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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贸易好比是约会，而天然

气贸易则如同是结婚。“一纸婚书

签下来可能会 20 年不变，因此各
方都会比较谨慎。”安迅思息旺能

源研究与策略中心总监李莉，在

评说中俄之间油气合作时这样说

道。

这一慎重的抉择持续了 10 年
之多。资料显示，中俄原油管道谈

判前后经历了 14 年，直到 2011 年
管道才正式投入运行。中俄天然

气谈判已经超过这一跨度，却迟

迟不见预期效果。不过，最近有

专家预测，中俄双方互补性

越来越强，双方合作将在

2014 年落地，僵持不
下的价格谈判“将

会 出 现 令 人 满

意的结果”。

价格最快
上半年敲定

刚刚过去的

2013 年，中俄油
气合作出现了转机。

201 3 年 6 月，
中石油和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

钦签署俄向中国增供原油长期贸

易合同，根据增供合同，未来中国

石油进口俄罗斯原油量将达到

4610 万吨 /年。这份增供合同是中
国对外原油贸易中最大单笔合

同。

时隔 4 个月，俄罗斯能源部长
诺瓦克 2013 年 10 月 22 日宣布，俄
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与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公司基本商定对华供气的

定价公式，双方或在年底签署供气

合同。这一步一旦达成，俄方将在

2018 年至 2020 年间就能开始沿东
线管道对华输气，最大供应量达每

年 380 亿立方米，并可继续增加到
600 亿立方米。这一数字基本上等

于中国年天然气消费总量的 1/3。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

心主任林伯强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中俄油气合作已经

有了明显进展，天然气出口中国将

是既定事实，关键是价格。目前双方

正处于讨价还价的过程。

事实上，中俄之间在这个问题

上的合作比较艰难。中国海洋石油

总公司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能源研

究员坦言，“从 1997 年开始到现在，
16 年过去了，双方仍在谈价格，而
且还在原地踏步。”

不过，16 年来，全球能源格局
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业内普遍认

为 2014 年将会是一锤定音之年。林
伯强告诉记者，中俄天然气合作价

格目前已经接近双方心理价位，“比

较乐观的看法认为，今年上半年中

俄天然气价格即将定音。”林伯强持

保守态度，“下半年应该能够落槌。”

未来定价由买方掌控

虽然是主力买家，但是中国乃至

亚洲一直没有定价权。

“目前，中国作为买方市场在价

格制定上还缺少话语权。”林伯强表

示，“目前作为供需双方仍是供方说

了算。”

“在亚洲天然气市场缺少基准价

格，因此买卖双方很难达成共识，目

前来看一年可能还来不及建立基准

价格，可能需要 3—5年甚至更长的

时间。”李莉表示。

虽然这一时间表尚难确定，但李

莉认为，随着全球能源供应格局的转

变，中国即将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的原

油进口国，在国际原油市场上的影响

力正在不断增加，天然气方面，中国

也和东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一起，是

全球天然气市场上的核心力量之一，

也一直在尝试如何形成代表买家声

音的亚洲定价中心。

而如今能源资源供求双方即将

进入剩女待嫁阶段。陈卫东曾这样形

容道，当资源还处于抢手的时候，算

得上嫁得出去的女儿，但是如果一段

时间后新的能

源出现，那原

有的优势

资 源

可

能即将变成剩女。

陈卫东话锋一转，“2013年，俄罗斯
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已然发生了微妙转

换，由过去的中国主动向俄罗斯示好，

转变为俄罗斯主动向中国寻求合作。”

促进双方达成一致的因素有多

方面。马思明分析称，在过去的一年

中，全球的能源形势已经发生转变，

能源的价格已经有小幅的调整，美

国的页岩气资源成功商业化并开始

出口液化天然气，对全球的能源生

产国和出口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但是，对中国来说，不仅增加了能源

的进口渠道，同时增加了参与国际

能源合作的机会，与能源生产国进

行能源价格谈判时，也增加了更多

的筹码。

【一周 A week】

>>1月 13 日，谷歌斥资 32 亿美元收购智能家居领域
的苹果公司 Nest，这是谷歌历史上第二大收购。

>>1月 13日，欧洲中央银行执行委员会委员默施在欧
洲央行总部展示新的 10欧元钞票。新 10欧元钞票上印有
希腊神话人物图像，将从 9月开始流通。

>>1 月 14 日，美国参众两院达成了 1.012 万亿美元
预算的支出协议，消除了今年 9 月 30 日之前美国政府关
门的威胁。这是 4年来美国国会首次通过大范围支出协
议。

>>1月 15日，德国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德国经济在
2013年中整体持稳，经物价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比
2012年增长 0.4%。

本报记者 陈玮英

【特别报道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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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振贵

历经磨难甚至计划要出售的黑莓并没有找到合适

的买家，黑莓最大股东枫信金融控股公司决定，再注资

10 亿美元，并聘程守宗担任 CEO，继续营运。程守宗开

始了自己的救亡图存之旅。他表示，黑莓当初起家，靠

的就是企业客户。企业客户是黑莓的根本，这也是其上

任之后重点挖掘的市场。

程守宗声称要用 18 个月的时间使黑莓在财务和战

略上恢复到稳定状态，他预计今年内黑莓现金流转正，

而到 2016 财年实现盈利。对此，笔者并不看好黑莓的

救亡图存之旅可以如此顺利。

众所周知，企业客户曾经是黑莓的最大依托，因为

安全的原因黑莓一度时间在企业包括政府客户中拥有

很大的市场。但是，随着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越来越

多的安全应用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黑莓本来的优势逐

渐丧失，再加上黑莓手机新品发布匮乏，流失的企业客

户成为压倒黑莓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看到，一些加拿大银行及美国公司近几年来都

被黑莓的竞争对手抢走。根据黑莓最新的财报，过去几

年来，黑莓已流失了 68%的商业客户，从原来的 25 万降

至目前的 8 万。而企业客户一般都会签约较长时间，一

旦流失短期内很难再争夺回来。在其它市场，黑莓手机

本身欠缺的时尚性以及比较呆板的设计，已逐渐退出主

流智能手机竞争市场。

如今，原本的手机巨头都已今非昔比，黑莓也是其

中之一，复苏之旅并不会那么简单。诺基亚曾经依托 WP

系统构筑了 Lumia 系列手机，但依然没有挽回自己被微

软收购的命运。包括三星、苹果的市场利润率和发展势

头都遭受了新兴手机厂商的强烈挑战，智能手机市场的

争夺会更加激烈，黑莓靠什么脱颖而出？

黑莓公司日前公布的截至 2013 年 11 月 30 日的第

三季度财报显示，单季亏损高达 44 亿美元之多。值得注

意的是，黑莓在发布财报的同时，宣布与富士康达成为

期 5 年的战略合作。据了解，双方合作始于 2014 年年

初，初期主要为印尼和其他新兴市场提供智能手机。

很显然，黑莓和富士康的合作更多还是布局在新兴

市场，这部分市场对黑莓手机的吸引程度到底有多大？

黑莓手机本来在新兴市场就非常稀薄，借助富士康是为

了寻求更低的成本吗？新兴市场的需求更多还是在消费

级市场，而这个市场并非黑莓的优势所在，因此这种合

作能否给黑莓带来更多的收益有待观察。

当然，由于巨额亏损，外包硬件业务、降低库存风险

也是意料之举。之前，黑莓一直是独立开发硬件产品。只

是外包之后的黑莓是不是还在安全方面有其独到之处？

这同样是值得观察的地方。

而更重要的是，企业用户对于智能手机的发展已经

等不及了，新兴应用模式、更多的应用能力多是吸引他

们转变的原因之一。黑莓已经让用户失去了等待的耐

心，产品本身的能力和应用缺乏了诱惑性。

无论是苹果还是三星都开始专注于企业市场，这也

是在消费级市场赚得盆满钵满之后的一种多元化布局。

因为企业市场可以获得更长久和稳定的合作机会。更主

要的是，无论苹果还是三星对自己的产品体系和安全性

要求非常自信，都有能力和黑莓抗衡。而消费级市场本

来就是黑莓的软肋，也是一直拖累其发展的原因之一，

如果黑莓在企业级市场能够唤起企业的重新关注，或许

还有一线生机，否则复苏之路将很难。目前的救亡图存

之旅才刚刚起步，或许今年年底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了。

黑莓复苏之路
或充满荆棘

【世界观 Review】

16年爱情长跑
中俄天然气或年内签“婚书”

1月 15日，为期两天的第 11轮
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在上海落下帷幕，

目前正式进入文本谈判阶段，意味着

双方将开始起草协议条款。

而负面清单内容是文本谈判阶

段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美投资谈判是不断博弈和交

锋的过程，本轮谈判尽管并无实质性

进展，但能够预期的是，随着谈判的

不断推进，负面清单的内容最终会逐

步接近。未来跨国投资空间会进一步

扩大。”中美商会亚太区总裁方啸在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美双边投资
亟待提速

截至 2013年 9月底,美在华投资
项目累计超过 63000家,实际投入 726
亿美元, 是中国最大的投资来源国；而
2013年中国对美国总投资规模达 140

亿美元，较前一年增加一倍。

不过，2013年中国对美投资总量
却不及美国吸收外资总量的 1%。
“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外部环境并

不乐观，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大规模投

资海外，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美国

对来自中国的各类投资的警惕，特别

是在美国认定的那些与国家安全利益

相关的电信、能源等关键行业，中国投

资受到的阻碍尤其大。”方啸指出。

从华为、中兴在美国投资遭拒，

到三一重工在美收购被否，双汇收购

史密斯菲尔德闹得沸沸扬扬，中国企

业在美国投资仍有不少尴尬与无奈。

“在中美双边投资过程中，中国

企业赴美投资希望获得更多制度保

障；而美方企业寻求利用协议获得在

华投资更多的市场准入。”方啸称。

双方“负面清单”
或逐步接近

“负面清单的内容从技术上而言

或许并不复杂，主要是列举保留的

行业和措施，但其涉及缔约一方政

府对外资的管理权和国内产业的

利益，是一个重大的利益问题，双

方可能将进行艰苦的交锋和博

弈。”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任清

表示。

“美国相对而言是比较开放的，

只是对国防安全领域比如军工、国

防、航空通讯网络和交通运输等行

业会有所限制或是禁止投资。但中

国的负面清单会更加细致，包括银

行、博彩等娱乐行业的限制或禁止，

但谈判是双方磨合的过程，预计双

方的负面清单会逐步接近。”方啸在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在方啸看来，国内的开放逻辑

是“有序开放”，即抓住优先需要解

决开放的瓶颈。

“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可能

是重要的蓝本，也要借鉴试点开放

的经验，但仍需要双方谈判磨合。”

方啸指出。

跨国投资空间或扩容

中美投资协定一旦达成，两国

企业所获得的跨国投资空间将洞然

而开。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近 20
年来一直保持持续劲升态势，形成

了高达 700 多亿美元的存量。
“启动负面清单模式，指的就是

除了负面清单上的行业和领域，其

他都会放开，负面清单包括禁止类

和限制类。我预计，部分目前限制

类的行业，比如，采矿业、部分制造

业、金融业和商务服务业等会进一

步放开，中美投资谈判落定的话，

美国在华投资规模将进一步扩

大。”发改委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吴

维海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一旦达成双边投资协定，未来

双边投资空间扩容毋庸置疑，只是

时间问题。”方啸称。

中美跨国投资空间有望扩容

本报记者 王莹

中美投资谈判再推进
“负面清单”内容渐清晰

王利博制图全球能源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业内普遍认为，中俄天然气合作 2014 年将会一锤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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