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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Figures

戴伟民：芯火燎原从科创板开始 
从改革开放第一批出国留学生到美国伯克利大学的终身教
授，再到回国创业投身中芯，戴伟民的人生就是中国科创
板创业者群像的一个缩影。

布莱特·金：银行业的“破坏王” 
在布莱特看来，所有疯狂、冒险、执着，不过是因为热爱，
他真诚希望科技能够改变银行业发展、改变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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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创业者重启的机会

国外个人破产制度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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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再提个人破产，我们期待其有助于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
给债务人一个重生的机会，给债权人一个稳定的预期，但因个人信用
体系的不健全，它要在短期内落地仍存在较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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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 Highlights 

“机会银行”有机会吗？  
“机会银行”为美国小企业发展提供了机会，也为我国解决中小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供了思路。然而，其巨额成本是否值得、

设想措施是否可行、道德风险如何规避都是有待进一步仔细推敲

的问题。 

 

首只外资资管境内 FOF 来了 
外资机构加速布局国内资本市场，首先是看好国内居民对财富管

理的巨大需求，其次是中国金融业进一步开放为外资进入国内市

场创造了条件。 

 

远见 Insights 

信用债发行回暖  违约仍将多发 

整体上看，下半年政策环境将保持“宽货币 + 宽信用”基调，信

用债发行会延续回暖势头。但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市场风险偏

好较低背景下，民企债发行及净融资能否跟上市场回暖趋势仍有

待进一步观察。 

并购重组再松绑 

从目前的政策指引来看，监管层重新放宽企业并购重组，实际是
有偏睐、有侧重的。其目的就是去芜存菁，鼓励有自主创新能力、
符合国家战略方针、能够实现产业升级的并购重组行为。 

 

从安邦变身“大家”透视保险业风险  
安邦保险集团的风险及其处置再次对我国保险业敲响了警钟，在
保险与金融不断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保险业面临的风险形势依然
严峻，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仍将是保险监管部门的重要工作任务。 

 

大数据破解银行业“二八法则”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小微金融服务机构
开始扮演颠覆者的角色。从一些实际案例看，大数据已经在破解
“二八法则”中发挥了作用。 

 

新形势下险企如何守正创新 
2019 年保险行业走出低谷，面对新的形势和挑战，险企首先是要
守正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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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  Preface

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

天下  Information

数据 | 资讯 | 视觉 | 前沿 | 头条 | 吐槽 | 国是

稳增长的战略定力
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这充分说明了中国政府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的战略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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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蚕”银行数江丰 
尽管江丰银行是家小银行，但它对震泽当地传统蚕丝业的转型可
谓尽心尽力。 

 

生活方式 Life Style 

罗聘与《鬼趣图》 
罗聘，号两峰，“扬州八怪”之一，闻名于画鬼。传言罗聘目能视鬼，
自云“凡有人处皆有鬼，鬼所聚集，常在人烟密簇处，僻地旷野，
所见殊稀”。 

 

问君能食肥肠否 
说到底，肥肠吸引人的地方正是它的寻常易得、物美价廉，是一
种能够唤起人间烟火气的食物。 

 

电子音乐：新时代标配 
欧洲蓬勃发展的电子音乐，不仅与流行音乐擦出了火花，更为其
增加了新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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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得新案： 顶格处罚不是一方造就  
如何让中介机构真正尽责归位，确立利益受损投资者对中介机构
的法律追索权，将是监管部门下一步需要重新设计规则、着重查
缺补漏的重点所在。 

 

公司 Company 

双面澜起 
当年黯然作别纳斯克达，成就了今天的科创板神话。如今，澜起
科技只用当初上市时的一半业务就换来较过去高得多的市值。  

 

心脉医疗能否领跑 
心脉医疗未来面临最大的潜在风险，就是在高值耗材降价的趋势
下，未来业绩可能遭受冲击。  

 

金融史话 Financial History 

爱“自拍”的会计师施瓦茨 
马修斯·施瓦茨之所以著名，并不完全因为一本看上去疯狂的“服
装之书”，还因为他对会计簿记制度的创造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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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植物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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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ruptcy”

Highlights 

Are There Chances for “Opportunity Banks”?  
“Opportunity banks” have offered opportunities to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the U.S., and inspired 
China in addressing domestic SM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including limited access and high costs. While, there are 
issues demanding a closer look: Is the huge cost worthwhile? 
Are the measures envisioned actionable? How can moral 
hazard be avoided?  
 

Insights  

Credit Bond Issues to Pick up with Plenty of Defaults 
In general, policy environment for the second half of year 
will maintain the tone of “easy monetary policy plus loose 
credit policy”. Credit bond issues will continue its upturn 
momentum. However, given the increasing downward 
pressure and low market risk appetite, it remains to be seen 
if debt issues and net financing by private businesses can 
keep up with the warming trend.  
 
 
The KDX Scandal: Maximum Penalty Requires More 
Actions 
How to make intermediaries really do a good job and play 
their part, and enable investors whose interests are impaired 
to have legal recourse against intermediaries are priorities 
that regulators need to focus on by redesigning rules and 
addressing gaps. 
 

Company

Can Endovastec Lead the Race? 
The biggest potential risk that Endovastec will be facing is a 
possible shock to its future performance caused by dropping 
prices of high-value consum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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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sit of personal bankruptcy is expected to create a favorable 
business environment, giving debtors a second chance and enabling 
creditors to have stable expectations. This is still difficult to 
materialize in the short run, however, due to a weak personal credit 
system. 

“Perso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