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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聚焦

理查德·舒尔茨 百思买创始人进退两难

□

本报记者 陈听雨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近日披露，

美国电子产品零售巨头百思买创始

人、 董事会名誉主席理查德·舒尔

茨，将从

10

月

1

日起开始出售所持百

思买的股票，出售行为将持续到

2014

年

3

月。

舒尔茨在 “百思买私有化”计

划失败后， 经过一番努力于今年

3

月重返董事会。 在公司业绩出现恢

复性增长、个人财富大幅增加情况

下，突然表示将出售个人所持公司

股票、 且出售时间持续半年之久，

引起市场高度关注，这反映在零售

市场白热化竞争中经营者进退两

难的困境。

业绩提升财富增加

据最新一期《福布斯》杂志与金

融数据提供商

FactSet Research Sys－

tems

的数据显示，舒尔茨净资产较去

年同比增加逾

11%

，财富总规模达到

27

亿美元。由于百思买在截至

8

月

3

日

的第二财季利润出现大幅飙升，持有

百思买

20%

股份的舒尔茨进入了福

布斯全球亿万富翁财富变动榜单前

三名。

百思买第二季度财报显示， 公司

当季利润为

2.66

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

1200

万美元大幅提升，创近两年季度

利润最高水平；毛利率扩大至

26.5%

，

较上年同期的

24.2%

提升

2.3

个百分

点；重组成本由上年同期的

9100

万美

元下降至

700

万美元， 当季共削减成

本支出

6500

万美元；国内在线销售额

为

4.77

亿美元，同店销售增长逾

10%

。

财 报 公 布 当 天 ， 公 司 股 价 大 涨

13.24%

。

近年来，网络零售商带来的激烈

竞争让百思买出现巨额亏损。 去年

11

月， 百思买新任首席执行官休伯特·

乔利宣布了包括裁减雇员、关闭亏损

店铺、 缩小店面规模以及与三星、微

软达成合作实现“店中店”等一整套

旨在削减支出、增加利润的“蓝色预

期”计划，公司净利润出现明显改观，

公司股价也一路上扬。 截至

11

日收

盘，百思买股价从年初的

11.81

美元上

升至

37.90

美元， 年内累计升幅达

220.1%

， 名列今年标准普尔

500

只表

现最佳股票之一。

私有化搁浅雄心未泯

就在市场对百思买做出良好预期

的情况下， 舒尔茨近日向美国证券交

易委员会递交出售公司股票的文件，

他表示，“出售股票是个人长期计划的

第一步， 目的是增加资产的多样性和

流动性。 ”这与他去年

8

月宣布将百思

买私有化的策略大相径庭。

2012

年

4

月， 舒尔茨推举的

CEO

布莱恩·邓恩因传出与员工绯闻被

董事会罢免，舒尔茨因“知情不报”

被迫辞去董事会主席职位。 从

1966

年创办百思买至

2002

年， 舒尔茨一

直担任百思买董事长兼

CEO

。

2002

年， 他将

CEO

一职交给创业初期的

老搭档布拉德伯里·安德森，董事会

主席仍由自己担任。 在掌管百思买

46

年后被迫辞职， 尽管他仍是百思

买最大的股东， 但企业控制权旁落

他人。

舒尔茨在递交的辞职文件中表

示， 近年来一直面临网络零售商亚马

逊的激烈竞争， 他认为百思买重新夺

回市场主导地位最好方法就是， 在另

一种全新的股权结构下进行企业变

革。 舒尔茨希望成立一个包含私募股

权和企业高管在内的团队， 试图筹集

100

亿美元将百思买私有化，继而重新

获得百思买控制权。

去年

8

月， 舒尔茨宣布百思买私

有化计划，以超过

50%

的溢价率向公

司董事会提出非正式收购报价。 但

因融资搁浅， 未能如期向百思买管

理层提交正式收购报价， 百思买今

年

3

月

1

日宣布私有化交易失败。

3

月

25

日，百思买宣布舒尔茨将重返公司

出任董事会名誉主席。根据舒尔茨与

百思买达成的协议，名誉主席在董事

会没有实权，他提名公司前

CEO

安德

森和前首席运营官（

COO

）兹梅尔加

入董事会。

历史上的强者

舒尔茨生于

1941

年，在美国明尼

苏达州圣保罗长大， 其父是音响制

造商的销售代表。 高中毕业后舒尔

茨未读大学开始为父亲打工， 每月

工资

1200

美元。 工作五、 六年后，他

希望提高工资水平，被父亲拒绝了。

舒尔茨感觉要掌控自己的命运，必

须自己创业。

1966

年舒尔茨在圣保罗创办了百

思买（最初起名为“音乐之声”）；

1986

年百思买成功上市；

1993

年百思买成

为美国最大消费电子产品零售商。 在

近半个世纪的商业生涯中， 舒尔茨曾

几度面临破产境地，但在他的努力下，

百思买都有惊无险地存活下来且日益

壮大。

上世纪

80

年代初， 百思买因过于

追求“特卖场”气氛，“打折让利”的营

销策略使企业欠下数万美元货款，舒

尔茨面临破产。 他拒绝律师为其准备

破产清算文件， 在及时转变营销策略

的同时积极争取贷款， 并向供货商展

开“攻势”。 他向供应商提出延长付款

期直到商店盈利的要求， 否则只能申

请破产，先前所欠货款可能分文不归。

最终他获胜了。

之后， 舒尔茨将单一的音响商店

变革成电子产品综合零售商店。 他重

新设计店面陈列方式， 顾客直接挑选

商品后即可结账， 在方便顾客的同时

削减了销售人员，经营成本下降，销售

额和利润增长。

上世纪

90

年代， 百思买取代

Cir－

cuit City

成为美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零

售商；

2000

年，美国《明星论坛报》将

舒尔茨列为明尼苏达州首富，净资产

达

22

亿美元。 接下来的几年，百思买

收购了拥有

1300

家连锁店的

Musi－

cland

、 加拿大电子产品零售商

Future

Shop

和唱片业巨头

Napster

， 公司年利

润突破

2

亿美元， 股价累计上涨逾

20

倍，公司市值最高达到

260

亿美元。

近

10

年，亚马逊等电商从实体

店夺走越来越多的销售额， 白热

化的竞争迫使百思买转变营销策

略 。 尽管随着美国越来越多的州

法院裁定网络零售商须缴纳销售

税，实体店与电商的商品价格差距

在缩小 ，百思买欲予转型 ，将巨大

的仓储实力推向市场、与品牌供货

商联手开办“店中店”以及将店内

商品实现网上配送等灵活的营销

策略。

金融城传真

英国青年就业难

□

本报记者 王亚宏 伦敦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最近针对

8

岁到

12

岁儿

童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 足球运动员和教

师是他们长大后最向往的职业。 有超过一

半的男孩说， 他们更希望成为贝克汉姆这

样的人， 而超过三分之一的女孩选择歌星

雷哈娜做榜样。 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美好的

梦想， 但骨感的现实却让那些比他们大

10

岁左右的大学毕业生充满沮丧。 英国高等

教育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有超过

2

万

名来自英国和欧盟的大学生毕业就失业，

这意味着几乎每十个毕业生中就有一个找

不到工作。

青年人是经济环境不景气最大的受害

者， 因为就业的大门往往率先对这些没有

经验的群体关闭。 而年轻人难以顺利融入

社会，又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隐患。 不少人还

记得就在两年前， 在伦敦街头大批蒙面年

轻人砸烂路边体育用品商店和服装店的大

门，将里面洗劫一空，他们汇集成数百人的

方阵，和警察在街头对峙，并不断用言语和

石头挑衅。

伦敦骚乱让世界震惊，虽然英国政府还

嘴硬地称英伦三岛上青年人的就业情况要

比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南欧的邻居好不

少———那里有四成的青年处于赋闲状

态———但这种比丑游戏不能掩盖英国就业

难的事实。

经合组织警告说，英国大学高比例的辍

学率和就业是英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该组织

发现， 英国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一般都会有

2

年多左右的时间处于失业状态，长过其他经

合国家同龄人的待业时间。而英国全国学生

联合会称失业青年每年给国家带来数以百

万计英镑的财政负担。

全球的就业情况同样不乐观。 据统计，

2012

年全球有

7500

万青年人处于失业状态，

这要比全英国的人口还要多

1200

万。即时那

些有份工作的“幸运儿”，有不少也在从事低

技能、可替代性强的工作，饭碗朝不保夕，个

人财务安全无从谈起。

英国毕业招聘者协会的调查显示，目前

英国雇主每提供一个职位就有

85

个申请者

竞争。 在恶劣的经济环境以及激烈的职场

竞争下，不少人提出另一种思路：既然工作

不好找，为什么不自己创业？ 不但能为自己

找个出路，做得好的话还能为小伙伴们谋份

饭碗。

然而， 蹒跚起步的创业本来就不容易，

更别说主角是本来就缺乏资源的青年，因此

在开始阶段能否得到扶持往往对创业能否

成功有着决定性影响，好在现在有不少社会

力量在这方面扮演“孵化器”的角色，比如英

国王子基金会下属的非营利性机构青年创

业国际计划。

青年创业国际计划在全球超过

40

多个

国家和地区支持青年创业， 去年超过有

1.1

万家青年创业项目从这个计划中得到小额

无息贷款和创业指导， 而在过去

3

年里，青

年创业国际计划资助的创业项目创造了

4

万

多个就业岗位。 不少中国的创业青年也曾

得到查尔斯的关照，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

成立

10

年来，已经成功扶持中国青年创办企

业

6000

家， 扶持期内创业企业成活率为

97%

。

青年创业国际计划在为青年创造就

业岗位方面做出不少贡献， 去年还在西

班牙和乌干达建立了网络， 不过这个组

织的“大老板”查尔斯王子自身的就业却

始终是个问题。

63

岁的查尔斯王子已经

在英国王储的位置上干了

60

年， 却还没

有得到国王这个正式的岗位， 到现在他

已经成为英国历史上“待业经验”最丰富

的王位继承人。

海外观察

在美国感受中国影响力

□

金旼旼

纽黑文的盛夏异常凉爽。 夕阳晚

风中， 我和太太一起穿过耶鲁大学哥

特式群，一路向北，前往系主任、经济

学教授吉姆·列文森教授举办的新生

欢迎家宴。

第一次见到太太的二十个同学，一半

是美国人，一半来自全球各地。 令我惊奇

的是，很多人都能用中文和我打招呼。

晚餐开始，简单的美国范：各种披萨、

啤酒、 冰水， 大家站在院子里边吃边聊。

“很抱歉，我嘴里塞了太多披萨了，哈哈，”

斯蒂芬·罗奇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这位摩

根士丹利前亚太区主席如今在耶鲁开设

一门超级火爆的课程：未来中国。 晚宴后

的第二天，是秋季学期的第一堂课，选修

的学生超过二百， 连走道都站得满满当

当。这门课如今已经稳居耶鲁最热门课程

前三甲。

第一堂课， 罗奇上来就引用了前

FT

（金融时报） 中国分社社长

James Kynge

畅销书《中国撼动世界》里的一句话：“让

中国沉睡吧。 因为当她醒来，她将撼动世

界。”然后罗奇列举了一系列数字：中国是

全球最大汽车市场、最大手机市场、最大

能源消费国、第二大原油进口国、全球最

大出口国、

2009

年一度是全球最大

IPO

市场、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

不光是这门课，在东亚系，汉语课程

同样热到难以想象，让在东亚系选修高级

日语的太太无限感慨：今天的中国就是当

年哈佛教授傅高义写《日本第一》时的日

本啊。

去年中美贸易额接近

5000

亿美元，是

日美贸易额的一倍。 增量更加可观，根据

中美交流基金会牵头中美智库联合所做

的研究报告预计，到

2020

年，中美双边贸

易额将达

1

万亿美元。

中国不光是学术圈的热门话题，在

生活中也能时刻感受到。 我从亚马逊上

为太太的自行车订了把车锁， 居然是一

把包装纯中文的

U

型锁， 包装盒背面竟

然印着《广州日报》的报道广告。 在耶鲁

艺术馆对面的咖啡店喝完咖啡， 店员送

了套塑料餐具当礼物 ， 上面

Made in

China

的小黄标格外惹眼。 去宜家买家

具，十之八九都是中国产，价格按汇率折

算和北京差不多。

以前读美国记者

Sara Bongiorni

写的

《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 并无直观感受，

但在美国生活数天， 这

5000

亿美元的贸

易额就非常直观化了。 由此可以理解，为

何中国会成为时下美国最热门的讨论话

题。 开学后，太太每天下课回来必然会跟

我吐槽，今天课上又讨论中国了。 经济学

课上如此，连当代史课上都如此。 刚从剑

桥转到耶鲁来的历史学术新星亚当·图

斯教授， 在第二堂课就选择讨论中国的

人口政策。

中国影响力并不仅仅来自双边经贸

往来。 在纽黑文小镇上，没有日本超市，

没有俄罗斯超市，没有墨西哥超市，但有

两家中国超市，一家北京超市，一家香港

超市。 这是有原因的，今年耶鲁研究生院

秋季入学的学生中， 每六个人中就有一

个是中国人。 在耶鲁国际学生中心，我们

巧遇一拨管理学院的中国

MBA

新生，才

知道光管理学院今年秋季就有

20

多个中

国学生。

耶鲁的中国人只是 “冰山一角”。

2011-2012

学年， 共计有

19

万中国留学

生前往美国学习，年增幅超过

20%

，连

续三年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第一大来源

国。 美国已意识到美国对中国不仅存在

巨额贸易赤字，还存在巨额人员往来和

认知赤字。 这也是为什么著名投资公司

黑石创始人苏世民今年初豪掷

1

亿美元

在清华设立奖学金，鼓励美国人来中国

留学。

“很难想象，两个经贸关系如此紧密、

人员来往如此密切的国家会搞不好关

系，”边吃披萨我边向罗奇说道。 “我要承

认，在美国，像我这样看多中国的是少数

派。 ”罗奇坦言。

虽然在两国的主流媒体， 在政治领

域，看上去分歧和吵闹颇多。 但在实际生

活中，我的切身感受是，今天的中美关系

比看上去的更好， 两国合作潜力比想象

的更大。

当然，在耶鲁谈论中国，并不总是好

的方面，中国的一系列负面信息是最常被

讨论的话题：户口制度、计划生育、文革浩

劫、空气污染……“但其实美国也一样，大

家讨论美国的时候不也总爱说美国的不

好嘛？”一位美国同学笑着对我说。对负面

话题的讨论也是影响力的一部分，只有当

一个国家具有重要分量时，她的正面和负

面信息才会被同等关注。

对很多人来说， 讨论一个国家的负

面信息的目的是为了更全面地预判这个

国家。 最关心中国负面消息的人，和最关

心中美贸易额如何从

5000

亿美元变成

1

万亿美元的是同一群人。 全球化时代，不

是你死我活的时代， 是你好我才能更好

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一个国家不能从另

一个国家的衰落中获利， 因为所有人都

是全球产业链上的“蚂蚱”。 因此，竞合这

个词能更准确地描绘这个时代的国家间

竞争：在合作基础上竞争，而非在拆台基

础上竞争。

海外选粹

2013

美国富豪榜背后

连续二十年榜上有名

的比尔·盖茨，今年以

720

亿

美元净资产力压墨西哥大

亨卡洛斯·斯利姆， 再次坐

上《福布斯》美国富豪

400

强

榜单头把交椅，而他的老友

沃伦·巴菲特仍列次席，却

以新增

125

亿美元的显赫战

绩成为今年最赚钱富豪。 与

此同时，新生代富豪的杰出

代表———脸书创始人马克·

扎克伯格依托市场热捧的

自家股票，赚得

96

亿美元身

家，在前

20

强中占得一席之

地。 而著名的激进投资者

卡 尔 ·

伊 坎 虽

未 能 在

争 夺 戴

尔 控 股

权 的 竞

购 中 获

胜，却仍

以 不 菲

的 投 资

业 绩 荣

登 本 年

度 富 豪

榜

20

强。

与 此 同

时，著名

的 云 计

算 软 件

商———

工 作 日

公 司 掌

门人大卫·杜菲尔德

以

64

亿美元净资产成

为本榜年财富增长比率最高

（超过三倍）的一位。

令人称道的是， 本年

度上榜富豪在始自五年前

的美国及全球金融危机中

多有折损，而今，这些富豪

非但未有破产， 反而将过

去的损失一一找补回来，

且业绩再创新高。

400

强目

前的总资产已超过

2

万亿

美元， 相当于俄罗斯一年

的国内生产总值， 也是十

年前

400

强总资产的两倍；

其平均净资产高达

50

亿美

元， 比去年多出

8

亿美元，

创下历史新高； 即使是最

“穷”的上榜者，其净资产

也高达

16

亿美元 。 《福布

斯》统计资料显示，如此高

的水准只有危机爆发前的

2007 －2008

年度可与之匹

敌，也正因水准如此之高，

以至美国

61

名资产在十亿

美元以上的富豪都无缘本

年度榜单。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榜

单新晋富豪达

20

人， 其中

包括在线运动用品零售商

凡纳提克斯的掌门人迈

克·鲁宾，其因经营在线商

店吸引众多消费者， 受到

各路风险投资者的狂热追

捧，并赢得天价估值；而杰

夫·萨顿则因坐拥第五大

道和纽约时报广场多间黄

金地段店铺也首次挺进榜

单。 本届榜单只有

30

名上

榜者财富较去年缩水，而

被踢出榜单的富豪达

28

人 ， 另

有

6

人

离 世 ，

其 中 包

括 著 名

环 绕 立

体 声 先

驱 雷 ·

杜比。

此 次 无

缘 榜 单

的

28

人

中，有两

位 因 经

营 失 败

而 跌 出

榜单，其

中 之 一

是 能 源

大 亨 皮

肯斯，其

因在风能投资中豪赌

失败， 资产总值甚至

难上

10

亿美元，而马诺伊·巴

伽瓦因所经营的五小时能量

饮料公司陷入官司而致资

产受损，其余跌出榜单者其

资产虽保持增长态势，却均

因难达榜单最低线而出局。

福布斯本次评出的美

国富豪

400

强榜单已是第

32

届， 因其权威性备受世

人瞩目， 评选团队不敢有

丝毫懈怠，《福布斯》 甚至

称此次评榜 “均是挑战”。

该杂志选派多路记者深度

挖掘，并重点采访了

100

位

入选富豪及其合作伙伴和

竞争对手等。 入榜前十名

的富豪除比尔·盖茨 （微

软），沃伦·巴菲特（伯克希

尔·哈撒韦）外，还包括拉

里·埃里森（甲骨文）、科氏

兄弟（多元化投资）、沃尔

顿家族四巨头（沃尔玛）及

彭博社掌门人迈克尔·彭

博。 （石璐）

《福布斯》

华尔街夜话

一个电影人镜头下的危机

□

本报记者 樊宇 华盛顿报道

在金融危机五周年之际，华尔街和华盛

顿的总结与反思之声此起彼伏，而一位电影

人则用自己的视角把与危机相关的思考融

进了一部名字叫做 “

Money for Noting

”

的电影。

最近这部电影陆续在全美上映，有人把

它译为“印钞机”，实际上并不十分准确。 这

部电影把焦点对准了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

的美国央行———美联储，从百年前美国央行

成立开始悉数美联储的政策得失。

在这个有关美联储的“多事之秋”，这部

电影的推出显得颇为应景。

兼任这部电影编导和制作的人叫吉姆·

布鲁斯。他用镜头向观众呈现了美联储过去

一个世纪的历史，其中穿插了多位在世货币

政策制订者和经济学家的口述经历，既有真

人真事，也带有较为鲜明的主观色彩。 这让

人不免对镜头背后的这位创作者产生好奇，

而实际上也正是有了吉姆的亲身遭遇，才会

有这部影片的诞生。

与其说吉姆是个电影导演，不如说他是

个经济学书呆子。这位拍过“

X

战警”，得过美

国电影学会最佳纪录片奖的导演，却对经济

问题兴趣甚浓，跟朋友常谈论的不是好莱坞

明星， 而是货币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

等经济学领域响当当的大家。

吉姆曾经是一个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互

联网泡沫时代跟风炒股的“散户”。

1999

年，

他用自己当时手上仅有的

1

万多美元积蓄杀

进股市，不久股市一路高歌猛进，吉姆的钱

一下子翻了好几倍。 初尝甜头的他忍不住

想，要是能一直这么好运气，岂不是能赚个

盆满钵满？而他的这种想法只是一个菜鸟级

股民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吉姆也因为没有见

好就收， 挣到的钱如水中幻影说没就没，这

段切肤之痛让他对金融市场有了一番深刻

体会。

自那时起，他开始时常留心财经领域动

向，对知名投资者和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

深深着迷，并开始拜读晦涩难懂的经济金融

书籍。他也逐渐对当时被奉若神明的格林斯

潘主导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产生质疑。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好几年，吉姆就嗅到

金融业中不祥之兆。 本世纪最初几年，为使

经济从互联网泡沫破裂的低谷和

9

·

11

恐怖

袭击后的低潮中走出， 美联储多次下调利

率，此后美国股票市场上扬，房地产升温，乐

观情绪重新抬头。 然而，形势大好的局面下

隐藏着的却是房地产泡沫的积聚和金融系

统过度投机的风潮。

吉姆从

2006

年开始撰写理财方面的建

议，告诫亲朋好友要“系好安全带”，因为“许

多资产都价格过高，一些可怕的前景将会出

现。 ”他开始寻找那些杠杆率最高的金融机

构，并卖空这些公司的股票。没成想，吉姆的

警告后来变成了现实，他本人也从卖空操作

中赚取了可观的收入。

说来讽刺的是， 吉姆正是利用这笔钱

投资拍摄了“

Money for Nothing

” 这部影

片。 他希望借助这部影片，揭示美联储在

经济涨跌中的作用，因为他从

2008

年的金

融危机中意识到，美国楼市泡沫从膨胀到

最终破裂，仅仅是宏观经济系统问题的一

个表象，而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美联储

的货币政策。

吉姆认为，正是美联储在

2001

年和

2002

年大举放松银根为此后的危机埋下了祸种。

而当次贷危机如脱缰野马开始肆虐的时候，

包括伯南克在内的美联储高层未能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对市场发出预警。 倘若

美联储能早一点察觉到危机的降临，后来也

不必为救市而如此大动干戈。

影片中有句话引人思考。 吉姆说，是美

联储将美国经济带入泥潭，也只有美联储有

能力拯救美国经济于水火。 这在他看来，是

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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