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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行业的前沿
观察与趋势分析

引言
欢迎阅读《澳大利亚能源行业新闻》2014年5月刊，
本刊为月刊，由阔思律师事务所(Corrs Chambers
Westgarth)为那些对澳大利亚矿业感兴趣的客户而
编写。
本月刊简要汇总了近期完成的交易、市场传闻、
潜在机会和相关法规更新情况。

最近完成的交易
2014年4月15日，麦哲伦石油公司（Magellan
Petroleum ）收到向澳交所上市的勘探和生产商中部石
油有限公司（Central Petroleum Limited）出售其澳洲
资产（包括棕榈谷和丁沟项目（Palm Valley ，Dingo
projects）之最后一笔500万澳元付款。至此，麦哲伦
总共收到中部石油2000万澳元的现金和中部石油权益中
新发行的3950万股股票，从而持有大约11%的所有者权
益，成为目前中部石油之最大股东。

最近公告
在《澳大利亚能源行业新闻》2014年2月刊中，我们曾报
道了贝特斯能源公司(Baytex)提议收购澳交所上市的奥罗
拉油气有限公司（Aurora Oil and Gas）。该笔交易将由
贝特斯能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贝特斯能源（澳大利亚）
（Baytex Energy Australia）根据一项提议的协议安排
（计划），以每股4.10澳元的现金对价收购奥罗拉油气的
全部股份。2014年4月11日，奥罗拉油气公告称贝特斯收
到来自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的书面通知，确认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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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不反对该笔交易，从而满足了协议收购实施的
先决条件之一。2014年4月14日，奥罗拉油气还宣布澳
大利亚联邦法院已经批准其发出计划安排手册，并命令
召集奥罗拉油气股东会议，以对贝特斯提议的收购进行
审议和投票表决。
2014年4月11日，澳交所上市的综合能源公司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Energy Developments Limited） 公告
称该公司已经签署了一项有条件的购销协议以收购替
代能源开发商Envirogen公司旗下澳大利亚废煤矿气体
(WCMG)发电业务。Envirogen公司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塔
姆煤矿（Tahmoor Colliery）、特拉尔巴煤矿（Teralba
Colliery）和格林尼斯溪煤矿（Glennies Creek）拥有和
经营三家废煤矿气体发电站，并且在昆士兰州橡木溪煤矿
（Oaky Creek Coal Mine）还有一家废煤矿气体发电站。
这些电站总装机容量为43兆瓦，为采矿商嘉能可超达和淡
水河谷（Glencore Xstrata 和Vale）提供甲烷减排和清洁
能源解决方案，并且还增加了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超过200
兆瓦废煤矿气体发电资产之现有投资组合的实力，并加强
了与主要煤炭生产商英美资源集团（Anglo American）
和必和必拓伊拉华拉煤炭资产（BHP Illawarra Coal）之
间现有的合伙关系。
在《澳大利亚能源行业新闻》2014年2月刊中，我们曾报
道了中国公司岚桥集团（Landbridge Group）发出附带
条件的意向通知，以每股0.36澳元的价格，对位于布里斯
班的煤层气生产商西赛德公司（WestSide Corporation）
进行附条件的场外接管收购（附条件要约）。在日期为
2014年4月16日的致股东信函中，西赛德表示每股0.36
澳元的附条件要约价格“明显不适当”。2014年4月24
日，岚桥集团以在《澳洲人报》（The Australian）一篇
文章中所称的西赛德公司注册“突袭”的方式将其在西
赛德的权益从8.7%提高到19.99%，据报道，其中包括岚
桥集团担保的西赛德前第二大股东，基础设施资本集团
（Infrastructure Capital Group）之11.3%的股份。“突
袭”的同时，岚桥集团还宣布已经撤回其继续以每股0.36
澳元进行收购之意向书，并替换为一项新的按每西赛德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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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0.40澳元进行的附条件场外接管收购，此举使该公司估
值超过1.78亿澳元。
2014年5月6日，西赛德董事会在一封致股东的信函中建
议股东们不要接受岚桥集团按每西赛德股份0.40澳元进行
的附条件场外接管收购。该信函称，除其他事项外，岚
桥集团的要约并未体现该公司应有的公平市值，且未能充
分地承认该公司最近公告的、向格拉德斯通液化天然气
（GLNG）项目出售天然气之为期二十年的具有约束性的
天然气销售协议之全部价值。
澳交所上市的石油勘探商巴斯海峡石油有限公司（Bass
Strait Oil Company Ltd）于2014年4月10日公告称该公司已
经开始其近海吉普斯兰盆地资产组合的正式剥离流程，该
组合包括所拥有的位于维多利亚东南海岸之外的Vic/P41的
64.565% 和Vic/P68的100。首席执行官诺斯克（Noske）表
示，该公司“打算利用来自吉普斯兰盆地许可面积潜在剥
离之所得，继续投资于油气领域中的新机会，并将仍然注
重于推动油气勘探和开发活动向前发展。”巴斯海峡公司
聘请了澳洲GMP证券（GMP Securities Australia）协助其
剥离流程并制定其前进的战略。

市场传闻和机会
继《澳大利亚能源行业新闻》3月和4月刊之深入
报道，2014年4月22日，《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一篇没有说明消息来源的
报道预测，伍德赛德石油公司(Woodside Petroleum)可能
寻求替代的国际扩张机会，原因在于该公司以27.1亿美元
的价格收购以色列西海岸海上利维坦气田项目( Leviathan
)25%的权益尚未最终敲定。有报道称，据信伍德赛德试图
在其布劳斯浮动液化天然气项目（Browse floating LNG）
开始投产之前填补其生产缺口。该文章暗示，伍德赛德可
能因此寻求更加接近于澳大利亚的扩张机会，而位于巴布
新几内亚的石油研究公司（Oil Search）则是潜在目标之
一。尽管有此类传言，首席执行官彼得•科尔曼（Peter
Coleman）在2014年4月30日召开的伍德赛德年度股东大
会的报告中表示“与利维坦合资经营参与者（Leviathan
Joint Venture）和以色列政府之间的协商仍在继续进行，
目的在于解决剩余的问题和签订最终协议”。
2014年4月23日，《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另一篇没有
说明消息来源的文章报道，预计英国天然气集团（BG
Group）将在本季度晚些时候启动一项与其柯蒂斯液化
天然气项目（Curtis LNG）相关之价值40亿澳元的管道
基础设施的正式销售流程。潜在可供出售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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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包括540公里连接昆士兰州苏拉特盆地气田至格拉
德斯通的埋入式天然气管线。报道称，英国天然气集
团与潜在买家在布里斯班举行了初步会议。据信，加
拿大管道集团安桥公司（Enbridge）属于计划收购该
资产之联合体的一员，该联合体还包括产业基金管理公
司（Industry Funds Management）和昆士兰投资公司
（Queensland Investment Corporation）。海斯丁斯基
金管理公司(Hastings Funds Management)或许与加拿
大北欧化工(Borealis)联手形成另一个竞标团体。据信，
有意愿的其他各方还有澳洲工业超级基金（Australian
Super）、德国安联保险集团（Allianz）、加拿大退休金
计划（Canada Pension Plan）、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GIC）。据报道，煤气网络分销商APA集团有望参与该
资产的竞争。文章认为，尽管有可能在今年进行出售，但
更大的可能性是在2015年达成交易。
根据《并购市场》最近一篇文章报道，位于珀斯的油气
公司布鲁能源（Buru Energy）正在寻求一位长期合伙
人以卖出其位于西澳北部金伯利地区西南坎宁超级盆地
尚未开发的许可面积。布鲁能源的资产组合包括安甘
尼油田（Ungani oilfield ）发现的常规原油和劳雷尔构
造层（Laurel Formation）的致密气资源，在此已经确
认了潜在大规模天然气和碳氢化合物液体资源。布鲁
能源已经与日本最大的贸易公司三菱商事（Mitsubishi
Corporation）组建了一家合资公司。报道称，布鲁能源
的总经理凯兰•伍尔夫（ Keiran Wulff）表示，该盆地面
积过大，而两家公司难以经营，因此公司正在考虑引入“
具有恰当专门技术、并且致力于（该地区）长期发展的、
具有强劲实力的合伙人”。2013年11月份，阿帕奇公司
（Apache Corporation)买入若干布鲁-三菱合资公司在坎
宁盆地的勘探许可证，主要涵盖该合资公司资产组合中的
高德威尔页岩气区域（Goldwyer Shale）。
继《澳大利亚能源行业新闻》3月和4月刊之深入报道，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于2014年4月16日报道，澳洲
汽油零售商联合石油公司（United Petroleum）在与韩
国能源公司双龙石化（S-OIL）之间的协商由于价格问题
而终止之后，重启其出售流程。该报道强调其他潜在要
约人可能包括鲜京集团（SK Group）、私募股权基金骏
麒投资（Affinity Equity Partners）和一家不知名的欧洲
贸易商行。
据报道，昆士兰州政府正策划出售该州配电网络中的债
务，以作为一种私有化替代方案。根据2014年4月23日出
版的《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之《街谈巷语》栏目内容，
州政府仅靠出售债务就能兑现其未经选举授权不出售资产
的承诺，而同时又减缓州政府资产负债表上的压力。该篇
文章强调，此次交易类似于常规的私有化，潜在的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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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位将转移至债务买家，以作为一种控制手段。本报道
刚好是在《澳洲人报》前天的预测之后，该预测认为昆士
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可能在未来十八个月内将包括港口、
公路和电力资产在内的基础设施推向市场。另根据该报
2014年4月18日的另一篇报道，西澳政府也正在研究出售
该州部分港口、电力和供水等资产的可行性，并且已经聘
请了安永对潜在剥离进行评估。

监管新闻

关于提议的昆士兰州内重叠使用权改革之立
法修正草案咨询开始启动
昆士兰州资源理事会(QRC) 最近公布的一项公告称，一项新
的重叠使用权框架之准备工作已经开始，并就立法草案在
本月内进行广泛的业内咨询。这项框架是以标题为《最大
化利用昆士兰州煤炭及煤层气资源：一种昆士兰境内重叠
使用权的新途径》的2012年各行业联合倡导计划为基础，
旨在简化立法，澄清授予使用权的要求和为减少因重叠使
用权问题所致的延误提供更为明确的时间框架。如果成
功，本次立法改革将为授予煤炭和石油/煤层气生产的使用
权提供一条直接路径，昆士兰州资源理事会指出，这种路
径将会有效地解除针对土地面积先行者的否决权。预计新
的立法将于2014年6月份予以通过，以作为《2014年矿产
与能源资源法案（普通规定）》一部分在年底之前实施。
根据自然资源和矿产部(DNRM)的消息，现有获得使用权
的要求，包括原住民土地权义务、获得环保部门批准和达
成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进入权和补偿安排等等，依照新
的立法将不会改变。自然资源和矿产部表示新的立法将包
括确保现有和未来资源权力持有者之间顺利过渡的协议安
排，并且考虑到苏拉特盆地对于州煤层气及液化天然气行
业的重要性，在苏拉特盆地规定的区域内，特别过渡性规
定将落实到位。依照预示的特别过渡性安排，如果煤炭开
采租矿权与石油开采租赁权重叠，采矿开始的通知期限将
从10年延长到15年。此类安排建议适用于所有在2016年
年底之前依照新的框架授予的生产租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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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新闻

新南威尔士州天然气涨价
2014年4月23日，独立定价与监管审裁庭（Independent
Pricing and Regulatory Tribunal）公布一项草拟决定，
允许在2014至15财年中新南威尔士州监管的天然气价格
平均上涨17.6%。这就意味着从2014年7月1日起，取决
于各个家庭所在的地方和消耗量的多少，家庭年度标准天
然气账单可能上涨达到225澳元。审裁庭主席彼得•鲍克
斯奥（ Peter Boxall）博士指出，涨价主要是由于天然气
批发价的上涨所致，而草拟决定是以审裁庭对天然气零售
商提交的建议书进行的评估为依据。鲍克斯奥博士强调大
多数新南威尔士州天然气消费者已经习惯于市场合约而不
是规定的价格，并且预计“由于电价放开管制的结果，在
零售商之间的竞争会进一步加深。”

澳大利亚资源和能源经济局预测资源和能
源商品出口收益上升
澳大利亚资源和能源经济局 (BREE) 日前公布其2014年3
月份季度《资源与能源季度报告》。以对2014至15年到
2018至19年的展望期为依据， 澳大利亚资源和能源经济
局预测全球经济的前景将“主要是积极的”，但速度不
快，其中中国的中期经济增长将为每年超过7%。
根据该报告，澳大利亚的资源和能源商品收入预计在2013
年到2014年的平均增长率为8%，在2018年到2019年达到
约2840亿澳元。尽管商品价格较为疲软，但短期出口增长
将由较高数量的煤炭和铁矿石所驱动。随着新建液化天然
气生产的开始，报告表明，液化天然气将成为澳大利亚主
要出口产品之一。就名义增长率而言，报告预测液化天然
气出口价值在展望期内将提高约340%，原因是过去三年
来开发的新设施开始投产。 澳大利亚资源和能源经济局预
测，在2013年至2014年中澳大利亚将生产大约620亿立方
米的天然气，与2012-2013年的生产数值相当。
报告还提及到澳大利亚当前再建的七大液化天然气项
目，这包括位于昆士兰州的澳大利亚太平洋液化天然
气（ Australia Pacific LNG）、格拉德斯通液化天然
气（Gladstone LNG）、和昆士兰柯蒂斯液化天然气
（Queensland Curtis LNG）项目，和位于西澳西北海岸之
外的戈根（Gorgon）、惠特斯通（Wheatstone）、依系
（Ichthys）和普雷留德（Prelude）等项目。当所有这些项
目连线后， 澳大利亚资源和能源经济局预测澳大利亚的天
然气生产在2018年到2019年将会翻倍达到1510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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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兰州风电场条例草案公示征求公众意见
2014年5月6日，昆士兰州政府公布了一项《风电场条
例》草案以咨询公众意见。昆士兰州副州长兼州发展、
基础设施及规划部部长，杰夫•希尼（Jeff Seeney）表
示，条例草案的制定是为了给昆士兰州全境内风电场开发
的规划和评估提供一种相容一致的方法；一旦最终敲定，
该条例将整合到《州开发评估规定》之中。这就意味着所
有风电场建议书的评估责任将从地方政府转移到州政府。
条例草案征求公众意见截止时间为2014年5月13日，全
文可点此浏览。有关条例的更多详情，请点此浏览。

关于精简环境监管和减少繁文缛节之联邦调
查的最终提交日期
2014年2月27日，众议院常务环境委员会继联邦环境部长
格雷格•亨特（ Greg Hunt）的推举之后宣布对精简环境
监管、“繁文缛节”和“一站式”环境评估和审批进行调
查。该项调查将特别针对管辖权安排、监管要求、监管负
担和环境效益之间的平衡、经改进的监管效率和效果的各
个方面、以及放开监管的潜在可能性。向委员会提交的
终结日期从4月11日延长到4月30日。有关调查的更多详
情，请点此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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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客户去投资本文件中所列出的任何公司。如任何人有意投资本文件中所提及的一家或多家公司，此人在进行投资前，应首先对公司
或项目（以及公司或项目的各项资产）进行财务、税务、技术、工程、地质以及法律方面的尽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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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

珀斯

JOHN KELLY

CLARE CORKE

PETER JAROSEK

合伙人– 布里斯班
电话 +61 7 3228 9368
手机 +61 417 757 153
john.kelly@corrs.com.au

合伙人– 墨尔本
电话 +61 3 9672 3255
手机 +61 405 275 045
clare.corke@corrs.com.au

合伙人 – 珀斯
电话 +61 8 9460 1804
手机 +61 420 856 281
peter.jarosek@corrs.com.au

MICHAEL MACGINLEY

JONATHAN FARRER

RUSSELL PHILIP

合伙人– 布里斯班
电话 +61 7 3228 9391
手机 +61 417 621 910
michael.macginley@corrs.com.au

合伙人– 墨尔本
电话 +61 3 9672 3383
手机 +61 414 235 063
jonathan.farrer@corrs.com.au

合伙人 – 珀斯
电话 +61 8 9460 1673
手机 +61 400 299 098
russell.philip@corrs.com.au

BRUCE ADKINS

LIMING HUANG

ROBERT FRANKLYN

合伙人– 布里斯班
电话 +61 7 3228 9431
手机 +61 418 874 241
bruce.adkins@corrs.com.au

特别法律顾问 – 墨尔本
电话 +61 3 9672 3132
手机 +61 450 679 477
liming.huang@corrs.com.au

合伙人 – 珀斯
电话 +61 8 9460 1706
手机 +61 409 787 224
robert.franklyn@corrs.com.au

JAMES MINCHINTON

LINDA HUAN

合伙人– 布里斯班
电话 +61 7 3228 9333
手机 +61 420 907 478
james.minchinton@corrs.com.au

高级律师，墨尔本
电话 +61 3 9672 3415
手机 +61 410 625 786
linda.huan@corrs.com.au

JEREMY HORWOOD
合伙人– 布里斯班
电话 +61 7 3228 9790
手机 +61 422 150 625
jeremy.horwood@corrs.com.au

DAVID BECKETT
合伙人– 布里斯班
电话 +61 7 3228 9318
手机 +61 423 822 647
david.beckett@corrs.com.au

STEPHANIE DAVESON
合伙人– 布里斯班
电话 +61 7 3228 9493
手机 +61 438 787 402
stephanie.daveson@corrs.com.au

悉尼
ANDREW CHEW
合伙人 – 悉尼
电话 +61 2 9210 6607
手机 +61 407 453 443
andrew.chew@corrs.com.au

ANDREW LUMSDEN
合伙人 – 悉尼
电话 +61 2 9210 6385
手机 +61 418 110 665
andrew.lumsden@corrs.com.au

LIZZIE KNIGHT
合伙人 – 悉尼
电话 +61 2 9210 6437
手机 +61 402 793 072
lizzie.knight@corrs.com.au

SHAUN McGUSHIN
合伙人 – 悉尼
电话 +61 2 9210 6915
手机 +61 414 225 340
shaun.mcgushin@corr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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