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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德意志银行宣布了包括裁员超
过 7000 人在内的大规模重组计划。一时
间各方对于国际大型银行业务整合的关注
度再次升温。实际上，自国际金融危机以
来，全球大型银行一直在整合和调整业务
结构。

细观德银本轮重组和调整，在全球布
局上体现为大幅压缩美国市场业务和放缓
中欧、中东及非洲业务，业务调整上则重点
压缩投行部门。据悉，未来将削减 25%的
股票销售和交易业务人员，同时进一步压
缩大宗商品咨询和业务部门。

目前采取压缩和整合投行部门措施的
并非只有德银一家。自 2008 年国际金融
危机后，全球各大银行都着手整合投行业
务。这是因为监管收紧，要求投行业务与
企业金融、零售金融分离，投行业务无论是
在资本门槛还是人员薪酬方面都面临更大
的监管挑战。

同时，在今年上半年之前，债券、股票
以及外汇各领域产品的业务量和利润都在
下降，不需要国际金融危机前那么多投行
人员。金融咨询公司——联盟发展公司数
据显示，2017 年全球前 12 大投资银行有
关固定收益、货币和大宗商品业务收入降

至680亿美元，为7年来最低点。其中，来
自十大主要交易货币的收入已经降至 71
亿美元，为200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但是，行业整合并不意味着所有银行
的投行部门都在压缩。与欧洲大型银行投
行业务缩减同步出现的是美资投行市场份
额上升。摩根大通、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都
不同程度地提升了投行业务的市场份额。
数据显示，最大的 5 家美国银行投行业务
营收比重已经高达 62%，剩余的不足 40%
则由7家欧洲银行所有。

在美资投行主导态势越来越明显的情
况下，长期处于二线梯队的欧洲投行面临着

“鸡肋”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形成全面与美
资机构竞争的态势需要补齐各自的不足，但
是高昂的成本是欧洲银行无法承受的。另
一方面，即使补齐了业务短板，投行业务的
总体业务量已经远不及国际金融危机前水
平，资本投入后的预期收益无法保证。

因此，“食之无味”的投行业务成为德

银等欧洲银行不得不压缩的领域。联盟
发展公司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6年，
全球前 12 家大型银行从事十大主要交
易货币的外汇交易部门雇员持续下降，
直到 2017年才出现了 1.2%的微增。在
英国，皇家苏格兰银行就全面收缩了全
球布局，同时削减了投行部门 1.8 万人
中的1.4万人。

德银此轮大规模调整过程中，在压
缩其投行部门的同时，预计还将重整其
零售银行部门并加强私人银行建设。

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元区和英
国的低利率政策及经济复苏进程一直制
约着其境内银行的零售业务和企业业
务。利差下滑也造成多数欧元区和英国
银行在想方设法降低成本。

日前，皇家苏格兰银行表示，在系统
分析和梳理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
网点分布之后，该行将在未来关闭 180
多家分行，裁员 1000 人左右。事实上，

该银行已经在去年年底宣布关闭259家分
行，这一规模已经占到了当时分行数目的
25%。在关闭成本高昂的实体分支机构的
同时，皇家苏格兰银行加大了对网上银行
和手机银行的业务投入。

在欧洲大陆，北欧银行在去年也表示
将在未来 4 年内裁员 6000 人，包括 4000
名银行职员和 2000 名咨询师，取而代之
的将是大量的数字化和自动化设备，以此
削减成本和提升竞争力。在葡萄牙新银行
的战略重组中，2017 年已经关闭了 58 个
网店，裁员390人，预计未来还将进一步减
少分支机构和员工数量。

大型银行人员和资源的调整不仅体现
在压缩成本，同时还集中在加大科技投入，
适应新的银行业发展环境和解决自身技术
人才缺乏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型
银行开始加大和调整对科技领域的投入。
美国第二大银行——美国银行在 2017 年
就开始压缩运营和技术部门人员，但同时
以更高成本招聘新的技术人员，以提升在
运营技术领域的效率。

瑞银集团强调，未来10年可能会压缩
员工规模 30%，但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雇
员规模将大幅提升。当前，瑞银正在加大
招募相关数据科学家、分析师和研究人
员。这一方面是考虑到未来越来越多科技
企业进入金融领域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更有效地优化投资和风险管理。

全球大型银行持续整合业务结构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大型银行一直在整合和调整业务结

构，不仅纷纷采取压缩和整合投行部门、重整其零售银行部门并加强私

人银行建设等措施以压缩运营成本，同时还集中加大科技投入，适应新

的银行业发展环境和解决自身技术人才缺乏问题。

预计今年新加坡经济将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外向型领域将起到支

撑作用，其中制造业预计继续维持扩张态势，电子业和精密工程领域也

将持续增长，但速度会比2017年有所放缓。外向型服务领域如金融与

保险、交通与仓储以及批发贸易也预计获益于良好的外部需求。

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近日公布了第
一季度全国经济调查报告。报告显示，
今年一季度新加坡经济增长强劲，表现
超出预期。外需持续改善既提振了外向
型行业，也将增长态势扩大到内向型行
业，经济表现整体向好。新加坡贸工部
预计，2018 年新加坡全年经济增速将达
到 2.5%至 3.5%。

报告显示，2018 年一季度新加坡经
济取得了 4.4%的同比增长，超过上一季
度的 3.6%。经年化季节性因素调整后，
环比增长 1.7%。具体来看，在电子、精
密工程和化工行业的强劲带动下，制造业
同比增长 9.8%。受建筑活动放缓影响，
建筑行业同比下降 5.0%。交通仓储行业
同比增长 2.8%，增速与上一季度的 5.3%
相比下滑明显。住宿及餐饮服务行业取得
了 2.0%的同比增长，但与上一季度的
2.9%相比增速有所放缓。信息通讯行业
取得了 5.7%的同比增长，但增速从去年
四季度的 6.0%高点出现滑落。商业服务
业则同比增长 2.8%，增速与上一季度相

比略有提升。
对于整体经济表现，新加坡贸工部认

为在外向型行业的支撑下，预计 2018 年
新加坡经济将保持稳定增长。尤其是在电
子和精密工程行业持续增长的带动下，制
造业预计将会继续保持扩张态势。但是，
与 2017 年相比，这一增速将更为温和。
同样，金融保险、运输仓储和批发贸易等
外向型服务业预计将继续受益于健康向好
的外部需求。随着劳动力市场持续复苏和
消费者信心改善，预计今年的增长态势也
将扩大到零售和食品服务等以国内市场为
导向的服务业。不过，由于建筑需求疲

软，建筑行业预计在 2018 年全年将持
续低迷。

新加坡贸工部常任秘书罗锦贤表
示，预计今年新加坡经济将保持稳健增
长态势，外向型领域将起到支撑作用，其
中制造业预计继续维持扩张态势，电子
业和精密工程领域也将持续增长，但速
度会比 2017 年有所放缓。外向型服务
领域如金融与保险、交通与仓储以及批
发贸易也预计获益于良好的外部需求。
在不全面出现经济下行风险的前提下，
新加坡 2018 年全年经济增速预计将达
到2.5%至3.5%。

展望2018年全球经济，新加坡贸工部
认为，全球经济自年初以来保持稳步扩张
势头，预计全年经济表现与去年相比将会
略有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调
高了新加坡主要终端需求市场的增长前
景，包括美国和欧元区。在内需和出口持
续改善的支撑下，东盟主要经济体预计将
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新加坡贸工部也提醒，当前全球经济
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也在增加。
一方面，近期美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行
为以及关税措施增加了全球贸易紧张局势
升级的风险。新加坡贸工部认为，这将对
国际贸易产生不利影响，并会打击投资者
和消费者信心，进而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在全球利率上升和金融环境普
遍收紧的形势下，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脆
弱性可能会有所显现，尤其是对那些债务
水平较高的国家而言。如果出现这种情
况，这些经济体的投资和消费增长可能会
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这对新加坡经济将
会产生一定影响。

外需持续改善 整体表现向好

新加坡今年经济将保持稳健增长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刘 威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收跌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9日下跌，其中道指跌1.58％，标普指数跌1.16％，纳斯达克指数跌0.50％。图为5月29日，交易员在美国纽约

证券交易所工作。 新华社记者 王 迎摄

5月 29日，日本东京都中小企业振兴公社推出 10

种利用传统手工工艺制作的商品，以弘扬“匠人精

神”。图为手工艺人现场演示制作“浮世绘”版画。

新华社记者 马 平摄

东京展示传统手工艺商品

最近，不少国际能源巨

头都将未来发展的“赌注”押

在了拉美国家。埃克森美

孚、雪佛龙、英国石油公司、

壳牌和道达尔等国际油气巨

头着眼公司发展“钱途”，纷

纷竞标巴西和墨西哥等拉美

国家油气区块，为企业的未

来拓展发展空间。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由于拉美国家实行国有化政

策，将能源矿产等资源收归

国有，多数国际石油巨头或

主动或被动地退出了拉美国

家市场。如今，随着拉美国

家调整油气开发政策，向国

际资本敞开大门，西方石油

公司再次“盯”上了拉美，试

图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大陆分

得“一杯羹”。

世界经济逐步回暖，国

际市场石油需求上升。美国

能源信息署预测，今年的原

油需求将首次突破 1 亿桶/

日的历史性关口。国际能源

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近日

表示，未来 5 年全球石油需

求将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必

和必拓集团石油公司总裁帕

斯特认为，到 2025 年，全球对原油的新增需求将达

2500 万桶/日至 2800 万桶/日。受供需关系和地缘政

治影响，最近国际油价逐步回升，布伦特油价近日创下

了4年来的新高，冲破80美元/桶大关。

国际油市行情看涨，让国际石油大佬在高兴之余

不免暗暗叫苦，原因是国际石油大佬手头“余粮”有限，

可开采油田捉襟见肘。众所周知，全球常规油气资源目

前已基本勘探完毕，近年来探明油气储量增长幅度不

断收窄，西方油企苦于找不到新的油气区块可供钻探。

沙特、伊拉克等国虽有大量未开发油气资源，但都预留

给了本国的国有石油公司，西方公司很难插足。俄罗斯

和伊朗虽然油气储量惊人，但受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

制裁，外国石油公司投鼠忌器，亦难以实质性进入。环

顾世界，当前对外资敞开怀抱并提供优惠条件的，仅有

拉美国家。拉美俨然是西方石油公司“最后的乐土”。

近年来，一些拉美国家为吸引外资，启动相关改

革，放松了对外国石油公司的管制，修改对外石油合作

合同的条款，为外资参与油气勘探开发创造优惠条

件。例如，巴西取消了本国石油公司在对外合作深水

油田项目中的“唯一作业者”垄断地位，让国际石油公

司在勘探开发方面有更多的自由，同时放松了对本地

化的要求，以方便油田开发所需人员、材料、设备进入

巴西市场。墨西哥则降低了对外招标的资质要求，同

时出售大量地质数据给投标公司，对本地化要求也更

加灵活。对于拉美国家政府伸出的“橄榄枝”，国际石

油巨头自然是喜出望外，纷纷出手购置油气资产。去

年，埃克森美孚公司斥资13亿美元购入了巴西深水油

田资产；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以28亿美元购入巴西荣卡

多油田资产，还增持了阿根廷瓦卡姆达页岩区带勘探

面积。今年以来，巴西启动新一轮油气资源招标，将

70个海上和陆地区块向外商开放，墨西哥也将37个浅

水油气区块对外招标，吸引了数十家外国石油公司前

来竞标。据报道，厄瓜多尔今年也将以富有吸引力的

条件将28个区块对外招标，阿根廷则有意启动15年来

的首次招标，向外资开放其大西洋沿岸油气区块。

外国石油公司入场，改变了拉美国家的油气产业

面貌。墨西哥近3年来与外国石油公司签订了110份

合同，使墨国有石油公司增收20多亿美元。圭亚那通

过与埃克森美孚合作，发现了近20亿桶原油的商业储

量，不仅使其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还一举成为拉美

油气业的一匹“黑马”。得益于对外合作，巴西石油产

量已连续4年实现增产，去年日均油气总产量达265万

桶石油当量，再次成为拉美第一大石油生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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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陈博报道：隶属欧盟委员
会的官方机构“欧洲晴雨表”近日发布民调结果显示，
今年欧洲民众对欧盟的看法继续发生积极改变，有三
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身为欧盟成员国是有利的。这
一认知水平创下了1983年以来的新高。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有48%的受访者“对欧盟充满
信心”，这一比例较去年提升了 6 个百分点，但仍有
4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欧盟怀疑论”的支持者。此
外，今年有32%的受访者认为欧盟“正朝着正确的方向
发展”，较往年比例略微提升。但是，在对欧盟政治的
认知程度上，仅有 32%的受访者知道明年 5 月份将举
行欧洲议会选举，显示出欧洲民众参与欧盟政治的水
平仍有待提升。

欧盟民意支持率上升

新华社法兰克福5月 29日电 被
誉为“隐形冠军之父”的德国管理大师
赫尔曼·西蒙日前表示，中国可以学习
德国“隐形冠军”企业经验，同时中国
又为“隐形冠军”企业提供了广阔市
场，这一互动可极大推动德中合作水平
提高。

“隐形冠军”是指在某一细分市场领
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年销售额不超过
50 亿美元且隐身于大众视野之外的中
小企业。

西蒙日前被聘请为中国国际投资促
进中心（德国）荣誉顾问，中国驻法兰克
福总领事馆经商室参赞朱伟革和 20 多
位中德两国经济界人士出席聘请仪式。
西蒙在仪式上说，德中经贸往来水平日
益提高，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可发挥重
要作用。

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中心（德国）主任
徐遥君说，中国中小企业可从德国“隐形
冠军”企业的成功中学习经验，此次双方
携手将有助于深化国际合作，为中国中
小企业产业升级以及深化对德合作探寻
道路。

据悉，今年 10 月中下旬，中国
国际投资促进中心 （德国） 将继续
携 手 西 蒙 和 众 多 德 国 “ 隐 形 冠 军 ”
企业，组织中德投资并购论坛、中
德“隐形冠军”峰会等活动，介绍
德国“隐形冠军”企业经验，帮助
中国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打造更多
中国“隐形冠军”。

中德加强“隐形冠军”企业领域合作

本版编辑 徐 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