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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近海发现超大天然气田

本报讯 记者谢飞 宋博奇报道：意
大利能源巨头埃尼集团在其官方网站发
表声明称，该公司在地中海埃及近海海域
发现了一座覆盖面积约 100 平方公里的
超大天然气田。

根据埃尼官方披露的信息，这座名为
佐霍尔 （Zohr） 的天然气田预计储量高
达 8500 亿立方米，是地中海区域发现的
有史以来的最大天然气田。埃尼集团
CEO 德斯卡尔西表示，这一“历史性发
现”将改变埃及的能源格局。埃及在能源
领域仍然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埃尼集团
将对气田情况展开评估，希望能够尽快启
动 气 田 的 开 发 工 作 。 据 悉 ， 2014 年 1
月，埃尼公司与埃及能源部及埃及国家天
然气控股公司签订了有关开发舒鲁克区块
的合作协议，此次发现的佐霍尔天然气田
正是位于这一区块内。

虽然当前国际油价持续走低、伊朗重
回市场等多重因素冲击着国际能源市场，
埃尼集团也在年初将2015年至2018年的
投资预算削减了17%，但他们仍对天然气
市场保持十足的信心。该集团称，天然气
在当前及未来的各种环境压力下将有不可
估量的前景。埃及政府也表示希望此次发
现使其在2020年实现天然气自给自足。

低油价迫使欧佩克“开展对话”

□ 本报驻维也纳记者 谢 飞

欧佩克日前在对近期国际油价的评
论中称，已经做好准备与其他产油国进
行对话，以求共同应对低油价带来的
挑战。

欧佩克指出，今年 7 月份国际油价
迅速下跌，下跌速度是自 2008 年国际
金融危机以来所罕有。全球原油供过
于求的供需关系伴随着持续性的市场
投机行为，欧佩克 （及其成员国） 及

非欧佩克产油国都承受了巨大压力。
评论指出，过低的油价不仅给产油国
的宏观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也给产油
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更
严重的是，目前的低油价将导致石油
行业的投资出现锐减，影响该行业的
中长期发展。

虽然目前国际油价正处在深度调整
中，但今明两年的国际原油需求仍呈现

出上升趋势，全球能源供需关系的失衡
局面有望得到改善。国际油价也会逐步
重回上升通道。欧佩克估计，今年全球
原油需求增速将保持在138万桶/天，而
明年需求增速也将较为稳定地维持在
134万桶/天。

欧佩克在评论的后半部分出人意料
地提出，欧佩克愿加强与“利益攸关
方”的对话与合作，为共同创造一个国
际原油公平合理的定价环境作出努力。
但欧佩克同时强调，会尽全力维护该组
织及其成员国的利益。

分析认为，尽管欧佩克提出与其他
产油国进行对话与合作的时机有些太
迟，但毕竟是积极的信号。就在本周，
有报道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准备与委内
瑞拉总统马杜罗就“共同采取行动”稳
定油价进行磋商。

有评论指出，近期国际油价的大幅
波动已让欧佩克及其成员国感受到更大
压力。从欧佩克以往的行事风格来看，
提出“对话与合作”并不是欧佩克，特
别是其重要成员国沙特的作风。专家据
此指出，欧佩克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逐
步开始调整策略，着手控制产量、调整
供需关系。

但也有观点指出，欧佩克进行产量
调整的幅度不会很大，因为其“狙击”
美国页岩油产业的“战斗”还未取得完
胜，不会放任此前的努力功亏一篑。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企业今年以
来大手笔收购海外企业的行为引人注
目。据统计，2015 年 1 至 8 月，日本企业
海外出资并购额达 7.1685 万亿日元，比
去年同期增加 77%，超过并购最高年度
2012年度创下的7.1375万亿日元纪录。

在全球跨国并购案中，日本企业所
占比重上升至 5.9%，比上年增加 1.4 个百
分点。1 至 7 月，全球跨国境并购案同比
增长 20%，其中日本企业并购案例明显
活跃。这种现象表明，在日本上市企业
的手头资金创历史新高的背景下，越来
越多的保险企业和物流等内需型企业在
海外寻求发展机会。此外，重视资本效
率的趋势也推动了日本企业的海外出资
和并购。

分析人士指出，此轮日本企业海外
并购中的特点引起国际经济界的关注。
首先是大额并购项目多，如伊藤忠商事
以 1.204 万亿日元持股中国中信集团，创
近年来少有的交易大单。此外东京海上
控股公司收购美国 HCC 保险公司、明治
安田生命保险公司收购美国斯坦金融集
团、日本邮政公司控股澳大利亚的综合
物流企业拓领控股公司等，各单交易都
在6200亿日元以上。虽然日企1至8月的
并购件数仅增长 3%，但受日元贬值影响
收购额大幅膨胀，平均并购额约为170亿
日元，远超2012年的98亿日元。

其次是日本保险企业到海外市场开
展大型并购案十分突出。除明治安田生
命保险公司收购美国斯坦金融集团外，

住友生命保险 8 月 11 日宣布将以 4666 亿
日 元 收 购 美 国 中 坚 寿 险 企 业 Symetra

Financial。在日本总人口不断下降、老
龄化加剧的背景下，日本各保险公司预
计日本市场将日趋萎缩，开始将视野扩
展到世界最大市场美国，以期取得新
发展。

此外，日本企业重视通过海外并购
实现强强联合，拓展发展空间。如果说7
月份日本经济新闻社收购英国百年老报

《金融时报》 是为实现经济信息资源和客
户资源共享，那么生产环保汽车电池用
材料的旭化成将通过收购美国同行企业
扩大市场份额，富士胶片控股将通过收
购美国创业企业进军再生医疗领域，实
现跨行业发展。

此间评论指出，本轮日企海外并购
活跃的背景是，日本大企业得益于安倍
经济学的税收优惠政策和日元贬值、股
价上升等金融宽松措施，上市企业的市
场获利资金创历史新高，才使得这些大
企业财大气粗。同时股市对企业资本的
经营效益要求越来越苛刻，选择优质合
作伙伴下注或并购是企业有效用活资金
的捷径。然而，企业海外并购不同于制
造业的海外投资建厂，2008 年、2011 年
由于当时日元升值，日本大型制造企业
纷纷向新兴国家投资建厂，带动了众多
的外围中小企业随行并从中受益。而此
轮大企业并购更多的是扩大企业的海外
业务收益规模，日本绝大多数的中小企
业及其员工难以从中受益。

日企加大海外投资难哺国内
□ 苏海河

本报纽约 9 月 1 日电 记者张伟报
道：8 月 31 日，受美国石油产出下滑与欧
佩克计划与其他产油国就低油价进行磋
商两大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涨幅近
9%，3个交易日总涨幅已经达到27%。

本周一，原油期货价格在下跌后实
现反弹，美国原油价格在过去一周内已
大涨 12%，收复 8 月份所有跌幅，并于周

一收涨 8.8%至每桶 49.2 美元，创下 6 周
以来新高。各类合约的收益在过去 3 天
内的涨幅更是刷新25年以来的纪录。布
伦特原油也大涨 7.4%，收于每桶 53.90
美元，目前两大原油基准价格在交易日
内的价差在收缩至 4.33 美元后，又一度
扩大至5美元以上。

美国能源信息署（IEA）周一发布的

数据称，美国国内原油产量曾在今年4月
份触及 960 万桶的峰值，随后便开始逐
步下滑，两个月内共计日产量平均减少
超过 30 万桶。欧佩克本周一表示，已经
做好准备希望与其他产油国就低油价问
题展开磋商，这一消息成为原油市场的
重大拉升因素。

分析人士认为，欧佩克成员国在财
政压力下可能准备重新考虑原油供应政
策是市场密切关注的最新动向；该组织
一些成员国已经难以忍受油价下跌给本
国财政带来的重负，近期不断呼吁欧佩
克开会商讨紧急应对政策。

国际油价三天大涨27%

第二十四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设备展览会
（2015BIRTV）在京举办，松下电器携最新技术与产品
亮相，图为松下电器广播电视系列新技术与产品以及
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提供的转播车展示区。

本报记者 陈 颐 实习生 白玉竹摄影报道

本报利雅得电 记者王俊鹏报道：相关数据显示，
预计未来 5 年海合会国家照明系统市场将以 11%至
12%的速度增长，到 2020 年市场需求量将从目前的
25 亿美元增长至 35 亿美元。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
为当地主要采购商。

分析认为，随着海合会国家政府提倡建造绿色、智
能型建筑，未来照明产品需求将主要集中在LED照明
系统和太阳能照明技术领域，尤其是伴随LED技术的
不断发展，LED 照明系统在中东地区市场占有率将突
破 25%。研究表明，大规模使用 LED 照明系统后，全
球每年可减少5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海合会国家照明市场前景可期

本报首尔电 记者杨明报道：韩国产
业通商资源部日前发布了与相关部门联合
拟定的《利用自由贸易协定吸引外商投资
方案》。韩国政府计划今年通过落实该方
案吸引2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

韩国产通部发布的吸引外资方案大致
分为 3 个领域，共 47 个课题。3 个领域包
括将经济自由区打造成吸引外资前沿地区

（19 个课题）、创造国际商务环境（18 个课
题）、通过自贸协定吸引中国和中东投资

（10个课题）。具体来看，韩国政府将修改
相关法案执行令，使经济自由区新工厂无
需重复接受环境影响测评；简化入驻经济
自由区的企业同韩国国内保税工厂进行交
易时的进出货申报程序；经济自由区内外
国专业人才招聘名额目前占韩国人的
20%，该比重将扩大到30%；凭借韩中自贸
协定和韩流开辟投资来源，成立韩国—沙
特合作特别小组吸引主权财富基金。

去年，外商对韩投资达190亿美元，创
下历史新高，但今年年初开始一直呈现下
滑走势，近期则出现明显回升。

韩国发布外商投资新方案

本报讯 记者田原报道：缅甸政府日前公布最低
工资标准。自 9 月 1 日起，缅甸将在全国境内实行每
日 3600 缅元（约合 2.8 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但不包
括员工数量在15人或者15人以下的小型企业。

此前，缅甸劳工群体曾提出将每日最低工资涨到
4000 缅元（约合 3.1 美元）的要求，因遭到雇主组织拒
绝，一度引发了缅劳工组织举行的示威游行。因此，缅
甸最新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被舆论视为是缅甸政治
经济改革的重要成果。

缅甸将实行最低工资标准

本报首尔电 记者杨明报道：据韩国关税厅日前
消息，中韩网上订购商品海运通关系统正式启动。中
国消费者在韩国购物网站订购的商品可以通过海运从
仁川运往青岛物流中心，然后再通过当地快递系统配
送给消费者。

关税厅方面表示，网购商品若通过海运配送，比空
运节省 40%的物流成本，这会促进更多中国消费者购
买韩国商品。而且海关允许通关的商品扩大到除干
鱼、酒、香烟、金银宝石、化妆品之外的全部品目。

中韩网购海运通关系统启动

本报讯 记者蔡淳报道：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
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在过去 5 年里吸引外国直
接投资项目共3522个，超出预期目标184个。投资总
额达3700亿埃塞俄比亚比尔（1美元约合21埃塞俄比
亚比尔）。

从地域范围看，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奥罗米亚州以
及阿姆哈拉州集中了大多数项目，分别拥有 1614 个、
906 个和 162 个项目。此外，共有 1079 个农业、工业
和服务业的投资项目已经开始运作或者正在建设当
中，将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超过8000个。

埃塞俄比亚吸引外资超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