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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选粹

亚洲版：新加坡航运经济发动机

作为传统航运强国，新

加坡一向面临来自中国、印

度及东南亚各国的竞争压

力。

2009

年，由于上海的异军

突起， 新加坡痛失货物吞吐

量世界第一的头衔， 但凭借

完善的航运网络和专业精

神， 新加坡仍以发达的航运

经济傲视群雄。 而在新加坡

多如牛毛的航运公司中，由

罗普延 （音译） 执掌的

CWT

公司更可谓同业翘楚， 罗普

延甚至不讳言该公司 “决定

着新加坡的经济生态系统。”

CWT

公司目前在全球

49

个国家和六大洲开展航运业

务，其庞大客户群连接

200

余

港口和

1500

个内陆终端。 近

期，

CWT

公司更进行大幅扩

张，建立了占地面积达

220

万

立方英尺

的大型物

流 枢 纽 ，

以更大程

度彰显新

加坡的航

运优势。

罗 普

延于

2005

年初进驻

CWT

公司

后， 很快

便收购了

其父所拥

有的物流

企业

C&P

控股集团

近三分之

一 股 份 ，

如今

CWT

已成为新加坡

航运经济名副其实的发动

机，近两年来，其收入增长飙

升了

160%

，

2014

年全年营业

收入有望达

112

亿美元，营业

收入的大幅攀升很大程度拜

赐该公司于

2011

年收购的贸

易业务的快速增长， 尽管该

业务利润微薄， 仍促使

CWT

公司本年度利润增长几近

20%

， 这一良好业绩表现又

直接导致

CWT

公司连续两年

荣升亚洲

50

强企业。

身为华裔， 罗普延对中

华传统的风水论颇感兴趣，

他在办公桌右侧悬挂一幅红

色油画，寓意阻挡潜在风险，

又在左侧摆放一尊红色雕

塑，意味着增加能量，而“三

十六计走为上” 更是他所信

奉的不二法条。

尽管尊重传统， 子承父

业的罗普延并未沿袭父辈之

道， 而其父罗启孟在交接公

司大权之时也未做过多干

涉，“我们的管理方法截然不

同。 ”罗父坦承。 不过老人家

还是在交接首年与其子共度

难关，包括裁撤冗员、激发公

司活力等等。 他们还改造了

公司仓库的基础设施， 以方

便货运， 并大胆摒弃了跨国

大企业客户， 转而将橄榄枝

投向中低端客户， 以求垄断

相关客户及其航运业务。 这

之后， 罗普延又大手笔收购

贸易公司股份， 尽管贸易行

业利薄， 罗普延则看中其能

为公司带来充足现金流。 正

因拥有贸

易 公 司 ，

CWT

逐渐

由航运公

司演变为

能为客户

提供一站

式服务的

物流贸易

集 团 ， 从

而在全球

市场占据

良 好 位

势。

对于罗普

延的经营

管 理 之

道 ， 全球

市场分析

人士几乎一致认为“偏

于保守 、精于计算 ” ，并希

望有一天看到

CWT

公司更

大胆地参与全球竞争 ， 甚

至能与美国嘉吉、 法国德

雷福斯等业界大亨同台竞

技 。 而新加坡管理大学金

融 学 教 授 安 妮·高 表 示 ，

CWT

的经营轨迹恰恰反映

出新加坡国家战略的演变

历程，“正所谓物流链逐渐

向两端发展 ： 即上游的仓

储 业 务 和 下 游 的 贸 易 业

务”。 她补充道 ，若新加坡

未来无法在航运业务上独

占鳌头， 就必须下大力气

为 客 户 提 供 高 附 加 值 服

务，以保持航运竞争优势 。

（石璐）

《福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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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 打造“太空的士”

□本报记者 陈听雨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16日

宣布， 波音公司（Boeing， 股票代码：

BA）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共

同赢得美国商业载人航天项目共计68亿

美元的合同， 将打造运送美国宇航员往

返国际空间站的商业“太空的士”。 消息

一公布，波音股价连续两个交易日上涨。

随着美国将商业航天视为21世纪

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亿万富豪、天使投

资人和各大投资基金对太空充满向往，

竞相在快速增长的私营太空市场上分

一杯羹，已有多家公司将参与美国航天

局与波音的合作项目，未来，商业太空有

望与互联网、生物技术、航空和汽车共同

成为下一波“创新经济”的支柱。

波音抢占先机

业内人士指出， 波音此次赢得美国

航天局“太空的士”订单，标志着该公司

抢占了商业太空市场先机。消息公布后，

波音公司股价连续两个交易日上涨，涨

幅达1%。

2011年，美国航天飞机悉数退役后，

俄罗斯“联盟号”飞船成为唯一向国际空

间站运送宇航员的航天器。每搭载一名宇

航员，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要向俄方支付

7100万美元。

为开启商业航天运输飞行和“廉

价”空间探索大门，美国政府启动了一

项商业轨道运输服务计划，即“太空的

士”项目。 该项目面向美国企业公开招

标，旨在通过竞标的方式让本国的私营

企业制造出符合要求的“安全、可靠、经

济”的载人航天器。

随着“太空的士”合约的签订，未来

几年，波音设计的“空间人员运载系统”

(CST-100)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

飞船将承担国际空间站的人员运送任务，

预计将于2017年从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

正式实施发射。两份合约将帮助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从此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

其中，波音公司的合同价值42亿美

元，成为此次计划的大赢家，并确立了

该公司在美国商业载人航天领域的领

导地位。 按照设计，CST-100投入使用

后，将由阿特拉斯5型火箭送入太空，能

一次性向国际空间站及其他目的地运

输7名人员，并可携带一定重量的物资。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获得价值26亿美

元的订单。“龙”飞船目前已三次成功往返

国际空间站。根据合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将派出至少一名宇航员参加每家公司的

一次载人试飞， 而每家公司将承担2到6次

飞向国际空间站的载人运输任务。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查理·博

尔登16日表示，“将低轨道运输工作交给

民营市场，将使美国航天局可以专注于更

远大的使命：将人类送上火星。 ”

波音商业载人航天项目主管、前美

国航天飞机 “亚特兰蒂斯（At-

lantis）” 号指挥官克里斯·弗格森表

示，除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之外，我们

还要考虑更多的潜在客户，考虑他们对

未来商业宇宙飞船的需求，我们正在进

入一个真正的商业太空市场。

进军太空旅游业

波音是全球最大的民用和军用飞

机制造商，1916年7月15日由威廉·爱德

华·波音创建，总部位于芝加哥。 作为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主要服务提供商，

运营着航天飞机和国际空间站。以销售

额计算， 波音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商之

一。 在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

中排名第95位。

波音公司建立初期以生产军用飞

机为主，并涉足民用运输机。 20世纪30

年代中期， 波音开始研制大型轰炸机。

20世纪60年代以后，波音的主要业务由

军用飞机转向商用飞机，其在喷气式商

用飞机领域成长迅猛，先后发展了波音

727、737、747、757、767、777、787 等 一

系列型号，逐步确立了全球主要商用飞

机制造商的地位。 美国总统专机“空军

一号”也由波音707及波音747-200特

殊型号改装而成。

1997年，波音宣布与曾经美国最大的军

用飞机生产商———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

（麦道公司）完成合并。

事实上， 除致力于与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合作运载航天员外，早在2010年，

波音就已将目光投向商业太空旅游业，并

宣布计划最快于2015年， 让旅客乘坐波

音制造的宇宙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进行

太空旅行。 若成功，这将是首个从美国出

发的太空旅游团。

太空市场有“钱”途

据MarketWatch报道， 此次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太空的士”项目吸

引了亿万富豪与投资机构竞相参与。 贝

索斯的创业公司蓝色起源公司（Blue�

Origin）也将参与这一合约，在美国快

速增长的私营太空市场上分一杯羹。 亚

马逊CEO杰夫·贝索斯也将由此加入亿

万富豪在商业太空领域的角逐。

分析人士指出， 随着美国将商业航

天视为21世纪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太

阳系正日趋为亿万富豪、 天使投资人和

各大投资基金所向往。 美国太空基金会

发表报告称， 太空行业正迎来快速发展

期，其中包括太空产品、服务和基础设施

在内的商业太空活动。

咨询公司全球新太空（NewSpace�

Global）预计，所谓的“新太空”市场，将

与互联网、生物技术、航空和汽车一道成

为下一波“创新经济”的支柱之一。 而亿

万富豪与金融机构在此领域的竞争将更

加激烈，并将推动整个产业竞争，这将有

助于在金融业和太空产业间架起一座桥

梁， 标志着美国载人航天产业即将进入

“钱途”更为广大的商业时代。

太空探索者协会秘书长安迪·特内

奇介绍，未来商业太空旅行者将不仅是

那些希望体验神奇的富有旅客，更多的

将是一些希望在微重力环境下从事科

学研究的机构和企业。“商业太空市场

势必越来越大。 20年后，也许每天都会

有载人航天器被发射到太空上去。 ”

目前， 波音公司在此领域的竞争对

手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内华达山脉公

司、XCOR公司和维珍银河航天公司等，

他们都在紧锣密鼓地对自己设计制造的

载人航天器进行无人测试。

海外观察

中美差距在哪里

□金旼旼

十年前，中国的经济规模仅仅是美

国的六分之一，十年后，即便照保守预

测，中国的经济规模也将超过美国。 十

年前， 中国的心态依然是 “与世界接

轨”，十年后，中国又会以何种姿态出现

在国际舞台之上？ 自

1872

年美国超越英

国后，美国在全球第一经济大国宝座上

已经安坐了约一个半世纪，美国将以何

种心态面对经济霸主地位的更迭？ 这是

当下美国学术和政策研究界最热门的

话题。

中国经济必将超过美国，这已经没

有任何分歧，分歧仅在于采用何种统计

方法，以及何时发生。 按照世界银行今

年发布的研究结论， 按照购买力平价

（

PPP

） 计算，

2014

年中国

GDP

将超越美

国成为全球第一。 不过，这种统计方法

的问题在于和人们的实际感受差距过

大。 按世行的购买力评定数据，人民币

的购买力比目前汇率价格对应的购买

力高出了

1.85

倍。 这恐怕和大多数人的

观感相反。

按照名义汇率来计算 ，

2013

年中

国

GDP

是美国的

55%

， 只要输入两国

的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变量， 就可以

算出中国超越美国的时间节点。 英国

《经济学人》 杂志便做了这样的计算：

按照乐观估计， 假设中美

GDP

年均增

速分别为

7.75%

和

2.5%

， 通胀率分别

为

4%

和

1.5%

，人民币每年升值

3%

，那

么中国将在

2018

年超过美国。 按照悲

观假设，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至

5%

，其

他变量不变， 那么到

2021

年中国将超

越美国。

当然，在现实中两国经济增长可能

面临多种风险考验， 尤其是经济危机、

地缘政治风险等均可能导致预测结果

改变。 但综合各方分析来看，中国经济

在未来十年超过美国，将是一个大概率

事件。 对此，中国和美国将各自以怎样

的心态来面对？ 中美是否将重演霸权交

替的历史悲剧？抑或能够打造出全新的

大国相处之道（新型大国关系）？

面对这些问题 ，美国学术界意见

分歧明显。 乐观者认为，就算中国经

济规模超过美国， 但美国在财富、创

新能力和军事实力上仍遥遥领先，未

来十年中国尚不足以挑战美国。 从财

富角度来看 ， 即便两国

GDP

相当 ，考

虑到人口差距 ，中国人均

GDP

也仅为

美国的四分之一。 并且 ，

GDP

的统计

存在误导性 ，例如中国

GDP

的重要组

成部分净出口很大部分是由外资或

合资企业贡献的。 因此 ， 美国学者

Michael Beckley

认为， 今天中美之间

的真正财富差距甚至大于

1991

年，亦

即美国和中国的总财富差距是在扩

大而非缩小。

在创新能力上，美国和中国的差距

更加巨大。 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实力、

专利注册数量、创新的商业化能力等多

方面来看， 中国和美国的差距有所缩

小，但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足以挑战美

国的水平。 从军事实力来看，虽然按照

中国目前的军费开支增速，到

2025

年中

国军费开支可能超过美国，但开支规模

不等同于军事实力， 考虑到现代化程

度、技术、管理和实战经验以及全球盟

友数量的差距，中国仍然不足以挑战美

国的军事霸权。

从历史上看，经济规模也不会自动

转化为霸权，在整个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

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经济规模都小于

中国和印度，但依然成为全球霸主。 乐

观者认为， 中国无力挑战美国霸权，依

然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参与者，而

非颠覆者。 因此，美国无需过度担心中

国，仍应继续维持“引导中国加入国际

秩序”的既定策略。

金融城传真

离岸人民币业务提速

□本报记者 王亚宏 伦敦报道

虽然在英国财政部公布的一份文

件中，将中国工商银行误写成了工建

银行，但这却并不能阻碍这家中国最

大的银行顺利在英国拿到将子行升

级成分行的牌照。

分行和子行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

但在开展业务方面却有很大区别。 根

据英国金融监管原则，两者享受的权

利义务相去甚远。 外资银行的子公司

在监管上与英国本土银行待遇相同，

在透明度、缓冲资本和流动性缓冲方

面都有严格标准，但分行属于海外银

行的分支机构，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

对其控制有限，这使得两者在风险敞

口方面相去甚远。

工商银行顺利升级， 并不是五十

多年来第一家拿到分行牌照的中资

银行，中国银行作为另一家有分行牌

照的中资银行也是在金融危机后首

家被英国金融监管机构允许建立分

行的非欧盟银行。 工行的这一待遇让

对牌照望眼欲穿的几家中东和拉美

银行羡慕嫉妒恨。 而中资银行能拔得

头筹是因为背后有强大的人民币业

务做支撑，而这正是伦敦金融城重点

发展的一个方向。

伦敦金融城政策委员会主席包墨

凯称，工行拿到分行牌照是因为英国

金融监管机构最近修订了政策 ，允许

满足条件的外资银行将子行升级为

分行，此举有助于提高金融城乃至整

个英国的竞争力。 他说中国等新兴经

济体的大型金融机构有拓展对外业

务的需求，金融城欢迎像工商银行这

样的机构落户发展国际业务。

英国监管机构为中资银行开绿

灯，是因为人民币国际化能给金融城

带来更多商机。 而伦敦为了确立全球

领先的外汇市场地位，给予离岸人民

币业务提速待遇。

提速建立人民币离岸交易西方中

心包括一系列行动，除批准工行的分

行资质外，英国财政部还在近日宣布

有意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英国国债 ，

发行收入将作为英国政府的外汇储

备，英国将成为首个发行海外人民币

债券的西方国家。 英国财政部表示 ，

这次发债预计在年底前完成。

在英国财政部发债之前， 中国国

家开发银行已经在伦敦成功发行总

规模为20亿元的人民币债券，成为首

单登陆伦敦市场的中国准主权人民

币债券。 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对这一

债券发行表示热烈欢迎，称该笔债券

是首支在中国以外区域发行上市的

准主权人民币债券，认为此举充分证

明中国对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

支持。

伦敦已经拿出一系列手段来吸引

中资银行和人民币境外交易，以支撑

其全球外汇交易中心的地位。 不过在

这场小鸡快跑的游戏中，伦敦正与卢

森堡、纽约、巴黎和法兰克福竞争。 就

在伦敦出招提速的五天内，中国银行

巴黎分行被授权担任巴黎人民币业

务清算行，而卢森堡的人民币清算行

业务落到了工行的篮子里。 可见在争

夺离岸人民币的蛋糕方面，伦敦的对

手也没有丝毫放松，而且让金融城有

些担心的是，那些对手都没有把中资

银行的名字写错。

华尔街夜话

美国房市真冷了吗

□本报记者 郑启航 华盛顿报道

美国商务部18日公布美国8月新房开工数据，8月新房

开工量经季节调整按年率计算为95.6万套，比前月修正后

数据骤降14.4%；新房建筑许可证发放量经季节调整按年

率计算为99.8万套，比7月修正后数据下降5.6%。 鉴于7月

该数据曾达到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好表现，市场普遍预期美

国新房开工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但最新数据无疑给市场

浇了盆冷水。

在美国， 夏季通常被认为是最适宜建造房屋的季节，

2012年和2013年的7、8月，新房开工数据均呈现平稳上升

态势， 今年却出现剧烈波动，6月环比下降9.3%，7月环比

上涨15.7%，而8月再度环比大幅下跌。 纵观2014年前八个

月，新房开工数据波动起伏，整体表现降多升少，降幅也远

高于升幅，导致投资人对美国房地产市场前景的担忧进一

步加剧。

美国知名信息分析公司IHS的经济学家帕特里克·纽

波特和斯蒂芬妮·卡罗尔在写给客户的信中表示，没有家

庭收入的上升，对新增房屋的需求将继续保持疲弱。

纽波特和卡罗尔的话道出美国房地产市场复苏乏力

的一个根本问题。 美国经济虽然复苏了， 失业率显著下

降，但美国老百姓的收入并没有增长，无力承担不断攀升

的房价。美国人口普查局16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

的主力消费人群———中产阶级的收入基本在原地踏步。

2013年，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也就是典型的美国家庭

的年收入为5.1939万美元，比2007年低大约8%。 而美国

的房价却在持续上涨，5月美国整体房价水平仅比2007

年4月的峰值低6.5%， 而部分热门地区的房价已经超过

2007年的峰值。

经济低速增长、 居民收入增长乏力的态势未来可能

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根据美联储17日的最新预测，

2014年的经济增速从此前预计的2.1%至2.3%下调至2%

至2.2%。 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公布的3%至3.2%

下调到2.6%至3%。 2016年和2017年美国经济增速预期

分别为2.6%至2.9%和2.3%至2.5%， 均低于本轮金融危

机前3%以上的平均水平，说明未来几年美国经济仍将维

持缓慢复苏态势。

当天， 美联储主席耶伦在最新货币政策例会的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虽然美国就业市场有所改善，但一系列就

业市场指标表明劳动力存在严重利用不足问题。 耶伦的

话印证了美国劳工部9月初公布的8月就业数据， 其中作

为美国失业率计算分母的美国劳动参与人数已经降至历

史低位，劳动参与率仅为62.8%。 这一方面由于美国人口

老龄化加剧， 另一方面则是不少人因就业难而放弃找工

作，这部分人虽然没有被算入失业人口，但势必会拖累美

国老百姓整体收入增长。

那么，美国房市复苏是否快到拐点了呢？ 笔者认为

目前做出判断为时尚早。 尽管如新房开工等预测美国

房地产市场未来走势的指标表现不佳， 但美国房地产

市场依然不乏亮点。 8月新房开工数据虽然环比惨淡，

但同比依然保持增长。 占美国房屋销售绝大部分份额

的旧房销量，在六七月均保持强劲增长。 耶伦关于房地

产市场的最新表态也从5月初的 “令人失望” 、“需要

密切关注” 转变为“房地产市场复苏仍然缓慢” 的一

般性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