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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沙特阿美最早年内发售新股
■■本报记者 王林

面对持续严重的财政赤字、急需资金
支撑的经济改革，沙特政府开始酝酿进一
步“开放”沙特阿美———发行新股筹资。

沙特阿美于 2019 年底在本土首次公
开募股（IPO）并创下 256 亿美元历史性
募资规模，但由于沙特政府设置了一年禁
售期， 该公司无法在 2020 年进行更多股
份出售。 祸不单行的是，2020 年新冠肺炎
疫情爆发导致全球经济下滑、油价和能源
需求暴跌， 重创严重依赖石油收入的沙
特。 不过，随着疫苗问世以及疫情开始有
所缓解，业界对沙特阿美年内发售新股甚
至海外上市的预期走强。

时机成熟将售更多股份

1 月底， 沙特主权财富基金公共投
资基金 （PIF）公开表示 ，如果 “条件合
适、时机成熟”，将向公众出售更多沙特
阿美股份。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
曼随后证实了这一意向并强调，沙特阿
美是全球产量最高、市值最大的石油公
司，“出售更多（沙特阿美）股份，能够带
来新的现金流， 这些资金可以助力 PIF
本土和国际市场的投资，最终造福沙特
国民”。

截至 2 月， 沙特阿美平均股价约
34.75 沙特里亚尔 （约合 9.26 美元），高
于其 32 沙特里亚尔的发行价，目前该公
司市值为 1.86 万亿美元。 阿拉伯新闻网
指出， 沙特阿美的现金流状况整体较乐
观，利润规模也超出预期，按照其当前股
价情况，如果额外发行 5%-10%的新股，

能够收获 1800 亿美元的新增资金。
业界普遍认为， 新冠肺炎疫情不断

反复，拖累全球经济复苏，在国际主要证
交所普遍受创、 低碳转型影响石油天然
气行业投资的情况下， 沙特方面暗示可
能发行沙特阿美数十亿股新股， 无疑是
对石油工业的一大支撑。

沙特阿美认为， 石油市场最糟糕的
时候已经过去， 今年下半年石油需求有
望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此外，“欧佩克+”
减产联盟也为国际油市带来惊喜， 从同
意微幅增产到沙特单方面自愿深化减
产，推动国际油价 2 月出现小幅上扬。

彭博社汇编数据显示， 在尼日利亚
和利比亚原油供应中断的背景下，“欧佩
克+”年初以来的实际增产幅度仅为原计
划的 2/3， 这给石油需求侧改善带来极
大利好。

沙特阿美吸金能力被看好

沙特进一步“开放”沙特阿美的原
因很容易理解， 看好该公司的吸金能
力。 沙特阿美作为沙特财政的主要支
柱，不仅是沙特国家经济多元化转型的
资助者，还要为填补财政预算缺口提供
必要的资金流。

事实上， 沙特阿美在沙特经济多元
化战略 “2030 愿景” 中的位置十分明
确———筹资。 沙特如果要完成向更多元
化、更弹性的经济结构转型，庞大资金必
不可少。然而，受国际油价低迷和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 ， 沙特去年经济萎缩了

3.7%， 特别是支柱产业石油业受冲击较
严重。

根据沙特去年底公布的 2021 年财
政预算案，2020 年财政赤字高达 2980 亿
沙特里亚尔（约合 794.7 亿美元），占沙
特 GDP 的 12%，同比增长 124%。 为避免
赤字缺口扩大，2021 年沙特财政预算缩
减 7%， 仅为 9900 亿沙特里亚尔 （约合
2639 亿美元）。

缺钱、债多俨然已经成为沙特当前
无法躲避的问题， 然而进行中的“2030
愿景”并不会因此中断，根据沙特最新
公布的 5 年规划《2021-2025 年战略》，
PIF 需要在 2025 年前每年将向当地经
济注入至少 400 亿美元资金，资产翻倍
至 1.07 万亿美元， 旨在加速推动沙特
经济多元化转型。

截至目前， 沙特仍是全球最大产油
国， 石油收入也仍是其财政唯一且极难
撼动的支撑， 这间接增加了沙特阿美售
股筹资的筹码。 根据英国品牌权威评估
机构“品牌金融”最新发布的“2021 年全
球最具价值品牌 500 强”榜单，沙特阿美
以 375 亿美元的企业估值继续蝉联中东
地区第一，是中东最有价值的企业品牌，
全球排名第 33 位。

“沙特阿美曾是石油工业的隐蔽巨
头，但随着上市而逐渐公开。 ”品牌金融
首席执行官 David Haigh 表示，“该公司
品牌资产仍处于发展初期， 我们认为在

接下来 10 年里，其品牌价值将随着进入
世界舞台而继续壮大。 ”

海外上市仍然挑战重重

不过，不管是继续出售股份，还是谋
求海外上市， 沙特阿美仍面临很大挑战。
油价网指出，沙特阿美最初计划在本土和
海外两地上市，但由于投资者购股需求低
迷，被迫放弃海外 IPO，并将本土股票发
行规模从最初计划的 5%降至 1.7%。

即便当下重启海外上市讨论， 国际
市场对于沙特阿美仍存担忧。事实上，国
际投行分析师对该公司估值预测差异较
大，这将极大左右投资者的购股意愿。一
方面， 外国投资者仍然对沙特阿美的国
有身份颇有微词。实际上，即便沙特阿美
在本土上市，其油气储备、油田项目、油
气产量等仍然都归沙特政府所有，因此，
即使其上市后按规定公开财务状况，仍
然很难让投资者和市场完全信服。

另一方面， 外国投资者对于沙特阿
美石油生产的稳定性持怀疑态度。 中东
地区地缘政治纷争由来已久， 此前沙特
油田发生的袭击事件， 曾导致其石油生
产一度中断， 而该地区运输主要通过霍
尔木兹海峡， 地区局势紧张会导致唯一
石油外运通道被切断， 这些因素都会拉
低沙特阿美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进而
导致其海外上市步履维艰。

俄油为北极最大石油项目招商引资
“股权换石油”吸引贸易商，托克成首个外资股东

■■本报记者 王林

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Rosneft，以下
简称“俄油”）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北极
地区最大石油项目———东方石油（Vostok
Oil）的建设。随着该项目去年底取得阶段
性进展，俄油开始为接下来的开发“招兵
买马”。 大宗商品贸易商托克（Trafigura）
成为东方石油项目首个外资股东。

打造北极最大产油区

东方石油项目作为俄罗斯能源战略
的一部分， 截至去年底已经完成了一条
770 公里输油管道和一个港口的设计工
作，当前已经进入建设关键期。 实际上，
该项目是一个落户于亚洲大陆最北端泰
梅尔半岛的新“油库”，投资规模超千亿
美元，包括两个机场和 15 个“工业城镇”，
可能创造 13 万个就业岗位， 仅建筑工地
就需要 40 万名工人。

俄油表示， 东方石油项目潜在原
油储量估计有 440 亿桶， 可以满足全
球超过一年的供应 ， 估计总投资 70
亿-1500 亿美元，完全可以与美国页岩
重地二叠纪盆地、沙特加瓦尔巨型油田
一较高下。

据了解， 东方石油项目首阶段可支
持 5000 万吨/年的出口量，第二阶段完成
后可支持高达 1 亿吨/年的出口量， 主要
通过北极地区最忙碌的航道———北方海
路将原油出口至欧洲和亚洲。

《金融时报》汇编的资料显示，东方

石油项目主要整合了北极地区重要的
石油资源，包括四个油田组成的 Vankor
油田集群、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北
部颇有前景的石油区块，以及俄私营石
油企业 Neftegazholding 旗下最大的未开
发 油 田 群 Payakhskoye 和 Zapadno -
Irkinsky。

据悉，Vankor 油田集群中的 Vankor
油田已经于 2009 年投产，且一直在享受
关税和出口税豁免， 俄油计划将这一免
税机制引入整个东方石油项目， 如果成
行， 有望为该项目带来 400 亿美元的税
收优惠。

摩根大通估计，未来 15 年，东方石油
项目至少需要 1500 亿美元的资本支出，
预计到 2028 年， 该项目原油产量将达到
100 万桶/日， 到 2035 年将超过 200 万
桶/日， 届时约占全球原油供应量的 2%，
同时还将提供大量液化天然气。

托克历史上最大一笔投资

这样一个产量颇丰、 获利良好的项
目，自然引来了各方关注。俄油 2019 年以
来一直在寻找资质上佳的合作者， 最终，
大宗商品贸易商托克成了首个入股东方
石油项目的外国投资者， 这也是托克
1993 年成立以来做出的最大一笔投资。

彭博社报道称，托克通过新加坡全资
子公司 CB Enterprises 斥资 73 亿欧元完
成了东方石油项目 10%股权的收购。托克

首席财务官 Christophe Salmon 表示：“这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获得石油供应的机会，
给托克带来了最大的上游利益。 ”

据了解，上述 73 亿欧元中的 15 亿欧
元将是现金注资， 其余资金托克将通过
CB Enterprises 在莫斯科信贷银行进行贷
款融资。

托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项投资使
托克能够进入北极地区主要的陆上产油
区，该地区估计有 60 亿吨优质油气资源，
开采和生产潜力可与中东最大油田相提
并论。托克希望以此巩固和强化与俄油的
合作关系，并为石油贸易业务提前锁定数
百万桶原油。

托克与俄油的合作关系一直较为牢
固，其通过短期预付款石油交易为俄油筹
措资金。早在 2015 年，托克就成为购买俄
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最多的单一公司买
家。 业内估计，托克入股东方石油项目最
初有望获得 33 万桶/日的原油，随着该项
目产量不断增加，之后的供应量也将不断
上升，这将巩固托克作为俄原油最大海运
原油贸易商的地位。

股权换石油以吸引贸易商

“贸易商一旦在某个项目中购买了股
权，就和项目运营商及相关合作伙伴产生
了一定程度的‘粘性’。 ”奥纬咨询公司分
析师 Roland Rechtsteiner 表示，“对石油

贸易巨头托克而言，维护与全球最大产油
国之一的俄罗斯的长期关系，无异于能够
确保其原油来源。 ”

据路透社报道， 俄油目前还在与
维多 、贡沃 、嘉能可接触，讨论他们参
股东方石油项目的前景。俄油以提供原
油和成品油合同为条件吸引这些大宗
商品贸易商。 不过，这几家企业虽然表
现出浓厚兴趣，但因担心美国的制裁而
仍有犹豫。

其中， 贡沃最有希望成为东方石油
项目下一个外资参股者， 其今年已经恢
复了俄石油产品贸易业务， 并于日前获
得了今年 900 万吨俄原油提货权， 这是
贡沃 8 年来首获俄原油大额标书。 托克
仍然斩获俄原油贸易最大份额， 今年将
负责 1500 万-1800 万吨石油产品的出
口贸易，英国 bp 今年则获得了超过 500
万吨的贸易额。

独立原油和成品油海运贸易监测机
构 Petro-Logistics 的数据显示，2019 年托
克运送了 40 万桶/日的俄罗斯原油，2020
年运送了 25 万桶/日，相比之下嘉能可在
2019 和 2020 年的运送量则分别为 28 万
桶/日和 14 万桶/日。

路透社指出， 贡沃寻求扩大在东方
石油项目中的存在感， 该公司曾经主导
俄油在欧洲的石油贸易， 但随着美国开
始对俄制裁， 贡沃被迫出售了大部分在
俄资产。

碳交易成特斯拉
增收新支点
出售碳排放额度年入 14亿美元

■■本报记者 李丽旻

电动汽车领域的“明星”企业特斯拉
日前发布 2020 年第四季度财报。 数据显
示，该公司 2020 年首次实现盈利，并在今
年 1 月一跃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电动汽
车企业。然而，“耀眼”的财报数据中，作为
该公司主营业务的电动汽车制造以及销
售收益均不及预期， 但 2020 年特斯拉出
售碳排放额度所得收入却高达 14 亿美
元，成为“支撑”该公司业绩的最大助力。

去去年年业业绩绩超超预预期期

根据特斯拉公布的 2020 年第四季度
财报， 该公司当季总收入为 107.4 亿美
元， 超过此前业内预估的 103.8 亿美元，
同时也较 2019 年同期的 73.8 亿美元大
幅上涨。

从电动汽车销售情况来看，2020 年
第四季度特斯拉总计交付 18.057 万
辆，2020 全年总计交付约 49.95 万辆 ，
略低于此前该公司制定的 50 万辆的年
度目标， 但较 2019 年仍实现了约 50%
的上涨。

综合去年全年财报来看， 数据表明，
2020 年第四季度已是特斯拉连续第 6 个
季度实现盈利， 这也意味着 2020 年成为
该公司实现全年盈利的首个年份。受此推
动，在过去一年里，特斯拉的股价涨幅超
过 700%，令其在电动汽车行业备受关注。

然而，在特斯拉发布第四季度财报
当天，该公司股价却一时下挫约 5%。数
据显示， 特斯拉在 2020 年第四季度每
股盈利 80 美分， 低于分析师普遍预期
的 1.03 美元， 也远低于去年同期 2.14
美元，同时，报告期间该公司毛利率也
不及预期，2020 年第四季度， 特斯拉的
毛利率约为 19.2%，为 2019 年第四季度
以来的最低水平，在此期间该公司营业
利润率也从 2020 年第三季度的 9.2%下
降至 5.4%。

碳碳交交易易收收入入““耀耀眼眼””

不过，最为吸引业界关注的却是特斯
拉财报中碳交易的收益部分，这甚至引发
了业内对于该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亏
损的猜测。

数据显示，去年第四季度，特斯拉依
靠出售碳排放交易份额所获收入达到了
4.01 亿美元，较同年第三季度 3.97 亿美
元小幅上涨。而从全年来看，特斯拉因出
售碳排放交易额度所得收入高达 14 亿
美元。

彭博社分析认为， 以碳交易获利尽
管为公司带来了可观收入， 但这对于投
资者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 特斯拉的
财报显示 ，2020 年该公司净利润约为
7.21 亿美元，远低于其碳交易所获收入。
业内也因此出现质疑： 作为特斯拉核心
业务的汽车制造以及销售领域是否真正
具有盈利能力。

在财报中，特斯拉并未披露其购买碳
排放交易额度的企业。 但事实上，在 2019
年美国车企通用汽车以及欧洲车企菲亚
特克莱斯勒已在公开信息中表示，这两家
车企将向特斯拉购买其在美国的碳排放
信用额度。 据业内推测，向特斯拉购买其
碳排放交易份额的公司大多位于美国加
州或欧洲。

全全球球碳碳市市迎迎来来““繁繁荣荣期期””

彭博社分析指出，特斯拉作为一家主
营电动汽车、同时拥有屋顶光伏等业务的
清洁能源公司，与其他正积极谋求清洁转
型的传统车企相比，明显在碳排放方面存
在一定的优势。以菲亚特克莱斯勒公司为
例，有报道称，该公司近年来在购买碳排
放交易份额方面的支出已达到 18 亿欧元
左右。 该公司也表示，为遵守欧盟的碳排
放相关规定，未来将继续购入碳排放交易
份额。

彭博社援引行业分析师的话称，由于
目前各国汽车制造商都开始受到碳排放
的规定限制，预计 2021 年，特斯拉出售碳
排放交易额度的收入将进一步上涨，甚至
可能突破 20 亿美元。

事实上，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在过去
的一年里， 因各国陆续出台的减排以及
“碳中和”目标，各地区碳市场也迎来了一
轮“繁荣期”。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作为目
前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碳市场，截至今年 1
月底，该地区碳价已屡破建立以来的历史
新高。 而韩国、新西兰等亚太地区国家的
碳市场， 在 2020 年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
高速发展。

彭博社援引多位欧洲行业分析师的
话称，欧洲碳价很可能在今年内持续大幅
上涨。在此情况下，有测算认为，在碳交易
中获利的机构或企业，很可能将快速获得
超过数百万美元的收入。

在业内人士看来，在碳市场越来越活
跃的当下，碳交易不仅能够为可再生能源
行业带来不菲收入，同时也将对高碳排放
行业造成一定的刺激，进一步推动能源企
业向清洁低碳方向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