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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转型与中东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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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目前ꎬ 人类社会完成了以煤炭代替柴薪以及以石油代替

煤炭两次国际能源转型ꎮ 在历次国际能源转型中ꎬ 掌控能源资源成为决

定性的影响因素ꎮ 在第二次国际能源转型中ꎬ 中东地区凭借着丰富的石

油与天然气资源ꎬ 不仅成为国际能源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ꎬ 而且成为国

际能源权力的中心ꎮ 同时ꎬ 该地区还凭借自身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巨大影

响巩固了国家政治独立ꎬ 并取得了大量石油财富ꎮ 然而ꎬ 尽管第二次国

际能源转型对中东有利ꎬ 该地区却一直未能完成政治、 经济与社会的彻

底现代化ꎬ 未能实现相应的经济社会转型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以非常

规油气资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为代表的第三次国际能源转型逐渐开启ꎮ
受其影响ꎬ 常规石油资源在世界能源体系中的地位将逐步降低ꎬ 中东地

区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将逐渐下滑ꎮ 石油价格下跌对中东地区经济发

展的冲击影响到了这一地区的政治与社会稳定ꎮ 第三次国际能源转型对

中东国家的经济调整与社会转型将造成巨大阻碍与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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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国际能源战略形势发生了重大和深刻变化ꎬ 全球能源

版图重塑ꎬ 能源技术革命、 新能源产业以及以美国页岩油气革命为代表的非

常规油气生产与供应加速发展ꎬ 第三次能源转型的大幕悄然拉开ꎮ 能源转型

意味着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发生变革ꎮ 近现代以来ꎬ 人类能源利用史上至少

经历了两次重大能源转型ꎬ 即从柴薪时代过渡到煤炭时代以及由煤炭时代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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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到石油时代ꎬ 由此塑造了不同的国际能源权力结构ꎬ 甚至塑造了不同的人

类经济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ꎮ 在当前悄然拉开的第三次能源转型的大幕中ꎬ
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日益成熟预示着能源体系的整体性变革似乎已经近在眼前ꎮ
从全球范围看ꎬ 以低碳和绿色能源的发展为重点、 以能源技术革命为先导、
以第三次工业革命为战略突破口、 以节能减排为先进文化的能源转型ꎬ 正在

如火如荼地展开ꎬ 弃碳化、 弃石油化的发展趋势日趋明显ꎮ 中东石油曾对国

际能源转型做出过重要贡献ꎬ 国际能源转型不仅影响到国际能源市场的中长

期变化ꎬ 而且深刻影响中东石油的发展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在页岩油气革命造成

的供应增加以及可再生能源对市场份额的侵占的双重冲击下ꎬ 国际石油市场

再次发生周期性和结构性变化ꎬ 严重依赖油气出口收入的中东国家面临严峻

挑战ꎬ 被迫做出应对和进行经济社会转型ꎮ 沙特阿拉伯提出了旨在摆脱石油

依赖、 实现经济多元化的沙特 “２０３０ 愿景”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３０)ꎮ 为募集经济转型

所急需的两万亿美元ꎬ 沙特决定出售阿美石油公司 ５％ 的股权ꎮ 种种迹象表

明ꎬ 在悄然兴起的第三次国际能源转型面前ꎬ 中东石油再次来到了新的历史

性端口ꎮ 本文拟从国际能源转型的相关理论与历史、 第三次能源转型的发展

趋势和影响的角度ꎬ 分析国际能源转型与中东石油之间的关系ꎬ 以及新一轮

国际能源转型对中东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影响ꎮ

国际能源转型与中东石油: 理论与历史

纵观人类能源利用历史ꎬ 国际上已经发生过多次能源转型ꎮ 能源转型是

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ꎮ 瓦茨拉夫斯米尔 (Ｖａｃｌａｖ Ｓｍｉｌ) 认为ꎬ 能源转

型是 “从一种具体的能源形态转变为另一种能源形态的过程ꎮ”① 布鲁斯波

多布尼克 (Ｂｒｕｃｅ Ｐｏｄｏｂｎｉｋ) 则将能源转型定义为 “一种借助技术应用将新的

一次能源大量运用于人类消费的过程ꎮ”② 朱彤认为ꎬ 人类经历过两次能源转

型ꎬ 即从植物能源依次向化石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转型两大阶段ꎬ 他把能源

转型定义为 “能量原动机推动的、 伴随着能源体系深刻变革的一次能源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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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变化过程ꎮ”① 舟丹认为ꎬ 能源转型是 “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发生根本性

的改变ꎬ 并对一国社会经济发展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刻影响ꎮ”② 赵

宏图认为ꎬ 人类社会发生了 “两次大的能源转型和变革ꎬ 即从柴薪时代过渡

到煤炭时代和由煤炭时代过渡到石油时代”ꎮ③ ２０１４ 年ꎬ 世界能源理事会将能

源转型定义为 “一国能源结构的根本性转变ꎬ 如可再生能源比重的上升、 能

源效率的提高以及化石能源的逐步淘汰ꎮ”④ 当前ꎬ 能源转型一般被理解为淘

汰石油、 天然气、 煤炭等化石燃料ꎬ 即能源体系的去碳化ꎬ 而逐步和大力发

展包括核能 (铀) 和可再生能源 (风能、 水能、 太阳能、 地热能、 海洋能

等) 在内的替代能源ꎮ 比如ꎬ 何建坤认为ꎬ 能源转型是指 “由新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主导的低碳能源系统对于由化石能源主导的高碳能源系统的替代”ꎮ⑤

目前ꎬ 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 “能源转型” 和 “能源革命” 概念有不同理解ꎬ
但值得注意的是ꎬ “能源革命” 与 “能源转型” 在含义上较为相近ꎬ 在使用

的语境上也颇为一致ꎬ 且有大量混用现象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朱彤等学者认为

广义的 “能源革命” 与 “能源转型” 的含义实际上是相同的ꎮ⑥

近现代意义上第一次能源转型是指由煤炭取代居主导地位的柴薪的历史

进程ꎬ 以英国为代表ꎮ 第二次能源转型则是指石油取代煤炭的历史进程ꎬ 以

美国为代表ꎮ 按照瓦茨拉夫斯米尔的量化标准ꎬ 英国能源转型始于 １５５０
年ꎬ 至 １６１９ 年完成ꎬ 历时约 ７０ 年ꎮ １５５０ 年ꎬ 煤炭在英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

比重开始超过 ５％ ꎮ １６１９ 年ꎬ 煤炭在英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超过居主导

地位的柴薪ꎬ 完成了由柴薪向煤炭系统的转型ꎮ 转型完成后ꎬ 随着经济的发

展及工业革命的推进ꎬ 煤炭在英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逐渐增长ꎬ １９３８ 年

时达到 ９７ ７％ 的历史峰值ꎮ 美国能源转型始于 １９１０ 年ꎬ 到 １９５０ 年完成ꎬ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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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期ꎬ 第 １０ 页ꎮ 本文认为ꎬ “能源转型” 和 “能源革命” 均具有狭义和广义的概念ꎬ 能源革命是能源

转型的最高形式ꎮ 为便于分析ꎬ 我们采用较为宽广的概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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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仅约 ４０ 年ꎮ １９５０ 年ꎬ 石油在美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达到 ３８ ４％ ꎬ 首次

超过 ３５ ５％的煤炭比重ꎬ 成为主导能源ꎮ①

“柴薪能源危机” 是推动 １７ 世纪英国第一次能源转型的直接原因ꎮ 在新航

路开辟及海外贸易的推动下ꎬ １６、 １７ 世纪英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ꎬ 人口显著

增加ꎬ 传统手工业如冶炼业、 煮盐业、 砖瓦烧制、 玻璃制造等迅速发展ꎬ 使得

英国原本就紧张的柴薪供应雪上加霜ꎬ 最终导致森林资源消耗殆尽ꎬ 引发了

“柴薪能源危机”ꎮ 柴薪危机迫使英国人将目光转向了廉价而丰富的煤炭资源ꎮ
相比之下ꎬ 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的直接原因则不是能源危机ꎬ 而是技术进步ꎮ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ꎬ 柴油、 汽油等石油炼制技术的进步以及内燃机、 汽车的发

明与改进ꎬ 是推动石油得以广泛运用并成为主导能源的关键因素ꎮ 这也解释了

从 １８５９ 年到 １９１０ 年的 ６０ 多年中ꎬ 石油仅是主要作为照明的煤油来使用ꎬ 而需

求量和销售量都非常有限的现象ꎮ 早在 １８５９ 年ꎬ 德雷克就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泰

特斯维尔打出第一口油井ꎬ 成为石油大规模商业化开采的开端ꎬ 但直到 １９１０ 年

以后ꎬ 随着技术和发明创造的突破ꎬ 石油的需求量才开始迅速增加ꎮ
从历史经验看ꎬ 能源转型需要具备相应的物质、 经济和技术条件ꎮ 其中ꎬ

能源资源禀赋对能源转型有着重要影响ꎬ 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ꎮ 无论是

１７ 世纪的英国ꎬ 还是 ２０ 世纪的美国ꎬ 在能源转型初期ꎬ 两国的能源产量都遥

遥领先ꎮ １８００ 年前后ꎬ 英国煤炭产量大于其他所有国家的产量之和ꎻ １８４０
年ꎬ 英国的煤炭产量是美国、 法国和德国三国产量总和的四倍多ꎻ １８６０ 年ꎬ
英国的煤炭产量仍占全球煤炭总产量的 ５０％ ꎮ② 与此类似ꎬ １８８０ 年ꎬ 美国石

油年产量为 ２５０ 万桶ꎬ 远高于英国、 法国和德国等其他西方国家ꎮ③ １８５９ ~
１９５７ 年间ꎬ 美国石油产量一直高居世界首位ꎬ 其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一

直在 ４０％以上ꎮ④ 另一方面ꎬ 经济发展和技术变革对能源转型具有重大影响ꎮ
１６１９ 年英国完成第一次能源转型时ꎬ 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尚未发生ꎮ
但是ꎬ 工业革命开始后ꎬ 技术进步与能源转型相互促进ꎬ 产生了巨大影响ꎬ
以至于许多学者经常将能源转型与工业革命挂钩ꎮ 一方面ꎬ 蒸汽机产生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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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能代替了人工挖掘ꎬ 大大提高了煤炭开采的规模和效率ꎻ 另一方面ꎬ 煤炭

又为蒸汽机等机械能装置提供源源不断的能源动力ꎬ 推动各行各业实现机械

化生产ꎮ “充足的煤炭供应使许多工业部门的大规模扩张有了可能”ꎬ 也为

“工业革命首先垂青英国” 奠定了基础ꎮ①

两次国际能源转型的影响是巨大、 深远和根本性的ꎮ １８ 世纪ꎬ 国际能源

转型与工业革命一起ꎬ 推动着英国从农业文明进入到工业文明时代ꎬ 并把英

国从一个农业小国推到称霸世界的 “日不落” 工业帝国巅峰ꎮ １９ 世纪ꎬ 以英

国为代表的第一次能源转型向国际社会扩散ꎬ 其主要动力来自于工业革命的

全球扩散ꎮ 德国 １８１５ 年开始向煤炭能源转型ꎬ 到 １８５３ 年转型完成ꎮ 美国

１８５０ 年之后开始向煤炭转型ꎬ 到 １８８５ 年就很快完成了能源转型ꎮ② ２０ 世纪以

来ꎬ 以美国为代表的第二次能源转型逐渐扩散到国际社会ꎮ １９１０ 年ꎬ 与美国

的能源转型同步ꎬ 石油在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达到 ５％ ꎮ 到 １９６５ 年ꎬ
石油在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上升至 ３９ ４％ ꎬ 首次超过 ３９％ 的煤炭比

重ꎬ 跃居世界能源消费结构首位ꎬ 第二次国际能源转型完成ꎮ 第一次能源转

型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一道ꎬ 共同推动着世界主要国家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

的历史性转变ꎮ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ꎬ 两次国际能源转型还成就了英国和美

国两个世界霸主ꎬ 这不是一种历史巧合ꎮ 能源不仅是重要的经济资源ꎬ 更是

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ꎬ 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英国、 美国能源的成功

转型ꎬ 不仅使英、 美两国成为国际能源权力结构的主导力量ꎬ 而且为两国崛

起成为世界霸主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来源ꎮ
在第二次国际能源转型过程中ꎬ 中东石油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和作

用ꎮ 第一ꎬ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国际能源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ꎬ 随着内燃机

和柴油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ꎬ 石油工业获得了新的市场ꎬ 一个新的文明———
石油文明诞生了ꎮ 与此同时ꎬ 中东石油也逐步登上了历史舞台ꎮ 中东石油逐

渐成为国际能源体系的主导力量和全球能源权力中心ꎬ 为人类社会从煤炭时

代向石油时代的过渡和转型ꎬ 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ꎮ 第二ꎬ 二战以来的国际

能源体系和世界经济是建立在中东石油源源不断的生产与供应基础上的ꎮ 如

果没有中东石油ꎬ 第二次国际能源转型就不可能成功ꎬ 当今国际能源体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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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小昀: «工业革命: 从生物能源向矿物能源的转变»ꎬ 载 «史学月刊» ２００９ 第 １１ 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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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也将不复存在ꎮ “如果世界石油市场突然丧失掉海湾的石油供应一

年ꎬ 就足以动摇世界经济ꎬ 世界经济将遭受巨大混乱和动荡”ꎮ①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以及中东石油权力的崛起ꎬ 是第二次国际能源转型的重要

结果ꎬ 并且 “在过去近 ５０ 年时间里ꎬ 中东一直是国际能源体系的主导力量和

国际能源权力中心ꎮ”② 第三ꎬ 中东石油不仅推动了国际能源体系转型ꎬ 而且

促进了中东产油国的国家转型ꎮ 受益于石油财富和国际能源转型ꎬ 二战以来ꎬ
中东产油国巩固了民族国家和政治独立ꎬ 鼓舞了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进程ꎬ
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在自然资源领域和改造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ꎬ 成为国

际政治舞台的重要政治力量ꎬ 引起了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ꎮ③ 第四ꎬ
国际能源转型极大地促进了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ꎮ 石油美元和石油财富的增

长ꎬ 造就了一些中东产油国的经济奇迹与社会繁荣ꎬ 一些中东国家成为现代

福利国家ꎬ 一些海湾国家 (卡塔尔、 科威特和阿联酋) 则迈入了世界上人均

收入最富裕的国家行列ꎮ④

尽管第二次国际能源转型为中东国家提供了巨大的财富来源和国家力量ꎬ
中东石油由此成为全球能源权力结构中心ꎬ 但中东主要国家并没有如同英国、
美国那样ꎬ 依靠能源力量和能源权力成为世界霸主ꎮ 退一步看ꎬ 第二次国际

能源转型也没有导致中东国家相应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成功转型ꎮ 令人遗

憾的是ꎬ 时至今日ꎬ 中东国家仍然步履艰难地行进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道路

之上ꎮ ５０ 多年来ꎬ 油气资源几乎是中东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唯一重要

基础和投入要素ꎬ 石油财富造就了中东的经济奇迹和社会繁荣ꎬ 但石油财富

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东的经济现代化和经济多元化进程ꎬ 也未能从根本上改

变中东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成就的有限性ꎮ 中东产油国以能源为主的单一产业

和经济结构长期存在ꎮ 政治上ꎬ 中东国家至今仍然广泛存在威权、 社会不稳

定、 腐败和暴力冲突ꎮ⑤ 过去 ５０ 余年来ꎬ 中东国家并没有充分利用国际能源

转型的历史性机遇ꎬ 实现国家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成功转型ꎮ 新一轮国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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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转型对中东国家而言挑战大于机遇ꎬ 中东石油将再次面临新的历史端口ꎮ

第三次国际能源转型的背景与进程

第二次国际能源转型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ꎮ 然而ꎬ 它所塑造的国际能

源体系在能源形态上高度依赖石油等化石能源ꎬ 在能源供应上高度依赖中东ꎮ
这种非均衡的依赖在提升中东石油国际地位的同时ꎬ 也为下一次国际能源转

型的产生与发展埋下了伏笔ꎮ 与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两次国际能源转型

相比ꎬ 第三次能源转型有着明显的特殊性ꎮ 从转型的推动力上看ꎬ 虽然技术

突破仍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但对能源安全的追求以及对气候变化的不安ꎬ 成为

此轮国际能源转型的根本诱因ꎮ 它所体现的不仅是新旧能源间的竞争ꎬ 更是

能源消费国的主动选择ꎮ 从转型的进程上看ꎬ 新一轮能源转型展现出的不是

新的能源形式对已有能源形式的替代ꎬ 而形成了相互平行的至少两个发展路

径ꎮ 与此同时ꎬ 这两个发展路径又相互交织ꎬ 共同造成了国际能源权力的重

大变革ꎮ 这种变革是逐步和缓慢的ꎬ 但影响可能是深远和巨大的ꎮ
(一) 第三次国际能源转型的背景

第三次国际能源转型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两

次石油危机和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不断关注ꎬ 是第三次国际能源转型

的两大动因ꎮ 石油危机让长期依赖中东廉价石油供应的西方发达经济体认识

到阿拉伯世界石油武器的威力ꎮ 在遭受沉重打击后ꎬ 西方发达经济体逐渐认

识到能源独立的极端重要性ꎬ 提出了能源安全的概念ꎬ 并且建立了国际能源

机构 (ＩＥＡ) 以协调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能源政策ꎬ 共同应对中东国家的石油冲

击ꎮ 为了寻求能源独立、 巩固能源安全ꎬ 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调整国内能源政

策ꎬ 千方百计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ꎮ 英国成立了能源部ꎬ 以新的视角审视

能源问题ꎮ １９７８ 年ꎬ 美国 «能源税收法» 规定ꎬ 在汽油中添加 １０％ 的乙醇ꎮ
１９７９ 年ꎬ 美国成立合成燃料集团ꎬ 致力于煤炭气化和液化以替代石油进口ꎮ①

此外ꎬ １９７３ 年石油危机也加速了国际能源体系的结构变化ꎬ 促进了中东以外

地区和国家的石油天然气开发和生产活动ꎬ 特别是北海和墨西哥湾等非中东

国家和地区的石油生产ꎮ 随着非中东国家油气产量的不断增长ꎬ 世界对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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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的依赖程度得到了一定降低ꎮ 为了寻求能源自给ꎬ 保障能源安全ꎬ 西方

国家将目光转向石油以外的能源资源ꎬ 开启了能源转型的大门ꎮ 这一时期ꎬ
法国大力发展核电成为能源转型的典型代表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上升为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ꎬ 与

石油危机一起推动了新一轮国际能源转型ꎮ １９７９ 年ꎬ 除了伊朗革命引发的第

二次石油危机外ꎬ 国际能源领域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就是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

的召开ꎬ 标志着气候问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ꎮ １９８８ 年ꎬ 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成立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ＩＰＣＣ)ꎬ
专门负责评估气候变化问题ꎮ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ꎬ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在

巴西里约热内卢诞生ꎬ 标志着气候变化由国际会议议题上升为国际公约ꎬ 形

成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机制ꎮ 此后ꎬ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缔约方大会 (ＣＯＰ) 持续发力ꎬ 不断推进缔约方履行减排义务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随着气候变化和环境政治的深入ꎬ 世界各国先后将能源转

型提上日程ꎬ 掀起第三次能源转型浪潮ꎮ 德国率先在 ２０００ 年颁布了 «可再生

能源法»ꎬ 确立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ꎮ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ꎬ 德国多次对该法进行修订ꎬ 调整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ꎮ
２００３ 年ꎬ 英国发布 «构建一个低碳社会» 的能源白皮书ꎬ 提出了低碳经济的

概念ꎻ ２００７ 年ꎬ 英国再次发布 «迎接能源挑战» 的能源白皮书ꎬ 强调在保证

稳定、 清洁、 负担得起的能源供应的条件下ꎬ 调整能源结构ꎬ 加大碳减排力

度ꎮ 在德国、 英国、 法国、 丹麦等国的引领下ꎬ 欧盟成为 “全球发展可再生

能源最早、 力度最大、 成就最突出的经济体”ꎮ① 为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ꎬ 世

界各主要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欧盟通过了 «２０２０ 气候和能源一

揽子计划»ꎬ 计划至 ２０２０ 年欧盟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占其总能源消费的 ２０％ 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欧盟颁布 «２０３０ 气候能源政策框架»ꎬ 计划至 ２０３０ 年欧盟的可再生

能源消费比重增至 ２７％ ꎮ② ２００９ 年ꎬ 美国颁布 «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ꎬ 规

定从 ２０１２ 年起ꎬ 年发电量 １００ 万兆瓦时以上的电力供应商须有 ６％ 的电力供

应来自可再生能源ꎬ ２０２０ 年这一比重将增至 ２０％ ꎬ 各州在 ２０２０ 年电力供应中

的 １５％以上必须来自可再生能源ꎮ ２０１５ 年ꎬ 美国提出至 ２０３０ 年本国电力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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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坚、 任东明: «欧盟能源转型的路径及对我国的启示»ꎬ 载 «中国能源»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 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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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２０％要来自除水力发电外的可再生能源ꎮ① ２０１５ 年ꎬ 巴西宣布到 ２０３０ 年ꎬ
该国可再生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结构的比重将升至 ４５％ ꎬ 其中ꎬ 生物质能源

比重将升至 １８％ ꎬ 除水电外的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将占总发电量的 ２３％ ꎮ②

(二) 第三次国际能源转型的双重变革

时至今日ꎬ 第三次国际能源转型的进程可被总结为以下的双重变革ꎮ 其

一是以美国页岩气革命为代表的非常规油气开采量的爆发式增长ꎮ 这对削弱

或替代中东石油的垄断地位、 调整国际能源权力结构具有重大和深远影响ꎬ
属于革命性变革ꎬ 因此可视为一种革命性的国际能源转型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随着页岩油气开采技术的突破ꎬ 美国页岩油气产量增长迅

速ꎬ 带动了美国整体油气产量的快速增长ꎮ １９７０ 年ꎬ 美国石油产量达到 ３５ ２
亿桶的历史峰值ꎬ 随后开始下跌ꎬ 并在 ２００８ 年跌至 １８ ３ 亿桶的历史最低点ꎮ
在页岩气革命的带动下ꎬ 美国的石油产量在 ２０１５ 年达到了 ３４ ３ 亿桶的高峰ꎬ
为 ３０ 年来的最高纪录ꎮ③ 美国天然气产量也在 １９７３ 年达到 ６ １５４ 亿立方米后

开始持续下滑ꎬ 至 １９８３ 年下跌至 ４ ５５７ 亿立方米的历史低点ꎮ ２００５ 年后ꎬ 在

页岩气产量不断上升的带动下ꎬ 美国天然气产量迅速上升ꎬ 并在 ２０１１ 年突破

了历史峰值ꎮ ２０１５ 年ꎬ 该国天然气总产量上升至 ７ ６６２ 亿立方米ꎮ 同时ꎬ 页

岩气占美国天然气总产量的比重逐渐上升ꎬ 由 ２００７ 年的 ６ ６４％ 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５５ ５９％ ꎮ④ 页岩气产量的显著增长提升了美国国内的能源供给水平ꎮ 国

内供给的增加带动了整体能源价格水平的下跌ꎬ 使美国获得了更多基础能源

边际成本优势ꎬ 促进了美国制造业的复兴和石化工业的迅速发展ꎮ 随着美国

页岩气产量的迅速增长ꎬ 全球能源供应形势不断改善ꎬ 国际能源价格下跌ꎬ
“页岩革命” 的外溢效应不断显现ꎬ 第三次国际能源转型获得重大进展ꎮ

其他非常规油气资源ꎬ 如加拿大油砂、 巴西盐下层石油、 委内瑞拉超重

质原油的大规模开发ꎬ 也在悄然改变着世界的能源版图ꎮ 时至今日ꎬ 世界油

０５１

①
②

③
④

朱彤、 王蕾: 前引书ꎬ 第 １８７ 页ꎮ
何露杨: «巴西气候变化政策及其谈判立场的解读与评价»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 ２０１６ 第 ２

期ꎬ 第 ８５ ~ ８６ 页ꎮ
ＥＩＡꎬ Ｓｈｏｒｔ － Ｔｅｒｍ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ＳＴＥＯ)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ＥＩＡ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ꎬ 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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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 － １８ꎻ “ＵＳ Ｓｈａ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ＥＩＡ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ｉａ ｇｏｖ / ｄｎａｖ / ｎｇ / ｈｉｓｔ / ｒｅｓ＿ ｅｐｇ０＿ ｒ５３０２＿ ｎｕｓ＿
ｂｃｆａ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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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资源已呈现出供应日益充足、 供应来源不断多元化的特征ꎮ ２１ 世纪初ꎬ 世

界油气探明储量分别为 １ ３ 万亿桶与 １５０ 万亿立方米ꎮ 随着非常规油气资源

的大规模开发与利用ꎬ ２００７ 年世界油气储量迎来了新一轮上涨ꎬ 油气资源开

采量同步上升ꎬ 分别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７ ４９３ ４ 万桶 /日、 ２ ４ 万亿立方米ꎬ 上升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９ ２１５ ０ 万桶 /日、 ３ ６ 万亿立方米ꎮ 现有已知石油资源量已经足以

支撑全球 ２０５０ 年甚至以后的全球能源消费ꎮ 据估计ꎬ 到 ２０３０ 年ꎬ 非常规石

油产量将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 １ / ３ꎻ① ２０１５ ~ ２０３５ 年间ꎬ 全球天然气产量年均

增长率将维持在 １ ６％水平ꎬ 其中ꎬ 页岩气产量将占增量的大约 ６０％ ꎮ② 考虑

到全球油气供应充足、 产量不断增长ꎬ 国际能源机构预计 ２０３０ 年之前国际油

价将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上涨ꎬ 每桶油价将维持在 ５０ ~ ７０ 美元水平ꎮ③ 从历史

来看ꎬ 北美地区曾是世界主要的油气进口区ꎬ 其油气进口量曾经在 ２００７ 年达

到平均每日 １ １４６ 万桶与 ４９３ 亿立方米的历史峰值ꎬ 随着页岩油气与油砂等非

传统油气资源的大规模开发ꎬ 北美地区油气资源的进口量逐步降低ꎬ ２０１６ 年

北美地区油气总进口量为每日 ４５７ 万桶与 １９６ 亿立方米ꎬ 仅相当于 ２００７ 年的

大约 ３９ ９％和 ３９ ８％ ꎮ ２０１５ 年北美地区甚至实现了小规模的天然气净出口ꎬ
而长期以来美国针对石油的出口禁令也已经被取消ꎮ④ 估计在 ２０２０ 年左右ꎬ
北美地区便会实现油气资源的自给自足ꎬ 并逐渐成为国际油气市场重要的出

口来源地ꎬ 世界油气生产中心西移的趋势日渐明显ꎮ
第二重变革是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稳步发展ꎮ 相较于化石能源来说ꎬ 可再

生能源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清洁性和低碳性ꎬ 被称为绿色能源ꎬ 被认为是实现

更低碳、 更可持续经济发展和满足国际气候控制目标的能源形态ꎬ 也是第三

次国际能源转型的主要领域和发展方向ꎮ⑤

１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美国] 丹尼尔耶金: «能源重塑世界 (上)»ꎬ 朱玉犇、 阎志敏译ꎬ 石油工业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２３１ 页ꎮ

英国石油公司: «世界能源展望 ２０１７»ꎬ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５１ 页ꎮ
ＩＥ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７ꎬ Ｐａｒ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９４
“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１７ Ｕｎｄｅｒｐｉｎｎｉｎｇ Ｄａｔａ”ꎬ ＢＰ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ｐ ｃｏｍ/

ｅ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 ｒｅｖｉｅｗ － ｏｆ － ｗｏｒｌｄ － ｅｎｅｒｇｙ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０１ －１８
为了达到巴黎气候协定设定的把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较工业化前水平 ２℃范围内的

目标ꎬ 能源低碳化至关重要ꎬ 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提升是关键ꎬ 需要在 ２０５０ 年前把可再生能源在一

次能源供应中的比例从当今的 １５％提高至 ６５％ ꎮ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三分之二左右来自能源的生产和

使用ꎬ 因此能源部门的努力是控制气候变化的核心所在ꎮ Ｓｅｅ ＩＲＥＮＡꎬ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Ｓａｆ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ꎬ Ｍａｓｄａｒ: ＩＲＥＮＡ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４ －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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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清洁和低碳这一根本属性ꎬ 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之快 “超
乎想象”ꎮ 在政策引导与技术突破的双重激励下ꎬ 可再生能源成为目前国际能

源转型的重点能源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为 ３１％ ꎬ 如果把核能

和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统计进去ꎬ 则清洁能源发电已构成了当今全球发电量的

半壁江山ꎮ 在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各国新增的发电能力中ꎬ 可再生能源已经超过了

传统的化石能源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１７ 年风能、 太阳能、 生物质能、 地热能以及小

型水电站的新增装机容量达到了 １３９ 吉瓦ꎬ 占到世界新增发电能力的 ５５ ３％ ꎮ
如果算上较为传统的大型水电站项目ꎬ 这两个数字将分别上升至 １５３ 吉瓦与

５９ １％ ꎮ 相比之下ꎬ 火电与核电的新增装机容量仅为 ５４ 吉瓦与 ３７ 吉瓦ꎮ 如

果从投资量上进行比较ꎬ 国际社会对可再生能源的重视更加明显ꎮ 自 ２０１２ 年

起ꎬ 可再生能源在发电领域便获得了远多于化石能源的投资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各国

在可再生能源电站上的投资高达 ２ ４９８ 亿美元ꎮ 其中ꎬ 大型水电站获得了 ２３２
亿美元投资ꎬ 占比 ６％ ꎻ 其他可再生能源获得了 ２ ２６６ 亿美元投资ꎬ 占比

５８％ ꎮ 相比之下ꎬ 化石能源与核能得到的投资仅分别为 １ １３８ 亿美元与 ３００ 亿

美元ꎮ 从国别上看ꎬ 可再生能源也摆脱了最初仅在发达国家得到重点发展的

态势ꎬ 而在整个世界全面铺开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发达国家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达

３７０ 亿美元ꎬ 占比 ６４ ９％ ꎻ 发展中国家在该领域的投资仅为 １００ 亿美元ꎬ 占比

１７ ５％ ꎮ 随后ꎬ 发展中国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比重逐渐增大ꎬ ２０１５ 年ꎬ
发展中国家在该领域的投资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ꎬ 达到了 １ ６７０ 亿美元ꎮ① 总

体上看ꎬ 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全球电力供应的重要来源ꎬ 约 ２０ 个国家可再生

能源发电量占比超过了 ５０％ ꎮ 其中ꎬ 冰岛实现了发电能源的完全可再生化ꎬ
挪威与巴西高达 ９６％和 ８５％的电力来自于可再生能源ꎮ②

技术突破和成本下降是当今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间ꎬ 世界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安装成本下降了大约 ６５％ꎬ 燃料发电成

本下降 ６７％ꎬ 光伏发电平均成本降至每千瓦时 ０ １２ 美元ꎮ 目前ꎬ 光伏发电在部

分国家甚至可以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与传统能源开展竞争ꎮ １９８３ ~ ２０１６ 年

间ꎬ 陆上风力发电的安装成本从每千瓦 ４ ８８０ 美元下降至每千瓦 １ ４５７ 美元ꎮ

２５１

①

②

ＵＮＥＰ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２０１７ꎬ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Ｓｃｈｏｏｌ － ＵＮＥＰ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ｅ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２０ － ３４

高慧、 杨艳、 饶利波、 何艳青、 吕建中: «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态势分析»ꎬ 载 «国际石油经

济»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２ 页ꎮ



国际能源转型与中东石油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间ꎬ 陆上风力发电的燃料发电成本下降了 １８％ ꎬ 至每千瓦时

０ ０７ 美元ꎮ 同期ꎬ 聚光太阳能发电技术的燃料发电成本降低了 １８％ ꎬ 为每千

瓦时 ０ ２７ 美元ꎬ 海上风力发电的燃料发电成本降至每千瓦时 ０ １５ 美元ꎮ① 在

液体燃料领域ꎬ ２０１４ 年阿根廷、 东南亚国家与欧盟的生物柴油价格分别为每

升 ０ ５６ ~ ０ ７２ 美元、 １ ~ １ ３ 美元与 １ ０５ ~ １ ３ 美元ꎬ 美国与巴西的燃料乙醇

价格分别为每升 ０ ８５ ~ １ ２８ 美元和 ０ ８５ ~ １ ２８ 美元ꎬ 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生物

燃料的生产成本也已经与成品油价格较为接近ꎬ 可再生能源相对传统化石能

源越来越具有市场竞争力ꎮ②

除逐步取代化石能源在电力市场的发电比重外ꎬ 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

对交通运输领域居主导地位的传统燃料的替代也在逐步增长ꎮ 当今生物燃料

占据了全球近 ２０％ 的道路交通燃料需求ꎮ 巴西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ꎬ
２０１５ 年巴西的燃料乙醇混合比例从 ２５％提高到了 ２７％ 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巴西乙醇产

量 ２８０ 亿升ꎬ ７ ５ 亿升用于出口ꎬ 其余用于国内供应ꎬ 满足了巴西 ４０％ 的汽

油需求ꎮ③ 美国则在近几年超过了巴西成为全球最大的乙醇燃料生产者和消费

者ꎮ ２０１６ 年该国乙醇产量达到 ５８０ 亿升ꎬ 提供了全国 ７ ８％的汽油需求ꎮ 除了

生物燃料ꎬ 新能源汽车、 电动车辆的快速增长对传统燃料需求产生了重要影

响ꎮ 据国际能源机构 «２０１７ 年世界能源展望»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７)
分析ꎬ 在新政策情景下ꎬ ２０４０ 年预计全球电动乘用车规模会增至 ２ ８ 亿辆ꎬ
将每日取代 ２５０ 万桶石油需求量ꎮ 在可持续发展情景下ꎬ ２０４０ 年全球电动乘

用车将增至近 ９ 亿辆ꎬ 全球石油需求量将每日减少 ９２０ 万桶 (严格燃油能效

标准实施情况下将每日减少 １ ４００ 万桶)ꎮ 同期ꎬ 航空和海运增长的生物燃料

消费将每日替代 ３８０ 万桶石油需求量ꎮ 总的来看ꎬ 到 ２０４０ 年ꎬ 可持续发展情

景下ꎬ 由于新能源电力和生物燃料消费的增长ꎬ 交通运输领域全球石油消费

的占比将从目前的 ９２％下降到 ６０％左右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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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ＲＥＮ２１ꎬ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ꎬ Ｐａｒｉｓ: ＲＥＮ２１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９１
高慧、 杨艳、 饶利波、 何艳青、 吕建中: 前引文ꎬ 第 ３ 页ꎮ
Ｅ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ꎬ Ｐａｒ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２１３ － ３５０ꎻ ＩＥ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ꎬ Ｐａｒ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２８１ －３２６
国际能源署近３ 年的世界能源展望对能源前景的分析主要采用当前政策情景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新政策情景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４５０ 情景 (Ｔｈｅ ４５０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低油价情景 (Ｔｈｅ Ｌｏｗ Ｏｉｌ
Ｐｒｉｃ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等框架进行ꎬ 其中新政策情景是主要框架ꎮ ２０１７ 年主要增加了可持续发展情景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分析框架ꎮ 基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和行动ꎬ 本文认为今后能源发展方向和分析

不太可能适用当前政策情景ꎮ ＩＥ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ꎬ Ｐａｒｉｓ: ＩＥＡ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１０７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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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ꎬ 第三次国际能源转型已经在悄然起步ꎬ 以美国非常规能源革

命为代表的国际能源转型的初步影响也已经显现ꎬ 突出表现为近年来国际石

油市场的周期性 (低油价、 供求失衡) 变化ꎮ 全球能源消费低碳化发展趋势

已经出现ꎮ 气候变化与环境政治的高度结合ꎬ 代表着全球能源利用低碳化的

不可逆转ꎮ 在低碳化发展大背景下ꎬ 石油、 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消费增长空间

将可能压缩ꎬ 甚至逐步减少ꎬ 非化石能源将成倍增长ꎮ 在国家政策和市场需

求的共同作用下ꎬ 自动驾驶汽车、 电动汽车、 电池技术的进步ꎬ 或将引发全

球能源格局的重大变革ꎮ 英国石油公司预测ꎬ 未来发生大的能源转型的时间

节点可能出现在 ２０３０ 年前后ꎬ 国际能源权力结构也将发生逐步和重大变化ꎮ

国际能源地缘政治变化视野下的中东

第三次国际能源转型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ꎮ 从长期和宏观角度看ꎬ 如

果转型成功ꎬ 依照历史经验ꎬ 第三次国际能源转型有可能重塑国际能源权力

结构ꎬ 甚至重塑人类经济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ꎮ 从中观层面看ꎬ 未来 ２０ ~ ３０
年内ꎬ 第三次国际能源转型有可能形成崭新的全球能源市场ꎬ 导致全球能源

市场不仅发生周期性变化ꎬ 而且发生结构性变化ꎮ 一旦国际能源市场结构性

变化形成ꎬ 它对全球能源权力结构、 国际能源安全和中东石油的影响将是结

构性和长期性的ꎮ 中东国家、 俄罗斯等传统油气供应国在非常规油气资源和

可再生能源的冲击下ꎬ 它们所掌握的能源生产性权力和价格权力被逐渐稀释ꎮ
这种现象已经对能源地缘政治造成了深远影响ꎮ 从微观视角看ꎬ 第三次国际

能源转型对中东国家经济结构和社会转型的挑战可能是巨大的ꎬ 以沙特阿拉

伯为代表的中东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可能面临巨大困难和不确定性ꎮ①

事实上ꎬ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特别是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全球能源市场不仅发

生了周期性变化ꎬ 而且发生了结构性变化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供过于

求、 油价下跌ꎬ 是全球能源市场周期性变化与结构性变化共振的结果ꎮ②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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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 这种结构性变化主要包括三方面: 首先ꎬ 随着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的变化ꎬ
全球能源需求不断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ꎬ 特别是向中国和印度转移ꎮ
目前ꎬ 亚太地区原油贸易量占世界原油贸易量的比重已经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３７ ５％
增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４８ ９％ ꎮ 同期ꎬ 北美原油贸易量占比从 ２９％ 降至 ２１ ５％ ꎬ 欧

洲从 ２７ ８％降至 ２３％ ꎻ① 其次ꎬ 全球能源市场日渐呈现出 “从西向东” 的贸

易流向ꎬ 新的能源贸易格局正在形成ꎮ 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的不断深化ꎬ 该

国成为天然气和石油净出口国的可能性已经近在眼前ꎮ 鉴于能源在地缘政治

权力结构中的重要作用ꎬ 能源格局的改变也带来了相应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变

动ꎮ 页岩气革命削弱了传统石油出口组织 (ＯＰＥＣ) 和产油国 (中东、 俄罗

斯) 依靠高能源价格、 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能力ꎬ 从而也削弱了这些组织和

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相应的地缘政治影响力ꎮ 再次ꎬ 随着能源革命的深化ꎬ 全

球能源市场有可能一改能源稀缺的属性ꎬ 国际能源市场价格长期受压或低位

运行的可能性充分存在ꎮ②

中东产油国均是油气资源富聚国ꎮ 目前ꎬ 一些中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严

重依赖油气收入ꎮ 其中ꎬ 中东产油国的出口收入、 政府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

(ＧＤＰ) 中有相当大部分源于油气收入ꎮ ５０ 多年过去了ꎬ 尽管中东国家采取了

一系列经济多元化举措ꎬ 但仍然没有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

经济体系ꎮ 除油气工业外ꎬ 其他经济部门的产值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微乎其微ꎮ
这使得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极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的影响ꎮ 这些大背景

决定了无论从哪方面看ꎬ 新一轮国际能源转型对中东产油国有深远的影响和

挑战ꎮ
第一ꎬ 新一轮国际能源转型聚焦非常规油气资源和新能源ꎬ 具有弃碳化

和弃常规石油的特征ꎬ 且具有使国际能源权力结构发生转移的发展趋势ꎮ 因

此ꎬ 这可能意味着在全球能源市场结构中ꎬ 常规石油的战略价值和地位将逐

步下降ꎬ 同时也意味着中东石油对世界经济的商业价值的逐步下降ꎬ 以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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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产油国在全球政治和地缘战略中的价值和地位的逐步下降ꎮ① 目前ꎬ 美国已

经逐渐减少该国在中东地区的政治与军事存在ꎮ 该国的能源战略亦将从保证

其自身绝对的能源供应安全ꎬ 逐步向更广泛的维护全球能源体系稳定、 保障

其盟友能源供应安全的方向转变ꎮ②

第二ꎬ 国际能源转型影响到了全球能源供求平衡和国际能源价格水平ꎬ
这对严重依赖油气出口收入的中东国家具有重大政策含义ꎬ 也是对中东产油

国的重大挑战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全球非常规油气产量的增长和新能源的大规模

开发ꎬ 不仅增加了全球能源供应ꎬ 为市场注入了更多的流动性ꎬ 而且从整体

上拉低了国际石油、 天然气价格水平ꎮ 国际油价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的每桶 １１５ 美

元ꎬ 跌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的每桶 ４５ 美元左右ꎮ 在天然气方面ꎬ 虽然天然气价格

仍然区分为不同的市场水平ꎬ 但整体价格水平在油价下跌的带动下也不同程

度下跌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亚洲液化天然气现货价格持续跌至每百万英热单位 ７ ~ ８ 美

元ꎬ 与 ２０１３ 年相比下跌近 ５０％ ꎮ ２０１５ 年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的英国天然气

平均价格为每百万英热单位 ６ ７２ 美元ꎬ 与 ２０１３ 年相比下跌近 ３３％ ꎮ③

衡量产油国对化石能源出口依赖程度及抵御低油价风险能力ꎬ 可以采用

以下指标: 一是石油出口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ꎬ 二是平衡财政预算所

需的油价水平ꎮ 目前ꎬ 石油、 天然气出口收入占中东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

４４ ２％和国家财政收入的 ８０ ７％ ꎮ④ 其中ꎬ 科威特石油出口收入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重超过了 ５０％ ꎬ 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卡塔尔、 阿曼的这一数字则在

３０％ ~４６％之间ꎮ⑤ 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国家平衡其财政预算所需

油价水平的差异ꎮ 其中ꎬ 科威特、 阿联酋、 卡塔尔由于人口基数较小ꎬ 其平

衡预算所需油价水平低于每桶 １００ 美元ꎬ 其余成员国平衡预算油价均需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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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桶 １００ 美元以上ꎬ 其中沙特阿拉伯为每桶 １０５ 美元ꎮ 在如今油价低迷的

情况下ꎬ 绝大多数中东产油国均面临着较大的平衡预算压力ꎮ① 以沙特为例ꎬ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国际油价的大幅下跌使沙特王国的主要收入来源大幅减少ꎬ
该国遭受了 ２００７ 年以来最严重的政府预算赤字ꎬ 政府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和

发行债券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在不到 １２ 个月的时间里ꎬ 沙特王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

就从 ７３２ 亿美元下降到 ６２３ 亿美元ꎬ 减少 １０９ 亿美元ꎬ 下降 １５％ ꎮ② 此外ꎬ 在

美国页岩革命发生前ꎬ 中东产油国自身已经面临着一系列内政、 经济、 外交

挑战ꎮ 其中ꎬ 仅是平衡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就业压力以及大量的能源补贴所

带来的财政支出压力ꎬ 就已经使中东国家不堪重负ꎮ 国际能源转型将使中东

国家面临的这些固有问题变得更加突出ꎮ
第三ꎬ 国际能源转型影响中东内部的政治和社会稳定ꎮ 长期以来ꎬ 为了

换取民众对政权的支持ꎬ 海合会国家大都实行从 “摇篮到坟墓” 的高福利、
高能源补贴政策ꎮ 近年来受经济发展乏力、 宗教冲突、 阿拉伯之春等因素的

影响ꎬ 中东部分国家内部政治、 社会和宗教矛盾尖锐ꎬ 政府不得不持续扩大

福利支出ꎬ 以继续赢得民众支持ꎬ 维持其政权稳定ꎮ 如果国际能源转型导致

国际油价下跌时间持续过长ꎬ 政府财政收入锐减ꎬ 外汇储备耗尽ꎬ 那么这些

海合会国家维持国家和社会稳定的能力ꎬ 也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ꎮ
第四ꎬ 国际能源转型增加了中东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的难度ꎬ

中东国家转型面临巨大挑战ꎮ 作为中东产油国中的核心国家ꎬ 沙特在 ２０１６ 年

提出了旨在摆脱石油依赖ꎬ 实现经济多元化的沙特 “２０３０ 愿景”ꎬ 这一计划

在海合会国家比较具有代表性ꎮ 沙特 “２０３０ 愿景” 既可以视为应对诸多经

济、 政治挑战的积极反应ꎬ 也可以视为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ꎮ 其包括了众多

经济及社会改革措施ꎬ 旨在为多年来以石油产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沙特阿拉

伯打造更为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ꎬ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ꎮ 具体措施包括国

有企业私有化ꎬ 通过出售股权打造主权财富基金ꎬ 削减开支ꎬ 鼓励发展私营

企业ꎬ 发展军工、 房地产、 旅游等非石化部门来增加收入等ꎮ 这些计划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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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目标是ꎬ 到 ２０３０ 年ꎬ 沙特非石油收入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４３５ 亿美元增至 ２ ６６６ 亿

美元ꎬ 非石油出口比重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６％ 增长到 ２０３０ 年的 ５０％ ꎬ 沙特的经济

实力排名由目前的世界第 １９ 大经济体上升至第 １５ 位ꎮ①

不过ꎬ 在如今油气市场持续低迷的环境下ꎬ 沙特的转型之路刚刚开启便

面临着挑战ꎮ 对于沙特来说ꎬ 减少财政赤字是确保该国经济转型得以顺利实

施的重要前提ꎻ 而促进经济多元化ꎬ 扶持非石油产业的发展则是该国经济转

型的重要目标ꎮ 然而ꎬ 事实证明ꎬ 在低油价条件下ꎬ 沙特已经无法同时达成

上述两个目标ꎮ② 为促进非石油工业的发展ꎬ 该国被迫增加了政府开支ꎮ 预计

在 ２０１８ 与 ２０１９ 年ꎬ 沙特的政府开支将增加约 ３ ０％ ꎬ 与此同时财政赤字将分

别占到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７ ８％与 ５ １％ ꎮ 在 ２０２３ 年前该国已不太可能恢复

财政盈余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该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将由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３ １％迅速增加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８ ２％ ꎮ③ 由此可见ꎬ 沙特在转型的初期并

不会迎来经济状况的迅速好转ꎬ 反而将被迫面对经济脆弱性的进一步增加ꎮ

结　 语

中东石油曾对世界经济和全球政治做出过重要贡献ꎬ 至今仍然具有并发

挥着重大和复杂的影响ꎬ 石油因素也在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中东的历史进程ꎮ
从国际能源转型的理论与历史的角度ꎬ 我们对中东石油是如何影响世界经济

与政治ꎬ 如何影响其自身发展ꎬ 如何塑造中东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面貌的分析ꎬ
或许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结论ꎮ 从国际能源转型的发展趋势的视角ꎬ 我们也能

够进行一些初步的趋势性的分析与判断ꎮ 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与国际能

源体系的变革密不可分ꎮ 在第二次国际能源转型过程中ꎬ 中东国家凭借着巨

大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ꎬ 成为国际能源体系的主导力量与能源权力的中心ꎮ
对于能源资源控制权的掌控极大地提升了中东国家的国际地位ꎬ 同时也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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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大大提速ꎮ 不过ꎬ 石油为中东国家带来政治地位与

经济财富的同时ꎬ 也妨碍了该地区经济多元化的发展ꎬ 并为其埋下了政治与

社会隐患ꎮ 遗憾的是ꎬ 中东产油国没有抓住第二次国际能源转型带来的历史

性机遇ꎬ 成功实现国家经济社会转型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以可再生能源与非

常规油气资源产业迅速发展为标志的第三次国际能源转型逐渐开启ꎬ 使得国

际能源权力结构朝着不利于中东产油国的方向发展和转变ꎮ 同时ꎬ 第三次国

际能源转型导致国际能源市场和能源价格的变化ꎬ 以及石油收入的减少ꎬ 中

东国家已经并将面临严重的经济、 政治与社会危机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为了缓

解各种内部矛盾ꎬ 包括沙特在内的中东国家开始了经济转型的进程ꎮ 然而ꎬ
受制于不利的内部和外部条件ꎬ 这些国家的转型之路困难重重ꎮ 可以说ꎬ 中

东国家已经错过了历史上最好的转型时期ꎮ
当然ꎬ 上述分析结论也只是初步的ꎬ 主要是趋势性判断ꎬ 具有极大的不

确定性ꎬ 需要今后进一步分析研究ꎮ 首先ꎬ 从国际能源转型的历史经验看ꎬ
国家层次的能源转型大多极其缓慢ꎬ 在第一次能源转型过程中ꎬ 英国、 法国

和德国用时均超过 １００ 多年ꎮ 全球层次的能源转型则更具有逐步、 缓慢和长

期的特点ꎬ 快则几十年ꎬ 慢则上百年甚或数百年ꎬ 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和技术进步ꎮ①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ꎬ 第三次国际能源转型和变革刚起步ꎬ 可能

需要数十年才能完成ꎮ 其次ꎬ 未来数十年内ꎬ 化石能源仍然具有巨大的生存和

发展空间ꎬ 迄今为止ꎬ 全球能源转型也主要是发生在发电领域ꎬ 其对一次能源

供应非碳化的影响也还是边际性的ꎬ 当今的人类文明仍然是矿物燃料主宰的文

明ꎮ 据多数研究机构的展望分析ꎬ 到 ２０５０ 年ꎬ 化石能源在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

的比例仍将在 ５０％以上ꎮ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 «２０５０ 年世界与中国

能源展望» 预测ꎬ 到 ２０５０ 年ꎬ 化石能源在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仍将

高达 ７２％ꎬ 其中石油 ２７％ꎬ 天然气 ２７％ꎬ 煤炭 １８％ꎮ② 再次ꎬ 随着第三次国际

能源转型的发展ꎬ 全球能源市场和价格水平发生了重大变化ꎬ 然而ꎬ 未来将

如何发展变化ꎬ 国际石油市场是周期性变化还是结构性变化ꎬ 学界的看法并

非一致ꎮ 如果是周期性变化ꎬ 根据周期历史规律ꎬ 一个旧周期结束、 新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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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来时ꎬ 国际石油需求增长和油价上涨的周期迟早还会到来ꎬ 历史还会重演ꎮ
中东石油未来并非完全是暗淡的ꎬ 中东石油的春天还可能到来ꎬ 中东国

家仍然具有国家转型的机遇ꎮ 问题在于ꎬ 当再次面临新的历史端口和历史性

机遇时ꎬ 中东国家是否会吸取经验教训ꎬ 实现国家经济社会的成功转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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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ꎻ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Ｏｉｌꎻ 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Ｏｉｌ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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