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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on 能源基金 
S.C.A. Sicav-SIF 

与欧亚大陆化工业共同成长 



关于CREON 能源基金 

范围极其广泛的投资基金， 

专注于新兴独联体国家化工产
业的直接投资机会 

最低投资额5百万欧元 

联结俄罗斯与中国
和欧洲 

预计投资总额超过1亿欧
元 

   投资合约期：8年（基于
股东协议延期） 

基金管理人独立于国家或
国有企业工作，并且不参

与产业上游工程 

另类投资基金（AIF）， 

SICAV-SIF受控于金融
监管委员会 

长期投资于独联体油气产
业下游工程，具有广泛增

长潜力的项目 

CREON   
能源基金 



THE CREON能源基金 

在过去的15年里，Creon集团高效地参与了俄
罗斯几乎所有的石油天然气下游产业项目并发
挥了作用。 

Creon集团是业内领先的咨询公司，主要服务
于俄罗斯和独联体石油天然产业下游项目，
并拥有超过70名位于莫斯科的专家和顾问的
支持。 

Creon集团资深的专家和智囊团精通于挑选和
识别欧亚大陆化工产业领域优质的投资项目。
基于我们广泛的市场经验， Creon集团是您首
选的本土化一站式投资渠道。 

Creon集团目前关注于增值工程的融资和实施 

业务创始人和业务合作人 

石油天然气下游产业广泛的
专业背景和市场声望 

尽职调查 

可研报告 

技术评价 

生产升级 

项目管理 

金融建模 

市场营销 

出口业务开发 

质量优化 

THE CREON 能源基金提供: 



CREON 能源基金管理团队 

Dr. Fares Kilzie 
董事长和创始人 

基于20年的成功经验， Kilzie博士是

俄罗斯/独联体化工产业最负盛名的

专家和权威人士之一。 

作为俄罗斯领先的石油天然气下游

产业咨询公司创始人， Kilzie博士几

乎参与了所有天然气加工和石油炼

化成品项目（阿穆尔工程、亚马尔

工程以及液化天然气项目等）。 

Iris Arbel 

首席运营官 

业务拓展 

Arbel女士是凯丹水务（中国）前

CEO，在职期间带领该企业获得12个

污水处理PPP项目，总价值10亿人民

币。 

Arbel女士的成就包括广泛的投资经验，

执行管理和战略咨询。此外，基于在

北京担任以色列外交官的经历， 

Arbel女士流利的中文也是她成功的重

要基础和能力。 

Ruslan Zaidan 

首席财务官 

Zaidan先生曾在花旗银行、俄罗斯联

邦储蓄银行和位于伦敦和莫斯科的国

际金融公司任职，从事重大交易、资

产管理和私人银行业务。 Zaidan先

生是一名资深的金融专家，在私募股

权和资本市场交易方面有着丰富经验。 

他在俄罗斯化工项目的资产估算方面

具有非常全面的经验，为Creon集团

客户提供了多年的服务。 

Marc Lefebvre 

风险管理及合规 

作为前卢森堡北欧银行投资管理业务

的高管，Lefebvre先生在风险管理和

合规监察方面的经验无人能及。 

作为认证的国际法协会的高级总监，

认证基金专家，及认证的合规监察主

任，Lefebvre先生作为私募基金专家

在很多产业领域都有涉及，并积累了

超过14年的业务经验，因此他是

Creon集团客户的宝贵资产。 

Florian Willershausen   
业务拓展,  营销, 传播总监 

在加入Creon集团之前，

Willershausen先生是德国知名的商业

记者，曾在德国商报和德国经济周刊

担任高级记者。基于多年的经验， 

Willershausen先生专注于为海外客户

就独联体国家的风险评估和本土化生

产提供咨询。 

他在商务和政治关系方面独特的见地

和沟通能力使他成为欧洲与亚欧大陆

间业务的理想中间人。 



在自身的专业领域内，我们创造全新的、更多的以及更佳的价值： 
    

 石油下游产业：加工原油，制成石化产品和高分子材料产品 

 天然气下游产业：精制天然气，制成甲醇、化肥、液化天然气  

 替代能源：氢能源，地热能源 

 新材料：绿色技术，节能设备 

CREON能源基金的业务重点 

农药  特种化学品 
 

地热能源 甲醇 汽车行业的塑料部件 工业气体 



 

欧亚大陆一直出口原油并进口成品，

而此情况将面临改变。 

 

原油出口 

267,000,000 吨 
进口PVC 

233,000,000 吨 



欧亚大陆石化产品的全球竞争力上升，这是基于： 

本地采购原材料价格并不昂贵 

当地货币大幅贬值 

 

政府积极支持进口替代，从而增加国内需求的增长 
 

我们相信石油的全球性增长 

建议及鼓励外国投资者尽快在欧亚大陆实现本地化生产 



克服了欧亚大陆的经济衰退，俄罗斯和大部分独联体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呈现出增长态势，因此这些地区已

具备迎接全球化投资增长的条件。 

 

整个地区的货币贬值加强了进口替代，使得出口商品在全球市场中更具竞争力。 

 

国际制裁和油价下跌带来的卢布快速贬值，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运营商只需负担合理成本即可建立生产

设施。 

 

我们相信有限的欧亚大陆会有潜力无限的经济增长 

由于欧亚大陆正处于工业化的涌入高峰，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和法规，以支持“本土化”。 



案例：甲醇 

2015 2016 2017 

1266,400,000
吨 

 
1513,500.000

吨 

出口甲醇 

上升趋势 
 

曾经的纯进口国俄罗斯，现已成为全球市场的主要供应商。 

 

最新统计显示，俄罗斯公布了16个新甲醇项目。 

 

当地的高分子材料产能普遍增加，使其高分子材料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迅速上升。 

 



案例：塑料（聚氯乙烯） 

2015 2016 2017 

48,300,000
吨 

71,000,00
0吨 

出口PVC（塑料） 

全球化汽车制造商面临着一定的压力，在俄罗斯，他们不仅要将自己的生产本地化，
而且也要将材料采购及供应商本地化。 

 

即使监管机构强制他们使用当地资源，但由于产品供应水平欠佳或当地生产商无法满
足要求，外国制造商时常面临挫败。 
 

考虑到低油价和卢布贬值，从经济条件上判断，在独联体国家的塑料零件行业进行投资还
是非常有前景的。 
 

在极具回报潜力项目的融资上，Creon能源基金始终
处于行业的最前沿。 
 

 
上升趋势 

 



CREON的投资目标 

为现代化和产业升级提供

清晰的思路与合作模式，

成为促成卓越判断力的催

化剂。 

我们支持可持续的

清洁能源技术并保

护环境资产。 

我们协助外国公司

寻找合适的合作伙

伴，组成团队以在

欧亚大陆开发业务。 

我们力求强化在欧亚大陆

石油天然气行业方面的领

导地位，同时以合理和负

责任的方式满足全球的能

源需求。 



CREON能源如何提供业务协助 

1 专业 

项目经验  

商业联系人 

政治途径 

潜力分析 

3   资金 

2 保护措施 

投资由CACEIS保管 
 

由CSSF（SICAV-SIF）监控交易 
 
全面的资产结构专业背景 
 
为客户量身订做解决方案 
 
提供金融市场的渠道 

仅依照欧盟法律而非俄罗斯法律 
 
资产由独立审计师监督 
 
外部顾问考核投资 



CREON能源基金的运作方式 

一旦确定了合作伙伴的需求和目标，我们

将对项目意见进行评估。 我们的目标是帮

助客户开发一系列实用和相互关联的功能，

这些功能基于反应现实情况的各种数据，

来最大限度地显示项目的盈利程度。  

我们的经营理念是帮助客户实现其任务、

目标和愿景。 战略规划是我们为夯实客户

的成功而建立的基础，包括建议制造商进

行产量/质量升级，或协助其寻求相关技术

或股权合作伙伴的模式。 

尽管在俄罗斯/独联体国家管理生产基地并不

容易，但对于我们植根于莫斯科的专业人士

来说却并非难事。 这里的企业经常受到某些

文化因素的制约，包括当地的观念，语言，

宗教，管理风格等。 

业务全球化的企业需要全面的专业背景和知

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管理人员才能更好

的协同工作。 这恰是我们的项目管理者所擅

长的。 他们具有专业知识和商业头脑，可轻

松驾驭广泛的商业领域。 

1 我们倾听 2 我们分析 3   我们介入 

我们细心倾听并了解合作伙伴和客户的需求，

我们能够为他们提供适合的投资建议和战略方

案，为所有客户最大化地创造价值。 

为了确保及时、妥当的信息对接，我们与世

界各地的合作伙伴保持着不断沟通。在我们

的工作领域和专业知识领域内，我们将协作

关系置于工作的核心，特此维护、维持和开

发全新的市场、供应商和商业机会。   



提高质量 

扩大生产规模 

升级策略 

管理咨询 

投资者收购 

展开公开募股 
(IPO) 

由（几位）战略
投资人收购 

一步一个脚印：我们如何介入 

1 发起 2 实践 3   出口 

项目管理 

发起者 

独立顾问 

税务及法律咨询师 

策略咨询师 

基金 

投资 

审计方 



CREON承诺的价值观 

公开透明 

为了与合作伙伴建

立更可靠的关系，

我们提供相关的管

理运作和项目的详

细信息。 

严守规条 

作为由专业跨国金融

团队管理的欧洲基金，

我们对所有参与的项

目采取全面管控及合

规结构审查。 

国际化 

我们相信越来越多

的自由贸易，跨境

贸易，商务交易以

及更多企业都将参

与到国际市场中去。 

增值 

增值，即启动新生产设
施后，人们将获得诸多

收益。 作为产业基金，

我们致力于通过制造业

本土化创造价值，这无

论从理论上还是经济上

都是可行的。  

可持续发展 

 

气候变化是对地球的

巨大威胁，我们提供

的所有技术都旨在减
少排放和提高效率。 



我们的风险管理办法 

风险管理是能源行业日常业务活动的组成部分。其包含了： 

政治风险，由本地的掌握专业知识与经验的合作伙伴解决; 

 

处理和监督复杂风险管理及合规程序控制，由独立服务供应商和监管机构来操作；  

 

优秀的项目经理代表基金操作投资项目。 

 

Creon资本承诺严格执行美国金融协会联盟（ALFI）行为准则，这是我们高标准的原则和最佳的执行框架。 



Iris Arbel 

艾蕊 
首席运营官 

T电话 (LUX卢森堡) +352 26 49 79 2203 

E电子邮箱 arbel@creoncapital.lu 

Florian Willershausen  

佛罗莱恩 
业务发展、营销与传播总监 

 
T电话 (LUX卢森堡) +352 621 231 126 

T电话 (RUS俄罗斯) +7 968 783 84 12 

T电话 (GER德国) +49 151 162 44 591 

E电子邮箱 fw@creoncapital.lu 

如何与我们保持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