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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炼油业
亏损面持续扩大

本报讯 据路透社报道，受新冠肺
炎疫情引发的燃料需求疲软以及原油
价格上涨影响， 去年第四季度美国炼
油业再遭重创， 各炼油厂商或报出近
年来的最差季度业绩。

油价网汇编的数据显示，2020 年
年初， 美国的炼油总产能还曾触及近
1900 万桶/日的纪录高位， 但新冠肺
炎疫情引发的燃料需求下滑， 迫使数
家炼油厂陆续暂停运行， 部分炼油厂
甚至被迫永久关闭。

根 据 市 场 分 析 机 构 Refinitiv
Eikon 的数据，2020 年第四季度，预计
7 家美国独立炼油商平均每股亏损
1.51 美元 。 瑞士瑞信银行和券商
Tudor Pickering Holt 更是下调了每
一家美国独立炼油商第四季度的盈
利预期。

据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评估，
2020 年，石油产品的日消费量每天
约减少 900 万桶，但第四季度原油
基准价上涨超过 20％，这使得第四
季度的炼油利润平均降至每桶 10
美元以下 ，因此 ，多数炼油商面临
亏损。

EIA 的数据显示，2020 年第四季
度， 美国馏分油需求较 5 年以来的同
期平均水平低 0.4%；航空燃料需求较
近 5 年的平均水平低 32.4%；另外，美
国的汽油需求也从第三季度的 870 万
桶/日下滑至 830 万桶/日， 比近 5 年
的平均水平低 9.6%。

路透社撰文指出，去年第四季度
美国炼油商亏损扩大受多重因素影
响。 根据美国运输部的数据，去年 11
月美国公路旅行量较前年同期下降
了 11％，而 10 月下降了 9％。 欧洲各
国的封锁则让航空燃料需求受到抑
制。 除此之外，去年第四季度，美国的
乙醇和生物柴油价格上涨，导致炼油
厂购买“可再生燃料识别码”的成本
明显增加。

在多重因素打击下， 去年第四季
度，美国炼油厂几乎都在亏本炼油，包
括美国最大的独立炼油商马拉松石油
公司、 瓦莱罗能源和 Phillips 66 在内
的炼油商都未能幸免。

据瑞士信贷分析师 Manav Gupta
预计，2020 年四季度，Phillips 66 公司
每股或将亏损 1.16 美元。 而根据路透
社的报道，今年 1 月初，达美航空位于
宾夕法尼亚州的 Trainer 炼油厂已经
公布，其 2020 年第四季度炼油业务亏
损高达 1.02 亿美元，第三方燃料销售
亏损约 4.41 亿美元。

瑞穗金融集团能源市场期货总监
Bob Yawger 表示：“虽然炼油厂的燃
料价格可能与 2019 年相差不大，但产
量却要低得多， 这也加重了这些炼油
厂的亏损。 ” （仲蕊）

机构：英国浮式海上风电
有望 10年内实现平价

本报讯 英国海上可再生能源孵
化中心日前发布最新研究称， 预计到
2029 年，英国商业化浮式海上风电项
目的中标电价将会低于目前的电力市
场批发价， 这意味着届时浮式海上风
电不再需要补贴就能具备较强的市场
竞争力，实现真正的“平价”。

该中心所属的浮式海上风电卓越
中心（FOW CoE）发布的《浮式海上风
电： 零补贴的成本降低之路》 报告显
示， 要想实现浮式海上风电的 “零补
贴”，关键取决于英国的海上风电发展
规划。

根据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 2020
年 12 月发布的 《第六次碳预算报
告》，要想实现“净零排放”，需要在
2050 年实现 100 吉瓦的海上风电装
机目标，而浮式海上风电在其中将扮
演关键角色。

FOW CoE 在报告中预设了英国
未来海上风电的三种发展场景，装机
量分别为 75 吉瓦、100 吉瓦和 150 吉
瓦， 并详细列出了潜在 20 吉瓦浮式
海上风电项目的规划内容， 包括位
置、规模和技术形式等。 报告编制团
队利用“成本降低路径模型”量化了
每种场景下浮式海上风电成本下降
的幅度。

根据该报告，从中短期来看，苏
格兰东部和东北部海域、 英格兰东
北部海域以及凯尔特海域是最具浮
式海上风电开发潜力的区域。

为了促进英国浮式海上风电降
本， 报告研究者建议将 2030 年底 1
吉瓦的装机目标提高到 2 吉瓦，并在
2030 年启动 4 吉瓦的浮式海上风电
招标；未来两年，着手安排在英格兰、
威尔士海域的海床租赁工作，尤其是
在凯尔特海和英格兰东北部海域，因
为这些地点开发浮式海上风电更具
成本优势。 此外，英国还应该加快培
育本土浮式海上风电供应链，通过技
术创新不断推动成本下降。 （穆紫）

哈萨克斯坦拟增加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本报讯 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
哈萨克斯坦能源部日前发布消息称，
2021 年，计划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35 亿千瓦时， 同比去年增长 9.4%，在
该国发电总量中占比达 3.3%。 为此，
预计今年，哈萨克斯坦将投运 23 座可
再生能源发电站，其中，风电站 12 座、
水电站 6 座、太阳能电站 5 座，总装机
容量 391 兆瓦。

据了解，2020 年， 哈萨克斯坦可
再生能源发电量为 32 亿千瓦时，同比
2019 年增长了 32.2%。 运营中的可再
生能源发电站共有 115 座， 同比此前
一年增长 27.8%。 其中，风电站 29 座、
太阳能电站 43 座、水电站 38 座、生物
质发电站 5 座， 总装机容量为 1634.7
兆瓦。 （陈商）

哥伦比亚去年
油气投资减半

本报讯 据路透社报道，哥伦比亚
私营生产商协会日前表示，去年，哥伦
比亚油气行业的投资下降了 49%，至
20.5 亿美元，为 2016 年以来的最低水
平。其中，尤以上游勘探领域投资下滑
最为明显。

数据显示，去年，哥伦比亚油气领
域的勘探投资从 2019 年的 7.8 亿美
元锐减至 3.5 亿美元。 哥伦比亚石油
协会在一份报告中称， 这一数字比去
年年初的估计低了 62%。与此同时，该
协会还指出， 去年哥伦比亚油气领域
的生产投资也降至 17 亿美元 ，比
2019 年下降 48%， 大大低于预期的
40.5 亿美元。

此外， 哥伦比亚石油协会的数据
还显示，2020 年， 哥伦比亚的石油产
量从 2019 年的 88.6 万桶/天，下降到
78 万桶/天。

哥伦比亚石油协会预计， 今年，
该国油气领域的勘探投资将在 5 亿-
5.5 亿美元之间，高于去年的水平。 其
中大约 45%的投资将用于天然气勘
探。 另外，今年，哥伦比亚油气领域的
生产投资将增至 26 亿-29 亿美元，
但油气产量预计仍将不超过 78 万
桶/天。

哥伦比亚石油协会表示， 预计今
年该国油气企业将把工作重点放在维
持当前的产量水平上， 这在某种程度
上将缓解油气产量的下降， 但投资的
增长将十分有限。 （穆紫）

成成全全球球企企业业““新新宠宠””
可再生能源电力正在成为全球企业的

“新宠儿”。
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最新发

布的报告，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经
济衰退、部分国家能源政策调整等的影响，
去年全年，全球能源转型不退反进，全球工
商业企业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采购总量较
2019 年提高了 18%，全球自愿采购可再生
能源电力的企业数量突破 130 家。

企业绿电消费连续 3 年增长

BNEF 的数据显示，2020 年，全球企业
采购可再生能源电力的装机规模突破了
23.7 吉瓦， 较 2019 年同期的 20.1 吉瓦增
长了 18%，连续 3 年保持正增长态势，创造
了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新纪录。

据了解，企业采购可再生能源电力分
为被动消费和主动消费，前者是在各国法
规、政策的硬性规定下做出的决定，后者即
主动投资、 生产、 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
BNEF 的报告主要统计了企业直接与可再
生能源发电项目或电力公司签订长期购电
协议的情况，属于后者，这一方式也是目前
企业采购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主要形式。

能源信息网站“可再生能源世界”撰文
称，2020 年突发情况不断， 企业可再生能
源电力消费量的增长来之不易。 其中，欧
洲、中东、非洲和亚洲地区的企业表现尤为
突出。

根据 BNEF 的报告，2020 年，欧洲、中
东和非洲地区企业采购可再生能源电力总
装机规模高达 7.2 吉瓦， 较 2019 年的 2.6
吉瓦大涨 177%。 其中，西班牙是当之无愧
的“黑马”，贡献了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

大头。 去年，西班牙企
业签订长期购电协议
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总
装机规模为 4.2 吉瓦，而
上一年这一数字仅为 300 兆瓦。 BNEF 表
示， 这主要得益于西班牙愈发成熟的可再
生能源市场， 西班牙光伏发电和风电的价
格在欧洲各国中最便宜、最具竞争力，西班
牙企业选择可再生能源电力理所当然。

此外， 亚洲地区企业采购可再生能
源电力的装机规模也再创新高，达到 2.9
吉瓦。

政策“变脸”致全球市场分化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指出，工
商业企业的终端电力消费占全球用电量的
2/3，因此，企业的电力和能源采购是影响
能源转型、 气候行动和可持续发展的决定
性因素。 各国政策导向则是影响企业电力
消费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

根据 BNEF 的数据，2018 年， 全球共
有 121 家企业主动与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或电力公司签订了长期购电协议；2020
年，做出这一决定的公司增长至 130 多家。
虽然企业数量较 2 年前有所增长， 但涨幅
仍然有限。

报告指出， 越来越多的企业对清洁能
源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但部分国家能源
政策的不断“变脸”，打击了企业购买可再
生能源电力的积极性， 并导致全球可再生
能源市场分化。

BNEF 高级研究员 Kyle Harrison 表
示，2020 年， 美国企业采购可再生能源电
力装机总量较 2019 年减少了 2.2 吉瓦，是
2016 年以来的首次下降。 “新冠肺炎疫情
确实对企业实施能源转型产生了一定影
响，但更重要的是，美国能源政策的不断变
化让企业很难做出最终决定。 ”

墨西哥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 2020 年
8 月，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叫停国家能源改
革，导致墨西哥能源政策转变方向，可再生
能源产业发展备受打击。 在墨西哥政府持
续削弱清洁能源发展潜力的背景下， 企业
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也几乎消失殆尽。

投资增多催化企业转型

在 BNEF 分析师 Jonas Rooze 看来，
尽管政策导向影响了企业的选择， 但减

排的压力正在促使企业加快向可再生能
源靠拢， 为未来的发展早做打算。 近年
来，光伏发电、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电力成
本快速下降， 电力价格不仅不再是企业
拒绝可再生能源的借口， 反而成为选择
的理由。

Kyle Harrison 补充称， 资本市场对可
再生能源产业的看好也正在推动企业不断
加大采购可再生能源电力。数据显示，2020
年， 全球可再生能源产业吸引的投资金额
较上一年暴涨了 300%，这极大地促进了企
业的消费兴趣向清洁电力转移。

BNEF 的报告还显示，2020 年， 有 65
家公司正式加入了全球 RE100 倡议，承诺
未来将 100%使用绿色电力，并设定了具体
脱碳时间。这些企业涉及的领域从能源、IT
到电商零售业，以耗电大户居多。

BNEF 认为，随着企业能源转型的提
速，对清洁电力的需求将持续走高，目前
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增速甚至将不能
满足新增的需求。 据 BNEF 预测，到 2030
年，全球企业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消费需
求将促使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再新增 93
吉瓦以上。

日前，美国最大汽车制造商通用汽
车宣布 ，2035 年后将仅出售零碳排放
的轻型汽车， 力争 2040 年实现 “碳中
和”。 该公司成为北美地区首个宣布将
完全进军电动汽车行业的大型传统车
企。 而近几个月来，随着各国相继公布
“碳中和”目标，昔日高能耗、高排放的
传统汽车企业也在重重压力下开启了
转型之路。

车企纷纷“抛弃”燃油车

根据通用汽车发布的计划， 到 2025
年，该公司将在全球范围内发布总计 30 款
电动汽车车型，占该公司在美国发售全部
车型的 40%左右。 同时，未来五年内，通用
汽车在电动汽车以及自动驾驶领域的投资
预计将高达 270 亿美元， 远超该公司在
2020 年初宣布的计划投入 200 亿美元。

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 Mary Barra 在公
开声明中表示：“通用将加入建立一个更加
安全、绿色以及更好的世界的队伍，为业界
以及经济做出积极影响。 ”

事实上，近一段时间以来，设立远大
“弃油”目标的传统车企并不仅通用汽车
一家。 为响应韩国政府去年公布的 2050
年“碳中和”目标，今年 1 月，韩国汽车制
造商现代汽车宣布， 将停止更新柴油内
燃机机型， 并逐步降低对于化石能源内
燃机的依赖， 加大向电动汽车以及燃料
电池汽车转型的力度。 根据《韩国时报》
发布的消息，现代汽车表示，将“在未来
一段时间里仍生产柴油汽车， 但会在现

有基础上做出一定改进， 逐步淘汰柴油
内燃机”。

德国车企也在寻求转型。 根据商业媒
体 Business Insider 报道， 目前保时捷已宣
布停止出售部分天然气燃料车型。 另有日
本汽车制造商本田汽车表示，将大规模推
广纯电动乘用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到 2030
年，这两种新车型将占该公司推出车型的
2/3 左右。

除了宣布淘汰燃油车外，面对全球加
速推进零碳排放的压力，车企的减排进度
也在不断加大。

综合外媒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
宣布将在 2030 年前达成减排 1/3 的目
标，美国主要汽车制造公司福特汽车以及
德国大众汽车则宣布将在 2050 年实现
“碳中和”目标，日本丰田汽车已宣布将在
2050 年实现减碳 90%的目标。 另外，今年
1 月底，瑞典汽车制造商沃尔沃也成立了
“沃尔沃能源”部门，以推动该公司的电气
化进程，同时该公司也在电池重复利用技
术方面有所投入。

汽车全产业链开启转型

随着传统汽车制造商加速进军电动
化， 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也迈开了转型的
步伐。

据路透社报道，位于法国的全球最大
的柴油内燃机生产厂 Trémery 正在进行全
面的检修升级，将大幅增加汽车电池动力
系统的产能。 据了解，2020 年，该公司仅有
约 10%的汽车发动机为电池动力系统，但

今年该公司计划将产量提升至 18 万台，生
产比例将超过 50%。

今年 1 月底， 德国第三大汽车工业零
部件供应商 ZF Friedrichshafen 也宣布，将
停止制造内燃机， 全力向电气化设备制造
转型， 以提高电动汽车续航里程及电池转
换效率， 将现有资源全部投入新技术的研
发之中。

欧洲车企转型尤为急切

路透社撰文称， 在全面电气化转型过
程中，欧洲汽车行业的表现尤为急切。根据
研究机构 JATO Dynamics 发布的数据，截
至 2015 年，欧洲柴油车销量至少占到全球
总销量的 50%左右， 远高于北美及亚洲地
区， 这也意味着欧洲汽车工业面临着更大
的减排压力。

在此背景下， 去年欧洲电动汽车新
增注册数量骤然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
2020 年 1 月至 9 月期间， 在整体汽车销
量同比下降 29%的情况下， 欧洲纯电动
汽车以及混插电动汽车销量的同比涨幅
却达到了 122%。

路透社援引法国 Trémery 汽车工会代
表 Laetitia Uzan 的话称，2021 年将是关键
的一年， 是全球汽车行业真正向电动化转
型的开始。

德国行业媒体 CLEW 援引欧洲行业
内人士的话称， 面对亚洲以及北美更加繁
荣的电动汽车市场， 欧洲电动汽车市场仍
相对较弱， 但欧洲车企也正在加快推进电
气化进程，力求跟上国际市场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