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过去 30年间，我们的M2，即广义

购买力，简单来说就是印钞力度大增。

1986年的 1万元，现在的等值财富是 280
万元左右，每年年化增长21%，且持续30
年。这意味着如果不能为财富增值、保

值，不能每年增长 21%，并持续 30年，我

们手中的钱就贬值了。

如果在此过程中，用GDP增长速度

做个比照。我们会发现，中国奇迹非常

了不起，实体财富从 1986年到现在每年

增长大概16%左右。

如何跑赢“印钞机”

每年 21%的钱增印出来，实际需求

增长16%，多出来的钱到哪里了？

第一个去处是冬虫夏草。从有数据

统计的 1990年开始到最高峰 2013年，冬

虫夏草从每斤 150元钱左右一口气涨到

21 万元。年化增长率是 22%。不过，冬

虫夏草有个缺点，不能买一大堆放在家

里，因为不耐储藏。

其次，我们看股票市场。腾讯，目前

亚洲第二大市值公司，2004年的上市价格

是4.5元，到2015年最高涨到800多元，也

就是说，从 2004年到 2015年涨了 190多

倍。年化收益率接近20%。然而，极少数

高速成长的股票才能够满足要求。

现在来看看房子。中国房地产真正

市场化是从1998年开始，我们样本较短，

从 1999年到现在，上海原静安、原卢湾、

黄浦和徐汇四个核心区域房价走势，大数

上看是20年增长20倍。但是上海不仅仅

有这四个区域。其实，房价大涨也就是过

去这 10年，大概 10年 10倍的增长，这是

平均房价涨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平

均房价涨幅差不多。年化以后怎么样

呢？按照 30 年计算，年化收益是 6%而

已。每年印钞增速 21%，可是房子只有

6%。但是请大家注意，因为很多买房子

的人都是加杠杆的。如果用现金去买就

傻了，因为收益只有 6%，如果加了杠杆，

首付两成就是5倍杠杆，那么最后的收益

是 30%，扣减付给银行的利息 6―7%，就

在 23%左右。这就是核心城市核心区域

的房价坚挺不衰的原因。

投资者当然可以尝试其他的策略，

配置诸如理财产品、黄金或者其他的品

种。但根据我们的样本数据显示，在过

去 30年里，只有配置两类核心资产——

加杠杆的核心区域核心地产和极少数的

科技型、前沿型、成长型股票，才能跑赢

印钞机。

大家也许马上就有两个问题：第一，

这个规律只适用于中国还是放之四海皆

准？第二，过去 30年是这样，未来 10年

是不是也这样？我可以告诉大家，对于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YES”。我们看

中国十大富豪排行榜，只有宗庆后等不

多的一两位做实业，其他就是王健林、马

云、马化腾等。世界前十名富豪不一样，

加了两个人，第一是ZARA的老板，还有

一个是墨西哥电信大亨，其他人还是比

尔盖茨、巴菲特，facebook老板、google老
板。可预见的未来 10年，这个世界可能

没有太大变化。

黑天鹅对中国未必是坏事

现在回到宏观经济。我们关心未来

会怎样，全球会怎样，中国的故事应该怎

样去挖掘。

首先，全球非常混乱。大家老说有

黑天鹅，第一只是英国退欧公投，第二是

美国大选。我觉得现在不是黑天鹅，是

黑天鹅湖，湖上全是黑天鹅。12月又轮

到欧洲，因为意大利将会公投。我们判

断，到了明年，德国、荷兰将进入大选周

期，有超过 30%的概率欧元和欧盟将不

复存在。

为什么世界会变成这样？为什么特

朗普会赢？特朗普会赢很简单，美国中

西部白人大叔们发出了他们最后的吼

声，因为他们在全球化中是失败的。对

于上一轮全球化而言，只有科技新贵和

掌握核心资产的大亨受益，不过现在已

经反转。我们原来研究的各种框架可能

慢慢开始走向崩溃。

但是，虽然有这么多黑天鹅，甚至欧

元体可能会在明年解体，但对中国来说

未必是坏事。10月 15日，我在华尔街接

受CNBC采访，记者问了两个刁钻的问

题。第一个问题：人民币汇率会贬到什

么位置。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人民币从

10月份开始贬值，贬幅是全球最小的，大

概只有 1.1%左右，最多的货币贬值了

9%。现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就如一群人

在大海里被一条鲨鱼追逐，鲨鱼就是金

融风险和金融危机，你不一定必须比鲨

鱼游得快，但一定要确保比最后那两位

游得快。

如果欧洲出现很大的风险，英国出

现了风险，那不就是我们“买买买”的好

时候吗？孙正义在抛阿里巴巴的股票，

抛掉了162亿元全球最棒公司的股票，转

而买了英国公司ARM。ARM是 99%手

机芯片解决设计方案的投资人。孙正义

买买买，是在赌未来一代物联网核心元

器件，就是由 ARM 设计的高新技术芯

片。我们最近买了一家美国网络公司排

第三的公司，大概花了16亿美元，现在需

要把它装进上市公司里面，它的利润接

近 1 亿美元。我们应该到处去买买买。

如果别人有风吹草动，更应该买。

记者的第二个问题：中国人比较喜

欢特朗普还是希拉里？我说我个人比较

喜欢特朗普。原因很简单，特朗普是个

生意人，某种意义上他跟中国可能达成

交易的概率比希拉里大得多。所以两害

相权取其轻。我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由

众多不确定事件构成，我们一定要做好

充分的准备。

中国未来的机会在哪里

回看中国，最新数据都已经稳住，大

家开玩笑说中国近三季度 GDP 增长都

是 6.7%、6.7%、6.7%，像心电图不跳了一

样，但里面暗流涌动，有很多内容。

过去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

资、消费、出口。新的则分别是深度城市

化、大消费时代升级以及“一带一路”所

引领的新一代全球化。

什么叫深度城市化？

中国有600多个城市，但这次被限购

或者暴涨的城市有 25 个。只有 25 个城

市涨并且限购的话，就不是泡沫，实际上

是大家在用资金投票而已，这是靠谱的，

大家都涨才是泡沫。现在政策调控，短

期是对的，并且汇率上要加强资本管制，

把资本流出通道都关闭也成为现实。但

中长期来看，这么多人口来到城市，当然

需要消费的升级，需要更多的消费品牌

化或者公共服务，这其中自然而然就会

有更多的机会。

还有一个新全球化。中国正以自己

地缘为核心向周边展开，包括“一带一

路”，包括中国和全世界的贸易，这能够为

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品牌和供应

链。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未来增长格局。

这里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供

给。我们称之为“六新供给”，分别是新

产品、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组织和

新制度。

我特别想提的一点是新的宏观调

控。我们老在质疑，以前的宏观调控，就

是刺激、放水、印钞，我可以告诉大家，放

水可能明显减速，甚至全球流动性已经

进入拐点，其实央行很明确地通过收短

放长的方式提高了利率。现在需要一种

温和的释放方式。其次，再给大家一个

数字，中国劳动力一共是 7.5亿，金融从

业人员有600万，而这600万占据了大量

的财富。金融从业人员在美国的占比也

没有这么高，变化正在发生。

关于杠杆，我们用了中国式的杠杆

“乾坤大挪移”，中国居民杠杆比较低，地

方政府部门以及国企杠杆比较高，现在

这些杠杆开始了移动。大家都说“去杠

杆”，其实没有，主要是杠杆的移动。

经过这一轮腾挪，解决一部分国资

向民资嫁接的去杠杆方式、通过 PPP 鼓

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实现政府

向居民转移杠杆，以及大规模的并购转

向新型行业杠杆迁移的动作都已开始。

这里有一点很有趣，两年前提出这

个杠杆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没有预

见到，就是民间资本有一种巨大的冲击

力或者是政策博弈的情绪。

什么概念？我们看一下最新数字就

知道，现在M1，即活期存款加现金，增速

是 24%，拿这么多活期存款做什么？因

为M2增速只有11%，现金和准现金大量

囤积……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存在政策博

弈。

举个例子，本来要搞一个“改革牛”，

结果变成了“杠杆熊”；本来要通过供给

侧改革消解煤炭跟钢铁的产能，结果现

在变成期货疯涨。这就意味着，现在的

政策制定跟市场博弈变得非常困难，未

来这种情况可能继续下去。所以如果不

是对冲基金，跟不上这个速度，那就配置

核心资产就可以了。

另外，商业银行往投行转移，无非就

是把融资成本降下来，为实体经济输送

更多的弹药。同时，包括 SDR等一系列

的国际化，使得债务向海外进行延伸，让

老外来买一部分单，但因为汇率的问题

目前被暂停了。这方面问题在于全球宏

观政策协调也变得非常困难。

接下来这5年尤其重要，整个杠杆迁

移的过程就像走在刀锋边缘一样，稍微

偏一点就会掉下去，会出现 2015年股灾

那一轮的风险。那我们怎么办？未来 5
年里，如果干得好我们就是欧美，干得差

我们就是拉美，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不

是一句玩笑话了。

现在，中国的人均GDP大约8000美

元，如果还能按照现在的速度，即大概每

年增长 7%，到了 2020 年左右人均 GDP
将达到12000美元左右，这个数字在经济

学术语中有一个特定的称呼，叫做“高收

入之墙”，翻过这个墙的都是发达国家。

而从 8000美元到 10000美元，再到 12000
美元的这个过程，称之为“中等收入陷

阱”。二战之后有很多国家对“中等收入

陷阱”发动了冲锋，最后成功地成为发达

经济体，大型经济体成功的只有一个，就

是日本。这个过程里有很大的风险，也

有很多的机会。我们应该在新的需求、

新的供给以及新的宏观调控里找到新一

轮快速成长的机遇。

本文整理自作者在近日举办的第三
届中国城市资本竞争力论坛上的演讲

□本报记者 孙竹芗 整理

当前物流行业表现出的主要特点是，物

流需求进入调整转型期，物流费用与 GDP
的比率进入加速回落期，物流市场规模进入

平稳增长期，物流服务价格进入低位震荡

期，物流企业进入营利困难期。在当前经济

运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物流业虽然面临

不少问题，但也应该看到新常态下物流业面

临的诸多红利。

物流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有效需求不

足和供给能力不够矛盾交织；社会物流成本

仍然较高和企业营利能力低问题突出；物流

基础设施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物流

需求增速放缓，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市场环

境和诚信体系建设有待加强；体制机制约束

依然明显，制约物流业发展的具体政策有些

迟迟不能出台，已出台的政策难以真正落

地。

中国物流业的发展须着力从降低物流

成本、提升物流企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加

强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三方面入手。

总体来看“十三五”时期我国物流业仍

然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物流业在

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地位将稳步提升，发展空

间将更加广阔。预计“十三五”时期，行业增

速将继续保持趋稳放缓态势，物流业进入以

转型升级为主线的发展新阶段，逐步从追求

速度规模增长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加强供

给侧改革，把握发展新红利，努力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新常态。

新常态下物流业面临的诸多红利，包括

技术进步的红利、创新创业的红利、消费升

级的红利、扩大开放的红利、深化改革的红

利、大数据资源的红利等。

当下物流业发展具备两个大条件和优

势：一是现代交通体系日臻完善，航空、公

路、铁路、水路，交通网络更加便捷和快捷；

二是现代信息技术使连接物流信息的各方

面更加快捷，大大减少了因为信息不透明带

来的物流成本，现代物流业迎来了最佳发展

时期。

“十三五”时期，物流业发展将聚焦“高

效、集约、连通、创新、协调和改革”六大战略

重点展开。一是打造高效物流服务体系；二

是引导物流集约发展；三是实现设施连通、

网络互通、信息畅通；四是创新物流组织方

式和运营模式；五是统筹区域、国际、国内物

流协调发展；六是深化物流管理体制改革。

未来物流业的发展应主要从三方面着

手：一是要坚持创新，打破原来思路，使物流

行业更好与上下游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二是

要更加紧密地与信息化结合起来，通过互联

网等一系列现代信息技术使物流成本大大

降低，提高物流效率；三是要了解产业结构

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方向，使未来物流需

求的走向与之契合。

未来物流业发展重点，从物流统计角度

看，要提升行业整体服务水平；从供给侧的

角度讲，要提高物流服务能力，通过自身行

业发展和优化，通过物流效率提高，帮助制

造企业、贸易企业降低成本，改善工商业的

发展，有效提升经济运行质量。同时，未来

物流业的快递速运和冷链物流新业态，会呈

现一个加速发展的趋势，也是应该着重把握

的。

总体来看，“十三五”时期物流业发展将

进入以转型升级为主线的新阶段，主要体现

在四大趋势：一是物流运行平稳增长与结构

调整优化并存；二是物流与相关行业由单一

服务向深入融合转变；三是物流由区域性向

区域、国内、国际物流协调发展转变；四是物

流业追求自身发展与促进工商企业协同发

展并重。

□文字整理 本报记者 曹莹

如果在过去 30 年
间，不能为财富增值、保
值，达到每年增长21%，
我们手中的资金就贬值
了。

投资可以尝试不同
策略，配置理财产品、黄
金或其他品种。但根据
我们的样本数据显示，在
过去30年里，只有配置
两类核心资产——加杠
杆的核心区域核心地产
和极少数的科技型、前沿
型、成长型股票，才能跑
赢印钞机。

过去经济增长的“三
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出
口。新的则分别是深度
城市化、大消费时代升级
以及“一带一路”所引领
的新一代全球化。

在新的需求和供给及新宏观调控中
找到机遇
□东方证券总裁助理兼首席经济学家 邵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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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 观点

我国物流行业的
问题和机遇
□高峰 中国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秘书长

中国经济从低收入到高收入发展阶段。 □东方IC/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