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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格局悄变 日本新首富不简单
柳井正

382亿美元
在日本第三富豪的位置上坐了许久之
后，日本电子传感器制造商基恩士的创始人
■崎武光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次。9月14日，据
最新彭博富豪指数显示，■崎武光的身价已
经超过柳井正，成为日本首富。
截至14日收盘，基恩士股价上涨了
0.64%，达到75980日元，水涨船高，在基恩士
股价的推动下，■崎武光的净身价飙升至382
亿美元。
而曾经的日本首富们则略逊一筹。柳井
正今年损失了超过1/5的财富，目前净身价
355亿美元；软银集团CEO孙正义目前的净
身价为269亿美元，位列日本富豪榜第三。
首富更替已有预兆，从两位富豪掌控的
企业可见一斑。仅就股价而言，基恩士今年维
持着稳定的上涨态势，近一个月，该股股价上
涨了17.3%，若将时间线拉长，近一个季度和
半年以来的涨幅分别为35.5%和52.6%。
相较之下，优衣库母公司迅销集团的股
价在2月攀升至105000日元的高点以后，便一
路呈现出下滑态势。到14日收盘时，股价仅为
75530日元，当日微跌了0.19%。据时尚商业
快讯监测，迅销集团今年以来的股价累计跌
了22%。
2月是优衣库的顶峰时期，股价攀升至高
峰的同时，市值也首次超过了Zara的母公司
Inditex，一跃成为全球最大服饰零售商。但之
后的形势并未能延续涨幅，今年上半年，由于
日本疫情反复，优衣库在本土市场的增长并
不乐观。
数据显示，今年7月，优衣库日本的同店
销售额同比增长约0.1%，而包括在线销售额
在内的总销售额增长了2%。对此，优衣库日
本称，截至7月底，由于新冠疫情，共关闭6家
门店，143家门店的营业时间也缩短了。
在此背景下，迅销集团最近对本财年的
业绩预期也下调了。7月15日，迅销集团公布
了本财年第三财季的财报，优衣库当季在日
本本土的收入同比下降35.5%，经营利润下跌
74%，在全球其他市场的收入则同比下降了
45%。同时，集团本财年营业利润的预测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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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轮流转，日本首富宝座一夜换人，优衣库老板柳井正跌落，
默默无闻的传感器大王滝崎武光登顶。交接会是昙花一现还是长期
趋势尚不得而知，但这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疫情之下的经济重心
变迁，即便优衣库正在加速数字化，但实体零售还是不可避免地受
到疫情冲击；相较之下，高端制造业如今正风光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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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0亿日元下调为2450亿日元，管理层表示
这是因为日本和其他主要市场疫情反复。

隐形的巨头
在优衣库被疫情反复折磨的同时，■崎
武光旗下的基恩士发展向好。上周一，日本蓝
—日经225指数发布声明，对成分
筹股指数——
股进行调整，三家公司被新纳入其中，其中就
包括基恩士，另外两家则是电子游戏巨头任
天堂和村田制作所。
对于这一调整，MatsuiSecurities高级
市场分析师TomoichiroKubota表示，终于有
一些可以代表日本的股票纳入了日经225指
数。“这些股票的市值很大，纳入它们之后，日
经225指数应该能够更好地代表日本经济。”
日经225指数选择了基恩士，反过来基恩
士也受到这种青睐的提振。在谈到最新富豪
排名变化时，Ichiyoshi资产管理公司高级执
行官MitsushigeAkino表示，这种名次可能

会持续一段时间，“最近一个重要因素是（基
恩士）被纳入日经225指数”。
事实上，虽然名气听起来不如优衣库，但
基恩士的确有赚钱冠军的实力。1974年，■崎
武光创立了基恩士，其总部位于日本大阪，在
全球超过45个国家和地区设有200多个办事
处。主要生产和销售传感器、测量系统、激光
刻印机、显微系统与单机式影像系统等，全球
的员工人数超过5000人。
工业自动化，是基恩士的标签，据其官网
显示，基恩士有将近70%的新产品为世界首
创或是业界首创，比如第一款光电传感器、第
一款三维激光刻印机。基恩士曾被《商业周
刊》评为全球1000家最有价值公司之一，连续
七年入选福布斯杂志的“全球最具创新力公
司排行榜”。
虽然是高端制造业的翘楚，但值得一提
的是，基恩士并没有自建工厂，而是委托给子
公司、合作企业生产，没有高昂的固定资产压
力，由此也一直保持着超30%的利润率，在福

布斯全球盈利500强中占据一席之地。
除了创新研发之外，基恩士还有一个标
—高薪。2020财年（截至2021年3月）日
签——
本主要上市企业员工平均年收调查显示，基
恩士以1751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4万元）的
金额位列第一。高薪之下，基恩士的人才招聘
竞争程度也很高，达到100： 1。

疫情分化
首富从零售业巨擘变成工厂自动化企业
家，虽然沾了点日经225指数的光，但多少也
可以看出疫情之下，产业格局正在重塑。
如果说过去基恩士是默默赚钱，那么疫情
无疑让其吸金和吸睛能力大增。分析师
TakeshiKitaura就指出，疫情刺激了工厂的
自动化需求。他指出，基恩士的营业利润率超
过50%。
而这一趋势几乎是不可逆的。安永会计
师事务所曾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疫情

期间，在45个国家、地区中，近一半接受调查
的公司老板有加快发展业务自动化的计划；
约41%的受访者表示，企业积极为危机后的
世界做准备，正在投资加速自动化。
对于基恩士而言，疫情是加速了新机遇
的到来，但对于优衣库及所在的零售业行业
而言，疫情却是难以预测的致命打击。
上周，日本总务省发布的报告显示，7月，
经季节性调整后的日本家庭支出较上月下降
0.9%。与去年同期的低迷水平相比，支出仅增
长了0.7%，低于经济学家的预估中值，原因是
医疗和家居用品支出的下降抵消了交通和食
品支出的增长。
事实上，在7月，日本的零售销售数据超
出预期，同比增长了2.4%，略高于路透调查中
经济学家预测的增长2.1%，是继6月增长0.1%
之后的进一步上扬。
即便如此，CapitalEconomics高级日本
经济学家MarcelThieliant仍然认为，日本最
近零售业的强势不太可能持续。原因是，由于
8月德尔塔病例的激增，迫使日本政府扩大紧
急状态限制，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将目前的紧
急状态（第四次紧急状态）延长几周，这有可
能损害消费者支出并破坏脆弱的经济复苏。
总体看来，目前的消费信心并不足。8月
日本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36.7，高于预期值
36，但与上期值37.5相比跌幅明显。
对于当下日本疫情，辽宁大学转型国家
经济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家成表示，疫苗
接种率提升之后，日本的感染人数有下降趋
势，政府可能会考虑将紧急状态的相关限制
措施解除。但疫苗并非一劳永逸，且日本疫情
像是陷入了某种怪圈，感染人数下降之后政
府解除紧急状态，一旦解除，感染人数又上
涨，目前看疫情不太乐观。
李家成指出，这对于经济消费等的影响
是无疑的，比如日本政府对于中秋期间的防
疫就做出了规定，包括限制人员流动和就餐
限制等；不过，工厂方面，在疫苗接种提升的
情况下，开工率还是有保障的。对于一些零售
行业，限制措施持续下去，的确面临关店危
机，像罗森便利店在国内市场疲软的背景下，
一直在拓展中国等海外市场。
北京商报记者 汤艺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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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云计算业务失速

当地时间9月13日，全球第二大软件制
造商甲骨文发布了最新一季度的财报。根
据财报，由于该公司一款关键云软件产品
的需求较上一季度放缓，导致当季销售额
低于分析师预期。
根据财报，甲骨文截至8月末的2022财
年第一财季，公司收入增长3.8%，至97.3亿
美元，低于分析师的平均预期97.7亿美元。
具体而言，甲骨文最大的业务部门云
服务和许可支持在第一财季创造了73.7亿
美元的营收，增幅6%，但低于市场预期的
74.1亿美元；云许可和本地许可部门贡献了
8.13亿美元的营收，降幅8%，低于市场预期
的8.597亿美元；硬件部门营收7.63亿美元，
降幅6%，低于市场预期的7.785亿美元。
甲骨文表示，该公司用于管理企业财
务的Fusion应用软件的销售额同期增长了
32%，而上一财季的增幅为46%。NetSuite
面向中小企业的财务软件收入增长了
28%，而上一季度增幅为26%。
在利润方面，甲骨文第一财季运营利
润为34.27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32.11亿美
元相比增长7%，不计入汇率变动的影响为
同比增长5%；运营利润率为35%，相比之下
上年同期为34%。不计入一次性项目，甲骨
文第一财季调整后运营利润为43.34亿美
元，与上年同期的41.78亿美元相比增长
4%，不计入汇率变动的影响为同比增长
2%；运营利润率为45%，与上年同期相比
持平。
此外，在运营支出方面，甲骨文第一财
季总运营支出为63.01亿美元，与上年同期

的61.56亿美元相比增长2%，不计入汇率
变动的影响为同比增长1%；在营收中所占
比例为65%，相比之下上年同期所占比例
为66%。
其中，销售和营销支出占比最高，为
18.54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18.54亿美元相
比持平，不计入汇率变动的影响为同比下
降1%；在营收中所占比例为19%，相比之下
上年同期所占比例为20%。
其次为研发支出，为16.84亿美元，与上
年同期的15.89亿美元相比增长6%，不计入
汇率变动的影响为同比增长5%；在营收中
所占比例为18%，相比之下上年同期所占
比例为17%。
由于多项营收不及市场预期，在业绩
报告公布后，甲骨文股价周一盘后一度大
跌3%。而在这之前，因投资者看好该公司
的云计算工作取得进展，8月份该股曾创下
历史新高。今年迄今为止，甲骨文股价累计
上涨37%，涨幅约为标普500指数的两倍。
市场认为，甲骨文前段时间的股价上
涨被认为是对向云订阅模式转型的预期，
因此，该公司须不断证明其基本面能维持
其近期的增长速度，其中，该公司的增长战
略（高度关注客户保留率和现有本地客户
迁移至云计算业务）将是评估该股能否维
持当前水平的关键因素。
事实上，甲骨文下一步的确在云计算
领域野心勃勃。财报显示，该公司在云服务
和授权支持的支出为12.14亿美元，与上年
同期的10.11亿美元相比增长20%，不计入
汇率变动的影响同样为同比增长19%；在

营收中所占比例为13%，相比之下上年同
期所占比例为11%。
早 前 ， 甲 骨 文 执 行 董 事 长 Larry
Ellison和首席执行官SafraCatz曾对云计
算嗤之以鼻，但后来，态度有所转变。Safra
Catz称，云计算是一项更有利可图的业务，
预计明年公司的营业利润率将与疫情前持
平或更好。此外，甲骨文第一财季将其资本
支出提高到10亿美元以上，而上年同期为
4.36亿美元。
根据SafraCat的说法：“第一季度业绩
非常出色。甲骨文的两项新云业务IaaS和
SaaS目前占总收入的25%以上，年运营率
为100亿美元。IaaS和SaaS加在一起，是甲
骨文增长最快、利润率最高的新业务。随着
这两项云业务的持续增长，它们将有助于
扩大我们的总体利润率，并推动每股收益
更高。”
为巩固其在云计算领域的地位，甲骨
文一直在加大投资，建立更多数据中心，方
便客户扩大业务并将业务转移到云计算。
不过，彭博情报分析师AnuragRana
在财报发布前的一份报告中说，一些客户
仍在推迟将关键的甲骨文数据库转移到云
计算上的时间，当他们真的转移到云计算
上时，也可能会选择市场领头羊亚马逊或
微软。
美国投行WedbushSecurities分析师
丹·艾夫斯（DanIves）表示，“ 在这场云计
算军备竞赛中，甲骨文与微软（Microsoft）
和亚马逊（Amazon）的竞争仍将是一场艰
难的战斗”。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欧洲天然气价格创新高
供需失衡导致全球能源价格暴涨，
其中天然气尤甚。9月14日，欧洲期货市
场的天然气价格突破每千立方米800美
元。目前，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已经创
出历史新高，且看不到涨势有任何暂缓
迹象。
此前一天，荷兰交易的欧洲天然气基
准期货已经连续刷新了历史新高，一度报
750美元/ 千立方米。ICE英国天然气期货
收涨约5.32%，报153.26便士/ 千卡，盘中
曾涨至155.89便士，创盘中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美国的天然气价格也涨至
七年半新高。9月13日，NYMEX美国天然
气期货周一涨超5.3%，刷新七年半高位至
5.2美元上方。若今年冬季较往常更冷，欧
美天然气价格无疑会进一步攀升，消费者
恐怕将会迎接巨额账单。
在夏末高峰时期，英国9月电价翻了
一番多，而且几乎是2020年同期的7倍。
法国、荷兰和德国的电价也显著上涨。据
数据供应商ICIS统计，在上周风速下降
时，英国隔天分发的电力价格飙升至每
兆瓦时285英镑，是自1999年有记录以来
的最高。
长期来看，天然气价格飙升也并不是
完全无解。当地时间9月10日，俄罗斯天然
气工业股份公司对外宣布，“ 北溪-2”天
然气管道全段铺设完成。“ 北溪-2”项目
与2012年已经启用的“北溪-1”主体路线
基本平行，输气能力同样为每年550亿
立方米。
9月12日，欧洲的储气库充填度达
70.75%，比最近5年平均指标低15个百分
点。按照设计，“北溪-1”与“北溪-2”两条

管线输送的天然气，可以满足欧洲市场约
20%的需求，有望在今后两个月内补充欧
洲的天然气库存。
对于天然气价格飙升，官方也发声
了。俄罗斯卫星通讯社9月14日报道，欧盟
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斯表
示，欧盟需要更积极地转向可再生能源，
以免过分依赖化石燃料。同时，欧盟各国
需要开发使欧盟所有人都可以用得起的
可再生能源。
不过对于欧洲来说，今年想要使用可
再生能源，可能并不那么容易。今年欧洲
附近的风速锐减，导致风电效果也十分不
理想。
9月13日，全球离岸风电巨头Orsted
表示，今年4至6月的风速“远低于正常
值”，是二十多年里最糟糕的三个季度之
一。该公司离岸风电场的当季平均风速为
每秒7.8公尺，低于去年同期的每秒8.4公
尺，也低于其预期的每秒8.6公尺。
同为欧洲能源巨头的德国第一大能
源公司莱茵集团（RWE）也称，欧洲北部
和中部的风速大幅放缓，上半年该公司
离岸风电部门的核心获利大减22%，至
4.59亿欧元。
在天然气价格飙升的同时，近期的大
宗商品价格普遍在持续升温。9月13日收
盘时，美油价报70.45美元/ 桶，为8月3日
以来的最高收盘价。与此同时，布油报收
73.51美元/ 桶，为7月30日以来的最高收
盘价。美国银行大宗商品主管Francisco
Blanch近日在一份报告中警告，如果出现
严冬，油价有望冲击百元大关。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