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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进化：长期战略地图》：揭示中国企业进化奥秘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月23日，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举行了“巨变时代中国企业

的进化与转型 ——《企业成长：长期战略地图》一书的新书发布会。”该书是实践派管理学

者、华夏基石领衔专家施炜的新作。目前，我国许多企业所处的市场和产业环境发生了重

大变化，面临严峻的挑战，急需从长远角度谋划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路径。《企业成长：长期战

略地图》适应了这种时代要求，为中国企业——主要是实体经济企业的长期成长提供了整

体、系统的解决方案。

施炜是具有学院背景、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管理学者，他长期从事管理咨询工作，20多

年来访问过数百家上市公司，跟踪研究华为、美的等优秀企业的成长、进化历程和经验，对

我国一些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障碍有深切的体察和认识。丰富的实践孕育出理论之

花。近年来施炜出版了数部与企业成长主题相关的著作，该书是其最新成果，讲述了中国

企业故事，揭示了中国企业进化的奥秘。 （文 萱）

《企业成长：长期战略地图》施炜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10月版/9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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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我对投资的思考》张磊著/浙

江教育出版社2020年9月版/118.00元

ISBN：9787572201882

推荐理由：该书是高瓴创始人兼首席

执行官张磊的首部力作。张磊以乐观主

义创业者的心态创立高瓴，坚持价值投资

理念，以长期主义和研究驱动发现价值，

创造价值，坚定地“重仓中国”，支持实体

经济，助力产业创新。经过15年的发展，

高瓴不仅成为亚洲地区资产管理规模最

大的投资机构之一，更支持和参与了一批

伟大企业的诞生和成长。书中介绍了张

磊的个人历程、他所坚持的投资理念和方

法以及他对价值投资者自我修养的思考，

还介绍了他对创业者、创业组织的理解。

《暗中观察》吴主任著/复旦大学出版

社2020年9月版/58.00元

ISBN：9787309152401

推荐理由：该书是一本关注生活经济

规律的思考笔记，一本杂文集，用深入浅

出的语言，阐释各种社会现象背后蕴含的

经济学的规律。该书作者善于观察生活，

每当生活中出现一些令人困惑现象，比如

口罩不准卖高价之后为什么就买不到口

罩了？作者都会站在经济学的角度用清

晰的语言讲清我们正经历的经济生活和

经济规律，引发读者思考。

《管家式经济:物联网时代如何精准预

测消费需求》[美]查克·马丁著 高乾等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版/79.00元

ISBN：9787220116094

推荐理由：该书作者预测，随着物联

网的第三次数字化变革，推拉营销模式将

终结，商家将变成消费者的“管家”。未

来，数十亿个安装在全球各处的互联传感

器将不分昼夜地收集消费者的实时数

据。在海量数据的加持下，商家可以对消

费者的需求有更精准的洞见和预测，从而

提供高度个性化的用户体验。查克·马丁

将此种变革衍生出的经济模式定义为

——管家式经济。该书用数据和案例作

为佐证，旨在为有前瞻性的企业和创业者

提供一些灵感和洞见。

《新金融帝国：智能时代全球金融变

局》[日]田中道昭著 杨晨译/浙江人民出

版社2020年10月版/88.00元

ISBN：9787213097829

推荐理由：商业银行会也许在未来5

年内会消失，信用和刷脸没准儿会成为下

一代支付方式的标配，货币会有可能被信

用点所替代等等，这些是该书作者为我们

预测的未来世界金融的发展趋势。书中

提到一场无硝烟的战争一触即发，导火索

可以从AI技术、支付方式、物联网经济乃

至人体科学开启。未来，人们将走入一个

超高速发展的时代，每个人的工作方式、

生活方式甚至是生活的世界，都会有翻天

覆地的变化，了解这些变化可以让我们做

好应变的准备。

《失去的三十年：日本经济神话的破

灭》[日]西野智彦著 李立丰等译/东方出

版中心2020年10月版/58.00元

ISBN：9787547316870

推荐理由：1997~1998 年间，不良债

权问题导致大量金融机构进退维谷，北海

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等机构纷纷破产。

日本的金融体系，处于毁灭的边缘。此

后，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加上 2008 年“雷

曼危机”，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当时

政府实施的金融政策中出现了哪些失

误？该书作者通过调查走访关键当事人，

揭秘平成时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全过程，

解说安倍经济学的出台与落幕的缘由，对

于日本金融政策进退失据的30年，予以深度

解析。

《一生治学当如此：厉以宁经济理论述

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编写组编著/商务

印书馆2020年10月版/78.00元

ISBN：9787100185349

推荐理由：该书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策划，由国内知名经济学领域的相关专家撰

写，为庆祝厉以宁先生90岁生日而著。众所

周知，厉以宁先生在从教的65年中，研究的领

域非常广泛，从经济史到行业经济学，从经济

制度研究到微观经济学，从理论研究到指导实

践中的经济运用。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完整

的经济学研究理论框架。该书是厉以宁先生

的学生对其经济思想进行研究的成果，是一本

完整记录厉以宁经济理论发展的论文集，更是

对他经济思想的总结和高度概括。

《企业进化:长期战略地图》施炜著/机械

工业出版社2020年10月版/99.00元

ISBN：9787111666738

推荐理由：该书作者是国内知名战略管

理专家，他基于小米、华为、顺丰、美的等典型

企业成长经验研究，提出中国企业“五阶段”

成长模型，还原企业成长轨迹，揭示企业从小

到大、从弱到强的动因和机理。该书是《企业

成长导航》姊妹篇，描述了企业进化的基本方

式、企业生存模式、企业发展模式以及组织的

能力和活力四个方面的问题，详细说明了消

费品、消费品服务，中间工业品等行业实现企

业进化的市场战法、企业业务扩张的方向和

途径、新业务选择和拓展关键因素、环境变化

和企业应变，巨变中的自救措施，对于当下疫

情过后的企业重生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中国粮食安全：战略与对策》王宏广等

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1月版/78.00元

ISBN：9787521723717

推荐理由：粮食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的

头等大事，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粮食安全研究

中心主任王宏广，在连续30年对粮食安全进

行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疫后世界格局变化

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回顾了60年来世界粮食

生产、消费、贸易的历程，研判了当前世界粮

食安全格局，展望了未来20年粮食安全的趋

势。同时，作者还进一步分析了当前中国粮

食安全面临的九大问题，测算了粮食生产潜

力，提出了未来20年保障粮食安全的四大战

略、八项对策。

《学会创新——创新思维过程与方法》

[英]罗德·贾金斯著 肖璐然译/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20年11月版/69.00元

ISBN：9787300281537

推荐理由：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

的发展，创新思维将成为未来生存的必备技

能。该书是训练和培养创新思维的极佳读

物，通过该书读者可以了解乔布斯、特斯拉、

斯皮尔伯格、萨缪尔森、香奈儿、费曼等许多

创造力大师是如何思考的，学习他们的创新

思维方法和技巧。学习书中的思维方式，将

大幅提升你的创新力，助你从容面对未来。

《中国经济2021》王德培著/中国友谊出

版公司2020年12月版/58.00元

ISBN：9787505750593

推荐理由：疫情爆发、中美脱钩、粮食危

机、房价上行、新基建、经济双循环，作者认为

这几个关键词将引领 2021 年的中国经济走

势。作者为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王德培一直致力

于梳理和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走

势，每年推出一本专著，已经连续出版6年。

书中提出，新冠疫情开启了不确定性的未来，

但危机与机遇并存，读者只有理清后疫情时

代迷局，才能把握机遇，开拓未来。

关键词 未来 消费 变迁

未来我们会变得更好吗？
关键词 好看 竞争 成长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郑杨

《笑猫日记——戴口罩的猫》杨红樱

著/明天出版社2020年9月版/20.00元

ISBN：9787570807048

推荐理由：马小跳、杜真子，要和朋友

们失联了吗？疫情肆虐，全球蔓延！智慧

的万年龟，穿越千山万水，送来了什么消

息？断猫粮、大封城、危机重重，智慧和勇

气满满的笑猫，为那个超长待机的寒假，谱

写感动新旋律，“笑猫日记”系列 2020最新

一册第27册献给意义非凡的2020年，献给

并肩携手的你和我笑猫，向抗疫一线的勇

士们致敬。在书中作家用美好文字带领孩

子探索人世间的真、善、美。

《土狗老黑闯祸了》叶广芩著/北京少

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10月版/48.00元

ISBN：9787530160251

推荐理由：该书是作者回望童年的第

三部儿童文学作品，也是“耗子丫丫的故

事”系列收官之作。作品延续了叶广芩惯

有的写作风格，大气又不失活泼，透过日常

生活中一个个微小的细节，将家的温馨、朋

友的真诚、街坊邻居的热心与善良融入世

间百态的大背景，再现了美好的童年生

活。“耗子丫丫的故事”系列中浓郁醇厚的

京味表达，既写出了北京平凡人家的温情

暖意，也写出北京作为千年古都曾有的独

特气质。作者用俗白、风趣的北京话书写

着北京城的人物、故事、风物，勾勒出一幅

多姿多彩的老北京生活风俗画卷。

《大发明家屁屁教授》[挪威]尤·奈斯博

著 沈丽凝译/海豚传媒策划、长江少年儿童

出版社2020年10月版/140.00元

ISBN：9787572109102

推荐理由：这是一套讲述创意发明为

孩子带来欢乐的故事书。讲述了两个小屁

孩和一个发明屁航粉的教授一场又一场惊

心动魄的历险，三人以了不起的勇气和智

慧经受住了难以想象的挑战，以匪夷所思

的合作方式，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书中天马行空的想象、悬疑夸张的风格、陡

转惊奇的情节、驾轻就熟的语言，让读者不

断体会“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惊喜。书

中主人公勇敢、有担当、想象力丰富、互帮

互助，他们对人生、家庭和感情的理解，会

润物无声地流淌进孩子的心田。

《伊卡狛格》[英]J.K.罗琳著 马爱农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1月版/59.00元

ISBN：9787020166916

推荐理由：如果“哈利·波特”是爱与勇

气的故事，那么《伊卡狛格》则是关于“希

望”的故事。J.K.罗琳用这本全新力作鼓励

因疫情受伤的人们，并邀请小读者们成为

自己的插画师。《伊卡狛格》创作于十几年

前，是罗琳写给自己两个孩子听的故事。

这是一个发生在想象国度的儿童故事，内

容并非“哈利·波特”系列与罗琳其他故事

的延续，故事背景也有巨大变化，但其中仍

然蕴藏罗琳作品常见的主题，如阴谋、冒

险、正义，并且充满罗琳式的幽默和悬念。

因此，虽然故事的目标读者是7~14岁的少

年儿童，但与罗琳其他的作品一样，成人在

其中自能读出另一层滋味。

《三十六只蜂箱》余闲著/长江少年儿

童出版社2020年11月版/30.00元

ISBN：9787572106033

推荐理由：该书取材于凉山地区“悬

崖村”的真实事件，书写了彝族少年“前有

坚韧铺路，后有国家相助”的成长经历。

作家用诗意的语言展现了凉山地区美丽

的自然风光和彝族独特的文化风情，令作

品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全书充满了时代

气息，展现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感人至

深，催人奋进。

《月光小巷》秦文君著/青岛出版社

2020年11月版/32.00元

ISBN：9787555296362

推荐理由：这是一部细腻且厚重的友

情之书、亲情之书，也是一部直面心灵困惑

和内心矛盾的成长之书。作品以月光小巷

这一极富上海风情的巷弄为生活背景，围

绕着两个大院里的四个女孩，讲述了朋友

之间、亲人之间、邻里之间发生的一系列动

人的故事。四个女孩在经历了矛盾、不解

后真正地敞开心扉，学会了理解和接纳别

人，懂得了人品的贵重，也唤醒了内心向善

向美的光芒。

《广陵散》尧立编绘/中国少年儿童新

闻出版总社2020年11月版/49.80元

ISBN：9787514864137

推荐理由：古琴曲《广陵散》，中国十大

名曲之一，是我国现存古琴曲中具有戈矛

杀伐战斗气氛的乐曲，表达了被压迫者反

抗暴君的斗争精神，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及

艺术性。绘本《广陵散》讲述了广陵散曲中

故事：战国侠士聂政，为报父仇，刺杀韩王，

义举震惊天下。而赞颂“聂政刺韩王”的

《广陵散》也流传下来。该书让孩子在欣赏

音乐故事的同时，了解中华传统文化。

《探索月球》[法]安妮·詹克利奥维奇

著 [法]奥利维耶·夏尔伯奈尔设计 [法]安

娜贝尔·伯克斯通图 傅楚楚译/天天出版社

2019年11月版/148.00元

ISBN：9787501614981

推荐理由：该书引进于法国马蒂尼埃

出版集团，为了纪念人类登月探月的伟大

历程，让孩子们更好地了解比渺小的自己

以外更广阔的时空，图书以简洁的图文搭

配360°近乎完美的立体工艺直观呈现月

球的运行轨迹与特点，让孩子们身临其

境，认识月球上不同的月海、月相的具体

变化等，然后跟随航天员的脚步一起登月

探秘，体验探索的多重乐趣，普及基本的

天文与航天知识。让孩子从小爱科学，开

启航天梦。

《我最喜欢下课了》郁雨君著/安徽少

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11月版/22.00元

ISBN：9787570708949

推荐理由：“辫子姐姐故事星球”系列

童书，是“辫子姐姐”郁雨君的儿童小说代

表作品，汇聚了郁雨君从 2010~2020 年十

年间最重要的原创长篇儿童小说力作。作

家在这些作品中，以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倾

情呈现丰富多维的想象、多角度的社会题

材、更加入当下的时代感，为小读者诠释多

彩的个性化主人公和童真童趣的奇妙故

事。最新推出的《我最喜欢下课了》是该系

列的第13册，采用幻想故事的体裁创造了

一个只属于孩子们自己独有的美好时空。

孩子们那可以突破一切、活力四射的生命

力和成人世界各种规矩的碰撞令人惊讶，

也促人思考。

《欢欣成长性教育绘本》（5册）[日]山

本直英著 [日]木原千春绘 魏小杉译/云南

科技出版社 2020 年 11 月版/247.50 元/

ISBN：9787558727603

推荐理由：该书作者全部为资深性教

育专家，毕生致力于性教育的学术研究和

实践普及，且一线教育教学经验丰富，擅长

用孩子听得懂的语言讲述科学知识。该书

文本营造充满爱与鼓励的氛围，赋予孩子

积极、正向的力量；插图暖心而幽默，展现

一幅幅或温馨有爱或让人忍俊不禁的家庭

生活图景。该书提供恰到好处的性教育，

内容丰富、系统、完整。给小学阶段的孩子

最低限度的必要知识，不过激，不“超纲”，

更符合中国家庭的需求。

2020年进入倒计时，很快我们就要迎接新的一年，关于未来，你最关心的是什

么？11月财经好书关心的是信息化和数字化浪潮对人们未来生活产生的影响，关

注科技的进步是否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管家式经济：物联网时代如何精准预

测消费需求》一书作者查克·马丁告诉我们，新科技的大潮将给各行各业带来极大

冲击。经过这次变革，客户体验及其与商户的关系都将得到革新。《新金融帝国：智

能时代全球金融变局》一书讲述了一个小小的支付方式的变迁，让未来我们的工作

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是整个世界，会产生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解这些变化可

以让我们做好应变的准备。

不是孩子不爱看书，是你没给孩子好看的书。11月，我们给孩子推荐的

书以“好看”为标准。杨红樱的新书《笑猫日记——戴口罩的猫》向抗疫一线

的勇士们致敬，用美好文字带领孩子去探索人世间的真、善、美。叶广芩的

《土狗老黑闯祸了》用生动风趣的北京话书写北京城的人和事，勾勒出一幅多

姿多彩的老北京生活风俗画卷。J.K.罗琳的《伊卡狛格》更是沿袭了她一贯的

风格，婉转曲折的故事情节十分耐看。《大发明家屁屁教授》也用天马行空的

想象、悬疑夸张的风格给小读者带来意外之喜。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郑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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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选本好书，让他爱上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