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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性别歧视

作证AppleCard涉嫌性别歧视的人越来

越多了。最新的证据来自苹果联合创始人史

蒂夫·沃兹尼亚克。当地时间上周日，沃兹尼

亚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AppleCard给他的

信用额度是他妻子的10倍，尽管他们共用银

行和其他信用卡账户，而其他贷款人对他们

一视同仁。“AppleCard的算法显然存在缺

陷。”沃兹尼亚克指出。

在沃兹尼亚克之前，关于AppleCard算

法存在问题的例子已经在推特上被广泛传播

开来。7日，网络应用框架创始人大卫·海涅梅

尔·汉森便在推特上指责称，苹果信用卡给他

的信用额度是他妻子的20倍。汉森并未透露

自己和妻子的收入情况，仅表示他们提交联

合纳税申报表，而他妻子信用评分比他更高。

这一消息一经报道便引起了轩然大波。

随后，纽约金融服务部开始介入，开始调查发

行方高盛集团。10日，纽约州金融服务局局长

琳达·莱瑟威尔在一份声明中说，该部门正在

进行调查，以确保所有消费者，不论性别，均

受到平等对待。其发言人指出，导致歧视性地

对待任何受保护的人群的算法，无论是否有

意，都违反了纽约州的法律。

对于这一指控，高盛也做出了回应，称

AppleCard额度算法中从未引入“性别等因

素”，并解释了家庭成员为何会获得截然不同

的信用额度。该集团发言人威廉姆斯还对彭

博社表示，他们的信贷决策是基于客户的信

誉，而不是基于性别、种族、年龄、性取向或任

何其他法律禁止的因素，还表示将进行调查，

以确定苹果公司是否违反了纽约州的法律。

此外，高盛还再三打包票，称将确保所有消费

者不分性别都得到平等对待。

有趣的是，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汉森称

自己在Twitter上分享了这个故事之后，他妻

子的信用额度就提高了，无需任何其他文件。

“史上最成功的信用卡”

“我们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

信用卡发行。”在15日的财报电话会议上，高

盛CEO大卫·所罗门对于这张AppleCard给

出了极高的赞誉。

这张被高盛青睐有加的信用卡于今年8

月正式推出，用户只要拥有iPhone即可注册，

一分钟就能拿到一张虚拟信用卡。不同于传

统信用卡以实体卡为主，苹果信用卡此次主

推在Applewallet应用上的虚拟卡，可以通

过双击电源键唤醒，通过ApplePay的NFC

支付方式进行支付；如果在不接受ApplePay

的地方，苹果用户也可以申请实体卡。实体卡

上没有任何数字，连CVV都没有。

“没有一切隐藏费用。”为了推广这张信

用卡，苹果和高盛下了一番功夫。根据彼时的

介绍，AppleCard的目标是提供业内最低的

利率；此外，对于信用卡行业普遍收取的年

费、服务费、滞纳金等，苹果则一律“免除”，即

使用户忘记到期日还款，也不收取滞纳金或

按照高利率计算，而是按照正常利息计算；且

使用AppleCard，任何消费都无条件返现

1%，通过ApplePay消费返现2%，购买苹果

商城产品返现3%，返现金额每日结算且无上

限，次日即可抵用。

优惠力度加上苹果的用户规模，让这张

信用卡的发展有如破竹之势。高盛提交给监

管部门的文件显示，截至9月30日，他们已经

为苹果用户发放了共计100亿美元的信用额

度；截至报告期末，AppleCard的持卡人贷

款余额（即未还款金额）共计7.36亿美元，而这

距离AppleCard在8月20日正式上线还不到

1个半月。

面对这样的扩张速度，高盛的确有欣喜

的理由。事实上，此前高盛从未进入过消费信

用卡领域，这是其首张toC业务的信用卡。为

了成为苹果的伙伴，高盛还打败了诸多竞争

对手。根据CNBC此前的报道，苹果的第一选

择其实是在信用卡领域深耕已久的花旗银

行，谈判一度进展顺利，但花旗对能否从Ap-

pleCard中盈利产生疑虑，最终选择了退出。

高盛的算盘

蜜糖还是砒霜，对于高盛来说还是一个

未知数。虽然高盛自己无比乐观，但也有人对

这种冒险持观望态度。“相对于行业平均水

平，AppleCard产品组合可能产生更低的收

入，面临更高的亏损。”野村证券分析师Bill

Carcache泼了一盆冷水。

“没有一切隐藏费用”的口号，在吸引用

户的同时也压低了利润空间。在Carcache的

分析中，预计高盛获得新用户的成本为350美

元，四年后该行将开始在客户身上实现盈亏

平衡。“作为一个新进入者，高盛不具备贷款

机构在信贷周期承保时所获得的历史数据或

经验。信贷业务是周期性的，我们预计高盛将

在下一次衰退中面临相当大的波动性。”

高盛已经投入了不少。在此前Apple

Card正式推出前，CNBC就报道指出，有数据

显示，高盛今年二季度在消费者服务领域支

持达到约13亿美元，包括AppleCard、Mar-

cus储蓄账户等，但并未透露在AppleCard

项目上的具体支出。

不过，高盛可能并不在意短期是否盈利，

重要的在于进入消费者金融这一广阔的市

场。早在2016年，高盛就开始将业务扩展至消

费银行，总裁兼联席首席运营官Harvey

Schwartz阐述集团未来三年的增长战略时表

示，将消费信贷提升到与FICC（固定收益、外

汇和大宗商品的总称）等传统业务同等重要

的位置。之后，在线贷款机构Marcus诞生。

“苹果的客户群体数十亿，这对于高盛利

用这个网络推广支付是很有用的。”英大证券

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表示，高盛还是一个比

较混业的投资银行，其银行业务占比较大，做

信用卡业务也在情理之中。

坐拥数十亿用户的苹果的确是不可多得

的好伙伴，用户意味着数据，意味着在金融科

技的新时代抢占了先机。今年以来，苹果靠着

新品的发行，销量有所回升，从9月20日上市

到10月20日的这一个月内，iPhone11的全球

销量就高达1200部。对于高盛通过Apple

Card进入信用卡领域的初衷，北京商报记者

联系了高盛媒体联络中心，但截至发稿还未

收到具体回复。

至于发行AppleCard可能无助于高盛实

现最大的盈利这一担忧，高盛Marcus部门负

责人奥梅尔·伊斯梅尔早在6月的一次采访中

就给予了回应：“利好客户就不利好我们，这

种想法是我们无法认同的。如果你对客户有

利，你最终会赢得他们的忠诚。”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GDP扭转颓势 英国经济“回春”？

Focus
聚焦

在即将到来的“圣诞大选”面前，经济

上的任何变动都有可能成为左右英国政坛

的关键所在。当地时间11日，英国国家统

计局公布了一系列数据，其中最受市场关

注的三季度GDP虽然小幅不及预期，但相

比上个季度的衰退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成功扭转颓势的GDP数据，也让英国首相

约翰逊接下来的路变得平坦了些。

数据显示，英国三季度GDP季率初值

为0.3%，预期为0.4%。这样的结果已经足

够安抚市场了，毕竟英国二季度的GDP数

据一度让外界大跌眼镜。根据当时的数据，

英国二季度GDP下跌了0.2%，而这也是英

国经济遭遇的六年多以来的首次萎缩。彼

时，距离约翰逊刚刚上台不过半个月左右

的时间。如今，英国GDP从三季度的负

0.2%回升到了正0.3%，这样的数据似乎可

以让约翰逊放下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了。外

界普遍认为，英国避开了经济衰退，为约翰

逊的大选提供了动力。

但如果细看这份数据，又会发现一些

令人失望的东西。比如三季度GDP的增长

完全归功于7月的表现，相比起来，8月和9

月的GDP都在萎缩。而英国三季度的GDP

仅同比增长1%，在预期里，这一数值为

1.1%，前值则为1.3%。而1%的GDP年率已

经成了英国2010年三季度以来的最低水

平。正因如此，在外界对数据的解读中，悲

观的情绪早已超过了乐观的情绪———尽管

英国经济避免了连续第二个季度出现萎

缩，但这些数据还是比预期的要弱，并且显

示经济在进入第四季度时几乎没有什么增

长动力。

悲观情绪的蔓延并不是空穴来风。上

周四，英国央行公布利率决议，宣布将基准

利率维持在0.75%不变，符合外界预期。但

一个明显的信号是，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

员会会议纪要显示，9名委员会成员中的2

名委员已经要求立即降息以支撑经济。当

时的报告便提到，基于全球经济增长疲软

及对英国“脱欧”情况的新假设，与8月份的

预测相比，英国未来三年的经济增速下降

1%。英国央行预测2019年第三季度英国经

济将增长0.4%，第四季度将回落到0.2%。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

副主任徐洪才对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称，英

国三季度GDP增速由负转正是个好消息，

证明英国经济没有进一步恶化，但从长远

来看，还是处于一个低速增长的状态，能够

看出增长动力明显不足。事实上，整个欧洲

今年的经济情况都有些差强人意，全球经

济增长预期也已经被下调至3%，在这种背

景下，“脱欧”对英国经济会带来很大的负

面影响，长期来看经济前景还不明朗。

“脱欧”成了困住英国的牢笼。在原定

的10月31日“大限”那天，英国意外开启了

提前大选的世纪赌局，由此英国也将迎来

百年来的首次圣诞月选举。如今，距离选举

的时间越来越近，经济数据也已经成了党

派博弈的重点。上周日，英国财政大臣

SajidJavid还表示，科尔宾领导的工党计

划在未来五年支出1.2万亿英镑，这一庞大

的支出会将英国拖入经济衰退，“这个支出

水平是不计后果的，将会让英国经济在几

个月里出现经济危机，不用几年的时间，几

个月就足以”。

虽然“硬脱欧”的可能性随着提前大选

的到来而逐渐下降，但危险并没有随之完

全消失。国际评级机构已经先一步做出了

判断，当地时间8日，穆迪将英国的主权信

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在声

明中，穆迪还警告未来有可能再次下调英

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穆迪提到了“脱欧”以

外的另一个问题，即无论工党还是保守党，

都不太可能解决英国公共债务高企的问

题，而久拖不决的“脱欧”进程无疑增加了

解决问题的难度。

根据穆迪的说法，英国目前的公共债

务规模高达1.8万亿英镑，占年经济产出的

80%以上，由于未来政府支出将继续增加，

当前的债务规模也可能增加。此外，英国

“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导致投资减少，未

来英国的经济增长率或将下滑。此前，英国

央行也提到，“脱欧”仍然是英国经济前景

的主导因素，在“脱欧”不确定性的影响之

下，英国商业投资已经下滑了11%。虽然英

国与欧盟达成的新协议降低了“无协议脱

欧”的可能性，但由此带来的海关边界成本

将使英国经济在未来三年内承压。

徐洪才称，约翰逊本人更加鹰派，提前

大选就是为了搞定工党，快刀斩乱麻。三年

前的公投本身就体现了英国社会认知的分

歧，这一出“闹剧”对欧盟来说，与英国开展

经贸合作肯定没有以前那么便利；对英国

来说，资金和人才也会从伦敦撤出，削弱伦

敦金融服务的竞争力，短期内可能因此让

欧洲大陆受益，但也意味着整体金融效率

下降，所以负面效应是双向的。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刚刚尝到这张“史上最成功的信用卡”带来的甜头，高盛就被金融监管部门约

谈了。Apple�Card涉嫌性别歧视的消息经过周末的发酵， 已经引起了纽约金融服

务部的关注。这张信用卡由高盛和苹果联合发行，高盛对此寄予厚望，不仅砸下重

金，CEO大卫·所罗门还专门为其“站台”。不过，初次进军消费信用卡领域的高

盛，面临的考验可能不止性别歧视这一关这么简单。

荨 高盛2019
年三季度财报

营收

市场预期85.2亿美元
83.2亿美元

归属股东净利润

市场预期19.95亿美元
17.93亿美元

固定收益、外汇和大宗商品业务（FICC）业务销售和交易营收
14.1亿美元
市场预期13.5亿美元

股票销售和交易业务营收
18.8亿美元
市场预期18.2亿美元

交易收入

市场预期31.7亿美元
32.9亿美元

投资银行业务营收
16.9亿美元
市场预期18亿美元

韩国重启“世越号”沉船事件调查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检方于11日成立特

别调查小组，将重新调查2014年“世越号”渡

轮沉没事件，此时距“世越号”沉没已有5年

零7个月。

韩国最高检察官办公室（SPO）称，调查

小组的任务是查明事故的确切原因，并调查

朴槿惠政府在救援行动中是否有不当行为。

调查小组已于7日从“世越号”特别调查委员

会接到调查纪录，开始研究相关资料，预计

将分析发生沉没事故的原因、营救活动的应

对过程、发生事故后的调查过程等大量内

容。

据报道，成立特别小组是韩国检察总长

尹锡悦亲自下达的指示。特别调查小组是大

检察厅直属机构，将受到反腐败及重案组的

指挥。

当地时间10月31日，“世越号”特别调查

委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世越号”沉船

事故中救援拖延的问题。

报道称事故发生时，檀园高中的一名溺

水学生被救起时还有生命迹象，原本使用急

救直升机20分钟内就能送医，但急救直升机

被海警部门高官占用。这名学生被用船转移

了4次、用时将近5个小时后抵达医院，在移

送过程中身亡。特别调查小组预计还将针对

受害者家属提出的质疑进行调查。

2014年4月16日，渡轮“世越号”在韩国

全罗南道珍岛郡附近水域沉没，共造成295

人遇难、142人受伤，另有8人下落不明。遇难

者大多是高中学生。2017年3月23日，“世越

号”被打捞出水。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2018年5月10日，“世越号”船体扶正作业正在进行。 CFP/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