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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6000亿 欧央行救经济铁了心
欧盟委员会7500亿刺激礼包之后，欧央行也要发力了。欧央行“将会承担起自己责任”的表态早就让外界猜测，在第一轮紧急购买计划之后，欧央行可能
会继续加码。如今，欧央行终于给出了答案，6000亿欧元，甚至比外界预期的还多了1000亿欧元。在欧元区一季度GDP创下25年最低水平之后，一系列经济
刺激还要继续则成了不争的事实，至于效果如何，就只能等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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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0亿+6000亿

疫情来袭，欧洲多国将自救的办法瞄向
了发债甚至是无限制发债，照此下去，总有兜
不住的时候。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京时
间周四晚间，欧央行正式官宣，维持利率不
变，但扩大了紧急购买计划规模，且幅度高于
此前分析师的预期。
欧央行宣布，主要再融资业务利率维持
在0，边际贷款安排利率维持在0.25%，存款安
排利率维持在-0.5%不变。至于紧急购买计划
的规模则追加6000亿欧元，至此总额已经达
到了13500亿欧元。同时，紧急购买计划下的
净购买期将至少延长至2021年6月底。
6000亿欧元的规模着实有些超乎市场的
预期。当地时间3日，贝伦伯格银行经济学家
FlorianHense在一份分析师报告中写道：
“我们认为欧央行6月4日提高资产购买目标
的可能性为60%，可能增加5000亿欧元刺激
计划。经济增长和通胀的悲观预期使他们很
容易作出这样的决定。”
今年3月中旬，为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带
来的冲击，欧央行宣布启动7500亿欧元的紧
急购买计划，该计划包括购买私人部门和公
共部门的资产，涵盖现有资产购买计划下所
有合格的资产类别，预计这一计划将持续至
2020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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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欧央行行长拉加德就曾提到，特殊
时期需要特殊行动，欧央行对欧洲的承诺是
没有限制的，此外，他们已做好充分准备，必
要时提高资产购买规模。
财政还是货币

理解欧央行的做法预测，可能还得从欧
盟委员会方面入手。当地时间5月27日，欧盟
委员会终于通过了抗疫复苏法案“复兴基金
计划”，规模同样为7500亿欧元，其中5000亿
欧元将以无偿救助款的形式分配给欧盟成员
国，剩余2500亿欧元用于放贷。意大利政府预
计将获得820亿欧元紧急救助金和高达910亿
欧元的低息贷款，成为这场刺激计划里最大
的受益者。
“欧洲面临一个关键时刻。我们要么各自
为战，接受一个分化的欧洲，要么携手同行，
为自己也为下一代人开创新的道路。”当时，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如此说道，
而她所指的携手同行，或许就是欧盟成员国
曾因此吵得不可开交的“联合发债”。而联合
发债的背后，又藏着欧洲南北国家的强烈对
立，较为富裕的北方国家不愿意一同承担联
合发债带来的经济责任，而经济较差的南方
国家又想联合发债转嫁风险，矛盾由此而来。
“只要我活着，就没有欧元债券”，八年
前，面对欧元危机，德国总理默克尔放出了这

样的狠话。在她眼里，共同承担债务人责任是
完全不可接受的。而当时的欧元债券，无异于
现在的联合发债。所以也能够看到，7500亿欧
元中用于放贷的2500亿欧元明显是为了安抚
欧盟内部那些反对联合发债的预算强硬派。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扈大威称，
事实上，很多欧盟国家并不愿意集体发债，因
为有些经济比较弱的国家一旦发债就知道还
不上了，所以利率特别高，共同发债可能导致
欧盟成员国之间“扯不尽的皮”，因此在眼下
这种危机时刻，只能欧央行出面，采取一些量
化宽松的政策入市买债，通过货币政策弥补
财政政策的不足。扈大威称，目前欧洲各国主
要关注疫情放缓之后的解封，往前走一走看
经济能否尽快重启，如果疫情反复，那么也只
能靠央行非常规货币政策应对眼前危机，但
这种风险很可能会转换成恶性通胀，一旦如
此，财富就全部打水漂了。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
洪建也称，在救助方面，欧盟一直纠结的问题
一方面是欧元区和非欧元区是否会出现差别
对待，另一方面就是出资方、担保方和受益方
的问题，而之前南北之间的矛盾就集中于这
一点。实际上在欧元区债务危机期间欧盟内
部关于共同发债就有过不同的声音，是否让
欧央行兜底就没能达成一致，这个问题到现
在也没有说清楚，所以才有了变相的ESM救
助基金等，但这种方式也意味着，实际上欧央
行已经突破了其原先设定的作为货币政策制
定者和欧元管理者相对中立的地位。
崔洪建称，欧元区债务危机时的情况又
与现在不同，眼下欧央行到底能发挥多大作

阶段“解封”措施将如期启动。
崔洪建称，目前欧盟方面共推出了两个
购买计划，即1200亿欧元的资产购买计划和
7500亿欧元的购债计划，但对于成员国来说，
他们并没有拿到相应的真金白银，从这一点
上看，欧盟方面更多释放的是一种政策性的
扶持，所以才会有后面尚未完全达成一致的
7500亿欧元复兴基金计划，这其中的一部分
就包括直接给到成员国政府的5000亿欧元，
难解的经济题
这部分资金也是真金白银。但现状是，真正能
在债务上，欧元区国家确实有点危险。上 够体现财政投入的还是各国自己拿出来的真
个月末，欧央行在半年度《金融稳定评估》中 金白银，至于未来，应该还会包括复兴基金计
预测，今年欧元区各国政府的预算赤字与 划中的5000亿欧元资金。
GDP之比平均将上升至8%，远高于2008年金
疫情冲击固然强劲，但欧洲不少国家其
融危机后的水平。按照欧央行的说法，随着成 实本身就背负着一定的问题。扈大威称，疫情
员国着手应对新冠病毒危机对经济的影响， 影响之下，欧洲各国经济下滑是一定的，但欧
这个由19个国家组成的集团的政府债务总额 洲经济长期以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增长乏力，
与GDP之比将从86%升至100%以上。
一方面在于债务过高，另一方面也在于福利
而欧元区国家的经济也已经亮起了红 太好导致经济缺乏活力，企业背负着很大的
灯。欧盟统计局5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欧 福利开支，因此成本始终降不下来，这也就是
元区一季度GDP下降3.8%，为1995年开始记 欧洲企业这么多年来一直反感全球化的原
录以来最大跌幅。其中，德国、法国及意大利 因。而自欧债危机后，欧洲经济也一直没什么
GDP分别下降2.2%、5.8%及4.7%。
起色，经济增长很慢，债务又一天天增加，只
对各成员国来说，恢复经济成了头等大 能走一步看一步。
事。德国政府3日召开内阁会议后作出决定，
“美元鉴于储备货币的地位还有回旋余
将从6月15日起取消针对欧盟除西班牙外其 地，有一些转嫁成本的机制在，但欧元区内部
他成员国的旅行警告。同一天，德国政府还敲 制度设计上有很多不利于外来投资者的制
定了一项总额为13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 度，自己也不愿意拿掉这些制度，因此资本市
划。上个月末，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推出了针对 场总是不如美元有吸引力，体制里也没有什
法国汽车行业的一系列补贴措施，从而给今 么有远见的政治家，大家都相对比较平庸，互
年政府的刺激计划再增加80亿欧元。比利时 相之间扯一扯。”扈大威总结称。
首相维尔梅斯3日在记者会上表示，该国第三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用，能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是个问题，甚至可能
由此引发道德风险问题，毕竟欧元在各国所
代表的实际价值并不一样。而欧洲债券想解
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即以欧盟名义从市场融
资，将内部责任重新分配。当然，欧洲债券的
计划也要和成员国的改革挂钩，其实就是给
那些不愿承担风险的富国吃一颗“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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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利润暴跌72%加拿大鹅“飞”向电商

在这个零售业的寒冬，号称最能保暖
的加拿大鹅也感受到了冷意。作为近几年
的网红奢侈羽绒服品牌，加拿大鹅曾在各
路明星的“带货”下火遍全球，但刚发布的
最新一季度财报浇灭了这阵火。下跌超七
成的净利润，让加拿大鹅也不得不思考转
移经营重心的问题，显然，线上渠道是疫情
之下的首选。
6月3日盘前，加拿大鹅公布了截至
2020年3月29日的2020财年四季度及全财
年的业绩。只能说，这份财报喜忧参半。
从整个2020财年来看，加拿大鹅的业
绩表现还算稳定。财报显示，与2019财年
相比，2020财年总收入从8.035亿加元增长
15.4%，达到9.581亿加元，毛利润为5.933
亿加元，同比增长14.8%；净收入为1.517亿
加元，调整后的息税前利润 （EBIT）为
2.074亿加元，略高于去年同期的2.069亿
加元，利润率为21.6%。无论是营收还是利
润，均达到此前分析师的预期水平。
问题在于四季度，也就是2020年以来
的这段时间。与其他零售业品牌类似，加拿
大鹅也没躲过疫情的袭击。财报显示，
2020财年第四财季，加拿大鹅营收为1.409
亿加元，同比下跌了9.8%，略好于市场预
期的亏损1030万加元，实现毛利润9360万
加元，同比下跌8.59%。
比较扎眼的是这一财季的净利润，仅
为250万加元，同比大幅下跌了72.22%，同
时，摊薄后每股收益为0.02加元，而在去年
同期，这一数字为0.08加元。
不过，虽然净利润出现了暴跌，但投资

者似乎对加拿大鹅仍然抱有信心。或许是
受到优于预期的影响，加拿大鹅的股价在
周三盘前上涨3.8%。截至6月3日美股收
盘，加拿大鹅的股价报收25.42美元，涨幅
高达17.74%，盘中最高涨至25.65美元。
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鹅就能安心，
在财报发布后，该公司表示，“公共卫生事
件引起的负面金融影响在截至2020年6月
28日的第一财季将更加明显，预计Q1营收
处于可忽略不计的水平”。
为了应对疫情，加拿大鹅已经采取了
诸多措施。加拿大鹅的管理层表示，预计
2021财年一季度的现金支出和投资减少
约9000万加元。此前5月中旬，加拿大鹅已
经裁减了约250名员工，约占其全球5000
多名员工的5%。
除此之外，加拿大鹅还将目光聚焦到
了电商直营渠道（DTC）。该公司表示，随着
欧美零售市场逐步重启，将营销投资重新
聚焦于品牌讲故事和电子商务，减少某些
零售和制造业固定租金支出。
“公司将调整
渠道重心，更加专注于经营DTC，”加拿大
鹅CFOJonathanSinclair坦言。
抓住电商渠道这根救命稻草很正常，
毕竟在疫情的打击之下，门店不得不被迫
关门。3月17日，加拿大鹅关闭了北美和欧
美的所有零售商店，加拿大鹅的工厂也遭
到关闭，直到4月9日才正式开放，生产抗
疫物资。同时，3月中旬，加拿大鹅停止了向
所有经销商发货，这对其品牌的批发渠道
造成很大打击。
值得注意的是，在加拿大鹅的财报上，

DTC板块一直是比较吸金的部分。在2020
财年，DTC的毛利润为3.95亿美元，毛利率
高达75.2%，远高于整体的毛利率，而上年
同期分别为3.246亿美元和75.3%。
对于未来电商渠道的布局，北京商报
记者联系了加拿大鹅方面，不过截至发稿
还未收到具体回复。
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赖阳指出，
服装业产品有一个特点，即线上购买可以
跨越中间渠道，使得成本更低，而线下渠道
开店成本很高，包括租金、人员、铺货等等。
因此，仅仅从价格来比较，线上收入会更
多。像加拿大鹅这种线上毛利润远高于线
下的情况，其原因也在于此。
但线上线下渠道如何合理定价，也是
个问题。赖阳坦言，如果线上销售跟线下一
样的价格，消费者可能会觉得贵，但如果因
为成本变化线上价格变低，其中价格差又
可能会让消费者觉得不平衡，这也是服装
企业都面临的问题，除非是品牌的溢价非
常可观，否则线上线下的成本差难以避免。
对此，赖阳建议称，品牌可以以线上为主，
在线下开少量的店进行品牌展示。
加拿大鹅只是整个时尚行业的缩影。
为了渡过这段难关，裁员和关店是常见的
方式。英国鞋履品牌Clarks打算在全球解
雇1万名员工中的约900人；美国服饰集团
GAP则让约8万名员工休无薪假，以改善
现金流，并计划解雇约1200名员工；维多
利亚的秘密的母公司LBrands日前也宣
布，永久关闭美国和加拿大的250家门店。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美国多地继续抗议 涉案警察被起诉

3日，警察在美国纽约街头逮捕抗议者。 新华社/图

由美国明尼苏达州白人警察暴力执法
致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死亡一事在美
国引发的全国性示威活动3日进入第9天。明
尼苏达州州检察长埃利森3日宣布，弗洛伊
德案4名涉案警察全部被起诉，其中主犯被
控二级谋杀罪。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大批民众聚集在白
宫附近、国会大厦前等地点对警察暴力执
法、种族歧视等行为进行抗议，并手持纸板、
高喊口号在街道上游行。
连日来的抗议示威活动使纽约这座时
尚之都变了样。昔日繁华的第五大道上、热
闹的曼哈顿下城商圈，很多商铺已经用木板
封门以防止在可能发生的骚乱中受到冲击。
不少木板上被人涂鸦，写着“黑人的命也是
命”“还弗洛伊德以公道”等口号。

3日晚在纽约市，抗议者同警察发生冲
突，多人被逮捕，至少1名警察受伤。
埃利森3日宣布，弗洛伊德案4名涉案警
察全部被起诉。埃利森在记者会上说，用膝
盖压迫弗洛伊德颈部致其死亡的白人警察
德雷克·肖万被控罪名升级为二级谋杀罪，
另外3名涉案警察被控协助、教唆二级谋杀
罪和过失杀人罪。
美国前国防部长马蒂斯3日在一份声明
中说，特朗普是他见过的第一个不去尝试团
结民众的美国总统，反而在制造裂痕。
弗洛伊德的追悼会将于4日在明尼阿波
利斯市举行，其出生地北卡罗来纳州的追悼
会将于6日举行。随后，弗洛伊德的遗体将运
往他曾生活的城市休斯敦，正式葬礼将于9
据新华社
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