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实现自己在半导体领域的雄心，三星电子下了不

少功夫，无论是领导层的任命，还是部门整合，抑或是资金

投入和人才培养的重点，都能看出其对半导体业务的重视。半

导体芯片赛道的火热可见一斑，毕竟市场空白显而易见，未来

属于数字化，而芯片注定是控制一切的核心，不只是三星电

子，赛道里的所有企业都摩拳擦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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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迎暖冬 天然气要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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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冬天，美国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冷，

因多地气温转暖，市场对寒冷天气的担忧有

所缓解，对取暖燃料的需求料将降低，一度

被称为“涨价王”的天然气价格也大幅回撤。

周一开盘，天然气期货价格以超过7%

的跌幅低开，随后继续下行，收盘报跌

10.99%。自11月29日起，天然气价格持续下

跌，6个交易日已累计跌去32.83%，价格创8

月以来新低。

专门交易天然气的美国对冲基金

StatarCapital合伙人JohnKilduff表示，

这一切看跌都归结于天气预报。“我们每周

都是相对温暖的天气，这将抑制供暖需求。

此外，过去几周，天然气储存状况也有所缓

解，天然气库存达到了5年来的平均水平，

弥补了一直持续到早秋的巨大缺口。”

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测，

12月11日至15日，美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将

高于正常水平。商业气象预报公司Maxar

的气象学家表示，美国本月有望成为自

1950年以来第三温暖的12月。据天气频道

报道，本周纽约的气温可能达到61华氏度

(16摄氏度)，休斯顿的气温可能达到81华氏

度(27摄氏度)。

另外，俄罗斯天然气供应有望增加，也

导致了欧美市场天然气期货的降价。摩根

士丹利称，天气更温暖，供应增加，尤其是

来自马塞勒斯页岩地区的供应增加，推动

天然气价格走低，该行警告称，其对气候的

展望显示天然气价格仍然偏向下行，预计

基线情境下天然气价格在2022年平均达到

每百万英热单位3.75美元。

今年大部分时间天然气价格都在上涨，

原因是库存紧张，对欧洲天然气短缺的担忧

也推高了美国天然气价格。美国石油价格在

10月份达到7年来的最高点，这也导致了电

力生产商将用天然气取代石油的呼声。

最终，美国天然气价格在10月6日达到

了7年多以来的高点6.466美元/ 百万英热。

但自那以后便开始迅速下跌，根据

Bespoke的数据，美国天然气期货上周就

已跌近25%，创2014年2月最大单周跌幅。

不过今年以来，天然气价格仍上涨了47%，

是自2016年以来涨幅最大的一年。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最新

数据显示，截至11月30日当周，对冲基金已

将其天然气看涨押注削减至6月以来最低

水平。

OTCGlobalHoldings高级副总裁

CampbellFaulkner表示：“坦率地说，考虑

到供暖旺季甚至还没有开始，下跌10%并

不令人惊讶。在天气开始变冷之前，天然气

相关企业将面临非常大的看跌压力。”

对于今后的价格，摩根士丹利表示，对

气候的展望显示天然气价格仍然偏向下行，

但仍有一些积极因素，包括应支持需求增长

的更多液化天然气项目，以及煤炭市场的供

应紧张，预计基线情境下天然气价格在2022

年平均达到每百万英热单位3.75美元。

虽然美国的天然气价格有所缓解，但

在大西洋彼岸，欧洲的天然气市场完全相

反，因为这里正在努力应对供应紧张和寒

冷的气温。

自今年8月份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就一

直处于居高不下的状态，相关数据表明，11月

份欧洲天然气价格是去年11月份的6倍。受天

然气价格影响，欧洲电力价格也随之增长，德

国、英国等多国均创下了历史最高电价。

欧盟表示，欧洲能源价格上涨的主要

原因是由于能源短缺，全球天然气需求剧

增，而欧洲天然气进口减少。再加上今年的

自然条件不利于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产

电，从而导致了欧洲在能源方面的不足。此

外，欧洲碳排放价格也出现了上涨，这也进

一步提高了能源的价格。

在供应方面，欧洲约90%的天然气都来

自于进口，其中主要来自于俄罗斯。但受美

国等因素影响，德国与俄罗斯连接的“北溪

-2”天然气管道至今还没有投入使用，这也

导致了欧洲今年冬天天然气的急剧短缺。

而对欧洲企业和民众而言，能源价格上

涨直接反映在原材料和居民消费价格上。欧

盟统计局数据显示，10月份欧元区通胀率攀

升至4.1%，创13年新高，其中能源价格同比

大幅上涨23.5%，是推高通胀的主因。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通常以固定价格

提供长期供应合同，欧洲一些小型能源供

应商往往无法将较高的采购成本转嫁给客

户，其存续能力面临严峻挑战，很大程度取

决于欧洲冬季有多冷、能源价格涨多久。

伦敦能源经纪人协会首席执行官亚历

山大·麦克唐纳认为，由于能源成本过高，

英国一些行业可能在今冬面临停工风险。

对于数以百万计的英国国内能源用户来

说，这场危机可能预示着天然气和电力廉

价时代的终结。

面对当前的能源严重短缺，欧洲许多

国家希望可以得到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别国

供应，另一方面也采取了本国应急措施。例

如，意大利、德国等国为低收入家庭提高了

政府补贴，西班牙政府则要求限制能源价

格以及电力价格。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北京商报2021.12.8

德国社会民主党(社民党)、绿党和自

由民主党(自民党)7日在柏林正式签署联

合组阁协议。社民党总理候选人、现任副总

理兼财政部长奥拉夫·朔尔茨有望成为新

一任德国总理。

朔尔茨和三党主席当天共同出席新闻

发布会，表达对联合执政的信心和应对新

冠疫情的决心。朔尔茨说，新政府首先将全

力应对新冠疫情。

根据联合组阁协议，新政府共设15个部

长席位，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分别占6席、5

席和4席。绿党联席主席哈贝克将出任副总

理，外交部长将由绿党联席主席贝尔伯克担

任，财政部长将由自民党主席林德纳担任。

德国联邦议院(议会下院)将于8日举

行全体会议投票选举新一届政府总理，朔

尔茨出任总理几乎没有悬念。

在今年9月举行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

中，社民党获得25.7%的选票，排名第一；现

任总理默克尔所属的联盟党得票率为

24.1%，排名第二；绿党和自民党得票分列第

三和第四。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于10月正

式启动联合组阁谈判，并于11月24日就联

合组阁协议达成一致。协议内容涵盖能源

转型、减少财政债务、加强住房市场改革、

难民事务等。 据新华社

德国三党签署联合组阁协议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7日，德国首都柏林，德国社会民主党(社民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自民党)签署

了联合组阁协议。 CFP/图

三星大“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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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解决方案部门(包括芯片)

营收为35.09万亿韩元

运营利润为11.58万亿韩元

消费电子业务

营收为14.1万亿韩元

运营利润为0.76万亿韩元

移动部门(包括手机)

营收为28.42万亿韩元

运营利润为3.36万亿韩元

三星：6930万台 20%

苹果：4800万台 15%

2021年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

同比增长 占比

20%

14%

2021年三季度全球半导体代工市场

台积电

三星电子

销售额

148.84
亿美元

销售额

48.1
亿美元

环比增长

11.9%

环比增长

11%

与去年同期

比下降了0.2%

占比53.1%

合并消费电子和移动部门

三星这次的手笔有点大，所有部门的联

席CEO都更换了。12月7日，三星电子在官网

上挂出了一则声明，内容主要是部门重组和

领导层的更换。

声明显示，三星电子旗下三大业务部门中

的消费电子和移动业务合并为SET部门，由59

岁的电子影像显示业务负责人韩钟熙

(Jong-HeeHan)领导，任副董事长兼CEO。

与此同时，58岁的庆桂显(KyungKye-hyun)

将会领导三星设备解决方案(DS)团队，他此

前是三星机电的CEO，更早时候也领导过三星

电子闪存产品&技术部门。

这是三星电子自201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

管理层重组。此前三星电子共有三位CEO，包

括金基南、金玄石和高东真，他们分别负责半

导体、消费电子和移动业务。据了解，三星DS

业务之前的CEO金基南将调任三星先进技术

研究院主席，这也是这家超级企业集团的研

发中心。不过对于另外两名联席CEO的后续

去向，三星电子并未透露。

在此次“换血”后，韩钟熙和庆桂显将组

成新的联席CEO阵容，三星电子在公告中表

示，新的领导层将引领公司进入增长和强化

商业竞争力的新阶段。

对于韩钟熙的任命，三星电子称，作为电

视研发领域的领军者，他对于三星电视销量

在全球范围内的连续增长功不可没，他将加

强SET部门不同业务之间的协同作用，并推

动新的技术和业务发展。庆桂显则将帮助维

持公司在半导体领域的领导力，并推动零部

件业务的创新。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领导层的更迭，三星

近期在人事方面动作不断，还决定取消作为

晋升必备条件的阶段性标准滞留时间。韩国

《东亚日报》曾报道称，11月29日，三星公布了

人事制度革新方案，核心就是取消论资排辈，

可以像初创企业一样，出现30多岁的高管和

40多岁的CEO。三星电子称，为了引领新时

代、新变化，将果断实施人事制度和组织文化

革新。

重视半导体

部门数从三个部门到两大部门，CEO也

大“换血”，就连人事制度也颠覆了韩国企业

传统的按资排辈，三星为了抢占未来的数字

化先机，的确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这一公告表明，该公司保持了其业绩驱

动型的文化。”首尔大学经营学教授

KyungmookLee指出。对于消费电子和移动

业务的二合一，KyungmookLee表示，苹果

公司在手机、个人电脑和电视上使用同一种

操作系统，其产品呈现出无缝结合的特点，但

三星的IT产品缺乏这种无缝结合。此前一直

独立运营的消费电子和移动部门的合并可能

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合并部门以及更换CEO的深层因

素，是否有与苹果竞争、更好发展半导体的考

虑，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三星方面，不过截至

发稿暂未收到具体回复。

从数据来看，三星在智能手机市场的优

势 仍 然 明 显 ， 根 据 数 据 调 研 公 司

Counterpoint公布的2021年三季度全球智

能手机调查报告，排名第一位的是三星，出货

量达到6930万台，同比增长20%；苹果紧随其

后，出货量达到4800万台，同比增长15%。

但即便如此，比起半导体，三星手机业务

的利润并不显著。根据最新的2021年三季度

财报，三星的季度营收达到73.98万亿韩元

(约合627亿美元)，创下纪录。就营业利润来

看，包含半导体业务在内的DS部门实现了

11.58万亿韩元，占据总营业利润的3/4，其

中，半导体业务取得了10.06万亿韩元，同比

大涨了82%；而手机和消费电子业务一共为

4.12万亿韩元，占比为1/3。

在收入数据加持之下，今年二季度，三星

在整个半导体领域再次回到全球第一的宝

座。在存储半导体领域，三星的领先地位较为

明显，据Trendforce统计，今年二季度，三星

在DRAM的市场份额为43.6%，在NAND的

市场份额达到34%，均为全球第一。

但在非存储半导体的设计和制造上，特

别是在芯片代工上，三星与台积电仍然差异

明显，台积电的销售额环比增长11.9%至

148.84亿美元，占全球半导体代工市场的比

例为53.1%；相较之下，三星的代工销售额环

比增长了11%至48.1亿美元，但与去年同期相

比，下降了0.2%，二者差距扩大。

大手笔投入

创道投资咨询合伙人步日欣坦言，对于

在代工上与台积电的差距，三星也一直在追

赶。其实分领域来看，三星在芯片设计上也有

自己的发展优势，只是在先进制程上可能有

落后，但整体而言，三星在半导体领域还是比

较强的。

的确，在“缺芯”难解的市场环境下，三星

一直瞄准了这一市场，大力发展和投入。就在

11月24日，三星正式宣布将在美国得克萨斯

州泰勒县建造一座总投资约170亿美元的半

导体制造工厂，明年上半年开始施工建设，预

计2024年下半年正式运营。

这将是三星有史以来在美国最大的投

资，但这只是三星在半导体领域的大动作之

一。今年8月，三星集团宣布，计划在未来三年

内进行超2050亿美元(包括在韩国的1543亿

美元)的投资，不仅会在芯片制造、生物制药、

人工智能、5G和汽车、机器人等领域加大投

资，还会支持下一代显示器和高能量密度电

池的开发。

根据这一计划，三星集团首先将扩大在

半导体领域的投资；将投资14纳米以下

DRAM和200层以上V-NAND闪存等；开发

系统存储器尖端工艺；今后3年至少投资50万

亿韩元在美国建晶圆厂。

除了钱，三星还打算在人力上进行投入。

就在11月，三星电子和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宣布携手培养有能力的半导体工程

师。从明年开始，他们计划在5年内培养约500

名半导体工程师。

“从大环境来看，芯片是受全球供应链影

响最大的领域，半导体供应商都赚得比较多，

并且也在持续扩大产能”，互联网分析师杨世

界坦言，但受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芯片问题

可能短期内没办法解决，再加上，在技术成熟

度上，三星可能还是不如台积电，新的DS部门

CEO对芯片行业和市场比较了解，对于三星

发展半导体而言助力明显。

不过，正在努力的不只是三星，半导体这

条赛道上眼下是龙盘虎踞，供应链问题让每

家企业都盯上了这个面向未来的核心产业。

就在三星大手笔投资的美国，老对手台

积电和英特尔也摩拳擦掌。去年，台积电就宣

布投资至少120亿美元，在美国建设5nm晶圆

厂；美国之外，台积电在日本的芯片工厂项目

也在今年10月敲定。另外，英特尔也已承诺对

亚利桑那州的两个工厂投入200亿美元，并在

新墨西哥州投入35亿美元进行扩建。

根据三星的目标，与台积电的竞争，要在

2030年前实现半导体第一。目前看起来，这一

目标任重道远。

北京商报记者汤艺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