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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石油供求关系发生了两次逆转。当前中国石油安全的主要矛盾是供求总量矛盾,即国内

石油供给越来越不能满足石油需求。未来中国石油安全问题必须在开放条件下借助国际石油市场解决。而中东石油作

为中国未来倚重的主要外来油源,对中国石油安全战略的实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加强与中东产油国的良好关系, 制

定务实有效的中东政策,不仅是中国与中东石油合作的坚实基础,更是未来中国安全地获取中东石油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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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 国内石油供求态

势发生逆转,中国成为大量进口原油及其制成品

的世界石油消费大国, 石油安全问题日益大幅度

跨入国际层面, 成为国内外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

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石油安全战略日益

成为一种国际化战略, 它必须在开放条件下通过

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来实现。而石油资源富集的

中东地区, 对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无论
中国做什么, 绝大多数石油需求将来自中东地

区。! [ 1]
中东石油是中国今后倚重的主要外来油

源,甚至可以说, 中国未来能源安全问题的实质就

是一个中东石油问题。

1 中国石油供求态势的演变与矛盾

石油安全问题的本质主要是石油供求矛盾及

其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 只要一国国内石油供

求矛盾无法解决, 就存在着石油安全问题。按照

这个思路分析,早在建国之初, 中国就曾遇到石油

安全问题 ∀ ∀ ∀ 因为在 20世纪 50年代, 国内有半

数石油及其制成品是从苏联进口的。只不过, 由

于当时的主要能源是煤炭, 石油占能源消费的比

重仅为 5%,所谓的能源安全问题仍然是狭义的,

即确保军事活动的燃料需求, 加之当时石油短缺

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也不大,因此,并未引起人

们的关注和担心。严格地说,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

石油安全问题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才出现的。

1 1 中国国内石油供求态势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 国内石油供求关系大致经过

了供不应求 ( 20世纪 50年代至 60年代前半期 )、

供求大体平衡并略有节余 ( 60年代后半期到 90

年代初 )和供不应求 ( 1993年以来 )三个阶段。

1949年中国原油产量仅有 120 k,t基本上没

有像样的炼油工业, 而石油化学工业则为空白。

建国之初的 10年, 是新中国石油工业的起步阶

段。在此期间,通过大规模恢复西北老油田、对陕

甘宁地区的重点勘探、组建新的石油勘探机构和

石油大会战等措施,中国原油产量在 1959年就达

到了 3 733 k,t但是四大类石油商品 (汽油、柴油、

煤油和润滑油 )的自给率仍然只有 40 6%
[ 2]
。当

时,为缓解石油供应紧张状况和突破美国等西方

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国家每年花大量外汇从苏

联进口石油产品,进口的油品从 1950年的 330 k t

激增到 1958年的 3 330 kt。到 20世纪 60年代初

期,由于中苏关系交恶, 石油进口几乎中断,城市

公共汽车背上了  大气包 !。这一时期, 中国石油

供求矛盾开始显现,石油安全问题已初见端倪。

然而,这一时期事实上已经小幅度通过求助

国际市场才得以解决的石油供求矛盾问题, 并没

有继续扩大,而是在向供求平衡的方向发展。随

着大庆油田投产和全国石油总产量不断提高,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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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石油供求态势开始发生逆转 ∀ ∀ ∀ 1965年原油

和油品都实现了自给自足。 1973年中国开始出

口原油, 1985年原油出口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实

际出口 31 15M t)。虽然从 1988年开始, 中国又

恢复了原油进口,但直到 1992年,从总体上看, 中

国石油仍然供求大体平衡, 在实现自给自足的基

础上, 还略有节余。与在这个时期遭受两次石油

危机打击、石油安全问题触目惊心的西方国家相

比,中国石油供求关系处于最佳状态,没有石油短

缺和供应安全的忧虑和担心, 因此也未能真正体

会到石油危机的切肤之痛。

然而,短短 28年之后,中国国内石油供求态

势再次发生逆转 ∀ ∀ ∀ 中国国内石油供不应求的

矛盾再次出现,导致安全问题以大比重、大幅度

方式跨入国际层面。可能正是因为中国对世界

上两次石油危机没有切身感受, 也未能预测未

来国家石油供求矛盾的发展态势,所以, 中国在

20世纪 70年代到 80年代初期, 没有继续加大

对石油勘探开发的投入, 致使石油储量增长滞

后, 产量增长减缓。据统计, 1989 - 2000年, 国

内石油产量增加了 13 4% , 而同期石油消费量

却增长了 122 4%
[ 3]
。事实上, 自从 20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 在国内石油产量增幅逐步下降

的同时,石油消费和出口却在大幅增长, 从而导

致供求态势再次开始倾斜, 在出口石油之时也

开始进口。随着进口数量逐步加大, 国内石油

供求总态势终于发生逆转,于是 1993年便成为

中国石油工业史和石油安全问题的重大转折

点 ∀ ∀ ∀ 当年中国就由石油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
国, 净进口量将近 10 M t。从此以后, 中国国内

石油供不应求的缺口越来越大, 石油进口量不

断增加,对外依存度逐步攀升, 石油供应安全问

题再次跨入国家层面, 使之日益成为经济安全

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  瓶颈!问题。
1 2 当前国内供求总量矛盾凸现石油安全问

题

虽然当今世界的石油安全概念是一个包括价

格和环保等因素在内的综合性范畴,但是,如果将

石油安全问题的本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对油气

资源的需求和国内资源基础现状等方面的情况结

合起来分析,那么可以认为,当前中国能源安全问

题的核心是石油问题,而石油安全的主要矛盾又

是供求总量的矛盾,即国内石油的供给越来越不

能满足市场对石油的需求。

就当前现实情况而言, 这一矛盾在供给方面

主要表现产能、产量的约束,在需求方面则表现为

20世纪 90年代初期以来国内石油需求增长强

劲,消费量和进口量猛增。

自从中国 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 国

内  徘徊不前!的石油产量与  扶摇直上 !的石油

消费量之间的缺口就越来越大。从 1996年以来,

国内石油产量基本保持在 140~ 170M ,t年平均增

幅不到两个百分点,国内石油产量进入一个低速、

平稳、缓慢增长时期。 2002年中国石油产量达

168 9M ,t已连续 14年继美国、沙特阿拉伯、俄罗

斯和伊朗之后位居世界第 5位, 而且炼油规模和

能力也位居亚洲之首,仅次于美国、俄罗斯而居世

界第 3位。尽管如此, 国内供求矛盾仍然无法缓

解。2002年中国汽油、煤油、柴油三大石油产品

消费量达 110 M ,t石油总需求量更是高达 245 7

M ,t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消费

国。10年来, 中国 GDP年均增长 9 7% , 石油消

费年均增长 5 77% , 而石油生产只增长了

1 67%
[ 4 ]
。可见,多年来增长乏力的石油产量与

社会经济发展和石油消费需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参见表 1)。

表 1 1995年以来中国原油净进口量与对外依存度

年 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生产量 /M t 149 0 157 0 160 0 161 0 160 0 162 0 164 0 169 0 161 2 185 9

消费量 /M t 156 0 172 0 193 0 172 0 190 0 211 0 224 0 234 0 252 3 308 6

净进口 /M t 8 5 13 9 33 9 29 1 29 5 70 3 60 0 69 4 91 1 122 7

对外依存度, % 5 3 8 1 17 5 16 9 15 5 33 3 26 8 29 6 36 1 40 0

注:资料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矿产资源年报》历年数据。

据 IEA统计, 1986- 1990年, 中国石油消费 需求年均增长 3 7%; 1990- 2000年年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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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到 7 6% , 比世界平均增长率 1 4%高出了

6 2个百分点。 2003年, 中国石油消费需求增长

11%,居美国之后, 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

国
[ 5]
。国内石油消费增速遥遥领先于石油产出

的步伐,导致近年来石油进口有增无减。2004年

仅原油的净进口量已达到 122 7M ,t石油进口依

存度已高达 40%。总之, 近 10年来国内石油供

求矛盾日益突出,导致每年从海外进口的石油数

量呈直线上升之势,显示中国石油安全问题的解

决越来越离不开国际石油市场。

2 未来中国石油安全问题必须在开放条件下解决

以上是从当前现实情况来看待石油供求矛盾

关系的。如果从未来一段较长时期观察,即从中

国国内资源基础和产能潜力以及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角度分析,并假定国内没有重大资源发现

和经济正常发展,则可以发现中国石油供求的巨

大缺口将无法在国内解决。

2 1 国内石油资源的  家底 !比较薄弱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中国对全国范围的

油气资源进行过几次评估。 1987年第一次油气

资源评价结果显示, 国内石油资源蕴藏总量 (即

地质储量 )为 78 75 G t。根据 1994年第二次油气

资源评价结果,石油地质储量为 94G t。最近中国

三大石油公司完成了对国内部分盆地油气资源的

重新评价, 石油资源蕴藏总量上升为 102 1G t
[ 6]
。

但是人均可采储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000

年中国人均石油可开采量只有 2 6 ,t只相当于世

界平均水平的 11 1%。这一切都说明, 中国石油

资源的基础较为薄弱, 未来国内石油产量增长必

然受到资源的较大约束。预计到 2020年, 中国探

明可采石油储量将达 9 300M t(合 652亿桶 ), 其

中,东部可采石油储量约 5 600 M ,t占可采储量

60%;西部的新疆三大盆地可采储量为 1 400M ,t

占可采储量 15%; 而中部可采石油储量只有 370

M ,t还不到可采储量的 4%
[ 7]
。可见,未来国内石

油储量和供应来源地的最大接替地区将是西部的

新疆和大陆架。

2 2 未来国内石油供不应求紧张态势难以根本

改变

由于石油资源基础十分脆弱,加之新增储量

开采条件的限制,在封闭条件下,即使通过科技创

新和技术改造,也只能保持国内石油的相对稳产,

而不能保证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在中国三大产油

区中, 东部主力油田产量正在自然衰减,已经探明

储量的大部分都已经开采, 剩余储量又多分布在

产量低的油田, 待探明储量基本上处于海域、沙

漠、沼泽和山区等勘探开发条件恶劣地区,且作为

战略资源接替地区的大陆架和西部油田虽然已形

成一定产能,但探明油气储量并不丰富。所有这

一切都表明,未来中国石油增产困难重重。这一

判断基本上可以从表 2的预测结果反映出来: 21

世纪前 10年, 中国原油产量仍将缓慢增长, 到

2010年将达到 175 M t左右,到 2020年原油产量

最多达到 220M t。

表 2 国内外机构对中国石油产量预测结果比较 M t

预测机构 2010年 2020年

中国能源研究所 170~ 180 180~ 190

国际能源机构 ( IEA) 156 135

美国能源信息署 ( EA I) 184 189

欧佩克 ( OPEC ) 187 220

未来 20年正是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宏伟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由于以下几个因素的

作用, 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石油消费需求将会进入

一个新的增长高峰期,从而导致国内石油供求矛

盾的紧张态势难以逆转。

一是家庭轿车社会的提早到来引发了对石油

需求的巨大增长。资料显示, 1994年中国私人汽

车只占国内民用汽车保有总量的 21%, 而到中国

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消费国 (仅次于美国和法

国 )的 2003年, 这一比重已经上升到 50% , 短短

10年私人汽车总量就增长了 5倍。而且更为重

要的是,包括家庭轿车在内的中国私人汽车在未

来 20年还会稳定、快速、持续增长: 到 2010年和

2020年中国家庭轿车保有总量将分别达到 1 446

万辆和 7 200万辆
[ 8 ]
。这表明, 过早出现的汽车

时代无疑将给本来就日益增大的石油供求缺口带

来更大的矛盾。

二是民众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会导致油气

消费量的增加。国外有学者用生活质量模型分析

能源、国民生产总值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把能

够度量的社会、经济、文教卫生、环境和国家安全

五类共 50个变量输入模型,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超过 1 000美元的 5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生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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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对比,结果表明,人均能源消耗与生活质量呈正

相关关系。而中国的实际情况与这一分析结果也

大体一致: 1992年我国石油消费占世界石油消费

的 4%, 2003年上升到 7% ; 20世纪 90年代,世界

石油消费需求增加的 25%来自中国石油消费增

长, 2003年这一比重上升到 34 6%
[ 9]
。因此可以

断言,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收入水

平 ( 2003年中国人均 GDP突破 1 000美元大关 )

不断提高,广大民众的石油和天然气消耗量将出

现大幅度上升的态势, 导致油气供求矛盾的进一

步加剧。

此外,未来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镇人

口的迅速增长所引发的建筑业、交通运输也将大

幅成长,中国  世界工厂 !、 制造业中心 !时代到

来所带动的机械、钢铁等重工业的快速发展,都会

导致石油等能源消费的大幅快速增长,从而使得

国内石油供求矛盾的解决越来越依赖于大量进口

石油来解决。

从上述分析可知, 在仅靠国内资源和产量的

封闭条件下,未来中国石油供求的巨大矛盾无论

如何也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中国石油安全问题

必须借助  国外资源!和  国外市场 !,在开放条件
下,通过国际石油市场解决。

3 中东石油对未来中国石油安全的重要性

上述分析表明,在目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

期, 中国石油供求矛盾无法在国内解决。在开

放条件下通过参与全球油气资源竞争与合作来

拓展国外石油资源, 已成必然趋势。而石油资

源富集的中东地区, 对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

义, 甚至可以说, 中东石油是中国未来倚重的主

要外来油源。

3 1 中东石油仍将是世界石油供应中心, 未来中

国海外石油供应相当一部分将继续来自中东地区

如前所述,以海湾为中心的中东地区不仅过

去,而且现在和将来都是  世界石油供应心脏!中

的  心脏 !,其巨大的油气资源储量和较长时期的
储采比年限,将长期保持居世界之冠的地位不变。

与世界其他产油区相比, 中东石油具有资源基础

雄厚、剩余探明储量多、产量高等优势, 它仍将是

未来世界石油供应的中心。中东石油在世界上的

中心地位首先是由它的储量和储采比决定的。到

1997年,中东未开采的石油探明储量就有 92 354

G,t约占世界总量 139 971 G t的 66 4%
[ 10]
。截

至 2000年,中东原油探明储量为 6 836亿桶, 仍

然占全球石油探明储量的 65%, 天然气储量为

1 854 8 # 1012 m3
。然而,即使将原油和天然气两

项探明储量加起来计算, 世界其他地区与中东相

比依然大为逊色: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

国家只占世界 8% , 拉美占 5% , 亚太地区为 4%

(中国 3% ),非洲占 3% , 只有原苏联地区 (俄罗

斯和中亚及里海地区 )稍为多一点, 两项合计约

占世界总量的 18%
[ 11]
。与此同时, 中东石油资

源基础的不断增强和石油产能的限制,使得其储

采比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其他地区; 中东有

5个国家储采比年限超过 65年,其中 3个国家高

达 100年以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他产油区将因储采比不

断下降和资源逐步衰竭而日益被  边缘化!,中东

石油的中心地位和作用将更加凸现。正是因为如

此,中东石油才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消费进

口大国的重要进口来源地。 20世纪 90年代以

来,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数量和比重都是最大的,

其占进口总量的份额一度超过 60%。随着石油

需求迅速增长和进口石油消费日益增多, 中国对

中东石油进口需求将会急剧增长。从这个意义上

说,中国未来能源安全问题的实质就是一个中东

石油问题。据美国能源部预测, 到 2020年, 中国

进口的中东石油将达到 690万桶 /d, 差不多占国

内石油消费量的 60%
[ 12]
。对此, 许多人呼吁中

国必须降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如果撇开其他因

素 (如美国的中东石油霸权、中东局势的长期动

荡 )不谈, 这一比重与中东石油储量占世界的比

重是基本一致的,因此,不能仅仅从绝对量和依存

度来判断。

3 2 中东石油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对国际石油市

场态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多年来,中东一直主导着全球石油生产和出

口贸易。除了海湾 8国 (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

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巴林和卡塔

尔 )以外,埃及、苏丹、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和也门

也都是石油输出国。 2000年中东地区石油总产

量为 1 112 4M ,t约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 其

中,沙特阿拉伯又以其 441 2M t排在世界之首;

同年中东石油出口量为 941 6M ,t占世界总出口

量的 44 4%。 2002年中东石油日均出口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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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00万桶, 占当年全球石油日均出口量 3 300万

桶的 48 5%
[ 13]
。同年,由于沙特和伊朗等国家大

幅度增产,导致 OPEC的石油产量达到 1 489M ,t

比上一年增长 5 6%, 大大高于世界平均增幅。

不仅如此, 中东石油的产能还只利用了 60% , 尚

有相当部分闲置生产能力, 特别是沙特拥有相当

数量的石油机动生产能力。这表明,未来世界石

油需求的大部分将由中东供应。

中东产油国在 OPEC中的主要地位及其在世

界石油生产和贸易中的统治地位,导致中东石油产

量的增减直接影响全球石油价格的变化。世界上

多次石油价格暴涨都是由中东石油局势造成的。

尽管中国没有感受到第一、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

但伊拉克战争以来,中东局势动荡所引起的油价持

续走高,已经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负面影

响,而且这一影响还在延续。因此, 无论是从石油

安全  量!的概念,还是从  价 !的概念来看,中东石

油对于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3 3 中东石油的品质和成本优势对中国石油安

全也具有重大意义

对中国来说,实施石油安全的国际化战略,进

行海外石油勘探开发投资和进口石油,不仅要考

虑资源基础,而且还要评价成本与收益关系。中

东地区的石油在这两个方面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相对而言, 中东石油具有油层厚、埋藏浅、易

开采的特点,大部分集中在蕴藏量极其丰富的特

大型油田群之中,且多为含蜡量、含硫量比较低的

轻质油。中东石油开采成本极低,可谓量多质优、

价廉物美。据英国《石油经济学家》文章估算,

1975- 1989年间, 中东石油开采成本仅为每桶

0 11美元, 而拉美每桶 0 51美元,亚洲每桶 0 95

美元, 加拿大和美国则分别高达每桶 3 35美元和

6 12美元
[ 14 ]
。直到现在, 中东石油成本也只有

大约每桶 2美元, 大大低于每桶 8~ 9美元的世界

平均水平。此外, 中东石油在运输成本方面也具

有明显优势: 从北海到中国需要 45 ~ 50天, 运

费为每桶 1 2~ 1 4美元, 从西非到中国需要 35

~ 40天, 运费为每桶 0 9~ 1 1美元, 而从中东

到中国只要 20~ 25天,每桶运费只有 0 6~ 0 8

美元
[ 15]
。当然, 这里所说的成本主要是指石油

开采和运输本身的成本, 即  有形成本 !或  硬成

本 !, 而不包括对政治风险和价格风险等进行管

理的  无形成本!或  软成本 !。

3 4 中东产油国能源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

的加快,为中国参与中东石油的开发和贸易提供

了良好的机遇

一方面, 投资中东石油的  软成本 !大大下
降。由于中东石油局势引发了 20世纪 70年代两

次石油危机,在国际石油公司看来, 投资中东石油

虽然  硬成本 !较低,但是因阿拉伯国家可能进行

石油禁运和  石油国有化 !运动而存在较高的  软
成本!,于是纷纷投资于北美和北海地区。然而,

自从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以来, 国际石油公司

再次携巨资重返中东。之所以如此,除了当时较

低的油价难以支撑北海等石油开发较高的  硬成
本 !以外,主要是因为开发中东石油的  软成本 !

也大大降低 ∀ ∀ ∀ 这些国家重新开放了国内石油市

场,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和保护国际石油资本的优

惠政策 (如减税、取消租让制、减少政府干预等 ),

而且一些国家还加快了石油私有化的进程。虽然

目前中东局势依然动荡不定, 但在石油经济全球

化和贸易自由化趋势加强的情况下,相对过去来

说,投资中东石油产业的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大

大降低了。因此,在软硬成本  双低 !时期进军中

东石油市场,对国际化经营经验还不丰富的中国

石油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另一方面,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持续的低

油价, 导致中东国家石油经营哲学和管理方式随

之发生重大变化。这主要表现为: 赋予国有石油

公司更大自主权,促使其走向集团化、一体化和多

国化; 在油价低迷的情况下,继续维持甚至增加国

有石油公司对勘探开发领域的投资;通过购买、合

作和参股等多种方式扩大和新建出口导向的炼油

厂,在国外拓展终端市场 (如在石油消费国设立

加油站等 ), 加快对下游业务的渗透和延伸; 在全

球范围寻求多元化出口市场, 展开与非欧佩克产

油国的竞争以增加原油和成品油的市场占有

率
[ 16]
。而进入 20世纪 90年代初期, 中国进口石

油逐步增长,国家石油公司开始实施  走出去!战

略。而上述中东产油国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其扩

大市场份额、寻求新市场的动向,对中国石油企业

拓展中东市场有着积极影响和重要意义。

3 5 获取中东石油是中国石油安全多元化战略

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两次石油危机冲击之后,几乎所有西方

石油消费大国都实施了石油安全战略,除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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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石油储备以外,都采取了进口石油来源多元

化战略,纷纷寻求从多个地区进口石油, 以免  把

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而遭遇  灭顶之灾!。俄罗

斯和中亚 -里海、南美、东南亚、非洲等石油资源

富集地区,虽然都可能、而且事实上已有不少地区

成为中国海外石油重要来源地,但是,除了中东地

区以外, 其他任何地区, 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

现实情况看, 都可不同程度地甚至完全被替代。

这一点无须多方论证,只要看看中东石油储量、储

采比、产能产量及其在国际石油贸易与价格形成

机制方面无与伦比的地位和作用, 就能够得到充

分的证明。对于我们这个国内石油供求矛盾极大

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国来说, 世界其他地区的石

油供应相对来说都只能起  替补 !或  权宜之计 !

的作用,因为  无论中国做什么, 绝大部分石油仍
将来自中东地区。! [ 17]

当然,这句话不只是对中国

管用, 美国、日本甚至印度都不会例外。

4 增强同中东国家的合作关系以实现中国石油

安全

中国与中东地区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 友谊

绵长深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双方关系进

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目前中国与所有中东国

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 从而使中国与中东关系

 成为了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和平共

处、互相合作的良好榜样 ! [ 18]
。中国与中东双边

关系的发展以及未来中国的中东政策,不仅成为

中国与中东石油合作的坚实基础, 而且成为未来

中国实现中东石油安全供应的重要条件。

4 1 巩固和发展同中东国家以石油为主的大经

贸关系

中国中东石油政策的重点应该是发展与中东

以石油为主的大经贸关系, 实现双方经济关系的

相互渗透和利益共享, 从而为中国与中东石油合

作奠定坚实基础。由于中国从中东进口大量石

油,目前中国对中东的贸易出现逆差倾向。 1999

年中国在与海湾国家的贸易开始从顺差转为逆

差, 2000年和 2001年产生的逆差分别为 27 6亿

美元和 16 1亿美元
[ 19]
。为此, 在与中东产油国

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时, 除了继续发展与中东的石

油进口贸易以外,还应该采取  一进一出 !的贸易

和投资双向平衡发展策略。

所谓  一进!,就是引进中东产油国大量富余

的  石油美元 !资本。中东产油国在长期出口石
油的贸易中积累了大量石油美元, 特别是近年来

石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更是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巨

额剩余资本。产油国为了石油资本的赢利性和安

全性, 正在寻找有利的投资场所,而中国经济的持

续快速发展又急需大量外国投资。这就为引进石

油美元资本创造了有利条件。此举可以达到两个

主要目的:一是可以用中东石油资本加快中国西

部及海上新区的勘探开发与生产建设,缓解中国

油气资金短缺的状况;二是利用沙特等中东产油

国加大在东亚投资的机会, 开展与中东产油国在

中国的石油炼化和销售等中下游环节的投资与合

作,实现双方石油公司之间的战略联盟关系。

所谓  一出!,就是中国石油企业在国际化经

营中对中东油气进行的勘探开发投资。中国石油

企业在 10余年的海外油气勘探开发中,已取得初

步进展,形成多个海外石油勘探开发战略区域,其

中在中东的苏丹等国家还取得一些控股、参股和

独立勘探开发权益,并获得了相当数量的份额油。

鉴于中国目前在阿拉伯世界的良好声誉和形象,

以及双方渐入佳境的政治经济关系,以石油公司

为主的中国投资主体应该进一步加大对中东产油

国的投资力度, 并以此为龙头带动其他项目的投

资和贸易。由于海外石油投资数额巨大,且日益

遭受包括技术风险、政治风险和市场风险在内的

多种风险,因此,必须有的放矢,确定重点投资的

地区和国家。

4 2 加强与中东地区重要产油国的合作

目前中国与中东石油合作主要体现在贸易方

面,而如果仅仅以石油贸易的方式进口原油,不仅

成本高,而且风险系数也大。因此, 中国必须进入

中东进行油气资源勘探开发, 以掌握一定的资源

基础。为此,必须选好合作对象,进行重点勘探开

发。选择重点投资对象, 既要考虑油气资源储量

的丰歉,也要考虑与美国等西方石油公司战略区

域关系,还要研究资源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其与

中国已有的合作基础等。综合分析上述情况, 目

前,中国在中东地区油气投资的重要国家应该是

苏丹、沙特、伊朗、阿曼等国。本来中国与伊拉克

已有一定的合作基础,但由于目前美军事实上的

占领关系,以及伊拉克国内政治局势存在着较大

变数, 伊拉克暂时不宜作为中国石油投资重点。

苏丹与中国从 1959年建交以来, 双边贸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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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比较顺利,特别是 1997年以来, 在石油开发项

目带动下, 双边贸易量猛增。 1995年, 中国石油

集团的前身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在苏丹石油勘

探工作处于资金匮乏、技术人力严重不足的情况

下,成功打入苏丹石油市场。此后,中国与苏丹油

气领域的合作取得巨大突破。现在,中国在苏丹

投资的石油项目主要包括苏丹穆格莱德油田 1、

2、4区块开发权 (目前日产原油 25万桶 )、喀土穆

炼油厂 (年加工能力 2 500 kt原油 )和喀土穆石油

化工厂 (中苏双方分别占 95%和 5%股份,设计年

产 15 kt聚丙烯 )
[ 20]
。当然,目前中国在苏丹的油

气开发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美国以达尔富尔

地区存在种族清洗为由欲对苏丹进行制裁, 这势

必影响到中国的石油利益。不过, 中国利用在联

合国的身份对该地区所持的公正立场, 赢得了

包括苏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大国的支持

和赞赏,挫败了美国对苏丹制裁及其背后石油

战略企图, 从而为加强与苏丹的石油合作创造

了条件。

伊朗油气资源极其丰富, 不仅在油气连接方

面与中国关系密切,而且在整个  大中东 !地区和

全球油气地缘政治版图中处于重要的枢纽地位。

伊朗石油储量居世界前列, 天然气储量仅次于俄

罗斯而居世界第二位。伊朗对世界石油的运输安

全具有潜在的、巨大的控制力, 它可以随时封锁霍

尔姆兹海峡,从而控制途经此处的 88%的海湾出

口石油和约 40%的世界石油贸易流量
[ 21]
。这可

能是美国、俄罗斯等大国之所以关注伊朗局势的

根本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是,  伊朗是中亚和
中东油气向南流通中的一个重要国家,而中国将

成为亚洲西部和北部油气向东南流通中的一个主

要国家。! [ 22]
在未来  大中东 !石油连接中, 特别

是在中东 -中亚 -中国直至亚太的陆上油气运输

通道中,伊朗和中国是两个极其重要的节点。鉴

于美国与伊朗的敌对关系,目前,中国应该把握住

美国石油公司不能参与伊朗石油开发的机会, 避

开美国压力,在伊朗实现油气勘探开发投资的重

大突破,以便两国在石油领域进行更多实质性投

资合作。

沙特阿拉伯不仅是全球石油储量和产量最多

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石油产量浮动生产国。

此外, 它还是 OPEC、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

( OAPEC)和海湾合作委员会重要成员, 对这些能

够左右世界石油市场局势的组织的决策有着重要

影响。因此,它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中国石油投资

与贸易的重点, 似乎应该放在中国与中东石油合

作的首位。但是, 美国和沙特长期以来保持着军

事和石油战略联盟关系, 而且最近中国与沙特渐

行渐近的石油投资合作关系, 已经引起了美国的

极大关注和担心,因此,中国应该务实而有效地与

沙特开展油气投资合作。事实上, 出于双方各自

的国家利益和国际环境的变化, 近年来中国与沙

特的油气合作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今后中国

与沙特石油合作的重点应该放在两个方面: 一是

中国石油公司在沙特加大勘探开发的投资力度;

二是中国采取更为灵活和宽松的政策吸引沙特石

油资本对中国石油中下游领域进行投资。此外,

中国还可以进一步加强与沙特在军事和安全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 并可考虑协助维护近期海湾地区

有利于沙特的政治军事态势。

此外,为了实现进口石油来源国的多元化,吸

引更多的石油资本进入国内投资, 中国还须继续

保持和改善与阿曼、也门、科威特等国的经济贸易

关系, 在过去双边较好的石油合作基础上,拓展与

这些产油国的经贸关系。

4 3 积极参与中东和平进程和其他地区事务

如果说,中国过去在中东地区没有直接的重

大利益,无须较多参与中东事务,而只是从正义和

道义的角度表明自己态度的话, 那么, 现在的中

国, 却因石油安全问题而与中东局势紧密相连。

因此, 积极参与或介入中东事务,同国际社会共同

努力实现地区安全、和平和稳定目标,理应成为中

国中东政策的重要内容。

应该承认,美国是中东和平进程的主导性力

量。回顾过去十多年的中东和平进程,美国政策

及其影响始终是中东和平谈判的一个  常量 !, 它
既可以在关键时刻推动和平谈判取得进展, 也可

以防止阿以双方和平进程功亏一篑。如果说, 美

国的介入不一定能解决中东和平进程中的所有重

要问题, 那么, 离开了美国, 中东和平进程的任何

重要问题都难以解决。不过,必须看到的是,由于

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及其反恐问题的扩大

化,导致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形象下降,与伊斯兰世

界的冲突关系似有恶化。特别是在地区安全、石

油安全等方面, 如果缺少了地区盟友的支持和大

国协调, 单靠美国和地区国家, 中东的安全、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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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稳定依然难以获得重大突破。美国有关研究机

构的报告认为,  在美国 -伊朗关系中,中国的地

位在未来可能起到建设性作用。! [ 23]
因此, 中国作

为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 作为一个深受阿拉

伯人民信赖的发展中国家, 切实参与到中东地区

事务中去,必将有助于地区局势的缓和。更何况,

从石油集体安全和国家安全的相对性来看, 如果

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下去, 势必导致石油供应发生

中断或价格暴涨,结果必将危及高度依赖中东石

油的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反之,如果中国参与到

国际社会对中东事务的处理和调解中去, 促使地

区局势改善,那么, 中国也会获得相对安全的石

油供应。所以, 在参与中东地区和平进程和其

他事务方面, 中美双方不仅不存在冲突利益, 而

且有助于实现双方石油安全的共同利益。当

然, 中国以公正态度和合适方式切实参与中东

事务的态度和努力, 也会更加赢得中东国家和

人民的信赖和支持, 一旦中国在石油利益方面

受到霸权国家的排挤和抵制, 必将得到中东人

民的同情和支持。

相对于中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而言, 中

国目前在中东政策方面尚缺乏一套涵盖政治、经

济、外交和文化等措施的整体战略。不过,令人欣

慰的是,现在中国已开始尝试从制度化、机制化方

面参与中东事务, 扩大在该地区的作用和影响。

近年来,国家多次派出中东特使王世杰到中东地

区与有关国家交换中国在该地区的立场和态度,

并对中东和平进程等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和

方案, 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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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etroleum Security andM iddle East Petroleum
ShuX ian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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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 Dezheng

(P olitical and PublicM anagement C ollege, Wuhan University, 430072)

ABSTRACT

S ince the foundation o f new China, tw o conversions have taken p lace in domestic petro leum supply and

demand re la tion. Currently, thema jo r contradiction in Ch inese petroleum security is the contrad iction betw een

vo lumes o f supply and dem and; name ly, dom estic petro leum supply is becom ing increasing ly insufficient for

demand. In the future, the security problem of Ch inese petro leum must be solved under open condit ions w 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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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 id of international petro leum marke.t A s them ain petro leum resource of China in the future, M iddle E ast

petroleum is of g 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realization of Ch inese petroleum security strategy. Therefo re, streng th

en ing good re lationsh ip w ithM iddle East o ilproduct ion countries and formu lating practical and effectiveM iddle

East po licies are no t only the solid foundation for petroleum cooperation betw een China andM iddle Eas,t bu t

also an important cond it ion fo rCh ina to getM iddle E ast petro leum safely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hina, petro leum supply and demand, open cond itions, M idd le East petro leum, cooperative

re lationsh ip, petro leum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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