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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油气改革呼之欲出
■本报记者 李丽旻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王王林林

欧亚经济联盟加快
建立统一油品市场

本报讯 据国际文传电讯报道，
白俄罗斯副总理彼得·里申科日前
表示，欧亚经济联盟将于 2021 年内
制定完成 《关于建立统一石油和成
品油市场的协定》，同时，《关于建立
欧亚经济联盟统一石油和成品油市
场的协定》及《关于石油和成品油运
输服务统一法规的协定》 尚在讨论
当中，计划于 2021 年完成签署前的
准备工作。

据了解， 欧亚经济联盟是由俄
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 亚美尼亚五国组成的国
际组织， 旨在加深这五国间的经济
和政治合作。

根据《欧亚经济联盟条约》，该
组织将建立统一的电力、 天然气、
石油和成品油市场。 目前，统一市
场的筹建工作正在积极开展，联盟
各方能够就相关问题达成共识 。
2020 年，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吉
尔吉斯斯坦已审议通过《关于建立
联盟统一电力市场的国际条约》，
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正在履行国
内审批手续。

彼得·里申科表示，2020 年 11
月，最高欧亚经济理事会批准了一
项旨在协调联盟成员国石油领域
立法的行动计划。 “联盟成员国在
个别问题上仍有分歧，这是正常现
象，其他一体化组织尚未建立过如
此细分的市场，且联盟成员国立法
各具特色。 ” （陈商）

以色列第二轮
光伏招标尘埃落定

本报讯 据行业媒体 《光伏杂
志》报道，日前，以色列公布了该国
第二轮光伏项目招标结果。

据悉， 本轮中标规共有 10 家
竞标者申报了 55 个项目， 申报装
机容量为 870 兆瓦，最终 7 家企业
共 33 个项目获批， 获批的总装机
规模为 608.9 兆瓦。

按照协议， 上述项目最终签订
的电价为 0.054 美元/千瓦时， 项目
需在 2023 年 7 月前并网发电，并配
置储能系统。

以色列绿色能源协会负责人
Eitan Parnass 认为，以色列太阳能资
源丰富，光伏市场发展潜力较大，但
一直以来，产业发展缓慢，市场仍处
于初级阶段， 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
难以实现规模化。 随着以色列政府
推动光伏招标并提供补贴， 这一情
况开始发生变化。

2020 年以来，以色列可再生能
源发展提速。 以色列内阁更新了可
再生能源发展目标， 改为到 2025
年， 可再生能源发电占以色列全部
电力供应的 20%；到 2030 年，这一
比例将提升至 30%。 这意味着，未来
10 年内，以色列光伏发电装机规模
至少要增加 15 吉瓦。为了达成这一
目标，以色列 2020 年启动了第一轮
光伏项目招标。

此次完成的第二轮招标， 以色
列政府承诺将为项目提供补贴，但
截至目前，尚未公布具体补贴标准。

按照以色列政府此前的规划，短
期内以色列还将对总装机量为 2 吉
瓦的光伏项目进行招标。 （董梓童）

哥伦比亚煤炭
出口量创新低

本报讯 据行业资讯机构标普
全球普氏报道， 哥伦比亚国家统计
局日前发布数据称，2020 年 11 月，
哥伦比亚出口煤炭 202 万吨， 较 10
月下降 40.6% ， 较上年同期下降
59.1%，是自 2008 年 12 月以来的最
低水平。

根据哥伦比亚国家统计局的数
据，2020年前 11个月，哥伦比亚累计
出口煤炭 6646.9万吨，比上年同期减
少 183.6万吨，同比下降 2.7%。

受出口量骤减影响，哥伦比亚
煤炭出口收入也“大打折扣”。 数据
显示，去年 11 月，哥伦比亚煤炭出
口单月收入 1.5 亿美元，较 10 月下
降 32.6%，同比 2019 年更是锐减了
51.8%。 这也是自 2008 年 12 月以
来，哥伦比亚煤炭收入最低的一个
月。 与此同时，2020 年前 11 个月，
哥伦比亚煤炭出口总收入为 38.8
亿美元， 低于 2019 年同期的 52.6
亿美元。

不过， 标普全球普氏指出，值
得关注的是，2020 年 11 月， 哥伦
比亚煤炭出口价格较此前一年略
有升高。 据了解，2019 年 11 月，哥
伦比亚煤炭出口价为 63.38 美元/
吨， 而去年 11 月的价格达 74.75
美元/吨。 （仲蕊）

日前，历时 12 年的尼日利亚《石油工
业法案》（PIB）终于进入最后审议程序，一
旦获得尼日利亚议会通过，该国将迎来近
60 年来的首次油气产业改革。

作为非洲第一大产油国， 尼日利亚
此轮油气改革旨在通过改善融资环境吸
引更多外资。 不过，随着改革步伐渐行渐
近， 业内也在呼吁尼日利亚政府尽快简
化项目审批程序， 以重振尼日利亚油气
产业。

新设机构确保市场公平开放

目前公开披露的信息显示，改革法案
将削弱尼日利亚政府对于油气项目的控
制，如石油资源部将不再有权授予、修改

或更新运营执照，油气项目将在监管部门
建议下推进。 此外，根据改革法案，还将为
尼日利亚油气开发商设置两个监管单位，
分别为尼日利亚上游监管委员会 （下称
“上游委员会”）以及尼日利亚中下游石油
监管局（下称“石油监管局”）。

业内普遍认为，此轮行业法案的修订
将为尼日利亚油气行业带来 “天翻地覆”
的变化。

根据多家尼日利亚媒体的最新报
道， 上游委员会将替代此前尼日利亚石
油资源部以及石油检查部门等机构的职
能， 而石油监管局将替代曾经负责汽油
等成品油定价工作的尼日利亚石油产品
价格监管局， 此前负责石油补贴的相关
部门也将停止运作。 上游委员会以及石

油监管局需要就尼日利亚石油业未来出
台或修订的任何规定进行磋商， 双方合
作将成为尼日利亚石油业高效运作的重
要基石。 另外，石油监管局还将为尼日利
亚石油运输、 分销以及处理等环节制定
税费标准， 同时也将确保尼日利亚石油
业保持开放， 让第三方机构能够以平等
的姿态参与进来。

对此，市场研究机构伍德麦肯兹评论
称，尼日利亚此番的油气改革并不仅仅是
“完成 12 年前的一项工作”， 更是提高该
国油气行业上中下游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原油产量有望提升

据了解，石油与天然气行业始终是尼
日利亚的重要经济支柱，但近年来该国原
油产量一直低迷不振。

据标普全球普氏发布的数据，2020
年，尼日利亚原油产量约为 179 万桶/日，
较 2019 年的 204 万桶/日下降幅度达到
12%左右，这也创下了自 2016 年以来的产
量新低 。 就在近日 ， 尼日利亚总统
Muhammadu Buhari 公开表示，2020 年因
全球油价低迷以及产量快速下降，尼日利
亚石油业遭受了严重损失，现在甚至已经
“陷入混乱”。

据了解，根据最新“欧佩克+”会议制
定的减产协议，今年 1 月，尼日利亚承诺
将完成 152 万桶/日的原油产量， 较该国
基准原油产量低约 31 万桶/日。 标普全球
普氏预测认为，受全球经济复苏、政策刺
激等因素影响，今年尼日利亚原油产量将
逐步恢复，到 4 月，尼日利亚原油产量将
达到 170 万桶/日，下半年有望回升至 190

万桶/日。

业内期盼改革落地

尼日利亚拉各斯工商会（LCCI）主管
Muda Yusuf 指出，全球能源市场正面临根
本性变化，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向了非传统
油气资源以及更加清洁的能源项目，这也
为当前的国际油价带来压力。 “新冠肺炎
疫情让这一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现有以及
新建油气项目的风险大幅提高，投资也变
得更加谨慎了。 ”

在此情况下，改革也成为了尼日利亚
油气业界的“期盼”。Muda Yusuf 表示：“当
前的尼日利亚油气业面临着多重困难，包
括合资企业融资困难、监管重叠、环境不
安全以及国内天然气开发基础设施不足
等问题。为此，LCCI 将全力支持政府即将
推出的油气改革法案。 ” 他指出，尼日利
亚坐拥非洲最大油藏， 但在 2015 年至
2019 年期间，尼日利亚获得的外资总额仅
占外资对非洲总投资的 4%左右， 这一现
状表明，尼日利亚油气行业急切需要一个
高竞争力的投资环境。

尼日利亚独立油气生产商执行董事
Oluseye Fadahuinsi 也指出，PIB 迟迟没有
敲定不仅带来了不确定性，也打击了尼日
利亚油气行业的信心。

对于即将推出的新法案，Muda Yusuf
同时提醒，目前，尼日利亚深水油气项目
的审批过程仍相对繁琐， 他建议 PIB 应
设法保护现有投资， 也应尽力降低审批
流程中“模棱两可”和重复审批的部分，
这也将为减少争议、 改善融资环境起到
重要作用。

““欧欧佩佩克克++””减减产产又又现现分分歧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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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沙特特自自愿愿额额外外减减产产，，俄俄罗罗斯斯和和哈哈萨萨克克斯斯坦坦却却要要小小幅幅增增产产

1 月 5 日，“欧佩克+”2 月减产政策讨
论例会在“拖堂”一日之后仍以分歧收尾。
俄罗斯认为， 当前全球石油需求缓慢回
暖，应该在 2 月和 3 月小幅增产；但沙特
却突然单方面宣布自愿额外减产，并敦促
大多数产油国继续维持现有产量水平不
变，以抵挡接下来两个月可能出现的更大
程度的供应过剩。

业界普遍认为，此次例会显示出，“欧
佩克+” 内部对减产仍存在难以调和的分
歧。 沙特单方面额外减产主要是为了平息
欧佩克产油国的不满，并进一步维持减产
协议的稳定性，以避免减产联盟分崩离析
给石油市场带来的更严重冲击。

小幅下调 2、3 月减产量

1 月 1 日起，“欧佩克+” 新阶段减产
活动开启。 按照 2020 年 12 月 3 日达成的
协议， 减产量从上一阶段的 770 万桶/日
调整为 720 万桶/日。 基于 1 月 5 日的讨
论结果，“欧佩克+”2 月和 3 月的减产规
模将较 1 月小幅下调，分别为 712.5 万桶/
日和 705 万桶/日。

据彭博社报道，国际油市对此次“欧
佩克+”减产例会反应迅速。 1 月 4 日，布
伦特原油价格下跌 1%至 51.3 美元/桶，
WTI 原油价格下跌 1.85%至 47.62 美元/
桶。 随着 2、3 月减产量最终确定，1 月 5
日，两大国际基准油价双双突破 50 美元/
桶关口， 布伦特原油价格升至 2020 年 3
月以来最高水平， 达 53.85 美元/桶，WTI
原油价格升至 2020 年 2 月以来最高水
平，达 50.2 美元/桶。

沙特一直提议收回 1 月额外提高的
50 万桶/日产量，但俄罗斯反对，认为可以
在维持 1 月减产额度的基础上，将 2 月产
量再增加 50 万桶/日。 对此，沙特能源部
长阿齐兹亲王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
不仅给石油市场，更给全球经济带来极大
风险和挑战，“因此，我们应该保持谨慎”。

据悉，阿尔及利亚、尼日利
亚、阿曼、伊拉克、科威特和阿
联酋都表达了维持现有产量水
平的态度， 但哈萨克斯坦支持

俄罗斯的增产立场。 伊朗石油部长赞加内
表示：“以俄罗斯为首的非欧佩克将重点
放在了市场份额上。 ”

沙特自愿单方面深化减产

面对“欧佩克+”内部的分歧，沙特最
终同意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以油价回升
为前提，在 2 月和 3 月总共增加 7.5 万桶/
日的产量。 但沙特随后发布官方声明称，
不管俄罗斯是否增产， 沙特将在 2 月和 3
月自愿额外减产 100 万桶/日， 以保持减
产协议的完整性，同时希望这一“善意之
举”能够影响其他产油国继续履行自己的
减产责任。

对于沙特的额外减产，挪威独立能源
研究机构雷斯塔能源指出，此举将给国际
石油市场带来深一层保护。

俄罗斯副总理、前能源部长诺瓦克也
表示：“这是给市场带来的‘新年礼物’，我
们相信沙特将为油市平衡做出重大贡
献。 ”不过，他认为油市最糟糕的日子已经
过去，产油国应该增加供应，将油价控制
在 45-55 美元/桶的最佳范围内。 “如果
‘欧佩克+’不鼓励增产，竞争对手就会填
补市场供应空白。 我们应该在减产决策上
保持灵活性。 ”

国际文传电讯社撰文指出，俄罗斯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已经增加了 12.5 万
桶/日的石油产量。俄罗斯预计，2021 年石
油需求量将增加 500 万-600 万桶/日，如
果石油市场复苏快于预期，有必要调整减
产协议。

“欧佩克+”分歧利空油价

“欧佩克+”减产活动一直被视为油价
回升的主要推动力，但其未能就 2 月、3 月
减产路径达成一致说明，减产联盟越来越
难把控各产油国，这对于油价未来的走势
十分不利。

行业机构标普全球普氏的分析主管

Chris Midgley 表示，“欧佩克+” 的产能将
是 2021 年全球石油供应的主导因素，但
由于在寻求增加石油收入的同时还要阻
止美国市场份额的大幅反弹，“欧佩克+”
要在供应量和油价之间维持平衡将会变
得日益困难。

事实上，即便是欧佩克内部都无法达
成统一，沙特与阿联酋关于减产协议的执
行就有分歧，虽然两国在“欧佩克+”框架
下最终达成妥协，但减产协议仍然面临较
大的内部不确定性。 更为不可控的是欧佩
克产油国所在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一些
突发性事件往往会导致油价短期波动，比
如，沙特已于 1 月 5 日宣布恢复与卡塔尔
断绝了 3 年的邦交关系。

上半年油市仍存下行风险

欧佩克秘书长穆罕默德·巴金多指
出，2021 年上半年， 国际油市仍存在很多
下行风险，目前发达国家的石油库存仍比
近 5 年的平均水平多出 1.63 亿桶，
油价仍远低于大多数欧佩克成
员国的财政平衡需求水平。

根据欧佩克此前发布的预测报告，
2021 年，全球石油需求将由发展中国家主
导，预计有望增至 9590 万桶/日，较 2020
年增加 590 万桶/日。 “预计今年上半年，
国际油市应该是喜忧参半。 ” 巴金多称，
“新冠肺炎疫情目前在欧美等国仍在蔓
延，对社会和经济活动造成很大抑制。 我
们认为， 全球经济可能在 2021 年下半年
出现反弹，但旅行等活动可能要花费数年
才能回到疫情前水平。 ”

瑞穗证券也认为，2021 年虽然全球能
源需求将有所回升，但石油市场可能会持
续波动，一旦“欧佩克+”放松产量限制，会
给本就脆弱的供需关系造成极大影响，进
而冲击油价。 信息服务公司埃信华迈
（IHS Markit）则预计，全球石油需求要到
2021 年底或 2022 年初， 才可能恢复到新
冠肺炎疫情前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