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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视角下的印度与中东能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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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能源安全意味着保障国家获得充足的能源供应ꎬ 保证国民经

济以正常水平运行ꎮ 就印度而言ꎬ 受到自然禀赋、 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ꎬ
尤其是 ２１ 世纪以来印度能源消费和进口需求的迅速增长ꎬ 进一步凸显了中东

作为印度首要海外能源供给地的地位ꎮ 印度政府通过加大政治合作力度、 签

署中长期合作协议、 加强对上、 中、 下游能源产业链的相互投资和技术合作

等方式ꎬ 推动和夯实与中东能源伙伴国的双边能源关系ꎮ 当下ꎬ 印度政府虽

不断推动能源转型ꎬ 加快步伐开发太阳能、 风能、 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ꎬ 但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ꎮ 在未来一段时间ꎬ 印度对中东能源的依赖仍将持续ꎮ
不容忽视的是ꎬ 国际能源价格的波动、 中东油气供应链和航运等安全问题ꎬ
以及印度能源 “增储”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状况等ꎬ 仍将给未来双方能源合作

带来诸多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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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是一个典型的 “缺油少气国”ꎮ 有限的资源与经济和社会需求之间的

巨大鸿沟导致印度的能源进口呈现需求强烈、 缺口巨大和对外依赖严重的基

本特征ꎮ 因此ꎬ 获得充足、 稳定的能源供应成为印度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ꎬ
能源安全也成为国内备受关注的话题ꎮ 印度前总理辛格称: “在我们的议程

中ꎬ 能源安全仅次于食品安全ꎮ 印度严重依赖进口能源ꎬ 而能源供给在当今

世界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ꎬ 这带来了新的挑战ꎮ 生产者应该意识到ꎬ 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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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对买卖双方都没有任何好处ꎮ (对印度来说) 能源安全至关重要”①ꎮ 尽管

新能源革命、 节能减排技术以及气候变化国际治理均取得长足进步ꎬ 但油气

资源在印度能源消耗中仍占有主要地位ꎮ 由于能源供需缺口的长期存在ꎬ 印

度需从国外进口所需油气资源ꎬ 而中东②一直是印度主要的能源供给地ꎬ 印度

对中东能源高度依赖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在技术进步、 环保需求和产业升级

等因素的推动下ꎬ 印度与中东的能源关系由石油进口依赖转变为石油和天然

气进口双重依赖ꎮ 为确保能源安全ꎬ 印度推动能源政策转型ꎬ 从简单的大宗

能源贸易转向全产业链的相互投资与技术合作ꎬ 加强与能源供给国的双边关

系ꎬ 进而形成相互依赖的能源关系格局ꎮ
能源领域是印度与中东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国外学术界ꎬ 尤其是印度

学术界已经做了很多探索ꎮ １９７４ 年ꎬ 巴尔拉杰梅塔所著的 «印度与世界石

油危机» 是最早的印度中东能源关系研究成果ꎮ 总体而言ꎬ 国外这一领域的

研究多是从能源安全的视角探讨双方能源关系的发展历程、 政策变革、 挑战

与国别合作等问题ꎮ 国内学者的研究视角和内容大多关注能源外交、 产业合

作等领域ꎬ 但仍有深化研究的空间ꎮ③ 鉴此ꎬ 本文基于印度能源安全关切ꎬ 跟

踪探讨 ２１ 世纪以来印度与中东能源关系的最新进展与特点ꎬ 进而分析其成

因ꎬ 以及研判未来印度与中东能源关系的走向与面临的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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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视角下的印度与中东能源关系　

一　 印度与中东能源关系的现状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石油危机催生出能源安全这一概念ꎬ 其主要内容是探讨

防止石油供应中断ꎬ 确保能源消费国的石油供应安全ꎮ ４０ 多年来ꎬ 能源安全

被不断赋予新内涵ꎬ 如在能源种类上ꎬ 已从最初的石油供应安全延伸至天然

气、 电力等方面的供应安全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印度与中东国家在能源安全

领域的合作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ꎬ 在印度海外能源进口格局中ꎬ 中东地区是印度主要的石油和天然

气来源地ꎮ 长期以来ꎬ 印度为弥补国内能源供需缺口问题ꎬ 需从国际市场上

进行采购ꎬ 其中天然气海外进口则始于 ２００４ 年ꎮ 从油气进口地理格局看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到 ２１ 世纪前 ２０ 年ꎬ 印度主要从海湾和北非国家进口石油ꎬ 包括

海合会六国、 伊朗、 伊拉克、 也门以及利比亚与埃及ꎮ 例如ꎬ １９９４ 年ꎬ 印度

最大的石油来源国是阿联酋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印度进口石油总量为 ９ ５８５ ８ 万吨ꎬ
其中来自中东进口石油为 ６ ８６３ 万吨ꎬ 占进口总量的 ６７ ４％ ꎮ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９ 年ꎬ
印度进口中东石油总量分别为 １ ３９ 亿吨、 １ ４８ 亿吨和 １ ２５ 亿吨ꎬ 分别占当

年进口总量的 ６５ ６％ 、 ６６ ７％和 ６１ １％ ꎻ 同期ꎬ 进口中东天然气总量分别为

１５１ 亿立方米、 １７３ 亿立方米和 １８７ 亿立方米ꎬ 占当年进口总量的 ５７ ９％ 、
５６ ５％和 ５６ ８％ ꎮ① ２０２０ 年ꎬ 印度从中东进口石油与天然气分别达到 １ ６ 亿

吨和 ２１０ 亿立方米ꎬ 进口占比分别为 ７８％ 和 ５９％ ②ꎬ 相较于前三年都呈现增

长趋势ꎮ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背景下ꎬ 印度对中东能源需求的增

长充分显示出它与中东的能源依赖关系依然稳固ꎮ

表 １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９ 年印度从中东国家进口石油总量 (单位: 万吨)

年度 伊拉克 科威特 沙特 阿联酋
其他

西亚国家
北非国家

中东
进口总量

占比
(％ )

２０１７ ４ １００ １ １２０ ３ ４１０ １６４０ ３ １７０ ４１０ １３ ８５０ ６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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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ＢＰꎬ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 ２０１８ꎬ ２０１９ꎬ ２０２０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ｐ ｃｏｍ / ｅ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 ｒｅｖｉｅｗ － ｏｆ － ｗｏｒｌｄ － ｅｎｅｒｇｙ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０７

ＢＰꎬ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ｐ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ｂｐ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ｓｉｔｅｓ / ｅ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ｐｄｆｓ /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 ｒｅｖｉｅｗ / ｂｐ － ｓｔａｔｓ － ｒｅｖｉｅｗ － ２０２１ － ｆｕｌｌ －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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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年度 伊拉克 科威特 沙特 阿联酋
其他

西亚国家
北非国家

中东
进口总量

占比
(％ )

２０１８ ４ ７７０ １ １４０ ３ ９３０ １ ６００ ３ ２４０ ４００ １４ ７８０ ６６ ７

２０１９ ４ ９２０ １ ０６０ ４ ２６０ １ ９６０ １ ０８０ ５６０ １３ ５４０ ６１ １
　 资料来源: ＢＰꎬ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 ２０１８ꎬ ２０１９ꎬ ２０２０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ｐ
ｃｏｍ / ｅ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 ｒｅｖｉｅｗ － ｏｆ － ｗｏｒｌｄ － ｅｎｅｒｇｙ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０７

表 ２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９ 年印度从中东各国天然气进口量 (单位: 亿立方米)

年度 阿曼 卡塔尔 阿联酋
阿尔

及利亚
埃及

中东
进口总量

占比
(％ )

２０１７ ７ １３２ ５ ３ ４ １５１ ５７ ９％

２０１８ １５ １４８ ５ ３ ２ １７３ ５６ ５％

２０１９ １３ １３２ ３６ ３ ３ １８７ ５６ ８％
　 资料来源: ＢＰꎬ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１８ꎬ ２０１９ꎬ ２０２０)”.

第二ꎬ 签署中长期合作协议是印度与中东国家常见的能源合作模式ꎮ 为

保障能源供给稳定与安全ꎬ 早在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ꎬ 印度工业部就同沙特商业工业

委员会签署了能源和建设领域备忘录ꎬ 有意提升两国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

合作水平ꎮ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ꎬ 印度和伊朗签署了 «２５ 年能源合作协议»ꎬ 即在未

来 ２５ 年内伊朗每天向印度提供 １０ 万桶原油ꎬ 每年提供 ５００ 万吨液化天然气ꎮ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ꎬ 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ꎬ 两国签署 «能源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协定»ꎮ 协定中称 “两国将在互补和相互依存的基础上达成能源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ꎮ”①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６ 日ꎬ 沙特同意将其出口到印度的原油翻

番ꎬ 双方签订为期 ３０ 年的 «石油合作协定»ꎮ “这标志着继 ２００６ 年阿卜杜拉

国王访问印度后ꎬ 印度和沙特关系进一步升华”②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印度总统普拉纳

布穆克吉访问伊拉克ꎬ 双方签署能源开发备忘录ꎬ 其中包括石油上游、 下

游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内容ꎮ 考虑到伊朗供油的减少ꎬ 伊拉克在印度能源

供给中的地位明显抬升ꎬ 一跃成为仅次于沙特的第二大石油供给国ꎮ 为此ꎬ

８１１

①

②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ꎬ “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ｌｈｉ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７ꎬ
２００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ａ ｇｏｖ ｉｎ /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ｈｔｍ? ｄｔｌ / ５９６９ / Ｄｅｌｈｉ ＋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 Ｓｉｇｎｅｄ ＋ ｂｙ ＋
Ｋｉｎｇ ＋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 ｂｉｎ ＋ Ａｂｄｕｌａｚｉｚ ＋ Ａｌ ＋ Ｓａｕｄ ＋ ｏｆ ＋ ｔｈｅ ＋ Ｋｉｎｇｄｏｍ ＋ ｏｆ ＋ Ｓａｕｄｉ ＋ Ａｒａｂｉａ ＋ ａｎｄ ＋ Ｐｒｉｍｅ ＋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 Ｄｒ ＋ Ｍａｎｍｏｈａｎ ＋ Ｓｉｎｇｈ ＋ ｏｆ ＋ Ｉｎｄｉａꎬ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０９

Ｒａｊｅｅｖ Ｓｈａｒｍａꎬ “Ｉｎｄｉａ Ｇｅｔｓ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１ /
０６ / ｉｎｄｉａ － ｇｅｔｓ － ｃｌｏｓｅｒ － ｔｏ － ｓａｕｄｉ － ａｒａｂｉａꎬ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０１



能源安全视角下的印度与中东能源关系　

印度主动提议要与伊拉克签署为期十年的供油合同ꎮ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莫迪总

理两次访问阿联酋均签署了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ꎮ 其中ꎬ “ (２０１８ 年的协议)
是一项历史性的协议ꎬ 由印度石油公司组成的财团和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

签署 １０％的海上石油开采授权ꎮ”①

在天然气方面ꎬ 印度早在 １９９８ 年就 “和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天然气公司签

署为期 ２５ 年的年销售和采购协议ꎬ (卡塔尔) 每年提供 ７５０ 万吨液化天然

气”②ꎮ 液化气的接受终端为古吉拉特的达赫和喀拉拉邦的科钦ꎬ 年供气量分

别为 ５００ 万吨和 ２５０ 万吨ꎮ 此后ꎬ 拉斯拉凡公司又和达克辛巴拉特能源财团

(Ｄａｋｓｈｉｎ Ｂｈａｒａ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签署为期 ２０ 年ꎬ 每年供气 ２６０ 万吨的合

同ꎮ “２１ 世纪前十年ꎬ 卡塔尔拉斯公司基本确保每年向印度买家提供 １ ０００ 万

吨液化天然气ꎬ 同时还在泰米尔纳德邦联合建立发电站ꎮ”③ “２０１５ 年ꎬ 印度

液化天然气公司与拉斯拉凡天然气公司续签供气合同ꎬ 它将以每百万英热单

位 ６ ~ ７ 美元的价格购气ꎬ 是 １９９８ 年合同价格 (１２ ~ １３ 美元) 的一半ꎬ 合同

期限为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２８ 年ꎮ”④

第三ꎬ 加强对上、 中、 下游能源产业链的相互投资ꎬ 以深化印度与中东

国家的利益联结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经济 “自由化” 政策的实施为印度扩展

与包括中东在内世界主要能源供给国的能源贸易与上中下游产业合作打开方

便之门ꎬ 也为印度参与国际能源勘探和开发提供便利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 印度最

大的私营石油企业信实公司将旗下石化业务 ２０％的股份出售给沙特阿美公司ꎬ
阿美公司计划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赖加德投资建立炼油厂ꎮ １０ 月ꎬ “在莫迪

总理出访沙特期间ꎬ 印度与沙特签署战略石油储备协议ꎬ 印度出租卡纳塔克

邦帕杜尔 ２５０ 万吨石油储备的一部分ꎮ 印度最大的炼油和燃料零售商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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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石油公司下属的中东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杰瑞运输公司签署初步协议ꎬ 在

下游领域进行合作ꎬ 包括在沙特建立加油站ꎮ”①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ꎬ 印度石油部长

拉姆奈克访问德黑兰期间ꎬ 双方讨论将石油合作从原油供应扩展到能源投

资领域ꎮ 印伊 (朗) 之间互有需求ꎬ 印度想要获得伊朗油田的权益油ꎬ 伊朗

想要获得印方投资与技术ꎮ 例如ꎬ 伊朗希望获得印度压缩天然气技术ꎬ 并由

印度帮助建立压缩天然气中心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印度石油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与伊

朗国家石油公司签署法尔斯离岸油田开发服务合同ꎬ 印度拥有 ４０％ 的股份ꎮ
该区块面积约为 ３ ５００ 平方公里ꎬ 储量约为 ５ ４ 亿桶ꎮ 伊拉克战争后ꎬ 伊拉克

政府提出由印度帮助修复和重建战争中受损的炼油厂ꎬ 并由印度公司建设炼

化能力达到 ８００ 万 ~ １ ０００万吨的炼油厂ꎮ

二　 印度对中东能源依赖关系形成的原因

在印度对外能源依赖中ꎬ 中东占据最大份额并扮演最重要的 “角色”ꎮ 其

原因既与中东油气资源自身禀赋相联ꎬ 更是印度自身经济发展使然ꎮ
(一) 印度油气能源供需失衡压力持续增大

在印度矿产种类多样ꎬ 但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却是其资源禀赋中的 “短
板”ꎮ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发布的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２０２０ 年)»ꎬ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ꎬ 印度石油总储量为 ６ 亿吨②ꎬ 天然气储量为 １ ３ 万亿立方米③ꎬ 两者皆

位列全球第 ２０ 位ꎮ 除了储量不足外ꎬ 印度的能源产量也无法满足国内需求ꎮ
印度早在独立前就有早期开发的油田和炼油厂ꎬ 但规模小ꎬ 产量和炼化能力

严重不足ꎮ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今ꎬ 该国始终存在能源供不应求结构性问题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印度成为继美国、 中国、 俄罗斯之后的全球第四大能源消费国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印度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ꎬ 在全球能源市场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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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视角下的印度与中东能源关系　

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ꎮ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９ 年ꎬ 印度年均一次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为

５ ７％ꎬ 比同期世界一次能源消费平均增速 １ ９％高 ３ ８ 个百分点ꎬ 比中国 １％的

平均增速高近 ４ ７ 个百分点ꎮ ２０２０ 年ꎬ 印度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 ３１ ９８ 艾焦耳ꎬ
仅次于中国的 １４５ ４６ 艾焦耳和美国的 ８７ ７９ 艾焦耳ꎬ 居全球第三位ꎮ①

经济高速增长、 人口的持续增加和人均耗能的不断提升形成叠加效应ꎬ
给印度的能源需求带来持久的巨大压力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除了受到世界金

融危机的影响ꎬ 大部分时间印度的年经济增长率都在 ７％左右ꎮ 印度目前已经

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ꎮ 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ꎬ 人口增速

迅猛ꎬ 年龄结构年轻ꎮ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ꎬ 印度人口

１３ ３９ 亿ꎬ ２５ 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 ４３ ８％ ꎬ 年龄中位数为 ２８ ７ 岁ꎮ② 年轻

人消费欲望大ꎬ 婚育、 买房、 用车等刚需潜力巨大ꎮ 同时ꎬ 印度的城镇化比例

仅为 ３５％ꎬ 远低于 ５５％的世界平均水平ꎮ 另外ꎬ 基于印度庞大的人口基数ꎬ 近

年其人均耗能呈现持续增大态势ꎬ 该国人均一次能源消费量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８ ２ 焦

耳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３ ２ 焦耳ꎮ③ 总体看ꎬ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随着印度能源消费

的快速增长ꎬ 该国石油和天然气供需缺口增大ꎬ 始终保持较高的对外依存度ꎮ
２０２０ 年ꎬ 印度石油和天然气进口的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 ８３ ９％和 ６０％ꎮ④

(二) 中东油气资源开发利用具有独特优势

中东蕴藏着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ꎬ 尤其是波斯湾沿岸地区ꎬ
人们称该地区国家均 “漂浮在油海之上”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ꎬ 中东地区 (包括

北非五国) 探明石油储量 １ ２１２ 亿吨ꎬ 占全球总探明储量 ２ ４４６ 亿吨的

４９ ５％ ꎻ 天然气探明储量为 ８３ ４ 万亿立方米ꎬ 占全球总探明储量 １９８ ８ 万亿

立方米的 ４１ ９％ ⑤ꎮ 依据英国石油公司的数据ꎬ 除去巴林ꎬ 波斯湾地区国家

石油的平均储采比是 ６９ 年ꎬ 天然气的平均储采比为 １２２ ９ 年ꎬ 均远高于世界

其他国家和地区ꎮ 因此ꎬ 中东在未来较长时段里ꎬ 是全球尤其是亚太和欧洲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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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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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能源供给地ꎮ
从开采成本上看ꎬ “沙特阿拉伯石油的边际生产成本是 ３ 美元 /桶ꎬ 其他

中东国家为每桶 １４ 美元ꎬ 俄罗斯石油的边际生产成本是 １８ 美元ꎬ 美国深海

油田的边际生产成本为 ５７ 美元”ꎮ① 美国页岩油的平均开采成本为 ３６ ４ ~ ４７ ７
美元 /桶ꎮ 从运费价格上来看ꎬ “以天然气为例ꎬ 从卡塔尔运往古吉拉特的液

化天然气运费是 ４０ 美分 /百万英热单位ꎬ 从阿曼运出的运费是 ３５ 美分 /百万

英热单位ꎮ 而来自澳大利亚和印尼的运费成本分别为 ９１ 美分和 ６８ 美分ꎮ”②

美国本土页岩气的运输成本则更高ꎮ 国际油轮的运输费和保费都是按天计算

的ꎬ 因此中东石油在运费成本上也具有绝对优势ꎮ
对印度而言ꎬ 中东的石油和天然气具有航程短、 储量大、 开采成本与运

费低等优点ꎮ 从地理上看ꎬ 中东能源具有地缘优势ꎮ 中东能源富集于波斯湾

地区ꎬ 它是印度洋的边缘海ꎬ 两者之间只隔阿拉伯海ꎮ 中东的石油通过霍尔

木兹海峡ꎬ 穿越阿曼湾和阿拉伯海ꎬ 直达印度西海岸ꎬ 单程需要 ４ 天时间ꎬ
航程皆在印度洋范围内ꎮ 相比之下ꎬ 油轮从美国西海岸出发到印度西海岸ꎬ
单程耗时一般为 ２５ ~ ３０ 天ꎬ 需要跨越太平洋ꎬ 穿过马六甲海峡后再到达印度

东部ꎮ 另一条航线由美国东海岸或者加勒比海出发ꎬ 穿越大西洋ꎬ 通过好望

角后再北上穿越印度洋ꎬ 耗时大约 ２０ ~ ２５ 天ꎮ
由此ꎬ 在实施能源开发合作 “走出去” 战略ꎬ 以及综合考量资源基础、

生产与供应能力、 全球市场优势地位等因素后ꎬ 印度选择发展与中东国家的

能源合作一直是其解决能源供需矛盾的主要出路和努力方向ꎮ

三　 印度与中东深化能源关系面临的挑战

建立可持续、 安全且稳定的海外能源供应基地ꎬ 是当下印度维系经济社

会有序运转的迫切诉求ꎮ 为此ꎬ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印度在开拓其他地区的能

源进口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ꎮ 但在机制建设、 现有国际能源规则的冲突协

调以及大国能源合作等方面ꎬ 印度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仍面临着诸多现实挑

战ꎮ 目前ꎬ 石油的新来源地是西部非洲和中南美洲ꎮ 天然气的新来源地是非

２２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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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和澳洲ꎬ 同时印度还在加强与美国在页岩气方面的贸易与合作ꎮ 以 ２０１７ 年

为例ꎬ 印度进口石油总量为 ２ １１ 亿吨ꎬ 其中中东石油 １ ３８５ 亿吨ꎬ 中南美洲

石油 ２ ４５０ 万吨ꎬ 西部非洲石油２ ６４０万吨ꎬ 占比分别为 ６５ ６％ 、 １１ ６％ 和

１２ ５％ ꎮ 在天然气方面ꎬ 除了排名第一的卡塔尔ꎬ 排名第二至第五名的国家

是尼日利亚、 安哥拉、 澳大利亚和阿曼ꎬ 约占进口总量的 ４０％ ꎮ① 但印度海

外能源布局的改革无法一蹴而就ꎬ 中东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状况短期内不会

发生根本性变化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能源 “增储” 的基础设施状况、 中东油气

供应链和航运等安全问题ꎬ 以及其他能源消费国的国际竞争ꎬ 给未来印度与

中东能源合作带来诸多挑战ꎮ
第一ꎬ 中东能源产地局势的动荡和混乱是影响双方能源合作的长期负面

因素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ꎬ 中东地区连续发生过多次战争ꎬ 是全球战争最密

集的地区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石油危机的经验证明ꎬ 能源安全的最大威胁是短

期能源供应的崩溃ꎬ 而不是获得能源供应的物质手段问题ꎮ”② 以 １９７９ 年伊朗

伊斯兰革命为例ꎬ 当时伊朗是印度的主要石油供给国ꎮ 伊朗剧烈的政治动荡

使印度的石油进口支出增长一倍ꎮ １９７８ 年石油进口额为 １６７ ７ 亿卢比ꎬ １９７９
年增加至 ３２６ ９９ 亿卢比ꎬ 占全年进口总额的 ３５ ８％ ꎮ③ 又如ꎬ 两伊战争和海

湾战争迫使印度不得不削减与伊朗、 伊拉克的传统能源关系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后ꎬ 印度逐渐加大来自沙特、 科威特等国的石油进口ꎬ 替代伊朗和伊拉克在

进口中所占份额ꎮ 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ꎬ 中东地区仍存在诸多安全风险: 国

内各类政治博弈、 跨国民族战争、 教派冲突、 恐怖主义袭击、 资源争夺战争、
争夺势力范围战争ꎬ 以及外部干涉等等ꎮ 由于该地区结构性矛盾具有长期性

特点ꎬ 加之大国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竞逐ꎬ 中东安全形势不容乐观ꎮ 一旦该

地区发生重大安全问题ꎬ 尤其是出现直接涉及印度主要油气进口国的情况ꎬ
印度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关系与合作势必遭受重大冲击ꎮ

第二ꎬ 国际能源价格的震荡会直接影响到印度从中东进口石油和天然气

的力度ꎮ 从广义上的能源安全角度出发ꎬ 印度在同中东能源国在能源价格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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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问题上始终处于被动状态ꎮ 例如ꎬ 中东对亚洲能源进口国长期采取 “亚洲

溢价” 政策ꎬ 印度虽长期不满但无力改变现状ꎮ ２０２０ 年初ꎬ 印度与卡塔尔就

天然气定价与石油定价脱钩问题产生争议ꎬ “卡塔尔拒绝与印度就其长期液化

天然气合同重新谈判价格ꎮ”① 另外ꎬ 从国际油价走势来看ꎬ ２００３ 年以来国

际油价总体震荡冲高ꎬ ２０１４ 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低迷ꎬ ２０２０ 年初国际油价

始于 ６０ 美元 /桶水平ꎬ 随后遇上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令市场需求大减ꎬ
３ 月美国西得克萨斯中质油出现史上首次负油价ꎬ ５ 月后逐渐回升ꎬ 至 １２
月底达到 ５０ 美元 /桶水平ꎮ ２０２１ 年ꎬ 全球油价继续回升ꎬ 加剧了印度与沙

特基于能源的紧张关系ꎮ ４ 月ꎬ “印度国有炼油企业决定 ５ 月份减少 ３６％ 的

沙特石油进口ꎮ”②

第三ꎬ 美国等域外国家干预中东事务严重影响了印度与中东能源贸易、
投资合作的稳定性ꎮ 伊拉克战争后ꎬ 国际能源领域已进入美国全球布局、 力

求主导的新阶段ꎮ 美国争夺中东油气资源ꎬ 与其说基于国内需求原因ꎬ 不如

说它有控制这一战略资源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意图ꎮ 继美国对伊拉克实施

“政权更替” 后ꎬ 对伊朗政权持续打压ꎬ 显著增加了印度等国从中东地区进口

能源的不安全因素ꎮ 在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中ꎬ 印度与伊朗的能源关系两次受

到伊朗核危机和美伊关系的冲击ꎮ ２００５ 年伊朗强硬派人物内贾德当选总统后ꎬ
伊朗核危机更趋复杂化ꎬ 与美国对峙形势明显严峻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ꎬ 美

国宣布对伊朗包括 ２０ 多个政府部门、 银行和个人实施制裁ꎬ 当日美国西得克

萨斯中质油价收盘便突破 ９０ 美元 /桶ꎮ③ 上述国际油价的剧烈波动无疑会对印

度在该地区的能源贸易、 投资合作产生较大影响ꎮ 由于内贾德总统在伊核问

题上采取强硬立场ꎬ 印度受制于美欧对伊朗石油制裁ꎬ 于 ２０１２ 年减少 １１％的

进口量ꎬ 实际进口下滑了 ２６ ５％ ꎮ ２０１８ 年ꎬ 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并实施 “极
限施压” 后ꎬ 印度紧随韩国、 日本等国ꎬ 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中止进口伊朗石油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在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强大压力下ꎬ 印度正式放弃伊朗—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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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天然气 (ＩＰＩ) 管道项目ꎮ 印度还曾考虑推动中东—印度海底管道铺设计

划ꎬ 设想的管道项目联通卡塔尔、 伊朗、 阿曼、 印度四国ꎮ 印度希望借助该

计划开发卡塔尔和伊朗丰富的天然气资源ꎬ 又希望借拉拢卡塔尔和阿曼抵消

美国对开发伊朗能源的制裁压力ꎬ 但项目未能落实ꎮ 这也标志着印度能源

“西线” 战略的陆地管道与海底管道项目都未成功ꎬ 天然气进口被迫受困于液

化天然气这一种模式ꎮ
第四ꎬ 海上通道安全是影响印度能源安全的重要挑战ꎮ 近年来ꎬ 印度约

９５％以上的外贸货运量是通过海运完成的ꎬ 其中能源资源占据较大比例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中旬ꎬ 莫迪总理在印度海事峰会的演讲中明确指出: “海上运输航

线是印度参与海外经济贸易和能源进口的主要途径ꎬ 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对印

度来说至关重要ꎮ”① 印度周边海上战略通道众多ꎬ 包括苏伊士运河、 保克海

峡、 霍尔木兹海峡、 马六甲海峡、 巽他海峡等ꎬ 且它们大多处于美国的控制

之下ꎬ 印度很难有所作为ꎮ 控制海上战略通道是印度海外能源安全利益的重

要保障ꎮ 中东的战略通道主要是霍尔木兹海峡、 苏伊士运河、 曼德海峡ꎬ 它

们对印度的能源安全均具有重要意义ꎮ “武力在幕后发挥了作用ꎬ 安全相互依

存和石油相互依存之间存在着一种间接的联系ꎮ”② 两伊战争、 海湾战争和近

年的美伊、 伊以地区博弈都是中东航道安全风险凸显的典型案例ꎮ 前两场战

争中的袭船战、 水雷战等给印度的能源运输和经济造成重大冲击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年ꎬ 印度多次派遣军舰赴中东执行反海盗护航任务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 因担

心美伊斗争影响波斯湾航道安全ꎬ 印度派出金奈号驱逐舰与苏纳伊纳号大型

巡逻舰进入波斯湾ꎬ 为油轮护航ꎬ 确保霍尔木兹航道安全ꎮ
第五ꎬ 印度滞后的石油 “增储”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迟缓速度限制了该

国石油进口能力ꎮ 能源基础设施包括储备库、 进口港、 管道、 发电站、 电力

输送线路、 分销网络和专用铁路等ꎬ 还有炼厂和石化企业ꎮ 能源类基础设施

的规模不仅关系到能源的接收和储备ꎬ 还关系到石化产品的生产和从国外进

口能源的存储能力ꎮ 随着能源消费的不断扩大ꎬ “未来 ２５ 年印度国内基础设

５２１

①

②

Ｎａｒｅｎｄｒａ Ｍｏｄｉꎬ “Ｉｎｄｉａ Ｈａｓ Ｈａｄ ａ Ｇｌｏｒｉｏｕ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ｅ Ａ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ａｎ Ｅｖｅｎ
Ｂｅｔｔｅｒ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Ｆｕｔｕｒｅ”ꎬ Ａｐｒｉｌ １４ꎬ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ａｒｅｎｄｒａｍｏｄｉ ｉｎ / ｐｍ － ｍｏｄｉ － ａｔ － ｔｈｅ －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 ｉｎｄｉａ － ｓｕｍｍｉｔ －２０１６ － ｉｎ －ｍｕｍｂａｉ －４４０３４１ꎬ ２０２１ －０８ －１１

[美国] 约瑟夫奈著: «理解国际冲突: 理论与历史»ꎬ 张小明译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２５０ ~ ２５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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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支持能力需要扩大 ３ ~ ８ 倍才能满足需求ꎮ”① 尽管印度认识到石油战略储

备的重要性ꎬ 并启动储备库的建设工作ꎮ 但相关配套设施建设进度缓慢ꎬ 资

金到位不及时ꎬ 极大地延缓了印度的储油计划ꎮ
以石油战略储备库建设为例ꎬ 建设战略储备一直是印度政府高度重视和

反复呼吁的问题ꎬ 但印度始终未能成功建立石油战略储备ꎮ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

代ꎬ 印度的石油战略储备是指国内各能源企业自身的储备ꎮ 到 ２１ 世纪初ꎬ 各

公司的石油储备总计 ５７０ 万吨ꎬ 仅等同于全国 １９ 天的消费量ꎮ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ꎬ
印度决定建立一期共 ５００ 万吨的战略石油储备ꎬ 相当于当时国内 １５ 天的消费

量ꎮ 加上二期战略储备计划ꎬ 预计总储备能力达到 １ ７００ 万吨ꎮ 由于资金不

足、 效率低下、 建设周期漫长等原因ꎬ 一期储备库的维沙卡帕特南储油库到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才启动运行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ꎬ 印度已建立 ５３３ 万吨的地下战略

储备ꎬ 仅满足国内 ９ ５ 天的石油消费需求ꎮ② 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ꎬ 现有基

础设施的规模增量和建设速度尚不足以满足和保障印度经济的需要ꎬ 也使印

度从中东等海外进口石油后续存储面临困境ꎮ

四　 余论

“能源已经成为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通货ꎬ 是国家之间力量等级体系的决定

因素ꎬ 甚至是成功和物质进步的一个新筹码ꎮ 获得能源成为 ２１ 世纪压倒一切

的首要任务ꎮ”③ 因此ꎬ 对印度而言ꎬ 与中东的能源关系不仅是经济问题ꎬ 也

是政治问题ꎻ 既是其能源政策和中东政策的重要内容ꎬ 也是关乎发展和稳定

的战略性议题ꎮ Ｇ Ｃ 托马斯指出ꎬ 能源安全问题涉及经济、 政治、 战略和军

事各领域的安全ꎮ 所谓经济安全ꎬ 就是国家资源充足ꎬ 尤其是在世界市场上

以可承受的形式获取商品和服务ꎻ 政治安全即维持国内稳定ꎻ 战略和军事安

全是指发觉威胁并保持应对威胁的军事能力ꎮ④ 以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和能源

６２１

①
②

③
④

Ｌｉｇｉａ Ｎｏｒｏｎｈａ ａｎｄ Ａｎａｎｔ Ｓｕｄａｒｓｈａｎ ｅｄ 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３
«印度将使用阿联酋沙特的低价石油来填补战略储备»ꎬ 载 «中东资讯平台»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９

日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ｓｅｒ 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 / ｍａｉ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ｄ ＝ ２８２９０９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０５
[美国] 保罗罗伯茨著: «石油恐慌»ꎬ 吴文忠译ꎬ 中信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版ꎬ 前言ꎮ
Ｒａｊｕ Ｇ Ｃ Ｔｈｏｍａｓꎬ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ｉｎ Ｒａｊｕ Ｇ Ｃ

Ｔｈｏｍａｓ ＆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Ｒａｍｂｅｒｇ ｅｄｓ ꎬ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Ｋｅｎｔｕｃｋｙꎬ １９９０ꎬ ｐｐ １ － ５



能源安全视角下的印度与中东能源关系　

需求巨大为背景ꎬ 印度的能源安全始终面临来自国内和国际的诸多挑战与

限制ꎮ
一方面ꎬ 印度需正视国内能源需求持续增加的现实ꎬ 确保从中东等地区

获得充足的油气资源进口ꎬ 以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需求ꎮ 由于印度自身的

油气资源供给完全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ꎬ 进而导致能源可持续利用的前

景堪忧ꎮ 根据世界能源理事会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发布的能源可持续性

指数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ꎬ ２０１３ 年印度在 １２９ 个国家中排第 １２１ 位ꎻ①

在 ２０２０ 年世界能源可持续发展 “三难” 指标②中ꎬ 印度在 １０８ 个国家中位列

第 ８６ 名ꎮ③ 从经济层面看ꎬ 据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ꎬ ２０１８ ~ ２０５０ 年ꎬ 印度工

业能源消费将保持年均 ３ ４％ 的增长速度ꎮ ２０５０ 年ꎬ 印度的工业能源消费总

量约占世界总增长量的 ４０％ ꎮ④ 从社会层面看ꎬ 据估计ꎬ 印度的城市人口比

例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２７ ２％ 将上升到 ２０３０ 年的约 ４５ ８％ ꎬ 拥有的汽车数量将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５７０ 万辆增长到 ２０３０ 年的 ２ 亿辆ꎮ⑤

另一方面ꎬ 随着全球气候治理的日渐深入ꎬ 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
优势能源替代稀缺能源、 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ꎬ 成为国际能源消费格局发展

的必然趋势ꎬ 发展低碳经济是当下世界各国实现绿色发展的迫切要求和战略

选择ꎮ 印度亦正在大力推动能源转型ꎬ 推行能源多元化政策ꎬ 逐步落实太阳

能、 风能、 生物质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规划ꎮ 能源转型主要在于加大

天然气的使用占比ꎬ 提升可回收能源的研发、 投资与开发ꎮ 依据 «２０１７ ~
２０４０ 年印度能源转型规划»ꎬ 核能、 水电与可回收能源的比例要从 ２０１７ 年的

８％增至 ２０４０ 年的 ２１％ ꎬ 煤炭与石油的占比分别下降 ８％与 ６％ ꎬ 天然气占比

７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ｉｌｅｍｍａ: ２０１３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ｅｎｅｒｇｙ ｏｒ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ｉｍａｇｅｓ /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 ２０１３ / ０９ / ２０１３ － Ｅｎｅｒｇｙ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Ｉｎｄｅｘ － ＶＯＬ － ２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０

世界能源理事会是一个综合性的国际能源民间学术组织ꎮ 它对能源可持续性的定义基于 ３ 个

核心维度: 能源安全、 能源公平和能源系统的环境可持续性ꎮ 平衡这 ３ 个目标构成 “三难” 困境ꎬ 而

平衡的体系能够使各个国家繁荣和具有竞争力ꎮ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ｉｌｅｍｍ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ｅｎｅｒｇｙ ｏｒ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ｉｌｅｍｍａ＿ Ｉｎｄｅｘ＿２０２０＿ －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０
ＥＩＡ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９: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２０５０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ｉａ ｇｏｖ /

ｏｕｔｌｏｏｋｓ / ｉｅｏ / ｐｄｆ / ｉｅｏ２０１９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１３
Ｔａｎｖｉ Ｍａｄａｎꎬ 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ｅｒｉｅｓ: Ｉｎｄｉａꎬ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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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２％ ꎮ① ２０２０ 年初ꎬ 印度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 (ＭＮＲＥ) 宣布ꎬ 将设立

１ ０００ 亿卢比 (约合 １３ 亿美元) 的专项基金ꎬ 用以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

相关制造业发展ꎮ② 印度政府正在考虑建立完整的可再生能源生态系统ꎮ 印度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已经致信印度所有的州政府和各大港口ꎬ 正在寻求新

的土地和资金打造新的可再生能源制造中心ꎮ
但对印度而言新能源利用的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ꎮ 从能源种类多元化

角度来看ꎬ 印度大力支持包括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站建设ꎬ 加强对水电、 核能、
可再生能源的利用ꎬ 但各种能源形式皆有发展困境ꎮ 太阳能具有间断性和不

稳定性ꎬ 发电量受白天黑夜和日照强度的影响ꎮ 同时ꎬ 太阳能发电场初期成

本高ꎬ 投资巨大ꎬ 成本回收期长ꎮ 印度是世界第四大风力发电国ꎬ 但风电不

仅存在与太阳能相似的弊端ꎬ 还具有很强的地域性ꎮ 印度的陆地风电分布在

特定的区域内ꎻ 而海上风电的开发尚处于规划和研究阶段ꎬ 距离落实投资和

实现规模产能仍较遥远ꎮ 另外ꎬ 印度尚无法妥善解决电力大规模存储的技术

问题和长距离输送的配套基础设施投资问题ꎮ 被印度寄予厚望的核能也存在

巨大的现实短板ꎮ 印度钍的贮量为 ３２ 万吨ꎬ 占全球钍贮量的 ６５％ ꎬ 居世界第

一位ꎮ 但是钍的技术瓶颈尚未突破ꎬ 商业化之路漫长ꎮ 此外ꎬ 印度国内新核

电站的选址和建设每次都会引起当地民众和全社会的抗议与广泛争论ꎬ 建设

速度远远低于发展规划ꎮ 目前印度核电站所用铀以进口为主ꎬ 因此在一定时

期内无法动摇石油和天然气在印度能源消费中的支柱地位ꎮ
考虑到印度庞大和持续增加的能源需求与中东地区储量、 产量等资源优

势短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ꎬ 可以预计在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内ꎬ 印度对中

东石油与天然气资源的依赖也不会有重大改观ꎮ 由此ꎬ 印度会持续加深与中

东的能源关系ꎬ 塑造更为平等的相互依存关系ꎻ 支持和推动中东地区稳定与

航道安全ꎬ 以此降低安全风险ꎻ 更加积极地推进能源多元化政策与能源转型ꎬ
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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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１

①

②

ＢＰꎬ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Ｉｎｄｉａꎬ ＢＰ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ｐ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ｂｐ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ｓｉｔｅｓ / ｅ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ｐｄｆｓ /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ｅｎｅｒｇｙ － ｏｕｔｌｏｏｋ /
ｂｐ － ｅｎｅｒｇｙ － ｏｕｔｌｏｏｋ － ２０１９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ｉｎｓｉｇｈｔ － ｉｎｄｉａ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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