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告：我国推动绿色发展投资　将在未来10年带来庞大贡献 新航承诺在2050年
要达到净零碳排放　

分析师：尽管价格波动剧烈

加密货币对整体金融市场风险仍低

周岳翔　报道
yushchau@sph.com.sg

　　新加坡政府大力推动绿色发
展，长远来看，在基础设施及交
通方面的投资将成为建筑业越来
越重要的增长动力，尤其地铁建
设在未来10年将带来庞大贡献。
　　信评机构惠誉（Fitch）旗下
的Fitch Solutions日前发布报告中
指出，铁路建设在本地基础设施
价值的占比最大，达47％，其次
为机场（23％）和能源及公用事
业（13％）。道路桥段、商业及
工业建筑，以及港口等的占比为
4％至5％。

推动电动车新兴领域 
充电设施将加速发展
　　政府今年2月公布的2030年
新加坡绿色发展蓝图（Singapore 
Green Plan 2030），视扩建公共交
通系统为实现可持续目标的策略
之一，当局计划拓展地铁网络，
从目前约230公里，在2030年延长

至360公里。
　　报告说，按国际标准来看，
尽管新加坡目前地铁网络完善，
但还是跟不上人口和移民的增
长，而政府已针对铁路建设制定
大量计划并做好投资。
　　鉴于新加坡在地铁项目规划
和执行方面拥有丰富专业知识，

“我们相信进展顺利，除了冠病
疫情造成近期施工中断之外，延
误情况会降至最低。”
　　报告也说，我国积极推动电
动车新兴领域，充电基础设施将
跟着加速发展。
　　为了使电动车更加普及，政
府计划在2025年以前打造八个电

动车市镇，2030年在全国设立6万
个电动车充电站，比原本的2万
8000个目标，增加超过一倍。　
　　Fitch Solutions认为这是一个
雄心勃勃的目标，因为新加坡目
前只有约1600个充电站。
　　报告指出，在全国200多个公
共停车场建设600多个电动车充电
站的公开招标活动今年3月底截
止，结果吸引了19方参与竞标，
显示私人界对政府的绿色计划高
度支持。
　 　 我 国 太 阳 能 装 机 容 量 预
计 在 2 0 3 0 年 将 略 超 过 1 . 5 兆 瓦
（GW）。在政府推动可再生能
源的使用下，太阳能领域虽然可
进一步扩大并出现显著投资机
会，但价值相对较小。
　　报告指出，碍于土地有限，
本地太阳能装置只能设在屋顶或
浮动式装置，局限大型太阳能设
施的范围。再加上本地电力市场
成熟与饱和，使任何大型新电力
发展缺少动力。

吕爱丽　报道
oilailai@sph.com.sg

　　加密货币市值已经超越引
发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的次级房
贷。尽管价格波动剧烈，分析师
认为加密货币目前对整体金融市
场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仍低。
　　加密货币市场近日一再迎来
坏消息。继特斯拉（Tesla）突然
改变立场，不再接受比特币付款
后，中国和美国政府也加大对加
密货币的监管力度。
　　中国政府日前宣布禁止金融
机构和支付公司提供任何与加密
货币交易有关的服务，接着表示
将取缔比特币挖矿和交易活动。
　　美国财政部近期则计划要求
价值超过1万美元的加密货币交
易，必须向国税局报备，以避免
逃税或涉及不法活动。
　　堪称加密货币市场老大和老
二的比特币（Bitcoin）和以太币
（Ethereum）遭受打击，自今年

4月的历史高点一度下挫了至少
50％。
　　截至昨天本地时间傍晚6时，
比特币报3万6382美元，比4月中
的高点下跌了44％；以太币报
2248美元，比5月中的高点下跌
48％。
　　新加坡银行策略主管李依莱
在最新分析报告中指出，这些新
型资产的价格剧烈波动虽然是常
态，从加密货币市场外溢至整体
金融市场而引发的震荡仍有限，
“但令人瞩目的是，加密货币市
值愈来愈大。”
　　以4月份的高点来说，比特币
的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约1.3万
亿新元），以太币大约是5000亿
美元。整体加密货币市值超过2万
亿美元。
　　李依莱说：“整体市值虽然
小于引发泡沫化的科技股，但已
经大于全球金融风暴时的美国次
级房贷市场。”

　　加密货币市场若崩盘，将为
金融市场带来什么冲击，李依莱
认为，目前讨论这一点为时尚
早，“尽管它的市值愈来愈大，
与拥有股票、房地产和抵押贷款
的零售投资者以及资产经理人比
较，持有加密货币的投资者仍属
于少数。”

主流金融机构 
仍未广泛认可加密货币
　　DailyFX策略师杨燕接受《联
合早报》访问时也指出，尽管加
密货币的总体市值近年来增加不
少，但是它们还没有被主流金融
机构所广泛认可和使用，因此暂
时不会触发系统性风险。
　　杨燕说：“比特币的炒家多
数是散户和科技行业的币圈人
士，近期也开始吸引一些对冲基
金和有影响力的投资人入场。更
广泛的参与者有助于提升主流的
认可度，但同时带来了更加严格
的监管环境。”
　　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
原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学院院长白
士泮受访时说：“在市场流动性
泛滥和炒家炒作之下，最近一轮
加密货币的价格剧烈波动吸引了

不少散户进场，所谓的崩盘也就
是炒家‘割韭菜’的可能性增
加。”
　　白士泮也说，目前加密货币
的市值只有全球金融资产总额的

不及百分之一。
　　“更关键的是，当下加密货
币渗透传统金融领域的程度，在
多国的情况基本上还是很轻微
的。”

　　他认为，加密货币若崩盘对
金融市场的影响不大，“这也是
为什么近期多国包括美国和西欧
国家都表态要加强监管，以确保
金融市场的稳定。”

分析师指出，这些新型资产的价格剧烈波动虽然是常
态，从加密货币市场外溢至整体金融市场而引发的震
荡仍有限，“但令人瞩目的是，加密货币市值愈来愈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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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加 坡 能 源 集 团 （ S P 
G r o u p ） 与 越 南 能 源 公 司 B C G 
Energy签署谅解备忘录，投资越
南的再生能源项目。
　　双方昨天联合发文告宣布，
新能源将获得独家授权，收购

BCG Energy子公司Skylar高达49％
股权。
　　Skylar目前经营61.1兆峰瓦
（MWp）的屋顶太阳能资产，这
些资产遍布越南14个省。
　　新能源和BCG Energy也将一

同探索其他太阳能项目的投资
机会，以增强越南的电力供应能
力，支持它在2030年前将再生能
源的发电量提高到三成左右的计
划。
　　新能源集团总裁黄天源说，

越南是新能源的主要战略市场，
与BCG Energy的合作将利用双方
的优势，这为集团提供一个强大
的平台，投资再生能源项目。
　　新能源去年11月在胡志明市
设立新办事处。

新能源与BCG Energy　投资越南再生能源项目

韩宝镇　报道
hanpt@sph.com.sg

　　星狮物流工业信托（Frasers 
Logistics & Industrial Trust）将以4
亿6970万元，收购在德国、荷兰
和英国的六个物流与工业房地产
以及工业园项目，并以发售新股
集资和贷款来资助。
　　该信托将以每单位介于1.363
元至1.399元，私下配售2亿2000
万新单位，筹集至少约3亿元，
并且有权再发售多2000万新单
位，把私下配股筹集的资金提高
至3亿3580万元。
　　发售价范围比上周五的闭市
价分别低了2.4％和4.9％。最终
的发售价将在经过加速邀标定价
（book building）过程后定出。
　 　 该 信 托 昨 天 宣 布 ， 它 将
向保荐机构星狮地产（Frasers 
Property）收购在德国的三个永久
地契物流与工业房地产和一个在
荷兰的物流与工业房地产，以及
向英国I.M.Properties收购两个永

久地契房地产，包括一个工业园
项目。
　　信托管理公司总裁沃雷斯
（Robert Wallace）说，这是信托
首次收购英国房地产，其中一个
地段具备发展的增值机会，显示

信托物色交易的能力。
　　这些房地产的同意买价为5
亿4870万元，比估值低2.5%。不
包括将支付给管理公司的收购费
用与其他交易费用等在内，信托
将支付的买价为4亿6970万元。收

购预料在今年6月完成。
　　信托表示，这项收购将让它
能够顺应物流业的强劲势头。英
国和德国是欧洲两个最大的电子
商务市场，并且位列全球前10大
电子商务市场。
　　德国和荷兰的房地产总可出
租面积为6万2115平方米（66万
8600平方英尺），而英国房地产的
总可出租面积为6万1213平方米。
　　截至3月底，这些新房地产
的整体租用率为97.4%，加权平
均租约（WALE）是7.6年。
　　从形式上（pro forma basis）
计算，若信托在去年10月1日完成
收购，信托的每单位派息将增加
1.8%至3.868分。　　
　　另一方面，信托也宣布将以
9360万欧元（约1亿5090万新元）
脱售四家控股公司，这些公司持
有三个德国房地产和一个荷兰房
地产的权益。
　　该信托昨天暂停交易，上周
五收报1.44元。

星狮物流工业信托发售新股　集资收购欧洲六项目

星狮物流工业信托在德国收购的其中一个永久地契物流与工业房地产。
 （星狮物流工业信托提供）

　　新加坡航空（SIA）承诺将
在2050年达到净零碳排放（net 
zero carbon emissions）。
　　新航昨天发表文告宣布这个
目标时指出，设定目标旨在加强
它一直以来在各个业务运营环节
致力于减排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
战略。
　　“净零碳排放”指的是所清
除的二氧化碳完全抵消所排放的
二氧化碳。
　　文告说，集团旗下航空公
司——新航、酷航（Scoot）和
新航货运（SIA Cargo），将多管
齐下达成这个目标。这些措施包
括投资于新一代的飞机，取得
高营运效率及采用低碳排放科
技，例如使用可持续航空燃油以
及采购高素质的碳补偿（carbon 
offset）。

开展多个项目 
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
　　即使在冠病大流行的情况
下，新航集团也开展了多个项目
来支持其可持续发展目标。例
如，集团在新加坡的所有办公楼
完成了太阳能板的安装。这产生
的可再生能源可提供它们电力
需求的18％，或足以为新加坡约
2300个四房式住房单位提供一年
的电力。
　　2020年，新航推出了新的区

域经济舱膳食概念，特点是餐具
由可持续的纸质包装和竹制餐具
组成，减少了机舱内一次性塑料
制品的用量。
　　包装重量减少50％，也有助
于降低燃料消耗。从餐具到厨余
都将被送往生态消化器，转化为
可替代化石燃料和煤炭的垃圾衍
生能源颗粒。
　　新航总裁吴俊鹏说：“即使
经历冠病大流行，我们仍注重可
持续发展的目标。我们知道，这
对客户和员工来说也是一个越来
越重要的课题。通过实现净零碳
排放的承诺，我们巩固新航集团
在这一课题上的领导地位，并加
强承诺寻找方法改善我们对环境
的影响。”
　　“如今，航空业者要实质性
地降低碳排放，最有效和最直接
的方法是经营一支年轻的机队。
新航集团机队的平均机龄不到六
年，是全球最年轻的机队之一。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已经让45
架老旧飞机退役。我们将逐步用
新一代飞机取代它们，这些飞机
的燃油效率可提高多达30％，并
将在未来几年大幅降低我们的碳
排放。”
　　新航的飞机订单包括A350-
900和A320neo系列，以及777-
9、787系列与737-8 Max等新一
代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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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令明：若房价继续上涨
政府或推出更多降温措施
　　城市发展（CDL）主席郭令
明提醒，若房价继续上涨，政府
可能推出更多降温措施。
　　根据城市发展昨日闭市后发
布的常年股东大会会议记录，郭
令明于4月30日在大会上回答股
东现场提交到聊天室的问题时，
作出上述表示。
　　股东想知道城市发展在住
宅市场和办公楼房地产的业务展
望。郭令明说，他注意到住宅市
场一直表现良好，但他警惕，若
房价继续上涨，到时可能推出更
多降温措施，以控制房价上涨。
　　他也表示，有信心新加坡的
办公楼市场将继续改善，集团的
共和大厦（Republic Plaza）一直表
现得比以前好，取得高租用率。
此外，随着国际航空旅行的恢
复，他对酒店业今年取得复苏表
示乐观，预料最迟可在明年复苏。
　　城市发展集团首席执行长郭
益智表示，它对城市发展在新加

坡的住宅项目和办公楼持客观看
法。虽然去年经历冠病大流行，
新加坡市场的住宅单位总销量已
恢复至良好水平，销量在去年达
到2019年的水平，整体市场售出
将近1万个单位。私宅房地产价
格指数在2019年和2020年分别上
涨2.7％和2.2％，这反映适度的
价格上升。
　　郭益智认为，市场对私宅房
地产仍存在被压抑的需求，尤其
是来自组屋提升者。虽然政府是
否会实施新的降温措施仍充满不
确定，整体市场保持非常稳定。
　　他也表示，新加坡办公楼市
场的租金去年下跌5％至8％，不
过，租用率继续相当有弹力。不
只在新加坡，全球办公楼市场也
保持强劲。即便目前居家办公以
及共用工作空间是个趋势，他相
信办公室对上班族是个必要的聚
会场所，而办公楼在未来将继续
扮演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