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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何其速，哎呀又一年。 

花叶全无迹，存世惟诗篇。 
 

 

昆虫的故事 
2009-2010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亚太博宇系列年度研究报告发布公告 
 

 

 
 

 

人对蜉蝣说，人能活八十年，蜉蝣会相信吗？  

人对蚂蚁说，地球是圆的，蚂蚁会相信吗？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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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历史的车轮轰隆而过，沧海桑田的巨变间，只剩下斑驳的历史流传。

清理层层断片残垣，拭去累累浮土，时代的印记始现。生命轮回间，代代

精神得流传，精彩也罢，平淡也罢，终须正视和面对，让我们收拾心情共

同去见证这一段旅程吧。  

公元 2009 年，次贷危机的迷雾尚未完全消散，这个时代的人们正在用

智慧创造着历史。寒冷冬季终将过去，人们心田上渐渐生出了许多生机和

春意。此时的华夏大地正在经历一场蜕变，也必将经历一番痛彻心扉的历

练。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曾席卷全球，毫无准备的人们仓皇应战，一顿手

忙脚乱之后，让我们平复心境定睛查看：四万亿投资、七万亿信贷、 GDP

终于力保了 8%；钢铁、水泥过后，基础建设亮人眼球；房产、汽车热得烫

手，火箭式的房价让人发疯；水、电、油、气炙手可热，资源类价格节节

攀升；大蒜、辣椒跟着疯狂，整体经济正热的异常……  

全球皆冷我独热，  

皆因国家大政策，  

山西煤炭大整合，  

车市更是优惠多。  

“地王”不愁钱——国家给埋单，“国进民退”的争论至今没歇过。  

再有薄晴天，叫板在西南，人民拍手庆，共贺六十年。  

忠臣得闻不足喜，只因国家贪官多。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尽沙土。  

干旱大雪来打劫，百姓徒自多受苦。  

经济大发展，内需仍不足，国强民难富。  

辛苦养育的下一代，问题多多难得清楚。  

真是：大干特干的一年、问题多多的一年；经济增长的一年、矛盾重

重的一年；热火朝天的一年，收入不多的一年；举国欢腾的一年，难得蜗

居的一年。  

哥本哈根的争吵还在耳边萦绕，“七·五”余波仍能拨动心弦。在这条

未知的路上，我们走得并不比别人轻松，反而有更多的疑惑。还要继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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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更要努力调结构，三驾马车已难行，未来经济靠民营；发展靠自己，

人民得有钱。环境是生命的根，发展是生存的根，中国似一只正在破茧的

蝶，经历重重矛盾、苦难，为求美丽的蜕变；又似一只仰面朝天的甲虫，

虽不知如何被危机撞翻，但终究会翻过身来……  

二〇〇九年的中国如同昆虫一样，从虫卵到幼虫，再到蛹，最后直至

成虫，每一层都是一个蜕变，每一层蜕变之后也都是一个新的转折点和一

个新的生命征程。有鉴于此，亚太博宇集团浓墨重笔鼎力打造十集大型的

年度研究报告——《昆虫的故事》，为您细说中国二〇〇九年已经逝去的点

点滴滴和二〇一〇将要发生的方方面面……  

 
 

第一集：一只仰面朝天的甲虫  

——《 2009-2010 中国宏观经济与社会环境年度分析与预测报告》  

在强大的刺激政策和存货调整周期的作用下，2009 年的宏观经济成功

走出了自 2008 年 3 季度以来深度下滑的低谷，全年预期可以“保八”，但

是通货膨胀也随之抬头、资产泡沫日渐膨胀、产能过剩积蓄成患、民营经

济萧条凋敝、外贸出口不见起色、失业率也不降反升。这么多问题、隐患

交织在一起，怪不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总温总眉头紧锁，习近平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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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脸色也难以舒展。  

当前中国的经济就像是一只仰面朝天的甲虫，搞不清究竟是什么将它

撞翻在地，但甲虫最终自己会再翻过身，重新上路，中国经济亦或如此。  
 

第二集：一只黑夜中的萤火虫  

——《 2009-2010 中国政治形势与国家治理年度分析与预测报告》  

仅仅通过纯经济层面的工具已经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就

业问题、民营企业萎缩问题、体制腐败问题、群体性事件问题……事实是

无情的，六十周年固然值得普天同庆，“七五”事件也同样发人深省，因此

唯有不讳疾忌医、直面艰辛，才能治理根本。当今之计，只有坚持邓小平

理论方向，勇于突破包括政治伦理在内的框架束缚，纠正改进产权制度和

激励制度，才能解放内在的生产力，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的长久发展。  

今天中国的政治仿佛是一只萤火虫，白天的时候人们看不见它，而每

当黑夜来临之时，却也能够散发出些许光芒，只是这萤火之光有些微弱。  
 

第三集：一只热锅上的蚂蚁  

——《 2009-2010 中国企业管理与机构决策年度分析与预测报告》  

2009 是中国“新世纪以来最困难的一年”，与宏观政经相匹配的管理

环境自然也迥异于往年，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情况。譬如，外向型企业可

能更需要进行转型管理、濒临死亡线的一些民营企业可能更需要进行危机

管理、现金流充裕的国有大型企业可能更要注重资本管理、招聘大量新进

员工的企业可能要学习“ 80 后管理”……  

如果说 2008 年是中国企业管理危机的强力引爆年，那么 2009 年则是

企业管理危机爆发的升级年，这一年中国企业俨然成了一只慌慌张张、焦

急烦躁、企图逃出险境的蚂蚁。  
 

第四集：一只暴风雨中结网的蜘蛛  

——《 2009-2010 中国金融投资与资本运营年度分析与预测报告》  

资本运营是企业管理的重要一环，但和人力资源管理、生产管理、营

销管理、行政管理相比，它更具战略性，也更具挑战性。特别是在 2009 年

政府抛出“ 4 万亿”刺激计划、银行外放接近 10 万亿信贷的大背景下，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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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饱满的国内巨型企业或者四处拿地进行多元化投资，或者兼并重组进行

行业内扩张，或者远赴海外收购战略资源，甚至或者冒险进入股市……中

国资本市场波光诡谲、险象环生。  

2009 年中国的资本市场如同一只在暴风雨中结网的蜘蛛，不停地拼命

吐丝、结网，却不断地经受着暴风雨的洗刷，如此地一波三折，考验的就

是耐心！  
 

第五集：一只烤在火上的蚂蚱  

——《 2009-2010 中国房地产市场与行业发展年度分析与预测报告》  

讲 2009 年不讲房地产，就像炒菜少放了盐。 2008 年全年，房地产行

业整体进入调整期，许多央企旗下的房地产业务业绩下滑严重，甚至逐渐

变成负资产，当时这些企业很愿意把这些“负资产”从主业中剥离。谁承

想，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利好房地产行业的政策纷纷出台，原来无奈等待

被兼并的中小房企看到房价“蹭蹭”往上涨。  

今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虽然提前结束调整而急剧升温，然而也正因此，

使其陷入“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局面，如今就像一只架在火上的蚂蚱，

腹背受烤。  
 

第六集：一只花团中的蜜蜂  

——《 2009-2010 中国汽车市场与行业发展年度分析与预测报告》  

如果受惠于 2009 年政策的第一行业为房地产行业，第二行业则肯定是

汽车行业。在中央政府系列利好政策的刺激下，中国汽车产销双双冲破 1000

万辆，均向 1200 万辆迈进。在这一年，中国民营车企可谓扬眉吐气：比亚

迪的电动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认可，吉利欲接手全球知名品牌沃尔沃，

连名不见经传的腾中重工也差一点将悍马收入囊中。  

2009 年，中国汽车市场和国际市场冰火两重天，在国际汽车业窘境的

映衬下，国内车市则如火如荼，如同一只在花团中采蜜的蜜蜂，忙得热火

朝天、不亦乐乎！  
 

第七集：一只造成连锁反应的蝴蝶  

——《 2009-2010 中国能源产业发展与投资转型年度分析与预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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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中美两国合作的交集是什么？能源行业！2009 年中美两国博弈

的重点是什么？能源行业。从全球石油资源战略的布局，到风电、太阳能

等新能源投入的比赛，再到智能电网的竞相建设，中美两国好像都憋着一

股劲儿。 12 月初，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在克莱姆森大学酸酸地说：我们在

清洁能源的竞赛中落后了……中国一个月在清洁能源的投入就达到 90 亿

美元……  

“蝴蝶效应”告诉我们，一只轻拍翅膀的蝴蝶，最终可导致一场龙卷

风。当今的能源就是这只蝴蝶，它不仅可以影响国家间的战略竞争和布局，

更影响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未来。  
 

第八集：一只扑向火中的飞蛾  

——《 2009-2010 中国环境问题与环保产业年度分析与预测报告》  

讲能源问题就离不开环境问题。 12 月份哥本哈根会议隆重开幕， 192

个国家汇聚一堂，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

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这是一次被喻为“拯救人类的

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然而，会议上并非全部都是和谐声音，“丹麦秘本”

的惊悚，“中美共治”的谣言都令会议蒙上一层阴影。  

环境问题事关人类的生死存亡。然而，即便是像“哥本哈根”这样级

别的会议也避免不了政治阴谋。看来，人类解决环境问题终将从一场飞蛾

扑火的闹剧中走出。  
 

第九集：一只“搏轮”的螳螂  

——《 2009-2010 中国经济模式与文明模式年度分析与预测报告》  

上面讲到的经济、政治、管理、资本运营、环境、房地产业、汽车、

能源等诸多重大方面都存在问题，人们惶惑、担忧、欲找寻方向。然而，

上述问题毕竟还是“硬环境”的问题，而当今中国硬环境所出现的诸多问

题并不在于硬环境本身。中国共产党人爱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

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先锋、榜样、模式是确定方向最好的灯塔。  

我们都知道“螳螂搏轮”的故事，螳螂之于轮，一柔一刚。而当今的

模式问题之于硬环境亦属于柔。解决硬环境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根本之道，

在于以柔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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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集：一只迷失方向的毛毛虫  

——《 2009-2010 中国文化复兴与社会重建年度分析与预测报告》  

亚太博宇集团领导人曾有一个高屋建瓴的推断：“当今世界，文化决定

思想、思想决定战略、战略决定政治、政治决定经济、经济决定一切！”已

逝的塞缪尔·亨廷顿先生也认为世界上最根本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也正

因此，当今文化出了问题，才衍生出来环境问题、伦理问题、政治问题、

经济问题。我们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而这个复兴的

本质就是文化的复兴！  

由“毛毛虫实验”得知，由于毛毛虫的盲从和方向的迷失，它们只能

夜以继日地绕着花盆的边缘转圈，直至饥饿而死。而当今中国文化的盲从

和方向迷失不正像毛毛虫一样吗？  

 

缘起背景：  

非官方智囊机构，保持独立观察地位；非财团投资，不代表任何个别

利益集团；复杂深厚的政经职业背景，深谙理事变态之道；非媒体，既“经

济研究”又“咨询顾问”的专业机构，它所提供的一切针对性策略都是基

于它积累的雄厚经济研究基础，为保持客观、中立、科学、严肃、发现、

解决、突破、创意提供了必要条件。  

研创构造：  

“主题领域”总理政经社会各基本面的运行确定选题领域和方向；“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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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焦点”研讨确定领域和方向定题内的独特研究角度和视点；“焦点框架”

根据方向和视点阐释研制思路、逻辑框架和论据主线；“框架支持”围绕定

题方向路线海量采集定量定性信息并搜集情报证据；“支持表达”依据既定

的视点和广袤的信息资源进行创造性表述；“表达修饰”对文字逻辑反复梳

理、论点扣题和人性化语言升华；“修饰再造”重要研究结论与逻辑观点再

发现、实现策略建议性和操作指导性的最终突破。  

为谁服务：  

把握政经关系走势，领悟和谐社会精髓，获取人文环境切入点，平衡

国际竞合对策，是为创就政绩；研判环境政策，探究市场情态，汲取竞争

商情，是为创就效益；应对千年未遇之激变，踏入龙蛇俱起之时代，监测

时局动态之演化，是为确定战略；紧跟科技时尚，紧跟社会潮流，紧跟消

费趋势，紧跟创新模式，是为准备机会；遵循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我

的内在规律与和谐指向，是为管理控制。  

有何特色：  

以“信息挖掘”方法研制的研究型年度报告富有专业操作价值；以“未

来预测”方法研究的咨询型年度报告着重经营指导价值；以“商业情报”

方法研制的专业型年度报告突出竞争参考价值；以“战略运筹”方法研制

的宏观型年度报告彰显政策权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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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博宇（ Analysis-Points）——中国著名的民间智库。  

亚太博宇是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决策智囊机构。自上个世纪末 1998 年

成立以来，亚太博宇预测了一系列世界和人类社会的重大趋势，为全球决

策者提供了准确的战略行动纲领。亚太博宇贯穿全球的智慧和思想，已成

为左右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政治和经济决策的重要力量，改变

着世界和人类的历史进程。亚太博宇对政治、经济、社会的趋势预测一贯

保有惊人的准确性，很多已变成了当今世界的政策准则，挽救着危机边缘

的人类社会。亚太博宇利用它旗下大批一流的国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

科学家、历史学家、未来学家等智囊精英，为政府、商界、企业界提供广

泛的经济战略决策和商业咨询服务，诊治了无数濒临危机的组织机构、经

济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如今，亚太博宇以其思想高度和不为政治左右的权

威性而雄距世界著名智囊团之前列，并以充满中华智慧的“深邃与通灵”

而享誉业界。  

亚太博宇联合咨询集团总部设于北京，并在上海、深圳、广州、杭州、

重庆、香港等主要经济中心城市设有各类研究机构和经营分布。  
 

交流垂询：  

亚博集团（北京）公司：（010）6598-1925、6598-1897   E-mail：beijing@apcsr.cn 

亚博集团（深圳）公司：（755）2557-1499、2557-6104   E-mail：shenzhen@apcsr.cn 

亚博集团（上海）公司：（021）5032-6488、5032-6844   E-mail：shanghai@apcsr.cn 

亚博集团（重庆）公司：（023）6300-3200、6300-3220   E-mail：chongqing@apcsr.cn 

亚博集团（杭州）公司：（571）8993-5943、8993-5942   E-mail：hangzhou@apcsr.cn 

亚博集团（广州）公司：（020）3758-0643、3758-0421   E-mail：guangzhou@apcs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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