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转型

中国的天然气市场自由化
———对中澳天然气贸易的影响

施训鹏　 Ｈａｒｉ Ｍａｌａｍａｋｋａｖｕ Ｐａｄｉｎｊａｒｅ Ｖａｒｉａｍ

一　 前言

中国天然气对区域和全球市场的影响日益显著， 但这对大多数能源研究

者来说仍是个相对较新的课题。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 经济持续增长的中

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生力军。 中国对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也在不

断扩大， 进入 ２１ 世纪后尤为明显。 虽然过去人们的目光一直都集中在石油

产品和铜、 镍、 铁矿石等矿产品的交易上， 但过去 １０ 年里， 全球天然气和

液化天然气市场对经济的影响的确不可小觑。 目前，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

天然气消费国， 天然气消耗量约为 １８００ 亿立方米。 有研究认为， 到 ２０３５ 年

中国天然气需求将增长到近 ６０００ 亿立方米 （ＢＰ， ２０１５）。 作为未来 ２０ 年内

全球天然气交易增幅最大的国家， 中国天然气的任何需求变动及不同的供应

选择都将影响全球的天然气市场和天然气贸易。 因此， 中国的天然气行业应

该成为未来能源领域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
除了市场规模和发展前景， 中国天然气的另外两个因素也值得全球关注。

第一个因素是中国正在进行天然气市场自由化改革。 该改革已启动近 １０ 年，
其进程可能会对世界天然气市场产生很大冲击。 市场机制的建立往往可以产

生反映市场基本供需状况的价格。 因此， 过去５ 年中国政府做出很大调整以放

开天然气市场。 此外， 中国近年来也一直鼓励管道运营独立， 如果成功将会

对未来中国气价产生很大影响。 此外， 运输能力和储存设施的发展也将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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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和省级市场格局发生变化。 有关这方面的文献已经表明， 各天然气进

口国通过对市场结构和市场机构的改革， 促使市场机制日益在本国天然气市

场中发挥作用， 并使得本国天然气市场成为国际天然气定价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正着力打造天然气贸易中心和建立基准价格体系。 中

国的天然气市场自由化改革将改良基础设施、 扩大市场规模、 增强市场流动

性并完善市场规制体系， 而这些正是形成贸易枢纽的前提条件 （ＩＥＡ， ２００２）。
一旦解除管制， 天然气市场将更具竞争性， 从而形成竞争性的定价机制， 并

酝酿基于枢纽价格的金融合同。 不久前， 上海公布了其成为中国版 “亨利交

易枢纽” 的意愿和计划 （ 《中国证券报》， ２０１５）。 中国的交易中心建设将为其

他国家的交易中心建设， 如新加坡和日本等， 注入活力。 作为亚洲最大的天

然气进口国， 中国的天然气需求、 运输方式及运输路线最具多元化和多样化

特征 （且相对均衡）， 其天然气价格很可能成为整个东亚地区的重要基准价格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４）。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的天然气市场自由化对中国、 亚洲区域及全球的影响。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 ①首次以模型方式模拟中国天然气市场自由化

改革对本国和国际天然气市场的影响； ②本文将中国天然气市场发展对其他

区域市场， 尤其对澳大利亚市场的影响做了量化描述， 也可能是已有文献中

没有的研究； ③本文分析了中国天然气市场改革对澳大利亚的影响， 为中国

天然气的市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④本文为东亚地区的市场参与者和决策者

制定天然气 ／液化天然气贸易中心的发展策略提供了一份有益的参考。
本文基本架构如下：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研究的动机， 将中国天然气置于

全球范围的大背景下， 着重分析中国天然气行业的现状， 以及与澳大利亚天

然气市场的关系； 第三部分解释了分析所依据的方法论和数据； 第四部分对

照建立天然气交易中心的背景， 总结了中国天然气市场的主要特点， 并且描

述了政府为实现竞争性市场机制而推出的自由化改革进程； 第五部分则论述

了建模方法和结果； 第六部分为结论。

二　 研究动机

（一） 中国天然气产业概述

如前言所述， 中国的天然气市场规模大、 增长快， 加上政府为推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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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革和建立贸易中心所做的不懈努力， 未来的中国势必成为区域和全球天

然气市场的主导力量之一。 在过去近 ４０ 年的快速工业化阶段， 中国的能源

发展重心一直放在煤炭、 石油和水能上， 天然气一直被视为次要能源。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５ 年， 中国天然气消费增长缓慢 （年均增长率 １ ５％ ），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２ 年有所升温 （年均增长率 ７ ９％ ）。 不过自 ２１ 世纪开始， 由于意识到天

然气的环境效益， 中国开始重视天然气的发展， 将其视作 “未来燃料” 和

解决城市污染问题的替代能源。 因此， ２００３ 年以来， 中国的天然气消费量

急速上升 （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１６ ９％ ）。 ２０００ 年中国天然气消费总量仅为

２４５ 亿立方米， 但 ２０１４ 年竟跃升到 １８２４ 亿立方米。 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３ 年，
中国天然气消费在全球天然气总消费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 于 ２０１３ 年达到

４ ８％ 。 ２００７ 年， 中国成为天然气净进口国。 ２０１２ 年，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

大天然气消费国， 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 （见图 １）。 虽然近年来天然气消费

量增长迅猛， 然而中国的天然气消费量 （２０１４ 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

所占比重为 ５ ９％ ） 仍然低于政府目标和世界平均水平。

图 １　 中国天然气产业发展状况

资料来源： 《ＢＰ 世界能源统计 （２０１４）》，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５。

根据国务院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最新发布的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 到 ２０２０ 年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提高到 １０％ ， 即年消费

量达到 ３６００ 亿立方米。 不少观察人士 （ＢＰ， ２０１５； Ｒｅｕｔｅｒｓ， ２０１２） 预测，
到 ２０３５ 年， 中国天然气的年消费量将达到 ６０８０ 亿立方米， 占全球天然气总

消费量的 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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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天然气消费量逐渐超过国内的生产量， 自 ２００６ 年起， 中国开

始进口天然气， 且进口量快速增长。 最先进口的是液化天然气， ２０１４ 年进

口总量达到 ２０ １６ 万吨。 ２０１０ 年开始从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国家进口管道气，
２０１４ 年又引进了缅甸的管道天然气资源。 到 ２０１２ 年， 管道气进口量超越了

液化天然气， ２０１４ 年天然气进口总量中， 管道天然气占 ５２ ５％ （见图 ２）。

图 ２　 中国的天然气进口情况

资料来源： 中国海关统计数据， 载 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５。

卡塔尔和澳大利亚是中国进口液化天然气的主要气源国。 ２０１４ 年， 中

国进口了 １９ ８４ 万吨液化天然气。 其中大部分来自澳大利亚、 卡塔尔、 印度

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 ４ 个与中国签订了长期供气合同的国家。 其余 １８％ 则

通过现货市场从也门、 赤道几内亚、 尼日利亚等国购买 （见图 ３）。
近年来， 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 预计最早在 ２０１８ 年， 俄

罗斯 “西伯利亚力量” 输气管道将开始为中国提供更多的管道天然气。 到

２０３５ 年， 中国的管道天然气进口能力预计将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７７０ 亿立方米增加

至 １６００ 亿立方米 （见表 １）。 与我们的估计稍有不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１４）
预测， 到 ２０３０ 年， 中国的管道天然气进口能力可达 １６５０ 亿立方米， 其中来

自俄罗斯的气量有所增加 （６８０ 亿立方米）， 而来自中亚的气量则有所缩减

（８５０ 亿立方米）。 中亚地区 （土库曼斯坦） 仍然是进口管道天然气的最大

气源地。 根据国际能源总署 （ ＩＥＡ）、 美国能源信息署 （ＥＩＡ） 和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公司 （本文以下简称中石油） 的预测， 中国的液化天然气的进

口量在 ２０３０ 年将达到 １２００ 亿立方米， 再气化能力在 ２０３０ 年则预计可达

１５７０ 亿立方米 （ＥＳＩ， 未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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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１４ 年中国液化天然气进口气源国

资料来源： Ｐａｎｇ， ２０１５。

表 １　 中国进口的管道天然气

单位： １０ 亿立方米

年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５ ２０３５

俄罗斯 ０ ３８ ５８

中　 亚 ６５ ９０ ９０

缅　 甸 １２ １２ １２

总　 计 ７７ １４０ １６０

　 　 资料来源： ＥＳＩ， 未公开资料。

（二） 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天然气行业

无论是常规天然气 （主要为海域天然气） 还是非常规天然气 （主要为

陆地天然气）， 澳大利亚都有巨大的资源潜力。 据估计， 其天然气探明储量

为 ３８４００ 亿立方米 （ＥＩＡ， ２０１４）， 常规天然气经济可采储量为 ２９０００ 亿立

方米。 最近的一项研究提出， 澳大利亚的页岩气技术可采储量可达 １２４０００

亿立方米， 此数据一旦得到证实， 澳大利亚在储量上将向美国看齐。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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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然气消费水平上， 澳大利亚比美国低不少， 因而澳大利亚具有比美国更

大的出口潜力。 ２０１２ 年， 美国消费总量为 ７２００ 亿立方米， 而同年澳大利亚

仅为 ２５０ 亿立方米。
澳大利亚是中国 ２０１４ 年液化天然气进口的第二大来源， 并有望跃升为

第一。 中国于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进口液化天然气， 当时的供气国就是澳大利亚。
自那以后， 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逐年上升， 增势迅猛， 从

２００６ 年的不到 １０ 亿立方米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３ 亿立方米， 这使得中国成为

澳大利亚第二大液化天然气进口国。 此外， 中国石油行业的 “三巨

头” ———中石油、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以下简称中石化） 和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本文以下简称中海油） ———均在澳大利亚的液化天

然气项目中有投资， 并因此签订了若干长期采购协议。 不过， ２０１４ 年中澳

液化天然气合同总量仅为 ３５０ 万吨， 预计到 ２０１６ 年将增至 １３５０ 万吨， 到

２０１９ 年则可能达到 １６８０ 吨。 另外，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生效的 《中澳自由贸易协

定》 也可能对两国的液化天然气贸易起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 文献综述

近几年， 各类文献已对中国的天然气市场及其区域影响做了深入的研

究。 市场自由化是实现市场定价的基本因素之一 （ＩＥＡ， ２０１２）。 作为市场

自由化的象征性指标， 天然气定价体系成为各文献关注的焦点。 例如，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４） 提出建立一种由国际价格和国内供需信号共同发挥作用， 形

成市场价格的天然气定价体系；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４） 探讨了定价机制改革对天然

气需求的影响； ＩＥＡ （２００２） 的一份报告认为， 改革天然气定价方式和税收

政策是增加国民需求、 加大能源结构中天然气比重的最佳驱动政策；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和 Ｐａｌａｚｕｅｌｏｓ （２０１１）、 Ｌｉ 和 Ｂａｉ （２０１０）、 Ｓｈｉ 等 （２０１０）、 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则强调了供应来源的多样化对价格形成和供气安全的重要性，
并且认为俄罗斯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的价格竞争， 以及天然气与煤炭的

价格竞争是价格形成的关键因素。 这些竞争将会激发需求增量、 发展基础设

施并吸引新投资。 上述研究可以概括为， 定价机制的最终发展需要以条款灵

活的短期合同市场要素为基础， 并且受本国和国际市场天然气价格以及其他

竞争燃料价格的影响。
天然气市场自由化改革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往往是正面的， 但也有可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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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行业有负面影响。 经济理论往往更倾向于以市场为导向的定价机制， 因

为这种机制被认为能够消除价格扭曲， 提高供应和利用效率， 从而最大限度

地提高天然气的净效益。 政策上， 选择一个天然气核心市场 （如上海）， 解

除该市场的管制并鼓励 “气 －气竞争”， 被认为是实现自由化目标的有效措

施 （Ｍａｎｕｈｕｔｕ ａｎｄ Ｏｗｅｎ， ２０１０）。 在生产、 开采、 进口和运输上逐步打破石

油和天然气三大国有企业的垄断， 也是有益的举措。 其他行业的自由化进程

经验表明， 市场自由化对经济可以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Ｃｈｅｎ 和 Ｈｅ
（２０１３） 的电力市场研究表明， 该市场解除管制后， 电力生产、 人员就业和

社会福利的效率有所提升， 但也造成了工作机会的丧失。
不过， 已有文献对中国天然气市场自由化前景及其对区域和全球影响的

研究非常有限。 有关天然气市场解除管制和定价机制的研究在北美和欧洲已

经很全面且深入， 但针对东亚地区的研究还很少。 关于中国市场自由化改革

对区域和世界天然气市场的影响， 还未有人做过模型分析。 由于中国乃至东

亚还没有建立竞争性定价机制， 有关这方面研究的匮乏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对中国天然气市场自由化及其他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无论对充实文献库还

是国内外的政策制定都具有非凡的价值。
既然未来中国有可能建立竞争性天然气市场和竞争性价格， 那么以下几

个问题就很值得探讨。
（１） 一个自由化的中国天然气市场将对中国的进口贸易产生什么影响？
（２） 中国天然气市场自由化对中国市场的现货价格以及世界各大天然

气交易中心的基准现货价格有什么影响？ “亚洲溢价” 是否会有所下降？
（３） 如果中国形成了与交易中心价格指数挂钩联动的定价机制， 那么

澳大利亚的液化天然气在其他国家的大型天然气生产商面前是否还能保持其

优势地位？
（４） 中国的天然气市场自由化是否会刺激其本国生产？ 全面开放后的

天然气市场是否会增加中国国内天然气开采的边际成本？

三　 数据和方法论

本文由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构成。 一个部分属于定性研究。 此部分详细

梳理了中国在过去 １０ 年落实的相关政策。 之后， 根据 ＩＥＡ 报告提出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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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竞争性市场形成的演化分析框架， 并用该分析框架评估目前中国的天然

气市场自由化进程。 只要中国政府坚持不懈地推动天然气市场自由化改革，
并不断增加其市场流动性， 那么在中国建立至少一个天然气交易中心应该是

可以实现的。 如果该交易中心的基准价格值得信赖， 则此枢纽价格可以作为

中国的一个行业标杆， 使中国的天然气交易摆脱当前与欧洲和东亚地区的石

油价格挂钩联动的被动局面。①

另一个部分进一步研究中国建立天然气交易中心后， 该中心的基准价格

对中国天然气贸易的影响。 该部分侧重于建模， 使用全球天然气模型

（ＷＧＭ） （Ｎｅｘａｎｔ， ２０１３） 的亚洲天然气贸易模型 （ＡＧＴＭ）， 验证中国的天

然气市场自由化对贸易以及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价格的影响。 该全球天

然气模型覆盖全世界每一个天然气消费国和生产国， 包括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３ 年的

历史数据， 可以模拟直至 ２０３５ 年的状况。 该模型含有国家对国家层面的管

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交易情况， 区分合同气和非合同气的贸易。
模型对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的供需实行节点季度平衡， 考虑了季节

性需求变化、 供气波动和储存容量 （工作量和配送能力） 限制。 根据国内

生产总值 （ＧＤＰ） 和人口增长、 各领域的用气份额和能源密集度制定的需

求预测是外生的。 供给方面的数据体现在生产国各天然气田的成本曲线中。
生产能力和预测数据列出了各天然气生产国的所有活动气田和潜在气田。

该模型已包含了所有已知的销售合同以及正在使用和计划建设的基础设

施 （管道、 天然气液化装置和再气化终端） 方面的数据和信息。 合同数据

包括气源地、 合同目的地、 年度合同数量 （ＡＣＱ）、 合同的起止日期以及计

价公式。 基础设施的信息包括设施位置、 设施运行的起止日期、 来源和目的

地、 管道运输能力、 管道运行的起止日期以及运输费率。
该模型采用的所有情境中使用的成品油预测价格基于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 和 ＥＩＡ （２０１４） 预测的布伦特原油平均现货价格。 此前有报道称，
经观察发现， 与油价挂钩的进口天然气价格往往滞后于市场 ４ ～ ８ 个月

（Ｓｉｌｉｖｅｒｓｔｏｖ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为了在模型中反映这一情况， 凡与油价挂钩的

情况， 我们都做了 ３ 个月 （１ 个季度） 的滞后处理。 为了便于分析， 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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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１２） 讨论的， 在天然气枢纽定价的市场中， 与油价挂钩的合同定价机制是行不

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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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把区域做了分类， 详见附录。
节点间的天然气流量受现有基础设施和长期合同所限。 如果出口和进

口节点都做了规定， 则该模型将会按照 “照付不议” 的数量安排从出口

节点到进口节点的流量。 超出 “照付不议” 的数量， 可以被输送到进口

节点或转送去另一个目的地， 甚至根据最低成本测算的结果关闭 （停

产）。 这种可竞争的数量将按现货定价。 天然气的定价也需要考虑市场

（现货合同） 的松紧程度。 如果是合同， 则需考虑原油 ／ 成品油价格的联

动性。 对于超出合同约定供气量的任何需求， 可根据基础设施的能力选择

现货交易 （非合同天然气）。 因此， 合同条款的变更会影响未来现货贸易

的数量。
运用情境假设的方式， 综合考虑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的生产成本、

合同成本、 运输成本、 实现成本最小化的供需平衡， 模型的详细参数请参阅

亚洲天然气贸易模型 （Ａｎｄｒｅｗｓ⁃Ｓｐｅｅ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ＥＳＩ， 未公开资料）。

四　 以实现竞争性市场为目标的

　 　 中国天然气市场化改革

下面介绍天然气市场自由化的政策和法规、 天然气价格改革、 基础设施

及市场结构。 经济学理论和过去的经验均表明， 市场自由化要求天然气行业

的整个供应链保持透明。 整个供应链指的是从上游的许可证颁发和勘探开

始， 到中游的贸易和运输环节， 直至下游的最终用户 （ ＩＥＡ， ２０１２）。 国际

能源总署 （ＩＥＡ） 的一份分析报告为评估天然气自由化发展阶段提供了实用

的框架。 根据该框架， 建立天然气市场的初始步骤是实现 ４ 个目标： 开放基

础设施， 将运输和营销活动分离开来并实施第三方准入 （ＴＰＡ）； 引入消费

者选择机制； 减少批发价格管制； 通过激励政策在全行业鼓励竞争 （ ＩＥＡ，
２０１３）。 根据此框架， 我们对到目前为止天然气行业采取的自由化改革措施

做了一份简要进程评估。

（一） 政策与法规

过去 １０ 年， 由于天然气行业发展迅猛， 中国不断推出全国性天然气政

策， 这些政策涵盖的范围包括： 上游生产环节， 如页岩气和煤层气 （ＣＢ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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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开放液化天然气进口； 中游规制环节， 引入 “第三方准入”； 下游管制

环节， 如要求用天然气替代煤炭的环保项目。 民营企业的参与和定价机制的

开放被贯彻到整个供应链。 这些政策旨在鼓励天然气的勘探和生产、 基础设

施建设和高效利用及行业内的竞争。
早期的政策主要关注天然气的充足供应和高效利用。 例如，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０ 日， 中国公布了 《天然气利用政策》， 主要目标是缓解天然气供需矛

盾， 以及优化天然气利用结构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０７）。
为了配合市场化的总体政策， 并建立过去 ５ 年提倡的市场经济， 近期天

然气政策的重点已经从供应和消费层面转向发展以自由化为特点的天然气市

场。 这方面的政策包括改革定价机制、 引入民营资本以及推行 “第三方准

入” 机制。 例如， 国务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公布的民间投资政策明确鼓励民营

资本积极参与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和生产， 以及石油、 天然气和成品油的储

存和管道设施开发 （国务院， ２０１０）。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相

关决定， 天然气行业需进一步破除行政垄断， 从而鼓励非国有资本参与上游

资源的开发； 政府的角色由行业垄断专营转向法规调节， 创造国营和民营企

业间公平的竞争环境； 将供应和销售分离， 从而可以鼓励私人投资进入管道

天然气等垄断领域； 天然气下游及其他竞争性环节的限制市场准入的规定将

被取消； 开放天然气定价机制， 凡可以由市场决定的任何价格 （管道价格

除外） 政府都不予干涉 （中共中央，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年中期推出的 “能源革

命” 鼓励恢复能源产品的商品特性， 这表明， 天然气可以被非政治化经营，
成为竞争性产品； 可以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能源定价机制； 与此同时， 监管

体系管理方式的改进也将有所变化。
国务院 ２０１４ 年最新颁布的能源政策， 即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提出以形成竞争性价格为目标， 推行定价机制和自由化改革： 出厂

价格和零售价格由市场决定， 管网运输价格则受政府监管； 逐步建立管网基

础设施并实施透明和非歧视性的第三方准入； 完善天然气管道项目的法律法

规。
中国的天然气监管架构中法律体系和监管机构仍旧不足， 尤其缺乏

全面且独立的监管机构。 天然气供应链的监管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

间进行分割： 中央政府层面以国家发改委作为监管天然气价格的行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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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负责规制从天然气井口到城市门站的价格 （包括井口价、 加工费以

及运输价格）；① 而省级和地方政府则负责规范地方配送费 （包括安装费）
和最终用户的价格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４）。 在批发交易后， 由省级政府根据各地的

经济发展差异和分销成本调整价格 （ ＩＥＡ， ２０１３）。 由于民用天然气的价格

由当地政府监管， 不可能进行全国统一的改革， 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也可能

无法在地方层面实现。
政府近年来出台的环保政策很可能为天然气行业带来积极的影响。 为

了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计划在 ２００５ ～ ２０２５ 年降低 ４０％ ～ ４５％ 的二氧化碳

排放强度， 并在 ２０１７ 年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 这两项环保政策将大大提

升未来的天然气需求。 另外， 为了控制空气污染， ２０１３ 年中国政府出台了

大气污染治理目标， 要求在 ２０１７ 年前大幅度降低空气污染。 以 ２０１２ 年的

大气污染水平为基准， 三个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

（ＰＭ２ ５） 需要达到以下既定目标， 京津冀降低 ２５％ ， 长三角降低 ２０％ ，
珠三角降低 １５％ 。 与此同时， 其他城市则必须将 ＰＭ１０ 粉尘浓度降低

１０％ 。 鉴于在碳排放和空气污染方面， 天然气比煤炭更具清洁优势， 因此

“以天然气替代煤炭” 就成了解决环保问题的主要途径 （国家发改委和国

家能源局， ２０１４）。

（二） 天然气定价机制改革

和其他能源商品一样， 天然气的定价机制也经历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

型。 天然气价格的管制程度往往受一些因素的影响， 如供应的源头、 运输的

方式和路线以及最终用户的消费类型等。 ２０１１ 年之前， 中国曾引入一个试

验性的天然气市场机制， 在该机制中， 天然气定价的前四个阶段和中国其他

重要商品的典型定价阶段一样， 只在第五阶段有所不同， 采用市场定价。 第

五阶段于 ２０１１ 年开始， 且仍在继续 （见表 ２）。 该天然气定价机制的详细说

明可在一些最新的文献中找到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４； ＩＥＡ，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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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海上 （离岸） 天然气仅占全国天然气产量的 １０％ ， 因此发改委对其井口价格的监管不

是十分严格。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离岸气田一直被允许对外合作， 因此其定价体系相

对更为市场化。 同样的， 液化天然气的价格受管制的程度也不高。 然而， 长距离管道输送

的再气化后的液化天然气价格则受统一门站价格的规制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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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中国天然气定价机制改革的历史演变

阶段 年限 事　 　 件

第一阶段 １９５７ ～ １９８１ 年 天然气生产配额和天然气价格均由政府制定，此阶段天然气的价格偏低

第二阶段 １９８２ ～ １９９２ 年

定价仍具有“双轨制”特点，允许超出配额的生产，但超出配额的增量价

格升高（不超过 １０％ ），此定价改革旨在鼓励天然气勘探和生产方面的

投资

第三阶段 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５ 年
随着市场化机制的不断深入，逐渐引入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２００１ 年

将天然气井口价和加工费并入出厂价

第四阶段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１ 年

价格“双轨制”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指导性定价系统，在此期间引入了

“两部制”定价（价格按气田的地理位置进行区分），允许按计划对二线

天然气田的井口价进行逐年调整，但相邻年度的价格调整幅度最大不得

超过 ８％ ，∗然而，在现实中，任何年度均未做调整

　 　 ∗根据原油、 液化石油气 （ＬＰＧ） 和煤炭在 ５ 年里价格变动的平均值， 分别按 ４０％ 、 ２０％ 和

４０％的加权平均确定调整系数。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各方面文献总结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４； ＩＥＡ，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１ 年前采用的定价机制实际为成本加成定价法， 即出厂价①由井口价

和净化费构成， 往往受生产成本影响， 因此价格因生产商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４）。 管输费则采用政府指导性定价。 城市门站价的计算公式为

出厂价加管输费， 因此各城市或区域中的每个用气点都有可能形成不同的价

格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４）。 美国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也曾使用过成本

加成定价法， 不过， 其价格变化仅发生在从井口到地区的过渡环节上， 因此

监管者的负担不是很重。 当市场化程度较低时， 这一方法往往对拉低天然气

价格很有效 （ＩＥＡ， ２０１２）。
成本加成这种定价机制存在很多缺陷， 其机制有可能导致市场扭曲，

要么过于慷慨， 要么过于吝啬， 因为它几乎不可能反映天然气生产的真实

成本。 也就是说， 这种方式所形成的价格既不能反映市场的基本面， 也不

会向市场传递上游发展和下游需求变化的信号 （ ＩＥＡ， ２０１２）。 面对不同

的消费类型和消费地区， 天然气的终端价格变得参差不齐， 并且无法适应

液化天然气进口量的增加 （ ＩＥＡ， ２０１３ 年）。 这样的价格差异很可能既不

公平又无效率， 因为这种不统一且不平衡的价格监管机制不但会使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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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目前， 中国的天然气价格分为出厂价、 管输费、 城市门站价和终端用户价。 在本文中， 除

特别说明外， “天然气价格” 均指批发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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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销商之间关系紧张， 而且会打消投资人对生产开发和基础设施的投资

积极性。 而这两项投资恰巧是满足市场需求、 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以及增加

区域连通性的必要关键因素。 日益扩大的管制价格和供应成本之间的差异

必将导致天然气进口商极大的经济损失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４）。 因此， 天然气价

格的管制程度越高， 价格形成的透明度就越低， 投资环境也越不稳定。 因

为对投资者来说， 政府定价的目标， 如政治、 社会、 经济或环境效益等，
往往是不稳定的， 它们常常改变。 （ ＩＥＡ， ２０１３）。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取代使市场出现 “碎片化” 问题的成本加成定价

法， 中国政府于 ２０１１ 年底启动了一项新的天然气定价试行机制， 即 “市场

净回值定价法”。 此项改革以广东、 广西等省份为试点， 用单一的城市最高

限价来规制管道天然气的价格， 取代以往通过 “成本加成” 决定井口价格

的管制方法 （ＩＥＡ， ２０１４）。 这一改革意味着将定价点从井口转移到城市门

站， 让市场力量在确定国内上游投资和进口量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４）。 政府希望通过该项改革增加市场的流动性， 并在不影响可持续发展

和价格承受能力的前提下， 帮助市场发展成一个新生的天然气市场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４）。

作为试点工程的延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中国政府采用了一项以市场为导

向的定价改革， 以求推动增量气价格与可替代能源的进口价格挂钩 （权重

分别为 ４０％液化石油气和 ６０％重质燃料油）， 以为价格改革铺路， 保障天然

气的供应安全，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及增强排放控制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１３）。 此次改革明确区分了存量气和增量气这两种天然气概念， 并为城市

门站定价方式的过渡 （从 “成本加成” 转变到 “市场净回值”） 设定了循

序渐进的步骤， 主要针对非居民用气单位 （工业用户和发电厂）。 据 ２０１２
年数据， 非居民用气单位的耗气量占总消费量的 ８０％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１３）。 在此次初步调整中， 仅 ９％ 的天然气需求受到了影响， 其中绝大部

分由工业用户分担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４）。
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起， 市场净回值法全面取代了成本加成定价法， 成

为非居民用气的定价机制。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政府通过三次提价稳步提高

了存量气的价格。 存量气和增量气最终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建成了全面与石

油挂钩的价格体系。 此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将促使中国的天然气价格更及时地

反映需求的变化， 这样一来， 非居民终端用户的天然气价格终于能和其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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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产品一争高下了。
然而， 市场净回值定价机制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 这种定价机制仍备

受争议。 因为它不一定能够反映真实的天然气市场供需状况。 例如， 该方法

没有考虑把煤炭作为天然气的替代品， 但煤炭其实是天然气在发电领域中最

强的竞争对手。 当天然气开始在发电领域中和煤炭展开竞争， 煤炭产品价格

就成为影响价格的因素。 其次， 在市场净回值定价机制下， 如何管理天然气

的价格承受能力？ 再次， 如何根据支付能力、 资源禀赋以及季节特性的差异

确定不同地区的城市门站价？ 最后， 如何确定准入门槛及调整频率？
另外， 当油价上行到较高水平， 如每桶超过 ８０ 美元， 政府是否仍应使

用净回值法定价， 这一点也尚不明了。 此次定价改革没有引起价格激增， 原

因是当时的低油价为其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然而， 一旦石油价格升高， 持续

的市场化定价必将导致与之绑定的天然气价格飙升。 同时， 由于天然气需求

对天然气价格非常敏感， 在该情境中是否应继续保持净回值定价也是一个有

待探究的重要课题。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政府发布了一项针对居民用气的定价改革方案， 不过

仍然不是以市场为导向的。 根据这项改革， 居民生活用气的价格形成将

采用阶梯定价机制， 即消费量越大， 价格越高。 ２０１５ 年底， 所有已通气

城市均被要求为居民生活用气建立阶梯定价体系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１４）。
“如何通过价格管制， 有效预防天然气成本波动传向最终居民用户” 仍是

市场自由化的一项长期挑战。 因为天然气最终用户间常见的交叉补贴可

能会使市场扭曲， 还可能对天然气的工业和商业用户造成负面影响

（ ＩＥＡ， ２０１２）。

（三） 管道和第三方准入

管输网络位于天然气产业链的中游， 由国家石油公司和省管网公司控

制。 中国的长输高压管网覆盖面积有限， 目前仍处于扩张状态 （ ＩＥＡ，
２０１２）。 中国的管道传输既不充足， 也未被放开。 ２０１４ 年末， 中国的天然气

长输管线总长超过 ７５０００ 千米 （Ｓｕ， ２０１４）。 尽管按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

划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 到 ２０２０ 年天然气主管道长度有望增加到至少 １２ 万

千米， 但中国的管网基础设施要达到德国或美国的水平， 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此外， 管道方面， 中国全国 ８０％ 的管网都由能源巨头中石油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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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ＥＡ， ２０１２）。 接气站方面， 新奥集团旗下的浙江舟山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是

第一家民营液化天然气进口码头，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获批， 计划于 ２０１７
年完工 （Ｐｌａｔｔｓ， ２０１５）。

目前， 中国天然气产业链的中游仍处于非公有化的初期阶段， 各环节的

所有权都被计划分割。 根据党中央 （２０１３） 的决议， 混合所有制将是国有

企业改革的首选方向， 这将为能源三巨头的非公有化积聚力量。 例如，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中石化公布已经售出近 ３０％ 的零售业务。 中石化旗下的零售业务

包括 １ 个批发业务部门、 ３ 万多所加油站、 超过 ２ ３ 万个便利店以及石油产

品管输和储存服务设施 （Ａｌｄｒｅｄ ａｎｄ Ｚｈｕ， ２０１４）。
中石油也积极响应非公有化改革的倡议， 转让了管道资产。 该集团最近

的一项计划显得非常有魄力。 ２０１２ 年， 中石油将其 “西气东输管道” 转让

给旗下一家名为中石油东部管道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顺利完成了该计划。 另

据报道，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中石油董事会批准了一项方案， 计划将旗下位于上

海的中石油东部管道有限公司进行改革 （中石油新闻中心， ２０１５）。 此计划

一旦执行， 中石油的管道就完全从其市场活动中剥离出来了。 中石油管道业

务与生产销售活动的分离， 为私人投资者参与管网建设， 以及独立的天然气

生产商直接与消费者交易提供了可能。 不过， 此次业务拆分并不是完善

“第三方准入” 的必要条件， 因此仍需继续推进 “第三方准入” 政策， 同时

增强监管能力。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中国政府出台了 “第三方准入” 的监管办法， 要求在有

剩余能力的情况下， 必须强制执行非歧视性的 “第三方准入”。 该办法还允

许下游经销商直接与上游供应商谈判以确定天然气的供应价格。 管道运营商

的权利则仅限于提供管输服务 （ＮＥＡ， ２０１４）。 不过， “第三方准入” 的规

定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即仅在有剩余能力的情况下才具备强制执行力，
对第三方来说， 在现实中很难监控是否有剩余能力。 当前管网输送能力的短

缺使得 “第三方准入” 仅存在于概念中， 毫无用处。 哪里有剩余能力也不

知道该由谁来判断。 此外， “第三方准入” 形成的流程、 条款、 条件及费率

还未公开 （可能还未得到国家能源局的审批）。 然而，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液化

天然气进口码头实现了第一次成功的 “第三方准入”， 即新奥能源通过中石

油的如东液化天然气接气站接收了 ６００ 万吨液化天然气。 该码头由中石油运

营， 位于中国东部的江苏省 （Ｐｌａｔｔｓ，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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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市场结构和主体数量

中国的国家石油三巨头， 即中石油、 中海油和中石化， 主导着全国的天

然气产业。① 中国天然气约 ７５％由中石油生产， 该集团也是天然气管道业务

的最大所有者和运营商， 其所持管道股份达 ９０％ 。 中海油是中国第一家进

口液化天然气的公司， 并很可能仍将继续保持液化天然气主要进口商的地位

（ＩＥＡ， ２０１４）。 此外， 中海油还拥有天然气独家销售权， 他们直接从其股份

合伙人生产基地的井口购买海上天然气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４）。 除三巨头以外， 陕

西延长石油 （集团） 是唯一有资格实施勘探和开发的石油和天然气企业

（ＩＥＡ， ２０１２）。 由于市场准入资质有限， 其他中小规模的天然气生产商在产

品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很少， 他们要么将产品卖给中石油， 要么仅供应本地消

费。 不过， 各类天然气的进口均无任何限制， 如液化天然气 （ＩＥＡ， ２０１２）。

天然气产业链的下游不存在全国性的垄断企业， 由各种各样的国内供应

商构成， 其所有制结构②也五花八门， 往往有当地政府的支持。 这些销售企

业通常只能接受城市门站价， 几乎没有机会直接接触天然气供应商 （ＩＥＡ，

２０１２）。 这些企业中那些拥有当地天然气管道的， 如新奥能源， 往往在其本

地市场也可能有垄断性力量。 这些分销商正面对一场新的竞争， 主要来自三

大国家石油公司， 因为三巨头目前正试图接管部分国内市场 （ＩＥＡ， ２０１２）。

这种尝试性整合可能为三巨头注入更大的市场力量， 从而进一步阻碍竞争。

总体而言， 目前中国市场主体数量不足， 无法产生有意义的市场竞争，

即便在批发层面也不例外。 要形成一个充分的竞争性市场， 天然气行业的能

源公司需要降低垂直一体化的规模和程度。 国际能源总署成员国的经验表

明， 在一个封闭的市场里， 如果仅有一个或少数几个占主导地位的供应商，

那么市场就需要开放整个天然气价值链， 尤其是管输领域， 因为新入行者需

要时间培养信心、 创造业务以及赢得市场份额 （ ＩＥＡ， ２０１２）。 例如， 美国

１９８５ 年启动管网分离及自由化改革， 成功地引导天然气产业形成了竞争性

批发市场 （ＩＥＡ， ２０１２）。

３４１

①

②

虽然一些大型石油和天然气公司部分完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 但国家仍是这些公司的大股东。
除一小部分公司是私营企业如新奥能源公司及中国燃气公司外， 其他公司大多属于地方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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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推行结构改革 （如现有的天然气业务改革）、 放开 “第三方准

入”、 增加液化天然气新进口商， 就会增加市场的主体数量， 提高市场的

流动性， 形成天然气市场的竞争性价格。 此外， 新兴的页岩气也为增加市

场主体提供了新的选择路径， 这是过去不曾有的。 页岩气的发展可能会加

剧市场竞争， 因为很多私营公司和非石油企业都已参与此新兴产业的发

展。

五　 模拟分析中国天然气市场自由化的影响

（一） 情境设置

本模型设计了一个基准情境， 模拟直到 ２０３５ 年的国际天然气市场演变

趋势， 同时设计若干政策情境， 然后将各政策情境与基准情境做比较， 找出

差异， 详细分析政策变动对天然气区域贸易格局、 价格、 生产、 消费的影

响， 从而了解自由化改革的效果， 并得出结论。
基准情境以液化天然气合同全部有效为前提， 除了其中一份合同的价格

与美国亨利交易枢纽价挂钩， 其余 ９４％都与日本海关清关原油价 （ＪＣＣ） 挂

钩。 另外， 管道天然气的所有合同价格则均与石油产品挂钩。 也就是说，
９８ ４％的液化天然气和 １００％的管道天然气进口量均与油价挂钩。 所有的合

同都写入了 “照付不议” 和 “目的地” 条款。 作为参考情境， “基准情境”
将用来供我们比较政策情境模拟的结果。 详情可参看 Ａｎｄｒｅｗｓ⁃Ｓｐｅｅｄ 等

（２０１５）。
天然气自由化改革的第一个政策情境——— “中国现货情境” 类似美国

和英国的现行天然气定价机制， 中国的上海交易中心现货价被作为中国管道

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贸易的定价标杆。 上海交易中心现货价以上海供气的边

际成本 （影子价格） 为区间， 由该地区液化天然气价格的气 － 气竞争形

成。① 从 ２０２０ 年开始的所有新合同以及 ２０２５ 年仍在继续执行的合同， 都根

据此区域标杆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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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自由化改革的第二个政策情境——— “中国现货， 无 ‘照付不议’
条款情境” 是 “中国现货情境” 的延伸， 可以看作 ２０２５ 年后移除了 “照付

不议” 和 “目的地” 条款的 “中国现货情境”。 那时， 中国天然气市场就会

被打造成一个高效的纯现货专营市场①。

（二） “基准情境”

“基准情境” 的详细解释见 Ａｎｄｒｅｗｓ⁃Ｓｐｅｅｄ 等 （２０１５） 的研究。 本文仅

描述和中国及澳大利亚有关的论述结果。

１ 价格

（中国、 印度和日本的） 消费者经历现货和影子价格②下降， 主要原因

是石油价格下降， 这一下行趋势将持续到 ２０２０ 年左右 （见图 ４）。 这是因

为： ①这些地区的天然气现货与石油和石油产品产生竞争； ②这些地区的

长期合同价格绝大多数与油价挂钩。 中国天然气开采成本 （非常规天然

气） 越来越高， 这是其影子价格上涨的原因。 不断上涨的影子价格和逐渐

增加的国内需求有可能使中国市场在 ２０３５ 年前成为区域内具有最高现货

价格的市场。 充足的页岩气供应和稳步上升的需求使得美国市场松紧适

度， 从而形成了稳定的亨利中心交易基准价格。 与此同时， 由于本国市场

供需关系紧张， 加上天然气开采成本增加， 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的现货价格

有所上涨。

２ 中国的生产与消费

可以看到， 中国的总产量发生了两倍以上的跃升， 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４９０ 亿

立方米提高到 ２０３５ 年的 ３４１０ 亿立方米； 同时， 消费增长率预计达 ２５６％ ，
即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０７０ 亿立方米提升到 ２０３５ 年的 ５３２０ 亿立方米 （见图 ５）。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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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从合同中删除 “照付不议” 和 “目的地” 条款， 可使该供应产生竞争性， 供其他地区使

用。 因此， 除去这些合同条款就相当于将货物都放在专营现货的市场上。
影子价格实际上是各节点天然气供应的边际成本， 代表了天然气的真实成本。 现货价格则

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天然气价格， 即顾客直接支付的天然气消费价格。 现货价格取决于采购

成本 （影子价格） 和市场的松紧度。 市场的松紧度常常用来衡量产品总体供应的灵活性与

区域市场的需求关系。 在供应选择路径很少的市场上， 一旦供应相对受限， 则市场松紧度

就会马上加剧。 模型中， 此范围内的确切状态实为根据供需情况做出的假定值。 在供过于

求的市场， 现货价格应该更接近边际成本， 相反， 在供不应求的紧缺市场， 天然气现货价

格则更受竞争燃料价格的影响 （Ｎｅｘａｎｔ，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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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１２ 年现货价格与影子价格

量的加权平均成本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１ ３２ 美元 ／百万英热单位增加到 ２０３５ 年的

２ ５４ 美元 ／百万英热单位。
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的生产和出口将大幅增加。 总产量预计将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７２０ 亿立方米提高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２６０ 亿立方米， 并在此预测期内保持相

对稳定。 液化天然气的出口预计将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６００ 万吨增加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６２００ 万吨， 之后在 ２０３０ ～ ２０３５ 年略微下降， 至平均 ５５００ 万吨。 与此同时，
其国内消费预计将保持温和的增长态势， 相对稳定， 约 ６０％ 的产量将用于

出口， 即使到了 ２０３５ 年也不例外 （见图 ６）。

３ 中澳区域间的贸易流动

中国的管道天然气进口量有显著增加， 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７０ 亿立方米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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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中国天然气市场平衡 （生产和进口）

图 ６　 澳大利亚的液化天然气市场平衡 （生产和出口）

至 ２０３５ 年的 １５６０ 亿立方米， 管道天然气仍是进口量最大的产品。 管道天然

气进口量的增加， 以及本国产量的增加 （２０３５ 年达到 ３４１０ 亿立方米） 会降

低中国对液化天然气的进口依赖度， 如图 ７ 所示。 ２０３０ 年后， 澳大利亚仍

然是中国液化天然气进口的主要供应商， 而东南亚各出口国则有可能失去市

场份额 （主要原因是出口能力减弱）。

在此情境下， 澳大利亚在预测期 （２０１５ ～ ２０３５ 年） 内， 仍然是中国液

化天然气进口的最大气源国。 在预测期内， 澳大利亚的大部分液化天然气出

口至中国和东北亚。 由于俄罗斯和中亚的竞争，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在

２０３０ 年后会有所下降 （见图 ８）。

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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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中国的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进口量

（三） 模拟结果

１ 中国的天然气市场自由化改革对本国天然气行业的影响

正如图 ９ 描述的， 中国的现货价格从 ２０２５ 年 （即启动枢纽中心市场定

价的时候） 开始下降 （参照 “基准情境”）， 而所有其他主要市场的枢纽中

心价格指数基本保持不变。 其原因有： ① “气对气” 的竞争导致中国的价

格竞争不那么激烈； ②国内市场不太紧张， 原因是合同供气和现货供气都逐

渐充足。 如果这两种供气方式都能保持相同的市场价格， 就会实现更高效的

供需平衡， 促使现货价格下降。

假设 “中国现货情境” 生产和消费模式保持不变， 则液化天然气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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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澳大利亚的液化天然气出口 （ “基准情境”）

图 ９　 特定的现货价格比较： “基准情境” 对比 “中国现货情境”

道天然气贸易模式也基本保持不变。 此预测是合理的， 因为既然需求不变，

并且合同条款未发生变化， 那么合同下的供应也保持不变， 从而使中国市场

达到相当于现货买卖的水平 （管道气和液化气两者均是如此）， 和 “基准情

境” 下一样。 因此在 “中国现货情境” 下， 中国液化天然气和管道天然气

贸易流量的总体模式相对未受影响 （见图 １０ 和图 １１）。

在 “中国现货， 无 ‘照付不议’ 条款情境” 下， 这种无 “照付不议”

和 “目的地” 条款的纯现货市场要求中国只有和其他进口国争夺现货 （管

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 才能满足自己的所有需求。 中国国内天然气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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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管道天然气进口量： “基准情境” 对比 “中国现货情境”

资料来源： 作者的预测。

图 １１　 液化天然气进口量： “基准情境” 对比 “中国现货情境”

可能只出现轻微下降 （ ＜ １％ ）。 与 “基准情境” 相比， 全球成本优化将促

使中国使用更昂贵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
和 “基准情境” 相比， 当市场上的所有天然气进口都由现货采购时，

中国的现货价格就会上涨 （见图 １２）。 这是因为， 当市场上所有的进口

采购都由现货市场供应时， 市场安全性就随之降低了， 这种不安定将刺

激国内生产， 以高成本开发新的非常规资源， 从而导致天然气生产的边

际成本 （影子价格） 上升， 这一情况出现在 ２０２５ 年后的中国， 以及

２０３０ 年后的亚洲 （见图 １２）。 同时， 市场上天然气现货的竞争使中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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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天然气市场供需关系愈发紧张。 因此， 在单一的现货市场中， 中国不

得不以高价争取气量， 同时启动高成本的非常规天然气生产， 现货价格

在中国不断上涨。 由于贸易套利的特性， 中国的这种现货价格上涨也将

导致区域现货价格的上升。

图 １２　 现货价格和影子价格： “基准情境” 对比

　 　 　 “中国现货， 无 ‘照付不议’ 条款情境”

中国国内天然气生产平均增长率将达到 ７ ４％ ， 生产成本相应将上升

１３ １％ （见图 １３）。
本国生产的增加 （相应减少对国际市场上竞争性天然气现货的依赖）

引发了液化天然气和管道天然气贸易格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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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生产比较： “基准情境” 对比 “中国现货，
　 　 　 无 ‘照付不议’ 条款情境”

总体来说， 与 “基准情境” 相比， 此阶段的液化天然气进口量下滑

得没那么多。 因此可以看出， 尽管具体影响会随着液化天然气生产商的

不同而有所差异， 但液化天然气进口对于一个全面开放的市场来说仍算

是积极的因素。 中国的液化天然气进口量更多来自东南亚、 中东和非洲，
只有很少部分来自澳大利亚和俄罗斯。 前三个地区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受

青睐的原因是： ①较高的现货价格意味着东南亚、 非洲和中东的液化天

然气边际产量不再因价格偏高而被挤出市场； ②由于合同供气被现货供

气代替， 成本竞争力较高的地区 （见表 ３） 就有可能主导市场； ③相对

“基准情境” 而言， 液化天然气的成本下降比管道天然气快。 平均而言，
澳大利亚出口到亚洲的液化天然气量下降了 ２００ 亿立方米， 而中国的采

购转移给俄罗斯带来的损失可通过向东北亚出口更多液化天然气来弥补

（见图 １４） 。
本国产量的增加使中国减少了管道天然气的进口需求， 被削减的进

口气量大部分是俄罗斯的。 中国的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量从 ２０２５ 年到

２０３５ 年平均减少了 ４００ 亿立方米。 相反， 来自中亚的天然气进口量则增

加了 ２３０ 亿立方米， 用以弥补到 ２０３０ 年左右削减的俄罗斯天然气。 不过

此后， 削减的俄罗斯天然气量不再通过增加进口来弥补， 而通过扩大本

国生产来补充。 中国其他来源的管道天然气进口大多没什么变化 （见图

１５） ， 这其中有三个原因。 首先， ２０２５ ～ ２０３５ 年， 在管道天然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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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中国的液化天然气进口： “基准情境” 对比

“中国现货， 无 ‘照付不议’ 条款情境”

俄罗斯 （１２ ３３ 美元 ／ 百万英热单位） 比中亚 （１２ ０７ 美元 ／ 百万英热单

位） 价格高。 其次， 中国在现货市场上能买到更便宜的管道天然气。 尽

管俄罗斯的天然气现货市场很有竞争力， 可以在欧洲、 独联体国家及亚

洲三个区域进行销售， 但是， 跟中亚天然气市场相比， 从距离遥远的俄

罗斯采购管道天然气将产生更高的边际成本 （如果俄罗斯的管输成本能

够降低， 则结果可能不一样） 。 最后， 在中亚的竞争性天然气增量里， 当

其中可以被中国有效利用的部分逐渐耗尽的时候， 开发本土资源将是更

经济的办法。

图 １５　 中国的管道天然气进口： “基准情境” 对比

　 　 　 “中国现货， 无 ‘照付不议’ 条款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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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国的天然气市场自由化对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出口的影响

在以长期合同为主的情况下， 由于 “照付不议” 和 “目的地” 条款，
澳大利亚的整体生产和对亚洲的出口贸易只出现微小的变化 （不到 １％ ），
甚至在以现货作为基准定价的情境也是如此。 因此， 在 “中国现货情境”
下， 贸易格局不会发生明显变化。 模拟期内， 澳大利亚出口量的整体变化未

超过 １０ 亿立方米 （见图 １６）。 尽管中国的现货价格不高， 但因为供气合同

的约定， 市场对竞争性天然气的需求较小。 另外， 相对北美而言， 澳大利亚

在地理位置上更靠近中国， 成本上更具竞争力， 因此能进行增量供应。

图 １６　 澳大利亚的液化天然气出口： “中国现货情境”

在现货天然气需求很大的市场上， 供给弹性也很高 （ “中国现货， 无

‘照付不议’ 条款情境”）。 由于市场中低成本生产商的竞争力增强， 澳大利

亚这类成本较高的生产商可能会损失一些出口量。 如果把中国所有的合同供

气改为单纯的现货供应 （无 “照付不议” 和 “目的地” 条款）， 中国进口

气 （均为合同供应） 中来自澳大利亚的液化天然气就将被其他气源取代。
与此同时， 澳大利亚增加对东北亚出口所带来的补偿却非常微小。 因此， 平

均而言， 澳大利亚的总体产量将下降 ８ ５％ ， 出口则下降 ２８％ （见图 １７）。
上述情境下， 澳大利亚出口下降， 原因可能是澳大利亚的边际成本和平

均生产成本比其他生产商高。 根据表 ３ 的数据， 虽然相对美国和俄罗斯而

言， 澳大利亚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 但如果跟卡塔尔、 尼日利亚以及东南亚

的其他主要天然气生产国相比， 澳大利亚就处于不利地位了。 此外， 在向亚

洲市场供气的运输成本方面， 澳大利亚会输给中东 （卡塔尔和阿联酋）、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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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７　 澳大利亚的液化天然气出口： “基准情境” 对比

“中国现货， 无 ‘照付不议’ 条款情境”

洲以及东南亚地区的生产商。 即便和俄罗斯相比， 澳大利亚也处于劣势， 因

为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通过管道从萨哈林运到中国的成本比较低 （Ｌｅｄｅｓｍ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不过， 既然在亚洲市场上， 澳大利亚的天然气比北美天然气

更具竞争力， 那么澳大利亚就能继续将出口重点放在亚洲 （合同供气）。

表 ３　 天然气生产的边际成本

单位： 美元 ／百万英热单位

年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５ ２０３０ ２０３５

澳大利亚 ２ ７９ ４ ５６ ４ ３４ ４ １９ ３ ７０

卡塔尔 １ ９９ １ ９９ １ ９９ １ ９９ １ ９９

美　 国 ３ ７３ ４ ４０ ４ ４４ ４ ４５ ４ ４５

俄罗斯 ３ ３６ ３ ６２ ４ ３１ ４ ４１ ４ ４５

尼日利亚 １ ６９ １ ０７ １ ３５ ２ ２０ ２ ２０

东南亚出口地区 ３ １２ ３ ６２ ３ ４３ ４ ６７ ５ ６９

　 　 注： 节点处的影子价格 ＝ 天然气生产商的边际生产成本。

３ 财务影响评估

在 “中国现货情境” 中， 天然气市场自由化会降低中国的采购成本

（见表 ４）。 我们将 “中国现货情境” 下的中国天然气预测期总成本与 “基
准情境” 的同一参数进行比较， 得出的结果颇具启发性： 虽然两个情境的

消费总量相同， 但 “中国现货情境” 中的采购成本下降了。 这是因为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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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不变的前提下， 中国国内现货价格下降， 管输成本降低了 ５ ９％ ， 液化天

然气合同和现货采购成本降低了 １１ ７％ 。 采购成本整体上降低了 ６ ３％ 。 非

合同气量增加了， 合同气量则保持在 “照付不议” 的最低数量。
在 “中国现货， 无 ‘照付不议’ 条款情境” 下， 中国的天然气采购总

成本比 “基准情境” 增长了 ６ ８％ 。 这是因为增加了高成本天然气的生产，
因此生产成本上升了 １３％ 。 虽然管道天然气的总交付量有所下降， 但管道

天然气采购总成本增长了 １０ ５％ 。 由于从澳大利亚和俄罗斯进口的气量减

少了， 因此液化天然气进口成本下降了 １１％ 。

表 ４　 ２０１５ ～ ２０３５ 年中国在各情境下的生产、 进口和采购整体成本

成本计算

气量（１０ 亿立方米） 采购成本（百万美元）

基准

情境

中国

现货

情境

中国现货，
无“照付不议”

条款情境

基准

情境

中国

现货

情境

中国现货，
无“照付不议”

条款情境

生产 ４７３２ ４７３５ ４９９７ 　 ３５３１１４ ４０ ３５３３７８ ２０ ３９９３９８ ００

合同管道天然气 ４３３７ ４４３５ １８８６ ７８０３４１ ５０ ６８９２２１ ４０ ２７９０６３ ６０

非合同管道天然气 ４４３９ ４４４７ ６１９４ １６１８７５６ ００ １５６６５９２ ００ ２３７３３５７ ００

合同液化天然气 ６９０ ６８８ ３５０ ４６３５２５ ２０ ３９４８０１ ８０ ２０８４６３ ４０

非合同液化天然气 ４１６ ４１７ ８１０ １４１４８４ ４０ １３９２８５ ７０ ３２９５２５ ６０

再气化 ｎ ａ ｎ ａ ｎ ａ ２８８０５ ５７ ２８９２４ ０７ ３０１２５ ５６

消费 ７９３８ ７９３８ ７９２７ ３３８６０２７ ００ ３１７２２０３ ００ ３６１９９３３ ００

　 　 注： 生产成本 ＝每个气田的产量； 长期边际成本， 合同价格 ＝ 交货的数量； 合同价， 现货价格 ＝
现货数量； 现货价格， 计算了预测期内中国的每个生产性气田、 合同和现货采购。 ｎ ａ ＝不适用。

根据此预测， 中国的市场自由化将影响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净利

润， 具体体现在出口价格降低及出口数量减少上。 在 “中国现货情境” 下，
澳大利亚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没有变化， 但平均销售价格将有所下降。 去除

“照付不议” 和 “目的地” 条款后， 澳大利亚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减少了，
但现货价格上涨带来的补偿少之又少。

我们将澳大利亚的出口收入 （见表 ５） 放入中国市场自由化的不同情境

中进行分析， 在 “中国现货情境” 下， 澳大利亚天然气出口总收入会下降

４ １％ ， 而在 “中国现货， 无 ‘照付不议’ 条款的情境” 下， 澳大利亚天然

气出口总收入则会下降 ９ ４％ 。 “中国现货情境” 下， 澳大利亚的合同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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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天然气出口量保持不变， 因此价格的下降必然导致其整体收入下滑。 而

在 “中国现货， 无 ‘照付不议’ 条款情境” 下， 由于出口量的下降损失远

远超出了现货价格的增加收益， 因此整体收入下滑。
用来诠释生产和流动成本的总体净利润①显示， 中国放开市场 （使其具

备价格和数量的灵活性） 后， 利润将有所下滑。 在 “基准情境”、 “中国现

货情境” 和 “中国现货， 无 ‘照付不议’ 条款情境” 三个情境下的液化天

然气平均价格 （美元 ／ 立方米） 分别为 ０ ５２０９ 美元、 ０ ４９９９ 美元和 ０ ５１４９
美元。

表 ５　 ２０１５ ～ ２０３５ 澳大利亚在各情境下的出口收入

成本计算

出口气量（１０ 亿立方米） 收入（１０ 亿美元） ／ 平均价格

基准

情境

中国

现货

情境

中国现货，
无“照付不议”

条款情境

基准

情境

中国

现货

情境

中国现货，
无“照付不议”

条款情境

合同液化天然气出口 １２５１ ６ １２５０ ３ １０７２ ３ ６９７ ０ ６７０ ９ ６０１ １

非合同液化天然气出口 ３２１ ２ ３２２ ６ ３６８ ７ １２２ ３ １１５ ４ １４０ ９

液化天然气出口总计 １５７２ ８ １５７２ ９ １４４１ ０ ８１９ ３ ７８６ ３ ７４２ ０

生产 ２４８１ ６ ２４８１ ６ ２３４９ ７ ｎ ａ ｎ ａ ｎ ａ

生产和液化成本 ｎ ａ ｎ ａ ｎ ａ ４８５ ６ ４８６ ９ ４４１ ９

利润 ｎ ａ ｎ ａ ｎ ａ ３３３ ７ ２９９ ４ ３００ ０

　 　 注： ｎ ａ ＝ 不适用。

虽然从局部来看， 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情况令人喜忧参半。 但从全球的

整体成本来看， 中国的市场自由化必将为世界带来积极影响。 在 “中国现

货情境” 和 “中国现货， 无 ‘照付不议’ 条款情境” 下， 全球成本较低，
与 “基准情境” 相比， 分别低 １ ２４％ 和 １ １８％ 。 东亚地区主要进口国的

采购成本在 “中国现货情境” 和 “中国现货， 无 ‘照付不议’ 条款情境”
下则分别平均低 ２ １２％和 ０ ８４％ （见表 ６）。 这主要是因为所有国家 （和
中国一样） 都降低了液化天然气的进口成本， 并且逐渐减弱了对管道天然

气的进口依存度 （在中国现货无 “照付不议” 条款情境下， 中国的管道天

然气进口成本基本上处于增加态势）。

７５１

① 目的地交货价 ＝ 生产成本 ＋ 液化成本 ＋ 运输成本 ＋ 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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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２０１５ ～ ２０３５ 年优化后的系统成本

单位： 百万美元

采购成本 基准情境 中国现货情境 中国现货，无“照付不议”条款情境

印度 ５６８９８８ ８ ５６２５６３ ４ ５７０８９３ １
日本 １１３１７０９ ０ １１０７３９０ ０ １１１７６３８ ７
韩国 ５４９６０８ ０ ５３８４９２ ７ ５４４４４６ ３

中国台湾 １９０３６２ １ １８４３６１ ８ １８７４９０ ６
全球 １３１５７３１５ ０ １２９９４１３９ ０ １３０００９５８ ０

　 　 资料来源： 个别国家的成本计算采用跟中国一样的成本计算法， 全球成本是世界天然气模型的

优化结果。

（四） 综述及启示

在一个天然气明显依赖长期进口合同的地区 （东北亚）， 如果中国成为

唯一全面解除管制的市场， 情况可能变得更糟。 这是因为竞争性天然气需求

的增加有可能引起现货价格的上涨。 如果在政策上考虑天然气现货的供应安

全①、 价格水平及价格波动， 就可以刺激高成本的非常规天然气生产， 反之

则有可能迫使其停止生产。 即使减弱了对进口天然气的依存度， 由于非合同

管道气及现货液化气的数量和价格均增加， 总体采购成本还是有可能被拉

高。
随着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管道天然气出口的激增， 澳大利亚的液化天然气

可能会面对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 不过， 和北美的液化天然气相比， “基准

情境” 中的澳大利亚天然气仍处于优势地位。 无论在 “基准情境” 下， 还

是在 “中国现货情境” 下， 大部分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仍通过合同出售。
到 ２０３０ 年底， 和来自俄罗斯、 北美和东南亚的现货天然气相比， 澳大利亚

液化天然气在成本上将更具竞争力。
在 “中国现货情境” （情境 Ｉ） 下， 如果中国的天然气市场实现全面自

由化， 那么澳大利亚的出口量可能会减少。 未来中国的天然气供应将非常多

元化， 除了液化天然气进口， 还有扩大了的本国生产， 以及俄罗斯和中亚地

区进口的管道天然气。 充足的市场供应加上开放的价格体系， 可能会引起东

北亚的现货价格走低。 在这样的市场上， 具有较高边际成本的澳大利亚天然

８５１

① 供应安全的特性在本模型里体现为国内市场的紧张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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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预计将被部分挤出市场。 此外， 如果以合同方式出口到中国的天然气也以

偏低的现货价格进行交易， 就会直接导致出口收入减少。 不过， 合同中的

“照付不议” 条款保证了澳大利亚后续的天然气出口， 且出口量至少能达到

“照付不议” 的数量。
在 “中国现货， 无 ‘照付不议’ 条款情境” （情境 ＩＩ） 下， 由于中

国天然气市场全面放开， 一方面中国本土的生产规模逐渐扩大， 另一方

面非洲、 中东和东南亚等低成本生产国的天然气在天然气现货市场上的

竞争力得到提升， 来自这两方面的双重影响最终将导致澳大利亚对中国

的出口量下降。 影响澳大利亚天然气出口的主要因素是其他气源国为中

国提供了 （更具竞争力的） 天然气现货选择。 在 “纯现货” 市场， 供应

安全度的降低反而刺激了中国的本土产量， 从而降低了其进口依存度。
还有一个影响因素是， 中亚和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比液化天然气便宜。
然而， 在高度紧张的 “纯现货” 市场， 偏高的现货价格往往可以弥补数

量下降造成的损失。
尽管如此， 全球市场及各大东亚买家还是受到了正面影响， 这证明了自

由化市场改革的努力是值得的。 但是， 如果将两个政策情境进行比较， 全面

解除管制的中国市场将提高全球市场的总采购成本， 并增加主要东亚天然气

进口商的采购成本。
从本次模拟可以得出两个建议。 第一， 对中国来说， 最有效的规制方式

是形成一个能将合同 （带 “照付不议” 和 “目的地” 条款的） 采购和单一

价格的现货定价结合起来的市场。 在平衡的市场中 （基于对生产和消费的

预测）， 中国可以采取的最佳举措是采用反映本地供需关系的单一现货价

格， 购买 “照付不议” 规定的最低数量， 并用最低成本的现货采购来弥补

需求缺口。
第二， 对澳大利亚来说， 从维持出口量的角度考虑， 保留 “照付不议”

和 “目的地” 条款对澳大利亚有利。 然而， 如果仅凭利润总额进行判断的

话， 这种方案的收益变得比较小。 总而言之， 无论是哪种情况， 当主要消费

国成为一个全面自由化的市场， 生产国的价格就会受影响， 市场转而偏向短

期合同。 此时， 为了保持竞争力， 澳大利亚可以留意： ①寻找其他可替代的

规模消费市场， 其现货价格高于日本和中国的价格； ②在合同中保留 “照
付不议” 和 “目的地” 条款中的若干核心条件。

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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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

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天然气需求、 自由化改革方面的举措及在本国建立枢

纽中心市场的计划必将对各方面产生巨大影响。 因此中国的自由化改革已成

为国内外天然气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课题。 根据国际能源署

（ＩＥＡ） 的评估标准， 中国的天然气市场显然仍处于发展阶段， 不具备启动

批发竞争的基本前提。 虽然中国的天然气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已与油价挂钩，
但实际上非居民用气的价格仍处于被管制状态。 尽管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开始，
全面实行市场净回值定价后， 大型客户被允许自由选择供应商， 但由于管输

能力不足， 引入 “第三方准入” 仍是一个挑战。 因为管输能力的缺乏会阻

碍第三方的介入。 此外， 居民用气的价格仍处于受管制状态； 虽然当前天然

气的价格与油价挂钩， 但这并不能实现建立现货市场和形成竞争性价格等宏

伟的目标。 在垄断性质的市场结构下， 市场主体不足也是形成竞争性天然气

市场的阻力之一， 在批发领域也是如此。 就算出现竞争趋势， 国有石油公司

的主导地位仍是市场竞争的一层阴影。
虽然最近出现了加速的迹象， 但中国的天然气市场自由化进程可能还需

要数十年才能完成。 为了建立现货市场， 中国政府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并实

施体制改革， 如解除对批发价格的管制、 将管输和营销活动分开、 扩大管网

容量以实现 “第三方准入”、 创造足够数量的市场主体以启动竞争机制以及

鼓励金融机构的参与。
尽管面临重重挑战， 展望未来十年， 在中国建立竞争性市场是有可能实

现的。 在发展阶段， 可以先通过 “管道与管道竞争” 或 “批发市场竞争”
的方式培育并 “解绑” 市场 （ＩＥＡ， ２０１３）。 中国近期再次强调了天然气市

场自由化的重要性， 改革步伐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加速。 随着中国开放市场

的决心不断增强， 政府出台了越来越多的鼓励批发竞争的改革措施， 如价格

市场化改革、 管网独立以及建立天然气贸易枢纽等， 各方案均得到逐步实施。
未来十年， 中国可能出现本土的天然气交易中心， 并实现批发市场竞争。

天然气定价机制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完善市场净回值定价法， 即根据其替

代能源， 如煤炭， 进行价格倒推的定价方式。 公布价格调整的标准和程序；
明确各区域的价格调整公式； 使居民用气价格也通过市场定价； 重新定义天

０６１



中国的天然气市场自由化

然气补贴方向， 从补贴经销商转移到补贴贫困家庭。 天然气价改的远期目标

则是使市场净回值定价转向枢纽中心市场定价， 完善天然气定价机制。
以交易中心为基准的价格一旦出现， 就必定会影响世界天然气贸易、 价

格及需求。 竞争性市场产生的 （气 － 气竞争） 价格， 如果被确定为交易基

准， 也将对其他天然气生产国和消费国产生显著的影响。
我们的分析模拟表明， 在一个对长期合同有明显依赖的进口地区 （如

东北亚地区）， 如果中国成为唯一全面解除管制的市场， 可能会使中国的情

况变得更糟。 即使降低对进口天然气的依存度， 但由于非合同管道气及现货

液化气的数量和价格均有增加， 总体采购成本还是有可能被这两个伴生因素

拉高。 最有效的规制方式是形成一个能将合同 （带 “照付不议” 和 “目的

地” 条款的） 采购和单一价格的现货定价结合起来的市场。
根据模拟分析， 以及中国和澳大利亚各自的市场特性， 中国可以采取的

最佳举措是以反映本地供需关系的单一价格作为定价依据， 采购 “照付不

议” 的最低数量， 然后用现货市场采购来弥补缺口。 同样的， 对澳大利亚

来说， “由长期合同主导的市场” 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当前的自由化改革是中国完成天然气需求目标的关键步骤， 也是达到改

善空气质量、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等环境目标的重要举措。 在天然气受价格管

制和频繁最高上限价格规制的市场里， 天然气价格升高的信息往往无法被传

递给消费者， 也不能从价格上反映天然气对煤炭的相对优势 （较少碳排放

和空气污染）。 反过来， 在解除管制的天然气市场里， 天然气的价格与油价

挂钩。 在这种情况下， 碳定价机制使得天然气在发电领域及其他工业用途上

比煤更具竞争力， 并且碳税征收的方式也更有效。 在自由化的天然气市场，
我们能够充分利用天然气作为碳减排技术， 降低碳价格 （减排成本）。 这些

问题都很重要， 但仍需要留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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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文使用的区域概念

地　 区 国　 家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中　 国 中　 国

印　 度 印　 度

俄罗斯 俄罗斯

新加坡 新加坡

东北亚 日本、韩国、中国台北（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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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　 区 国　 家

亚太出口地区 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

其他东南亚地区 柬埔寨、缅甸、菲律宾、泰国、越南

其他亚洲地区 孟加拉国、中国香港、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朝鲜、阿富汗、新西兰

非　 洲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贝宁、博茨瓦纳、喀麦隆、刚果、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
埃及、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肯尼亚、利比亚、摩洛哥、
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南非、苏丹、多哥、突尼斯、坦桑尼亚、赞
比亚、津巴布韦

欧　 洲

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意大利、
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阿
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黑）、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马其

顿王国（马其顿共和国）、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
立陶宛

独联体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
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

拉　 美
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秘鲁、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委内瑞拉、乌拉圭、牙买加、波多黎各、巴拿马

中　 东
巴林、伊拉克、伊朗、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
利亚、阿联酋、也门

北　 美 加拿大、墨西哥、美国

　 　

（滕吉林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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