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2222222222222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

国际北京商报2019.12.12

编辑 杨月涵 美编 李烝 责校 杨志强 电话：64101949��bbtzbs@163.com

美墨加“握手”新北美贸易协议姗姗来迟
Focus

聚焦

敲定协议

USMCA终于向前又迈了一步。当地时

间周二中午，在墨西哥城举行的活动上，墨

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加拿大副总理弗里

兰、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美国白宫顾问

库什纳签署了经修订的USMCA，从而为三

国立法机关批准该协议进而使其生效铺平

了道路。

“这是美国有史以来达成的最好的也是

最重要的贸易协议，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农民、制造商、工会———都会有巨大的支

持。”对于USMCA修订版的签订，特朗普在

推特上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而在三年前，

特朗普还在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便已将矛

头对准了NAFTA，彼时特朗普不断强调

NAFTA是“史上最糟糕的贸易协议”，称这

份协议抢去了美国铁锈地带的制造业工业

岗位。正是这样的表述，刺激了美国大量的

工人阶级，从而帮助特朗普赢得了大选。

协议不能再拖了。去年10月，USMCA

便已经达成了一致，但控制着美国众议院的

民主党要求大幅修订劳工和环保规定的执

行，才肯将此案付诸表决，因此一直拖延至

今。本周一，奥夫拉多尔还敦促美国众议院

议长佩洛西就USMCA协议作出决定，“现

在是时候了”，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奥夫

拉多尔如此喊话，称为避免批准拖到明年的

美国总统大选，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美国的关税威胁让墨西哥不得不作出

选择。“就短期和长期来看，USMCA都是机

会的代名词”，此前，墨西哥参议院经济委员

会部长、参议员维罗尼卡·加西亚如此说道，

毕竟与其让投资者始终生活在巨大的不确

定性下，不如尽早专注于国内事务。

“麻烦”的美国

一直以来，北美自由贸易区都被美国视

作自己的经济后院。以1994年生效的NAF-

TA为例，该协议涵盖了整个北美大陆1.2万

亿美元的年度贸易，它的支持者说，NAF-

TA为美国创造了1200万个就业机会，涵盖

美国全部农产品出口的1/3。然而随着特朗

普的上台，钢铝关税不断施压墨、加，妥协成

了必然的选择。

但问题出在了美国民主党这里。此前，

民主党一直试图更好地防止将美国的工作

外包给墨西哥，消除人们对替代NAFTA后

劳工和环境标准的执行的担忧，更重要的

是，民主党一直不愿让共和党籍总统坐享政

治胜利成果，因此一直拦路USMCA。

然而2019年已经所剩无几，随着2020

年大选的到来，这项协议通过的难度可能将

比现在更加艰难，而那时候，对特朗普的弹

劾案也可能已经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民主

党没有时间在USMCA上再浪费过多的时

间了。

不过民主党也争取到了部分内容。“毫

无疑问，这项贸易协议比北美自由贸易协

定好得多，比政府最初提出的协议要好很

多。”周二早些时候，佩洛西便称已与白宫

就新的条款达成协议，并计划在投票中支

持该协议。

此前，民主党人便希望为该协议的劳

工、环境、药价条款建立更强有力的执行机

制，并要求墨西哥证明政府对今年4月通过

的劳工改革法的执行力度。最近几个月，佩

洛西还提出了对墨西哥更加严格的劳工标

准以及剥离对科技公司的保护条款等要求，

从而导致协议陷入停滞。

但到了年末，谈判突然变得顺畅。有媒

体称，最近几天，特朗普政府已考虑剥离对

科技公司线上内容的全面法律保护条款、收

紧汽车制造中对北美钢铁的使用要求，以及

允许美国对墨西哥劳工进行标准检查等措

施，目的就是推动佩洛西和美国劳联-产联

主席特鲁姆卡对协议的审批。周二早些时

候，墨西哥外交部副部长还透露，USMCA

已经取消了对生物药物的保护，此前，民主

党认为这一措施将伤害消费者。

各方盘算

“农户面临着恶劣的天气和不可预测的

贸易政策，一直都在苦苦挣扎。”游说团体

Farmers forFreeTrade的联席执行董事

安吉拉·霍夫曼如此表示，按照他的说法，通

过USMCA将可保证美国农户最近也是最

重要的市场能够继续免于关税和繁文缛节。

如今，墨西哥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

伴，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

季度美国与墨西哥的双边贸易额约为

4667.43亿美元，同比增长1.9%，而加拿大也

已成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比起随时可能变化的贸易政策，人们迫

切地想要一个结果，至于结果究竟能不能变

得更好一些，似乎已经不重要了。而《金融时

报》则指出了USMCA达成的另一个原因：

在目前经贸磋商停滞不前及美国与欧盟经

济局势紧张的情况下，USMCA协议的达

成，将消除特朗普在美国贸易政策上为投资

者和企业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特朗普很可

能会将修订后的USMCA协定作为明年竞

选的关键经济支柱。

自打特朗普坐上美国总统的位置，全球

贸易便在特朗普的关税大棒下掉转了方向，

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越发盛行，从钢铝

关税威胁下的USMCA，到中美贸易摩擦、

美欧关税大战……最近一段时间，美国与欧

盟不仅在旷日持久的波音、空客补贴大战中

再掀波澜，又因为法国的“数字税”开“怼”。

眼下，无论特朗普作何举动，结果都似

乎指向了同一个方向———2020年大选。值

得注意的是，就在USMCA修订协议签订的

同一天，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刚刚公布了弹

劾特朗普的两条条款，分别是滥用权力和妨

碍国会，正式宣布以“重罪和不当行为”弹劾

特朗普。而USMCA此时的通过，恰恰也削

弱了共和党人对民主党过多地专注于弹劾

特朗普而无法开展治理工作的批评。

USMCA可能为特朗普增加了一些胜

选的概率，但情况或许也没有那么顺利。联

邦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

参议院今年不会审议USMCA。这意味着这

项协议今年无法在美国国会过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副研究员孙立鹏对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称，

USMCA的批准整个程序走下来确实需要

一段时间，而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党主要关切

的是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问题，在这些方

面，此前的版本略有不足，不能保护基本盘

选民的利益，因此民主党就要再次与美国贸

易代表办公室等行政部门进行磋商，程序上

看这一次过后基本就快“通关”了。

但如今签订协议的时间还是值得注意

的。孙立鹏称，2020年大选已经近在眼前，

民主党本身有累积政治资源的考虑。在

USMCA方面，除了关切的劳工标准及环

境问题等细节外，在达成“21世纪高标准”

贸易规则的大方向上，民主党与共和党立

场是一致的。目前民主党已经作出政治姿

态，维护了选民的利益。若再为了反对而反

对，将面临被特朗普“甩锅”风险，需要见好

就收。而特朗普的经济外交政策已经经过

了极限施压的阶段，现在更多的是立即收

割，特朗普面对的是要把外部的东西都解

决，着力巩固自己的基本盘。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停滞了一年之久的新版《美墨加贸易协议》（USMCA）终于有了进

展，随着美墨加三国代表在USMCA修订版方面达成共识，已有25年历

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也已经开启了自己的退场倒计时。新

协议仿佛全能，“比原定协议好得多”“美国有史以来达成的最好也最重

要的贸易协议”“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类似的夸赞不胜枚举，只是这

看似皆大欢喜的协议中，还藏了太多各方的盘算。

上涨10%

当地时间11日上午，在沙特阿拉伯国内

的利雅得证券交易所，沙特阿美正式挂牌上

市，股票代号为2222。投资者用数字表示了对

这家巨头的支持，当天甫一开盘，沙特阿美的

股价就上涨了10%，至35.2里亚尔，达到每日

涨幅上限，35.2里亚尔的股价也使得沙特阿美

的市值达到1.88万亿美元，正式超越苹果成为

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

在开盘前，沙特阿美的受欢迎程度就已

经显而易见了。当地时间上午9时30分至10时

30分，利雅得证券交易所针对沙特阿美举行

了开盘竞价，竞价时间比平时多出了30分钟，

在竞价中，沙特阿美的股价就上涨了10%，至

35.2里亚尔。此前，沙特阿美确定的发行价为

32里亚尔，处于推介区间顶端，募资额约为

256亿美元。

对于股票首日交易即涨停的情况，沙特

阿美首席执行官Nasser表示感到满意。不过，

这与沙特阿美最初决定IPO时的设想仍然相

差较远。2016年，沙特王储首次提出上市计划

时，原本对沙特阿美的市值期待为2万亿美

元，希望筹资1000亿美元。

全球投资者对于沙特阿美的估值却尤为

谨慎，最后，沙特阿美拿出1.5%的股份上市，

总价为256亿美元，而且地点选择在沙特阿拉

伯国内。而在开盘前的最后时刻，沙特阿美还

在努力，试图说服国内的机构和巨富家庭在

开始挂牌交易后买入公司股票。“目前焦点是

如何达到2万亿美元。”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从披露的业绩来看，沙特阿美表现不俗，

稳坐最赚钱公司的宝座。在2019年上半年，沙

特阿美的净利润达到469亿美元，息税前收入

为925亿美元，自由现金流达380亿美元。相较

之下，同样作为老牌石油巨头，壳牌公司今年

上半年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为89.99亿美元，

雪佛龙的净利润为69.32亿美元，埃克森美孚

的净利润则为54.8亿美元。

谋海外上市

沙特阿美不会满足于国内市场。《华尔街

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为吸引外资，

沙特阿美将寻求海外上市。该知情人士透露，

最近几周，沙特阿美高管与金融专业人士举

行了会议，讨论如何吸引外国投资者参与国

际股票发行。就国外上市的可能性，北京商报

记者联系了沙特阿美媒体联络中心，不过截

至发稿还未收到具体回复。

事实上，从沙特阿美确定IPO以来，关于

海外上市地点的消息传了一轮又一轮。今年8

月，《华尔街日报》称，因为在美国纽约上市存

在诸多潜在的诉讼风险，因而沙特阿美董事

会不再将纽约当作上市的首选。纽约之外，东

京、伦敦和香港都曾在沙特阿美的考虑名单

之列。根据沙特官员此前的说法，沙特阿美的

上市计划将分两阶段进行，首先是今年晚些

时候在沙特证券交易所上市；2020年或2021

年在国际市场上市，而东京将会成为第二阶

段上市计划的首选。

从认购情况来看，其实在沙特阿拉伯国

内，沙特阿美已经受到了资本市场的追捧。根

据此前沙特阿美的声明，该公司的股票被超

额认购4.65倍。但大部分认购都来自沙特基金

或企业。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1.5%企业股份

中，0.5%供个人投资者认购，1%面向主权财

富基金、资产管理和政府养老金项目主管等

机构投资者。

相较之下，国际投资者对于沙特阿美的

疑虑并没有消除，包括海湾国家在内的外国

投资者仅占认购总量的10.5%。券商伯恩斯

坦上周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国际资产管理

公司对沙特阿美的平均估值不超过1.26万亿

美元。

油价压力

油价的低迷一直是沙特阿美上市前的心

结，也是国际投资者的担忧所在。此前分析师

提到，当石油价格维持在每桶70美元的时候，

沙特阿美的2万亿美元估值才有可能实现，但

现在油价一直处于每桶50-60美元的状态，

在此背景下，1.5万亿美元的估值似乎更为合

理。“沙特阿美本来是想等到油价达到80美元

/桶左右再上市的，但现在等不了了。”厦门大

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表示。

而在全球经济放缓压力及潜在供需失衡

威胁的影响下，下半年以来油价的下行压力

有增无减。为此，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一

直努力鼓吹减产。在12月6日结束的第17届

OPEC和非OPEC产油国部长级监督委员会

上OPEC和俄罗斯等产油国组成的OPEC+组

织达成了新的减产协议，决定在2020年一季

度额外减产50万桶/日，至此OPEC+的减产

规模将扩大至170万桶/日。

为了推高油价，沙特阿拉伯更是减产的

先锋。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就曾在

会后表示，除了额外减产中沙特将承担16.7万

桶/日的减产量外，沙特未来还将继续自愿减

产40万桶/日。这意味着OPEC+的有效减产

规模将高达210万桶/日，创有史以来最大自

愿减产幅度。

不过林伯强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油价

其实跟OPEC减产没有太大关系，可能减产之

后短期内会有提振效应，但长期来看效果并

不明显。油价主要还是跟全球经济趋势有关。

现在普遍对全球经济不看好，导致油价的预

期比较悲观。

但在沙特阿拉伯拼命减产的同时，美国页

岩油的产能却屡创新高。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原

油产能已升至1290万桶/日，稳居全球第一名。

与此同时，IEA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美国的石

油日进口量下降到867万桶左右，而石油的日出

口量上升到876万桶左右，这意味着自1949年

开始汇总石油进出口数字以来，美国首次成为

石油净出口国。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千等万等，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终于正式挂牌上市。与长时间等待后的欣喜相比，投资

者可能更多的是忐忑，担忧这只号称“全球有史以来最大IPO”的股票到底会不会如预期一样，达到令人满

意的市值目标。好在沙特阿美没掉链子，上市首日就以10%的涨幅直接涨停，把市值推高到了1.88万亿美

元，但这与其心心念念的2万亿美元仍然有一段距离。

股价发行价32里亚尔

拟募资256亿美元 预计市值1.7万亿美元

上市首日开盘价35.2里亚尔

实际募资294亿美元 市值1.88万亿美元

茛 12月11日
沙特阿美在沙特利雅得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茛 12月5日
沙特阿美公布IPO定价

茛 11月17日
沙特阿美公布招股书

茛 9月
法利赫辞任沙特阿美董事局主席，由鲁梅延接任，重启IPO

8月 茛
沙特阿美将收购印度信实集团炼油和石化业务的20%股份

7月 茛
沙特石油大臣法利赫表示，沙特阿美准备“重启”IPO

4月 茛
沙特阿美首次在国际市场发债试水

3月 茛
沙特阿美宣布收购沙特基础工业公司70%股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