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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实习记者 董梓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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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球球乙乙醇醇燃燃料料市市场场
葡萄牙与荷兰
签署绿氢合作协议

本 报 讯 据行业媒体 PV-Tech 报
道， 葡萄牙与荷兰近日签署了一项新
的谅解备忘录，结合两国的 2030 年国
家氢能计划， 将利用可再生能源生产
的氢气从葡萄牙锡尼什港运输到荷兰
的鹿特丹港。

两国政府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利
用可再生能源生产的氢气， 即绿色氢
气，将在欧洲实现脱碳目标的过程中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因此，两国将加
强合作，进一步推动开发绿色氢气。

据了解，今年 8 月，葡萄牙公布了
其国家氢能战略。 根据这一战略，葡萄
牙将在 2030 年前投资 70 亿欧元用于
开发氢能， 包括打造锡尼什氢气厂、建
立一个专注于氢能技术的国家实验室。
目前， 葡萄牙已经收到 74 份来自各方
的意向书，希望参与绿氢项目开发。

葡萄牙环境与气候行动部部长 Joo
Pedro Matos Fernandes 表示：“发展氢能是
葡萄牙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战略的一部分。
葡萄牙具备低成本制氢的优势，并且准备
分配 70%的现有管道用于输送氢气。 ”

另据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一份报
告，荷兰目前在全球开发低碳氢能领域也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较远距
离运输氢气仍面临高昂成本的挑战 。
据悉， 目前德国和澳大利亚正在就氢
气运输的经济性和技术要求展开进一
步研究。 （仲蕊）

乌克兰可再生能源
发电占比持续提升

本 报 讯 据乌克兰经济真理网近
日报道 ，根据乌官方数据 ，该国可再
生能源发电的占比正在不断增长。

乌克兰能源部网站公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前 8 个月，乌克兰可再生能源
发电占比从去年同期的 8.9%上升至
13.3%。 其中，8 月当月，乌克兰光伏、风
电占比为 10.7%， 较去年同期增加 5.5
个百分点； 水电和抽水蓄能电站发电
占比为 5.9%，同比去年增长 1.7%。 另
有核电占比为 52.1%， 相较去年同期
也增长了 2.2%。 （陈商）

资讯

前前景景堪堪忧忧

尽管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好转，全球
多国开始逐步放宽封锁措施， 但乙醇产
业似乎并没有从中尝到甜头。 多家行业
分析机构日前预测称， 今年全球乙醇燃
料市场仍无法摆脱需求低迷的困境，其
产量也将告别数年来的稳步增长， 骤然
下降至 2013 年的水平， 年产量蒸发超过
200 亿升。 雪上加霜的是，多国又延迟推
行新的乙醇汽油政策， 全球乙醇需求短
期内很难迅速提升。 业界预计，直至 2022
年， 全球乙醇年产量可能也无法恢复至
2019 年的水平。

产量下滑超 1/5

根据行业资讯机构标普全球普氏发
布的最新报告，近年来，全球乙醇产量一
直维持小幅增长的状态。 2018、2019 年，全
球乙醇年产量分别为 1080 亿升和 1130
亿升。 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预
计今年全球乙醇年产量将锐减 1/5 至 900
亿升。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有所缓解，
但目前欧洲、北美等国家和地区还无暇顾
及乙醇汽油市场的情况。 ”美国谷物理事
会全球乙醇市场发展主管 Brian Healy 表

示，“以美国为例，目前，大约一半以上的
乙醇生产商还处于停产或产能不足的状
态。 美国乙醇周产量正在以 49%的速度下
降，同时库存却以 16%的速度上升，这不
仅影响了美国乙醇生产商的产能恢复计
划，还阻碍了新增产能的上马。 ”

不管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全球乙
醇市场现状都不乐观。 Brian Healy 指出，
乙醇是一个依赖全球贸易发展的产业，而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欧洲、北美、南美等
国家和地区施行的防疫封锁措施导致大
量需求“突然消失”。 “预计今年全年，全球
乙醇汽油的需求都将处于低迷状态，贸易
量也将严重下滑。 ”

多国削减政策支持力度

Brian Healy 同时表示，虽然新冠肺炎
疫情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乙醇产业
的发展进程，但实际上，多国政府止步不
前的支持政策才是令全球乙醇市场低迷
态势加重的主要原因。

作为可再生能源， 乙醇燃烧完全、效
率高和无污染的特点曾为全球多国所认
可。 然而，由于乙醇行业尚未真正实现商
业化和规模化发展， 其需求受各国政府

政策影响较大。 为了促进乙醇产业的发
展， 不少国家的政府选择了采用强制性
法规推动乙醇市场发展。 比如巴西就要
求在汽油中添加乙醇的比例应超过 20%。

在标普全球普氏看来，政府在促进全
球乙醇需求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截至目
前， 已有超过 65 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支
持乙醇汽油发展的政策。 在过去两年中，
有 13 个国家和地区明确表示将大幅提升
现有乙醇汽油配比，但现实是，这些计划
陆续被推迟，施行之日遥遥无期。

以加拿大为例， 根据该国的计划，要
在 2025 年之前将汽油中乙醇的添加比例
提高至 15%， 该计划原本于 2021 年春开
始实施，但目前已被推迟至 2021 年秋。 无
独有偶，菲律宾也计划推迟原定的乙醇汽
油政策执行日期，原本今年该国将开始实
施比例为 20%的乙醇汽油的销售政策，但
现在，菲律宾政府正考虑将 20%的比例下
调至 15%，或者干脆直接延后 20%比例政
策的实施。 此外，越南、玻利维亚等国也有
推迟原有计划的打算。

Brian Healy 不无担忧地表示：“乙醇
产业复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多国政策的
拖延对未来市场需求的增长有很大影响。
从目前的政策走向来看，全球乙醇产业的
发展前景还是未知数。 ”

短期内企业压力激增

Brian Healy 预计， 在上述背景下，全
球乙醇市场复苏或将需要数年时间。 “到

2022 年， 全球乙醇产量有望恢复至 1100
亿升左右，但相较此前的水平还有一定的
差距。 ”

而对于乙醇生产商来说，今年乃至未
来 2—3 年的日子并不好过。 巴西一玉米
乙醇生产企业负责人表示，在巴西，玉米
乙醇的生产还是一个新兴产业，预计今年
巴西玉米乙醇的销售量将较 2019 年锐减
30%，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收益。

“日常生产和销售的压力已经加大，
同时还要顾及税收等支出，有些公司已经
站在破产的边缘。 ”该负责人表示。

Brian Healy 还预估了短期内乙醇厂
家面临的防疫压力，认为在相当长一段时
间内，仍需要保持防疫措施，这将影响加
工工厂的日常作业和市场需求的恢复，进
而影响乙醇产能的回升。 此外，原材料的
供需变化、产业链上下游的变动，以及乙
醇产业内部的整合都会对相关公司产生
一定的影响。

据多家外媒报道， 为缓解生存压力，
部分乙醇制造商已经开始把目光转向工
业乙醇市场， 或者改为生产洗手液等产
品。 比如，近几个月，印度、韩国、墨西哥、
尼日利亚等国的工业乙醇进口量都稍有
提升。 但有业内人士认为，工业乙醇业务
带来的利润杯水车薪， 不足以提振整个
乙醇产业。

不过，Brian Healy 同时强调， 虽然短
期内，全球乙醇市场增长空间有限，但长
期来看，乙醇产业仍有发展潜力，8—10 年
内其市场有望增长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