第二比
的是个性，第三比的是规格。未来
将是小企业的世界，影响中国经
济未来的，不是企业有多大、大企
业有多少，而是小企业有多好、多
有特色。

(上接B01版)

必须打破国外主机对国内

客户的绑架

尽管有了国内重要IT软硬件及解决
方案企业的抱团，但应用的兼容性仍然是
浪潮最头痛的事儿。

长期以来，国外基础软件商交付应用
的手段就是绑定其主机的方式，而K1显
然动了他们的奶酪，“要取得他们的支持，
事实上他们只需举手之劳。” 王恩东说，
对于浪潮而言，国外基础软件商重要软件
并不全部支持K1，事实上，这并不是技术
难题，而是他们故意为之，这让浪潮很无
奈。

由于技术捆绑抬高了进入门槛，直接
导致国外品牌小型机在中国的销售价格
是国外市场的三四倍。而国外小型机企业
还以售卖软件和服务收费的方式谋取高
额利润。据浪潮统计，在维保收费方面，国
外小型机企业普遍采取“迭代式”服务收
费。比如采购一台100万元的主机，前三年
维保免费，第四年收取20万，第五年收取
120万的20%，逐年叠加。而小型机服役期
限一般5年～10年，用户在服役期内投入
的服务成本，视服役年限不同达采购成本
的44%～260%。此外，配套软件每半年升
级一次，新技术一经推出就会用各种措施
促使用户更新。如此高昂的运维成本让很
多用户难以承受。

“必须打破国外主机对国内客户的绑
架，浪潮义不容辞！”2014年1月，浪潮在北
京召开的国产主机应用峰会暨“K迁工
程”发布会上，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撂
下这样一句狠话。

在通信领域，外企在中国

的春天已经结束了

就在2014年的春天，跳槽热浪不光席
卷了IBM中国雇员，沈力(应受访者要求
化名)在爱立信工作的几个同学也开始考
虑跳槽了。

“在通信产业这个领域，外企在中国
的春天已经结束了。”沈力在华为长期从
事通讯技术研发，目前在4G专利上，华为
已经领先行业了。

“对行业标准的设定和执行，这是国
产品牌崛起的必由之路，也有助于信息行
业‘去外商化’的推进。”沈力说，通信产业
尤为关乎国家信息安全，所以近几年华为
在开拓美国市场时屡遭刁难。

2010年5月，华为意图通过收购3leaf“特
定资产”，一举获得关键应用主机芯片组技
术，这笔交易一直到当年11月仍未提交到美

国外商投资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审查有可
能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投资交易)备案。最
终，华为迫于压力放弃了这宗数额仅为200
万美元的收购行动。

据沈力介绍，通信行业的关键是协议
标准，以往我国都是基于国外设定的协议
来建设通信网络，所以外商在设备采购中
占的份额很大。随着国内厂商研发能力提
升，目前国家主推的4G通信已经逐渐由
国内厂商扮起了主角。

6月1日起，中国移动新的4G资费标
准将生效，其背后的LTE技术标准给足了
国内厂商发展空间。华为在2009年便与爱
立信分享了全球首个LTE商用合同，“2G
时代我们没什么专利，设备市场基本受爱
立信等外商控制；3G时代初期我们开始
增加专利上的投入。”沈力说，目前4G设
备的市场采购份额中，华为、中兴两家厂
商能占到50%，爱立信、贝尔、诺西占30%，
一些国内中小厂商瓜分剩下的20%。这种
市场份额的形成，得益于国家在通信协议
上的顶层设计。

华为：“打C生产线”死磕思科

在华为内部，路由器生产线被称为
“打C生产线”(C为思科英文名称Cisco首
字母)。

“目前乃至将来十几年，中国都将是
通信行业最大的新兴市场，如果国内的厂
商不努力争先，那国家的信息安全将无从
谈起。”沈力说，在通信领域，华为将核心

路由器的老大美国思科作为了赶超目标。
2004年，华为发布的10G路由器比思科落
后4年；2010年，华为发布的100G路由器
与思科追平；2013年，华为的400G核心路
由器已在沙特阿拉伯、俄罗斯、泰国等地
商用部署，成为该领域唯一可以规模交付
使用的供应商。

“信息产业的发展就像一场擂台赛，
没有足够实力随时会被人打下台。”沈力
说，像华为这样的厂商在中国并不少见，
有些公司甚至在成本倒逼下，开发出了更
为先进的信息技术。有些外商在硬件上的
优势很难短期超越，阿里巴巴等国内的互
联网企业没有像华为那样死磕行业老大，
而是通过软件替代取得了不错效果。

近两年来，由于互联网市场的兴起，互
联网巨头们纷纷开始动手DIY自己的信息
基础架构，最具代表性的是阿里巴巴，其提
出了“去IOE”，为此倾注了巨大精力。

“以淘宝的双11为例，这一天的访问
量会剧增，服务器很容易崩溃。”沈力说，
这种问题需要负载均衡来解决，负载均衡
设备是一种性能优化设备，目前美国厂商
F5是该领域的老大，但一台设备的报价都
要在20万元以上，也只有中国移动这样的
运营商才有能力承担外商设备的成本。

在运营成本倒逼下，阿里通过云计算
实现了软硬件结合的创新，在杭州、青岛、
北京等城市开设了多家全球对外服务的
数据中心，能满足地区政府科研机构、金
融机构以及创业公司对弹性计算能力和
负载均衡服务的需求，此举也打破了F5在
硬件领域的垄断。

信信息息安安全全下下的的产产业业突突围围

除除了了技技术术赶赶超超，，国国内内厂厂商商还还有有哪哪些些短短板板

信息产业比拼的不仅是技术水平的
高低，在业内人士看来，企业的管理水平
对产品质量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华为向 IBM学过管理，
因为没有一个良好的管理流程，即使技术
人员都很优秀，也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
沈力以电路板研发为例，研发部门根据技
术发展方向和客户需求研制出了一种新
的电路板。然而测试部门却发现了一处潜

在的漏洞，要求修改。此时研发部门已经
着手新项目了，没有足够时间修补漏洞，
同时产品经理却催着出货。迫于两方面压
力，测试部门就放过了这个漏洞。当电路
板投放到市场后，将成为随时可能引爆的
定时炸弹，再召回已经来不及了。

延伸阅读

在国家信息安全被高度注重的大背景下，浪潮、华为等国内厂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
遇。

图为2013年1月22日天梭K1上市北京发布会现场大屏幕。（资料片）

IBM、甲骨文、思科等外国厂商在我国信息产业的起步阶段占据了巨大市场份额。随着本土厂商研发
能力不断提高，技术上的差距肯定会越来越小，但有些非技术的短板则需要尽快得到弥补。

本报记者 张頔

“对于金融、通信等行业来说，服
务器的稳定性压倒一切，这在某种程
度上也造成了企业的路径依赖。”浪潮
集团副总裁左佰臣说，从技术来说，K1

每 秒 能 够 完 成 数 百 万 个 交 易 事 务 处
理，正式发布时已经在建行新疆分行

稳定运行两年多，但有些国企用户却
很难被这些数据指标打动，因为“如果
换成了国产系统，万一出了问题，谁来
承担责任呢。”

K1瞄准的高端服务器产品主要部
署在政府机构、金融、电信、电力、铁
路、民航等涉及信息安全的核心领域，
传统上主要使用 IBM的设备。2012年数
据显示，中国关键应用主机市场规模

约 152亿元，99%为国外厂商垄断。然而
这些行业用户的改造成本和试错成本
都不小。

以银行为例，不同厂商所提供的主机
性能对上层接口可能会有不同要求，有些
外国厂商还专门设置了不兼容设计。如果
替换国产服务器，可能要重新开发一套核
心系统，这个过程所带来的风险、人力和
物力会让客户有所顾虑。

国内用户：洋品牌依赖症

“除了Windows之外，真是没听说过
还有什么别的操作系统。”win8禁令出台
后，能替代的国产操作系统却鲜为人知，

这暴露出我国信息产业的尴尬一面———
即使国家政府对外商说不了，本土厂商也
未必能提供出可替代的系统产品。

在济南多年从事 IT产品经销的王
晓光介绍，目前行业内常用的操作系统
有三种：微软的Windows系统、苹果的

Mac OS X系统和开源的 l inux系统。虽
然国内厂商推出过基于 l i nux的操作系
统，但操作系统需要硬件产品、应用软件
支持等配合，再加上人们用惯了微软的
系统，所以国产操作系统在市场开拓方
面并不尽如人意。

厂商：各自为政难配套

企业：“部门墙”拖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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