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五章 中国在全球搜寻能源安全：为何利益如此攸关？

第十五章

中国在全球搜寻能源安全：
为何利益如此攸关？

张中祥

概　论

自全球开始关注气候变化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一直是仅次于美国

的世界第二大碳排放国。按照八、九十年代的趋势，美国能源信息署

（ＵＳＥＩＡ２００４）估计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直到 ２０３０年才有可能赶上美国。

然而，中国的能源使用量飙升，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７年几乎翻了一番。尽管实

际经济增长率相同，但在此期间中国能源使用增长率是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

代的两倍多 （ＮＢＳ２００９）。其结果是，中国在 ２００７年就已成为世界最大碳

排放国，而不是像２００４年预计的要到２０３０年才能赶上美国。

面对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与健康风险，还有温室气体排放和其导致的气

候变化，中国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控制能源消费

与二氧化碳的排放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０ａ，２０１１ｃ）。中国面临的另外一个巨大挑战

是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石油进口大幅增加，导致碳排放增加。这极大地引发

对中国能源安全的担忧，因为其快速增长的石油进口主要来自政治不稳定的

地区，并且运输要途经中国没有影响力的漫长海上航线。鉴于全球石油市场

非常不稳定，中国的石油需求增量又使任何一个国家都相形见绌，因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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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其不断增长的能源安全问题就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

中国在全球寻求资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球范围内

的关注和审视。部分原因是中国自己高级别、积极的国家外交以及国有石油

企业在主要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地区开展的收购。但依笔者之见，更重要的原

因则是国内外误解中国对能源安全的追寻，而不断将中国能源安全问题政治

化。在中国国内，这些误解涉及美国主导对中国的石油封锁以及中国误以为

投资海外石油油田就能帮助其提高能源安全。西方政治言论把中国努力获取

海外能源供应描述为主要威胁。此言论进一步加剧中国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不

信任，从而激发中国对获取发展所需石油可能受阻的恐惧。在国外，对中国

政策性银行的运作及石油和天然气贷款有广泛的错觉和误解。中国的贷款常

常被误认为要求借款人在合约期间以预定的价格向中国出售固定数量的石

油，这样当合同期内石油价格上涨时，中国就可以获得意外收入。

本章的目的是在于 “去政治化”地看待中国在全球寻求能源资源的争

议，并把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放在相应的背景下。为此，本章首先划分中国

能源结构的主要特点，并讨论为什么中国能源安全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石油

安全。接下来本章着重分析对美国主导对中国的石油封锁、中国政策性银行

及其石油和天然气贷款、中国投资海外石油和天然气在中国全球搜寻能源资

源中的作用等存在的错觉和误解。本章最后提出更具建设性的结论。

能源安全在中国意味着什么？

如果对中国的能源结构没有深入的了解就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能源安

全问题。本节将中国的能源结构的主要特点进行分类，并讨论为什么中国能

源安全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石油安全。

主要依赖于国内能源资源

中国能源主要靠国内供应。即使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几乎所有的石油都

靠进口，９７％的能源供应仍然来自国内资源 （Ｚｈａｎｇ１９９８）。中国的能源平

衡并没有受到第一次世界石油价格上升的影响。中国的确是一个能源消费大

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消耗增加，中国现在成为对进口石油的依赖

程度越来越高的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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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能源生产国。２０１０年，国内一次能源生产量为 ２９６亿吨标准煤，国内

能源消费总量为３２５亿吨标准煤 （Ｈｕａ２０１１），国内供应提供了中国能源消

费总量的９１％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对国外能源的依赖 （即一个国家能源进

口与总消费的比）约为９％。随着进一步扩大国内供应能力的各种政策和投

资的付诸实施，中国未来将继续主要依靠国内供应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能源

需求。

严重依赖煤炭作为主要能源来源

一个国家的燃料和技术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资源禀赋和相对价

格。中国有丰富的煤炭资源 （ＢＰ２０１１）。丰富的煤炭供应和其低于其他环

境友好替代品的价格使中国主要能源需求比其他任何主要经济体更多地依赖

于煤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２０１０年中国煤炭生产和

消费是世界排名第二的美国的两倍左右，几乎占全球煤炭消费量的一半

（ＵＳＥＩＡ２０１１ａ）。几十年来，煤炭一直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量的三分之二以

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国的能源结构仍将以煤为主 （ＩＥＡ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Ｚｈａｎｇ１９９０）。

日本至少从１９７５年起就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进口国，２０１１年中国

取代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煤炭进口国。这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是否能满足自己的

煤炭需求的担忧。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过度解读。２０１１年，中国进口了

１８２４亿吨煤炭，与中国的煤炭消费总量相比这是非常小的。中国成为煤炭

最大进口国可以归因于一些特殊因素。在日本方面，２０１１年 ３月 １１日日本

福岛核电厂事故导致电力短缺。再加上日元升值，钢铁企业遏制生产，导致

焦煤需求疲软。此外，９０级地震损坏了日本东北部海岸的燃煤电厂，导致

日本用于发电的动力煤进口减少。在中国方面，由于对用于发电和水泥生产

的煤炭需求旺盛，国内煤炭生产成本上升，因此，从国外进口煤炭对那些远

离国内煤炭生产基地的地区特别有吸引力 （Ｔｓｕｋｉｍｏｒｉ２０１２）。

天然气进口量将上升，但没有石油的情况令人担忧

自２００６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天然气进口国。随着能源消费总量上升，

中国的天然气进口量也将增加。到 ２０２０年，中国希望国内的天然气产量能

增至一年１５００亿 ～１８００亿立方米，而进口量将达到每年 １２００亿 ～１５００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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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米 （Ｏｘｆｏｒ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２０１２）。即使到那个时候，其天然气的依赖率仍远

远低于石油。另外，在中国大多数天然气用于化学原料和发电。有许多天然

气替代品可用于此。此外，中国非常规天然气储量使天然气的使用可更快于

预期而无需引起对进口的巨大依赖。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分析 （ＵＳＥＩＡ

２０１１ｂ），中国被认为拥有世界上第三大煤层气储量和全世界最大可采页岩

气储量 （３６万亿立方米）。中国已经显著地增加了对非常规天然气产量的期

望。２０１２年２月宣布计划投资人民币１１６６亿元，把煤层气产量从２０１０年的

每年１５０亿立方米提高到２０１５年的每年３００亿立方米。到 ２０２０年，页岩气

的产量预计在每年１５０亿 ～３００亿立方米到每年６００亿 ～１０００亿立方米之间

（ＮＤＲＣ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Ｏｘｆｏｒ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２０１２）。即使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只达到最

低期望，也将大大减少中国天然气的进口，并降低其未来的天然气依赖率。

然而，中国实现页岩气商业化生产的尝试受阻碍于缺乏专业知识和复杂

的地质构造。与北美相比，中国的页岩气埋藏更深、所处地质条件更复杂。

此外，中国企业一直在努力掌握用于开发页岩气资源的水力压裂和水平钻探

技术。为此，中国国家石油公司 （ＮＯＣ）与其他国家石油公司和国际石油

公司 （ＩＯＣｓ）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便在中国国有石油公司缺乏技术

专业知识的领域获得技术诀窍 （ＷｅｌｓｃｈａｎｄＬｅｅ２０１２）。中国石油—中国国

家石油天然气公司 （ＣＮＰＣ）在香港的上市公司，２０１２年 ２月购买壳牌公司

在东北英国哥伦比亚的 Ｇｒｏｕｎｄｂｉｒｃｈ天然气开发 ２０％的股权，以期从壳牌获

取开采页岩气的经验。２０１２年１月，中石化与 Ｄｅｖｏｎ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

投资２２亿美元以获取 Ｄｅｖｏｎ控制的五个美国页岩气和油气开采区域三分之

一的股份 （Ｘｉｎｈｕａ２０１２）。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ＣＮＯＯＣ）正在与道达尔

在位于尼日利亚的 Ａｋｐｏ油田和 Ｅｇｉｎａ深水油田开展合作 （ＪｉａｎｇａｎｄＳｉｎｔｏ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０年 ３月，中国石油与壳牌合作，收购澳大利亚煤层气生产商

ＡｒｒｏｗＥｎｅｒｇｙ１００％的股份。最近，一系列中国国家石油公司与国外公司在这

一领域的签约，更多是出于技术的考量，而不是资源商品本身，以便中国国

家石油公司能更好地勘探和开发中国国内处在类似情况下的资源 （深水储

量、煤层气和页岩气）

２０１２年中国页岩气的产量几乎为零。为了实现上述雄心勃勃的目标，

中国允许外资以合作伙伴进入这一领域。２０１２年 ３月，荷兰皇家壳牌公司

和中石油签署中国第一份勘探、开发和生产页岩气产量分成合同。该协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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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开发页岩气资源方面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它与中国引进国外先进技

术和运营经验来开发页岩气的整体战略相吻合。根据协议，壳牌公司将利用

其先进的技术、专业运营知识和国际经验，在四川盆地超过 ３５００平方公里

富顺 －永川区块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共同开发页岩气 （ＷＭａ

２０１２）。该条约将作为产量分成合同的模式，以期外国公司与国内公司相互

合作，帮助中国获取这种非常规燃料。

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和中国对马六甲海峡的关注

在过去２０年间中国石油需求量飞速增长，从 １９９０年的 ２３０万桶／日跃

增至２０００年的４４０万桶／日 （ＩＥＡ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国的需求量增至 ８９０万

桶／日 （ＩＥＡ２０１１）。国际能源署 （ＩＥＡ２０１１）预计，到 ２０３５年中国的石油

需求量将达到１４９０万桶／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耗国。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石油自给自足。

但自１９９３年以来，中国一直是石油净进口国。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其停

滞不前的国内石油产量导致对石油进口的需求越来越多。截至 ２００３年，中

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２００９年，中国平均每天进口

４３０万桶石油，占其需求总量的 ５１３％ （ＩＥＡ２０１０）。这是中国首次进口石

油需求超过其石油总量的一半以上。中国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２０１１年中

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到５６５％ （Ｚｈｏｎｇ２０１２）。据中国海关总署，２０１１年

中国的石油进口支出达到１９６７亿美元，约占其总进口支出的 １１３％ （ＪＭａ

２０１２；Ｚｈｏｎｇ２０１２）。

中国预计能把目前４１０万桶／日的石油产量水平维持到２０２５年，之后随

着资源枯竭而不断下降 （ＩＥＡ２０１１）。因此，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其石油进

口量将继续攀升。国际能源署 （ＩＥＡ２０１１）估计，为了满足１４９０万桶／日的

石油需求量，到２０３５年中国石油进口量将达 １２６０万桶／日。也就是说，到

２０３５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高达 ８４６％。届时，国际石油供应中断给中

国带来的风险将远比现在大得多。能源安全已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一

环，成为改变中国和中东、俄罗斯和能源丰富的中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

之间关系至关重要的因素 （Ｙｉ２００５）。

事实上，中国对石油的依赖率已经很高且不断增加。但是，这并不需要

从一个纯粹消极的角度来看待它。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贸易强度 （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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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加出口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比例越高，意味着该国与全球经

济越融合。这并不一定表明该国经济上的不安全性在增加。此外，许多大国

的石油依赖率比中国更高，中国首当其冲只是因为其巨大的需求数量。另

外，中国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发现其石油储备之前，完全依赖外国石油。内战

后，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孤立无援，不得不进口几乎所有的石油。综合以上几

点我们可以得出，单凭石油对外依存度并不能决定一个国家能源安全或不安

全的真实水平。要合理衡量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度，还必须考虑其他因素，

包括石油供应的来源和路径。具体来说，我们需要看以下几个方面：

石油进口是否集中来源于几个国家———更多元化的供应来源显然是首选

主要石油出口国家的政治是否稳定

石油进口的运输途径是否被认为容易受到破坏，进口国对这些运输路

经有多大影响力

图 １５－１　中国在 １９９５年 （左图）和 ２００５年 （右图）从其他地区原油进口情况

资料来源：Ｃｈｅｎ（２０１０）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１ｂ）。

如图１５－１所示，１９９５年中国 ８２％的原油进口来自中东和东南亚 （主

要是印尼，占中国进口总量的近三分之一）。中东在过去和现在显然对中国

的石油供应都非常重要。因此，中国将继续巩固其在中东的基础。近年来，

中国开始关注非洲新的油气田，中国领导人频繁访问这一地区的产油国。这

种高级别的、友好的能源外交帮助中国与石油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达成能源

交易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７，２０１０ｂ）。到 ２００５年，这一战略使中国石油进口来源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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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多元化。如图１５－１所示，２００５年非洲占中国石油进口的 ３０％，而 １９９５

年时只占 ７％；俄罗斯占总进口的 １０％，而十年前只占不到 １％ （Ｄｏｗｎｓ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５年，中国比 １０年前更依赖于中东，４７％的进口来自波斯湾。此

外，对非洲和中东的严重依赖导致中国比以往更依赖马六甲海峡这一要塞，

中国将近７７％的进口石油都要通过该海峡。这一情况在之后 ５年仍是如此：

２０１０年，中国 ７８％的进口原油仍来自中东和非洲 （ＢＰ２０１１；Ｋｅｎｎｅｄｙ

２０１１）。

过去 ３０年外贸已成为中国经济惊人增长的支柱之一，石油与之密切相

关。由于大多数来自中东和非洲的原油进口都必须通过马六甲海峡，因此马

六甲海峡对中国的经济和能源安全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和经济意义。马六甲

海峡直接影响中国石油进口的海上航道，但中国对其却没有直接影响力。因

此，中国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其石油运输的安全和顺利行驶。北京对这一战略

致命点感到担忧。任何发生在马六甲海峡的负面事件都可能中断中国的贸易

运输，尤其是石油进口，这可能会打击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军事能

力 （Ｃｈｅｎ２０１０；Ｚｈａｏ２００７）。

显然，石油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

且仍在继续上升，更重要的是，因为石油进口来自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同

时，运输至中国的路径易受中断影响，且不在中国的掌控之中。因此，本文

认为中国的能源安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石油安全。

从中国全球寻求能源安全的角度来分析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高层已将马六甲海峡视为战略脆弱点 （Ｂｌｕｍｅｎｔｈａｌ

２００８；Ｈｏｌｍｅｓ２００７）。２００３年１１月，胡锦涛主席宣布 “某些大国”一心想

控制马六甲海峡，并呼吁采用新的策略来减轻其影响。此后，中国媒体相当

关注中国面对的 “马六甲困局”问题 （Ｌａｎｔｅｉｇｎｅ２００８；Ｓｔｏｒｅｙ２００６）。中国

主要报刊 《中国青年报》指出，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谁控制了马六甲海

峡，谁就扼制住了中国的能源通道。对这条水道的过度依赖，给中国的能源

安全带来了重大的潜在威胁”（Ｓｈｉ２００４）。

鉴于马六甲海峡的战略重要性和中国缺乏对这条运输航道的影响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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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已经努力在能源需求和供应方面采取措施以应对 “马六甲困局”，并提高

能源安全。

在需求方面，中国努力控制其能源和石油需求的上升，这样就能控制对

进口石油的需求。中国首次在五年经济规划中引入投入指标作为约束，要求

在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的 “十一五”期间单位 ＧＤＰ的能源消耗降低 ２０％。设

立这一投入指标约束被广泛地认为是通过 “科学发展”向建立一个 “和谐

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之前，中国进一步承诺到

２０２０年碳排放强度要比２００５年的水平削减４０％至４５％，以帮助哥本哈根或

在以后的国际谈判上达成国际气候变化协议 （进一步的讨论，请参阅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０ａ，２０１１ａ，２０１１ｃ）。实现这些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目标将不仅有助

于限制中国的碳排放量的增长，而且也将减少中国对外国石油的不断增长的

需求，为世界石油市场留出更多的石油，从而有助于稳定世界石油价格。

在供应方面，为解决石油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的问题，中国推出了多项

政策。在尽力维持现有产量的同时，支持中国国有石油企业通过 “走出去”

政策在海外扩张，通过与富油国的合作伙伴在中国建立合资炼油企业、并由

这些伙伴负责提供原油等措施来使石油供应的来源和路径多元化，开发自己

的战略石油储备，并加强海军实力以保护供应渠道安全畅通 （Ｃｈｅｎ２０１０；

ＪｉａｎｇａｎｄＳｉｎｔｏｎ２０１１；Ｋｅｎｎｅｄｙ２０１１；ＷａｎｇａｎｄＷｕ２０１１；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７、

２０１０ｂ、２０１１ｂ）。显然，中国已采取这些单边和双边措施，以提高其能源安

全和应对马六甲困局。

在此背景下，中国在全球寻求资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得到了全球

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审视。部分原因是中国高调能源外交和中国国有石油公司

在管理及运作上的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但依笔者之见，更重要的原因则是

国内外对中国探寻能源安全的错觉与误解。在中国国内，这些误解涉及美国

主导对中国的石油封锁以及中国投资海外油田的作用。在国外，这些误解主

要关于中国政策性银行的运作及石油和天然气贷款。以下部分，旨在阐明这

些误解。

美国主导对中国石油封锁？

马六甲海峡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和中国对该运输航道缺少影响力这两方

面已经引起人们对美国主导对中国石油封锁威胁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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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中国已经努力在能源需求和供应两方面采取措施以应对

“马六甲困局”，并提高能源安全。在供应方面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支持

中国国有石油企业通过 “走出去”政策，在海外扩张、提高海外石油产量。

如果中国国有石油企业的海外石油产量是为帮助提高中国的能源安全，那

么，这些石油需要被运回中国。可是，如果担心美国石油封锁，那么，把中

国国有石油企业的权益油运回中国也面临同样的封锁问题。

美国作为世界上目前唯一的超级大国，当然不愿意看到和接受中国的崛

起，并谨防对其霸权形成任何挑战。从地缘政治上看，美国一直试图遏制中

国日益增强的全球影响力。随着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长期战争中撤出，

并重新把焦点放在亚太地区，其重返亚太战略目前主要表现在与中国周边国

家一起实施 “包围联盟”（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２０１２ａ）。但是，想要推出一个抑制

中国经济的政策却是非常不可能的，因为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

融合和互相依赖程度很高，根本无法承受对方经济崩溃对自己的影响。这种

政策只会引火自焚。美国试图影响 （但不干预）最近中国台湾总统选举，

以避免台湾海峡的不稳定，此举明确佐证以上观点。在 ２０１２年 １月中国台

湾大选之前的一周左右，反对党的总统候选人与执政党的被提名人在民调并

驾齐驱。反对党反对旨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 “九二共识”，如果它

的候选人当选总统，美国认为该结果可能导致台湾海峡不稳定。因此，在最

后时刻，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不顾反对党对其在以前的台湾大选一贯保持政

治中立的诉求，抵达台湾。相反，这些美国官员明确地说服选民要珍惜当前

两岸关系的稳定，这种支持显然对执政党更有益。

有些人可能会拿以美国为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ＴＰＰ）自由贸易协定

（一个目前正在美国、澳大利亚、文莱、智利、马来西亚、新西兰、秘鲁、

新加坡和越南之间的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来反驳。但是我不同意美国利

用 ＴＰＰ在经济上孤立中国的观点。相反，我认为美国想要利用 ＴＰＰ敦促中

国遵守在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规则。美国还希望利用 ＴＰＰ实现其私营部门

和其他国家国有企业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竞争的主要目标。这个目标反映了

美国对其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在世界贸易中拥有的不公平优势所产生的严重的

失望 （Ｂｕｓｓｅｙ２０１２；Ｄａｖｉｓ２０１１）。

退一步说，即使美国想要实施封锁，也很可能不会太成功 （Ｃｏｌｌｉｎｓａｎｄ

Ｍｕｒｒａｙ２００８），并且从实际操作上来说是极其困难的。如果在靠近中国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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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实施封锁，用于封锁的舰艇很容易受到中国的攻击。相反，如果在远离中

国的地方实施封锁，则难以区分准备运往中国的石油和运往其他国家的石

油，因为一艘船上的石油可能是运往多国的，并且在运送途中石油的所有权

也可以轻易发生改变 （Ｋｅｎｎｅｄｙ２０１１）。

综上所述，美国主导对中国实施石油封锁的威胁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只是

想象。如果这种封锁是不可能发生的，再退一步讲，即便美国有这样的意

图，其成功的几率也很低，那么，中国能源安全政策如此重视这个潜在威胁

看起来有些奇怪。

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强国都获得了最好的油田的控制权。作为国际油田

竞赛的后来者，中国只能与所谓的 “无赖国家”达成交易，并冒险在石油

资源丰富、但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收购，此外别无选择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国有石油企业积极争取在西非和拉丁

美洲的资产。然而，在我看来，国有石油企业的行为和在推进扩大海外业务

的过程中，夸大了潜在的石油供应中断的程度。以能源安全的名义，国有石

油企业使中国在世界敏感地区的外交关系变得复杂化。这可能会劫持中国政

府走出去的政策，因为国有石油企业不顾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首先优先考

虑自己的利润。

中国政策性银行的运作

在１９９４年金融业改革时，中国政府设立了两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

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 （Ｂｒｕｔｉｇａｍ２００９）。他们的贷款将明确支持政府的政

策目标。指定的政策性银行的建立在理论上使商业银行不负责政策性贷款，

只负责理性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贷款。

这两家政策银行为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和国外企业 （主要为其他国家的

国有石油企业）提供信用贷款，以支持其国际扩张和签订油气协议。如表

１５－１所示，自２００９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把对巴西、厄瓜多尔、俄罗斯、

土库曼斯坦和委内瑞拉的国家能源公司和政府实体的信贷额度扩大到 ８５０亿

美元 （Ｄｏｗｎｓ２０１１ａ）。

有一种普遍的认知，以为国家开发银行提供这些贷款仅仅是为了达到中

国政府的政策目的，而没有商业考虑。与这种普遍认知相反，国家开发银行

不是中国政府的傀儡。它是全资国有的，但不是由政府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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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国家开发银行有帮助中国政府在海内外达成政策目的的义务，包

括获取油气供应。但是，这个服务于中国政府利益的义务并不妨碍其追逐自

己在国内外扩展业务、追逐利润的目标。事实上，国家开发银行在平衡商业

和政策方面做地很成功，因此，它获利高并且与所有其他中国主要商业银行

相比，其资产负债表更为健康。自 ２００５年起，国家开发银行的不良贷款率

一直低于１％，比所有其他中国大型商业银行都要低。它提供贷款的利率以

市场为基础。该行在２００９年提供给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和

石油运输公司和在２０１０年提供给委内瑞拉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 ４５６亿美元

的信贷额度，其利率都以伦敦银行同业拆息提供利率 （ＬＩＢＯＲ）为基准，尽

管表１５－１所列采用的伦敦银行同业拆息利率率差可能比西方银行要求的小

（Ｄｏｗｎｓ２０１１ａ）。

表 １５－１　国家开发银行以油气供应支持的贷款

年份 借款方
贷款额度

（十亿美元）

贷款期限

（年）
贷款利率

获得贷款要

提供的油气量

２００５ 俄罗斯 Ｒｏｓｎｅｆｔ ６ ６ ＬＩＢＯＲ＋３０％ （２００５） １８０ｋｐ／ｄ

ＬＩＢＯＲ＋０７％ （２００６－１０）

２００８ 委内瑞拉 ＢＡＮＤＥＳ ４ ３ ＮＡ １００ｋｐ／ｄ

２００９ 俄罗斯 Ｒｏｓｎｅｆｔ １５ ２０ ＬＩＢＯＲ＋５６９％ １８０ｋｐ／ｄ

２００９ 俄罗斯 Ｔｒａｎｓｎｅｆｔ １０ ２０ ＬＩＢＯＲ＋５６９％ １２０ｋｐ／ｄ

２００９ 巴西 Ｐｅｔｒｏｂｒａｓ １０ １０ ＬＩＢＯＲ＋２８％ １５０～２００ｋｐ／ｄ

２００９ 委内瑞拉 ＢＡＮＤＥＳ ４ ３ ＮＡ １０７～１５３ｋｐ／ｄ

２００９ 土库曼斯坦 Ｔｕｒｋｍｅｎｇａｚ ４ ＮＡ ＮＡ ＮＡ

２０１０ 委内瑞拉 ＢＡＮＤＥＳ ２０６ １０ ＬＩＢＯＲ＋０５－２８５％ ２００～３００ｋｐ／ｄ

２０１０ 厄瓜多尔财政部 １ ４ ６００％ ３６ｋｐ／ｄ

２０１１ 土库曼斯坦 Ｔｕｒｋｍｅｎｇａｚ ４１ ＮＡ ＮＡ １０ｂｃｍ

２０１１ 委内瑞拉 ＢＡＮＤＥＳ ４ ＮＡ ＮＡ ＮＡ

２０１１ 厄瓜多尔财政部 ２ ８ ６．９０％ ６７．５８ｋｐ／ｄ

　　ＮＡ＝不适用

包括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资金

ｋｂ／ｄ＝千桶／日
资料来源：Ｄｏｗｎｓ（２０１１ｂ）。

国家开发银行一直在调动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支持跨境能源及天然

资源交易。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曾被引述说，投资于能源和矿产是防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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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贬值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好方法，并可作为防止把中国外汇储备转为低

收益的金融工具的媒介。因此，国开行向俄罗斯和中亚、西亚、非洲和拉丁

美洲这些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提供巨额贷款。２０１０年，中国向拉美国家

提供的３７０亿美元贷款超出同年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进出口银行

为其提供贷款的总额。

一些说法随之而来，说相较于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政府，中国为拉丁美

洲提供的贷款有更多优惠条款、没有附加政策条件和环境要求也没有那么严

格。但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等人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发现，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比

世界银行贷款条款更苛刻。２０１０年，国家开发银行以高于伦敦银行间同业

拆借利率６００个基点的利率给阿根廷提供了１００亿美元的贷款。同年，世界

银行集团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ＩＢＲＤ）发放给阿根廷３０００万美元贷款，利

率息差仅为８５个基点。在２００９年，国开行以 ２８０个基点给巴西提供了 １００

亿美元的贷款。２０００年，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以 ３０～５５个基点的点差为巴西

提供了４３４０万美元贷款。

与此相反，中国进出口银行一般提供比美国进出口银行较低的利率。这

主要是因为中国银行对商业融资和发展援助的成套服务不同于他们的外国同

行。中国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而不是通过国开行提供发展援助。国际复兴开

发银行和其他开发银行以发展援助的官方形式提供优惠利率，而国开行不是

这样。尽管国开行贴上 “开发银行”的标签，但它一般收取借款人的全额融

资成本。出于这个原因，Ｂｒｕｔｉｇａｍ （２００９）把国开行称作 “不提供援助的开

发银行”。因此，国开行的利率较高就不足为奇了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不过，国家开发银行一方面提供基于市场的贷款利率，另一方面又没有

附加政策条件。为了降低贷款风险，国家开发银行确实会要求借款方购买设

备，有时与之签订石油出售协议作为某种附属实物担保。这样，中国可以贷

款给一些信用不那么好的借款者。国开行创始人陈元认为以石油供应支持的

贷款 “有效地将风险降至最低水平”（Ｆｏｒｓｙｔｈｅａｎｄ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１）。这似乎

能够解释为什么国家开发银行能够给委内瑞拉提供２００亿美元的贷款，浮动

利率仅比 Ｌｉｂｏｒ高５０至２８５个基点，远低于主权债务市场上９３５个基点的借

贷成本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到目前为止，这种借贷方式似乎对借贷国

很奏效，它们需要相对低廉的中国投入来开发它们自己的能源、矿产、基础

设施、交通和房地产。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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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换油气交易

利用贷款换取油气的交易来确保长期供应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早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日本就给中国贷款以换取石油。这种类型的交易对中国来

讲并不陌生，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已使用了一段时间。２００４年，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公司借给俄罗斯石油公司 Ｒｏｓｎｅｆｔ６０亿美元以换取 ２０１０年每日 １８

万桶的石油供应 （Ｄｏｗｎｓ２０１１ａ）。但是，这些交易与中国在 ２００９年与俄罗

斯达成的交易相比，相形见绌。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中国和俄罗斯一直在讨

论跨境原油管道问题，但未能达成协议。在大多数其他经济大国经济衰退的

时候，凭借其相对雄厚的资金实力，中国最终于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７日与俄罗斯

达成期待已久的大型贷款换石油交易。根据此长期协议，国开行借给俄罗斯

Ｒｏｓｎｅｆｔ石油公司 （俄罗斯最大的石油生产商）和 Ｔｒａｎｓｎｅｆｔ石油运输公司

（石油管道运营商）２５０亿美元。作为交换，从 ２０１１年到 ２０３０年，俄罗斯

将每年提供中国额外的１５００万吨原油，这意味着中国通过于 ２０１１年 １月 １

日开始商业交付使用的新管道，在 ２０年内每天从俄罗斯进口 ３０万桶原油，

大约相当于中国 ２００９年进口石油量的 ７％。该协议不仅为两个俄罗斯石油

公司提供急需的信贷，同时也有助于俄罗斯锁定客户，减少其对西欧市场的

依赖。另一个引人注意的交易是与巴西国有石油巨头巴西石油公司１００亿美

元的贷款协议，这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最大的一笔交易。这笔贷款是为了帮

助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开发其新发现的近海石油资源，从而使巴西成为世界主

要石油出口国。根据国家开发银行的 １０年期贷款条款，２００９年巴西国家石

油公司向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国石化）每天提供 １５万桶石

油，在随后的 ２０１０年到 ２０１９年 ９年间，上升到每天 ２０万桶 （Ｍａ２００９；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２０１０）。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用贷款换取油气的交易并非没有风险。合同可

能因政权更迭而作废。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可能提供不出承诺的数量。再者，

由于石油本身并不是贷款的附属担保，如果借款方威胁切断石油供应，贷款

方将无法获得额外的石油或石油收入来弥补可能的损失。因此，贷款换油

气交易并不是国有石油企业获得外国供应的首选方法 （Ｊａｃｏｂ２０１０；Ｊｉａｎｇ

ａｎｄＳｉｎｔｏｎ２０１１）。然而，现在优质资产很少出售，即使出售，外国政府已

多次阻止中国国有石油企业购买油田，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可能也无法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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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标。在这些限制下，用贷款换取油气的交易是中国多元化其石油供应

的次 优 选 择 （Ａｒｎｓｏｎ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ｏｗ ２０１１；Ｊｉａｎｇａｎｄ Ｓｉｎｔｏｎ２０１１；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２０１０）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通过贷款换取油气的交易进一步将其能源进口

结构多元化。在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中国国有银行为９个中东以外的不同的

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提供价值 ７７０亿美元的贷款 （ＪｉａｎｇａｎｄＳｉｎｔｏｎ２０１１）。

许多外国观察家明确或含蓄地假定，这些交易为中国国有石油企业提供折

扣。在这个假设下，借款方在预设价格下运送石油到中国以偿还贷款，一旦

石油价格上涨，就会蒙受损失。这是对交易如何进行的误解，也是对事实的

误读。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在价格上不能讨价还价，所有的交易都与市场价

格、而不是石油的数量相关联。俄罗斯，巴西和委内瑞拉都是以石油市场价

格向中国销售石油 （Ｄｏｗｎｓ２０１１ａ；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ＪｉａｎｇａｎｄＳｉｎｔｏｎ

２０１１）。这些以市场为基础的安排将确保石油交付，因为如果市场价格超过

谈判的价格，那么毁约的可能性将是非常大的。长期合同脱离现货市场的其

他商品市场 （如铁矿）的困境反映了这个现实。

然而，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政策性银行的支持，的确

利用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影响的外国公司的机会达成了否则不太可能达成的

交易，并获得长期的油气供应。此外，尽管没有强加的政策条件，这些交易

得到国开行的贷款支持，要求借款方从中国购买产品和雇用劳工，以减轻贷

款风险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２）。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签订的协议规定，１００

亿美元贷款中的３０亿美元必须用来从中国购买石油设备。２０１０年中国为阿

根廷提供１００亿美元的贷款，用来购买中国火车。因此，这其实是一个为中

国的铁路公司在阿根廷投资１０个独立的铁路项目提供的信用额度贷款，贷

款金额有效地留在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贷给委内瑞拉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

２０６亿美元贷款的一半金额以中国人民币计值，从而锁定委内瑞拉购买中国

设备和雇用中国公司 （ＤｅＣｏｒｄｏｂａ２０１１；Ｄｏｗｎｓ２０１１ｂ；Ｈａｌｌ２０１０）。显然，

除了保证石油供给安全，这些交易也为政府的目标服务，既为中国企业创造

新的出 口 市场，同 时 减 少 其 违 约 风 险 和 借 款 方 潜 在 的 滥 用 和 腐 败

（Ｂｒｕｔｉｇａｍ２００９）。这些借款方发现，附加于中国贷款的购买要求不那么令

人反感，因为他们可以廉价使用中国的投入和设备，建立自己的能源、矿

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和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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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有石油企业的份额油

２１世纪初，中国政府实施所谓的 “走出去”政策来帮助国有企业，包

括国有石油企业，实现其发展国际业务的目标。可以说，政府还通过支持中

国国有企业在海外进行油气兼并和收购，把外汇储备从低收益的金融工具

（如美国国库债券）转向收益率较高的资产 （Ｄｏｗｎｓ２０１１ｂ）。实施受中国政

策性银行支持的 “走出去”政策，目前，使得这些国有石油企业在 ２０个国

家拥有权益。截至２０１０年一季度，国有石油企业的海外石油权益产量达到

１３６万桶／日，是 ２００９年中国净进口量的近三分之一 （ＪｉａｎｇａｎｄＳｉｎｔｏｎ

２０１１）。

石油作为国际贸易商品，中国努力扩大石油的全球搜索和生产都不断面

临一个问题，即由于中国国有石油企业报价过高并在海外投资亏损，这个策

略是否优于简单地在开放的市场购买石油。

中国石油企业历来以更高的价格购买股权 （Ｂａｌｆｏｕｒ２００２），原因是为了

确保能源资源，中国一向把比竞争对手支付更高的价格看作国家安全问题，

而不是纯粹的商业决定 （Ｂｒａｄｓｈｅｒ２００５）。中国公司和其竞争对手之间的竞

购战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石油公司出价要远远高于竞争对手出价的趋势。在金

融危机之前，中国比印度出价至少高 １０％。２００６年 １月，中国海洋石油总

公司在尼日利亚以２２７亿美金的竞购获得 Ａｋｐｏ海上石油和天然气田 ４５％

的股权，高出其竞争对手印度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ＯＮＧＣ）２０亿美元的

出价，后者因印度内阁担心所涉及的风险而退出竞标 （Ａｉｙａｒ２００６；Ｍａｓａｋｉ

２００６）。２００５年８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支付 ４１８亿美元收购加拿

大石油公司的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外资并购 （Ｂｒａｄｓｈｅｒ

２００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本出价 ３６亿美元。由于印度竞购方

（ＯＮＧＣ－Ｍｉｔｔａｌ）出价 ３８亿美元，为确保交易，中石油上调其报价为 ４１８

亿美元 （Ｂａｓｕ２００５）。

金融危机加上全球石油需求减少使石油产业成为买方市场，虽然这只是

暂时的。那么，中国石油企业是不是能得到比金融危机前更好的并购交易

呢？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４日，中石化斥资 ８２７亿加元 （７２２亿美元）收购国际

油气勘探公司阿达克斯石油公司 （Ａｄｄａｘ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最

大的收购。通过收购，中石化能够获得阿达克斯在西非沿海地区和伊拉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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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油田资产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０ｂ）。当时，韩国国家石油公司出价 ６９亿美元收

购阿达克斯 （ＴｈｅＣｈｏｓｕｎＩＩｂｏ２００９），中石化出价 ７２亿美元赢得了这笔交

易。中石化的出价仅比竞争对手高４６％，远低于信贷危机前的 １０％。但从

不同的角度看，结论会不一样。中石化的出价相当于探明储量 ３４美元／桶，

探明和可能储量１４美元／桶。２００９年的交易价格与 ２００７年的平均原油价格

类似。２００７年，非洲平均交易价格为探明储量 １４４美元／桶，探明和可能

储量９９美元／桶。以探明储量价格计算，２００７年这笔交易价值 ３１亿美元。

也就是说，７２亿美元的成交价意味着溢价 １３５％ （Ｘｕ２００９）。２００８年 １２

月，中石化支付２１亿加元收购坦噶尼喀石油公司，一家在叙利亚拥有油田

的加拿大公司。其９５％股权的收购标志着中国公司第一次拥有前北美所属

油气公司的几乎完全的所有权。开始洽谈这笔 ２１亿加元的交易时，石油价

格为每桶９０美元。同年 １２月，当价格下跌至每桶 ４０美元时，定价被普遍

认为过高。该公司仍然坚持购买 （Ｖａｉｄｙａｎａｔｈａｎ２０１２）。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 ８日，

中石化以２２亿加元的现金购买加拿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日光能源。根据

交易条款，中石化每股付 １００８加元。这比日光最后交易日收盘价 ４５９加

元的两倍还多，并超过其６０日加权平均交易价格的 ４３９％。中国最大的炼

油企业完全收购日光能源付出了比其股价高出很多的溢价 （ＤｅＬａＭｅｒｃｅｄ

２０１１）。

不过，出价高并不意味着就能在政治色彩强烈的能源产业赢得交易。

２００５年，中海油出价１８５亿美元竞购优尼科公司 （Ｕｎｏｃａｌ），虽然雪佛龙报

价１６４亿美元低于中海油，但最终却凭借其他因素成交。报价高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中国国有企业需要克服近年来阻碍其海外收购的政治阻力。尽管如

此，中国国有石油企业不再像以前那样愿意为了资产而出高价，原因有二，

首先，中国国有石油企业提升了国际石油公司主导的技术和项目管理的学习

曲线，在国际上变得越来越有能力应对各种复杂情况。其次，他们一直在通

过检查其投标的财务回报来紧缩溢价。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已开始使用可以

使其投标价格更准确的财务指标系统，现在连中石油和中石化这些更大的国

有石油公司也开始效仿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做法 （Ｖａｉｄｙａｎａｔｈａｎ２０１２）。

国际能源署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表明近期的收购有意支付高价

（ＪｉａｎｇａｎｄＳｉｎｔｏｎ２０１１）。但是，这仍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还存在着分

歧。一些美国分析家，例如 Ｈｅｒｂｅｒｇ（２０１２）等，认为中国国有石油企业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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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支付大量的溢价以收购海外资产。保守的传统基金会 ＤｅｒｅｋＳｉｓｓｏｒｓ也

被引述说，中国公司通常比其他公司多支付 ２０％至 ３０％溢价以确保获取资

产 （Ｖａｉｄｙａｎａｔｈａｎ２０１２）。溢价通常被看做必要的支出，它既可以让股东满

意，又可以平息因某些圈子抵制中国的情绪带来的政治问题。说到底，长期

来看，资产是否值得支出溢价，取决于油气资产的价值是否会上涨以及上涨

的幅度。

另一个问题是与海外投资造成巨额损失有关。中国石油大学的一份研究

表明，截至２０１０年底，中国石油 “三巨头”投资了 １４４个总价值达 ７００亿

美元的海外项目，但三分之二的项目面临亏损 （ＦｕａｎｄＬｉｎ２０１２；Ｏｘｆｏｒ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２０１１）。由于这些国有企业可以在国内获得资本来弥补海外亏损，

因此产生了这些国有企业对国家资金使用不负责任的看法。

有些人认为，如果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在海外的石油产量能够帮助提升中

国的能源安全，那经济考量可以退为其次。但问题是，国有石油企业的权益

石油份额是否能提升中国的能源安全呢？

如上所述，把国有石油企业的权益份额油运回中国同样面临美国主导的

石油封锁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出现的话，尽管我怀疑这种封锁的有效性。

其次，与国有石油企业权益油的产量以及其获得石油资产和积累海外权

益油投资的速度相比，中国进口石油的速度要快得多。因此，权益油战略根

本不足以作为重要的能源安全战略 （Ｈｅｒｂｅｒｇ２０１２）。

第三，国有石油企业愿意出高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有保证中国能源

安全的责任，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国有石油企业必须将他们的权益石油送

回中国。相反，国有石油企业明显倾向于让市场决定是送回中国还是跟其他

国际石油公司一样，在地区或国际市场上卖个好价钱 （ＪｉａｎｇａｎｄＳｉｎｔｏｎ

２０１１；Ｋｅｎｎｅｄｙ２０１１）。在２００９年哈萨克斯坦 －中国石油管道建成之前，中

国从哈萨克斯坦的阿克纠宾 （Ａｋｔｏｂｅ）油田获得的权益油要通过管道运到阿

特劳，然后再到国际市场上销售。即使新管道运营以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公司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权益油仍然不运回中国。中石油国际公司—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海外勘探和生产子公司，决定将其生产的石油卖给中国

联合石油总公司是否有利可图。作为中石油的贸易公司，它也负责评估在管

道开始点附近当地 （阿塔苏，在２００９年之前）购买原油是否比中石油的勘

探和生产子公司在阿克纠宾购买原油并运输它到阿塔苏更为经济 （Ｊｉａｎｇａｎｄ

１２３



中国经济再平衡与可持续增长

Ｓｉｎｔｏｎ２０１１）。中国在委内瑞拉的权益油也没有被运回中国。这主要是因为

长途运送太昂贵，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在中石油与委内瑞拉国有石油企业

ＰＤＶＳＡ在广东省揭阳市合作建立炼油厂处理重质原油之前，中国现有的炼

油厂还不具备处理从委内瑞拉进口的重质原油的能力 （ＪｉａｎｇａｎｄＳｉｎｔｏｎ

２０１１）。

第四，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在发生供应危机时，国有石油企业生产的

石油会给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低的价格或更多的数量。这些国有石油企业并未

表现出当油价高时为中国客户提供折扣的倾向 （Ｋｅｎｎｅｄｙ２０１１）。事实上，

在２００８年之前，当原油价格上涨时，国有石油企业通过减少对中国市场油

品的供应，导致加油站油品供应普遍短缺，因为政府对成品油价格的控制不

允许他们将原油成本的上升转嫁给成品油消费者 （Ｄｏｗｎｓ２０１０）。

同时，中国对海外油田的投资帮助油田开采出更多石油，并提高了世界

市场中石油的总的供应量，但这并不仅仅对中国消费者有利，其他国家的消

费者同样也从中受益。考虑到以上几点，中国对海外油田的投资提高了世界

市场的石油总供应量，因此，中国国有石油企业获取海外油气权益对美国或

西方能源安全并不是一个威胁，但也并不能提高中国的能源安全，因为国有

石油企业并不一定将权益油运回中国 （Ｈｅｒｂｅｒｇ２０１２；ＪｉａｎｇａｎｄＳｉｎｔｏｎ２０１１；

Ｋｅｎｎｅｄｙ２０１１）。

结　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但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

国。中国一直并会继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内能源资源以推动其经济发展。

这使得中国不同于许多其他大型经济体。在需求和供应方面，中国都扮演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些持 “中国能源威胁论”指责中国的石油需求和进口

推高油价的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一基本事实。

这不是要否认中国越来越依赖进口石油这一事实。事实上，这一点，再

加上严重依赖马六甲海峡把进口石油运送到中国，对中国提出了无与伦比的

安全挑战。鉴于马六甲海峡对中国的重要战略意义以及中国对这条航道有限

的影响力，中国已经在能源需求和供应两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以应对马

六甲困局，提高其能源安全。中国在需求方面的应对规划较好，也合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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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应方面就不好恭维了。一些措施，例如，建立自己的战略石油储备是很

好的，但其他措施，如走出去的政策和夸大石油供应中断的可能性，就有待

商榷。它们可能会被认为是误导和没有根据的。

不用说，国有石油企业的扩张对企业本身是积极的发展。如果国有石油

公司的交易能提高中国的能源安全，那么允许其把寻求赢利作为第二优先来

考虑是合理的。但是，如果第一个条件没有满足，那么整个战略则值得商

榷，因为许多国有石油公司的交易并没有合理的经济理由。

中国咄咄逼人的全球扩张以获取资源往往被视为一种威胁。这是对事

实的曲解，因为中国石油企业确保海外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努力不会威胁

到美国或西方的能源安全。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在国外生产的大部分石油在

国际市场上出售，不仅有益于中国消费者，也有益于全球其他消费者。但

是，这种威胁可能导致中国国有石油企业支付更高的成交价格，并推高世

界资源价格。以能源安全的名义，采取一种咄咄逼人并保持不必要高调的

策略，中国国有石油企业使中国在世界敏感地区的外交关系更为复杂，他

们可以劫持中国政府的走出去的政策，以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为代价增加

自己的利润。

在中国能源安全的讨论中，有过高估计石油中断可能性和对能源贸易稳

定持悲观看法的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全球石油市场的不信

任。而证据表明，以市场为基础的能源合同是持久的，并且超越意识形态的

差异、战争和出于政治动机的行为。有证据表明，在商业合同下前苏联天然

气出口到西欧几乎不受阻碍，即使在冷战时期也是如此。但是，如果不遵循

市场规律，兄弟之间也会有冲突。２００５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天然气纠

纷就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尽管事实上，后者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他们之

间关系仍非常密切。因为在出售给乌克兰的天然气支付方面产生了分歧，俄

罗斯试图停止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当时，俄罗斯供应乌克兰的天然气每

１０００立方米５０美元，而其天然气出口到西欧的价格近其 ５倍 （Ｍａｏ２００６）。

很显然，这起纠纷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原因，因为此天然气供应没有建立在商

业合同之上，而是一个政治交易。因此，一方因另一方政治条件不断变化而

不遵守交易就不足为奇了。在这一纠纷中，俄罗斯认为乌克兰存在自治和政

治独立的显著倾向。

此外，以石油输出口国组织 （ＯＰＥＣ）为首的石油禁运是最不可能重现

３２３



中国经济再平衡与可持续增长

的。首先是 ＯＰＥＣ自身的缘故。即使禁运，也不会像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那样

损害严重，因为主要的能源消耗经济体已不再像当时那样能源密集，主要

能源供应已多元化，并建立了紧急石油储备，以应对任何可能的供应中

断。其次，利用资源作为政治武器在国际上广受谴责。俄罗斯因在对前苏

联加盟共和国供应天然气价格方面持续的差别待遇已经受到严厉谴责。俄

罗斯以低廉的价格向那些政治上靠近俄罗斯的共和国提供天然气，高价给

那些政治上接近西方的共和国。尽管中国否认禁运的威胁，２０１０年 ９月，

日本在钓鱼岛逮捕中国渔船船长之后，中国因所谓的禁运稀土出口到日本

受到严厉批评。

中国和西方国家都需要去政治化地看待中国在全球寻求能源权益的问

题。西方政治家要知道，他们把中国获取海外能源供应描绘成 “威胁”的

言论，只会加剧中国对获取发展所需石油可能受阻的恐惧。中国也需要重新

认识其在国际石油市场中的位置，并意识到咄咄逼人地开展海外油田和石油

权益的收购对加强其能源安全并无益处。和其他石油进口国一样，中国能源

安全越来越深度地取决于国际石油市场的稳定以及有可靠和不断增加的石油

供应给这个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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