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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特约撰稿人   蔡智群

道格·劳勒：为了活下去

在这场拯救切萨皮克的长期战役中，靠着削减成本，道格·劳勒完成了上半场。然而全

球页岩气行业的低迷加上切萨皮克不合时宜的转型，昔日“页岩先锋”终以破产重组收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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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辉煌，今日云烟。在新型冠状病毒蔓延

的阴霾下，曾号称美国“页岩先锋”的切萨皮克

能源公司终究没能逃脱破产重组的命运。6月28

日，切萨皮克正式申请破产保护。这家一度成为

美国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商、仅次于埃克森美孚的

大神还是倒下了。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但这是一个必要

的决定。”CEO道格·劳勒在给员工的邮件中

充满无奈。他说，这是切萨皮克活下来的最佳选

择。7年前，替代创始人麦克伦登，劳勒背负起拯

救切萨皮克的使命，他或许没能想到2020年竟是

这副光景。

繁华背后的危机
劳勒来到切萨皮克，卡尔·伊坎起到了关键

性作用。

2012年，投资者对切萨皮克董事长兼CEO

麦克伦登的不满越来越激烈，换帅的呼声高涨。

华尔街“恶狼”卡尔·伊坎从2010年投资切萨皮

克，这位狠角色看不惯麦克伦登的很多做法，两

人理念冲突。凡挡财路者，必清扫之，这是伊坎

的一贯作风。他开始物色合适人选，试图利用第

一大股东的影响力撼动麦克伦登的地位。45岁的

劳勒出现在眼前。

此时的道格·劳勒是阿纳达科石油公司国际

深水勘探部的高级副总裁，并当选公司执行委员

会成员。这位在油气行业浸淫20多年的石油工程

师和管理者，冷酷、精干、有着高级经理人的素

质，被伊坎认为是能改变切萨皮克命运的优质人

选。

伊坎和一名切萨皮克董事会成员亲自拜访

劳勒，说服他接受递过来的橄榄枝。而另一边，

董事会对麦克伦登大力施压，让他不得不提出离

职。2013年6月，劳勒离开阿纳达科，成为切萨皮

克总裁兼CEO。

当时的切萨皮克是页岩气行业巨头，体量庞

大，但劳勒接手的属实是一个烫手山芋。为什么

这么说？这得回到1989年。

这一年，麦克伦登在俄克拉荷马城创立切萨

皮克，启动资金5万美元，押注页岩气。在20世

纪70~90年代，面对石油危机以及传统天然气产

量的下滑，美国花费大力气走上能源独立道路，

对许多替代能源项目进行了投资，其中包括页岩

气。切萨皮克抓住机遇，成为业内最早押注水力

压裂技术的一批投资者，在页岩气开采上大举投

入，成为美国页岩气革命的先锋。

而1989年的劳勒，刚刚22岁，头年从科罗拉

多矿业学院毕业后，在科麦奇石油公司开始了他

的职业生涯。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素以工程与采矿

专业闻名，是科罗拉多州工科第一校，自1964年

起每年都要举办世界页岩气研讨会。在这样的氛

围中接受教育的劳勒，注定了与页岩气缠绕的人

生。更有意思的是，科麦奇是麦克伦登的叔祖父

创立的，他的父亲也在那里工作。

随着水力压裂技术的普及，到21世纪初，页

岩气产量大增。各大石油公司都试图在这一领域

分一块蛋糕，科麦奇也加入其中，勤奋能干的劳

勒成为公司页岩气开采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2006年，阿纳达科收购科麦奇，劳勒顺理成章进

入阿纳达科。和切萨皮克一样，页岩气也是阿纳

达科的重要战略方向。

此后，劳勒的发展越发明朗，受到重用，先

后担任规划副总裁、运营副总裁，并领导了阿纳

达科四大页岩气的开发，这些都为他的职业生涯

不断加码。而在劳勒不断打开职场上升通道时，

切萨皮克的壮大却隐藏危机。

为了成为“美国天然气冠军”，让吹嘘变成

现实，麦克伦登十分大胆、激进，他以最快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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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待价而沽的油气开采权成就了切萨皮克的辉

煌，也令它不得不付出惨痛代价。看到支出远高

出经营、高杠杆下累积的庞大债务，股东们忧心

忡忡，为了让公司活下去，换掉麦克伦登成为必

然。

劳勒作为第二任CEO接手时，切萨皮克负债

高达230亿美元，相当于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的债

务总和。一度引领美国页岩气神话的麦克伦登和

切萨皮克，借势页岩气的行业繁华遮掩了危机，

留给了劳勒一道难题。

削减债务之战
与疯狂的传奇人物麦克伦登不同，劳勒是一

副训练有素的华尔街精英模样，西装笔挺、神色

严肃，总是表现出自信的样子。甫一上任，他就

定下了发展愿景——将切萨皮克打造成为“可持

续和可盈利”的企业。在这之前，他得完成早已

清晰的使命：削减沉重的债务。

劳勒主要从两个大方向入手，第一个方向是

裁员。一个企业最大的成本是人力，因而裁员是

大公司降低成本的常用招数。当时，切萨皮克共

有约1.2万名员工，裁员势在必行。

为了减控员工，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

员工。通览公司自上而下、每个部门的人员分布

后，劳勒开始挥舞斧头，施行裁员计划。裁员涉

及各个部门，从管理层到普通工人，无不提心吊

胆。不过，劳勒没有一揽子解决，而是循序渐进

推进，整个裁员计划主要集中在2013年到2018年

间。在这5年中，切萨皮克发生了三次大型的裁员

潮，劳勒也因此被叫做“斧头劳勒”。

第一次发生在2013年，劳勒在一天内解雇了

800人。第二次是在两年后，即2015年，又是一次

性解雇了740人。第三次是在2018年5月，一次性

宣布裁减13%的人员。

度到处抢购页岩气田。到2008年，切萨皮克的天

然气井钻探数居全美首位。此时，美国页岩气市

场培育成熟，美国天然气产量在2009年首次超过

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页岩气

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打破了能源格局，外界叹其为

革命。作为影响力巨大的先锋队员，切萨皮克也

因天然气价格的一路飙涨，走上神坛。但就在麦

克伦登宣传美国天然气未来时，页岩气产量过剩

导致美本土气价开始跳水，其持有的大量页岩气

田价值大幅缩水。这位CEO非但没收敛，反而继

续借钱疯狂投资，执意页岩气的开发，并大量收

购页岩油区块。他坚信大胆的做法会成功。

麦克伦登执掌的切萨皮克，相比油气开采，

其实玩的是金融，它通过大量收购，炒卖油气田

开采权。这和房地产商的囤地如出一辙，只不过

前者赌油价，后者赌房价。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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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次集中裁员，让人见识到了劳勒的狠

辣。有人说，他是受卡尔·伊坎的影响，毕竟是

“恶狼”选中的人。劳勒并不崇尚个人崇拜，也

忌讳在公司存在这种现象，但有一个迹象表明，

他认可伊坎对待员工的态度。在裁员中，他曾

说，伊坎并不关心公司是否是一个理想的工作场

所，他关心货币。

劳勒也是仆人式领导的拥护者。仆人式领导

指的是一种无私的领导哲学，倡导领导者乐意成

为仆人，不以威权而以服侍的姿态来当领导，也

就是老板在下、员工在上。但劳勒在切萨皮克倡

导的仆人式领导，似乎并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

他也注重诚信和尊重，鼓励合作、聆听，但在此

之前，他强调切萨皮克的公司资源属于股东，每

一位员工都应该将公司的利益放在首位，他强调

管理者责任，注重问责制和效率。数次接受采访

时，劳勒都称颂自己的团队充满奉献精神。

经过5年的折腾后，切萨皮克裁掉了多半人

员。但裁员没有终点。2020年4月，当切萨皮克

风雨飘摇时，劳勒再次拿起斧头，裁掉200人。宣

告破产时，公司员工仅1900人，是劳勒接手时的

15.8%。

光靠裁员减掉上百亿美元的负债并不现实，

劳勒的第二个方向是卖资产。为了收拾麦克伦登

英雄梦的残局，劳勒当起了卖力的销售员，坚持

不懈地致力于销售不需要的产品，削减成本。

劳勒有多卖力呢？举几个例子。2014年，不

到10个月他出售或剥离了包括天然气田、管道和

钻机在内的约30亿美元资产，第四季度又以53.75

亿美元向西南能源出售马塞勒斯和尤蒂卡页岩气

田的部分资产。2015年，切萨皮克光是钻机数量

就削减了55%。2016年，切萨皮克一个月内先后

两次出售海恩斯维尔页岩面积，总收益达9.15亿美

元，总年度资产销售目标超出5亿美元。好几年的

时间里，切萨皮克登上各大媒体的新闻大多都是

因为卖资产，或哪位能源大咖买了它的资产。

2018年7月，切萨皮克宣布以约20亿美元出

售尤蒂卡页岩区余下的最后一批资产。尤蒂卡页

岩区曾被麦克伦登视为可东山再起的“油气巨

人”，它的完全卖出基本结束了切萨皮克以资产

出售作为改善资产负债表主要工具的时代。

通过一系列的资产剥离，2018年年底，切萨

皮克的债务已经削减至110亿美元以下，它还削

减了42%的中期投资承诺。但这也意味着产量的

缩水、收益的减少。据统计，从2014年到2017年

间，切萨皮克油气产量暴跌超过20%。对当时的

切萨皮克来说，劳勒很清楚，成功并不意味着多

生产一桶石油。公司当然需要增长，需要投资，

但他的目标是用最有价值的方式为生产提供资

金。“要把每一美元都投资到最好的地段，而不

是下一个地段。”

此外，为了削减成本，劳勒还实行了严格的

财务纪律。以往，麦克伦登在公司形象宣传上挥

霍无度，买游轮、豪车、冠名球赛……除了履行

一些长期合同外，劳勒大幅压缩了各种开支。

因削减债务的出色表现，劳勒获得董事会认

可，续签CEO合同。而这一场救活切萨皮克的长

期战役，在全球页岩气价格持续低迷的境况下，

他才刚刚完成了上半场，下半场挑战难度愈发增

大。

艰难转型之路
劳勒的系列动作，多次带动切萨皮克股价上

涨。但仍然高筑的债台和低油价的持续打击，公

司股价也一度暴跌到1美元以下。想要真正盘活切

萨皮克，劳勒认为必须转型。

和2010年左右的麦克伦登一样，劳勒瞄准了

页岩油。比起已经唱响悲歌的页岩气，他认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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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粉河盆地25万英亩油田的开采。2018年，切萨

皮克在这里增加了5座钻井平台。由于这里地质结

构复杂，每口钻井成本达到800万美元，比鹰滩页

岩600万美元的钻井成本高出不少。考虑到国际油

价环境，劳勒此举是一次冒险尝试。2019年，这

里依然是切萨皮克石油开发的重点区域。

在劳勒的规划中，切萨皮克的关注范围缩小

到五项核心资产，其中三项关于石油，两项关于

天然气。曾经“靠气维生”的页岩先锋，2019年

加速石油开发和生产，力求创造更多利润。劳勒

认为公司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他对发展保持乐

观。

但这趟石油的“末班车”却并没有想象的那

么顺利。甚至有人说，它反而成为压倒骆驼的最

后一根稻草。

劳勒选择转型的2018年，石油价格就不高。

这种情况下，押赌石油面临极大的挑战。到了

2019年，油价持续震荡，并没有如他所愿呈现出

明显上涨态势。而天然气市场本身产能过剩，价

格也是十分疲软。新业务尚未爆发，原有业务遭

遇阻碍，切萨皮克依然处于“借新还旧”的困境

中，破产传闻数度传出。雪上加霜的是，2020年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油价大跌，切萨皮克股

价年内一度暴跌93%。劳勒不得不面对现实，宣

告破产。

倒下的不只是切萨皮克，惠廷石油、响尾蛇

能源等债务高企的页岩油气公司纷纷深陷财务泥

潭。截至今年7月，发生债务违约的石油和天然气

企业已经达到18家，去年全年只有20家。今年整

个页岩气行业可能将进行一次洗牌。

切萨皮克申请破产3天后，比道格·劳勒小17

个月的弟弟大卫·劳勒成为BP美国的CEO。这对

兄弟在油气领域深耕了一辈子，还得继续寻找困

境下生存的方法。

油资产具有更强大的变现价值。保留优质的天然

气资源，扩大石油产能，这是劳勒的切萨皮克未

来增长之路。

2018年10月，正当外界还在感慨劳勒卖资产

的表现时，他出人意料地以40亿美元收购了美国

本土中小型油气生产商野马资源，成为切萨皮克

下在石油领域的一步大棋。这笔收购，可以让切

萨皮克获得鹰滩页岩和奥斯汀白垩层产区总共4.2

万英亩的土地，同时还能节省2亿~2.8亿美元的年

度成本。

40亿美元对于当时的切萨皮克来说，意味着

要投入公司近一半的资产。为了说服众人，劳勒

在酒店的走廊里，与分析师打完一个长长的电话

后，匆匆来到舞厅，向所有听众做了一场演讲，

阐释收购野马的战略意义。他说，这笔交易将是

切萨皮克的“一个转折点”。

从产量上来说，收购野马资源能让切萨皮克

的石油产量在2020年翻一番。劳勒将它看成是从

“地狱”走出的奖励，认为切萨皮克要向前发展

就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与此同时，劳勒对另一个将产生“可观现金

流”的项目投资热情也十分高涨，那就是怀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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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下的不只是切萨皮

克，惠廷石油、响尾蛇

能源等债务高企的页岩

油气公司纷纷深陷财务

泥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