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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是 正 确和良 好的管 理 ?

四 重 知 识 让 你 保 持 清 醒

• 危机结束了吗？
• 会发生通胀吗？
• 会发生通缩吗？
• 我们该如何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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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了解经济已成为每个人生存的需要。首先，我们都必须自我救
助。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最新发展局势。今天，真正的
资产是知识，没有知识就没有洞察力和分辨力。知识远比多少金
钱都更有价值，因为它是教你如何处理金钱的钥匙。华尔街的经
理们显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尽管（或许正因为）他们有MBA的
知识背景。

在4月刊里，我向读者们阐述了最好的经济指标，即古纳尔 .海因
索恩（Gunnar Heinsohn）和奥托 .施泰格（Otto Steiger）的产权
经济学。在本期，我将介绍更多的相关知识，即最好的救生带。

圣加仑，2009年5月

您忠诚的

弗雷德蒙德.马理克教授（博士）

Malik Management Systeme®

http://www.malik-mzsg.ch


3

Malik Management Systeme®

四重知识让你保持清醒

关于当前危机，什么是最常见的问题？我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
么？我们怎样才能消除危机谜团？这场危机将很快结束吗？通货
膨胀什么时候会到来？为什么会出现通货紧缩？我们应该把钱
放在哪里？

我接触到经理们每天关心什么？在面目全非的当今世界，我们的
方向在哪里？

1、最严重的危机已过去了吗？

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吗？股票价格已经回升。事实上，我们目
前正经历76年来股票价格上涨最强劲的时期。难道这还不能说
明最坏的已经过去？那要看你具备什么样的知识来看待这个问
题。

我23岁开始对股票感兴趣的时候，根本不了解金融市场。我甚至
不知道自己不了解这个市场，因为我的第一单股市交易就让我在
几个星期内赚了160％，所以自以为完全了解股市。不然，我怎么
能赚这么多钱？幸亏我很快开始对金融市场的背景和历史感兴
趣。

我发现这里面有比金钱更令人兴奋的神秘东西，那就是金融体
系的深海流及其奇特的流动方式。这些知识只是讲解经济如何
发展。即便如此，这些知识也不能保证你不会犯错误。拥有知识
和应用知识是两回事。就像登山向导，即便他们有再多的知识，
也不能幸免于雪崩的危险。

那时候，对股市秘密的研究和发现比正规大学的课程学习更令
我兴奋。就在那时，我开始对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和动态有所了
解，并开始明白金融危机为什么会经常地反复地发生。我早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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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如果不知道金融市场、金融危机的历史，就很难在股票市
场取得成功。

1.1  由涨向跌的转折点？

危机高峰过去了吗？当然没有。当前的股价飙升只是前期股价崩
溃后的必然结果。从历史上看，每一次股价崩溃后总会有一次上
涨，即“复苏”。专家们称之为“牛市陷阱”或“吸盘反弹”。这也
是我的研讨会和会议上经常谈论的话题。

由于多年来股价不断上涨，大部分人都变得麻木而忽视了任何的
警告信号。他们认为股价下跌是有利的买入机会，却没想到可能
是由涨向跌的转折点。

这也难怪，因为大多数财务顾问都跟他们的客户说股价永远只
会涨，而且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还会展示漂亮的分析图表，让
顾客看到股价确实一直往上走。

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图表正是从股价开始上涨的点上开始列
示。而股价下跌时期就被隐藏掉。在这些被隐藏掉的时期里，股
市往往在数年内急剧下跌，而没有为股市下跌做准备的人便失去
了一切。

我们稍微看一下1929年至1933年的情况，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
点。1929年秋天，华尔街崩溃，股价从9月至11月下跌了约50％，
股指几天之内从400点跌至200点。后来，股市终于站住了脚，开
始迅速回涨。指数从200点涨到300点，一直持续到1930年4月。
以百分比计算，这是20世纪的重大牛市之一。股市再次恢复了信
心。云雾消散了，随即，当时的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 e r t 
Hoover）宣布危机结束。这看上去像是政府和央行政策取得了重
大胜利。

事实上，最坏的情况还在后头。从1930年4月起，股价又开始狠
跌而且跌个不停— —偶尔也有一次次短暂的上涨。1929年，道
琼斯指数下降至最高点的10％，从400点跌至40点。

http://www.malik-mzsg.ch


5

Malik Management Systeme®

1.2  把知识当作救生带

在过去和现在的金融风暴中，唯一的救生带就是读者们在这里
获得的知识。只要有这方面的知识，你就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而
且还能像石油巨头亿万富翁约翰 .洛克菲勒那样从股价暴跌中获
利。

在确定当前股市的涨势不会像1929年11月至1934年4月间的轨
迹之前放出任何解除危险信号都是愚蠢的。

目前的复苏可能很快结束，因为股价的确已经上涨了不少。但
是，这种复苏有可能持续到秋季。如果想安全度过这场危机，必
须密切注意这些情况，同时必须做好操作准备。股价回升是出手
的一个好时机，而不应该再买入新的股票。

2、会发生通胀吗？

由于政府仍然认为这是一场金融危机，因此不断地往实体经济
注入大笔救援资金，以防止通胀肆虐。按照传统思维，通货膨胀
是最大的风险。

这是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但如果这些钱从来没有进入到经济
体系，那会怎么样？在过去六个月，美国政府已发放近8,000亿
美元的紧急援助资金，迄今只有约5％进入了经济体系。因此，无
论如何，这几乎不可能会引发通胀。

可为什么实体经济得不到资金呢？是因为资金分配上的官僚主
义吗？公司不贷款，是否有更根本的原因？或许经济理论根本是
错误的，因此所有的教科书将被改写？

http://www.malik-mzs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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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在通胀歇斯底里之中保持清醒

以下几点可以帮助读者们在一般的通胀歇斯底里中保持清醒的
头脑和稳定的操作。当前最要紧的事情是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顺便说一下，建议不要理会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他们在危机爆发
前后都没说过一条准确的意见，多听听那些少数经济学家的意
见，他们能看清风险，但被故意忽略甚至被污蔑。

我们必须知道以下几点：

1. 几乎每个国家负责分配的官僚体系都很可憎。许多德国企业
家告诉我，正因如此，他们已经放弃了政府订单。所以这些资
金从来没有以有效的方式进入经济体系，因此，不会有通胀
发生。

2. 危机之前，许多企业已有大量负债，因此现在出现资金流动
性问题。他们为什么还要在危机中继续借贷呢（无论利率有
多低）？公司运营不单取决于利率高低，而更看重市场商机。
如果市场机会好，利率不是大问题。如果市场机会差，利率即
使再低，对他们来说也很高。大多数经济学家几乎都没有企
业管理经验，对典型企业家的心态只能有模糊的了解。

3. 许多公司目前不是借贷，而是必须还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
给银行作为原来贷款的抵押品现在已不足以抵押这笔贷款
了。为什么会变得不足呢？因为典型的抵押项目的价格，如房
地产，现在已经下跌了，而有可能作为抵押品的许多股票和其
他资产的价格也同样下跌了。

作为金融海啸始发地的美国，几乎没有一个地区能幸免于房地产
价格暴跌。在佛罗里达州，你几乎不用花什么钱就可以买到豪华
公寓。

因此，银行都要求进一步抵押。这样的要求，怎么可能做到？许
多借款人都无法提供别的抵押品了，因为他们没有。所以他们不
得不减少贷款，进而还掉贷款。但通过什么方式呢？通过出售资
产，如作为贷款基础的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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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他们迫于出售资产变现，以支付贷
款利息。他们必须获得流动资金。即使他们的公司仍有订单，仍
可以向债务人开帐单收款，这也不够。他们需要更多的流动资
金。没有任何担保，他们不会从银行获得流动性。恶性循环就这
样形成，漩涡越来越深。

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你可以牵着马到水边，但你不能逼迫
它喝水。你也不能用绳子来推车。在这种情况下，给经济体系注
入的额外资金起不到真正的作用，因此不会因为传统原因导致
通胀。我认为会有通胀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

当然，接下来的问题是：但价格确实在上涨。难道这不说明出现
通胀了吗？

2 .2  为什么价格上涨？什么时候会引发通胀？

部分价格确实在上涨，如果不是大面积上涨的话。当商品供不应
求，价格便会上涨。如果是这种情况，由于物价上涨或供应增
加，需求迟早会下降。因而，价格还是能恢复正常。这只是正常
运行的市场的效应之一而已。

通胀不会以这种方式产生。许多人似乎不知道：只有当需求不管
价格上涨保持不减，才会产生通胀。如果人为原因导致价格上
涨，市场机制被践踏，通胀就会发生。

例如，由于工会的努力使工人工资提高，或将工资和养老金与零
售价格指数挂钩，上述情况就可能发生。还有一种情况是，为房
屋贷款提供人为的资金支持，这种做法在美国已经持续了10年
左右，也是现已破裂的资本泡沫的原因之一。

由于上述原因，价格以膨胀的方式上涨。但这种类型的通胀现在
已经成为过去。这是1990年代人为注资导致的资产价格膨胀，
却被误以为是持久繁荣。现在，这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使通胀
得到缓解。

顺便说一句，对于实际交易来说，通胀并不是特别危险，因此没
有理由过多担心。这是因为到了适当时候，我们自然能知道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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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通胀。通胀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如果真的有通胀的趋
势，我们仍有足够的时间作出明智的反应。

3、会发生通缩吗？

什么是通缩？什么原因可能导致通缩？通缩是指物价普遍下降，
尤其是资产价格下降。

为什么会出现通缩？如上所述，主要的原因是早先资产价格上
涨，如贷款购买的房地产、公寓和股票。信贷是价格上涨的推动
力，而不是通常认为的神秘的内在增值动力。

也如上所述，银行提供贷款一般要求有抵押品。一个聪明的办法
是，贷款购买的房地产也可以作抵押品。

只要贷款与估值比率不太高，这就不是问题，而是正常状态。例
如，贷款比例为50％应该在安全范围。但如果贷款比例为80%
、90%甚至100％，那么，一旦价格下跌，形势很快会变得严峻。
价格稍有下降也会导致负资产，因为无法用来抵付贷款了。这
时，银行便要求贷款人做进一步抵押或补款。

只要这些情况只是个别事件或不超过社会的一定范围，不会发
生任何问题。但是，如果成为一个普遍现象，那就意味着定时炸
弹开始倒计时。如果不及时采取根本措施（措施通常是痛苦的）
，炸弹迟早会爆炸。如果你知道适当指标的话，就可以较为准确
地预测到这点。

现在问题是，将来是否会发生通缩？不是将要发生通缩，而是我
们已经处于通缩之中了。通缩已经全面展开了，而且会持续到债
务问题得到解决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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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资产价格和物价

来源:日本银行, "月度财务和经济统计", 2004年12月

上图显示的是日本的情况。1989年至2004年，日本房地产和股
票大幅度下跌，上图只显示到2004年，但下跌状态一直延续到
今天，几乎每天都可以在媒体上看到相关报道。在此期间，尽管
日本政府试图推行15个庞大计划来刺激经济，都无济于事。

4、我们该如何理财？

不要管你的钱，什么也不要做，因为钱每天都在增值，与价格下
跌的幅度相同。抗击通胀很难，但如果采取极端措施，如提高利
率，也是能做到的。中央银行和政府对通缩却无可奈何，通缩会
一直持续到以前的债务清偿为止。

未来几年，成功的诀窍有哪些？有以下几点：保护好本钱。最重
要的不是投资回报，而是投资回收。一字之差可导致天壤之别。
只要保住手里的本钱，利润无所谓。赚钱是次要的，挽救资本才
是首要任务。过去10多年来市场莫不如此。

如果2000年1月1日以来投资3个月短期国库券，到2008年10月中
旬为止，大约能获利30％。而在同一时期，如果投资于美国标准
普尔500指数，则会损失大约30％，进出之间有60％的差距。有
了本期介绍的这三个救生带，你可以平稳地度过这场危机了。而
且你懂得比其他大多数人更多，包括许多所谓的专家。

http://www.malik-mzs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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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服务

如您对本期内容有任何问题/反馈

请联系：

瑞士圣加仑马理克管理中心上海分公司

电话：0086 21 6341 0547

传真：0086 21 6322 9249

邮箱地址：china@mzsg.com

《M.o.M通信》在线

如您已订阅《M.o.M通信》，您即可登陆马理克在线网站：

 ✁ 下载自1993年7月以来所有出版的德语版PDF的《M.o .M通
信》

 ✁ 在M.o.M论坛与弗雷德蒙德.马理克教授及其他订阅者进行
交流

 ✁ 对2008年以来出版的可修改版《M.o .M通信》进行在线修
改，并加入您的个人笔记

 ✁ 进入马理克管理系统在线导航

 ✁ 以及获取其他更多信息

订阅者每月将收到关于个人登陆信息的通知邮件。如有任何疑问
请联系：电话0086 21 6341 0547或 eugene.tang@mzsg.ch

其他产品

 ✁ 英语版《M.o.M通信》：可供您设在国外的子公司或国外的客
户，同事和朋友阅读。

 ✁ 《M.o.M通信》有声产品：自2001年3月起的CD和MP3都有
货。皆为作者亲自朗读。

 ✁ 《M.o.M通信》DVD《新上任的前100天》：为新上任的人提
供的一些建议。更换工作或职位变化对我们而言，都是一个
极其关键的阶段。必须尽可能避免犯错。

 ✁ 《M.o.M通信》IPOD：提升个人管理能力的全新方法

 ✁ 职业生涯：管理者必须系统化地作出的重大决策，从而
为生活和职业指明方向。

 ✁ 管理的有效性：各个机构的管理者如想卓有成效所必须
掌握和运用的管理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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