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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0

年起从管理顾

问误打误撞到小微贷及个

贷行业的布兰登·罗斯，深

深感受到后金融危机时代

私人信贷业的重生，其所掌

控的借贷俱乐部因而成为

P2P

网络信贷平台中的翘

楚。不过他仍孜孜以求于消

费信贷的多元化，并确信在

银行加速收紧小微贷款的

当下，私人借贷将具最佳投

资回报率。而其所瞄准的放

贷目标既非汽车业，亦非电

子医疗或房地产，而是当仁

不让的小微企业。

身 处

信贷行业

第一线的

罗斯对于

银行信贷

现状的判

断可谓精

准， 而哈

佛商学院

专事信贷

研究的高

级 研 究

员、 中小

企业管理

研究前负

责 人 凯

伦·高登·

米尔斯最

近出炉的一份研究

报告成为罗斯精准判断的佐

证。 米尔斯在报告中阐明，自

金融危机爆发前至今，美国中

小企业银行信贷呈现长期下

滑趋势， 贷款金额不足

100

万

美元者只占各商业银行贷款

的

25%

，远低于

2005

年的

40%

及

1995

年的

52%

。 米尔斯预

测，在线小企业贷款公司因借

贷成本较低、 发贷速度更快，

并在确认借贷风险时拥有最

新计算工具，因而有望像亚马

逊商店改变零售业态一样，改

变未来的银行业态。

诚然， 按照摩根士丹利

公司提供的相关数据，

2014

年美国小微企业从在线借

贷公司处获得的贷款总额

不过

50

亿美元，但其贷款增

速惊人，据预测，至

2020

年，

在线借贷将以每年

50%

的速

度增长。

志在小微贷的罗斯如今

野心不止于放贷， 更欲投资

这一行业中的佼佼者， 于是

他创立了一份电子表格，用

于显示谷歌搜索中位列前

100

名的小微贷公司，并与名

单中的各公司一一联络。 而

第

85

个电话终于圆其投资

梦想， 一家名为

IOU

金融的

小微贷公司首席执行官与

罗斯直接接洽， 并促其最终

完成直接贷款投资。 如今，罗

斯针对小微贷款公司创立的

直接贷款投资基金资产总值

已达

2.2

亿美元， 年均回报率

则始终稳

定在

11%-

13%

之间。

作 为

主要借款

人，包括零

售商、牙科

诊 所 、 餐

馆、酒店等

业态在内

的小微企

业平均开

业时间通

常达

12

年，

年收入则

在

50

万

-

200 0

万 美

元之间，相

应的贷款规模从

1

万美元到

50

万美元不等，贷

款期限则为

3-36

个月。 不

过， 罗斯并未止步于此，在

他看来，放贷产生的债务还

可通过债转股形式进一步

赚取利润：鉴于小微贷款期

限短， 放贷资金一旦回收，

还可伺机利率高企时再度

以高息放出，从而获得更高

回报。

罗斯相信贷款利率仍将

维持高位状态， 但贷款公司

不能因此忽略风险的存在。

酷爱滑板运动的罗斯虽已年

过

42

岁， 仍会时常参与到年

轻人的滑行中，在他看来，与

一般年轻人相比， 身为中年

滑板运动爱好者， 其更具防

范风险的妙招，即“从头到脚

尽可能多的穿戴好防护垫”。

信贷行业的风险防范亦如

是。 （石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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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 航空巨头十年首换帅

□本报记者 张枕河

作为具有百年历史的航空巨头，美

国波音公司十年来首度换帅使其成为

市场焦点。6月23日，波音宣布现年51岁

的总裁、 副董事长兼首席运营官丹尼

斯·米伦伯格将于7月1日升任首席执行

官(CEO)，而现年65岁的现任董事长兼

CEO吉姆·麦克纳尼今后将仅担任董事

长一职，并于2016年2月底卸任。

分析人士指出，波音的民用飞机未

交货订单达已达到8年产量， 其业绩表

现强劲且稳定，因此可以从容地更换领

导层。 今年以来，波音股价上涨10.2%。

历经时代变革

波音公司创建于1916年7月15

日。资料显示，波音不仅是全球航空航

天业的领袖公司，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

民用和军用飞机制造商。此外，波音公

司设计并制造旋翼飞机、 电子和防御

系统、导弹、卫星、发射装置，以及先进

的信息和通讯系统。 作为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的主要服务提供商， 波音公

司运营着航天飞机和国际空间站。 波

音公司还提供众多军用和民用航线支

持服务， 其客户分布在全球90多个国

家。就销售额而言，波音公司是美国最

大的出口商之一。

波音公司由威廉·爱德华·波音创

建，其发展历程经历过许多时代变革。

首先是“军用时代” 。20世纪三十

年代中期， 波音公司开始研制大型轰

炸机， 波音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赫赫有名的B-17、B-29轰炸机，以及

冷战时期著名的B-47和B-52战略轰

炸机。 美国空军中比较出名KC-135

空中加油机以及E-3预警机也是由波

音公司生产。

20世纪六十年代以后， 波音公司

的主要业务由军用飞机转向商用飞

机，从而进入“商用时代” 。 1957年在

KC-135空中加油机的基础上研制成

功的波音707是该公司的首架喷气式

民用客机，共获得上千架订货。从此在

喷气式商用飞机领域内便一发不可收

拾，先后发展了波音727、波音737、波

音747、波音757、波音767、波音777、

波音787、一系列型号，逐步确立了全

球主要的商用飞机制造商的地位。 其

中，波音737是在全世界被广泛使用的

中短程窄体民航客机。 波音747一经

问世就长期占据了世界最大的远程宽

体民航客机的头把交椅，直到2008年

才被A380取代。

1997年，波音公司宣布，原波音

公司与原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完

成合并，新的波音公司正式营运，这标

志着波音公司进入民用时代。

不断完善技术

业内人士表示， 不断努力研发新

产品，探索新技术，是波音在业内领先

的原因所在。

近年来，波音不断创造民用飞机新

产品，制造出能够将重达14吨载重送入

轨道的运载火箭；通过先进的卫星网络

改进全世界居民的通信状况等。

随着1997年波音对麦道的吞并，

波音在民用飞机领域的传统优势因麦

道的加入进一步加强。 波音现有的主

要民机产品包括707、717、737、747、

767、777、787系列飞机和波音公务机。

目前波音的研制重点为797，未来

将成为波音的旗舰产品。有媒体猜测，

797客机的三角机身将能乘坐大约

1000人。 797机翼机体混合结构汇聚

几大优点，比如“提升比” 大大提高达

50%，机身重量可减少25%，因此燃油

效率比A380提高33%；高强度机体可

以减少空气紊流对机体的压力， 提高

燃油燃烧效率，使其在满载1000名乘

客的负荷下续航能力达16000公里，

速度达到0.88马赫（即每小时1066公

里），比A380提高13%，将成为未来客

机强大的竞争者。 当然这些都是外界

猜测，波音并未公布相关细节。

全球现役的波音民用飞机接近

13000架，约占全球机队总量的75%。波

音民用航空服务部通过全天候技术支

持帮助用户保持飞机的最佳使用状态，

同时为全球用户提供一整套具有国际

水准的工程、改装、物流和信息服务，服

务对象包括经营客、货运业务的航空公

司，以及飞机维护、修理和大修厂商。

业绩表现抢眼

波音近期公布的业绩表现强劲，

成为其能够稳定换帅的重要原因。

最新公布的上季度财报显示，

2015年一季度营业额同比增长8%，达

到221亿美元。波音民用飞机集团一季

度营业额同比增长21%， 达154亿美

元。第一季度，波音民用飞机集团获得

52架737MAX飞机订单。 737MAX自

启动以来，已经获得超过2700架确认

订单。同时，波音在南卡的推进系统设

施投入使用，将支持737MAX和777X

项目； 公司还交付南卡工厂生产的首

架787-9梦想飞机； 并获得了针对

747-8洲际客机的330分钟延程飞行

认证。 波音民机集团一季度共获得

110架净订单。 储备订单超过5700架，

价值达4350亿美元。

而在2014年全年，波音创下交付

最多民用飞机的全球行业纪录， 即一

年内交付723架飞机，连续第三年保持

其世界最大飞机制造商的地位。 2014

年，波音获得1432架净订单，按照目

录价格计算价值达2327亿美元。 公司

的储备订单也创历史新高， 达5789

架。 波音的宽体飞机家族———747-8、

767、777和787梦想飞机占到全世界

去年交付双通道飞机的60%以上，进

一步巩固其在宽体飞机行业的领袖地

位。 新一代737项目在2014年的交付

量亦创下新纪录，达485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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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需打造

“共赢经济学”

□金旼旼

6

月中记者结束在美国的游历， 从旧

金山回国。 时值一个非旅游旺季的周四，

令人意外的是，国航最新机型波音

747-8

几乎座无虚席。

这架可容纳

467

人的崭新飞机是国航

最大的波音飞机，而这架满员航班也只是

每天中美空中穿梭大军中不起眼的一员，

现在平均每天有

1.7

万人次往来于中美空

域。 而在这密集的人员往来背后的，是两

国

5550

亿美元的年双边贸易额，

1200

亿美

元的双边投资存量， 一年超过

400

万人次

的旅游往来，以及接近

30

万的留学生。

不过，在如此密切的双边经济和社会

交往大背景下，近来的中美关系却遭遇考

验。本周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

国举行，被称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第一人

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大卫·兰普顿

近期却如此警告：“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

个临界点。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

塌，但美国政策精英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

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 ”

兰普顿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华盛顿主

要智库和研究机构近期密集发布一批涉华

报告，轮番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更强硬的对华

政策。 这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颇为罕见。

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CFR

）近期发

布的一份重要报告中，美国前副国家安全

顾问、 小布什政府驻印度大使罗伯特·布

莱克威尔和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

成员阿什利·特利斯写道， 未来十年中国

将是美国最大的对手。他们呼吁美国政府

对中国采取更多的遏制措施。

随着中美之间经济实力差距越来越

小，在个别产业领域竞争加剧，以及两国

在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上的分歧，近来上述

唱衰中美合作、夸大中美竞争的言论甚嚣

尘上。但如果中美关系延续这一竞争大于

合作的逻辑发展下去，对两国经济乃至全

球经济，都将不啻为一场灾难。

回顾中美关系， 尤其是中美经贸关

系， 自建交以来合作和竞争就一直并存：

通过合作共同做大蛋糕的 “绝对收益”一

直都是中美关系的重要黏合剂，而通过竞

争为自身争取一块更大蛋糕的 “相对收

益”也一直都是中美摩擦的导火索。 但近

三十多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历史说明，合

作的“绝对收益”要远远大过竞争的“相对

收益”，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在今天的全球经济新格局治下，中美

如何打造“共赢经济学”对两国关系的持

久深化发展至关重要。

从双边层面来看，中美“共赢经济学”

表现为两大方面。

首先，从发展历史和双边经贸发展存量

来看，中美合作显然达到了共赢效果。

2014

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

5550

亿美元，中国已成

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

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去年双边投资存量达

1200

亿美元， 美国是第六大对华直接投资

国，也是中国第三大对外投资目的地。

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查

尔斯·沃尔夫曾提出“宇宙空间”理论来比

喻中美经贸合作关系， 即一国经济的崛起

扩大了他国可占领的市场规模。换言之，美

国的市场、 技术和贸易规则的确有助于中

国经济崛起， 但中国经济崛起之后带来的

更大市场规模和需求同样有利于美国企业

和经济，因此两国的经济交往实现双赢。记

者对通用电气和高盛的采访也印证了两国

企业共享中国发展红利的事实。

其次，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势来

看，中美经贸合作正面临转型升级，两国

之间的非对称依赖关系正在改变，中美之

间经贸合作将更加平衡、可持续，也将惠

及两国更多企业和民众。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在

他的新书《失衡———中国和美国相互依赖》

中提到此前中美之间的“扭曲依赖”关系，

这种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在全球金融危机之

后显然不可持续。 在华盛顿部分观察人士

看来，中国顺差、美国逆差，美国对中国投

资多、中国对美国投资少等现象说明，中国

依赖美国比美国依赖中国更多， 这也成为

鼓吹美国应遏制中国的重要论据。

不过，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转型升

级，更加依赖内需而非出口，中国对美投

资井喷式发展， 两国商讨双边投资协议，

中美间的失衡和非对称性依赖问题正在

解决。这将使得未来中美经贸关系更加平

衡、可持续。

从多边层面来看，在全球经济新格局

之下，中美合作也将带来巨大收益。首先，

今天全球和经济相关的多边话题，无论是

贸易规则谈判还是气候变化问题，离开中

美合作都无从谈起。

其次，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改

革既有国际经济治理架构也离不开中美

两国的合作。 兰普顿表示，无论是中国还

是美国， 通融和妥协都不应被赋予贬义。

在美国占全球

GDP35%

时，人们自然接受

了战后世界秩序，但在这一占比低于

20%

时便难以为继了。

在一个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的国际

社会，如何合理发挥自己实力，如何成为

全球和平与发展公共产品的共同提供者，

这是中美在新全球形势下的共同任务。

社区太阳能 美国太阳能产业“新星”

□本报记者 郑启航 华盛顿报道

美国绿色媒体研究所日前发布报告

称，美国社区太阳能发电市场（后简称社

区太阳能）2015年将同比增长5倍，新增装

机容量115兆瓦，到2020年，美国社区太阳

能新增装机容量将达到500兆瓦， 复合年

均增长率为59%。俨然，一颗太阳能市场的

新星正在快速升起。

社区太阳能属于分布式光伏太阳能

发电领域， 与传统分布式太阳能发电模

式最大的区别在于， 它不是通过在一家

一户的屋顶上安装太阳能光伏板来进行

发电， 而是在一块空旷的地方集中安置

大量太阳能板， 然后向周边社区居民集

中供电， 实现太阳能发电在该社区居民

中共享。

近年来， 美国太阳能产业快速发展，

民众对太阳能的认可度不断提高，这是社

区太阳能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背景。美国

太阳能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

美国全国新增电力装机容量半数以上来

自太阳能，达到1306兆瓦。 而太阳能快速

增长的主要动力就是美国普通家庭安装

太阳能装置踊跃，达到437兆瓦，同比增长

76%。

相比于在每栋家庭住宅或者商业建

筑上安装太阳能光伏板的传统做法，社

区太阳能供电模式拥有不少优点。 首先

是设备安装成本更低、 能源利用效率更

高。 美国最大社区太阳能开发商清洁能

源公司总裁保罗·斯宾塞表示，将5000块

太阳能板集中在一地统一安装， 然后向

1000个客户供电， 肯定要比在每个客户

的屋顶上单独安装太阳能光伏板更加经

济和节能。

其次， 在传统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电

模式下， 单个家庭或机构输入电网的电量

少且分散， 而社区太阳能将大量太阳能光

伏板所发电力统一输入电网， 从而使电网

公司的维护工作变得更加容易。

而且， 社区太阳能显著扩大了太阳能

的适用性。 根据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

室4月份的报告，由于受到外部遮挡、建筑

物朝向、结构、房屋所有权等因素制约，美

国49%的家庭和48%的商业用户都无法安

装太阳能光伏板， 而社区太阳能则为他们

使用太阳能提供条件。

鉴于社区太阳能的诸多优势， 美国政

府也致力于推动社区太阳能的发展。 2012

年美国能源部发布《社区太阳能发展指引

报告》， 介绍美国与社区太阳能发展相关

的法律法规，帮助企业、投资者在该领域进

行投资。 去年10月份，美国能源部向清洁

能源公司支付70万美元用于开发全国社

区太阳能发展平台，今年1月底，美国能源

部宣布拨付超过1400万美元用于支持15

个社区太阳能发电项目建设。

目前，美国有24个州实现至少一个社

区太阳能项目并网发电。 其中，加利福尼

亚州、科罗拉多州、马萨诸塞州和明尼苏

达州都表示未来两年将新建大型社区太

阳能项目，有20个州正在推进相关领域的

立法工作。

但是， 社区太阳能的发展仍然面临不

少难题。社区太阳能投资、建设和管理的相

关法律规范尚不健全， 影响投资人在该领

域扩大投资。其次，社区太阳能的商业模式

目前依然不够成熟， 还处于探索阶段。

不过，这颗太阳能市场的“新星” 还

是值得期待。 美国主要太阳能开发公司如

SolarCity、NRG能源公司等都已表示将

加入社区太阳能开发。 美国国家可再生能

源实验室预计，如果社区太阳能发电发展

顺利，到2020年将为美国太阳能产业带来

新增投资80亿美元，届时社区太阳能将占

到美国分布式光伏太阳能发电市场的半

壁江山。

侏罗纪怪兽与风险控制

□本报记者 王亚宏 伦敦报道

虽然不少以工具理性著称的分析师和

交易员们至今仍不能理解为何看上去凶猛

残暴的史前巨兽怎么能和“萌”或“酷” 等

评价联系起来，但这却并不阻碍他们走进

电影院去看《侏罗纪世纪》，体验两个小时

的感官刺激。 虽然很多人对霸王龙、雷龙

以及三角龙等庞然大物有天然的恐惧，但

害怕归害怕，其实在人们的心底，对恐怖巨

兽还是有某种向往与偏爱。 按照怪兽学研

究者的理论，很多恐怖的生物虽然并不存

在，但与人的精神需求密切相关，能够满足

人们的心理需求。

不同的人心里有不同的怪兽模板，无

论恐龙还是奥特曼，金刚还是哥斯拉，都会

受到追捧。 当然，有时候看怪兽玩心跳，并

不一定要去电影院，在金融市场上也会有

类似体验。 比如中国股市六月中一周股指

下跌超过10%，想想都会让人害怕。毕竟市

场也在遵循冷酷的丛林法则，时刻蛰伏着

几只巨兽，可能冷不丁地跳出来祸害一番。

如果投资者丧失警惕的话， 很有可能被突

如其来的怪兽咬一口， 比如希腊危机近期

就露出了锋牙利齿。

自从欧债危机爆发以来， 希腊债务问

题隔三差五冒头， 就像迅猛龙层出不穷的

骚扰一样让人难以忍受， 让整个欧元区进

退两难。对债权方来说，如果同意希腊减记

债务的要求，那么对于“欧猪国家” 中已经

毕业的葡萄牙、 爱尔兰和西班牙来说不公

平， 那些经历财政紧缩的民众将被迫和债

权国一起，为希腊的债务买单。但如果希腊

被逼退出欧元区， 那可能会推倒欧洲一体

化进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从上世纪50

年代开始的联盟可能会开倒车， 全欧洲几

代人的努力将随希腊银行的倒闭而功亏一

篑。退一步讲，即使希腊就像生命力顽强的

迅猛龙那样再次成功躲过眼下的这次债务

危机， 那么夏天还有一笔债务到期时该怎

么办？

如果说希腊是市场上快速敏捷的迅猛

龙的话， 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则是威名赫赫

的霸王龙。 虽然美国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

再次维持利率不变， 可就像电影中的大反

派是永远躲不开的，加息是迟早的事儿，要

抵御如此凶猛的巨兽， 投资者可得认真准

备，做好风险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