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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增產降價  全球油價狂瀉

俄羅斯拒減產                          
沙特反增產 
在俄國拒絕減產要求後，沙

特國營石油公司阿美（Aramco）

6日擬將主要客戶每桶報價調降 4

到 7美元，降幅是 20年來最大，

意圖搶奪俄羅斯部分市占，並宣

布 4月起每日供應從 980萬桶提

高到 1230萬桶原油，目的就是

要逼俄羅斯重返談判桌。消息一

出全球油價進一步下跌。 9日倫敦

布倫特原油和紐約西德州中級原油

（WTI）在亞洲交易時段一度下跌

30%，創 1991年波灣戰爭爆發以

來最大跌勢，稍後收斂至約 20%；

10日每桶油價約 32美元至 35美

元。高盛分析師認為，後續每桶價

格將會來到 20美元。

據中央社報導指出，國際

原油價格 2014年開始崩跌後，

OPEC會員國和俄羅斯為首的 10

個非會員產油國 2016年底達成減

產共識。現行減產協議即將於 3

月底到期，但俄羅斯拒絕擴大減

產，認為藉由減產拉抬油價，將

使北美頁岩油業者受益。

需求崩潰與供應激增同在

美國頁岩油業因開採技術提

升以致產量大幅增加，自 2016年

起 OPEC+（原OPEC加上俄羅

斯）聯盟減產穩定價格以來，美國

已供應全球油市數百萬桶原油，

成為世界第一大石油生產國，此

點讓俄國相當不滿。俄羅斯國家

石油公司 Rosneft發言人米哈伊

爾．列昂捷夫認為：「 我們讓道給

高價的美國頁岩油，將便宜的沙

特阿拉伯、俄羅斯石油從市場中

撤出，這合理 ？ 」

美國能源顧問鮑勃‧麥克納

利（Bob McNally）認為：「需求

崩潰與供應激增同時發生是非常

罕見的情況，這是 1930年代以來

最不利於原油價格的組合，而價格

暴跌才剛剛開始。」專家也下修油

價預估，高盛分析師指出，布蘭特

原油最低將下探每桶 20美元，這

將考驗產油國持續運作的能力。高

盛表示，價格戰改變了石油、天然

氣的市場前景，第 2與第 3季度

的油價預測下調至每桶 30美元。

在 5日OPEC會議上，沙特

與俄羅斯最大的分歧點是在油價

的商定上。俄羅斯的滿意價格為每

桶 50美元，但沙特偏好 60到 70

美元。然而，談判破局的結果竟是

將油價摜至 32美元並持續探底。

沙俄兩敗俱傷                           
美頁岩油或受影響

分析師指出，持續創新低的

油價將重創俄羅斯、沙特、美國

的能源產業。

雖然沙特開發成本最低，可

承受 30美元的底線，但是，在產

業結構上，石油占該國 90%出口

收入、42% GDP產值，長久下

去，勢將影響國家財政的規劃。

IMF預估，沙國需要每桶 83美

元才能維持財政年度的收支平衡。

至於俄羅斯，在超過 1500

億美元規模的俄國主權財富基金

（National Welfare Fund）作為

短收彌補的後盾下，俄國財政部

強調，將可承受每桶 25∼ 30美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受武漢病毒影響，全球經濟腳步

大幅趨緩，石油供需也因此一夕失

衡。身為石油輸出組織(OPEC)領
頭羊的沙特，3月5日召開會議，
要求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所有OPEC
成員大幅減產，以穩定疫情所造

成的價格下跌。無奈俄羅斯為了

不讓美國頁岩油產業受益，拒絕

減產，沙特遂大幅減價並宣布增

產，擬迫使俄羅斯就範，進而引

發全球油價狂跌，股市恐慌，但

在美國總統川普表態祭出減稅措

施後，美股三大期指10日速漲。

◆意大利新冠疫情繼續惡

化，確診感染人數飆升超過一萬

人，醫療資源難以應對突然激增

的患者。因此，意大利政府決定

從 3月 10日開始，將之前對意大

利北部的封鎖措施擴展到全國，

要求 6千萬意大利人待在家裡不

要出門。只有醫療救護人員和必

要的工作人員被允許出門。意大

利政府的封鎖措施當中不包括公

交車，以便保證該國經濟不被中

斷。意大利是目前中國境外疫情

最嚴重的國家。意大利媒體 10日

頭條都以「全體宅在家」來總結意

大利總理孔特發布的政令。孔特

強調，從 9日晚間開始，意大利

全境將成為一個保護區。所有意

大利人都要避免出門，除了那些

必須去工作，購買民生物品，去

就醫的人。

上少了一張王牌。雙方領導人因

此在 5日於莫斯科展開了長達 6

小時的談判。

雙方事後雖都自稱為談判的

勝利方，但從談判所公布的細節明

顯看出，艾爾段實則是輸光了裡

子，也突顯其色厲內荏的本性。普

京不但不理會艾爾段所提讓敘利

亞「退回易德利卜邊界」的條件，

還將原土方試圖維持敘北邊境 30

公里淨空的初衷縮短了 15公里，

壓縮了土耳其在敘北所追求的「緩

衝縱深」。

然而艾爾段卻在回到安卡拉

時，對國內宣稱敘利亞將撤離至

30公里處，試圖穩住他的勝利姿

態。此外，談判協議中還將要求土

方與俄軍共同在所劃定的區域進

行聯合巡邏，此舉等同對土國軍

「春之盾」的凌厲攻勢，一度

讓敘利亞政府軍在易德利卜省瀕

臨潰敗，也讓反抗軍再度集結，

分別在敘北與敘南有所重大斬獲。

這期間俄羅斯為了不與土耳其撕

破臉，造成北約勢力重返敘國，

而一再克制未與土軍正面衝突；

土國總理艾爾段也不想與俄羅斯

就此決裂，讓自己在與美歐周旋

土俄談判失利  艾爾段春之盾虎頭蛇尾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土耳其在敘利亞北部邊境易德利

卜省所發動的「春之盾」軍事行

動，在土俄兩國高層3月5日長達
6小時的馬拉松談判後暫時收手，
雙方軍事高層並於10日在安卡拉進
行聯合巡邏協商，試圖緩和土俄

兩國在敘北的緊張局勢。

元的油價，且持續 6∼ 10年。

根據達拉斯聯邦能源局調查

顯示，美國頁岩油的收支平衡點

落在 48到 54美元之間，一旦跌

破 40美元，將對美國頁岩油企業

也造成影響。

白宮籲：有序能源市場

對此，白宮 9日指責「國家行

為者」導致全球油價歷史性崩跌，

並敦促俄羅斯駐美國大使顧及平

穩市場的重要性。據中央社報導，

美國能源部發言人海恩茲發布聲

明說：「這些國家行為者試圖操弄

與撼動石油市場，更突顯美國作為

全球夥伴與盟邦可靠能源供應者

的重要性。」財政部長也在一場會

議上對俄國大使安托諾夫強調「有

序能源市場的重要性」。

嚴重的疫情加上油價一夕的

狂跌，讓人們的恐懼反映在股市

行情。美股 9日開盤暴跌 7%，觸

發熔斷機制（暫停交易），終場道

瓊指數重挫逾兩千點，創金融海

嘯以來最大跌幅。其中 5大科技

巨頭市值蒸發超過 3200億美元，

蘋果公司（Apple）暴跌 7.9%，電

動車大廠特斯拉（Tesla）更是崩

跌 14%，標普 500指數的科技公

司全數收跌，跌幅最大的是 IT服

務公司 DXC，跌幅高達 18%。而

加密貨幣市場也難逃此劫，包括：

比特幣（BTC）、以太幣（ETH）

等全面暴跌，24小時內整體市值

蒸發超過 260億美元。

美股 9日暴跌，川普表態祭

出減稅措施後，美股三大期指 10

速漲，標普 500期指飆上漲停，

觸發熔斷機制，一度暫停交易。

美國北達科達州威爾斯頓近郊的一處頁岩油生產井。(ROBYN BECK/AFP VIA GETTY IMAGES）

寰宇新聞

俄羅斯拒擴大減產    認為藉減產拉抬油價    將使北美頁岩油業受益

◆美國已開始從兩座駐阿

富汗南部海曼德省首府拉什卡加

（Lashkar Gah）和西部省分赫拉

特（Herat）各一座基地撤軍。儘

管阿富汗境內衝突動盪與政治危

機四伏，阿富汗當局與民兵組織

塔利班 10日仍展開和談，但前途

充滿變數。根據 2月於卡達首都

杜哈（Doha）美方與塔利班簽署

的和平協議，在塔利班堅守安全

承諾前提下，美國及盟國將在 14

個月內從阿富汗撤出所有軍隊。

不過美軍發言人表示，即使撤

軍，美國部隊也保留「所有軍事

手段及威信以達成目標」，包括

領導針對蓋達組織（Al-Qaeda）

及伊斯蘭國呼羅珊分支（ISIS-K）

的反恐行動，並支援阿富汗國防

軍和安全部隊（ANDSF）。

◆美國軍方 9日表示，正在

規畫名為「裴雷」（Pele）的計畫，

透過發展安全的、可移動的、先進

的微型核子反應爐的部署，以因

應國防部多元的任務需求，例如

為遠程作戰的基地提供電力。這

種移動式發電廠可用貨車載運，

且不受時間限制為偏遠地區的基

地提供電力，進而讓美軍在世界

各地執行任務的時間得以延長、

規模能夠擴大。美國國防部已為了

這種移動式核反應爐跟 3間企業

簽訂合約，目標是產生 1百萬瓦至

5百萬瓦的電力。預計在 2年內，

其中一間公司將獲選來生產反應

爐的原型。這種微型反應爐必須

可以很輕易地操作及關閉，且重量

不得超過 40公噸，如此才能用飛

機、船艘或是大型卡車載運。不過

專家認為，若遭遇攻擊，反應爐被

破壞後恐導致放射性燃料外洩，

或是核物料落入敵人手中且被用來

製造低階的髒彈（dirty bomb）。

◆沙特當局逮捕了至少三名

王室高級成員。法新社 7日引述

美國《華爾街日報》的消息說，被

捕人士包括沙特國王的親兄弟艾

哈邁德‧阿卜杜勒阿齊茲親王、納

伊夫親王和納伊夫的一個兄弟。

此舉顯示出王儲穆罕默德‧本‧

薩勒曼的權力得到鞏固。逮捕行

動發生在 6日清晨。據悉，沙特王

室法院將指控艾哈邁德‧阿卜杜

勒阿齊茲和納伊夫「密謀政變以

推翻國王和王儲」。艾哈邁德和

納伊夫曾經分別曾出任內政部長，

主管軍隊和情報服務，其中納伊夫

與美國情報組織關係密切。納伊

夫曾一度是王儲，直至國王薩勒曼

改立兒子穆罕默德‧本‧薩勒曼

為王儲。 2017年，薩勒曼國王改

立王儲，高級王室成員組成的宗

法委員會有 3人反對，其中一人是

納伊夫。知情人士指，艾哈邁德和

伊夫面臨終身監禁或死刑。

◆俄羅斯執政黨 10日表示，

該黨將支持一項憲法修正案，允

許曾是蘇共情報機構（KGB）一

員的 67歲俄國總統普京再次競

選總統，使他有可能掌權至 2036

年。普京擔任俄國總統已有 4個任

期，他也曾擔任總理，主宰俄國政

壇超過 20年，他在今年 1月宣布

對俄國政治進行重大改革並修改

憲法。他並未詳細說明他在此之

後的計畫，但曾說他不贊成蘇聯時

代終身擔任領導人的做法。批評者

指普廷密謀修憲讓他得以在 2024

年後繼續統治俄國，因為現行憲法

讓他必須在連任的第 2個總統任

期於 2024年屆滿後卸任。

◆緬甸軍方日前突襲東南亞

惡名昭彰的產毒地區「金三角」，

查獲價值近 1億美元（約人民幣

6.69億）的毒品，軍方 6日對外

展示了成堆的海洛因與冰毒，數量

相當驚人。在軍方查緝行動中，3

家大型的製毒實驗室被關閉，並

且查獲了 4300萬片冰毒。這些製

毒工廠位於緬甸撣邦，主要生產

名為「亞巴」（yaba）的廉價甲基

苯丙胺藥丸、海洛因及更具成癮

性的冰毒。

方進行「戒護」，以免「春之盾行

動」再度上演。

各界紛紛揣測土耳其或許是

藉此重整旗鼓再次開拔，但分析

認為可能性極低。雖然艾爾段此

次的鴕鳥式談判讓土國民眾深表

不滿，但深受美方此前經濟制裁

的切膚之痛與歐盟對他在人權紀

錄上的窮追猛打，為了鞏固他的

政權，艾爾段不太可能與俄羅斯

在敘北問題上翻臉。

同時，俄羅斯雖進一步壓縮

了土國的難民緩衝空間，但畢竟

也算是給了個下臺階。 11日，普

京更是依據 5日的談判結果派出

軍事高層赴安卡拉就安置難民重

返家園、緩衝區 15日起的聯合巡

邏等棘手議題進行細部磋商，展

現誠意。

看來，「春之盾」軍事行動即

將落幕，而對歐開放邊境啟動「難

民潮」後的艾爾段，雖然已獲得北

約的支持，但只要歐美對土耳其

的政治觀點未作改變，艾爾段或

仍將重回過去的外交套路。再加上

他「絕不關閉土歐邊境」的宣示，

歐盟如果不設法解決彼此間的矛

盾，將因此成為「春之盾行動」的

最大受害者。

土耳其在 2016年和歐盟達成

協議，土耳其將阻擋試圖通過愛

琴海進入歐洲的非法移民，歐盟

則會提供 60億歐元的資金資助土

耳其對難民的措施。艾爾段表示，

土耳其已經履行與歐盟協議的義

務，但歐盟卻未履行承諾。艾爾

段指出，土耳其目前僅收到一半

的資金。

擔心安全問題

英重新審視華為

【看中国 】英國對中國電

信設備大廠華為 5G技術仍

感疑慮，英國議會國防委員會

上週五（6日）宣布，將對華

為在英國 5G移動網絡安全

問題展開調查。主要倡議委

員埃爾伍德稱，一旦英國引入

5G，5G 將成為英國基礎設

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

他認為，在討論引入這項新技

術時，先要確認安全問題。

同時，針對首相強森擬開放

華為而深表不滿的同黨國會

議員也更是集體反抗，排山

倒海的壓力，令英相強森發

言人 10日大逆轉表示，「英

國政府追求沒有『高風險電信

商』參與 5G建設」，並將重

新審視華為參與程度及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