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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网站“油管”重启

身为谷歌高管的苏珊·

沃西基于今年

2

月正式掌管

谷歌收购的著名视频网站

“油管”（国内网友对

Youtube

的昵称）之后，陆续收到来

自四面八方的管理建议，甚

至要直面一些业内人士的

公开质疑。

作为谷歌公司的创业元

老，

46

岁的沃西基突然转型

成为粉丝众多的视频网站

主管时，多少让人感到有些

手足无措。 不过，沃西基的

同事及同行对其朴素实干

的管理能力颇为信服，曾与

其共事的推特现任首席执

行官迪克·科斯特罗坦言，

沃西基是硅谷“最为低调的

高管”，而“油管”的合作伙

伴———梅克工作室掌门人

尤农·克雷斯则认为， 谷歌

之所以调派沃西基掌管该

视 频 网

站， 主要

意图是扩

大“油管”

的盈收能

力。据称，

无论谷歌

还是 “油

管” 高层

均 认 为 ，

“油管”现

有盈收能

力尚不能

与其在视

频界的显

赫地位相

匹配。

分 析

人士预测，“油管”

2013

年全年收入约为

56

亿美元

（谷歌财报并未单列“油管”

收入情况）， 而其主要竞争

对手脸书的同期收入则为

70

亿美元，其中移动广告业

务贡献了近半收入。 事实

上，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

来，脸书已先于“油管”成功

将十数亿用户和相关业务

转至移动设备，并使其市值

扩大到

1700

亿美元，与之相

比，“油管”的市值至今不过

150

亿至

200

亿美元，二者差

距逐渐拉大。

正所谓祸不单行， 一方

面与竞争对手差距加大，另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视频创

建者开始对“油管”合作模

式提出强烈不满，因为随着

“油管” 视频上传数量的急

剧增长，加之“油管”广告价

格偏高，很多视频创建者开

始入不敷出，视频质量随之

下降，为此视频制作者纷纷

要求“油管”降低现有广告

价格。

显然，“油管”若再不寻

求重启，将陷入内外交困的

境况，且沃西基不仅要面对

脸书一家的竞争，更有亚马

逊、迪士尼、推特、雅虎等列

强环伺周遭 。 最为要紧的

是，沃西基要想方设法在价

值

2000

多亿美元的全球电

视广告市场为其视频网站

抢得重要份额以占据主动，

而其母公司谷歌也早就寻

思如何使“油管”成为每年

能为公司贡献

100

亿美元收

入的新经济增长点。

低调实干的沃西基已开

始实施新的行动方案，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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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志 表

示 ， 下一

步有意大

力 提 升

“油管”视

频创建人

的制作水

平及知名

度 ， 以巩

固“油管”

视 频 质

量 ， 从而

有利于提

高视频对

广告主的

吸 引 力 ；

同时她还

不忘尽力修复 “油管”

与视频创建者的紧张关系，

并多次组织双方见面会，听

取视频创建者的建议，沃西

基坦言， 视频创建人就是

“油管”的生命线，只有打通

生命线，才能保证公司健康

运行。

尽管低调的沃西基不

愿向媒体过多透露公司重

启计划，但消息人士称，不

久的将来，“油管” 还有意

引入新的视频制作方式，

即与好莱坞片商合作制作

可供视频网站和电视台共

享的节目类型。 对此，沃西

基坦言， 随着移动互联时

代的逐步深入， 新的视频

制作方式已呼之欲出 ，并

将更有效地吸引广告商的

注意力。 （石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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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聚焦

麦肯齐 操刀必和必拓分家案

□本报特约记者 吴心韬 伦敦报道

本周， 在经历一段时间酝酿及媒

体数周来的猜测后， 澳大利亚矿业巨

头必和必拓终于公布了瘦身计划———

分拆公司旗下的铝、锰和镍等资产，纳

入一家新成立的价值达140亿美元的

公司，并在澳大利亚和南非两地上市。

此次分家计划引起行业人士特

别是伦敦金融城的多种解读， 因为

新公司的平行上市计划直接把伦交

所忽略不计， 而后者是不少能源企

业上市的首选地， 且必和必拓也是

伦敦股市的蓝筹股。 不过，撇开这个

小插曲， 各界更关注分拆案背后的

“主刀” ———必和必拓首席执行官安

德鲁·麦肯齐。 作为在商界和学界地

位显赫的大佬， 今年57岁的麦肯齐

的这一大动作， 被视为必和必拓的

战略大转变。

提高投资收益率

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终结、 主要新

兴市场经济增长放缓、 市场需求和能

源产品价格前景看淡， 分析人士认为

这是必和必拓分家的宏观大环境。 其

实， 必和必拓出售或分拆非核心资产

的意愿由来已久， 它一直在寻找一个

合适时机来让各方利益团体能够顺理

成章地接受这一提案。

从财报来看，必和必拓的主营业

务或主要业务市场为四大块，包括铁

矿石、石油、铜和煤炭，在截至6月底

的一财年里，上述四大业务的营收分

别为213亿美元、148亿美元、138亿

美元和91亿美元， 贡献利润分别为

121亿美元、52亿美元、50亿美元和

3.86亿美元。 而剥离出来的铝、氧化

铝、动力煤、锰、银、冶金煤和镍等产

品， 其加起来的总营收仅为85亿美

元，不及煤炭收入一项，更不用提利

润贡献率，且非核心部门的员工人数

占到了公司总雇员人数的20%。

通过剥离非核心业务，必和必拓

的资本支出无疑大幅减少， 投资回

报率也能相应提高。

剥离上述非核心业务，而非将他

们各自出售和捆绑销售，还能给公司

节省下一笔不小的咨询费。 且新公司

上市后，必和必拓股东因享有相关权

益， 进而也能享受部分投资收益，这

一决策无疑具有一箭双雕效果。

战略更趋实用主义

自2013年5月份掌舵以来，麦肯

齐数次提出所谓的“精简梦” 。 这是

对前任首席执行官高瑞思雄心扩张

战略的扭转， 同时也被投资者视作

必和必拓“大收购运动” 失败后的

反省。

2008年和2010年， 必和必拓先

后发起两次要约收购，惊动业界。 前

者是以1470亿美元作价， 对另一铁

矿石巨头力拓发起敌意收购； 后者

则是作价400亿美元，对加拿大钾肥

公司发起敌意收购。 两桩交易促动

了监管层特别是反托拉斯调查部门

的敏感神经，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但

花费的咨询、 法律和公关等中介费

用却少不了， 股东在日后也常诟病

这种头脑发热式的决策。

特别是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

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大宗

商品市场前景看淡， 必和必拓在大

宗商品和能源领域加大投资， 其市

场风险加大， 客观上成为必和必拓

战略调整的必要因素。

麦肯齐在19日的声明中表示，

分家后公司能够专注资源潜力巨大

的项目， 以提高公司产品的比较优

势， 将必和必拓打造成为利润率和

回报率更高的企业。 公司预计，在

2017财年底之前， 公司成本节省和

产能提升能够给其带来每年35亿美

元的收益。

必和必拓的理性还体现在其精

打细算上。 如选择在悉尼和约翰内

斯堡上市， 而非名牌扎堆但上市费

用相对昂贵的伦交所。

麦肯齐坦诚，若新公司在澳大利

亚和英国平行上市，那么其复杂程度

和所花成本将抵消掉上市带来的收

益，特别是对于小公司而言。 另外，新

公司产品的主要产地集中在澳大利

亚和南非，因此在这两个地方上市也

是顺理成章的。

上下半场驰骋两界

若将麦肯齐的职业生涯分为上

下半场，那么很明显的特征是：上半

场为科研，下半场为商业。 难能可贵

的是，他在这两个半场都表现突出，

职业生涯丰富多彩， 这种履历使他

能够更加全面地关注行业大局和公

司地位。

麦肯齐1956年出生于苏格兰东

邓巴顿郡的一个小镇。 大学就读于英

国圣安德鲁斯大学，1977年本科毕业

时获地质学学士学位， 成绩为优等。

随后他继续深造， 就读布里斯托大

学，1981年获有机化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麦肯齐开始各大知名研

究所的科研旅程。 他先是担任英国

地质调查所的博士后研究员， 后任

德国洪堡大学研究员和德国核能研

究中心的专家。 期间，他先后在国际

知名科学期刊上发表超过50篇的高

质量学术文章。

1983年， 麦肯齐进入英国石油

公司的研究部门， 成功转战商界。

随后他担任该公司资本市场部主

管 ， 在往后的22年英国石油生涯

中 ， 他官升至集团石油化工副总

裁。 2004年4月，麦肯齐加入力拓，

任工业矿业部首席执行官，2007年

任钻石与矿业部首席执行官。

从2007年11月开始， 他担任必

和必拓有色金属部首席执行官。

2013年5月，他接替高瑞思（Marius�

Kloppers） 掌舵这家全球产能最大

的铁矿石产商， 这一年正好是他跨

入商界的第30年。

应该说，麦肯齐的选择意图比较

明显，那就是把自己职业生涯最黄金

的时段奉献给必和必拓。 而必和必拓

上下对他也不吝赞美之词。

2014年， 麦肯齐被选为英国皇

家学会会员， 这家世界知名的科学

智囊给麦肯齐的评价较为客观 ：

“安德鲁·麦肯齐是全球最具有影

响力的应用地球科学家之一。 他在

职业生涯早期为地球化学做出开创

性贡献 ， 特别是关于石油形成方

面。 在其大多数的职业生涯中，他

成为能源与矿业行业的领袖， 先后

任职于英国石油公司、 力拓和必和

必拓。 他在科技和商业竞技场上都

做了很多创新， 他在商界中的成就

也不亚于学界。 ”

海外观察

美国为何修不起高铁

□刘洪

当中国高铁长度超过其他国家

总和时，当《纽约时报》也要在头版感

叹“高铁改变中国”时，在曾经的“铁

路第一大国”美国，却还没有一条高

铁。 从华盛顿经费城、纽约到波士顿

的东部黄金线路，火车依然慢悠悠地

行进，时不时中间还会没来由地停顿

几十分钟。

也不能说美国领导人不上心。 在

奥巴马的演讲中，对中国高铁其实是

颇为羡慕的。 他曾说过，从建设第一

条铁路， 到建设跨州高速公路系统，

美国一直处在世界竞争的前沿，美国

必须为

21

世纪的竞争奠定基础，让更

多美国人获得新的就业岗位，“因为

毫无道理中国可以有世界最快的火

车，而宾夕法尼亚的农村就没有高速

互联网接入服务。 ”

奥巴马的 “高铁梦 ” 是什么呢？

“在未来

25

年里 ， 我们的目标是让

80%

的美国人坐上高铁 。 ”奥巴马在

2011

年的国情咨文演说中说。 “这会

让人们的出行时间，减少至汽车所需

时长的一半。 对部分出行而言，高铁

会比飞机更快———它不用安检。 ”

最高领导下了决心 ，对超级大国

的美国来说 ， 技术也应该不是太大

问题 。 但美国还是没有修建起高铁 。

弄得《纽约时报》也引述专家的话嘲

讽说 ， 考虑到奥巴马第二任期也不

太长了，他的“高铁梦 ” ，应该更多是

幻想 。

修不起的首要原因 ，确实是修不

起。 高铁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现在

每年中国投入都在

1000

亿美元以上。

奥巴马政府虽然也为高铁项目拨出

了

110

亿美元， 但考虑到高铁在美国

是 “白手起家”， 而且这些钱还有点

“撒胡椒面”的性质，建不起来也实属

正常。

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世界老大

的美国要筹钱，有的是办法。 高铁谈

得多做得少，则与美国国情有莫大关

系。 从政治上讲，奥巴马算是个弱势

总统 ，很多地方是共和党把持 ，州长

说不，白宫也头疼。比如，对拨下来的

高铁资金 ，佛罗里达 、俄亥俄和威斯

康星三州干脆就退了回去， 自然，这

三州州长都不是奥巴马所在的民主

党人。

向白宫说不，州长们自恃民意在

手。 美国人似乎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生

活方式，短途开汽车，长途坐飞机，对

高铁的需求好像并不迫切。 另外，高

铁噪音问题、拆迁问题、占地问题，都

可能演化成旷日持久的官司，还真不

是短时间能推动起来的。

当然，舆论可以引导 ，高铁的便

利也很容易说清。 但奥巴马团队的舆

论引导能力却似乎一年不如一年，所

以，前有医改问题做成了“夹生饭 ”，

后有高铁项目“光打雷不下雨”。对共

和党来说，奥巴马的挫折就是自己的

胜利 ， 也乐于在各种项目中横生枝

节、高声反对。

这种麻烦 ，其实也不仅仅限于高

铁，包括今天美国人已离不开的高速

公路。 为修建这些州际公路，美国政

坛也是几经博弈和斗争，整个建设也

花费了数十年时间；即使是蜚声世界

的旧金山金门大桥 ， 也并非都是赞

誉 ，据有心人统计 ，与该大桥相关的

诉讼官司就达数百起。

这就是美国办事的麻烦 ，也是让

不少美国人艳羡中国决策高效、变

化日新月异的原因 。 尽管美国式的

拖拉 ， 其中也不乏值得思索和借鉴

的地方。

建高铁这么难 ，高铁就真的不适

合美国吗？

至少一些美国人就认为，高铁投

入成本过大，而美国远没中国人口密

集 ，且公路航空系统发达 ，高铁将是

亏本的买卖。 确实，在广袤的美国中

西部， 建高铁有很多不经济的地方。

但美国毕竟地大物博， 人口密集、经

济发达的东部以及加州，难道也不合

适吗？

环保、高速、准时 、便捷 ，这些高

铁特质，美国人其实也很需要。 乘坐

过中国高铁的美国朋友，回国乘坐老

旧的美国铁路后，更有深刻而强烈的

感受。 在一些美国人看来，高铁迟早

会在美国发展，尤其是考虑到以后油

价 上 涨 、 交

通拥堵加剧

的状况 。 不

然 ， 奥巴马

也不会多次

畅想 “高铁

梦”了。 但美

国式的决策

过程 ， 有其

原因及某种

合 理 性 ， 却

可能耗费几

十年无谓的

时间成本。

金融城传真

赞助商的眼光

□本报记者 王亚宏 伦敦报道

在新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开始前

一天， 足球巨人曼彻斯特联队在纽约股市

上的股价看起来和一年前没什么区别。 虽

然对投资者来说， 股价原地踏步就意味着

失败。 不过只有曼联的死忠才知道能保持

这样的价格实属不易， 因为上赛季球队成

绩不佳使得“红魔” 25年来第一次被挡在

欧洲赛场之外。 缺席欧冠不仅意味着豪门

褪色， 而且会让俱乐部损失从欧足联那里

拿到的数千万英镑的分成———这笔钱足以

顶得上一两个顶级球星的价格。

在赛场遇挫的情况下， 股价没跌说明

俱乐部的经营部门功不可没。 他们成功地

在市场上把俱乐部上赛季灰头土脸的成绩

描述为一场“短暂和意外的小事故” ，并通

过宣传曼联充满韧性的历史， 成功地从商

业伙伴那里拿到一份大的赞助合同， 让曼

联在英超的商务开发排行榜上大幅领先。

翻开曼联29个官方赞助商名单，颇有

进入杂货铺的感觉。 从汽车生产商雪佛兰

到保险公司怡安，从胜狮啤酒到关西涂料，

从敦豪快递到托马斯库克旅行社， 都将自

己的品牌与曼联绑到了一起。 此外还有包

括中国建行和娃哈哈在内的几十家合作伙

伴， 他们也在特定区域内得到有限使用曼

联标识的权利。

从赞助商到合作伙伴，要使用曼联那只

拿着叉子的小红狮子的标志就意味着要掏

出真金白银。 比如从本赛季开始，雪佛兰成

为曼联队服胸前广告的赞助商，而将金领结

标志印在球场上奔跑的十几条汉子的球衣

上要花足足4700万英镑，但大量有购买力的

球迷让赞助商掏钱掏得心甘情愿却是不争

的事实，因为赞助商们都想与曼联形成协同

效应，将商业赞助转化为盈利丰厚的投资。

不过，买曼联股票的人在过去一年却挣

不到什么钱，但如果能投资俱乐部球衣的话

就赚大发了。本赛季曼联的胸前广告收入比

上赛季增加了135%， 轻松击败英超的竞争

对手。 而到明年球衣还会为俱乐部创造更高

收益，因为从下赛季开始曼联的装备赞助品

牌将从耐克变为阿迪达斯。 这一份新的赞助

合同期限长达10年， 总金额为7.5亿英镑，不

但远超目前耐克提供的单赛季2330万英镑，

而且也比欧洲任何一家足球俱乐部的商业

赞助金额都要高出两倍以上。

对足球俱乐部来说， 想要笑傲欧洲并

不能光靠球衣，最终还是要靠脚下功夫，而

在这方面曼联却遭遇了开局不利。 在本赛

季英超的揭幕战中， 坐镇主场的曼联不敌

客队斯旺西，而在上个发生“短暂和意外

的小事故” 的赛季里，曼联起码首场干净

利落地收拾了相同的对手。 如果曼联不能

赶快在绿茵场上扭转颓势， 那就将考验赞

助商的耐心了。一旦如此，再出色的经营部

门恐怕也念不好生意经了。

华尔街夜话

学生贷款正在吞噬美国梦

□本报记者 郑启航 华盛顿报道

9月开学季， 美国大学将迎来又一批

新生，在为进入大学校门欣喜的同时，大部

分学生也将不得不背起沉重的贷款负担。

美国学生贷款始于1950年，目前学

生贷款主要分为联邦政府贷款和私人

机构贷款两种类型，其中联邦贷款利率

相对较低且为固定利率，私人机构贷款

则采用浮动利率。 美国学生贷款的覆盖

面很广，目前，美国每年大约有2000万

大学新生，其中60%的人都要依靠某种

形式的学生贷款来缴纳学费或用于生

活支出。

美国知名调查公司盖洛普调查显示，

1990年到2014年毕业的高校学生中，59%

的学生都曾选择某种形式的学生贷款，其

中27%的学生贷款额小于2.5万美元，21%

的学生贷款在

2.5万美元到5

万美元之间，

11%的学生的

贷款额超过5万

美元。

上大学、获

得学位、 找一

份好工作一直

是实现美国梦

的重要一环。过

去数十年，很多

美国人都是在学生贷款的支持下实现这一

目标的。 但快速上升的高等教育成本和不

断攀升的学生贷款偿还压力， 似乎正在吞

噬这个梦想。

据报道，与1978年相比，如今美国大

学的年平均学费已经上涨超过10倍，高等

教育的成本上升速度是医疗成本上升速

度的2倍、食品价格的5倍以及通胀水平的

4倍。 2014年，本科生的平均贷款额为3.3

万美元，而10年前仅为1.86万美元。 另据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8月公布的数据， 截至

今年上半年，美国学生贷款余额已经增至

1.1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240亿美元。 学

生贷款成为美国家庭仅次于房贷的第二

大债务。

贷款负担已严重影响到美国年轻

人的生活状况。 很多人大学毕业后生

活压力巨大，买房、建立家庭都不得不

延迟，甚至要同时打多份工。 有研究指

出，那些学生贷款负担在5万美元或以

上的人， 毕业后无论是经济状况的改

善还是身体状况的维护， 都要比那些

没有还贷负担或负担较轻的学生差 。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由于就业不景

气和普通就业群体工资增加缓慢 ，很

多美国人已经开始怀疑上大学是否是

一笔“划算” 的投资。

巨大的债务负担， 也使学生贷款的延

迟还款和违约率持续上升。 根据纽约联邦

储备银行的数据，2011年第一季度以来，

美国房屋抵押贷款、 信用卡贷款及购车贷

款的延迟还款和违约率均呈现下降态势，

唯有学生贷款延迟还款和违约发生的几率

保持上升。 截至2014年第一季度，学生贷

款延迟还款超过90天以上或者违约的比

率约为10.9%。

如此严峻的学生贷款压力， 将很多父

母也拉进了学生贷款的负债人队伍。 在美

国， 学生家长也可申请用于子女高等教育

的贷款，额度更高，但限制也更多，并且必

须马上开始还款。调查显示，目前94%家里

有大学生的美国父母认为他们为支付孩子

的学生贷款而导致自身债务负担变重。 根

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2014年，美

国50岁以上学生贷款的还款人比率超过

16%，较2005年增加了30%。

不过， 美国的家长们并没有为分担子

女的巨额学生贷款负担做好充足准备。 根

据美国退休保障研究所2013年的调查，美

国年龄在45-54岁的户主（通常这个年龄

段的美国人有孩子在上大学）为退休准备

的钱平均只有6万美元， 远远无法满足退

休后的生活开支。

为此， 不少美国媒体都建议家长不要

帮助承担子女的学生贷款，超过50岁的美

国人已经接近退休年龄， 偿还学生贷款所

承受的压力远大于刚毕业的大学生。 如果

家长们决定分担子女的学生贷款， 一定要

提前考虑自身的退休安排， 防止未来给子

女增添更多经济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