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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前，软银集团CEO孙正义可能

还是投资神话，一年之后，就是人设崩塌光

环不再。从愿景基金1号的巨亏，到愿景基

金2号的困境，软银遭遇WeWork滑铁卢的

后遗症还在持续。同比暴跌逾90%的利润，

以及此起彼伏的投资者抗议，就连眼看就

要甩掉的包袱也遭到了“接盘者”的质疑，

桩桩件件都让孙正义如今的处境变得越发

艰难起来。

孙正义再次“认错”。本周三在财报发

布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中，作为软银创始

人、首席执行官的孙正义承认，缺乏对Vi-

sionFund2（愿景基金2号）的投资承诺，

将收回先前制定的目标，不再把募资1080

亿美元作为愿景基金2号的目标。此外，孙

正义还表示，软银可能会为愿景基金2号自

筹资金。

此时的坦诚于孙正义而言是必然，在

过去的一个财季中，软银的成绩单几乎惨

不忍睹。2月12日，软银发布的财报显示，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上一财季中，净销

售额为2.4381万亿日元，较上年同期的

2.5146万亿日元下降3%；归属于软银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50.35亿日元，较上年同

期的6982.93亿日元下降92%。

罪魁祸首仍然是愿景基金。财报显示，

当季软银愿景基金和其他软银投资顾问公

司（SBIA）管理的基金营业亏损为2251.24

亿日元，上年同期实现营业利润1763.58亿

日元，由于愿景基金的亏损，公司的三季度

运营利润下跌99%，低于分析师预期。愿景

基金表示，截至2019年12月底，该基金投资

了88家公司，总投资额为746亿美元。

在WeWork、Uber等的前车之鉴下，软

银愿景基金2号的前景也饱受支持者质疑。

软银的两大“金主”都颇有微词。据知情人

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和阿布

扎比国有基金穆巴达拉投资有限公司已告

知愿景基金高管，他们投入新基金的任何

现金都必须来自第一只基金赢得投资所产

生的利润。

去年7月软银宣布，该公司已同包括苹

果、富士康、微软、渣打银行在内的十多家

公司签订协议，预计愿景基金2号将募集到

1080亿美元资金。但如今，孙正义几乎成了

“孤家寡人”。上周，有知情人士称，愿景基

金2号的体量可能最终不到1080亿美元的

一半，而且几乎所有资本都来自软银集团

自己。对于这一消息，软银并未置评，北京

商报记者也联系了软银媒体联络中心，但

截至发稿还未收到具体回复。

孙正义的麻烦不止如此，彭博社在报

道中指出，激进投资机构埃利奥特管理公

司已在软银集团积累了逾25亿美元的股

份，并正在推动该公司作出改变，包括进

行更多股票回购，以提振其股价，其任何

额外的股票回购都会限制孙正义未来的

投资计划。对于外界的担忧，孙正义周三

也回应称，认同埃利奥特管理公司担心的

问题，但同时强调，任何变化都将由他自

主决定。

好在Sprint和T-Mobile的收购案几

乎尘埃落定，让作为Sprint母公司的软银松

了口气。11日，美国法院批准T-Mobile收

购软银集团旗下美国子公司Sprint的交易。

对软银而言，Sprint如今无异于一个大包

袱，不仅流失了40万用户，债务总额还从

330亿美元攀升至341亿美元，这意味着软

银在其资产负债表中移除大约300多亿美

元的债务。因此，收购落定的利好也让软银

的股价在周三开盘时上涨了13%。

不过，在Sprint的问题上，孙正义可

能还没办法高枕无忧。最新的消息显示，

T-Mobile打算调低400亿美元的收购价

格，因为该公司认为Sprint的资产价值最

近已经下滑。美国金融机构科文公司的分

析师周一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写到，资本市

场预计T-Mobile收购Sprint的最终交易

价格将下调约9%。对此，软银方面还未予

以置评。

WeWork的泡沫也好，Sprint的包袱

也罢，孙正义资本操盘手的光环已经不再，

在投资策略上的态度也谨慎了许多。“我们

的许多计划投资者一直对WeWork和Uber

的麻烦感到担忧，我们听到了他们的反

馈。”孙正义表示，“因此，在正式启动软银

愿景基金2号之前，在投资上，也许我们从

较小的规模、较短的时期开始，作为某种过

桥基金。”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烧了200多天后，澳大利亚的山火终

于得到了控制。当地时间2月12日，新南威

尔士州消防部门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该州

麦克夸利港烧了210天的大火已经被扑

灭。据悉，新南威尔士州是澳大利亚大火

的重灾区，该州发生的大火始于2019年7

月18日，燃烧了整整210天，累计烧毁土地

面积达400公顷。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所有火场将获

得控制。”澳大利亚政府在声明中表示，东

部近来持续的倾盆大雨可能浇灭火势一

度危急的新南威尔士州所有残余火场，最

快本周末结束这场林火危机。

新南威尔士州消防局官员莫里森对

接下来的灭火工作也表示乐观，“我们有

信心在本周末彻底控制新南威尔士的所

有火点”。

大火已经在澳大利亚肆虐4个多月，

过火面积将近1200万公顷，致死33人，

2500多间房屋和1170万公顷土地被烧

毁。路透社报道称，当地政府专家组发现

澳洲有至少113种动物的30%栖息地在山

火中烧毁，导致动物数量大减，但目前未

有物种因山火危机而绝种。澳洲政府将于

未来12个月启动紧急管理介入计划，协助

保育它们。

而由于最近暴雨袭击悉尼和新南威

尔士州东岸，为灭火带来了希望。澳大利

亚气象局称，过去4天内，悉尼的降水量达

391.6毫米，这是悉尼自1990年2月以来的

最高降水量，不仅扑灭了澳大利亚一些地

区的丛林大火，也让新南威尔士州因干旱

而枯竭的水坝得到水量补充。

据介绍，补水是扑灭大火的重要手段

之一。乡村消防服务地区官员罗伯表示，

“已经有65亿升的水流入湿地，这让水位

上升到一定程度，从而使得最近降雨所带

来的地表水能够熄灭大火”。

不可忽视的是，这场自1990年以来最

大的一场暴雨，虽然对于遭受火灾和干旱

的地区而言是个好消息，但同时也带来了

山体滑坡、洪水等其他自然灾害。澳大利

亚气象局发布警告称，受火灾袭击的地区

特别容易发生山洪暴发，而快速流动的洪

水可以携带大量山体泥沙。

路透社报道称，周末的降雨切断了悉

尼数万户家庭的电力供应，导致悉尼交通

混乱，并在本周初关闭了数十所学校。为

了应对天气状况的转变，新南威尔士州农

村消防局悉尼总部已经重新配置资源，以

应对洪水和暴风雨的破坏。

据悉，澳大利亚紧急服务部门已经派

出了近1000名志愿者，在暴雨期间帮助数

十次洪水救援行动。澳大利亚的紧急服务

人员说，他们在风暴过后收到了很多救援

请求，主要都是由风暴引起的。

此外，科研人员表示要想缓解持续

数年的旱情，还需要雨量更大、历时更久

的降雨。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阿希什·夏

尔马说，大雨可能给城市居民造成“错

觉”，看到坚硬的地面积水、引发洪水和

财产损失，但并不清楚乡村地区仍需要

持续降雨才能浸润干旱的地表、令水库

蓄水充盈。

夏尔马及其团队预计，尽管气候变化

催生极端降水状况，但降雨量仍然不能填

补气温上升造成的水分流失。“我希望人

们能有远见而明智地意识到，这一极端状

况不应成为人们忽视真相的理由，继而不

作为。”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 国际邮轮协会 ★

成员公司的272艘邮轮中，目前只有10艘邮轮正在亚洲运行。
其中6艘邮轮已经取消了接下来的行程，包括皇家加勒比的“海阳光谱”号
和地中海邮轮的“辉煌”号。

诺唯真邮轮
取消了旗下
“诺唯真之勇号”的行程

皇家加勒比
取消了3月4日前在中国运行的8艘邮轮航班

公主邮轮
取消了至3月20日的12艘航班

荷美邮轮
公司正在权衡亚洲港口限制
之后再决定如何安排

短短几天，感染病例从最开始的10人到现在的218人，“钻石公主”号掀起的风波还在继续。更重要的是，有了“钻石公主”号的例子，邮轮仿佛变

成了过街老鼠，拒绝成了多个港口的首要选择。如今，“威士特丹”号终于靠岸，但仍有邮轮依旧在公海上漂泊，也难怪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

德赛会强调，现在是团结的时候，不是搞污名化的时候。

“钻石公主”之鉴

确诊病例依旧在上涨。据NHK13日报

道，日本厚生劳动省当天称，横滨港的邮轮

“钻石公主”号搭乘者中，新确诊44人感染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其中乘客43人，船员1人，29

人为日本人，这意味着船上累计被感染的乘

客和船员已经达到了218名，而整个日本的感

染病例数为247例。

距离“钻石公主”号3日晚停靠在日本横

滨港已经过去了10天，从2月5日开始，根据14

天的隔离要求，船上乘客及船员的隔离期将

持续至2月19日，目前船上仍有大约3600人在

隔离。而在过去的10天里，濒临崩溃成了不少

人最真实的感受，对此，日本厚生劳动省表

示，“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部分乘客最早可

能在14日被允许下船。

厚生劳动省表示，邮轮上80岁以上高龄

者、本身患有疾病的乘客以及生活在无窗客

舱的乘客，在经过病毒检测后证实未感染新

冠病毒的情况下，可提前下船。按照厚生劳动

省的说法，考虑到船上有超过半数的乘客都

是老年人，其中266人超过80岁，而且还有部

分本身患有疾病的乘客，在船上滞留过长时

间健康状况可能发生恶化，因此准许部分乘

客提前下船。

对如今的日本来说，“钻石公主”号俨然

成了一个烫手山芋，船上的人无法上岸，但船

舱又相对密闭，隔离只会让感染概率继续加

大。而当确诊人数不断攀升的时候，日本政府

的担忧、船上人员的不满和外界的批评也都

接踵而至。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

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兴斌对北京商报记者

分析称，邮轮旅游是人口高度密集性的旅游

方式，人们的活动面积有限，一旦发生任何传

染性疾病或者有恐怖组织威胁的话，对全体

船员及游客来说都是风险很大的事情。日本

政府方面的举动可以说是非常不明智的，这

意味着把传染源局限在了船上，只考虑怎样

不影响日本，但在人员高度密集的情况下，却

影响了大量船上的人。最合适的做法是将人

疏散到一个专门的港口进行隔离，减少船上

人员的互相传染。

悲喜交加的“威士特丹”

疫情之下的“钻石公主”号仿佛变成了

恐怖邮轮，而“钻石公主”的前车之鉴也让多

国面对邮轮到来的时候，非常一致地作出了

同样的选择———拒绝。载着2000多人的“威

士特丹”号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幸运的是，

“威士特丹”号终于在柬埔寨找到了一线生

机，而在这之前，“威士特丹”号已经在海上

漂泊了近10天，至少被5个国家或地区的港

口拒之门外。

路透社13日的报道称，国际船舶追踪网

站MarineTraffic的信息显示，荷美邮轮公司

旗下的“威士特丹”号邮轮已于当日早晨抵达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而据荷美公司此前的声

明，乘客将乘坐包机前往柬埔寨首都金边，此

后再返回各自家乡，荷美公司将承担乘客回

家的航班费用。根据荷美公司的说法，船上乘

客身体健康，船上此前和现在也没有新型冠

状病毒病例或疑似病例。

“这是我们一直呼吁的国际团结的一个

例子。”当地时间12日，谭德赛在瑞士日内瓦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柬埔寨同意接受

“威士特丹”号邮轮靠岸的消息，当时，谭德赛

如此评价道。据了解，“威士特丹”号1月16日

从新加坡出发，停靠东南亚多个港口后到达

中国香港，2月1日从中国香港出发，于4日到5

日停泊中国台湾的高雄。而在13日抵达柬埔

寨之前，邮轮已被菲律宾、日本、韩国、美国海

外属地关岛以及泰国拒绝停靠。

“威士特丹”号找到了归宿，但其他邮轮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根据谭德赛的说法，目前

有3艘邮轮经历了延迟通关或被拒绝进入港

口，而且通常没有基于有证据的风险评估。谭

德塞称，WHO将与国际海事组织一起，根据

《国际卫生条例》向所有国家发布一份公报，

以尊重船舶的“自由惯例”原则和对所有旅客

提供适当照顾的原则。世卫组织已发布有关

如何在船上处理此类公共卫生事件的指南，

并敦促各国和公司遵守该指南。

上个月末，WHO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宣

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彼时，

谭德赛明确表示，这项声明不是对中国投下

的不信任票，他们最担心的是，这种病毒有可

能传播到卫生系统较弱的国家。而在这种状

态下，如果入境口岸不具备相关卫生能力，缔

约国可命令船舶或飞机在自担风险的情况下

驶往其他入境口岸。

被拖累的邮轮业

“我再说一遍，现在是团结的时候，不是

搞污名化的时候。”柬埔寨在“威士特丹”号上

树立起了一个标杆，在发布会上，谭德赛不忘

对此进行强调。事实上，在疫情面前，旅游业

本就成了重灾区，而邮轮业因为其高度的移

动性、空间的密闭性及游客活动空间的相对

局限性则加速了疫情的传播，眼下，邮轮几乎

与病毒画上了天然的等号。

此前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叶欣梁对媒体表示，某些邮轮公司因为取消

航次直接损失7亿-10亿元左右，小型邮轮公

司的损失也在5000万元左右，而为邮轮公司

和港口配套的其他供应商、企业等，相关损失

初步预计在10亿元左右。

亚洲邮轮产业目前已经成为全球邮轮市

场最具活力的地区，亚太区客源量占全球邮

轮市场份额达到了15.1%。其中，中国邮轮旅

客的数量2018年达到219万，占亚洲邮轮旅客

总数超过50%。但在疫情面前，邮轮旅游订单

量的下降是可想而知的，而国际邮轮协会发

布的最严邮轮业禁令也让各国邮轮企业短暂

告别中国市场。本月初，皇家加勒比还宣布，

取消3月4日之前从上海母港出发的豪华邮轮

“海洋光谱”号8次行程，预计取消将使一季度

每股收益减少0.25美元。

不过根据国际邮轮协会发布的数据，今

年只有10%左右的邮轮计划在亚洲投入运

营，32%的邮轮将在加勒比海运营，28%的邮

轮将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运营。

王兴斌认为，目前来看，疫情对中国邮轮

的内河航行还没有影响，但是过境邮轮的影

响就很大了。而这件事也给国内邮轮游提了

个醒，过去邮轮都在安全上下功夫，却忽略了

健康方面的影响，如今疫情则在健康、安全等

方面给邮轮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由于愿景基金的亏损， 公司
2019年三季度运营利润下跌99%，
低于分析师预期。

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