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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国国拼拼命命挥挥棒棒难难阻阻““北北溪溪 22 号号””通通气气
■■本报记者 王林

资讯

据路透社报道，今年上半年，巴西出口
至亚洲的原油总量快速上涨，6 月已创下
历史新高。

据路透社汇编的数据，今年 6 月，巴西
出口至亚洲原油量达到 162 万桶/日，较
2019 年同期翻两倍有余。 而今年 4 月，巴
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出口至亚洲国
家的原油总量达到 100 万桶/日， 较 2019
年同期上涨幅度更是达到 145%。

市场研究机构 Refinitiv Eikon 发布的
数据则显示，今年上半年，亚洲国家进口巴
西原油总量平均达到 107 万桶/日，同比上
涨幅度达到 30%。

路透社援引一位
分析师的话称，今年上
半年，在亚洲国家经济
重启之际，Petrobras 为
亚洲炼油厂商提供了

大量具有竞争力的原油交
易方案， 进而逐步获得了

亚洲市场份额。
值得注意的是 ， 当前

“OPEC+”产油国正处于扩大
减产时期， 减产规模达到 970 万
桶/日。 与此同时，巴西原油资源主
要来自于海上盐下油田，其原油品

类硫含量相对较低。 自今年初以来全球范
围内“限硫令”生效，亚洲炼油厂商对于低
硫原油的需求“恰好”为巴西带来了利好。
同时，由于今年 3、4 月期间，全球油价出现
大幅下跌， 部分亚洲国家看准这一市场机
会，也快速购入了大量巴西原油。

数据显示，包括 Petrobras、壳牌、道达
尔等国际原油巨头在内， 今年上半年巴西
原油产量总计达到 297 万桶/日。即使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低油价影响，仍较 2019
年 260 万桶/日的产量仍有一定程度的上
涨。 巴西已经一跃成为拉美地区最大的原
油生产国。

路透社认为， 巴西此轮出口增长预计
将“抢走”拉丁美洲等多个产油国的亚洲市
场份额。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墨西哥出
口至亚洲原油总量同比下降 9.5%，而受到
美国经济制裁的委内瑞拉出口至亚洲的原
油总量则同比锐减 35%。同时，根据非洲多
个产油国发布的数据， 巴西也取代了部分
西非国家在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市场份额。

对于蓬勃发展的亚洲原油市场 ，
Petrobras 公开表示：“针对亚洲原油市场，
我们规划有良好的公司战略 。 即使
‘OPEC+’恢复原油产量，相信对公司的
出口市场份额也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该
公司一再强调，对巴西生产的原油质量十
分具有信心，品质保证将能够有利于扩大
该公司在亚洲的市场份额，也将帮助该公
司打开全球原油供应市场。

市场研究机构伍德麦肯兹拉丁美洲上
游油气领域主管 Marcelo de Assis 表示：
“巴西作为非 OPEC 成员国， 在本土油气
生产项目逐步上马之际， 并没有任何必要
同步进行减产。对于巴西来说，争夺市场份
额将十分必要。 ”

路透社撰文称，随着巴西海上油田开发
步入正轨，这一上涨趋势反映出新兴产油国
巴西在全球原油市场中影响力逐步扩大。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数据，未
来五年内，巴西将成为全球除 OPEC 成员
国外，原油供应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根
据巴西国家石油协会制定的行业目标，到
2030 年，巴西计划在目前基础上实现原油
产量翻倍。

路透社分析指出， 产于巴西的 Lula 原
油较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生产的原油相对
较轻， 价格与全球基准原油布伦特原油
挂钩。 随着市场份额的逐步扩大，Lula 原
油很可能会取代委内瑞拉的 Merey 原油
以及墨西哥的 Maya 原油，成为拉丁美洲
产油国在亚洲原油市场的旗舰产品。

不过，有业内人士预测认为，尽管市场
情形一片大好， 但随着巴西本国经济逐步
复苏，今年下半年，巴西原油出口量将不会
延续这一迅猛上涨趋势。

Petrobras 的 首 席 执 行 官 Roberto
Castello Branco 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
示 ， 由于巴西本国原油需求已逐步回
升，该公司将不会再度大幅扩大出口原
油。 Marcelo de Assis 也认为 ，从目前情
况来看 ， 亚洲国家将暂停增加原油库
存， 而巴西的燃料需求将有所恢复，巴
西原油出口量快速上涨的趋势预计将
有所减缓。

本报讯 日前， 行业咨询机构 Carbon
Trust 发布最新研究报告称，未来 10 年，浮
式海上风电产业发展将提速。 预计到 2030
年， 全球浮式海上风电新增装机规模将达
10.7 吉瓦， 累计装机规模将近 20 吉瓦；到
2040 年，全球浮式海上风电累计装机规模
将突破 70 吉瓦。

据了解，浮式海上风电产业起步较晚，
目前发展规模较小。 2017 年，全球首个商
业级浮式海上风电场———Hywind 苏格兰
发电场项目并网投运，总装机规模仅为 30
兆瓦。 据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统计，
截至 2019 年底，全球浮式海上风电累计装
机规模只有 65.7 兆瓦。

虽然浮式海上风电仍处于成长期，但
其优势不可小觑。 Carbon Trust 认为，相比
浅水区，深水区风力资源更为丰富，不仅可
以产生更多电力， 还可以减少对风电机组
基础平台的投入，同时不影响浅水区渔业、
养殖业及其他相关产业的运营。

近年来， 不少国家和地区十分看好

浮式海上风电产业的发展前景， 英国便
是 其 中 代 表 。 苏 格 兰 能 源 部 长 Paul
Wheelhouse 表示：“我确信， 浮式海上风
电产业将助力我们的经济在经历新冠肺
炎疫情后实现复苏。长期来看，浮式海上
风电产业也将在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
展中发挥关键作用， 是帮助我们实现净
零排放的驱动力。 ”

与此同时，企业也积极参与浮式海上
风电项目开发 。 今年 6 月 ， 丹麦企业
Copenhagen Offshore Partners 宣布， 将在
意大利开发总容量为 250 兆瓦的浮式海
上风电项目。 同月，英国海上可再生能源
推进中心（ORE Catapult）称，将联合道达
尔、壳牌等多家能源巨头共同进军浮式海
上风电市场。 7 月，挪威国家能源公司 E鄄
quinor 表示， 看好韩国浮式海上风电市
场，并将对其特定海域进行可行性研究。

在 Carbon Trust 看来，未来，随着越
来越多浮式海上风电项目的落地，该产业
将驶上发展快车道。 但目前来看，由于产

业还未实现规模化， 其成本还维持在高
位，仍需要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

“技术方面 ，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海
上风电机组的能效，研究下一代风电大
机 组 技 术 。 ”Carbon Trust 高 管 Dan
Kyle Spearman 说，“此外，目前海上风电
项目所用电缆不能满足浮式海上风电

项目的传输要求，市场也正在抓紧对新
型 电 缆 的 开 发 。 而 在 资 金 方 面 ， 如
Copenhagen Infrastructure Partners 等基金
或投资机构已经开始参与相关项目的
融资。 在各方的努力下，海上浮式海上
风电项目成本将持续下降，其商业化进
程也将逐步加快。 ” （董梓童）

行业咨询机构发布报告：

浮式海上风电 10年内将爆发式增长

俄罗斯推进汽车
天然气化改造

本报讯 据《俄罗斯报》近日报道，俄
罗斯能源部副部长伊纽岑表示，该国正
在加快推进汽车天然气化改造工程，一
些城市已经率先推出相应税收、停车优
惠政策。

伊纽岑表示，对汽车进行天然气化
改造所需条件均已具备。 俄罗斯的目标
并非改造所有车辆，主要针对那些使用
频率高的车辆机械，比如，常用农机、果
蔬运输车辆，但季节性使用的联合收割
机、拖拉机成本回收期长，天然气化改
造并不合算。

据伊纽岑介绍，俄罗斯联邦政府此
前制定的首批汽车天然气化改造地区
清单，至包括 27 个地区，未入选地区纷
纷致信表达参加该项目的愿望，俄能源
部已提议将项目推广至全国。 据了解，
在该项目下，俄联邦政府承担 2/3 的改
造费用，俄气承担 30%，各地方只需支
付约 5%的改造费用。 （陈商）

德国今年煤炭
进口或大幅下滑

本报讯 据德国煤炭进口协会最新
发布的预测，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引发
的电力需求下滑、 天然气电成本持续
下降，以及欧盟碳价上涨等多方面因素
汇集，预计今年德国煤炭进口量同比将
锐减 40%。

德国煤炭进口协会总 监 Franz
Josef Wodopia 表示：“我们预测认为，
今年德国动力煤进口量将在 1750
万—2250 万吨的范围内。 ”

数据显示，2016 年， 德国动力煤进
口量一度达到 4300 万吨。 而近几年来，
德国进口煤炭总量持续出现下降。 今年
6 月，德国议会宣布，批准有关退出煤电
的法律，并计划于今年 9 月完成第一批
淘汰煤电补偿拍卖活动，总计涉及到的
煤电规模达到 4 吉瓦。

根据德国电力机构 BDEW 发布
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德国煤炭发电
量仅占德国电力供给的 6.4%， 较去
年同期的 9.9%出现一定下滑。 同时，
天然气发电占比从 2019 年的 14%上
涨至 16%。 另外 ，今年上半年 ，可再
生能源发电占德国电力供给的比例
已经达到 50%左右，褐煤发电以及核
电占比总计约为 27%。

对此， 德国煤炭进口协会呼吁，对
于现代化的硬煤电厂，在逐步淘汰煤炭
进行补偿拍卖时，相关方面应采取“无
偏见的评估方式”。 （李丽旻）

新加坡推出
绿色电力交易平台

本报讯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该国圣诺哥能源公司日前与合作伙伴
推出本地首个可再生能源对等交易平
台试点项目 SolarShare， 让家庭及商业
电力用户能直接进行绿色电力交易。

据了解，该平台由新加坡创业公司
Electrify 负责研发， 鼓励已安装太阳能
发电装置的用户可以将多余电力转售
给其他用户。 平台会实时跟进电力市场
供需及报价， 每隔半小时便会更新，让
消费者能货比三家，依据自身能源需求
来选择太阳能供应商，并以更合意价格
来购买绿色电力。

这项试点项目获得法国能源集团
ENGIE 旗下创业部门 ENGIE Factory
的资助，目前仅限 100 名新旧用户参
与，以测试平台的商业潜能，最终目
标是拓展至本地所有家庭与商业电
力用户。

圣诺哥能源公司零售部副总裁张
志伟表示：“对等能源交易的概念极具
创新，在全球仍处于初步应用阶段。 为
确保电力供应不受干扰，公司会继续满
足用户非白天时段的能源需求，至于透
过平台购买绿色电力的用户在月底则
会收到综合电费账单。 ”

ENGIE Factory 执行总监瓦奎特指
出， 新加坡目前仅有超过 1200 户住宅
安装了屋顶太阳能发电装置，市场潜力
有望达到 6.5 万户， 希望借助这个试点
项目推动更多新加坡人采用可再生能
源以减少碳足迹。 （陈商）

乌兹别克斯坦上半年
天然气产量下降近两成

本报讯 据路透社报道，乌兹别克斯
坦国家统计委员会日前发布数据称，今
年 1—6 月， 该国天然气产量为 251.45
亿立方米，相比去年同期下降 17.1%。

据了解， 天然气是乌兹别克斯坦
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 今年以来，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市场需求锐减，
导致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出口也随
之减少。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统计委员会
表示，今年以来，俄罗斯对该国天然
气的需求下降明显，受此影响 ，该国
天然气生产疲软 ， 甚至带动工业产
值下降了 1 .9%。 （穆紫 ）

7 月 17 日 ，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向
“北溪 2 号 ”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参与方
发出最后通牒 ：如果继续参与其中 ，将
受到来自美国为他们 “量身定制 ”的制
裁 。 这一霸道行径随即遭到了国际舆
论的强烈批评。

制裁范围全面扩大

事实上 ，美国向 “北溪 2 号 ”天然
气管道项目发难已经不是第一次 。 去
年末 ，参与 “北溪 2 号 ”波罗的海海底
铺 设 天 然 气 管 道 的 专 业 公 司 瑞 士
Allseas，以 “规避美制裁 ”为由 ，暂停了
最后一段管道的铺设工作 ， “北 溪 2
号”的建设工作随即停滞。

蓬佩奥建议美国国务院， 将 “北溪 2
号”和另一条天然气管道项目“土耳其溪”
均纳入制裁范围。“这是对协助俄罗斯项目
并参与其中的公司的明确警告， 即参与其
中不可接受。”蓬佩奥称，“这些项目破坏了
通过乌克兰的天然气运输， 对跨大西洋安
全构成了威胁。 ”

业界普遍认为 ，美国阻碍 “北溪 2
号”是出于政治和商业两方面目的。 一
方面借助 “北溪 2 号 ”压制俄罗斯 ；另
一方面，以此“警示”欧洲。 同时，还要
借助乌克兰阻碍俄欧关系进一步拉
近 ， 为本土页岩气占据欧洲市场奠定
基础。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
研究所分析指出， 对欧盟而言，“北溪 2
号” 是其实现天然气进口多元化的一个
途径， 而美国只是希望本国天然气成为
欧洲的“唯一”，利益意图十分明显。

德国呼吁采取反制措施

美方的举措再次激怒了德国， 该国
指责这是“敲诈勒索”，并呼吁欧盟采取
反制裁措施。俄罗斯《消息报》报道称，德
国商业委员会指出， 美国正在践踏自由
和公平的交易， 因此欧委会必须抵制对
主权的攻击，甚至可以采取反制裁措施。

“我们明确反对域外制裁，欧洲的能
源政策应由欧洲制定，而不是美国。 ”德
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公开表示，“美国
发起制裁， 是无视欧洲对能源来源和获
得方式的自主决定权。 ”去年初，美国曾
暗示将通过制裁手段迫使德国退出 “北

溪 2 号”， 海科·马斯就曾斥责美国 “多
事”，警告其不要对欧洲能源事务“指手
画脚”。

德国方面强调， 华盛顿之所以强烈反
对“北溪 2 号”，是因为美国希望将本土产
量暴增的天然气销往欧洲， 但考虑到运输
成本高昂， 美国将天然气液化后船运至欧
洲的费用， 根本无法和俄罗斯的管道天然
气相抗衡。

通气只是时间问题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处发布声明称，
美扩大对“北溪 2 号”制裁是一种不正当
的竞争，是在迫使欧洲国家购买更昂贵的

天然气。 俄媒指出，不管是俄罗斯还是德
国，都不会惧怕美国的“霸权主义”，尽管
“北溪 2 号”施工期会延长，但走向投产并
顺利“通气”只是时间问题。

据了解，截至目前，“北溪 2 号”的建
设工作已完成 94%，俄罗斯希望在今年底
或明年初重启施工。

事实上，“北溪 2 号” 是欧洲天然气
供应的重要保障之一。 该管道项目设计
长度约 1200 公里，旨在穿越波罗的海将
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 Ust Luga 地区和
德国东北部的格莱夫斯瓦尔德连接起
来， 每年可向欧盟提供 550 亿立方米天
然气。 虽然其大部分路段沿用 2011 年投
入使用的“北溪 1 号”的走向，但“北溪 1
号”是通过乌克兰过境，不仅每年需要额
外支付 20 亿多美元的过境费，还要经常
面临地缘政治风波带来的“断供”风险。

俄罗斯能源巨头俄气作为 “北溪 2
号”的独家持股者 ，负责实施这一耗资
95 亿欧元的项目，并承担一半的费用，
其它费用由法国 Engie、 奥地利石油天
然气集团 、 壳牌 、 德国 Uniper 和德国
Wintershall 这 5 家欧洲公司共同承担 。
虽然俄罗斯和欧盟曾就该项目产生过
争执，但双方秉持着“不破坏、不威胁并
维护欧洲能源权益 ”的理念 ，同意从透
明度、共享使用规则等多个方面督管这
条管道。

美国 《外交政策 》杂志撰文称 ，美 、
俄、欧围绕“北溪 2 号”展开的“博弈”将
持续下去。 对“购气”大户欧洲而言，与
俄罗斯的买卖持续多年，且管道进口天
然气占据地利和成本两大优势，美船运
LNG 并不具备竞争力。

全全球球““限限硫硫令令””给给巴巴西西原原油油出出口口带带来来利利好好
■■本报记者 李丽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