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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收购尼克森获加拿大政府批准

收购成功有助于集团加快国内深水、页岩气开发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明珠 徐欢

加拿大政府

7

日宣布， 批准中国

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简称中海油） 以

151

亿美元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的

申请， 至此中海油基本完成在海外最

大的一宗收购案。

加方：收购符合其利益

加拿大工业部长克里斯琴·帕拉

迪斯

7

日向中海油伸出橄榄枝。 他表

示， 按照 《加拿大投资法》 和有关指

导方针， 在中海油就今后的管理、 招

聘和投资作出保证后， 加拿大政府裁

定， 中海油收购尼克森公司 “很可能

给加拿大带来净收益”。

加拿大总理哈珀在随后召开的

记者会上表示， 吸引投资是加拿大

政府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点，

加拿大非常鼓励和期待批准更多符

合加拿大利益的外国投资。

同日获批的还有马来西亚国

家石油公司收购加进步能源公司。

不过哈珀随后指出， 今后， 对外

国国有企业收购加能源企业的审

批将更加严格， 将作为特殊情况，

以特案来进行审理， 按其是否符

合加拿大的纯利益进行更为严格

的审查。

中国海洋石油董事长王宜林表

示， 中海油未来将因尼克森优良资

产及优秀员工队伍的加入而受益。

中海油在此前的公告中已经明确指

出， 通过收购尼克森， 中海油将进一

步拓展其海外业务及资源储备， 以实

现长期、 可持续发展。

这次收购是加拿大自

2008

年全

球经济危机以来最大金额的外资收

购案。 中海油的收购要约此前得到

了尼克森公司股东和加拿大阿尔伯

塔省政府的支持， 但对外国企业收

购加拿大能源公司是否符合加拿大

的纯利益， 在加拿大引发了一场全

国大辩论。 加拿大工业部

8

月

29

日

启动对中海油收购案的审批， 并两

次延长审批期限， 审批最后截止日

期为

12

月

10

日。 加拿大政府上周

五的决定为中海油的收购扫清了最

大障碍， 但仍需得到美国的外国投

资安全审查批准。

收购利于中海油能源布局

业内人士认为， 成功收购尼克森

对于中海油国际化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 由此， 中海油将成为更重要的国

际能源公司。

瑞信发布报告指出， 中海油成功

收购加拿大尼克森， 将有助于带动集

团明年盈利， 特别是对集团的生产、

技术带来贡献， 并预期明年产量同比

或增长

33％

。 更重要的是尼克森公

司员工在美国及加拿大的深水和页岩

气勘探工作方面有宝贵的经验， 有助

于集团加快国内深水、 页岩气发展。

有石油行业分析师指出， 收购尼

克森将使中海油在海外的扩张能力进

一步加强， 因为尼克森是一个跨国公

司， 中海油完全可以利用尼克森的平

台在全世界发起更多的并购， 增加自

身的经营能力， 扩充资本。

东方油气网分析师程瑞锋表示，

此次收购完成后， 中海油在陆地石油

资源的比例将得到大幅提升。 厦门大

学中国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认

为， 中海油的优势主要在海上， 收购

成功解决了中海油上游业务在陆地的

短板， 并增强其对油砂和页岩气等非

常规资源的获得能力。

中海油上周五股价微跌

0.16%

至

16.6

港元。

蒙蒂欲撂挑子 贝卢斯科尼想杀回马枪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作为欧债危机中不能倒下的

“猪”， 意大利政局一直是投资者关注

的焦点。 当地时间

8

日， 意大利总理

蒙蒂表达了辞职意愿， 意大利或被迫

提前进行大选。

根据意大利总统府发表的声明，

蒙蒂向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表达了

辞职意愿。 声明说， 蒙蒂表示他在失

去议会内最大党派自由人民党的支持

后已无法继续履行总理职务， 因而

表达了辞职意向。 不过， 蒙蒂将积

极寻求各党派支持， 力求通过旨在

改善财政状况的

２０１３

年度预算案

和有关金融稳定法案， 并在相关法

案通过后正式提交辞呈。

日前， 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

尼领导的自由人民党明确表示不再

支持蒙蒂领导的专家政府， 并分别

在参众两院针对政府信任案的投票

中投了弃权票。 尽管蒙蒂政府依靠

其他党派的支持涉险过关， 但失去在

议会拥有最多席位的自由人民党的支持

意味着蒙蒂政府已面临 “垮台” 风险。

意大利左翼民主党总理候选人贝

尔萨尼指责贝卢斯科尼的政党不负责

任， 背弃了一年前做出的支持蒙蒂的

承诺。 现年

７６

岁的贝卢斯科尼曾

３

次出任意大利总理， 受债务危机影响

于去年

１１

月辞去总理职务。 值得注

意的是， 贝卢斯科尼也在

8

日正式宣

布将率领自由人民党参加明年春季的

议会大选， 而他此前已多次表示不会

再竞选意大利总理， 但在

10

月底米

兰一家法院宣判他逃税之后， 他似乎

改变了想法。 “不少人请求我重返政

坛。” 贝卢斯科尼表示， “意大利现

在的情形比我去年辞职时糟得多。”

近日， 欧洲金融市场已对意大

利政坛的不确定性做出反应。 有分

析人士预计， 蒙蒂表达辞职意愿将

在今日欧洲交易时段推高意大利的

国债收益率。

多哈气候大会加时赛打进“争议球”

大会敲定《京都议定书》明年实施，但未就发达国家减排指标做具体规定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经历了一天的 “加时赛” 之后，

原定在

７

日结束的多哈气候大会终于

在当地时间

８

日深夜落下帷幕。 在发

展中国家的力争之下， 此次大会取得

一些成果， 但仍给未来留下不少问题。

按照日程安排， 多哈气候大会本

应在当地时间

7

日晚结束， 但由于各

国在 《京都议定书》 第二承诺期等主

要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 气候谈判再

度上演 “加时赛”。

“世界上不存在一个让所有人都

满意的方案， 时间已不能再拖。” 大

会主席、 卡塔尔廉洁和行政监督机构

主席阿卜杜拉·阿提亚面带倦容， 再

次出现在主席台上， 这时已经是当地

时间

8

日下午。

随后， 气候大会谈判发生戏剧性

的转变。 到了晚上， 阿卜杜拉·阿提

亚以闪电般的速度敲锤通过各项决

定， 他用惊人的表现， 将大会从失败

边缘拉了回来， 打进 “争议球”。

大会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将 《京

都议定书》 第二承诺期定为

８

年， 并

在

2013

年开始实施。 与此同时， 大

会还通过了有关长期气候资金、 《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长期合作

工作组成果、 德班平台以及损失损

害补偿机制等方面的多项决议。

在随后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 缔约方陈述中， 除美国和

俄罗斯表示不满外， 大多数国家、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认为， 这一结果

虽不完美但可接受， 支持大会所做

出的决定。

此外， 在发展中国家持续呼吁

和敦促之下， 一些发达国家除了有

条件地接受 《京都议定书》 第二承

诺期， 也承诺向 “绿色气候基金”

注资。 决议重申， 发达国家须为发

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支

持， 并在

２０２０

年前实现 “绿色气

候基金” 每年入款

１０００

亿美元的

目标。

不过， 本次大会也留下不少遗

憾， 所达成的每项成果几乎都留有

“尾巴”。 日本、 加拿大、 新西兰及

俄罗斯已明确不参加 《京都议定书》

第二承诺期， 大会也没有就发达国

家减排指标做出具体规定。 在处理

第一承诺期的碳排放余额问题上，

仅有澳大利亚、 列支敦士登、 摩纳

哥、 挪威、 瑞士和日本

6

国表示，

不会使用或购买一期排放余额来扩充

二期碳排额度。 有分析人士表示， 明

年华沙气候大会的谈判难度将更大。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通过其发

言人发表声明， 对多哈气候大会取

得的成果表示欢迎。 中国代表团团

长、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

本次多哈气候大会对 《京都议定书》

第二承诺期作出决定， 要求发达国家

在

2020

年前大幅减排并对应对气候

变化增加出资， 中国代表团对大会结

果表示满意。

港府调控楼市初见成效

香港地产大佬如坐针毡

证券时报记者 吕锦明

香港中原地产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

示， 标志香港楼价走势的中原地产指数从

11

月中旬的历史高位持续回落， 显示香港

政府在

10

月底推出的楼市调控 “双辣招”

效果逐步显现。 这令香港地产商界有点沉不

住气了， 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及其多家会员在

上周末约见了香港特区政府主管地产市场的

官员， 就买家印花税

(BSD)

和额外印花税

(SSD)

提出意见。

香港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最新报

114.38

点， 按周下跌近

0.6%

， 为这一指数自

11

月

中旬创历史新高后第三个星期回落， 累计跌

幅约

2%

。 对此， 香港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

联席董事黄良升分析认为， 港府的调控措施

令买家对香港楼市维持观望态度， 使得整体

成交锐减、 楼价受压。 他认为， 香港楼市已

开始进入调整期， 在未来三个月楼价将回落

5%

至

10%

。

为此， 香港地产建设商会

10

多名代表

于日前与香港政府官员会面。 据悉， 双方会

谈超过一个半小时。 与会的商会代表称， 地

产界向港府官员跟进了之前向政府提交的希

望修订买家印花税的建议。 香港地建商会执

委会主席梁志坚于会后表示， 会谈气氛温

和， 商会会员普遍对买家印花税的执行有意

见， 与会的政府官员也认为 “部分修改建议

有理”， 承诺会认真考虑。 梁志坚认为， 额

外印花税对地产市场的影响不大， 但买家印

花税的执行因涉及外资以公司名义买楼等事

项， 尤其对打算投资香港地产的外资及本地

公司在买卖物业等方面的影响特别大。 梁志

坚强调说， 商会希望港府考虑执行调控措施

所带来的影响。

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发言人会后表示， 已

经细心聆听商会的意见， 将会在草拟加强版

额外印花税及买家印花税的修订法案时详细

考虑其意见。

香港运输及房屋局长张炳良在谈及中原

地产统计数据时表示， 港府在

10

月底推出

的调控措施已初见成效， 香港楼市稳定下

来。 对于有分析师预期香港楼市在未来

3

个

月会再跌

5%

至一成， 他强调政府有关部门

会密切留意楼市走势， 监察的内容包括楼

价、 成交量及租金水平等， 以确保香港楼市

可以稳定健康发展。

香港浸会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巫伯雄表

示， 中原地产公布的最新数据反映港府在

10

月

27

日推出加强版额外印花税及非香港

永久居民买家税后， 香港楼市已恢复平稳。

港府并不是想楼价回落， 而是希望楼价根

据香港的真实经济情况变化。

美国非农失业率

降至近

4

年来最低

美国劳工部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

年

11

月份美国非农业部门失业率降至

7.7%

， 创下

2008

年

12

月以来的最低点。

不过， 有经济学家提醒， 这个看似鼓舞

人心的数字是由于劳动力减少而不是由于就

业岗位增加。 据悉， 美国失业率下降的一大

原因是劳动力大军减少了

35

万人， 这表明

有些人已放弃找工作。

尽管美国

１１

月失业率降至近四年来最

低， 但由于国会两党就财政悬崖的谈判仍无

进展， 上周五美国股市涨跌不一。 美国国会

众议院议长博纳表示， 有关财政悬崖的谈判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博纳强烈

要求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吴家明）

苹果谷歌或联手

竞购柯达专利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据海外媒体报道， 苹果和谷歌

公司正同心协力以超过

5

亿美元的

价格购买柯达公司的成像专利。

苹果和谷歌在智能手机、 平板

电脑等业务上是竞争对手， 两家公

司的合作也引起市场关注。 有分析

人士表示， 通过这样的合作， 两家

公司都能获得一些专利， 而支付的

费用较低， 同时也不必担忧遭到竞

争对手的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