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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面來說，我們認為這（冠狀

債券）不是全部會員國的想法。」

她還表示，既有的歐洲穩定機制

（European Stability Mech-

anism，ESM）才會是她的「首選

工具」。

她強調，歐盟已具備一套讓

歐洲維持穩定的機制，雖然對於

該機制是否含有足夠可能性，以

及回應疫情的迅速和強力程度等

曾在會員國領袖會上受到質疑討

論，但她仍認為該機制開啟了許

多可能性的因應危機工具，同時

默克爾 3月 27日在一場歐盟

領袖視訊會議上認為：「從德國和

不會造成對這些聯合及個別反應

行動的基本原則產生質疑。

會後，疫情受創最深的意大

利與西班牙至表失望，他們是歐

盟中最受疫情困擾，而公共財政

又很緊拙的國家。

中央社報導指出，現行歐洲穩

定機制的紓困資金在意大利等南

歐國家並不受歡迎，因實際上它

對經濟重整的金援是附有條件的。

不過 BBC客觀指出，歐盟

已同意讓各成員國自由的就疫情

出招支援商界，摒棄了過往歐盟

國家嚴格的援助規定。歐盟委員

會亦暫緩歐元區內各國政府的債

務，讓成員國盡可能先把錢投放

在抗疫上面。歐洲央行也在近日

宣布了價值 7500億歐元的援助方

案來購買債券，並形容這是無限

量地守護歐元。此外，歐央行亦

指成員國對於使用 2012年就應對

金融危機所制定的「歐洲穩定機

制」有廣泛共識，可以變成疫情

危機緊急基金。

歐洲穩定機制是一個針對歐

元區國家的永久的危機解決機制。

法意倡議冠狀債券  遭德總理反對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為因應中共肺炎（又稱武漢肺

炎、新冠肺炎）對歐洲的經濟的

巨大衝擊，以法國、意大利為首

的部分歐盟國家倡議發起「冠狀

債券」，但此一建議卻遭德國總

理默克爾打臉，認為歐元區19國為
了因應這次疫情危機將共同負擔

債務。

寰宇新聞

油價降低  美掀頁岩油保衛戰

重創頁岩油撼動國安            
川普護盤

美國原油價格在 3月 30日開

盤後不久即跌破每桶 20美元，接

近 18年來的最低水平。為此，美

國總統川普與俄羅斯總統普丁進

行了對話，除討論疫情外，更針

對石油市場和美俄貿易情況交換

了意見。

會議過後，克里姆林宮發表

最新聲明指出：「兩國就全球石

油市場的現狀交換意見。雙方同

意，在疫情上加強合作，並將責

成兩國能源部長就油價議題進行

俄美磋商。」

在此次美俄雙方會談前，川

普總統表示：「這是沙特阿拉伯

與俄羅斯之間的一場 (油價 ) 鬥

爭⋯⋯他們都瘋了，這對他們有

害，這對每個人都有害。」川普還

感嘆道：「我從沒想過我會說：或

許我們必須要提高油價，目前我

們確實需要。」

由於全球需求下滑，加上俄

羅斯、沙特 3月初協商破局掀起

石油價格戰，已讓原油價格至今

跌了超過 65%，全球石油需求在

4月分可能每天減少 2000萬桶，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在中共肺炎（又稱武漢肺炎、新

冠肺炎）肆虐與沙俄交手下，全

球油價一路探底，甚至一度跌破

每桶20美元關卡，目前仍在該區
間徘徊。為遏止油價頹勢，挽救

即將崩潰的美國頁岩石油產業，

川普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進行了

相關對話。油價雖未因此大幅回

升，但跌勢也暫時獲得抑制。分

析師認為，該產業的韌性，恐讓

沙俄擬於這波價格戰消滅頁岩油

的盤算落空。

油井則成為存活者降低開發成本

的現成來源。同時，頁岩油企業

間在此際的整併，更強化資金結

構，使存者變得更為強悍。而該

企業能屈能伸的另一特性，讓倖

存的企業得以隨時調整封存成

本較高的油井、裁撤員工，讓企

業處於半冬眠狀態，降低營運成

本，以待來春。

至於債務，根據統計，1370

億美元頁岩油企業債務中，於

2020年到期額度約為 58億美元，

其餘大部分是在 2022年到期。因

此，在資金調度上尚不至於產生

立即的危機，只要能安然度過，

市場對頁岩油的未來想像，仍將

持續發酵。

此外，根據 JP Morgan分析

師指出，儘管金融業一片看衰頁

岩油業，穆迪甚至已經把 69家美

國油氣公司列入降評觀察名單，

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也無

法消滅頁岩油。因為避險基金和

私募基金正挾著 600 億美元的豐

沛資金虎視眈眈，準備搶購破產

頁岩油商的資產，這正意味油價

一旦反彈，美國頁岩油也會隨之

增產。

分析師進一步從海上石油生

產本分析指出，深水鑽探動輒

100億美元，時間需花上 5到 10 

年時間才能開出產能，但是頁岩

油井單座只要 1000 萬美元，20

天就能啟動。

2015年以沙特為首的 OPEC

所發起的油價戰，花了近 15個

月才打趴美國頁岩油，但旋即在

2016年起死回生，2018年來到

700萬桶新高。此足以見得，美

國頁岩油比預期更難纏。雖說美

國頁岩油所遭遇的挑戰相較 2015

年更為嚴峻，但資本主義「汰弱

留強」的特色，將讓美國頁岩油

業更為茁壯。

資本主義「汰弱留強」的特色    將讓美國頁岩油業更為茁壯

◆以色列為制止中共病毒

（武漢病毒）疫情在該國和聖地耶

路撒冷蔓延而做出各種努力，並

宣布關閉了耶路撒冷的聖墓大教

堂，這是該教堂自 1349年以來的

首次關閉。據福克斯新聞網 3月

30日報導，據現已落鎖的教堂鑰

匙的保管者阿德埃．喬德（Adeeb 

Joudeh）說，聖墓教堂被朝聖者

認為是位於耶路撒冷舊城的耶穌

墳墓的所在地，這是歷史上自黑

死病大瘟疫以來的第一次關閉。

阿德埃．喬德（Adeeb Joudeh）

在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說，

在 3月 25日接到以色列衛生官

員的命令後，「耶路撒冷的所有

教堂、清真寺和猶太教堂都關閉

了，但我們理解這種情況。我們

都在祈禱。」 他還表示：「看到聖

教堂關閉令我感到非常、非常難

過。」雖然聖墓大教堂已經關閉，

但是該地區的宗教領袖仍在大教

堂的門前祈禱。

◆捷克警方 3月中旬搗破一

名名為周靈建的中國僑領在當地

的倉庫，起出 68萬片非法囤積的

醫用口罩和 2.8萬片 N95口罩，

全數沒入，這名僑領也具有中共

統戰系統官員的身分，負責捷克

境內最大的海外華人統派協會「青

田同鄉會」，與捷克總統的社交

圈有所往來。這些防疫物資周原

本打算透過 1間捷克空殼公司以

90萬美元左右的高價賣給捷克官

方。沒收的口罩中，有 10萬餘片

是屬於中國浙江省青田區紅十字

會捐贈給海外華人的，而有部分

口罩裝在貼著中國與意大利國旗

的箱子裡，警方不排除是贓貨。

周靈建還經營最具影響力的捷克

華語媒體《布拉格華人時報》，與

北京政府有直接聯繫。

◆荷蘭辛格拉倫美術館 3月

30凌晨 3點遭人打破玻璃前門

闖入館內竊走一幅借展的荷蘭名

畫家梵谷（Van Gogh）畫作。

這座美術館正因防治疫情而封館

中。失竊畫作是梵谷 1884年完

成的〈春日花園，春天在努能的牧

師公館花園〉（Spring Garden, 

Parsonage Garden at Neunen 

in Spring）。這幅畫是從荷蘭

的格羅寧根美術館（Groninger 

Museum）借來展出。失竊畫作

估價介於 100萬至 600萬歐元。

◆德國外交部宣布，歐洲國

家已透過「支援貿易通匯工具」

（INSTEX）將醫療物資自歐洲運

送到伊朗。這是歐洲為規避美國

對德黑蘭制裁措施而設立的機制

完成首筆交易。英、法、德三國 1

年前宣布創設 INSTEX，如今才

完成首筆交易。過去數個月伊朗

不斷抱怨歐洲國家遲未行動。截

至 3月 31日，伊朗境內確診人數

逼近 4萬 5000人，死亡病例攀升

至近 3000例。伊朗政府已警告，

疫情恐怕還會持續數個月，累計

死亡人數可能破萬。

◆澳洲最慘野火終於隨 2月

雨季到來而熄滅，大火摧毀無數

家庭，造成 10億隻動物死亡，而

澳洲受災最嚴重的新南威爾斯州

當局於 3月 31日宣布野火季結

束，野火吞噬新州 6%土地面積，

造成 25人死亡，總計全澳洲共 33

人不幸罹難。研究顯示，自上世

紀中葉以來，由於氣候變遷導致

氣溫上升，澳洲的夏季長度實際

上是冬季的 2倍。隨著夏季時間

越來越長，澳洲能防範野火季的

時間將越來越短。

◆美國為首的國際聯軍於 3

月 29日開始撤出伊拉克北部基爾

庫克的 K-1空軍基地，為聯軍 3

月撤兵的第 3個地點，符合美國

於兩地合併部隊的計畫。聯軍所

發的聲明指出，撤出 300人後，

空軍基地內價值 110萬美元的設

備將留予伊拉克軍方。由於伊拉

克政府與庫德族自治區在附近地

區有領土爭議，原本就有利於伊

斯蘭國人員進行攻擊，一旦聯軍

撤出，恐怕伊斯蘭國更容易突破

「安全缺口」。

◆日本政府拒絕包含美國洛

克希德馬丁、波音、英國航太系統

等軍火大廠的提案，選擇與三菱

重工簽下一筆高達 400億美元的

合約，打算自行設計、研發五代匿

蹤戰機。三菱重工曾於 2016設計

過 1架「先進技術驗證機」X-2

的試驗機（又稱「心神」），作為

未來自行打造五代匿蹤戰機的技

術實證平臺（代號 F-3戰機或稱

FX）。據悉，洛馬公司提出的方

案是結合 F-22和 F-35元素的飛

機；波音則給以 F/A-18大黃蜂

為基礎設計的方案；英國航太系

統則是以 EF-2000颱風為基底的

設計方案。

它的目的是為那些正在經歷或者

已經受到嚴重的融資問題威脅的

ESM成員國，在嚴格的前提下提

供金融救助提供穩定支持，支持

手段主要是通過一系列的金融援

助工具對成員國實施救助。另一方

面，為了達到救助目的，ESM有

權通過在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發

行金融工具來籌集資金，以保持受

助國國債的可持續性，同時提高受

助國從金融市場自籌資的能力。

歸納這項機制的主要功能，

即在於 (1)購買面臨嚴重金融危機

的成員國的國債；(2)為重債成員

國提供貸款，由其向出現問題的

銀行進行注資；(3)將來有可能直

接為成員國的問題銀行進行注資。

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需求慘摔

時的近六倍。市調機構甚至預期

布蘭特原油期貨價格會在 4月跌

至每桶約 10美元。

市場原油價格，甚至還出現

負值，一些石油生產商甚至將出

現倒貼的情況，以貼現方式，希

望買家趕快把貨運走。根據彭博

報導，一種產於美國懷俄明州的

含硫柏油，也就是用於鋪馬路的

瀝青，3月中時盤商叫價一度降至

每桶負 0.19美元，也就是說，若

生產商想把這些柏油弄走，必須

倒貼買家才行。

這種種趨勢，將對美國頁岩

油行業構成嚴重威脅，造成多家

頁岩油公司不敵成本壓力停產，

甚至引發倒閉潮。美國今年也可

能因此失去全球最大石油生產國

的地位，對美國外交政策產生潛

在的巨大影響。多年來，各國政

府一直將能源安全與國家安全掛

勾在一起。

煉油廠遭潑及                                 
分析：恐反轉油價

所謂傷敵一萬自損七千，沙

俄掀起的油價戰，也同時重創

OPEC 自家成員。伊朗、伊拉

克、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安哥

拉和委內瑞拉等較弱勢的 OPEC 

產油國政府，已被迫承擔更高的

代價，在面對原油生產、國家安

全以及財政預算等綜合挑戰下，

目前也紛紛大幅削減開支，來應

對油價下跌所導致的鉅額虧損。

油價的慘跌，不僅產油企業

受到嚴重衝擊，全球煉油廠在需

求大幅衰退下也紛紛被迫停工。然

而，高盛分析指出，一旦煉油廠停

工擴大，恐將反轉崩盤趨勢。中央

社引述高盛分析師的研究報告指

出，倘若因煉油廠關閉，輸油管線

堵塞，將無法建立庫存，這會降低

緩衝力量，恐將造成很快速的風險

逆轉，反過頭來導致石油短缺，

推升油價漲破華爾街銀行預估的

2021年每桶 55美元目標⋯⋯這

或許會改變整個石油產業。

高盛同時指出，值此之際，大

型石油公司將整合業界最佳資產，

擺脫最糟資產，一旦石油業從谷底

翻身，擁有高質量資產公司將更

少，資本侷限也將依舊，但卻促成

更精實和強勁的石油產業。此一現

象也將出現在美國頁岩油企業。

汰弱留強韌性高                            
私募基金蠢動

美國頁岩油產業規模較小體

質脆弱，不一定有獲利取得金流

能力，靠的都是「發財夢想」而於

債市取得資金。但是，該企業特

有的韌性，在經歷 2015年沙特針

對頁岩油發起的第一次石油價格

戰洗鍊後，讓該企業成為石油界

「打不死的蟑螂」。

關門或封存休眠的業者，讓

存活者取得市占，且倒閉封存的

北達克達州(ND)一處水壓式頁岩油生產平臺的鑽井現場。（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