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

05
2021年4月8日

星期四

以1770亿美元的财富登顶！
贝索斯蝉联世界首富背后：

击垮实体商场又买下当仓库

亚马逊
“够狠”

贝索斯又上热搜了。疫情期间，网
购消费助力亚马逊大幅获利，贝索斯
的财富不亏反赚。4 月 6 日，
《福布斯》
正式公布的最新一期全球亿万富豪榜
上，
即将卸任亚马逊 CEO 的贝索斯以
1770 亿美元的财富登顶，
连续四年蝉
联富豪榜榜首。
另一方面，电商平台爆火的同时
也击垮了一大批线下实体百货商店。
据美国 NBC 报道，如今，这些受到重
挫的商场和超市迎来焕发新机的新机
会——被打垮它们的亚马逊收购。
据报道，在过去几个月内，亚马逊
进行了一场“购物”狂欢，在美国各地
买下废弃的商场，并将之改造成亚马
逊的仓库或配送中心。

盘活低端零售店太难

去年 4 月，美国老牌连锁百货公司梅西百货宣布旗下大部分员工
放无薪假 图据《华尔街日报》

进行谈判，探讨将破产的杰西潘尼
（JCPenney）和
西尔斯百货公司
至少 25 家购物中心已被亚马
（Sears）改造成亚马逊配送中心的
逊买下
可能性。据悉，亚马逊通常将这类
在许多零售商们看来，亚马逊
配送中心或仓库用来存储大量物
无疑是百货行业最大的颠覆者。经
品，从书籍、服装、厨房用具到电子
营不善或状况不佳后，这些百货商
产品等一应俱全。
店面临着被这一强大对手收购改
“现实情况是，这些低端购物
造的命运。据美国 Coresight 研究公
商场的现金流正在迅速下降，”房
司的一项分析显示，在 2016 年至
地产分析公司 Green Street 的首席
2019 年期间，亚马逊共买下并改造
零售工业分析师文斯（Vince Ti了大约 25 家购物中心。
bone）说道，
“到底是要投资一大笔
今年 3 月，亚马逊已经获得批
钱，将死气沉沉的零售店盘活，还
准，将把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和田纳
是直接把它卖掉？对这些购物中心
西州的两家购物中心改造成配送
而言，将之按照地皮卖掉是一个更
中心。去年 12 月，马萨诸塞州伍斯
有诱惑力的选择。
”
特市也批准了亚马逊改造当地格
据 Green Street 公司预测，到
林德尔购物中心的要求。
2021 年底，美国大约有一半的百货
去年 8 月，美国《华尔街日报》 商场将会永久关闭。文斯称，其中
更是曝出，美国最大的百货商店所
大多数被关的商场均为低端购物
有者西蒙地产集团正在和亚马逊
中心，每平方英尺的盈利额不足

320 美元，这导致其很难偿还抵押
贷款。
购物中心已经疲于应对抵押
贷款债务了。据报道，在全美运营
着约 50 家购物中心的马赛里奇公
司（Macerich）于今年 2 月宣布公司
将进行重组，以控制将于今年 7 月
到期的 15 亿美元债务。CBL Properties 公司，也在今年 3 月与贷款机
构达成协议，将其资产负债表上的
资产削减 16 亿美元。

亚马逊物流中心大举扩张
没落商场除了“卖身”也在转
变思路
Prime 快递是亚马逊的招牌，
依靠其在全美国 100 多个物流中心
和大约 100 万名员工的全国性网
络，亚马逊可以在一天内甚至一小
时内将物品送至客户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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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不仅没有使亚马逊
受到影响，反而加速了其零售业
务。亚马逊首席财务官布莱恩·奥
尔萨夫斯基今年 2 月称，2020 年亚
马逊的净销售额同比增长 37%，这
使得公司在资本支出上投资了大
约 440 亿美元。与前一年相比，亚马
逊 2020 年配送中心的足迹增加了
50%。
他说，
“在物流行业里，很难迅
速启动这一能力，因此这意味着你
可能需要过度建设物流中心，才能
保护客户的体验感。
”
位于路易斯安那州首府的
Cortana 商场，将成为亚马逊在该
地区的第三家物流中心。这家商
场自经济大衰退以来就一直走下
坡路，2018 年曾准备卖出但因无
人问津后作罢。今年年初，商场内
唯一一家仅存的商店也宣布关门
歇业。对此，当地市长莎郎·韦斯
顿·布鲁姆称，她全力支持重新规
划该购物中心的计划。
“ 这项工程
将会为当地居民创造 1000 个就业
岗位。”
事 实 上 ，除 了 将 百 货 商 场 卖
给亚马逊改造，美国许多购物中
心已经开始与亚马逊开展业务，
比如将自己的停车场租赁给亚马
逊的大型货车运送车队。还有不
少零售商们也开始转变思路，将
自己的商店改为迷你型配送中
心，加速网上购物的快递配送过
程，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人们减少
室内购物之后。
据悉，零售商塔吉特(Target)和
沃尔玛(Walmart)也采用了这样的
方式，把一些自己的商店改造成迷
你物流中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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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手闯入基地后被击中 图据《纽约时报》

硬闯研究病毒的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

曾获多项奖章的美军医务兵被击毙
据《纽约时报》报道，当地时间 4 月 6
日早上 8 点多，美国海军一名 38 岁医务
兵沃尔德森贝特先在马里兰州弗雷德
里克市一个科技园枪击两名海军士兵，
随后又驱车硬闯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
当场被击毙。目前，这名医务兵开枪伤
人及强闯基地的动机，以及为何选中该
科技园，
警方仍在调查中。
此前，
作为美军最大的生化武器研究
中心，
德特里克堡基地曾多次引发关注。

先在生化仓库附近枪战
再驱车硬闯军事基地
据报道，当日早上 8 点 20 分左右，
沃尔德森贝特在滨河科技园用来复枪
枪击了两名海军。随后，他直接驱车前
往五英里外的德特里克堡基地。同时，
警方接到了枪击事件报告，发动了寻找
涉事车辆和枪手的警报。
据《海军时报》消息，约 8 点 45 分左
右，沃尔德森贝特在基地大门口被卫兵
拦了下来。卫兵认出了这就是警方正在
寻找的车辆。然而，卫兵还没来得及搜
查，
他就突然加速往前冲去。
基地的快速
反应部队（QRF）当即启动。
于是，
他往基
地里行进了约半英里，就在一个停车场
处被拦了下来。
这时，
沃尔德森贝特亮出
了武器，
随后被击中，
当场被宣布死亡。
综合军方和警方的消息，第一波枪
击的发生地——滨河科技园附近有一
个军方机构。据称这是海军医学研究中
心租用的一个仓库，是生化防御研究部
门用来储存研究设备和供应品的地方。
两名伤者均为德特里克堡军事基
地的海军士兵。

枪手曾获多项奖章
军方未透露其具体部门与职责
美媒援引美国海军记录称，
枪手沃尔
德森贝特在2012年入伍，
2019年8月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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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德特里克堡基地，
住在弗雷德里克。
此前，他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海军
基地，以及得克萨斯州的萨姆休斯敦堡
等多个基地服役。其记录还显示，他曾
在不同的医疗部门接受培训，却没有参
加过任何派往其他国家或战斗的军事
部署。
此外，
他还获得过多个奖项。
此次事发后，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
的迈克·塔利将军拒绝透露沃尔德森贝
特在该基地的具体职责是什么，也拒绝
透露其具体工作部门。
塔利将军还表示，目前仍在调查沃
尔德森贝特强闯基地的动机，以及这起
事件所涉人员的具体情况。

研究病毒与传染疾病
德特里克堡生化实验室曾几度被查
据《纽约时报》报道，德特里克堡基
地位于华盛顿特区西北部约 50 英里，拥
有联邦雇员、军队人员和合同式承包商
约 10000 人。这里也是美国陆军传染疾
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所在地。
该研究所是一个生化防御中心，专
门研究可被用来威胁军队及公共安全的
细菌和毒素，同时也研究传染疾病的暴
发，
其中就包括抗击新冠病毒的研究。
2019年7月，
美国疾控中心（CDC）曾
发禁止令，
叫停了该研究所的一些细菌和
毒素研究。
在CDC发布禁令后，
政府关闭
了该研究所的一个军方病毒实验室。
当时，CDC 以“国家安全原因”为
由，并未公布这一决定的相关信息。综
合多家美媒报道，这份禁止令的发布是
由多重原因所致。这些被叫停的研究包
括可以导致埃博拉、天花、炭疽和瘟疫
的毒素。而且，该研究所没有“足以处理
其最高安全级别实验室废水污染的系
统”，因而“可能对公众、动植物的健康
造成严重威胁”
。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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