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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德国最大商业银行德意志银行
宣布了一项大规模重组计划，成为该行几
十年来最重大的业务重组。其中，最重要
的调整是裁撤全球证券交易业务，并大幅
缩减投行业务及固定收益业务，转而专注
于企业客户金融服务。

根据德银公布的相关信息，此次战略
转型的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成立企业
银行部，由环球金融交易业务部、德国本
土商业银行业务组成德银第四大业务板
块；退出投资银行业务中的股票销售及交
易业务，并降低在固定收益销售及交易业
务上的资本占用，尤其是利率业务；计划
在 2022 年实现 8%的有形股东权益回报
率；在 2022 年以前在科技领域投资 130
亿欧元，以提高效率，进一步优化产品和
服务能力。2022 年后，集团成本预计将
减少 60 亿欧元至 170 亿欧元，在当前基
础上降低四分之一。

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泽温表示，
德银此次战略转型，目的是为了全方位
释放潜力，德银正在推进必要的转型，

包括对商业模式、成本、资本及管理团
队的调整。此次业务重组聚焦客户需
求，将德银业务重点重新聚焦在“盈利
和可增长领域”。他指出，未来德银将继
续加强全球业务布局，助力企业成长，
根据客户实际需求，为德国、欧洲和遍
布全球的个人及机构客户提供最优质的
金融方案和建议。德银将继续坚持为股
东创造长期可持续回报，并重建德意志
银行声誉。

分析认为，德银此次业务重组的一个
重要目标是到 2022 年实现 8%的盈利。
目前，其盈利仅为0.5%。泽温表示，德意
志银行将通过此次转型优化业务结构，集
中精力挖掘在业务模式、成本控制、资本
管理以及管理团队等方面的潜力。

长期以来，德意志银行一直处于“危
机模式”。过去 7 年中，曾三度调整经营
策略并三度换帅，管理团队始终处于不稳
定状态。因此，这次调整力度之大，显示
出了德银“壮士断腕”的决心。

尽管投资者、政商各界认为德银此次
业务调整非常有必要，但仍有不少投资者
对德银能否实现既定目标持怀疑态度。
业内专家认为，实际上欧洲各大银行早已
完成了这种调整过程。德银此举是在“补
课”“还债”，仅仅是重新走上正轨的开始，
盲目乐观为时尚早。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泽温的这项
新战略，标志着该行打消了其全球化抱负
以及成为高盛在欧洲主要竞争对手的目
标。明年是德银成立150周年，泽温是在

让该行重新聚焦传统业务——为德国和
欧洲企业客户提供融资，并专心于国内零
售银行业务。

德国《商报》报道认为，德银放弃 30
年来一直追求成为全球最顶级投行的战
略，现在回归传统银行业务，同时加大对
数字化领域投资的重大计划，这一转变是
痛苦的，代价高昂，但却十分必要。不过，
德银艰苦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重生”的代价是惨痛的。据德银测
算，此次重组的成本高达 74 亿欧元。同
时，德银还将在短期内承受利润大幅下滑
的“阵痛”，今年二季度税前亏损可能将高
达5亿欧元。更大的挑战是，业务重组将
引发一波巨大的裁员潮。根据重组计划，
到2022年德银将累计裁员1.8万人，其中
包括德银投行事业部、个人客户事业部等
多部门高管。在德银宣布重组计划后，其
纽约分支机构立即开始了裁员行动。

市场分析普遍认为，德银此次业务重
组为其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下一步的
关键是如何按照既定目标和步骤贯彻执
行。德银是否有能力大刀阔斧地实施重
组计划，是否还会出现新的阻碍，都是未
知数。结果究竟如何，还需要时间去
检验。

裁撤投行业务 专注金融服务

德意志银行“断臂”求转型
本报驻柏林记者 谢 飞

本报伦敦电 记者马翩宇报道：中
国华为公司日前在英国古德伍德“速度
节”期间向公众开放其全新 5G 技术移
动展示卡车，让英国民众亲身体验超高
速 5G 连接。华为 5G 移动展厅拥有多个

“体验区”，为参观者提供 5G 数字技术
体 验 ， 感 受 5G 带 来 的 网 络 传 输 速 度
变革。

据悉，华为与“速度节”达成了为期 3
年的合作伙伴关系。在未来 3年的“速度
节”期间，华为将展示其创新技术，为参观
者提供身临其境的体验。“速度节”是一个
著名的车坛盛会，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
的车迷见证赛车和摩托车竞速，体验激动

人心的汽车技术创新，并更多了解世界的
技术进步方向。

“速度节”创办者英国里士满公爵表
示，古德伍德“速度节”是一个纪念技术发
展历程、体验技术变革和展示未来的活
动。华为为参加“速度节”的游客提供了
难忘的技术和创新体验。5G技术将带来
新的增长机会，相信华为将为“速度节”带
来非凡的精彩。

华为全球公共事务总裁张建岗表示，
“速度节”为华为提供了展示超高速5G连
接优势的平台。华为对高速5G连接的展
示符合“速度节”突破界限，将速度推向极
限的理念。作为 5G 技术的行业领导者，

华为期待向人们展示5G将给日常生活带
来的改变，5G 的推广将使人们能够更加
快捷方便地工作和娱乐。

据介绍，华为 5G 移动展示卡车内置
多个演示区，每个演示区都专门展示 5G
云服务给移动消费者带来的全新体验。
Cloud VR区域展示VR和AR在医疗、教
育和设计上的应用；Cloud Gaming 区域
演示消费者如何通过5G云端在任何地点
和任何时间无延迟地在手中移动设备上
访问游戏；Cloud PC 区域展示未来计算
将如何通过云桌面向便捷的移动设备开
放，云桌面的操作系统和数据处理将完全
独立于设备本身。

华为向英国民众展示5G速度

德意志银行启动几十年来最重大的业务重组，放弃30年来一直

追求成为全球最顶级投行的战略，重新回归传统银行业务，同时加大

对数字化领域投资。这一转变是痛苦的，代价高昂，却十分必要。

日前，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主持
召开会议，确定组建巴基斯坦管理现代化
措施（PMRI）委员会，负责设计一套现代
化管理体系，用以简化商业注册流程，提
升营商便利水平。巴政府表示，该高级别
委员会的相关减政工作将使巴基斯坦营
商便利化程度有所提高，起到提振本国商
业和吸引外国投资的作用。

作为该委员会共同领导之一的总理
政府机构事务特别顾问阿尔巴布在会上
指出，委员会主要工作内容是对现有管理
体系作出合理化、现代化、自动化改进，尤
其是针对新公司成立简化注册流程，并放
松开具“无反对证明”的限制条件。上述
改进工作完成后，将从根源上消除因权力
寻租造成的政府部门贪腐，巴基斯坦中小

企业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
伊姆兰·汗表示，巴中小企业过去一

直未得到真正发展，主要是受到不利政策
环境的影响，尤其是需要从多个政府部门
分别开具“无反对证明”，这一过程十分繁
琐，也为政府腐败提供了空间，影响了外
国对巴投资热情。此次 PMRI 委员会的
成立，是巴基斯坦政府改革的重要一步，
其真正意图是通过按照现代化标准优化
巴既有管理规范，从根本上改善巴基斯坦
营商环境。

世行报告显示，目前巴基斯坦营商
环境在 190 个经济体中仅位列第 136
名，提升空间巨大。本届巴基斯坦政府
一直高度重视提升本国在这方面的表
现。6月 20 日，巴总理办公室下属投资
局就曾致函巴商务部、电信局、出口加
工区管理局、知识产权组织、工程师委
员会、软件出口局等多个相关政府部
门，要求其审议涉及营商便利水平的注
册、许可、财税等多方面政策，并于 6
月底之前统一将审议结果反馈至投资

局，用于指导后者改进性政策的制定。
此前，投资局曾与世界银行和省政府合
作，在旁遮普和信德两省推出过多项改
革措施，今后将把类似措施在全巴基斯
坦范围内推广，最终目的是让投资者和
营商者享受到更少非必须规则限制以及
更低注册成本带来的利好。

巴投资局局长谢里夫表示，此前在
旁遮普、信德两省推出的改革措施效果
显而易见。如在拉合尔、卡拉奇两地资
产注册实现自动化后，全过程耗时从原
来的 54 天缩减到 18 天；证券交易委员
会与省政府合并公司注册业务后，新公
司注册工作一天之内就可以完成。此
外，公司注册后接入水、电等基础设施的
耗时也从此前 215 天缩减至 185 天。去
年，巴基斯坦营商环境排名从 147 名上
升至 136名，未来 2年内有望进一步提升
至前 100名以内。

组建巴基斯坦管理现代化措施委员会——

巴基斯坦致力提升营商便利水平
本报驻伊斯兰堡记者 梁 桐

本报讯 记者蔡本田报道：美国科迪华农业科技公
司日前在新加坡举行揭幕仪式，宣布其设立的亚太地区
总部投入运营，就本区域农作物的相关产品和科技开展
研究。

这是科迪华农业科技公司继在美国、法国和巴西之
后设立的第四个高科技研究室，着重研发适合区域环境
农作物的产品和科技。该公司亚太地区总部设有产品设
计和加工研究室，以及全球数据分析中心。

科迪华农业科技公司选择新加坡作为亚太地区总部
的原因有三。一是新加坡地理位置优越；二是虽然新加
坡九成食品依赖进口，但政府非常重视为国民提供实惠
食物；三是新加坡具有公司所需的人力资源。科迪华农
业科技公司负责人表示，将通过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和
新加坡食品局合作，以创新方式提高农业价值链的生产
力和可持续性。

据新华社曼谷电 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育他沙8日
说，预计今年全年赴泰的中国游客数量约为 1100 万至
1200 万人次。泰国将升级并细化旅游产品来吸引更多
中国游客。

育他沙当天在曼谷举行的“泰国国家旅游局2020年
行动计划”会议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去年中国赴泰游客
人数为 1053万人次，今年数量仍将有所增长，但增速放
缓，泰国将通过开发新的旅游目的地吸引中国游客，并挖
掘新的消费潜力。

育他沙说，对于已有的旅游目的地，泰国将通过包
装、升级、细化旅游产品来吸引中国游客。此外，泰国还
将大力推广一线旅游城市连接非主流目的地的旅游线
路，鼓励游客走向小众旅游目的地。泰国将发展地方运
输，升级旅游设施，提高接待能力。

育他沙在会上说，泰国政府希望在2020年将旅游业
收入同比提高10％，达到3.71万亿泰铢（约合8305亿元
人民币）。

泰国将更大力度吸引中国游客

本报达喀尔电 记者宋斌报
道：近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
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召开了第
55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
决定从明年起正式启用新的统一
货币“ECO”（谐音：艾克），强调
将采取“分步走”方式，对符合相
关经济指标趋同标准的国家先行
使用新货币。

会议成果文件显示，西共体
央行归属联邦性质，新货币将采
用浮动汇率制度，使用新货币国
家应符合相关经济指标门槛条
件，并承诺致力于政策和结构性
改革，以助推各国经济持续增长
和实现结构转型。相关经济指标
标准包括预算赤字占 GDP的 3%
以下、通货膨胀率在 10%以内、
外汇储量满足至少3个月的进口
需求等。会议还要求成员国应在
今年 10 月 29 日之前提交未来 5
年上述趋同标准的分析报告。

自1975年建立以来，西共体
以加强区域一体化，促进成员国
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
的发展与合作为宗旨，总部设在
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目前共有
15 个成员国，人口 3.85 亿。其
中，贝宁、布基纳法索、多哥、几内
亚比绍、科特迪瓦、马里、尼日尔、
塞内加尔等 8 国使用西非法郎，
但佛得角、冈比亚、加纳、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塞拉利昂、
几内亚等 7 国均有各自货币，无法实现区域自由流通。
然而，发行统一货币则是其长期愿望，且道路坎坷。各成
员国由于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异且难以达成共
识，计划推出统一货币的步伐曾于 1994 年、2003 年、
2005年和2015年被迫中断。

本届会议实现了多年夙愿，此间媒体予以高度评价，
认为这将进一步加深区域一体化融合，消除货币流通领
域障碍，减少贸易成本，推动经济实质性增长和更好抵御
不对称货币风险等。

但是，部分专家也对此表示担忧。首先，这更多是一
个“政治选择”。目前，成员国之间贸易量仅占其全部对
外贸易总额的 11%，市场尚未真正形成货币一体化的急
切需求。其次，部分成员国满足这些趋同标准的能力
尚存疑。大多成员国预算赤字每年都在扩大，而且部分
国家公共债务负担较重、通货膨胀状况不稳定，强推新政
将给新货币的未来前景与稳定带来不确定性。此外，当
前西共体国家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劳动适龄人口不断
扩大，就业压力、税收增长乏力、基础设施存在发展瓶颈，
特别是经济结构性矛盾都是亟待考量的问题，并非统一
货币所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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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9日电 美
国科技公司亚马逊日前向美国联邦通
信委员会提出申请，计划将3236颗卫
星部署在 3 个不同近地轨道上，为全
球没有互联网或其他有需要的地方提
供高速宽带服务。

美联邦通信委员会近日公布的文
件显示，亚马逊卫星互联网计划被称
为“柯伊伯项目”。依照这一计划，亚
马逊将把 784 颗卫星部署在距地面
590 千米的轨道上，1156 颗部署在地
球上空 630千米的轨道上，还有 1296
颗将部署在610千米近地轨道上。这
些互联网卫星将使用 Ka 频段，有望
为居住在北纬 56度到南纬 56度之间
的 38 亿人提供更加可靠的宽带接入
服务，包括目前无法获得地面宽带服
务的2130万美国人。

文件显示，除服务农村地区客户
外，亚马逊还计划用卫星网络“为航空
器、海上船只和陆地交通工具”提供移
动宽带连接服务。

亚马逊是最新加入卫星互联网竞
争的公司。亚马逊在申请文件中突出
了自己的竞争优势，表示该公司拥有

“柯伊伯项目”所需的全球地面网络、
计算基础设施，以及云计算网络服务，
包括数据中心、边缘计算能力等。亚
马逊计划将卫星互联网和地面网连接
起来。

目前，已有多个公司实施或制定
了卫星互联网计划。如美国太空探索
技术公司计划在2019年至2024年间
在太空搭建由约 1.2 万颗卫星组成的

“星链”网络。该公司在 5 月 23 日已
将首批 60 颗“星链”卫星送入地球上
空550千米处的近地轨道，目前57颗
卫星正常运行。

亚马逊计划发射

3236颗互联网卫星

科迪华公司在新设立亚太总部

乌克兰葵花盛开

近日，乌克兰中南部地区的葵花进入盛花期，成为盛

夏时节的一道美丽风景。乌克兰盛产葵花，葵花籽油产

量和出口量世界排名第一。乌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乌葵

花籽油年出口额约 40 亿美元，约占其商品出口总额的

10％。图为在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一名游客拍摄葵花

田。 新华社记者 陈俊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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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华为

公司的 5G 移

动展示卡车。

马翩宇摄

巴基斯坦组建管理现代化措施委员会，旨在建设现代化管理体

系，简化商业注册流程，提升营商便利水平，达到提振本国商业和吸引

外国投资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