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消失的世界

几个世纪以来， 各路专

家纷纷预测机器将会取代人

工。如今看来，那一刻或许终

将到来。

在美国大多数地区，工作

终结仍然仅存于对未来的想

象中， 但在俄亥俄州扬斯顿，

居民们早在上个世纪就已见

证过类似的历史时刻。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

期， 扬斯顿的钢铁业不断打

造出伟大的繁荣盛景， 并使

这座城市一度成为美国梦的

范本， 无论居民平均收入还

是住房拥有率均属全美最高

水平。 但随着二战后制造业

逐渐转移到海外， 扬斯顿钢

铁业遭受重大打击，

1977

年

9

月， 扬斯顿一家大型钢厂宣

布关闭，

此 后 的

五年里，

这 座 城

市 共 失

去

5

万个

工 作 岗

位 和

13

亿 美 元

的 制 造

业工资。

扬 斯 顿

受 到 的

影 响 如

此 之 大

以 至 于

人 们 由

此创造出“地区性

经济衰退”这一专

有术语。 而扬斯敦的转变不

仅是经济混乱， 还有心理和

文化层面的崩溃。 美国扬斯

顿州立大学劳动力研究教授

约翰·罗素表示，扬斯顿的故

事表明，当工作消失后，一个

地方的文化凝聚力便会被摧

毁， 而文化崩溃问题甚至比

经济崩溃更事关重大。

过去几年来， 美国即使

从经济衰退中复苏过来，一

些经济学家和科技专家仍然

警告说， 美国经济正接近一

个转折点。 当这些专家深入

研究劳动力市场数据时，他

们发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迹

象正被周期性经济复苏的盛

况所掩盖。 机器人的无所不

在、 无人驾驶汽车和无人机

的蓬勃而出， 正在替代成千

上万的司机、 仓储员和零售

业工人。 而本就强大的机器

性能还在成倍增强，反之，人

类自身的能力则无所提高，

未来显然没有任何工作不会

被机器所代替。

未来学家和科幻作家

有时妄想机器代替人工可

以让人类从工作中解放出

来， 获得更多闲暇和自由，

殊不知， 工作一旦消失，普

通人的生活何以维系？ 勤勉

敬业一向被美国人视为非

官方宗教，而工作的神圣与

卓越和这个国家的政治、经

济及社会交往紧密相连，一

旦工作消失，又将对人类产

生怎样的影响？

所谓“工作终结”的实质

并非失业

总人口或

失业率的

突 然 暴

增， 而是

科技对人

工工作价

值与可用

性产生缓

慢而持续

下行的压

力， 最终

成年人失

去工作将

变为一种

新 常 态 。

几 百 年

来，人们一直在担

心“狼来了”，而今，

狼已到家门口。 尽管科技也

在创造一些就业岗位， 但不

及其破坏就业岗位的一半，

且其创造的就业机会的能力

也有夸大之嫌。

如今，

90%

的职业都是百

年前所创造， 只有

5%

的职业

是在

1993

年至

2013

年拜赐高

科技发展而来， 包括计算机、

软件、通讯等。 而越是新兴的

职业， 其对人工的需求就越

少，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人类将

逐渐失去工作的大趋势。为应

对工作逐渐消失的时代，美国

或可从德国的职位分享制中

吸取经验，即裁减员工的工作

时间而非裁减员工本身，如此

一来，面临源源不断的失业压

力之时，至少可减少近一半的

失业率。（石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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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城传真

海外选粹

华尔街夜话

FT将开启怎样的新时代

□刘丽娜

英国 《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简

称

FT

）易主日本经济新闻社，这恐怕是本周

末最引人关注的国际财经新闻。

在国际财经界，如要评选全球最受尊敬

的大报，

FT

几乎没有悬念会居于首位。 在关

注世界经济的专业人士眼里， 阅读

FT

新闻

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笔者从多年采访过

的许多国际顶尖经济金融人士那儿了解到，

FT

无一例外是他们的每日必读。

2010

年在

美国国会参加一个关于金融危机与改革的

听证会期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

茨步入会场时， 手里拿着厚厚一叠报纸，那

独特醒目的颜色让人一眼就认出是

FT

。 世

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也告诉笔者，他最常阅

读的三份报刊是

FT

、《华尔街日报》和《经济

学家》杂志。

初识

FT

是多年前还在上大学期间，学

校请来

FT

资深编辑格雷厄姆给国际新闻专

业的几位学生做了一个星期的特别培训。他

讲的一句话，至今还印在脑海里：“这份粉色

的纸就是我的药，离开它我活不了。”当时这

句话对笔者更像是一句笑话，因为国际财经

新闻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仅限于极高端

的阅读群体，中国刚刚打开开放的大门。 但

不管怎样，格雷厄姆老师使笔者对公司财务

报表、兼并收购等专业财经知识有了初步印

象。

后来，自己也走上财经新闻的职业道

路。 回望当年，

FT

可谓自己在财经传播生

涯中的启蒙者之一。 而在后来的工作实践

中，对格雷厄姆的“药”有了感同身受的理

解。

无论是财经从业人士， 还是财经传媒

界，

FT

都被深度依赖。 一家报纸能够做到如

此成功，必有其道。

根据笔者的理解，

FT

之所以能从

1888

年创办迄立至今，得益于多种因素。 其中最

重要的是无私无畏（

No Favor. No Fear.

）的

办报宗旨。这一口号是其作为媒体传播的灵

魂。

FT

对文章选取有很强的平衡术，这使得

其显得相对客观。 此外， 始终坚守专业度。

FT

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财经领域的龙头，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专业与精湛的从业

队伍。

仅举一例，被很多中国财经新闻人当作

职业偶像的

FT

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本

身就是国际一流的经济学家，他的文章总是

着眼全球、横贯东西、条清理晰，加上英式幽

默的娓娓道来，创造了一种

FT

评论范。 无论

是经济学家还是政府决策者，在沃尔夫面前

都非常谦逊。“我和其他人一样，是您的忠实

消费者”， 斯蒂格利茨今年在一次论坛上当

着众人调侃地恭维沃尔夫。

事实上，

FT

又绝不仅仅是一份财经报

纸，它包罗时政、文化、社会生活等各类新闻

和言论，是现代国际知识人生活风尚的引领

者。只不过，它更强调从经济学家的视角，来

解释、分析现实和预测未来。也正是这一点，

使

FT

与一般的综合媒体不同。

对于更多中国读者，

FT

的名字与影响

力主要是近十年左右形成的。 期间，

FT

中文

网功不可没。

2005

年，

FT

中文网正式在中国成立，并

投入商业运行中。

FT

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

的名字逐渐广为人知，其人其文成为中国财

经新闻界的榜样。 过去十年，

FT

中文网抓住

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上升与深度融入国

际的大势，以其专业、独到的眼光解释中国

经济现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高质量的专

栏， 常常能够引领中国财经媒体设置议题，

引发讨论， 使其在中国财经界树立极高声

望。十年后，张力奋激流勇退，转身从事传媒

教育和继续担任专栏作家，一度也成为财经

传媒人热议的话题。

然而，高端的财经媒体在新媒体时代仍

免不了经营不力的命运。

FT

易主新闻引发

几大悬疑。

首先，这家高贵矜持的百年老报怎样保

持其英伦风格？ 有观察家表示，日经收购

FT

是会产生物理效应还是化学效应？

FT

最终

是否会变成一家会说英文的日本媒体？还是

FT

改造日经， 使其成为真正的全球化领先

媒体？

其次，中国读者可能更加关心的是，

FT

下属中文网的命运又将如何？ 作为中国读

者，闻听

FT

易帜于日本老板旗下，心中多少

有些许复杂。 目前出售案还未尘埃落定，人

们只能静观其变。

第三，

FT

出售对于财经传媒业的影响。

FT

在国际财经媒体当中， 以数字化转型早

和收费阅读而独树一帜。 然而，这次出售案

暴露出这家媒体的经营情况肯定不理想。在

知识分享成为全球共识的时代，

FT

坚守的

知识有价的理念是否行得通？

在

FT

出售案中，到头来是资本投票。

FT

的前主人———英国培生集团之所以最终把

苦心经营

58

年的这家传媒集团换来

12.9

亿

美元（合

8.44

亿英镑）现金，显然认为这是个

划算的买卖。 要知道，比起两年前以

2.5

亿美

元出售的《华盛顿邮报》来说，

FT

的这一售

价已经足以欣慰。

然而，在那些热爱

FT

、依赖

FT

的读

者心中，保持

FT

的英国血统岂能以金钱

衡量？

不过，英国人似乎早已不在乎外界

的看法 ， 就像路透社的一位资深编辑

对笔者笑言 ， 你知道英国人为什么那

么爱调侃自己？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已

经失去”。

十年情缘分道扬镳 PayPal“单飞”上市

□本报记者 杨博

美国电子支付服务提供商Pay-

Pal公司本周一以独立公司的形式在

纳斯达克市场重新上市， 股票代码

“PYPL” ，上市首日股价大涨5.42%。

截至23日收盘，PayPal市值达到450

亿美元， 远远超过原母公司eBay的

350亿美元规模。

目前大多数业内人士看好PayPal

“单飞” 后的“钱” 景，认为市场的不

断扩张及其行业龙头地位将为业绩增

长提供保障， 公司本身质地和同类上

市资产的稀缺性也将支撑其表现。

十年情缘分道扬镳

PayPal创立于1998年，是全球电

子支付领域的领头羊。 2002年7月，当

时的全球电商霸主eBay以15亿美元

的价格将PayPal收入麾下，最初目的

是利用PayPal来驱动在线拍卖交易。

如今看来，eBay的这桩收购堪称

硅谷最成功的交易。 2002年至今，

PayPal的用户数量从 2300万增至

1.69亿， 目前业务已经覆盖全球203

个国家和地区。

不过随着业务发展方向逐渐出

现分歧，加上相互之间的需求严重不

对等，eBay越来越hold不住PayPal这

颗“金蛋” 。 目前PayPal一半以上的

交易来自eBay以外的其他平台，相比

之下，eBay近几年业绩增长则一直依

靠PayPal的良好表现。 截至今年第二

季度，PayPal对eBay的收入贡献率已

近超过一半以上。

早在去年2月，持有eBay约2.2%

股份的激进投资者卡尔·伊坎就向e-

Bay发出公开信， 对该公司治理问题

提出质疑，并建议eBay将PayPal业务

剥离，使后者独立运营。

去年9月，eBay宣布将PayPal分

拆成独立上市公司的计划，并于今年

6月获得董事会批准。 分拆协议规定，

eBay在未来五年内不得推出支付服

务，PayPal则不能为实体产品开发自

主的在线交易平台。

本月17日，eBay和PayPal正式分

拆，20日，PayPal股票挂牌交易。 在

2002年被收购前，PayPal就曾使用

“PYPL” 的代码在纳斯达克市场交

易。 上市首日，PayPal市值一度超过

500亿美元，远远超过eBay的规模。

发力移动支付

eBay最终决定将PayPal分拆上

市， 并不完全是为了回应卡尔·伊坎

的诉求， 实际上这已经是大势所趋。

去年秋天，苹果推出Apple� Pay移动

支付系统，谷歌、亚马逊、三星等公司

也都相继加入移动支付市场大战，这

给一向在电子支付领域独占鳌头的

PayPal带来巨大挑战。

业内人士认为，继续屈居eBay之

下将阻碍PayPal未来发展，将后者分

拆上市是巩固其市场地位的最好手

段之一。

根据今年4月调研公司Change-

Wave对美国移动支付市场用户进行

的意向性调查报告，截至今年3月底，

计划使用Apple� Pay的用户占比从

去年6月底的19%大幅上升至45%，而

计划使用PayPal的用户占比则从

54%跌至28%。

面对紧迫的竞争环境，PayPal计

划通过一系列大规模收购，对苹果和

谷歌等对手进行狙击。 据悉，“单飞”

后的PayPal获得了近60亿美元现金

储备，这为其展开并购活动奠定坚实

基础。

事实上在完成分拆前，PayPal已

经有所行动。 今年初，PayPal以约3亿

美元价格收购移动支付公司Paydi-

ant， 后者主要为大型零售连锁商提

供授权技术平台，帮助客户搭建移动

钱包应用。 Paydiant成立于2010年，

客户包括赛百味等零售商以及沃尔

玛、塔吉特百货等零售巨头组建的零

售商联盟 MCX。

近期，PayPal又完成了对Xoom

的8.9亿美元收购。 Xoom主要提供国

际汇款服务， 帮助用户通过手机、平

板电脑及个人电脑轻松完成海外付

款及汇款业务。

PayPal首席执行官舒尔曼此前

表示， 收购会是公司的优先考虑事

项，“当前的财务状况给我们带来了

物色有价值的收购标的的机会。 纵观

全球，我们有着巨大的收购机遇。 ”

机构看好PayPal“钱” 景

PayPal在分拆后上市的首个交

易日， 就实现了超过5%的涨幅，尽

管随后几个交易日股价有所回落，

但华尔街分析师仍普遍看好其未来

表现。目前有统计的13家券商中，包

括巴克莱、野村、摩根大通等在内的

9家给出PayPal股票“买入” 或类似

评级。

花旗在22日发布的最新报告中

给予PayPal“买入” 评级，目标价为

47美元，较当前水平高出近30%。 该

行分析师认为，PayPal有能力维持超

过15%的净收入增长率，每股收益增

速将达到18%。 尽管当前股价存在溢

价，但公司本身的质地和同类上市资

产的稀缺性足以支撑其表现。

相比之下， 脱手PayPal之后的

eBay则面临诸多挑战。 二者作为同

一实体的最后一份财报显示，今年第

二季度PayPal保持了两位数的营收

增长，而eBay收入继续萎缩。 从电商

行业来看，市场预计今年亚马逊销售

额将接近1000亿美元， 该公司目前

市值达到2250亿美元， 而eBay今年

的销售额（剔除PayPal后）很可能不

到100亿美元， 目前市值不到350亿

美元。

上周， 标准普尔公司已经宣布

PayPal将取代eBay，成为标普100指

数成分股， 同时取代离岸钻井商No

ble，成为标普500指数成分股。

海外聚焦

金钱改变伦敦天际线

□本报记者 王亚宏 伦敦报道

伦敦北部的报春花山公园是欣赏城市

全景的绝佳地点，站在并不算高的小土坡

上，能看到上百座塔吊正在紧锣密鼓地改

变着这座古老城市的天际线。

伦敦金融城的天际线确实正在发生激

烈变化，也成了建筑师的竞技场。 毕竟在

财大气粗的金融机构看来预算不是问题，

技术的日新月异也使得一些以前只出现在

图纸上的建筑能够在现实中拔地而起。 之

前是金丝雀码头新金融城的加拿大广场统

治着天际线，到2012年高楼之王的桂冠移

交给了塔桥附近的碎片大厦。 作为全西欧

最高的摩天大楼，无论你身在伦敦的什么

地方， 高306米的碎片大厦永远是天际线

上最突出的那一个。 在碎片大厦上拥有一

个全景观景台，晴天时能够看到60公里以

外的景色， 整个大伦敦都可以一览无

遗———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作为西欧空气

质量最差的首都，登高鸟瞰全城的如意算

盘，有不小的几率会因雾霾遮挡而被打破。

近年金融城的建筑风格好像又开始发

生变化，一些建筑不再追求高度，古典的低

调奢华又重新成为金融机构的选择。 比如

两个世纪以前金融大鳄罗斯柴尔德家族就

占据着金融城圣史威丁巷。 他们在20世纪

60年代兴建的老总部大楼近年被重建，取

而代之的是一个庭院式的建筑和一个半开

放式的广场。 在街上就能看到楼里悬挂的

一幅幅巨型油画以及厚重的橡木家具，如

果不是著名的五箭标志的提醒，会让人以

为里面是一座艺术馆而不是金融机构。 以

此为标志，伦敦的建筑经历了从古典主义

到新古典主义的主题重现，而那些巍峨耸

立的摩天大厦，则像是一节节不甘寂寞的

插曲。

从建筑风格的变化，能够读懂一个城

市的风尚与脉搏。 而如果再研究研究那些

天际线上建筑的归属权，你会发现更有意

思的事情：一座座金钱塔们醒目地标识着

财富分布的转移。

比如有着优美穹顶的圣保罗教堂，是

教会的财产，它周围一片片古老的房产，则

属于英国威斯敏斯特公爵等古老的贵族，

近来随着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统治伦敦

天际线的高楼们也成了“多国部队” 。

曾经力压圣保罗教堂一头的巴特西电

站就完成了角色转化。 位于泰晤士河南岸

的这座电厂是欧洲现存最大的红砖建筑，

曾负责伦敦全城五分之一的电力供应，被

誉为“电子教堂” ，其外表看起来刻板但细

节却十分精致， 那四个高耸入云的白色烟

囱已成为泰晤士河南岸的地标。 1982年这

座教堂由于伦敦治理空气污染的原因而退

役，这块地的重新开发被提上日程，来自马

来西亚的财团最终拿下这个项目， 成为巴

特西电站的新主人。

除巴特西电站外， 其他一座座曾经的

“伦敦第一高楼” 也陆续改换门庭。卡塔尔

投资局花26亿英镑买下了新金融城金丝

雀码头，而金融城的标志性建筑“小黄瓜”

则被巴西萨法拉财团收入囊中。当然，在房

地产盛宴中肯定少不了中国买家， 劳合社

大楼早就属于中国平安的名下。

现在伦敦最高的碎片大厦同样也是外

国东家所有， 那座大厦的开发商来自从来

都不差钱的中东富国卡塔尔。 卡塔尔央行

行长阿勒萨尼亲王称由于主权债务危机，

2009年后其他银行都开始撤资，而卡塔尔

的国家银行从那时起开始顺势对碎片大厦

项目进行注资， 因为他们相信大厦作为伦

敦南岸地区的地标具有很大的潜力。

大量海外投资者打着和卡塔尔同样的

心思， 用巨资改变伦敦天际线的归属。 当

然，也并非所有的高点都拜倒在金钱脚下，

起码作为天际线观察点的报春花山， 仍牢

牢掌握在英国人手中。

美国楼市复苏存隐忧

□本报记者 郑启航 华盛顿报道

22日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公布最

新旧房销售数据，6月美国旧房销量按年

率计算达到549万套，环比增长3.2%，为8

年以来最好水平。 各类旧房销售中间价同

比增长6.5%， 达到每套23.64万美元。 创

2006年7月以来新高。

目前，旧房销售在美国房地产市场的

占比超过90%， 因而旧房销售数据被视为

美国房地产市场表现的晴雨表。今年以来，

虽然美国经济在第一季度陷入小幅衰退，

环比下降0.2%，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复苏

一直较为稳定，按年率计算的旧房月均销

量超过510万套，好于之前3年的水平。

但是， 美国房地产市场复苏始终有一

个隐忧挥之不去， 那就是房屋供给的长期

不足。 今年6月，美国未销售的旧房库存仅

够支持5个月，低于5月的5.1个月，而一个健

康的房地产市场通常需要可以满足半年销

售的库存量。 一些大城市的待售房屋库存

量则更加稀少， 根据美国房屋经纪人网站

的统计，6月美国三分之一以上大城市的待

售房屋库存量无法支撑2个月的销售。

房屋供给不足会推升房价过快上涨，

如今美国东西部不少沿海城市的房价已经

高到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的地步。 美国房地

产经纪人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云在

分析6月美国房地产市场表现时说， 对于

潜在购房者而言，持续上涨的房价已导致

房价的可承受度不断下降。

美国房地产市场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

场，通常情况下，当需求增加以后，供给会随

之增长从而实现市场平衡。而当前房地产市

场的供给不足根本还在于美国经济复苏乏

力，危机的阴影尚未消除，导致旧房、新房的

供给受到诸多限制。 在旧房供给方面，首先

美国仍有大量房屋售价无法偿付当年的抵

押贷款和利息。根据美国房地产网站Zillow

的统计，尽管过去5年美国房价上涨了31%，

但截至今年一季度， 全国仍有15.4%的房屋

即大约790万套房屋的售价不够还本付息，

如果这些房屋的房主想要卖掉自己的房子，

还需要支付数千甚至数万美元差价，因而导

致很多人无法出售手中的房产。

经济复苏缓慢也让银行提升了对申请

房屋抵押贷款人的信用要求和首付要求，

进而对旧房供给起到抑制作用。 2005年和

2006年，零首付的房屋抵押贷款在美国是

比较普遍的，而如今此种现象几乎绝迹，最

低首付比例也要3.5%。 《华尔街日报》日

前一篇报道就说， 目前有数百万美国人不

敢出售自己的房屋， 因为他们担心无法再

次获得新的抵押贷款购买新的住房， 或者

卖掉自己的住房并还本付息以后， 剩下的

钱不够支付新房的首付等其他费用。

此外，由于房产泡沫破裂，经济复苏乏

力，过去几年租房的美国家庭大量增加。今年

一季度美国房屋所有率已降至63.7%， 为25

年以来最低水平， 因而很多投资人购买房屋

后将其改装成出租房， 有机构统计这导致

2008年以来美国旧房供给减少260万套。

在新房供给方面，由于经济形势不好，

银行惜贷倾向严重， 开发商开工新建住房

也受到限制。 根据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

的统计， 今年一季度该公司担保的房屋建

筑贷款为536亿美元， 仅为2008年早期房

屋建筑行业高峰时期的29%。而且，受银行

惜贷冲击最为严重的， 正是承担着美国七

成以上新房建造的中小开发商。

可见，美国2007年房地产泡沫破裂的

后遗症还未完全消除， 经济大环境不佳又

拖累了房市复苏的脚步。 尽管民众的购房

需求在增长， 但美国房产市场要想步入更

加健康的复苏轨道，短期还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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