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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感悟

一、荀子的性恶论与孔子的性善论

关于这个问题，和很多人探讨过。孔子云：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以孔

子为代表的儒家与法家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

是儒家切切实实地把每个人当做具有情感的个

体对待，而法家只把人归为一种趋利避害的动物。

儒家抓住了中国社会一个最大的特点，即人与

人的“亲疏有别”。我不知道这种情愫是否是

长期倡导儒家思想后而形成的国民性格，但窃

以为这种感情是源自人的本能。这种以一个人

为中心，而围绕其出现亲远不同的关系圈子，

精辟地解读了在中国社会处理问题的关键所在。

用费孝通老先生在《乡土中国》所作的表述，这

种与西方社团格局不同的人际关系特点，叫做“差

序格局”，恰如一颗抛入水中的石子泛起的涟漪，

一层一层、一圈一圈泛开。而伴随《三字经》“人

之初，性本善”的耳濡目染，太多的学者对此

产生过质疑。与孔子这一学说相对立的自然是

荀子，这位圣人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人之生也

固小人”，从而被后人认为，荀子所支持的是“性

恶说”。很多人对此解读为，人生下来是自私的，

趋利避害的，所谓礼仪仁义都是后天的教导。

由此基点推演下去，最终也奠定了法家用严刑

峻法引导人们趋利避害的理论基础。

但是，我一直对此不以为然。

我不知道历朝历代的史学家或者说理学家

判断人之善抑或人之恶的标准何在？如果说孔

子所言的那种“恭宽信敏惠”“仁义礼智信”为善，

是不是达不到这种高标准就算作恶呢？莫非这

个世界是非善即恶吗？

二、王守仁之所谓“性恶论”与

天泉论道

1895年，与日本陆军元帅乃木希典并称日

本“军神”的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在甲午海战

中，全歼清政府北洋水师。之后的日俄战争中，

其率领日本海军歼灭前来支援的俄国波罗的海

舰队。战后，东乡平八郎亮出一个腰牌，上面

刻着“一生俯首拜阳明”。

王阳明是明朝历不世出之奇才，上通天文，

下晓地理，哲学、军事、文学、武术无一不通。

其开创的“心学”在明朝乃至后世都产生无比

巨大的影响。

很多史学家研究王阳明的心学，先是给王

老先生扣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帽子，后又有人

将王守仁打到了性恶论的阵营。对上述两个说

法，我都不太赞同。

王守仁的核心思想在于要注重自己内心的

修养，洞察人心，知行合一。何谓唯心主义？

根本在于唯心主义认为意识决定物质，而主观

唯心主义不同于客观唯心主义的标志在于，前

者认为人的主观意识可以决定物质，后者认为

存在超脱于物质世界的神灵。一个在现实实践

中能将事情处理到令人折服的地步，怎么可能

终其一生，贯彻着一个谬之至极的主观唯心主

义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次，我

们又要谈到前文性善抑或性恶的问题。事实上，

把荀子归为性恶是有待商榷的，荀子的确说过

“人之生也固小人”，但是也说过“本始材朴”。

也就是人最初无善无恶。

而说王守仁主张性恶，那更是天方夜谭。

历史上著名的“天泉论道”，可作为王老先生

心学思想的最后表述：“无善无恶心之本，有

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为

格物。”这里，王守仁将心之本非恶说得很明

白。近代达尔文之进化论也得出这种结论，当

人不接受前人智慧积累形成的社会关系熏陶之

时，人只会如同印度狼孩故事中的狼孩子一样，

沦为一种动物。那么动物的行为是善是恶呢？

他既不会像孔融一般懂得让梨，也不会去残杀

自己的同类。我认为：“人之初，性本自然”。

而谈到这里，又产生了一个可能性，即，

荀子和王阳明在“性本”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

点实际上都是无善无恶，那么这里尤其是荀子，

被说成是“性恶论”，难道仅仅是为了和孔子

的“性善论”形成鲜明对比吗？假如真的是如此，

那荀子也和王阳明一样，被彻彻底底地被后人

带了一顶帽子。王阳明在弥留之际，面对众多

王学弟子，被问及还有什么要说之时，指了指

自己的胸，淡言之：“此心光明，夫复何言？”

北京业务三部   杨琨

关于性本论
——从荀子和王阳明谈起

摘要：近期中国信用债市场上出现超日债违约，

低评级高收益债券的风险逐渐显现。同时，信托作为

类高收益债产品的风险及未来转型方向也在市场中

多有探讨，其中加入信托登记制度、向高收益债方向

转型，是曾被讨论为信托转型思路之一。本文简述高

收益债券在欧美及亚洲市场的发展历程以及现状，

同时对比目前国内债券市场的情况，讨论高收益债或

类高收益债产品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和潜在的盈利

空间。

一、	高收益债券简介

高收益债券是企业债的一类，其主要特点

是发债公司的信用评级相对较差，债券需要以

较高收益率来吸引投资者。也常被称为“垃圾

债”。按照美国三大评级公司的信用等级标准，

标普(S&P)或惠誉(Fitch)评级低于BBB，或穆迪

(Moody’s)评级低于Baa的债券被归为此类。

图1债券信用等级

相比于投资级债券，高收益债券的投资

者承担了更高的信用风险，因此也要求更高的

收益水平。这之间的信用利差对经济周期非常

敏感，同时因行业以及企业自身的状况不同也

有较大差异。

债券指数常被用来作为市场基准，比如美

银美林高收益债券指数(BofA Merrill Lynch US 

High Yield Master II Index) ，标普美国高收益

企业债指数(S&P U.S. Issued High Yield Corporate 

Bond Index) 等。以美林高收益债指数为例，

在过去一年中，信用利差波动范围在382-

534bp，对应的债券收益率在4.98%-6.85% 。

自去年12月至今，美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整体向好，高收益债平均利差在400bp附近波

动。同时间美国五年和十年国债的收益率分别

为1.58%和 2.75% 。从历史数据的角度看，当

前的信用利差处于次贷危机之后较低位置。

二、	成熟市场上的高收益债券

( 一 )发展历程与现状

截至上世纪末，全球的高收益债市场份

额几乎都集中在美国。据估算，1998年时美

国的高收益债市场份额占全球的89%，而欧洲

仅占3%。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欧洲的高

收益债市场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新兴市场

也更加活跃。根据咨询公司Russell的最新估

计 ，当前全球的高收益债市总额约为1.7万

亿美元。其中美国占57%，欧洲27%，拉丁美

洲9%，亚太占大约7%。

图2                       图 3

从市场发展的周

期来看，欧洲以及新兴

市场的高收益债总体

依旧和美国保持着高

度的相似性和周期性。

很多数据可以印证这

一点，比如美林的美

国高收益债指数和全

球高收益债指数有着

极高的相关性。近两

年全球新兴市场的发

展经历了较大的动荡，

2014年初这个趋势依

旧明显。而美国与欧盟也在面临越来越不同的

经济问题。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里，不同市场

的高收益债周期性会逐渐出现背离，体现出更

多区域性经济特征。

(1) 美国：最早的高收益债出现于上世纪

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美国正处于利率市

场化改革的中期。部分利率管制放开。同时受

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通胀处于历史

高位。高收益债的出现并非是当时市场主动创

新的产物，而是一些发债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变

差导致信用评级下降所致。在高通胀的市场环

境下，投资者对高收益率的追求使得这个投资

种类得到更多的关注，其投资价值逐渐被发现。

据 Morgan Stanley 在 2009 年 的 估 算，

1977年至 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的30年间，

高收益债发行规模以平均每年13%的速度增

长。但这个增长过程并不平稳，而是紧随着经

济周期以扩张与收缩交替的方式出现。第一轮

起伏经历了大约十五年的时间：

80 年代：第一次快速增长。以Michael 

Milken和其所在的Drexel银行为主要推动者，

也成为后来市场上公认最早发现高收益债价

值的人。同期杠杆收购非常活跃，监管环境宽

松，高收益债发行量呈爆发式增长。

80年代末90年代初：第一轮危机。作为

支持杠杆收购的高收益债更多地被用于投机

行为，前期过快的增长导致部分发债公司无

力偿付高额利息，只能继续发行高收益债来支

付，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大量破产。同期，

Michael Milken也因经济犯罪入狱被终生禁入

市场。

图4

90年代中期之后，高收益债伴随着2000

年和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再次经历了周期

性的起伏。从图4SIFMA统计的美国高收益债

发行总量以及占比上可以明显看出。但随后由

于银行贷款政策紧缩以及企业融资需求旺盛，

又迎来下一个周期的增长。

从存量的角度，截止2013年底高收益债

的规模占美国所有企业债的15%左右。在最

近的2012和 2013年，高收益债的发行总量

连创历史新高，分别为3295亿和3365亿美元，

均占当年企业债发行总量的25%。在2014年

高收益债市场展望中，大多数金融机构预测发

行量会有所回落。

(2) 欧洲：欧洲目前是世界第二大高收益

债市场。相比于美国，欧洲市场的起步要晚得

多。虽然欧洲的基金很早就投资美国的高收益

债，但本地最早的高收益债在1995年才出现，

当时关注的人很少。以下按时间顺序列出一些

重要的市场发展：

1997年：大约60亿美元的发行量，大都

以美元结算。                     （下接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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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成功召开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4 年3月8

日在公司35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高成程主持，公司全体董事出席

会议，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陕西银监

局非银处处长张保强、副处长余爽、信托科科长温

巧莉莅临会议指导。会议审议通过了《2013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2013 年度经营工作报告》、《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013年度报告及摘要》等议题。

公司董事会对 2013 年的经营业绩给予肯定，

要求公司在 2014 年加强风险管理、完善考核机制、

稳步推进发展。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顺利召开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4 年3月

7日召开，会议审议了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总结，

公司年度报告及摘要等。

公司携手《当代金融家》成功
举办“五道口议事厅”活动

2 0 1 4

年3月8日，

长安财富北

京中心携手

《当代金融

家》在北京

成功举办“五

道口议事厅”

活动，以“把脉 2014 宏观经济走势”为主题，邀请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中国银行、中国人保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嘉宾及长安财富北京中心逾百

位高净值客户参加。

“五道口议事厅”源于前中国人民银行五道口

研究生部，系高端金融杂志——《当代金融家》的

月度原创专业对话栏目。依托五道口优势金融家资

源，对话嘉宾已逐步扩大至国内外金融界监管层、

机构高管、政府智囊、高校权威学者。截至目前，“五

道口议事厅”已成功举办 65 期。

鸿儒论道
我司独家赞助的2014 年第5 期《鸿儒论道》，

于 3月12日在上海淳大万丽酒店举办，上海交通

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陆铭做了《全球化时

代的大国大城市》的演讲。

公司组织反洗钱技术成果展示
培训会

2014 年2月27日，公司在 36 层会议室组织

2013 年反洗钱工作技术成果展示培训会，内容主要

包括：反洗钱内控制度体系（2013 年修订版）、反洗

钱数据监测流程、异常交易标准及模型以及客户风

险等级划分标准及模型等。本次培训主讲人为合规

法务部王澍，公司57名反洗钱专员参加此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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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间翻到陈文茜的访谈节目，字字玑

珠，于是想着买她的书来看。

以往看书习惯专注于某人，从其早期作

品一路读到后期，就好像跟着作者一路成长的

轨迹：其关注点、逻辑、情感如何发生着细腻

的变化。写书的人不可能抽离于自身生活。有

人形容写书的人总是刻薄，因为他们不是忙着

出卖自己的隐私，就是忙着出卖周边人的隐私，

丝丝缕缕被扩充为一个个故事。所以，张爱玲

会落寞而终。但由此可见，读书可识人。

陈文茜的同期，刚好也有一个出色的女

人，人称“龙卷风”的龙应台。

陈文茜，出身颇佳，后投身台湾地区政坛，

对民进党失望后退出。因横跨商界、政界及娱

乐圈，又见解独到，在宝岛颇具影响力。陈文

茜被李敖称为世界上最聪明的女人，以不跟自

诩世界第一聪明男人的自己竞争。陈文茜家亦

养了一条名唤作“李敖”的狗。可见二人亲密。

龙应台，自小在台湾苗栗苑里长大，在

美国接受教育，与德国人结婚生子，现为台湾

地区首任文化部部长。龙应台因1984年在《中

国时报》撰写“野火集”专栏引起轰动而被余

光中称之为“龙卷风”。

这两个出生年代相仿的台湾女人，因不

同的出身、际遇而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格特点。

看二人同期的作品，对比读，很有趣。

陈文茜出身优渥，个性鲜明，观点态度

泾渭分明。看问题鞭辟入里，行文酣畅简洁，

立场鲜明又不乏新意。因其张扬高调的个性，

也多遭非议，例如当年与韩寒的一番文斗。但

其对政局、经济形势的把握常令人耳目一新。

且不论对错，单是不人云亦云的角度，就值得

一观。龙应台是生于台湾的“外省人第二代”。

年轻时她行文冷峻，说话常咄咄逼人，不留情

面。有人说她常“横眉冷对”。这横眉与陈不

同，陈是标新立异的高调新潮，而龙则是怒目

金刚的执着坚硬。随着结婚、生子、父母病逝

和儿子长大，金刚变回了一个柔软的女人。无

论是近期的《目送》，还是《亲爱的安德烈》，

龙应台开始从一个社会观察者，回归为一个家

庭感受者。这种从高宏大的社会问题落脚到生

活本身的温柔变化，令人欣喜。

这两个与众不同的优秀女性，一个新潮、

一个保守；一个黑白泾渭分明，一个接纳包容

万象；一个像燎原火焰，一个是辽阔海洋。而

相似的是，陈文茜至今未嫁，龙应台现已离异

并育有两子。聪慧的女人总是不容易得到世人

眼里的所谓幸福。但她们，在一个人的世界里，

并不孤独。

长安财富上海中心  季秀君

年前，中学同学来电话邀请我回洛川参

加他们女儿的婚宴。放下电话在为他高兴之余，

我情不自禁陷入了回忆当中，过往大家一起玩

耍一起上学的时光重新浮现在眼前。想想时间

真快！那已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县里

就一所高中，一个年级的人都很熟悉，像个温

暖快乐的大家庭。中学毕业后，出去上大学的

只有寥寥几人，大部分同学都就地工作了，一

晃我们都到退休年龄啦……

周末的清晨，我和上海来的同事从西安

一路向北，渐渐挥别了冬天的雾霾，天空变得

高远晴朗。笔直细高的树木从车窗旁掠过，和

煦的阳光照着大地，道路两旁的河面结成厚冰，

三三两两的小孩聚在一起滑冰嬉闹，离主人不

远处的小狗悠然看着远处，大家都在充分享受

属于冬日的乐趣。

2个多小时后到了洛川县城。这些年来，

洛川苹果名气越来越大，拉动了地方经济的快

速发展，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商场、店铺热

闹非凡。似乎一切与西安街头没有太多差别。

老同学女儿的婚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们

中学同学的聚会。在人声鼎沸的酒楼，大家见

面又是合影，又是叙旧。

走在洛川县城，一马平川，往往忽略是

在高原之上。其实，只要到洛川黄土国家地质

公园看看沟壑纵横的地貌，就会深为震撼。

抽空陪同事去了洛川民俗博物馆，回望

民国以至晚清时期当地的一点风貌。洛川面塑，

以及包括煎豆腐、疙痨面在内的风味小吃，都

包含浓郁的地方色彩。还有洛川会议旧址，是

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全面抗战爆发后

的当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政

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国

共两党的关系问题。洛川也因此在历史上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

人力资本部  郭翠香

陈文茜 VS 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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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感悟

一、荀子的性恶论与孔子的性善论

关于这个问题，和很多人探讨过。孔子云：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以孔

子为代表的儒家与法家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

是儒家切切实实地把每个人当做具有情感的个

体对待，而法家只把人归为一种趋利避害的动物。

儒家抓住了中国社会一个最大的特点，即人与

人的“亲疏有别”。我不知道这种情愫是否是

长期倡导儒家思想后而形成的国民性格，但窃

以为这种感情是源自人的本能。这种以一个人

为中心，而围绕其出现亲远不同的关系圈子，

精辟地解读了在中国社会处理问题的关键所在。

用费孝通老先生在《乡土中国》所作的表述，这

种与西方社团格局不同的人际关系特点，叫做“差

序格局”，恰如一颗抛入水中的石子泛起的涟漪，

一层一层、一圈一圈泛开。而伴随《三字经》“人

之初，性本善”的耳濡目染，太多的学者对此

产生过质疑。与孔子这一学说相对立的自然是

荀子，这位圣人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人之生也

固小人”，从而被后人认为，荀子所支持的是“性

恶说”。很多人对此解读为，人生下来是自私的，

趋利避害的，所谓礼仪仁义都是后天的教导。

由此基点推演下去，最终也奠定了法家用严刑

峻法引导人们趋利避害的理论基础。

但是，我一直对此不以为然。

我不知道历朝历代的史学家或者说理学家

判断人之善抑或人之恶的标准何在？如果说孔

子所言的那种“恭宽信敏惠”“仁义礼智信”为善，

是不是达不到这种高标准就算作恶呢？莫非这

个世界是非善即恶吗？

二、王守仁之所谓“性恶论”与

天泉论道

1895年，与日本陆军元帅乃木希典并称日

本“军神”的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在甲午海战

中，全歼清政府北洋水师。之后的日俄战争中，

其率领日本海军歼灭前来支援的俄国波罗的海

舰队。战后，东乡平八郎亮出一个腰牌，上面

刻着“一生俯首拜阳明”。

王阳明是明朝历不世出之奇才，上通天文，

下晓地理，哲学、军事、文学、武术无一不通。

其开创的“心学”在明朝乃至后世都产生无比

巨大的影响。

很多史学家研究王阳明的心学，先是给王

老先生扣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帽子，后又有人

将王守仁打到了性恶论的阵营。对上述两个说

法，我都不太赞同。

王守仁的核心思想在于要注重自己内心的

修养，洞察人心，知行合一。何谓唯心主义？

根本在于唯心主义认为意识决定物质，而主观

唯心主义不同于客观唯心主义的标志在于，前

者认为人的主观意识可以决定物质，后者认为

存在超脱于物质世界的神灵。一个在现实实践

中能将事情处理到令人折服的地步，怎么可能

终其一生，贯彻着一个谬之至极的主观唯心主

义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次，我

们又要谈到前文性善抑或性恶的问题。事实上，

把荀子归为性恶是有待商榷的，荀子的确说过

“人之生也固小人”，但是也说过“本始材朴”。

也就是人最初无善无恶。

而说王守仁主张性恶，那更是天方夜谭。

历史上著名的“天泉论道”，可作为王老先生

心学思想的最后表述：“无善无恶心之本，有

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为

格物。”这里，王守仁将心之本非恶说得很明

白。近代达尔文之进化论也得出这种结论，当

人不接受前人智慧积累形成的社会关系熏陶之

时，人只会如同印度狼孩故事中的狼孩子一样，

沦为一种动物。那么动物的行为是善是恶呢？

他既不会像孔融一般懂得让梨，也不会去残杀

自己的同类。我认为：“人之初，性本自然”。

而谈到这里，又产生了一个可能性，即，

荀子和王阳明在“性本”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

点实际上都是无善无恶，那么这里尤其是荀子，

被说成是“性恶论”，难道仅仅是为了和孔子

的“性善论”形成鲜明对比吗？假如真的是如此，

那荀子也和王阳明一样，被彻彻底底地被后人

带了一顶帽子。王阳明在弥留之际，面对众多

王学弟子，被问及还有什么要说之时，指了指

自己的胸，淡言之：“此心光明，夫复何言？”

北京业务三部   杨琨

关于性本论
——从荀子和王阳明谈起

摘要：近期中国信用债市场上出现超日债违约，

低评级高收益债券的风险逐渐显现。同时，信托作为

类高收益债产品的风险及未来转型方向也在市场中

多有探讨，其中加入信托登记制度、向高收益债方向

转型，是曾被讨论为信托转型思路之一。本文简述高

收益债券在欧美及亚洲市场的发展历程以及现状，

同时对比目前国内债券市场的情况，讨论高收益债或

类高收益债产品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和潜在的盈利

空间。

一、	高收益债券简介

高收益债券是企业债的一类，其主要特点

是发债公司的信用评级相对较差，债券需要以

较高收益率来吸引投资者。也常被称为“垃圾

债”。按照美国三大评级公司的信用等级标准，

标普(S&P)或惠誉(Fitch)评级低于BBB，或穆迪

(Moody’s)评级低于Baa的债券被归为此类。

图1债券信用等级

相比于投资级债券，高收益债券的投资

者承担了更高的信用风险，因此也要求更高的

收益水平。这之间的信用利差对经济周期非常

敏感，同时因行业以及企业自身的状况不同也

有较大差异。

债券指数常被用来作为市场基准，比如美

银美林高收益债券指数(BofA Merrill Lynch US 

High Yield Master II Index) ，标普美国高收益

企业债指数(S&P U.S. Issued High Yield Corporate 

Bond Index) 等。以美林高收益债指数为例，

在过去一年中，信用利差波动范围在382-

534bp，对应的债券收益率在4.98%-6.85% 。

自去年12月至今，美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整体向好，高收益债平均利差在400bp附近波

动。同时间美国五年和十年国债的收益率分别

为1.58%和 2.75% 。从历史数据的角度看，当

前的信用利差处于次贷危机之后较低位置。

二、	成熟市场上的高收益债券

( 一 )发展历程与现状

截至上世纪末，全球的高收益债市场份

额几乎都集中在美国。据估算，1998年时美

国的高收益债市场份额占全球的89%，而欧洲

仅占3%。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欧洲的高

收益债市场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新兴市场

也更加活跃。根据咨询公司Russell的最新估

计 ，当前全球的高收益债市总额约为1.7万

亿美元。其中美国占57%，欧洲27%，拉丁美

洲9%，亚太占大约7%。

图2                       图 3

从市场发展的周

期来看，欧洲以及新兴

市场的高收益债总体

依旧和美国保持着高

度的相似性和周期性。

很多数据可以印证这

一点，比如美林的美

国高收益债指数和全

球高收益债指数有着

极高的相关性。近两

年全球新兴市场的发

展经历了较大的动荡，

2014年初这个趋势依

旧明显。而美国与欧盟也在面临越来越不同的

经济问题。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里，不同市场

的高收益债周期性会逐渐出现背离，体现出更

多区域性经济特征。

(1) 美国：最早的高收益债出现于上世纪

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美国正处于利率市

场化改革的中期。部分利率管制放开。同时受

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通胀处于历史

高位。高收益债的出现并非是当时市场主动创

新的产物，而是一些发债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变

差导致信用评级下降所致。在高通胀的市场环

境下，投资者对高收益率的追求使得这个投资

种类得到更多的关注，其投资价值逐渐被发现。

据 Morgan Stanley 在 2009 年 的 估 算，

1977年至 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的30年间，

高收益债发行规模以平均每年13%的速度增

长。但这个增长过程并不平稳，而是紧随着经

济周期以扩张与收缩交替的方式出现。第一轮

起伏经历了大约十五年的时间：

80 年代：第一次快速增长。以Michael 

Milken和其所在的Drexel银行为主要推动者，

也成为后来市场上公认最早发现高收益债价

值的人。同期杠杆收购非常活跃，监管环境宽

松，高收益债发行量呈爆发式增长。

80年代末90年代初：第一轮危机。作为

支持杠杆收购的高收益债更多地被用于投机

行为，前期过快的增长导致部分发债公司无

力偿付高额利息，只能继续发行高收益债来支

付，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大量破产。同期，

Michael Milken也因经济犯罪入狱被终生禁入

市场。

图4

90年代中期之后，高收益债伴随着2000

年和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再次经历了周期

性的起伏。从图4SIFMA统计的美国高收益债

发行总量以及占比上可以明显看出。但随后由

于银行贷款政策紧缩以及企业融资需求旺盛，

又迎来下一个周期的增长。

从存量的角度，截止2013年底高收益债

的规模占美国所有企业债的15%左右。在最

近的2012和 2013年，高收益债的发行总量

连创历史新高，分别为3295亿和3365亿美元，

均占当年企业债发行总量的25%。在2014年

高收益债市场展望中，大多数金融机构预测发

行量会有所回落。

(2) 欧洲：欧洲目前是世界第二大高收益

债市场。相比于美国，欧洲市场的起步要晚得

多。虽然欧洲的基金很早就投资美国的高收益

债，但本地最早的高收益债在1995年才出现，

当时关注的人很少。以下按时间顺序列出一些

重要的市场发展：

1997年：大约60亿美元的发行量，大都

以美元结算。                     （下接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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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中国高收益债市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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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成功召开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4 年3月8

日在公司35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高成程主持，公司全体董事出席

会议，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陕西银监

局非银处处长张保强、副处长余爽、信托科科长温

巧莉莅临会议指导。会议审议通过了《2013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2013 年度经营工作报告》、《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013年度报告及摘要》等议题。

公司董事会对 2013 年的经营业绩给予肯定，

要求公司在 2014 年加强风险管理、完善考核机制、

稳步推进发展。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顺利召开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4 年3月

7日召开，会议审议了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总结，

公司年度报告及摘要等。

公司携手《当代金融家》成功
举办“五道口议事厅”活动

2 0 1 4

年3月8日，

长安财富北

京中心携手

《当代金融

家》在北京

成功举办“五

道口议事厅”

活动，以“把脉 2014 宏观经济走势”为主题，邀请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中国银行、中国人保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嘉宾及长安财富北京中心逾百

位高净值客户参加。

“五道口议事厅”源于前中国人民银行五道口

研究生部，系高端金融杂志——《当代金融家》的

月度原创专业对话栏目。依托五道口优势金融家资

源，对话嘉宾已逐步扩大至国内外金融界监管层、

机构高管、政府智囊、高校权威学者。截至目前，“五

道口议事厅”已成功举办 65 期。

鸿儒论道
我司独家赞助的2014 年第5 期《鸿儒论道》，

于 3月12日在上海淳大万丽酒店举办，上海交通

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陆铭做了《全球化时

代的大国大城市》的演讲。

公司组织反洗钱技术成果展示
培训会

2014 年2月27日，公司在 36 层会议室组织

2013 年反洗钱工作技术成果展示培训会，内容主要

包括：反洗钱内控制度体系（2013 年修订版）、反洗

钱数据监测流程、异常交易标准及模型以及客户风

险等级划分标准及模型等。本次培训主讲人为合规

法务部王澍，公司57名反洗钱专员参加此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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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间翻到陈文茜的访谈节目，字字玑

珠，于是想着买她的书来看。

以往看书习惯专注于某人，从其早期作

品一路读到后期，就好像跟着作者一路成长的

轨迹：其关注点、逻辑、情感如何发生着细腻

的变化。写书的人不可能抽离于自身生活。有

人形容写书的人总是刻薄，因为他们不是忙着

出卖自己的隐私，就是忙着出卖周边人的隐私，

丝丝缕缕被扩充为一个个故事。所以，张爱玲

会落寞而终。但由此可见，读书可识人。

陈文茜的同期，刚好也有一个出色的女

人，人称“龙卷风”的龙应台。

陈文茜，出身颇佳，后投身台湾地区政坛，

对民进党失望后退出。因横跨商界、政界及娱

乐圈，又见解独到，在宝岛颇具影响力。陈文

茜被李敖称为世界上最聪明的女人，以不跟自

诩世界第一聪明男人的自己竞争。陈文茜家亦

养了一条名唤作“李敖”的狗。可见二人亲密。

龙应台，自小在台湾苗栗苑里长大，在

美国接受教育，与德国人结婚生子，现为台湾

地区首任文化部部长。龙应台因1984年在《中

国时报》撰写“野火集”专栏引起轰动而被余

光中称之为“龙卷风”。

这两个出生年代相仿的台湾女人，因不

同的出身、际遇而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格特点。

看二人同期的作品，对比读，很有趣。

陈文茜出身优渥，个性鲜明，观点态度

泾渭分明。看问题鞭辟入里，行文酣畅简洁，

立场鲜明又不乏新意。因其张扬高调的个性，

也多遭非议，例如当年与韩寒的一番文斗。但

其对政局、经济形势的把握常令人耳目一新。

且不论对错，单是不人云亦云的角度，就值得

一观。龙应台是生于台湾的“外省人第二代”。

年轻时她行文冷峻，说话常咄咄逼人，不留情

面。有人说她常“横眉冷对”。这横眉与陈不

同，陈是标新立异的高调新潮，而龙则是怒目

金刚的执着坚硬。随着结婚、生子、父母病逝

和儿子长大，金刚变回了一个柔软的女人。无

论是近期的《目送》，还是《亲爱的安德烈》，

龙应台开始从一个社会观察者，回归为一个家

庭感受者。这种从高宏大的社会问题落脚到生

活本身的温柔变化，令人欣喜。

这两个与众不同的优秀女性，一个新潮、

一个保守；一个黑白泾渭分明，一个接纳包容

万象；一个像燎原火焰，一个是辽阔海洋。而

相似的是，陈文茜至今未嫁，龙应台现已离异

并育有两子。聪慧的女人总是不容易得到世人

眼里的所谓幸福。但她们，在一个人的世界里，

并不孤独。

长安财富上海中心  季秀君

年前，中学同学来电话邀请我回洛川参

加他们女儿的婚宴。放下电话在为他高兴之余，

我情不自禁陷入了回忆当中，过往大家一起玩

耍一起上学的时光重新浮现在眼前。想想时间

真快！那已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县里

就一所高中，一个年级的人都很熟悉，像个温

暖快乐的大家庭。中学毕业后，出去上大学的

只有寥寥几人，大部分同学都就地工作了，一

晃我们都到退休年龄啦……

周末的清晨，我和上海来的同事从西安

一路向北，渐渐挥别了冬天的雾霾，天空变得

高远晴朗。笔直细高的树木从车窗旁掠过，和

煦的阳光照着大地，道路两旁的河面结成厚冰，

三三两两的小孩聚在一起滑冰嬉闹，离主人不

远处的小狗悠然看着远处，大家都在充分享受

属于冬日的乐趣。

2个多小时后到了洛川县城。这些年来，

洛川苹果名气越来越大，拉动了地方经济的快

速发展，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商场、店铺热

闹非凡。似乎一切与西安街头没有太多差别。

老同学女儿的婚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们

中学同学的聚会。在人声鼎沸的酒楼，大家见

面又是合影，又是叙旧。

走在洛川县城，一马平川，往往忽略是

在高原之上。其实，只要到洛川黄土国家地质

公园看看沟壑纵横的地貌，就会深为震撼。

抽空陪同事去了洛川民俗博物馆，回望

民国以至晚清时期当地的一点风貌。洛川面塑，

以及包括煎豆腐、疙痨面在内的风味小吃，都

包含浓郁的地方色彩。还有洛川会议旧址，是

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全面抗战爆发后

的当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政

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国

共两党的关系问题。洛川也因此在历史上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

人力资本部  郭翠香

陈文茜 VS 龙应台

EMOTION感悟

再回洛川
Pray祈福

为MH370祈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