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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国家的能源补贴及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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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ꎬ 油气资源和能源补贴一直是中东国家经济与社会

发展的主要特征ꎬ 尤其是其以能源补贴为特征的能源消费政策对中东经济与

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ꎮ 中东国家能源补贴政策具有特定的历史、 思想和市

场基础ꎬ 与该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 自然资源赋权的社会契约思想和发展缓

慢的多元化经济密切相关ꎮ 能源补贴政策曾对中东发展经济、 社会和政治治

理起到了积极作用ꎬ 但是它的消极作用和不利影响也显而易见ꎮ 能源补贴刺

激了能源消费ꎬ 鼓励了资源浪费ꎬ 导致低效率的稀缺资源分配ꎬ 扭曲了市场

价格ꎬ 阻碍了节能投资和节能行为ꎬ 降低了下游产业的竞争优势ꎬ 增加了政

府财政负担ꎮ 能源补贴未能体现稀缺资源的价值ꎬ 是对稀缺资源市场供求关

系的严重扭曲以及对市场配置资源的严重背离ꎬ 最终不是促进而是阻碍了经

济社会发展ꎮ 在此意义上ꎬ 中东国家能源补贴改革势在必行ꎬ 但因中东国家

能源补贴改革的实质是利益调整ꎬ 涉及面广ꎬ 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ꎬ 难以一

蹴而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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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石油和天然气是中东地区重要的自然资源和国家财富ꎮ 半个多世纪以来ꎬ
它在中东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ꎬ 中东产油国也因此形

成了独特的产业、 经济结构与社会发展模式ꎮ 中东国家凭借丰富的油气资源ꎬ
不仅成为国际能源市场的重要力量ꎬ 而且成为国际能源权力的中心ꎮ 产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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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油气生产、 供应、 油价政策ꎬ 甚至能源投资、 贸易、 金融政策ꎬ 长期并深

刻影响着国际能源供求和能源安全ꎬ 影响世界经济发展ꎬ 为此国内外学者做

了很多研究ꎬ 积累了大量文献资料ꎮ 遗憾的是ꎬ 迄今为止ꎬ 国内学界有关中

东国家能源消费与需求政策ꎬ 特别是能源补贴政策的分析研究仍然比较少ꎬ
具有进一步挖掘和深化的空间ꎮ

实际上ꎬ 近 ２０ 年来ꎬ 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口的增加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ꎬ 中东地区的油气消费增长迅速ꎬ 目前正在发展为世界上主要的能源消费

地区ꎮ “可以确定的是ꎬ 海湾正在从全球能源市场的主要供应中心ꎬ 变成一个

主要的能源需求增长市场”ꎮ① 像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一样ꎬ 中东能源消费的快

速增长源于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增长ꎬ 特别

是人口的快速增长ꎬ 与其产业结构和国家产业政策的关系更大ꎬ 尤其与国家

的能源消费政策密切相关ꎮ 海湾国家以丰富的油气资源为基础ꎬ 不断发展石

油化工、 化肥、 钢铁、 电解铝、 电力、 道路基础设施等产业ꎬ 这些产业无一

不是巨大的能源消费产业ꎬ 能源强度高ꎬ 导致了内部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ꎮ
另一方面ꎬ 中东产油国不仅拥有世界上生产成本最低的碳氢化合物资源ꎬ 而

且内部的能源消费价格也是世界上最便宜的ꎮ 长期实行低价能源消费政策的

结果是进一步刺激和鼓励了国内的能源消费ꎬ 低廉的能源价格对中东国家的

能源消费和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ꎮ
中东国家能源消费政策的另一重要特征是能源补贴ꎮ 数十年来ꎬ 能源补

贴或能源的补贴化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一直是中东国家经济社会政策

取向的普遍特征ꎮ 电力、 油气价格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ꎬ 是中东国家产业

政策的重要标志ꎬ 也是中东社会契约的重要内容ꎮ② 尽管能源补贴政策鼓励了

能源消费ꎬ 刺激了内部电力、 交通运输和商业的能源需求ꎬ 有利于国家的工

业化集中于能源密集型产业ꎬ 但能源补贴扰乱了市场信号ꎬ 造成了浪费和能

源的过度消费ꎬ 导致低效率的稀缺资源分配ꎬ 阻碍了节能投资和节能行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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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替代能源的发展ꎬ 降低了国家下游生产的竞争价格优势ꎬ 增加了政府财政

负担ꎮ 事实表明ꎬ 低廉和补贴的能源消费政策越来越难以持续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国际能源市场石油供过于求、 油价低迷ꎬ 沉重打击了中东产油国对石油租金

的过度依赖ꎬ 经济改革和财政改革成为中东国家的当务之急ꎮ 减少、 降低能

源补贴ꎬ 提高能源价格ꎬ 加速经济多元化ꎬ 改善政府收入和恢复财政平衡ꎬ
成为经济和财政改革的主要目标ꎮ

本文拟对中东国家的能源补贴政策、 能源补贴的作用和影响ꎬ 以及能源

补贴改革及其相关问题ꎬ 进行初步分析ꎬ 希望能为中国的中东问题研究提供

新的视角ꎮ

中东国家的能源补贴政策及其动因

过去数十年来ꎬ 能源的补贴化———能源补贴及低价能源消费政策ꎬ 在中

东国家广泛存在ꎬ 成为中东经济社会的普遍特征ꎮ 中东国家不仅以国家垄断

能源价格的形式实施能源补贴政策ꎬ 而且补贴化的能源消费价格长期低于世

界市场水平ꎬ 致使中东国家的能源价格扭曲到极其严重的地步ꎮ
(一) 中东国家能源补贴政策的实施

能源补贴作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手段之一ꎬ 被世界各国广泛运用ꎮ 然

而ꎬ 全世界能源补贴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ꎬ 并且约 ５０％ 的补

贴用于石油产品ꎬ 电力和天然气补贴程度相对较小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全球化石燃料

补贴总额达到了 ５ ５００ 亿美元ꎬ 是可再生能源的 ４ 倍ꎮ① 全球能源补贴最严重

的地区在中东ꎬ 中东能源补贴份额占世界能源补贴总额的比例高ꎬ 数额大ꎮ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始ꎬ 中东国家陆续出台了能源补贴政策ꎬ 并逐渐成为世界

能源补贴力度最大的地区ꎮ 国际能源机构 ( ＩＥＡ) 研究表明ꎬ 中东地区有 １１
个国家实施了明显的能源补贴政策ꎬ 且全部属于世界能源补贴最高的前 １５ 个

国家之列ꎮ②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数据ꎬ ２０１１ 年中东税前能源补贴达

到 ２ ３７０ 亿美元ꎬ 占全球能源补贴的 ４８％ 、 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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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６％ 、 政府收入的 ２２％ ꎮ① 国际能源机构列出 ２０１０ 年全球能源补贴最高的

１０ 个国家ꎬ 其中 ７ 个来自中东地区ꎬ 科威特、 伊朗、 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位

居前列ꎬ 四国 ２０１０ 年向各自居民收取的燃料和电力费用低于国际价格水平的

１ / ３ꎮ② 国际油价飙升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能源补贴的增长ꎮ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ꎬ
国际油价从 ６０ 美元 /桶涨至 １００ 多美元 /桶ꎬ 全球能源补贴金额也从 ３ ０００ 亿

美元大幅增至 ４ ８００ 亿美元ꎬ 中东地区每年的能源补贴超过 ２ １００ 亿美元ꎬ 约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８％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中东的石油补贴占全球石油补贴总额的 ５６ ４％ꎬ
电力补贴占全球电力补贴总额的 ４５ ４％ꎬ 天然气补贴占全球天然气补贴总额的

５３ ２％ꎮ③ 平均补贴率最高的国家为伊朗 (８２％)ꎬ 最低为伊拉克 (５３ ７％)ꎮ 其

中ꎬ 伊朗燃料补贴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达 １９ ３％ꎬ 为世界之最ꎮ④

在巨额补贴的作用下ꎬ 中东地区的能源消费呈现出明显的低价特征 (见
图 １)ꎮ 总体来看ꎬ 该地区的汽油价格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ꎬ 而最高的时

候也比世界平均水平低 ４０％左右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伊朗、 沙特阿拉伯、 利比亚、 卡

塔尔、 巴林、 科威特、 阿曼、 阿尔及利亚、 也门等国家的汽柴油零售价格每

升不到 ０ ４ 美元ꎬ 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甚至不到 ０ ２ 美元ꎬ 即便是苏丹、 伊拉

克、 突尼斯、 叙利亚、 约旦、 摩洛哥等国的零售价格较高ꎬ 阿拉伯世界平均

零售汽柴油也只有 ０ ６ 美元ꎮ 相比之下ꎬ 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 国家的平均零售

价格高达 １ ７ 美元ꎬ 德、 英、 法、 丹麦等国则接近 ２ 美元ꎮ⑤ ２０１０ 年ꎬ 中东地

区有 １１ 个国家的汽油与柴油价格低于每升 ０ ５ 美元ꎬ 价格最低的伊朗则低于

０ １ 美元ꎻ 而同一时期中东地区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约为 ０ ４ 美元ꎮ 中国 ２０１０
年的汽油与柴油价格分别为每升 １ １１ 美元和 １ ０４ 美元ꎬ 沙特阿拉伯的汽柴

油价格仅为每升 ０ １６ 美元和 ０ ０６７ 美元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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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ＳＬ ＣＤꎬ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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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东与世界汽柴油均价比较

资料来源: ＩＥＡꎬ “Ｆｏｓｓｉｌ － Ｆｕｅｌ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ｅｎｅｒｇｙｏｕｔｌｏ

ｏｋ 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ｅｎｅｒｇｙ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 ｆｏｓｓｉｌｆｕｅｌｓｕｂｓｉｄｙ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１２

从补贴的手段和方式上看ꎬ 中东国家能源补贴主要有以下 ３ 种ꎮ 第一ꎬ
最常用的方式是在消费环节提供能源价格补贴ꎬ 即通过减免各种能源消费税

费的方式ꎬ 使民众以极低的价格享受各种能源带来的便利和福利ꎬ 包括各种

品号的汽油、 柴油和家用天然气等燃料以及电力等二次能源ꎮ 补贴通常用于

石油产品和电力ꎬ 此类能源消费价格通常含有 ２５％ ~ ９５％ 不等的价格补贴ꎮ
政府为此降低相关能源产品的销售价格ꎬ 达到增加国民福利的目的ꎮ 第二ꎬ
除了针对民众的消费补贴ꎬ 中东国家还对企业和耗能部门在生产环节予以补

贴ꎬ 其中较为典型的是针对发电、 海水淡化等高耗能产业的补贴ꎮ 此种补贴

方式可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大为降低ꎬ 有利于企业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

争力和扩大利润空间ꎮ 如黎巴嫩政府长期对国家电力公司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ｅ Ｄｕ
Ｌｉｂａｎꎬ ＥＤＬ) 提供财政和补贴支持ꎬ 是比较典型的案例ꎮ① 第三ꎬ 采用现金

补贴ꎮ 中东国家能源补贴还有一种不太普遍的现金补贴方式ꎬ 采取此类补贴

方式的国家主要有伊朗、 约旦、 摩洛哥和也门ꎬ 即向中低收入目标群体发放

一定的现金补偿ꎬ 以提高或补偿其能源购买力ꎮ 此类补贴有较强的针对性和

时效性ꎬ 行政成本相对较低ꎬ 补贴的数量和规模便于控制ꎬ 不会对市场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ꎮ 约旦等国政府在取消了针对燃料的价格补贴后ꎬ 便通过向低

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发放现金补贴弥补燃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损失的方式ꎬ 减

１５

① «黎巴嫩电力行业简况»ꎬ 参见中国商务部驻黎巴嫩使馆经商参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ｌｂ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ｄｙ / ２０１５０７ /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０４９８１８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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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或降低能源补贴改革带来的影响ꎮ①

从补贴程度上看ꎬ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数据ꎬ 中东国家可划分为三大类ꎬ
分别为非常高补贴国家、 高补贴国家与高税收国家ꎮ 其中ꎬ 非常高补贴国家包括

卡塔尔、 科威特等１１ 国ꎬ 主要是海湾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 (详见表１)ꎮ 这些国家

的共同特点是拥有较为丰富的油气资源ꎬ 政府掌握着巨大的油气出口收入ꎬ 其能

源补贴往往针对全体国民ꎬ 数额也十分巨大ꎮ 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沙特阿拉伯ꎬ 沙

特阿拉伯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就开始对进口食品提供大量政府补贴ꎬ ７０ 年代中期ꎬ
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迫使沙特阿拉伯政府将财政补贴扩展到能源领域ꎮ 凭借着丰

厚的石油收入ꎬ 沙特阿拉伯对全体国民提供高额能源补贴ꎬ 提升人民福祉ꎬ 增强

本国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ꎮ 伊朗在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开始对石油等能源产

品实施补贴ꎬ 初始目的是舒缓因两伊战争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矛盾ꎮ 随后ꎬ 伊朗能

源补贴力度逐渐加强ꎬ 并成为世界上燃料价格最低的国家之一ꎮ ２００８ 年伊朗的汽

油售价每升仅 ０ １ 美元ꎬ 同期世界每升平均超过 ２ 美元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伊朗化石燃料

补贴总额高达 ７８０ 亿美元ꎬ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９ ３％ꎬ 同期沙特阿拉伯的化石燃

料补贴为 ７１３ 亿美元ꎬ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９ ５％ꎬ 伊朗超过沙特阿拉伯ꎬ 位居世界

第一ꎬ 成为世界上燃料补贴最高的国家ꎮ②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ꎬ 埃及能源补贴占

埃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高达 １６％和 １０％ ꎮ③

表 １　 中东国家能源 (化石能源) 补贴程度

补贴程度 国家

非常高
卡塔尔、 科威特、 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阿曼、 巴林、 利比
亚、 伊朗、 阿尔及利亚、 伊拉克、 埃及

高 也门、 约旦、 叙利亚、 黎巴嫩、 摩洛哥、 突尼斯

无 以色列

　 　 　 资料来源: 根据经合组织和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数据分类归纳( ＩＥＡꎬ“ Ｆｏｓｓｉｌ － Ｆｕｅｌ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ｅｎｅｒｇｙ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ｅｎｅｒｇｙ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 ｆｏｓｓｉｌｆｕｅｌｓｕｂｓｉｄｙｄａｔ ａｂａｓｅ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１２)ꎮ

２５

①

②

③

«约旦当局准备发放 ２０１４ 年度第二批燃油补贴»ꎬ 参见中国商务部驻约旦使馆经商参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ｋ / ２０１４０８ / ２０１４０８００７１１２７６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３ － ０４ꎮ

ＩＥＡꎬ “Ｆｏｓｓｉｌ － Ｆｕｅｌ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ｅｎｅｒｇｙｏｕｔ ｌｏｏｋ 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ｅｎｅｒｇｙ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 ｆｏｓｓｉｌｆｕｅｌｓｕｂｓｉｄｙ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１２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Ｅｉｂｌ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ｔｈｅ Ｕｎｔｏｌｄ
Ｓｔｏｒｙ”ꎬ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７ꎬ 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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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补贴国家包括也门、 约旦、 叙利亚、 黎巴嫩、 摩洛哥与突尼斯六国ꎮ
这类国家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较为贫乏ꎬ 化石燃料无法自给自足ꎬ 经济发展

水平相对为落后ꎮ 政府只能对部分耗能领域进行重点补贴ꎮ 例如ꎬ 也门的能

源补贴主要集中在柴油领域ꎬ 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水泵的运行成本ꎬ 促进名

为 “卡特” 的农作物种植业发展ꎮ① ２００９ 年ꎬ 在也门所有能源补贴中ꎬ 柴油

补贴占比 ６９％ ꎮ② 黎巴嫩的能源补贴主要集中在电力部门ꎬ ２１ 世纪初ꎬ 政府

每年对黎巴嫩国家电力公司投入的补贴资金约为 １０ 亿美元ꎬ 从 ２０１２ 年起上

升至 ２０ 亿美元ꎮ③ 约旦政府主要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发放燃油现金补贴ꎬ
其 ２０１４ 年度补贴额为 ２ １ 亿约旦第纳尔ꎮ④ 在中东地区ꎬ 以色列在能源补贴

领域是一个特例ꎬ 该国油气资源贫乏ꎬ 却是本地区工业化、 经济发展程度最

高的国家ꎬ 其产业以知识密集型为主ꎮ 对于化石能源ꎬ 该国不仅未给予补贴ꎬ
反而收取高达 ６０％以上的重税ꎬ 致使该国的汽柴油价格为本地区最高ꎮ

(二) 中东国家实施能源补贴政策的原因及其积极作用

能源补贴被视为一种合法的政策工具ꎬ 在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体中得到

广泛运用ꎮ⑤ 经济学理论和历史经验表明ꎬ 能源补贴可以以多种方式有利于产

油国的经济社会发展ꎬ 中东国家能源补贴政策的初始目的是促进国内产业发

展ꎬ 保护低收入人群ꎬ 具有社会安全保障和社会契约的重要意义ꎮ 这是中东

地区广泛存在能源补贴的重要原因ꎮ
第一ꎬ 能源补贴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培育和壮大优势产业ꎬ 促进经济增长ꎮ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卡特是镇静剂的重要原料之一ꎬ 是也门的主要经济作物ꎬ 其收入支撑着该国的农村经济ꎬ 在也

门的经济中占有一定地位ꎮ 据统计ꎬ 卡特经济占也门国内生产总值的 ６％、 年产值的 １ / ３、 国民消费的

１０％ꎬ 每 ７ 个工作岗位中就有 １ 个与卡特有关ꎮ 参见 «再议也门人咀嚼卡特行为»ꎬ 中国商务部驻也门使

馆经商参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ｙｅ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０４ / 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５４１４３０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０４ －２５ꎮ
Ｍａｒｉａ Ｖａｇｌｉａｓｉｎｄｉꎬ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Ｒｅｆｏｒｍｓ －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ꎬ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２５７
«黎巴嫩电力行业简况»ꎬ 参见中国商务部驻黎巴嫩使馆经商参网站: ｈｔｔｐ: / / ｌｂ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ｄｙ / ２０１５０７ /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０４９８１８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１４ꎮ
约旦补贴规定ꎬ 家庭成员 ６ 名及以下的个人ꎬ 月收入低于 ８００ 约第或年收入低于 １００００ 约第ꎬ

有权每年领取 ７０ 约第作为燃油价格上涨的补偿 (当时汇率 １ 约第约为 １ ４１ 美元)ꎮ 公共部门雇员、 民

事和军事退休人员、 社保公司退休人员和国家援助基金的受益者ꎬ 可以通过其银行账户收到现金ꎮ 私

营部门工人和失业人员可以从房地产银行领取补助ꎮ 参见 «约旦当局准备发放 ２０１４ 年度第二批燃油补

贴»ꎬ 载中国商务部驻约旦使馆经商参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ｋ / ２０１４０８ /
２０１４０８０ ０７１１２７６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２６ꎮ

Ｊｏｅｒｇ Ｓｐｉｔｚｙꎬ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 ａｎ ＯＰＥ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ｏｒｕｍꎬ Ｉｓｓｕｅ ８８ꎬ Ｍａｙ
２０１２ꎬ 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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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能源补贴政策ꎬ 对培育中东国家的优势产业、 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

积极作用ꎮ 中东地区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ꎬ 是世界的主要油气产地ꎮ 依据

要素禀赋理论ꎬ 中东国家必须充分利用优势油气资源提高产能ꎬ 建立强大的

油气工业ꎬ 扩大油气出口和增加政府收入ꎬ 带动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ꎬ 最终

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ꎮ ２０１５ 年ꎬ 电力和工业部门的能耗占中东能耗总量的

７２％以上ꎬ 发电量中 ９０％左右依靠石油和天然气发电ꎮ 该地区的工业结构比

较单一ꎬ 大多数集中于油气和石化领域ꎮ 能源密集型产业如水泥、 化肥和化

工ꎬ 是中东能源消费政策重点补贴的产业ꎮ 政府补贴不仅能够降低企业的生

产成本ꎬ 而且促使企业向消费者提供能负担得起的商品和服务ꎬ 对于培养和

壮大优势企业、 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增加出口收入和政府收入、 增加就业和

促进经济增长ꎬ 均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ꎮ
第二ꎬ 有利于稳定商品市场价格ꎬ 抑制通货膨胀ꎮ 中东经济体长期高度

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ꎬ 国际石油市场波动频繁ꎬ 化石燃料贸易的国际

市场价格起伏不定ꎬ 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受国际大宗商品周期波动的影响ꎮ 众

多中东国家政府实施经济调控职能时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ꎬ 就是能源和食品

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时引发的通货膨胀压力ꎮ 此外ꎬ 高燃料价格导致的产业

成本增加也会引起消费成本上升ꎬ 最终传导到消费者ꎮ 因此ꎬ 对能源消费政

策进行调整ꎬ 对国内能源价格实行政府垄断定价和能源补贴ꎬ 降低能源价格ꎬ
稳定市场物价和抑制通货膨胀ꎬ 一直是中东国家的主要政策调控目标ꎮ

第三ꎬ 有利于扩大能源获取ꎬ 保护低收入群体ꎮ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统计ꎬ ２１ 世纪初ꎬ 全球大约还有 １６ 亿人口没有通电ꎬ ２０ 多亿人口仍然依赖

木柴、 木炭等传统燃料取暖和做饭ꎮ 其中ꎬ 阿拉伯国家大约有 ６ ５００ 万人口没

有通电ꎬ 另有超过 ６ ０００ 万的城市和农村人口的电力供应严重不足ꎬ 两者占阿

拉伯国家总人口的比例高达 ４１ ６％ ꎬ 包括占总人口 ２９％以上的低于 ２ 美元 /天
的贫困人口ꎬ 这些人口无法或很少获得现代能源ꎮ 在也门等阿拉伯国家中ꎬ
约 １ / ５ 的人口依赖木材、 粪便和农业废弃物等非商业燃料做饭和取暖ꎻ 在阿

尔及利亚、 埃及、 摩洛哥和叙利亚ꎬ 这部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５％ ~
１０％ ꎮ① ２００３ 年ꎬ 北非国家和西亚阿拉伯国家仍然有 ５％和 １２％的人口在使用

４５

①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ｓｉａ (ＥＳＣＷＡ) /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Ａｒａｂ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０５)ꎬ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ｐ 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ｓａ / ｓｕｓｔｄｅｖ / ｃｓｄ / ｃｓｄ１４ / ｅｓｃｗａＲＩＭ＿ ｂｐ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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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态燃料ꎬ 他们基本上与现代能源无缘ꎮ 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ꎬ 木材的稀缺

性使得木材消费平均水平低于世界 ５４％ ꎬ 事实上ꎬ 发达国家的木材使用率仅

为 ５％ ꎬ 而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却高达 ８９％ ꎮ 中东实施能源补贴政策的

一个最主要目标ꎬ 就是帮助中低收入群体获得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液体燃料、
液化石油气和电力等多种形式的能源消费ꎮ 伴随着能源补贴政策的实施ꎬ 中

东地区的通电率大为改观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中东地区总人口约 ２ ５５ 亿人ꎬ
整个地区通电率达到 ８５ ９％ ꎬ 大约还有 ３ ６００ 万人尚未通电ꎮ 到 ２０１２ 年ꎬ 该

地区人口增至 ４ ０１ 亿ꎬ 整个地区通电率升为 ９６ ２％ ꎬ 大约还有 １ ５２０ 万人口

尚未通电ꎮ①

中东国家实施以补贴为主的能源消费政策ꎬ 具有全民优惠、 普惠和分享

资源财富的特点ꎬ 同时对高成本燃料实施补贴ꎬ 扩大能源普及率ꎬ 对中低收

入家庭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ꎮ 在社会安全网络不存在或存在不充分的情况

下ꎬ 从高燃料价格中保护低收入家庭被认为是能源补贴背后的关键因素之一ꎮ
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 有些中东国家政府针对燃料中最典型的柴

油ꎬ 向低收入家庭广泛提供直接补贴ꎬ 也可以进行间接补贴ꎬ 因为柴油在公

共交通领域被广泛运用ꎬ 是低收入家庭的主要运输燃料ꎬ 在农村地区也被农

民大面积使用ꎮ 有些国家向生产者提供经济补贴ꎮ 补贴降低了能源生产成本ꎬ
能源生产商向终端用户提供更低成本的能源消费商品ꎬ 间接补贴中低收入群

体的能源消费ꎮ 此外ꎬ 一些国家政府没有采取直接针对穷人的做法ꎬ 而是采

取国家垄断定价ꎬ 使国内石油产品价格低于国际价格水平ꎬ 而不管这些燃料

是由穷人使用还是由富人使用ꎮ 因此ꎬ “能源补贴是重要的ꎬ 即使不是唯一ꎬ
也是欠发达国家构建社会安全网的支柱ꎬ 并且相较于卫生和教育等福利支出ꎬ
能源补贴更加重要”ꎮ②

第四ꎬ 有利于履行社会契约ꎬ 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ꎮ 在油气资源丰富

的海湾国家ꎬ 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属于自然财富ꎬ 能源优惠、 普惠和分

享的思想被隐含地认为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契约ꎬ 政府提供低价燃料、 水

和电力是一种社会契约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ꎬ 低能源价格是统治者和公民之间社

会契约的核心要素ꎬ 是石油租金管理和分配的一种方式ꎬ 这是租赁制国家的

５５

①

②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ａｔａ Ｂａｎｋꎬ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０１７”ꎬ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ＥＧ ＥＬＣ ＡＣＣＳ ＺＳꎬ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０６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Ｅｉｂｌ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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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特征ꎮ 一些学者研究发现ꎬ 在中东国家ꎬ 尤其是海湾合作委员会 (以下

简称 “海合会) 国家ꎬ 人们普遍认为享受低价能源是与生俱来的权利ꎬ 通过

石油与天然气开发政府已经获得了巨额石油财富ꎬ 因此政府应通过能源补贴

的形式对国家财富进行再分配ꎬ 使人民享受到石油财富和经济发展的实惠ꎮ
第五ꎬ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或实现社会稳定ꎮ 应该说ꎬ 一些中东国家

政府通过向油气生产商提供巨额补贴的方式降低国内能源价格ꎬ 或直接或间

接提供能源补贴ꎬ 以达到减轻民众不满情绪、 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的目的ꎮ
在石油租金管理问题上ꎬ 中东国家实行能源补贴和低价政策ꎬ 既有安抚人民

的作用ꎬ 又具有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的目的ꎮ 这种情形在 ２０１２ 年前后突尼

斯、 埃及发生社会政治动荡、 社会不稳定波及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时ꎬ 有关

国家政府采取的政策ꎬ 效果最为明显ꎮ 长期以来ꎬ 为了换取民众对王室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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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看到ꎬ 即便中东国家对能源补贴进行了改革ꎬ 但中东部分国家内部政治、
社会和宗教矛盾仍然尖锐ꎬ 政府不得不持续扩大福利支出ꎬ 能源补贴改革缓

慢进行ꎬ 以继续赢得民众支持ꎬ 维持社会和政权稳定ꎮ
总的来看ꎬ 在中东国家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ꎬ 能源补贴一定程度上具

有促进经济发展、 提供社会保障和维护政治稳定的功能ꎮ 从政策效用看ꎬ 中

东地区油气资源丰富ꎬ 油气开采、 生产成本低廉ꎬ 中东国家利用自有资源优

势实施能源补贴政策ꎬ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油气产业及钢铁、 水泥、 建筑和采

矿等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ꎬ 油气产业发展成就显著ꎬ 对中东国家的经济增

长、 物价稳定、 国际收支平衡以及履行社会契约、 保护低收入群体等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ꎬ 具有积极的带动和促进作用ꎮ 对于长期动荡、 政府更迭频繁的

中东国家而言ꎬ 政治稳定是重要目标ꎬ 通过能源补贴实现的经济目标和社会

保障目标ꎬ 也有助于维护政治稳定ꎮ 尽管如此ꎬ 中东国家能源补贴的积极作

用也不能被高估ꎮ

能源补贴政策实施中面临的问题

虽然能源补贴政策在降低能源价格、 稳定物价方面起到了显著成效ꎬ 在

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ꎬ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中东国家能源补

贴的经济社会成本越来越高ꎬ 不利影响逐渐显现ꎮ 特别是 ２０１４ 年国际能源市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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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石油供过于求、 油价低迷以来ꎬ 中东国家出口和政府收入锐减ꎬ 财政支付

平衡困难ꎬ 能源补贴难以为继ꎬ 能源补贴改革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ꎮ
(一) 能源补贴的经济成本及其不利影响

第一ꎬ 能源补贴和低价能源政策鼓励和刺激了能源消费ꎬ 导致了大量的

能源浪费ꎬ 降低了企业和社会节约能源的动力ꎮ 统计资料表明ꎬ 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９
年间ꎬ 整个阿拉伯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翻了 ４ 番ꎬ 年均增速为 ４ ５％ ꎬ 成为仅次

于亚洲的世界上能源消费高增速地区ꎬ 并且ꎬ 多数国家的能源消费增速超过

了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海合会国家能源需求增

长迅猛ꎬ 年均增速超过了 ６％ ꎬ 能源消费自 １９８０ 年以来翻了 ５ 番ꎮ① １９８０ 年

至 ２０１５ 年ꎬ 中东国家一次能源消费增长了 ５ 倍ꎬ 年均增长率为 ５ ４％ ꎬ 其中

海合会国家增长率超过了 ６％ ꎬ 增速仅次于亚洲ꎮ 能源消费的迅速上升正日益

侵蚀着该地区的能源出口能力ꎮ 其中ꎬ 埃及、 阿联酋和也门已分别成为石油、
天然气和成品油的进口国ꎮ 迅速增长的国内石油消费对沙特阿拉伯未来的出

口潜力具有消极影响ꎮ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裁表示ꎬ 如果沙特阿拉伯国内石

油消费继续快速增长ꎬ 到 ２０２８ 年ꎬ 其石油出口可能下降多达 ３００ 万桶 /日ꎮ②

英国智库研究专家认为ꎬ 按照目前的石油需求增速ꎬ 到 ２０３０ 年ꎬ 沙特阿拉伯

将不再是石油出口国ꎬ 而可能变成一个净石油进口国ꎮ③

过去 ３０ 年来ꎬ 世界各国的能源强度呈普遍下降趋势ꎬ 受低价和补贴能源

政策的影响ꎬ 中东地区的能源强度却逆向发展ꎬ 不降反升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

来ꎬ 绝大多数中东国家的能源强度继续增长ꎬ 人均能源强度进入了世界最高

行列ꎮ 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 １９８０ 年以来的能源强度增长了 ３ 倍ꎬ 沙特阿拉伯

２０１２ 年人均石油与天然气消费量分别为每天 １５ ６ 升和 ９ ４ 立方米ꎬ 分别为中

国的 １３ 倍和 ３２ 倍ꎮ④ 目前ꎬ 世界上能源强度最高的十个经济体中有 ８ 个来自

于中东国家ꎮ ４０ 年前ꎬ 中东人均能源消费不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水平

的 ５０％ ꎬ 海湾国家目前的人均能源消费却远远超过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

家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水平ꎮ 卡塔尔、 科威特、 阿联酋和巴林的人均能源消

７５

①

②
③
④

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ｐ ｃｏｍ / ｅ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 ｒｅｖｉｅｗ － ｏｆ － ｗｏｒｌｄ － ｅｎｅｒｇｙ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２８

“Ｓａｕｄｉ Ｏｉｌ Ｃｈｉｅｆ Ｆｅａｒ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Ｒｉｓｋ ｔｏ Ｅｘｐｏｒｔｓ”ꎬ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ꎬ ２６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０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Ｍａ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Ｏｉｌ Ｉｍｐｏｒｔｅｒ ｂｙ ２０３０ꎬ Ｃｉｔｉｇｒｏｕｐ”ꎬ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ꎬ 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
笔者根据英国石油公司发布的 ２０１３ 年 «世界能源统计评论» (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１３) 中的石油消费数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人口统计相关数据整理、 计算而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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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居高位ꎬ 巴林为近 ９ ０００ 公斤石油当量ꎬ 卡塔尔为 １７ ０００ 公斤石油当量ꎬ
能源强度之高乃世界之最ꎮ 普遍的能源浪费现象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能源利用

效率的迅速降低ꎮ①

第二ꎬ 巨额能源补贴成为国家的沉重财政负担ꎬ 严重影响国家收支平衡

和经济发展ꎮ 能源补贴最明显的消极结果是政府不断累积和不断增长的财政

支出负担ꎬ 特别是进口能源的阿拉伯国家ꎮ 埃及官方能源补贴账单从 ２００５ 年

的 ７２ 亿美元增加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１９ 亿美元ꎬ 年均增速 ２１％ ꎬ 相当于埃及的财

政赤字总额ꎮ 非洲开发银行估计ꎬ 埃及直接和间接的能源补贴实际成本高达

２３０ 亿美元ꎬ 相当于埃及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１ ９％ ꎮ 也门 ２００８ 年花费在能源补

贴上的财政支出占政府支出的 ３４％ 以上ꎬ 超过了教育和卫生支出总和的 １ ５
倍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叙利亚的能源补贴占政府支出的 ３４％ ꎮ ２０１５ 年ꎬ 科威特人均能

源补贴为 １ ５４７ 美元ꎬ 为世界最高的能源补贴国家之一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世界银行

发布了一份关于能源补贴的报告ꎬ 估计海合会国家每年用于燃料和电力补贴

的金额高达 １ ６００ 亿美元ꎬ 相当于海合会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０％ ꎬ 其中沙

特阿拉伯补贴额约占了一半 (参见图 ２)ꎮ 同一时期ꎬ 埃及的能源补贴开支达

到了政府总开支的 １９ ５％ ꎬ 也门也达到了政府总开支的约 １ / ３ꎮ②

在众多中东国家ꎬ 能源补贴的财政负担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ꎬ 显然ꎬ 能

源价格和补贴政策的改革已经变得日趋迫切ꎮ 随着 ２０１４ 年末国际油价的大幅

下跌ꎬ 油气产品出口收入的下降使得中东国家难以维持现有的能源补贴制度ꎮ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国际油价的大幅下跌使沙特阿拉伯的主要收入来源大幅减

少ꎬ 致使利雅得遭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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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③ 沙特阿拉伯 ２０１４ 年出现了高达 ５４０ 亿里亚尔的财政

赤字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沙特阿拉伯政府被迫在 ２００７ 年后首次发行债券ꎬ 从当地

银行借款 ４０ 亿美元ꎬ 以弥补低油价导致的预算赤字ꎮ④ 在油价低迷的情况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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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中东产油国均面临着较大的平衡预算压力ꎮ①

图 ２　 中东主要国家能源补贴占国内生产比重 (２０１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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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 长期补贴和低廉的能源政策有利于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ꎬ 却导

致了产业结构的单一ꎬ 妨碍了其他产业的发展ꎬ 形成了 “挤出效应”ꎬ 不利于

扩大和增加就业ꎬ 不利于多元化经济发展ꎮ 长期以来ꎬ 石油和天然气在中东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ꎬ 油气产业一支独大的局面

一直存在ꎮ 中东产油国的油气收入占国家出口收入的比重ꎬ 从经济相对多元

化的阿联酋的 ３３％ ꎬ 到高度出口导向的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 ８８％ ꎬ 再到阿

尔及利亚和伊拉克的 ９７％ ꎬ 油气收入长期居高不下ꎮ 碳氢化合物工业对政府

收入的贡献更加突出ꎬ 从阿尔及利亚的 ６６％ 、 也门的 ６２％到多数海湾国家和

利比亚 ８０％ ~９０％ ꎬ 绝大多数中东产油国的政府预算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严

重依赖能源工业发展和油气收入ꎮ② 另一方面ꎬ 在绝大多数中东国家经济中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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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ꎬ 制造业创造的附加值一直相对较低ꎬ 其比重远不及采掘业创造的

附加值ꎬ 即使在也门和叙利亚这样较小的产油国也不例外ꎮ 叙利亚采掘业创

造的产值比制造业的产值多 ６ 倍ꎬ 一些海合会国家采掘业创造的产值比制造

业多 １０ 倍ꎬ 只有 ６ 个阿拉伯国家制造业创造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０％ ꎮ①

迄今为止ꎬ ６ 个海合会国家以及利比亚和伊拉克ꎬ 仍居世界上经济最不多元化

的国家之列ꎬ 也是最严重依赖碳氢化合物创造经济产值、 出口、 政府收入ꎬ
甚至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国家ꎮ 石油和天然气产业以及石油化工行业属

于资本密集型产业ꎬ 在海合会国家ꎬ 油气产业部门贡献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５０％以上ꎬ 但其雇佣的劳动力则不到 ５％ 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沙特阿拉伯矿业、 石油

和天然气产业雇佣的劳动力是 ７４ ２１２ 人ꎬ 仅是私营部门全部劳动力的 １％ ꎮ
也就是说ꎬ 油气产业 “可以创造好的工作ꎬ 但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ꎬ
“这是石油国家资源诅咒和结构性问题不得不面临的风险”ꎮ②

(二) 能源补贴的社会成本及其不利影响

中东国家的能源补贴政策的社会成本和影响也不能低估ꎮ 由于低收入群

体能源消费较少ꎬ 能源补贴实际上更多地保护了中高收入者的利益ꎬ 加剧了

社会的两极分化ꎻ 同时ꎬ 各国补贴力度不一导致的能源价格差距也催生了能

源走私犯罪ꎻ 大量化石燃料的消费催生了严重的环境保护问题ꎮ
第一ꎬ 能源补贴社会安全网作用并没有显现出来ꎬ 其对社会的稳定意义

也没有被充分证明ꎬ 能源补贴的不均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ꎮ 虽然能源补贴

一直被认为是保护低收入群体的重要社会保障手段ꎬ 然而ꎬ 在政策的具体实

施过程中ꎬ 消费能源较多的大型企业与中高收入家庭往往会得到更多的能源

补贴ꎮ 相关研究表明ꎬ 能源补贴也难以真正实现减贫和促进社会稳定ꎬ 能源

补贴的主要受益者是少数高收入阶层ꎮ 国际能源机构的数据表明ꎬ 阿拉伯世

界最大的补贴获益者是世界上最高的人均收入者ꎬ 大量的能源补贴流向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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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富裕的少数人口ꎬ 而非大量的贫穷居民ꎮ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表

明ꎬ 埃及、 约旦、 毛里塔尼亚等国中最穷的 １ / ５ 人口只享受到了柴油补贴总

额的大约 １％ ~７％ ꎬ 而最富有的 １ / ５ 人口则获得了 ４２％ ~４７％ ꎮ②

第二ꎬ 能源补贴催生了大量能源走私犯罪ꎮ 中东各国能源补贴水平不一ꎬ
力度存在明显差异ꎬ 燃油产品的价格区别较大ꎮ 以 ２０１０ 年燃油价格为例ꎬ 阿

尔及利亚的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是每升 ０ ３２ 美元与 ０ １７ 美元ꎬ 摩洛哥的汽

油与柴油价格分别为每升 １ ２３ 美元和 ０ ８８ 美元ꎬ 突尼斯的汽油与柴油价格

为 ０ ９４ 美元和 ０ ８２ 美元ꎮ③ 各国间燃料价格的巨大差异为能源走私提供了利

润空间ꎮ 阿尔及利亚的燃油产品被大量走私到摩洛哥、 突尼斯、 马里等邻近

国家ꎮ 该国政府因汽油走私ꎬ 每年损失将近 ２０ 亿美元收入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ꎬ 时

任阿尔及利亚能源部长优素福优斯菲 (Ｙｏｕｃｅｆ Ｙｏｕｓｆｉ) 曾称ꎬ 每年约有 １５
亿升燃油从阿尔及利亚走私到邻国ꎮ④

第三ꎬ 能源补贴也对地区的环境保护造成了不利影响ꎬ 环境成本居高不

下ꎮ 中东低廉的化石燃料价格和能源补贴刺激了能源消费的增长ꎬ 鼓励了能

源浪费ꎬ 抑制了节能ꎬ 制约了风能、 太阳能等绿色能源的发展ꎬ 导致了温室

气体排放量的增长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今ꎬ 中东地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

长率为 １ ３６％ ꎬ 是世界平均水平 ０ ２０％ 的 ６ 倍多ꎮ⑤ 时至今日ꎬ 卡塔尔、 科

威特、 阿联酋和巴林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为世界最高水平ꎬ 其中ꎬ 卡塔尔人

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 ５０ 吨ꎬ 世界平均水平仅有 ４ ６ 吨ꎮ 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ꎬ 中

东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占世界排放总量的 １０％ ꎮ⑥ 大量化石燃料的消费导

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ꎬ 目前科威特、 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已经跻身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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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ＬＦ ＯＩＬ ＆ ＧＡ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ｕｌｆ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 ｃｏｍ / ｗｅｂｐｒｏ１ / ｍａｉｎ / ｍａｉｎｎｅｗｓ ａｓｐ? ｉｄ ＝ ４９２４６ꎬ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２４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ＥＰ
ＰＭＰ ＤＥＳＬ ＣＤꎬ ２０１８ － ０３ － ２２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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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最高污染国家的行列ꎬ 其中ꎬ 科威特城在 ２０１１ 年成为了世界空气污染最

严重的第十大城市ꎮ① 在绿色能源发展方面ꎬ 化石能源的挤出效应也非常突

出ꎬ 虽然一些中东国家政府也曾出台过绿色能源发展计划ꎬ 但到目前为止该

地区各国能源需求的 ９５％ 以上仍旧依赖石油和天然气ꎬ 只有埃及、 摩洛哥、
伊拉克和叙利亚建设了少量水电站ꎬ 而太阳能发电的比例则不足 １％ ꎮ②

能源补贴改革及其影响

如前所述ꎬ 中东国家的能源补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ꎬ 既产生如期的一些

积极成效ꎬ 也存在很多问题ꎮ 由于能源补贴政策难以为继ꎬ 中东国家相继进

行了缓慢改革ꎮ
(一) 能源补贴改革的主要内容

逐步取消、 减少或降低能源补贴ꎬ 逐步提高能源价格ꎬ 成为中东国家能

源补贴改革的主要内容ꎮ 其中ꎬ 油气资源较为贫乏的摩洛哥、 也门、 约旦、
突尼斯等国为补贴改革的先行者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摩洛哥便迈出了燃

料补贴改革的步伐ꎮ 最初ꎬ 摩洛哥政府决定对航空用油与部分能源密集型产

业 (如水泥和化肥) 逐步削减其补贴力度ꎮ １９９５ 年ꎬ 该国实施了第一次液体

燃料价格改革ꎮ 至 ２０００ 年ꎬ 摩洛哥成功地把补贴支出降低到了国内生产总值

的约 １ ７％ ꎮ③ ２００６ 年ꎬ 摩洛哥政府再次取消煤油补贴ꎬ 并减少对包括汽油、
柴油在内的部分石油产品的补贴ꎬ 使汽油、 柴油和煤油的税率分别上涨了

９％ 、 ７％和 ８％ 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严重的财政危机迫使该国政府进一步削减能源补

贴ꎬ 并在 ２０１３ 年对石油产品实行新的价格机制ꎬ 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价

格并轨ꎮ ２０１４ 年后ꎬ 摩洛哥政府彻底取消了对汽油、 燃料油和柴油的补贴ꎮ④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该国的能源补贴只剩液化石油气 (ＬＰＧ) 一项ꎮ⑤

２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ＷＨＯ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ｈｏ ｉｎｔ / ｐｈｅ / ｈｅａｌｔｈ ＿ ｔｏｐｉｃｓ /
ｏｕｔｄｏｏｒａｉｒ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 ｃｉｔｉｅｓ － ２０１１ / ｅｎꎬ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２３

依据英国石油公司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 «世界能源统计评论» (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 有关统计数据计算而成ꎮ

Ｐａｏｌｏ Ｖｅｒｍｅꎬ Ｋｈａｌｉｄ Ｅｌ － Ｍａｓｓｎａｏｕｉꎬ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４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ａｎｄ
ａ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ｆｏｒｍ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５

Ｐａｏｌｏ Ｖｅｒｍｅꎬ Ｋｈａｌｉｄ Ｅｌ － Ｍａｓｓｎａｏｕｉ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３
«摩汽油价格降至 １４ 年来最低点»ꎬ 参见中国商务部驻摩洛哥使馆经商参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ｋ / ２０１５０１ / 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８７２５３６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７ － ２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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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 利比亚、 埃及、 伊拉克等国家的能源补贴改革起步较晚ꎮ 伊朗的

补贴改革较有代表性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德黑兰开始实施能源补贴改革ꎬ 大幅度提高

柴油和重燃料油的税率ꎬ 柴油由每升 ５８ ６ 里亚尔 (约合 ０ ００６３ 美元) 涨至

每升 ４ ４７７ 里亚尔 (约合 ０ ４８４ 美元)ꎬ 重燃料油由每升 ３０ ８ 里亚尔涨至每升

２ ８０３里亚尔 (约合 ０ ３０３ 美元)ꎮ① 伊朗政府还加强了燃料监管以缓解燃料的

过度消费问题ꎮ② ２０１０ 年ꎬ 伊朗议会通过了 “补贴改革法案”ꎬ 减少或取消对

能源产品的补贴ꎬ 计划在五年内分阶段削减补贴ꎬ 最终使石油产品价格水平

达到不低于波斯湾离岸价格的 ９０％ ꎬ 天然气价格不低于出口平均价的 ７５％ ꎮ③

２０１０ 年ꎬ 伊朗政府启动了新一轮补贴改革计划ꎬ 试图在五年内将伊朗国内能

源价格提高到国际价格的 ９５％ ꎮ 同年 １２ 月ꎬ 伊朗宣布了液态燃料的新价格体

系ꎬ 随后公布了天然气、 电力和水的新税率ꎬ 并允许增加出租车和公共交通

的最高限价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伊朗政府决定取消燃料补贴ꎬ 正式实施 “燃油单

一价格制度”ꎮ④ 汽油价格随之从 ７ ０００ 里亚尔 (约合 ２４ 美分) /升提高到 １
万里亚尔 (约合 ３４ 美分) /升ꎬ 柴油价格从 ２ ５００ 里亚尔 (约合 ８ 美分) /升
增加到 ３ ０００ 里亚尔 (约合 ９ 美分) /升ꎮ⑤

石油资源最丰富的沙特阿拉伯凭借巨额的石油出口收入长期维持代价高

昂的能源补贴制度ꎮ 然而ꎬ 在 ２０１４ 年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的冲击下ꎬ 迫于油价

下跌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ꎬ 沙特阿拉伯政府决定削减能源补贴ꎬ 对能源补贴

制度进行改革ꎮ 利雅得研究了国内消费行为和需求ꎬ 并借鉴 ２５ 个国家的改革

经验ꎬ 推出了改革的指导原则ꎮ 其中ꎬ 家庭用户改革原则应在保护家庭最低

能源消费需求的前提下鼓励减少消费ꎬ 并将改革节约的资金用于与家庭密切

相关的医疗保健、 住房等领域ꎮ 非家庭用户改革原则要求对能源实行逐步提

价ꎬ 让受影响行业能够逐步适应ꎬ 同时将改革节约的资金优先用于新兴产业ꎮ

３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ａｒｉａ Ｖａｇｌｉａｓｉｎｄｉꎬ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Ｒｅｆｏｒｍｓ －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２０１３ꎬ ｐ ２３３

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ꎬ Ｉｒａｎ － 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Ｒｅｆｏｒｍ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 ＩＭＦ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４

Ｍａｒｉａ Ｖａｇｌｉａｓｉｎｄｉ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３４
“Ｉｒａｎ Ｓｅｔ ｔｏ Ｏｖｅｒｈａｕｌ Ｆｕｅｌ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ｔ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Ｒａｔｅ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ꎬ Ｏｉｌ ＆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Ｎｅｗｓꎬ ２６ Ｍａｙ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ｅｌｌｅｎｉｃ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ｉｒａｎ － ｓｅｔ － ｔｏ － ｏｖｅｒｈａｕｌ － ｆｕｅｌ － ｐｒｉｃｉｎｇ － ａｎｄ － ｓｅｔ － ａ －
ｓｉｎｇｌｅ － ｒａｔｅ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２４

«伊朗启动实施燃油单一价格制度»ꎬ 参见中国商务部驻伊朗使馆经商参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ｉｒ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５０５ / 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９８５３２１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２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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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原则要求有关部门根据市场情况定期更新能源价格ꎬ 并提高公共事业部

门服务水平ꎬ 保障改革政策的公开透明ꎮ
２０１５ 年沙特阿拉伯对能源和水的补贴占国家补贴总额的 ８０％ 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利雅得对家庭和非家庭用户实施了第一阶段能源和水价改革ꎬ 将家庭用户的

汽油价格从原来的每升 ０ ４５ ~ ０ ６０ 里亚尔提至 ０ ７５ ~ ０ ９０ 里亚尔ꎻ 非家庭用

户的交通用柴油从每桶 １０ ６０ 美元提价至 １９ １０ 美元ꎬ 工业用柴油从每桶

９ １２ 美元提高至 １４ ００ 美元ꎻ 非家庭用户的天然气价格ꎬ 从原来的每百万英

热单位 ０ ７５ 美元涨价到 １ ２５ 美元ꎮ 在电价改革方面ꎬ 沙特政府将家庭用户

电力价格由每千瓦时 ０ ０５ ~ ０ ２６ 里亚尔微调至 ０ ０５ ~ ０ ３０ 里亚尔 (参见表

２)ꎮ① 通过上述补贴改革ꎬ 沙特阿拉伯在能源领域的补贴开支减少了 ４５％ ꎮ②

表 ２　 沙特阿拉伯能源补贴改革实施前后部分能源产品价格对比

家庭用户 非家庭用户

旧价格
(２０１６ 年
之前)

２０１６ 年
价格

使用
部门

旧价格
(２０１６ 年
之前)

２０１６ 年
价格

汽油
(里亚尔 /

升)

０ ４５ ~
０ ６０

０ ７５ ~
０ ９０

天然气
(美元 /

百万英热单位)
０ ７５ １ ２５

电力
(里亚尔 /
千瓦时)

０ ０５ ~
０ ２６

０ ０５ ~
０ ３０

热能 (美元 /
百万英热单位) ０ ７５ １ ７５

柴油
(美元 /桶)

交通 １０ ６０ １９ １０

工业 ９ １２ １４ ００

ＨＦＯ３８０ 燃油
(美元 /桶) ２ ０８ ３ ８０

电力 (里亚尔 /
千瓦时)

工业 ０ １４ ０ １８

商业
０ １４ ~
０ ２６

０ １８ ~
０ ３０

政府 ０ ２６ ０ ３２

　 　 资料来源: “Ｆｉｓｃ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Ｂｕｄｇｅｔ ２０２０”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ＳＡꎬ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ｓａ / ｅｎ / ｎｏｄｅꎬ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１２

４６

①

②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ＳＡꎬ “Ｆｉｓｃ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Ｂｕｄｇｅｔ ２０２０”ꎬ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ｓａ / ｅｎ / ｎｏｄｅꎬ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１２

王俊鹏: «沙特削减能源补贴或将引发连锁反应»ꎬ 载 «经济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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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 沙特阿拉伯还制定了下一阶段的改革路线图 (如表 ３ 所示)ꎮ 在第

二阶段中ꎬ 能源产品的价格将在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中逐步继续提高ꎮ 最终ꎬ 国内

能源产品的价格将以相关产品的出口价格为参考ꎮ 相关部门也会根据国际市

场走向对国内能源产品的售价进行定期修订ꎮ

表 ３　 沙特阿拉伯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能源补贴改革计划

家庭用户 非家庭用户

２０１７ 电力 １００％上调至参考价格

２０１８ 电力 １００％上调至参考价格

２０１９
视水力基础设施的准备情况ꎬ 逐步连接水价上调至参考价格

除丁烷、 丙烷和天然气外全部能
源产品分阶段上调至参考价格

２０２０ 所有能源产品 １００％上调至参考价格

　 　 数据来源: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ＳＡꎬ “Ｆｉｓｃ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Ｂｕｄｇｅｔ
２０２０”ꎬ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ｓａ / ｅｎ / ｎｏｄｅꎬ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１２

(二) 能源补贴改革产生的初步影响

在中东地区ꎬ 海合会国家属于能源补贴最多、 最高的地区ꎮ 尽管提高能

源价格、 减少能源补贴的改革遇到了广泛反对ꎬ 但海合会国家仍然把国内汽

柴油价格逐步提高ꎬ 最终目标是与国际油价接轨ꎬ 电力价格也逐步提高ꎮ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８ 年间ꎬ 海合会国家的汽油价格每升平均由 ０ ３０ 美元提升至 ０ ５４
美元ꎬ 油价上涨了 ８０％ ꎮ 中东能源价格改革降低了政府开支ꎬ 取得了初步成

效ꎮ ２０１３ 年ꎬ 摩洛哥的能源补贴改革成功地减少了政府财政赤字ꎮ① ２０１４ 年ꎬ
价格指数机制的全面推行和补贴改革又使摩洛哥减少了近 ２０％ 的补贴支出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 )ꎮ② 至 ２０１５ 年ꎬ 摩洛哥补贴支出降至 １４０ 亿迪拉姆ꎬ
而这一数字在 ２０１２ 年曾经高达 ５５０ 亿迪拉姆ꎮ③ 伊朗 ２０１０ 年的补贴改革节约

了近 ６００ 亿美元 (约占国内生产总值 １５％ ) 的政府财政开支ꎬ 同时ꎬ 汽油价

格上涨使伊朗国内汽油消费由 ６ ６００ 万升下降至 ５ ４００ 万升ꎬ 提升了伊朗成品

５６

①

②
③

Ｐａｏｌｏ Ｖｅｒｍｅꎬ Ｋｈａｌｉｄ Ｅｌ － Ｍａｓｓｎａｏｕｉꎬ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４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ａｎｄ ａ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ｆｏｒｍｓ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７２２４ꎬ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Ｇｒｏｕｐ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ꎬ ｐ ２３

Ｉｂｉｄ ꎬ ｐ ２２
«摩洛哥补贴制度将改革»ꎬ 参见中国商务部驻摩洛哥使馆经商参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ｍａ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ｄｆｇ / ｈａｉｇｕａｎ / ２０１６０１ / ２０１６０１０１２４４５０９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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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的出口能力ꎬ 并产生了 ８１０ 亿里亚尔的额外收入ꎮ ２０１６ 年ꎬ 沙特阿拉伯的

能源补贴改革节约了 ２７０ 亿 ~ ２９０ 亿里亚尔的财政支出ꎬ 同时将能源消费增长

率从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的 ３ ５％ 降低至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的 １ ７％ ꎮ① 约旦通过改革

也成功使补贴费用从 ２００５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５ ６％降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０ ４％ ꎮ②

中东国家的能源补贴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ꎬ 但引起了普遍反对ꎬ
不利影响也随之显现ꎮ 从目前情况来看ꎬ 削减能源补贴和提高能源价格ꎬ 对

几乎所有经济部门的发展和国民生活造成了影响ꎬ 涉及国家的宏观经济ꎮ 改

革降低了民众的生活质量ꎬ 并可能引起社会动荡ꎮ
第一ꎬ 能源补贴的减少、 降低和能源价格提高对中东国家的宏观经济造

成了冲击ꎮ 能源补贴改革增加了社会的整体生产成本ꎬ 对国家的国内生产总

值、 消费、 进出口贸易和投资等关键宏观经济指标均造成潜在影响ꎮ③ 能源补

贴改革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ꎬ 直接影响到严重依赖油气或电力产品的经济部

门ꎬ 如石化工业、 运输业、 钢铁工业等ꎬ 对其他经济部门的间接影响也不容

忽视ꎮ 能源补贴的减少导致几乎所有经济部门的生产成本增加ꎬ 减少了产业

的利润ꎬ 削弱了产业的竞争力ꎮ 与此同时ꎬ 能源成本上升还可能导致企业融

资困难ꎬ 影响到企业的长远发展ꎮ 中东地区的乙烯产能占世界产能比例的

２０％以上ꎬ 该地区的乙烯、 聚烯烃新建装置规模均为世界级水平ꎮ 沙特阿拉

伯、 伊拉克、 卡塔尔、 阿联酋等国以天然气、 液化天然气、 石油为主要原料ꎬ
建成了许多现代化的大型石油化工企业ꎬ 大力发展乙烯、 甲醇和塑料等化工

产业ꎬ 制造化工原料、 燃料和汽车燃料ꎬ 以及石化企业原料或冶金工业燃料ꎮ
此外ꎬ 中东国家一些能耗巨大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如钢铁、 水泥、 建筑和采矿

等部门也需消耗大量能源进行作业ꎬ 伴随城市基础设施大力建设而发展的钢

铁工业ꎬ 其能耗需求还将不断上涨ꎮ 沙特阿拉伯在 ２０１６ 年将非家庭用户的天

然气价格ꎬ 从原来的 ０ ７５ 美元 /百万英热单位提高到 １ ２５ 美元 /百万英热单

位ꎻ 将非家庭用户的交通用柴油价格ꎬ 从原来的 １０ ６０ 美元 /桶提高到 １９ １０
美元 /桶ꎬ 工业用柴油从 ９ １２ 美元 /桶提高至 １４ ００ 美元 /桶ꎻ 将非家庭用户的

６６

①

②

③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ＳＡꎬ “Ｆｉｓｃ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Ｂｕｄｇｅｔ ２０２０”ꎬ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ｓａ / ｅｎ / ｎｏｄｅꎬ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１２

Ｍａｒｉａ Ｖａｇｌｉａｓｉｎｄｉꎬ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Ｒｅｆｏｒｍｓ －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７４

ＳｏｈｅｉｒＡｂｏｕｌｅｉｎｅｉｎꎬ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ｈａ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ꎬ
ＥＣＥ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 Ｎｏ １４５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１７



中东国家的能源补贴及其改革　

“ＨＦＯ３８０” 燃油价格ꎬ 从原来的 ２ ０８ 美元 /桶涨到 ３ ８０ 美元 /桶ꎮ 阿曼于

２０１３ 年初ꎬ 将国内工业用天然气价格提高了一倍 (为 ３ 美元 /百万英热单

位)ꎬ 到 ２０１５ 年将天然气价格翻了一番ꎮ 各国纷纷针对工业用天然气和工业

用油进行提价ꎬ 这部分成本直接增加到石化、 钢铁等产业的生产成本中ꎮ① 面

对刚性能源需求ꎬ 提高能源价格无疑会大幅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ꎮ 沙特阿拉

伯综合农业公司阿尔马莱 (Ａｌｍａｒａｉ) 声称ꎬ 能源补贴改革导致的燃料和电力

价格上涨使其在 ２０１６ 年增加了 ３ 亿里亚尔 (约 ８ ０００ 万美元) 成本ꎮ 为了减

少灌溉导致的能源和水利成本ꎬ 沙特阿拉伯政府还计划在 ２０１９ 年淘汰掉目前

种植的高耗水型绿色饲料作物 (主要是紫花苜蓿)ꎬ 仅此一项ꎬ 沙特阿拉伯农

业部门 ２０２１ 年将多支付 ５ ３００ 万美元的饲料进口费用ꎮ
第二ꎬ 能源补贴的降低和能源价格上涨也对中东国家的物价和通胀造成

不利影响ꎮ 对于消费者来说ꎬ 补贴的降低与能源价格的上涨相当于间接税的

增加ꎬ 难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上升ꎬ 造成实际收入与支付能力的下降ꎮ 在这

种情况下ꎬ 为了回应生活成本的增加ꎬ 民众很有可能会要求增加工资以弥补

损失ꎬ 造成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ꎮ 中东国家对柴油、 汽油、 煤油等石油产品

进行提价ꎬ 民众或企业需支付更高价格获取所需能源ꎮ 伊朗政府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启动实施 “燃油单一价格制度”ꎬ 将汽油价格从 ７ ０００ 里亚尔 (约合 ２４ 美

分) /升提高到 １ 万里亚尔 (约合 ３４ 美分) /升ꎬ 柴油价格从 ２ ５００ 里亚尔

(约合 ８ 美分) /升增加到 ３ ０００ 里亚尔 (约合 ９ 美分) /升ꎮ② 也门在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将柴油、 汽油和煤油的价格提高 １４４％ ꎬ ２０１０ 年汽油提价 ２５％ 、 柴油提价

１１％ ꎬ ２０１４ 年推出 “价格回调” 政策ꎬ 大幅提高汽油、 柴油价格ꎮ③ 约旦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逐步取消燃油补贴ꎬ 到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取消了主要燃料产品补贴ꎬ 普

通汽油价格增长了 ３３％ ꎬ 柴油和煤油增长了 ７６％ ꎻ 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按每年

１５％的增长率梯式增加银行和酒店等工商企业的电力价格ꎮ④ 埃及逐步取消电

７６

①

②

③

④

参见沙特统计局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Ｓａ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Ｓ Ａ) 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ｓａ / ｅｎ / ｎｏｄｅꎬ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２５

«伊朗启动实施燃油单一价格制度»ꎬ 参见中国商务部驻伊朗使馆经商参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ｉｒ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５０５ / 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９８５３２１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０２ꎮ

Ｍａｒｉａ Ｖａｇｌｉａｓｉｎｄｉꎬ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Ｒｅｆｏｒｍｓ －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２５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９８６ /
１１９６５ꎬ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０４

ＲＣＲＥＥＥꎬ “Ａｒａｂ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ｄｅｘ ＴＭ (ＡＦＥＸ)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５５ －５８ꎬ ｈｔｔｐ: / /
ｒｗｗｗ ｃｒｅｅｅ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ｆｉｎａｌ＿ ａｆｅｘ＿ ｒｅ＿ ２０１６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０１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力部门补贴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 埃及工业部门的税率增加幅度为 ２５％ ~
４０％ ꎮ① 沙特对家庭用户的汽油和非家庭用户的交通用柴油、 工业用柴油价格

进行了调整ꎮ 阿曼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起ꎬ 将优质汽油和普通汽油价格分别提

高了 ３３％ 、 ２３％ ②ꎮ 此外ꎬ 中东国家使用水、 电与高能耗的海水淡化产业和

发电产业密切相关ꎬ 因此水电价格配套调整作为其能源补贴改革的重要部分ꎮ
摩洛哥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起提高水、 电价格ꎬ 水费提高 ６％ 、 居民用电提高

６％ 、 工业用电提高 ４％ ꎮ③ 沙特在 ２０１６ 年推动能源价格改革之后ꎬ 微调了电

力价格和水价ꎮ 卡塔尔政府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开始实施阶梯水价和阶梯电价ꎬ 加

大对浪费水电行为的处罚力度ꎮ④ 巴林政府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开始逐步淘汰对非

巴林人的住宅部门电力补贴ꎮ⑤ 高燃料价格导致的产业成本增加将最终传导到

消费者身上ꎬ 使消费成本上升ꎬ 引起消费者的损失ꎮ 因此ꎬ 能源价格大幅波

动将造成通胀上行ꎬ 削弱经济获益ꎮ
第三ꎬ 能源补贴的减少降低了民众生活质量ꎬ 引起民众的普遍不满ꎬ 影

响社会稳定ꎮ 单纯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ꎬ 中东地区的居民长时间将能源补贴

视为政府向民众分享国家财富的一种福利待遇ꎬ 是一种社会契约ꎬ 如今取消

或降低补贴已经引起国民的不满ꎮ 能源补贴改革不可能不对民众的实际收入

和家庭福利造成影响ꎮ 一方面ꎬ 随着能源产品价格的上涨ꎬ 民众将被迫在燃

料与电力方面支付更高的价格ꎻ 另一方面ꎬ 随着社会生产成本的整体性上升

与通货膨胀ꎬ 诸如食品、 日用品等消费品的价格也将提高ꎮ 在此过程中ꎬ 低

收入群体将受到更大的影响ꎮ 这可能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ꎬ 为社会动荡埋下

伏笔ꎮ 也门政府削减燃料补贴的改革就遭遇过民众的激烈反对ꎮ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ꎬ
也门政府宣布削减燃油补贴后ꎬ 该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ꎬ 冲突导致

２０ 多人丧生ꎬ ３００ 多人受伤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也门政府再次宣布燃油提价后ꎬ
该国首都萨那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示威游行ꎬ 抗议政府在没有征询民众意见

８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ＣＲＥＥＥꎬ ｏｐ ｃｉｔ
«油价创 １２ 年来新低ꎬ 海湾国家相继削减能源补贴»ꎬ 参见中国商务部驻吉达总领馆经商室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ｋ / ２０１６０１ / ２０１６０１０１２３４１７６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２４ꎮ
«摩政府计划提高水、 电价格»ꎬ 参见中国商务部驻摩洛哥使馆经商参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ｍａ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０６ / 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６３６３５４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２２ꎮ
«卡塔尔加大对水电浪费行为处罚力度»ꎬ 参见中国商务部驻卡塔尔使馆经商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ｋ / ２０１５１０ / ２０１５１００１１３４７９４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２２ꎮ
ＲＣＲＥＥＥꎬ ｏｐ ｃ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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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突然提高燃油价格ꎮ 此次游行示威活动一直持续到 ８ 月底ꎬ 引发了

政坛动荡ꎮ①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ꎬ 约旦政府公布将电价平均提价约 ９％的能源补贴改

革方案后ꎬ 国内民众和工商界立即表达了不满ꎬ 并组织了多次抗议活动ꎮ 同

年 ３ 月ꎬ 约旦政府被迫中止实施提升电价计划ꎬ 将电价恢复到调价前水平ꎮ②

此外ꎬ 伊拉克、 巴林、 沙特阿拉伯、 科威特等国的民众也均因能源价格上涨

以及由此引发的商品价格升高ꎬ 多次进行抗议活动ꎮ③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 伊

朗政府宣布上调汽油价格并实施新的配给制度ꎬ 引发部分民众不满ꎬ 该国多

座城市爆发抗议示威活动ꎮ
(三) 政府的应对举措

为了抵消能源补贴改革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ꎬ 中东国家出

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ꎮ
第一ꎬ 一些国家尝试在改革中建立了燃料价格自动调整机制ꎮ 这一机制

替代了原有的价格管制体系ꎬ 为削减能源补贴与保障国内市场燃料价格的稳

定具有积极意义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摩洛哥政府对液化石油产品的补贴机制进行改革

时ꎬ 建立了一个随鹿特丹市场价格变化而变化的国内价格指数机制

(Ｐｒｉｃｅｉｎｄｅｘ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ꎮ 该机制规定ꎬ 如果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在最近两个月

上下波动超过 ２ ５％ ꎬ 则相关部门将会重新评估国内主要液体石油产品的价

格ꎮ④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 阿联酋也建立了国内汽油与柴油价格与国际油价的联动

机制ꎮ⑤ 阿曼与约旦也将国际油价、 地区国家燃料售价作为参考依据ꎬ 每月调

整国内燃料的售价ꎮ⑥

第二ꎬ 中东国家还在能源补贴改革中积极制定配套缓冲措施ꎮ 为了减小

９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也门政府大幅提高燃油价格引民众不满»ꎬ 参见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４ － ０７ / ３０ / ｃ＿ １１１１８７１９１７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８ － ０４ － ２３ꎮ

«约旦政府中止提高电价计划»ꎬ 参见中国商务部驻约旦使馆经商参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ｋ / ２０１２０３ / ２０１２０３０８０２９２４１ ｈｔｍｌꎮ

ＧｌａｄａＬａｈｎꎬ Ｆｕｅｌꎬ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ｔｉｅｓ Ｐｒｉ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ＣＣ － Ａ Ｗａｋｅ － ｕｐ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ꎬ
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 /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ꎬ ｐ １４

Ｐａｏｌｏ Ｖｅｒｍｅ ＆ Ｋｈａｌｉｄ Ｅｌ － Ｍａｓｓｎａｏｕｉꎬ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４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ａｎｄ
ａ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ｆｏｒｍ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４

ＩＥ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２０１５ꎬ Ｐａｒｉｓ: ＯＥＣＤ / ＩＥＡ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０１
«阿曼上调汽、 柴油价格»ꎬ 参见中国商务部驻阿曼使馆经商参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ｋ / ２０１６０１ / ２０１６０１０１２３２０６２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２１ꎻ 关于约旦油价调整机制内容ꎬ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Ｒｅｆｏｒｍｓ －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７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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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冲击ꎬ 尤其是为了避免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受损ꎬ
中东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配套缓冲措施ꎮ 其中ꎬ 针对性的现金补贴是主要的缓

冲措施之一ꎬ 政府向特定人群发放一定量的现金或优惠券ꎬ 以弥补生活成本

上升带来的损失ꎮ① 此外ꎬ 一些国家政府积极探索利用已有的社会保障体系ꎬ
缓解能源补贴改革对民众生活带来的影响ꎮ ２００５ 年能源补贴改革开始时ꎬ 约

旦政府加大了对社会福利系统的拨款ꎬ 采取了一系列临时性措施ꎬ 向主要劳

动力是非政府雇员或退休人员的家庭发放现金补贴ꎬ 给低收入的政府雇员和

退休人员发一次性的奖金ꎬ 增加公务员工资ꎬ 对于每月消耗电力不到 １６０ 千

瓦的家庭维持电价ꎬ 免除了 １３ 种基本商品、 节能产品和农产品的关税ꎬ 减免

部分餐厅的销售税ꎬ 临时减免年营业额低于 １４０ 万美元的出租车和公交公司

的消费税ꎮ②

结　 语

丰富的油气资源、 石油财富以及广泛和普遍存在的能源补贴和廉价能源

消费政策ꎬ 一直是中东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主要特征ꎮ 过去 ５０ 年来ꎬ 油气资

源在中东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决定性的作用ꎬ 使中东国家形成了独特的经

济社会结构和发展道路ꎮ 就能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言ꎬ 能源补贴和廉

价能源消费政策具有特定的历史、 思想和市场基础ꎬ 与中东地区丰富的油气

资源、 自然资源赋权的社会契约思想ꎬ 以及发展缓慢的多元化经济密切相关ꎮ
能源补贴政策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ꎬ 有利于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ꎬ
有利于稳定商品价格ꎬ 有利于低收入人群受益ꎬ 有利于社会稳定ꎬ 在一定程

度上和历史条件下促进了中东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ꎮ
然而ꎬ 能源补贴和廉价能源消费鼓励了资源浪费ꎬ 刺激了能源消费需求

的急剧增长ꎬ 导致低效率的稀缺资源分配ꎬ 阻碍了节能投资和节能行为以及

替代能源的发展ꎬ 降低了国家下游生产的竞争优势ꎬ 特别是增加了政府财政

支出负担ꎮ 总之ꎬ 能源补贴和廉价能源消费政策未能体现稀缺资源的价值ꎬ

０７

①

②

Ｂａｓｓａｍ Ｆａｔｔｏｕｈａｎｄ Ｌａｕｒａ Ｅｌ －Ｋａｔｉｒｉ Ｅꎬ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Ａｒａｂ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Ａｒａｂ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４４ －４５

Ｍａｒｉａ Ｖａｇｌｉａｓｉｎｄｉꎬ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Ｒｅｆｏｒｍｓ －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７５ －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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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稀缺资源市场供求关系的严重扭曲ꎬ 是对市场配置资源的严重背离ꎬ 最

终不是促进而是阻碍了经济发展ꎮ 就此意义而言ꎬ 能源补贴改革势在必行ꎬ
且意义深远ꎮ

中东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ꎬ 石油财富不会自动转换为高水平的经济社会

繁荣、 社会稳定和人类发展目标ꎮ 只有调整经济结构ꎬ 加快其他产业的发展ꎬ
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ꎬ 努力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发展ꎬ 进行经济社会转型ꎬ
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东国家的 “资源诅咒” 问题ꎬ 也才可能根本杜绝能源

补贴问题ꎬ 从而实现资源价格的完全市场价值ꎮ 目前ꎬ 部分中东国家的能源

补贴改革迈出了重要的步伐ꎬ 取得了部分成功ꎬ 打破了资源的恶性循环ꎬ 说

明能源补贴改革是可行的ꎮ 一方面ꎬ 这些能源补贴改革可使政府减少财政开

支ꎬ 为经济多元化发展节省出宝贵资金ꎮ 另一方面ꎬ 随着能源补贴的削减与

能源价格的上升ꎬ 原有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将会受到较大冲击ꎬ 可促使经济结

构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ꎮ
尽管改革红利预期巨大ꎬ 中东国家能源补贴改革却遭到了国内民众的普

遍抵制和反对ꎬ 进展缓慢ꎬ 难以一蹴而就ꎮ 改革也不可能一步到位ꎮ 不论是

从经济社会层面还是从政治层面看ꎬ 中东国家的能源补贴改革都是一项微妙

和具有挑战性的任务ꎮ 一方面ꎬ 随着能源价格的上涨ꎬ 粮食和其他基本商品

价格也将随之上涨ꎬ 已经或可能再次触发大规模的社会抗议ꎬ 影响政治稳定ꎬ
阿拉伯剧变的教训仍然在影响着中东国家的能源补贴改革进程和方向ꎮ 另一

方面ꎬ 中东国家能源补贴改革的步伐深受国家财政能力和财政可持续性发展

的影响ꎬ 未来仍将如此ꎮ① 因此ꎬ 至今为止ꎬ 中东产油国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内

油价完全与国际市场接轨ꎬ 能源补贴仍然普遍存在ꎮ 能源补贴改革实质上是

利益调整ꎬ 牵涉面众多ꎬ 不可能一蹴而就ꎬ 必须分步、 分阶段性调整和进行ꎬ
前期的缓冲措施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非常必要ꎬ 补贴的效率和公平问题也

必须兼顾ꎮ 更加重要的是ꎬ 维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ꎬ 是确保能源补贴改革

的重要前提ꎮ 展望未来ꎬ 中东国家能源补贴和能源消费政策的调整和改革ꎬ
还有一段长路要走ꎮ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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