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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印印度度煤煤炭炭业业转转型型成成果果寥寥寥寥
国有煤企财务压力大增，被迫加大非煤领域投资

■本报记者 李丽旻

希腊开启第三轮
可再生能源项目招标

本报讯 据行业媒体《光伏杂志》报
道， 日前， 希腊能源监管机构 RAE 表
示，正式开启本土第三轮可再生能源项
目招标。

据悉，本轮招标规模共 350 兆瓦，单
一光伏电站项目容量预计在 20 兆瓦左
右，风电项目容量在 50 兆瓦左右。 本次
设定的最高价格上限是 53.86 欧元/兆
瓦时，投标时间截至 3 月底，结果将于 5
月底前公布。

RAE 对本轮招标期待满满，认为在
放宽了电力业务审核标准后，竞标企业
数量将较此前增多。

据了解，此前希腊本土颁发的电力
业务发电类许可证有数量限制。 如今这
一规则已经变更为只要电站开发商在
项目建成后向 RAE 申请，并支付 60 欧
元的申请费用即可在 20 天内获批。

而本轮招标是上述政策实行后首
个公开招标，RAE 希望这一利好政策可
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可再生能源产
业发展。

事实上，自 2019 年以来，希腊加大
了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力度， 重启可再
生能源项目招标。 按照目前的规划，2024
年之前， 希腊还将举行 6 次可再生能源
项目招标， 预计每次招标规模均在 350
兆瓦，招标总规模达 2.1吉瓦。 （董梓童）

西班牙可再生能源
电力占比已超五成

本报讯 据能源信息网站 REVE 报
道，西班牙电网公司 REE 公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2020 年 12 月，西班牙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达 10042 吉瓦时， 占当月电力
总供应的 51%。 其中， 风力发电量达
7455 吉瓦时，贡献了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的七成以上。

REE 表示，2020 年 12 月，受“贝拉”
风暴席卷欧洲影响，西班牙总装机规模
近 20 吉瓦的风电“火力全开”，风力发电
量直线上涨。 12 月 28 日当天，西班牙风
电的发电量还突破了 2019 年 12 月创下
的最高纪录。

与此同时，REE 的数据还显示，2020
年全年， 西班牙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总
电力供应的 43%-53%，较 2019 年的占比
增长约 6%。 其中，风电是西班牙可再生
能源中应用程度最高的能源。 数据显示，
风电、 水电和光伏发电分别占总电力供
应的 21.7%、11.9%和 6.1%。 （董梓童）

英国批准 2.4吉瓦
海上风电项目

本报讯 据能源信息网站 REVE 报
道，经过两年多的等待，英国海上风电项
目 Hornsea-III 终于获批。

近日，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大
臣阿洛克·夏尔马公开表示， 同意建设
Hornsea-III 海上风电场。

据悉，该项目临近英国北诺福克海
岸，计划装机规模为 2.4 吉瓦，风机数量
将达 300 台以上。 建成后将成为英国装
机容量最大的海上风电项目。 早在 2018
年英国相关部门就收到了 Hornsea-III
海上风电项目的开发申请。

项目开发商丹麦能源巨头沃旭能源
表示，Hornsea-III 海上风电项目将促进
英国的碳减排进程。 据测算，若满负荷
运行，Hornsea-III 海上风电场可以满足
逾 200 万英国家庭的日常电力需求。 在
其使用寿命内， 将减少约 1.3 亿吨的二
氧化碳排放。 （董梓童）

沙特ACWA投建
阿塞拜疆首个风电项目

本报讯 记者王林报道：日前，沙特
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ACWA）与阿塞
拜疆能源部签署协议，将投资建设阿塞
拜疆首个风电项目。

沙特能源部长阿齐兹亲王、ACWA
董事长 Mohammad Abunayyan、 阿塞拜
疆能源部部长 Parviz Shahbazov 以及阿
塞拜疆电力公司（Azerenerji OJSC）总裁
Balababa Rzayev 一同出席了线上签约
仪式。

作为阿塞拜疆首个基于外国投资的
独立风力发电项目， 该项目价值 3 亿美
元， 装机规模达 240 兆瓦， 预计可满足
30 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 每年抵消 40
万吨碳排放量、 节省 2.2 亿立方米的天
然气消耗。 ACWA 与阿塞拜疆电力公
司就该项目的电力采购、 投资和输电
连接签署了协议。 该项目将有助于阿
塞拜疆实现到 2030 年，将可再生能源
发电占比提高到 30%的目标， 也将为
阿塞拜疆能源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
基础。

据了解，阿塞拜疆目前很大程度上
仍然依赖天然气来满足国内能源需求，
该国政府正努力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并
大力开发替代性能源。 可再生能源被视
为推动该国实现气候目标的最佳低碳解
决方案，阿塞拜疆承诺到 2030 年，将温
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35%。

巴巴西西全全面面启启动动油油气气改改革革
■■本报记者 王林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加上
国际油价长期低位徘徊，促使巴西将石油
和天然气行业改革提上了日程。 日前，巴
西政府明确表示，2021 年将推进相关改革
法案的制定和落实，以维持巴西作为全球
能源领域主要投资目的地的地位。

强化油气行业竞争力

事实上， 巴西已于 2020 年底拉开了
油气行业改革的序幕———巴西唯一一轮
石油和天然气许可招标于 2020 年 12 月
初举行， 当时通过拍卖出售了 17 个勘探
和生产特许权以及一块成熟油气田，签约
金额总计达 1100 万美元， 预计将带动
3000 万美元的投资。不过，令人遗憾的是，
海上区块招标整体遇冷，包括桑托斯盆地
在内的 35 个海上区块没有实现预期中的
竞争盛况，只有一个成功售出。

巴西国家石油管理局表示，2020 年唯
一一场油气招标并没有达到预期，这一定
程度上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和低油价的
影响。 考虑到当前的经济形势，巴西必须
尽快启动改革，最大化挖掘盐下层油气资
源的潜力，并为外资和私人资本更好地进
入巴西铺平道路。

“2020 年底的招标是 2021 年油气业
改革的前奏。 ” 巴西矿产和能源部部长
Bento Albuquerque 表示，“招标结果将作
为重要指标，为接下来的改革工作提供有
力支撑。”他补充称，2020 年底的拍卖活动
已经降低了特许权使用费率，对那些对成
熟资产尤其是陆上资产感兴趣的中小企
业更具吸引力。

路透社指出，改革将进一步开放巴西
这个拉美最大经济体的油气行业，使其更
具竞争力，包括将大型盐下层油气资源从
国家主导转为合作开发，允许外企和私企
通过竞标的方式参与其中。

巴西国家石油管理局前局长 Decio
Oddone表示， 当前经济形势敦促巴西油
气业变得更加灵活， 因为巴西面临着复
杂多变的投资竞争挑战，例如圭亚那、乌
拉圭等邻国都计划在 2021 年进行油气
许可招标， 以丰厚有利的引资条件招揽
大型跨国企业。 “制定合理有效的监管框
架和法律法规，才能更好地推进项目。 ”

新天然气法案实施在即

值得一提的是，2021 年巴西天然气行
业也将迎来“新生”。 据行业机构标普全球
普氏 1 月 5 日报道，巴西《新天然气法》已
于 2020 年 9 月在众议院通过，12 月又得
到参议院批准，2021 年将正式实施， 该法
案将开放巴西天然气行业竞争、扩大投资
和促进消费。

路透社指出，巴西的《新天然气法》
通过改变天然气行业的垂直结构来开放
竞争，预计将为巴西天然气行业带来 400
亿巴西雷亚尔（约合 80 亿美元）的私人
投资。负责该法案的巴西下议院委员会主
席 Laercio Oliveira 表示，巴西目前在天然
气生产、分配和贸易方面较为落后，新法
案如果顺利实施，将有助于天然气行业提
速发展，最终将其打造成一个“令人垂涎”
的市场。

据了解，巴西《新天然气法》将特许权
模式转换为授权模式， 使审批流程更快、
更开放。 此前，特许权是由巴西矿产和能
源部授予， 这使得招标流程又慢又繁琐，
未来特许权将由巴西国家石油管理局授
予，将极大地节省了审批时间。

“这是向开放市场迈出的极好的一
步，将吸引更多供应商、贸易商、储气商参
与其中。 ”壳牌巴西总裁 André Araujo 坦
言，“不仅为竞争开辟了明确的路径，还创
造了良好的、公平的营商环境。 ”

事实上，巴西《新天然气法》的最大亮
点是要求巴西国油向第三方开放天然气
基础设施，如输气管道、加工厂和液化天
然气接收终端等，从而打破该公司在天然
气基建领域的独家地位。

据了解，目前，巴西的天然气基础设
施规模很小， 只有约 9400 公里的天然气
管道， 是阿根廷天然气管道总长的一半，
而巴西国油是这些管道网络的唯一拥有
者，拥有绝对垄断权。 根据巴西现行法律，
巴西国油没有义务开放基础设施，因此导
致其他天然气生产商和供应商难以进入
消费市场，不得不将天然气股份或资产出
售给巴西国油。

打破巴西国油垄断地位

可以预见，作为巴西油气行业改革主
体之一，巴西国油在天然气和炼化行业的
垄断地位将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

巴西国油此前已经向巴西反垄断组
织经济保护和管理委员会作出承诺，将就

天然气基础设施的有偿使用权进行谈判，
并随着巴西天然气市场的日渐开放，将
其天然气供应占比从目前的 75%降至
50%甚至以下。 据悉，巴西国油部分第三
方购气合同将在 2021-2022 年间到期，
届时可能引发一场市场份额争夺战，壳
牌、 雷普索尔、bp 等国际油气巨头已经蓄
势待发。

为了配合改革进程， 巴西国油确定
了资产组合和资本配置优化战略， 计划
减少 100 多个传统陆上和海上油气田，
将这些成熟资源转移给中小型企业，从
而创造一个新的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市
场， 而自身则将集中于深水和超深水油
气业务。 此外，该公司还打算出售旗下 8
座炼油厂， 目前已完成将巴西最大炼油
厂、 日处理 32.3 万桶原油的 Landulpho
Alves 出售给阿布扎比主权基金穆巴达拉
投资公司的谈判。

普氏分析公司指出， 随着巴西油气改
革的启动，该国能源格局将被重塑，巴西
国油曾经控制或垄断的多个领域，都将进
入新的投资者和参与者。 过去 20年间，巴
西石油产量持续增长，从 2000 年的 120 万
桶/日增加到 2020 年的 300 万桶/日，预计
到 2040年有望增至 400万桶/日。

日前， 印度煤炭与矿业部部长 Anil
Kumar Jain 宣布，2021 年， 国有企业印度
煤炭公司将加大对可再生能源、铝业等非
煤领域的投资，为即将到来的能源转型做
好准备。 事实上，2020 年因新冠肺炎疫情
蔓延，印度本土电力需求遭受“暴击”，作
为垄断印度煤炭业数十年之久的国有企
业，面对疲软的能源需求，印度煤炭公司
已不得不“另寻它路”。

敦促国有煤企引入多元化投资

Anil Kumar Jain 表示，2021 年印度政
府将促使印度煤炭公司开启 “多元化”的
投资模式，尤其要在非煤领域加大投资力
度。 “未来印度煤炭公司投资的主要方向

将不再局限于开采煤炭，以更好地为未来
的转型做准备。 ”

与此同时，印度煤炭公司也不会放弃
煤炭业务。 据 Anil Kumar Jain 介绍，目前，
印度煤炭公司已制定了 2.5 万亿卢比 （约
合 1.873 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其中大部分
资金将用于清洁煤炭技术研发等，剩余投

资将用于增加煤炭产量。 “印度政府目
前也在制定新的矿业开采计划，以
便令印度煤炭公司的开矿工作更

顺利地进行。 ”
据了解，印度煤炭公司作为

印度本土最大的煤炭企业，
煤炭产量占印度全国总

产量的八成以上。 近年来，为满足印度日
益增长的煤炭需求，该公司已采取多项举
措增加煤炭产量，但始终收效甚微。 据印
度煤炭公司主席 Pramod Agarwal 透露，在
截至去年 11 月的 2020-2021 财年内，该
公司煤炭产量仅为 3.34 亿吨，只完成了目
标产量的一半左右。 去年年初，印度煤炭
公司曾制定生产计划称，这一财年的煤炭
产量将达到 6.5-6.6 亿吨， 而在 2023-
2024 财年期间，煤炭产量目标将进一步提

升至 10 亿吨。
然而，事与愿违，2020 年，原本就受

困于印度本土物流“不给力”、项目开发
效率低下等问题的印度煤炭公司， 又受
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 据印度
媒体 PTI 报道，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印
度煤炭需求持续走低， 令印度煤炭公司
倍感压力。 在业内人士看来，此次印度政
府宣布扩大印度煤炭公司在非煤领域的
投资， 正是希望为该国有企业寻求新的
收入来源。

国有企业现金流压力倍增

另据 PTI 最新消息，去年以来，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 印度煤炭需求持续低
迷， 燃煤电厂的煤炭库存已超过 3700 万
吨。 消息人士指出，通常情况下印度要求
煤炭库存量能够维持 21 天需求， 然而去
年的煤炭库存量已达到平均 23-24 天的
水平，印度煤炭公司更是因煤炭销量不佳
而现金流紧张。

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印度
煤炭公司在 2020-2021 财年资本支出已
超过 800 亿卢比，按照这一速度，到这一
财年结束，该公司全年资本支出将大幅超
过此前制定的 1000 亿卢比预算。PTI 援引
知情人士的话称，在此情况下，印度政府
只能最终提高印度煤炭公司本财年度预
算至 1300 亿卢比。

虽然印度政府一再出台政策扶持煤
炭产业，但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 在业内
人士看来， 大量资金投入煤炭行业反而
让印度政府的投资面临更高风险。 早在
去年 10 月，英国研究机构就曾发布一项
报告称，印度煤炭公司、印度铁路公司以
及印度国家火电公司这三家印度国有企
业，如果不改变投资现状，未来 10 年内，
其总计超过 90 亿美元的投资将面临极
高的风险。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商学院研究人员

Charles Donovan 指出：“市场力量将迫使
煤炭越来越边缘化， 并将光伏推到重要
地位上。 这一趋势对于对抗气候变暖颇
有益处， 但这也为部分利益方带来了巨
大的挑战。 ”

煤炭业改革效果远不及预期

在印度煤炭公司提振煤炭产量不力
的情况下，印度政府近年来也开始对煤炭
行业推行改革。Anil Kumar Jain 指出，2020
年，印度煤炭部门的一大“业绩”就是“修
改多项法案打开印度煤炭市场，开启了煤
炭的商业化开采”。 截至目前，印度政府已
向私有或外资企业成功拍卖了 19 个煤炭
区块，统计显示，交易成功的这 19 个煤炭
项目预计将为印度带来超过 700 亿卢比
的收入。

然而，这一结果实际上远不及印度政
府的预期。 从 2020 年整体来看，自印度开
放煤炭商业开采以来， 总计有 42 家企业
参与了煤炭区块拍卖， 其中有 40 家企业
为私营企业，但是，进入了商业拍卖市场
的 38 个煤炭区块中仅有 23 个收到了投
标，这也意味着约有 40%的煤炭区块无人
问津。

据行业分析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部
门发布的预测，2021 年， 包括印度在内的
多个亚洲国家煤炭需求可能会回暖，而全
球的煤炭用量预计同比也将上涨 3.8%左
右。 另外，国际能源署也曾预测，从目前至
2025 年期间，由于印度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较大，印度钢铁、水泥等行业对于煤炭需
求可能将持续增长。

然而，从目前的情况看，印度煤炭公
司恐怕难以担起增加煤炭产量以满足需
求的 “重任”。 为解决这一供需矛盾，Anil
Kumar Jain 指出，印度煤炭改革尚未结束，
在新的一年里，印度政府将致力于令煤炭
售价“合理化”，以提振印度煤炭公司的煤
炭产量。

2020 年，印度开放煤炭商业开采以来，总计有 38 个煤炭区块进入了商业拍卖市场，其中仅有 23
个收到了投标，约有 40%的煤炭区块无人问津，私营或外资企业中标的煤炭区块更是只有 19 个。 印度
曾经引以为傲的煤炭领域改革效果远不及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