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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大运和倒大霉

□

本报记者 樊宇 华盛顿报道

近日，在美国

43

个州发行的“强力球”

彩票开出近

4.5

亿美元巨奖， 三张头奖彩

票中两张属于新泽西州，一张花落明尼苏

达州。 其中明尼苏达州的中奖者已于开奖

第二天前往兑奖中心办理相关手续。 这张

中奖奖券得以确认后，获奖者若选择一次

性而非分期领取奖金，他将获得税后

8600

万美元的奖金。

这位幸运儿的好运气可能羡煞旁人，毕

竟中“强力球”头奖的几率为

1.75

亿分之一。

但其实彩票中奖者能带回家的奖金并

没有高得那么炫目， 因为一半奖金可能要

用来纳税。

而且百万甚至千万富翁也并不是那

么好当的。 统计显示，近

20

年来，欧美大

多数头奖得主在中奖后不到

5

年内，因

挥霍无度等原因变得穷困潦倒。 调查同

时显示， 美国彩票中奖者的破产率每年

高达

75%

，每年

12

名中奖者当中就有

9

名

破产。

意外之财造就悲剧人生的例子比美

满生活的故事更加广为流传。 美国一位

彩票中奖者杰克·惠特克就因为自己的

悲惨遭遇成为了美国彩票史上最有名的

“倒霉蛋”。

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惠特克

2002

年

中了

3

亿多美元巨奖， 但之后不幸接踵

而至。 他的孙女和女儿先后因吸毒过量

而身亡， 他自己遭遇了数次抢劫和偷

盗。

2007

年，他报警说盗贼已经偷光了

他在银行的所有存款 。 “我真恨不得撕

了那张奖券”， 惠特克对媒体记者如此

哭诉 。

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越来越多

的美国人不愿意让中大奖改变自己的人生

轨迹。 如果获得

1000

万美元大奖还会继续

工作吗？ 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表示即便中了

奖仍将继续工作， 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

表示如果意外发了财将不会再为了薪水而

为他人打工。

调查显示，年龄在

18

岁至

24

岁的年轻

人继续工作的动力最强，而

55

岁以上的年

长者最倾向于早点退休。 同时，学历越高

的人越倾向于继续做工薪一族。

与金融危机前所做的类似调查结果

相比，在“撞”大运之后选择继续工作的

群体明显扩大。 调查人员分析，这或许与

人们经历了经济萧条之后，更加倍珍惜工

作机会以及工作对于人生的价值有关。不

少人认为再多的财富也可能在转瞬间灰

飞烟灭，还是踏实工作才能细水长流。 况

且，工作所带来的自我认同感也是金钱无

法比拟的。 当然，这也与人们对生活的更

高追求有关。

此外， 有心理学和经济学研究显示，

财富的增加和幸福感的提升并不完全成

正比，在财富上升到一定的水平后，人的

幸福感反而会下降。 这一财富分水岭大约

在

75

万美元左右。 也就是说，财富多了反

而可能成为枷锁。

彩票中奖应该是很多人憧憬的美

梦， 想要试一试运气的人也不少。 据统

计，美国人每年要花约

200

多亿美元购买

彩票。 但美梦来临的时候， 厄运也可能

随之而至。 从这个意义上说， 真正的幸

运儿更是少数， 而管理财富应该是人生

的必修课。

海外视野

08

Global� view

2013年 /8月24日 /�星期六

责编：廖维 E-mail:liaow66@gmail.com

海外聚焦

大卫·泰珀 对冲基金之王

□

本报记者 黄继汇

实习记者 朱唱白 纽约报道

据大卫·泰珀

(David Tepper)

在写

给投资者的一封信中称，如果投资他

的基金，

1993

年的一百万美元已变成

今天的

1.49

亿美元， 换算成年均回报

率则高达

30%

， 跑赢大盘

28

倍。 而这

场资本盛宴似乎还未结束： 泰珀在

2013

年再接再厉，仅仅在上半年就获

取

14%

的利润。

多年蝉联大型对冲基金收益榜

榜首后，他的阿帕卢萨（

Appaloosa

）资

产管理公司也在近日迎来

20

周年纪

念日。

特立独行

泰珀生长于匹兹堡一个并不富裕

的犹太家庭。 在考入匹兹堡大学后，他

为支付学费而一直在当地的读书馆勤

工俭学。

他从小就显示出超乎寻常的投资

天赋。 小时候他收集具有投资价值的

“棒球卡”，而且对上面的球员信息过目

不忘。

他的父亲是一名会计师，把投资作

为最大嗜好， 最喜欢在晚饭时大谈心

得

,

泰珀听得津津有味。 高中时，他建议

父亲投资低价股票。

1980

年泰珀拿 到经济学 士学

位， 但他发现他能找到的工作并不

能令他满意， 所以他决定继续攻读

当 时 还 未 流 行 的 工 商 管 理 硕 士

（

MBA

），并就读于卡耐基·梅隆商学

院。 他在毕业

20

年后向母校捐赠了

5500

万美元， 现在此商学院就以他

的名字命名。

在经历过一系列入门职位后，最终

于

1985

年加入了高盛集团刚刚成立的

高回报基金。

在基金成立六个月后， 泰珀便

升职为首席交易员， 专攻濒临破产

和特殊时期的公司。 在高盛度过八

个春秋后， 因为未能进一步升职为

公司合伙人， 泰珀从高盛辞职并创

立了阿帕卢萨（

Appaloosa

）资产管理

公司。

这家当时主要由员工持股的基金

一开业，因专门投资各种垃圾破产证券

引来同行们怪异的目光。

这家注册在新泽西一个不起眼的

小镇上的公司一开始便着眼全球并在

明显被低估的阿根廷国债上拿下了第

一个开门红。

泰珀肯定不会错失如亚洲金融危

机这样的好机会。大举吃进被腰斩后的

韩圆债券在为他带来

29.5%

的回报的

同时，也让他在韩国时报的头版上露了

一回脸。

当然谁都有失手走眼的时候 。

1998

年泰珀买入他认为已经接近谷

底的俄罗斯国债，不过令他和全世

界投资者大跌眼镜的是，俄罗斯政

府直接宣布国债违约。 损失

29.2%

的泰珀并不甘心，他坚持了自己对

俄罗斯的判断 ， 并特立独行地在

1999

年继续投资违约后的俄罗斯国

债。 他的坚持不仅挣回所有损失 ，

还为他的阿帕卢萨带来了

60.9%

的

回报。

抄底“最棘手的公司”

整个九十年代泰珀的基金发展稳

健，

2001

年泰珀更是准确地炒了几家破

产公司的底，并在年终取得

61%

回报率

的惊人成绩。

即使是在基金做大之后，泰珀也拒

绝像其他基金经理那样靠扩大投资面

来降低风险。他一向信奉集中资金的重

要性并把公司托管的绝大部分资金都

投入自己的老本行：抄底那些“最棘手

的公司”。

时至

2007

年，泰珀已经掌管了

53

亿

美元的资金。投资者主要以净资产极高

的个人和保险基金为主，他要求他的客

户签署以三年为单位的托管协议并且

承诺在协议期间不撤除超过总投资四

分之一的资金。

泰珀对投资者这种不寻常的苛

刻在即将到来的金融海啸中得到充

分的回报。 当金融危机致使标准普

尔指数狂泻

38%

时， 摩根士丹利权

威分析师梵·斯丹尼斯放出大话说，

对冲基金资产将从

2008

年的

1.93

万

亿美元崩溃到

9500

亿美元。 从

2008

年

6

月到

2009

年

6

月那段人心惶惶的

一年中， 投资者从对冲基金撤资近

3000

亿美元， 而泰珀的投资虽然也

承担近

25%

的损失， 但他并没有丢

掉太多的客户， 这令他有充足的抄

底市场的子弹。

抄底花旗

金融危机期间， 整个市场哀鸿一

片，就连金融业巨头美国银行和花旗集

团似乎都难逃国有化的噩运。

对濒临破产企业浸淫多年的泰珀

立刻看到了机遇，并在其他人纷纷套现

保本的情况下大举吃入欧美许多家被

众人抛弃的银行股。

多年的经验和大胆的冒险最终

为他带来了超级回报：

2009

年花旗集

团 和 美 国 银 行 分 别 暴 涨

233%

和

330%

。

117.3%

的总体年回报率不仅

把他旗下的阿帕卢萨资产管理推向

了大型对冲基金世界第一的宝座，也

把泰珀本人推上了基金经理个人报

酬榜榜首。 凭借出众表现，他的个人

资产暴涨

40

亿，并在一年内跃居世界

富豪榜第

166

位。

在体验了

2009

年令人目眩的回

报率后， 各路投资者揣着无路可去

的现金蜂拥而至， 让阿帕卢萨资产

管理资产规模从

50

亿美元暴增至

120

亿美元。

泰珀对事情有远见，并且能依据对

未来的看法做出抉择。泰珀曾经的同事

说，“他会买那些能够反映他宏观预期

的投资标的。 ”

而今年泰珀对美股的乐观，也令他

管理的基金收获颇丰。

今年初，他表示发达国家的货币宽

松政策是股市向好的积极因素。泰珀看

好后市，称“史无前例的宽松资金和向

好的世界经济等推高股市的条件都已

齐备。 ”

泰珀今年

5

月在接受

CNBC

访问

时表示，“绝对看涨美股。 ”他强调，

目前做多的证据是压倒性的，经济

正在变得更好。 他认为，市场不应

该担心美联储缩小量化宽松项目的

规模。

关于他自己的股票配置，泰珀表示

持有的最大规模的资产还是花旗集团，

并称目前的科技股相对便宜，但是投资

时需要更小心。

他甚至提醒那些看空市场的投

资者，“那些做空市场的人，最好准备

点工具，晚些时候好把自己从坑里挖

出来。 ”

海外选粹

家族理财管家

美国合众银行新近成

立的登高私人资本管理部

专事超级富豪家庭资产管

理，该部于

2012

年已迅速跃

居全球增长最快家族理财

管家次席， 其负责人迈克

尔·科尔誓言将总部位于美

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合众

银行打造成高端理财服务

领头羊，目前合众银行是美

国第五大借贷银行。

科尔坦言，登高资本的

主要目的就是 “吸引新

贵”，今年

6

月，他更聘请加

州大学

伯克利

分校历

史学博

士 卡

伦·麦

克内尔

担任登

高资本

的家族

历史负

责 人 ，

主要从

事富豪

家庭历

史追溯

工 作 ，

而这一

职位亦

是登高

资本所

独创。

据科尔介绍，目

前登高资本约六成客户均为

新近创富者， 遗产继承人只

占少部分， 而成为登高资本

客户必须拥有

5000

万美元

以上资产。 在科尔看来，

家族资产的最好出路就

是私人理财管理， 而并非

公开上市，因此登高资本总

要抢在高盛等华尔街投行

的前面赢取客户信任。根据

彭博市场

2012

年统计，目前

登高资本的总资产管理规

模已达

44

亿美元。

目前登高资本在全美

各地设有五个办事处，除

总部外， 科尔最看中靠近

硅谷的加州旧金山分部，

因这里诞生了诸如脸谱

网、 邻客音等一众科技巨

富， 其年轻化特点也很符

合科尔的理财管理思路，

即远离传统的养老理财。

科尔坦言， 与科技富豪打

交道俨然遭遇职业运动

员，“常常要帮他们盘算是

购买还是租赁各种高档运

动装备。 ”

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登高公司目前在旧金山面临

诸多理念相同的竞争者的挑

战， 其中由高盛前高管创立

的艾康尼可公司便是登高的

强大竞争者之一。 因得益于

早期与脸谱网结盟， 这家同

样针对科技新贵的家族资产

管理公司目前已拥有

200

个

客户， 总资产规模超过

50

亿

美元； 另一家资产管理公司

第七站则同样出自高盛系，

目前总资产规模业已突破

32

亿美元。

家族资

产管理

业的蓬

勃发展

得益于

当前市

场的旺

盛 需

求 。 根

据相关

统 计 ，

2012

年

全球可

供投资

资 产

（不 含

主要居

所及收

藏 品 ）

数目超

过

100

万美元的富豪

已创历史新高， 达到

1200

万个， 总资产规模更高

达

46.2

万亿美元， 其中资产

规模超过

3000

万美元的富

豪增长最为迅速。 而北美

地区以百万富翁数目达

到

373

万人荣升全球财富

增长最快地区。

与独立的家族资产管

理公司不同的是，登高资本

旨在依托银行母公司的强

有力支持，并结合家族资产

管理的独有特点，成为综合

化个性化兼具的家族资产

管家， 业界人士形容其为

“打造银行的精品店。 ”而

为避免资产管理收益不稳

的情况，科尔通过向客户定

期收取服务费及提供其他

配套服务赚取公司利润，这

位同样来自富豪家庭的纺

织企业主之子，自幼便深谙

富豪家族的理财需求，因此

曾在富国银行任职多年的

科尔最终选择加盟合众银

行，实现他的家族理财管家

之梦。 (石璐)

金融城传真

英国人对“页岩气革命”说不

□

本报记者 王亚宏 伦敦报道

对于金融城里的大宗商品交易员来

说，页岩气革命是近几年来最耳熟能详的

词汇之一。 虽然现在北海布伦特原油的价

格仍在每桶

110

美元上下徘徊， 但不可否

认的是，页岩气已经逐渐改变了能源领域

的一些面貌。

金融城的交易员都盯着大西洋彼岸

的情况 ，美国目前仍然是全球最大能源

消耗国， 大约有

20%

的能源需要通过进

口来满足需求。 但是用不了几年美国能

源结构就有可能发生根本性转变。 国际

能源机构预测 ，

2015

年美国将超越俄罗

斯成为全球最大天然气生产国， 到

2020

年左右将超越沙特成为全球最大原油

生产国，这将导致美国石油进口量持续

下降。 到

2035

年， 美国不但将实现能源

自给自足 ，甚至还会成为天然气的净出

口国。

推动美国角色转变的， 是轻质致密

油和页岩气资源的开发快于预期， 尤其

是“页岩气革命”不但有力地推动了美国

经济复苏， 还会改变其在全球能源贸易

中的地位。 眼看美国从页岩气中大大受

益，英国政府也坐不住了，英国财政大臣

奥斯本宣布将对水力压裂开采页岩气行

业实施大减税方案， 财政部计划把陆上

页岩气生产的税率限定为

30％

， 相比之

下新的北海石油作业最高税率为

62％

，

而较为老旧的海上油田税率高达

81％

。

奥斯本希望通过税率支持让英国成为页

岩气革命的领导者， 这有望创造数千个

就业机会， 并确保数以百万计的人用上

低价能源。

英国地质调查局公布的最新评估报告

称， 英国的页岩气储量约为

36.8

万亿立方

米。 这个数字是美国已探明储量的两倍，即

便只有

10%

储量得到开发也足够英国使用

40

多年。这笔“宝藏”让政府到能源公司都感

到兴奋，不过虽然他们打算在页岩气这个领

域有所收益，不过民众却对“页岩气革命”不

买账。

能源企业库阿钻探公司本来在英国东

南部萨赛克斯郡巴尔康比发现页岩气，并

征得政府钻探许可后计划采用水力压裂的

方法进行试开采。 消息传出后，一夜之间包

括

500

多名当地居民在内的上千名示威者

发起了保卫家园、反对开采的运动。 这些人

包围了库阿钻探的开采点， 并结成人墙阻

止钻探。 面对上千名手持标语、高呼口号的

示威者，政府不得不出动

300

多名警员维持

秩序。

示威者人墙战术的成功让能源公司错

过了首次勘探时间，而他们之所以对页岩气

说不，是基于环保与安全的原因。 他们反对

用压裂法开采页岩气，认为采用水力从地底

岩层中提取页岩气可能会引发小型地震及

污染水源，还有人反对在农村进行石油和天

然气勘探。

其实在开发页岩气方面， 英国中央政

府和地方政府也存在分歧。 因为英国实行

中央统一财政， 地方政府大多靠中央的拨

款过日子，生活紧紧巴巴。 这次在自己的一

亩三分地上发现页岩气， 地方政府打算分

一杯羹。 萨赛克斯地方政府要求获得页岩

气开采十分之一的收益， 而英国能源与气

候变化部说百分之一已经是 “合适的比

例”。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难以取得一致的情

况下，地方政府以“民意”为借口站到了反

对一方。

此外， 还有人称在美国大获成功的

“页岩气革命 ”，照搬到英国来只会取得

南橘北枳的效果。 不但难以降低居民的

能源价格，而且还会给不少人带来危险。

自从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发生后，吃

一堑长一智的英国石油公司就变得谨小

慎微。 该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托尼·海沃德

曾表示：“对于英国会出现页岩气开发热

潮的说法，我认为太夸张了，虽然储量很

大， 但同美国相比， 地质结构和人口密

度的差异都让英国更难从页岩气开发中

受益。 ”

在一片争吵声中， 英国虽然有着理论上

越来越多的页岩气， 但至今没能开采出一立

方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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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观察

安倍惹恼美国“三巨头”

□

刘洪

安倍的超级量化宽松新招，让

日元一路走低，出口一片向好。 可

能顾及同盟情谊，欧洲态度暧昧，

白宫言辞谨慎， 但底特律 “三巨

头”———通用、 福特和克莱斯勒却

是怒火中烧。 美国汽车巨头和日

本汽车超人之间的新战争， 一触

即发。

美日汽车业已是数度交锋，迭

有胜负。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

发，丰田超越底特律“三巨头”之首

的通用，历史性地登顶成为世界头

号汽车商。 在随后一年，底特律颓

势便一发不可收拾，昔日风光无限

的通用和克莱斯勒，一度陷入破产

保护的境地。

但风水轮流转。 日本大地震、

泰国大洪灾，尤其是美国丰田“召

回门”事件的持续发酵，日本汽车

商迭遭顶头风， 美誉度也接连受

创，丰田更成为众矢之的。 丰田董

事长丰田章男洒泪美国国会山，亦

未能力挽颓局。

2011

年，通用终于

从丰田手中夺回了头号汽车商的

宝座。

不想， 随着

2012

年安倍上台，

美国汽车商的噩梦又开始了。 在

底特律“三巨头”看来，正是受益

于日元的急剧贬值， 日本汽车竞

争力陡增， 日本车商再度高奏凯

歌。

2012

年，丰田销量达到了

975

万

辆， 完胜通用的

930

万辆， 从后者

手中夺回了失去两年的头号汽车

商桂冠。

美国汽车业恨在心头。 福特副

总裁史蒂夫·拜根近来就抨击说，日

本汽车商的绝地反击， 正是受安倍

量化宽松的鼓动， 而美国汽车商成

了最大牺牲品。 按照他的说法，日本

从未接受自由贸易模式， 实行的完

全是“重商主义”，即以出口驱动型

增长为重点，“而从‘安倍经济学’迄

今的表现来看， 它基本上是经过重

新包装的 ‘日本公司’

(Japan Inc)

口

号：以补贴支撑出口，然后将其吹嘘

为竞争力”。

在美国，日本汽车随处可见；但

在日本， 美国车相对较少。 这种差

别，就真的是日本人更爱国、美国车

更糟糕？ 至少底特律“三巨头”很不

以为然。 按照拜登的说法，“日本是

全球最封闭的汽车市场。 几十年来

它接连设置了各式壁垒， 从完全排

除进口商，到骚扰进口品牌，以及往

往针对少量进口的独特监管要求，

造成过高的成本。 ”

“三巨头”的愤怒也获得了华

尔街的佐证。 根据摩根士丹利的一

项研究报告，随着近来日元的大幅

贬值，丰田、本田和日产在美国市

场每辆车可多获得

2000

美元的利

润。 而日本车占到了美国汽车市场

的

35%

， 在到今年

3

月前的上一财

年，日本车向北美市场出口量达到

了

180

万辆，增幅为

6%

。 在竞争力

此消彼长之下，按照摩根士丹利的

预测，底特律“三巨头”的前景不容

乐观。

底特律开始反击， 主要发力点

就是美日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

(TPP)

谈判。 在“三巨头”

步步紧逼之下， 据称日本已愿做出

部分让步，比如通过一个特别计划，

取消汽车进口配额。 但“三巨头”认

为，这仍远远不够。英国《金融时报》

评价说：“与市场准入问题相比，日

本被指操纵日元引发了底特律乃至

美国整个制造业腹地的更大怒火，

因为日元贬值让美国产品在其他国

家的销售与日本产品相比处于不利

地位”。

底特律曾是美国工业的荣耀

和象征， 也是今日美国经济最保

守的地方， 最近更因债台高筑而

寻求破产保护。 保守的底特律遇

到保守的日本， 斗争显然不会轻

易结束。 按照许多经济学人士的

看法，“三巨头” 将会借助它们在

国会山和舆论中的强大的影响

力，对日本汽车对手死缠烂打，甚

至不排除再度发生“召回门”类似

事件的可能。

公允地说，

2010

年闹得沸沸扬扬

的“召回门”，从美国国会到政府，再

从媒体到普通民众，人们一致指责丰

田刹车问题， 丰田销量由此一落千

丈，即使丰田章男百般道歉，亦无济

于事。 但随着时间的沉淀，其中操纵

的痕迹也非常明显，所谓刹车失灵的

个案，很多最后被证实是美国司机将

油门当作了刹车。

“召回门”发生之际，正是“三巨

头”存亡之秋。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

的美国车企， 自然希望转嫁外界注

意力，由此，丰田遭遇了无妄之灾，

“三巨头”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时

光轮转，丰田元气恢复，底特律妒火

中烧，新的更激烈的交锋，或已拉开

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