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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尚吉

近日，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Pe-
mex）首席执行官罗梅罗在记者招待
会上宣布，该公司 2022 年每日原油出
口量将降至 43.5 万桶，与 2021 年相比
降幅超过一半，随后将于 2023 年完全
停止原油出口。

亚欧进口国及美湾地区
炼厂受影响

墨西哥是国际原油市场上长期
的重要原油出口国之一。美国能源
信息署数据显示，墨西哥目前是继
美国、加拿大之后美洲第三大原油
出口国。2004 年，墨西哥国家石油

原油出口达到每日近 190 万桶的峰
值水平，此后基本呈下滑态势，2020
年墨西哥原油出口每日略高于 100
万桶。

墨西哥原油出口的主要市场包
括墨西哥湾地区的美国炼油厂，也
远及亚欧等地区。数据显示，墨西
哥原油出口 1/4 以上流向亚洲炼油
厂，墨西哥停止原油出口后，韩国和
日本炼油客户只能寻求替代原油进
口渠道。

此外，作为墨西哥的近邻，美国
位于墨西哥湾地区的炼油厂也将受
到重大影响，特别是不少墨西哥湾炼
油厂的炼油设施是专为墨西哥重油
而设计的，因此寻找替代原油可能会
遇到额外的麻烦。

实现国内燃料供应自给自足

墨西哥叫停原油出口的目的，是
为 了 实 现 国 内 燃 料 供 应 的 自 给 自
足。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致力于
提高本国汽柴油产能，以减少进口依
赖，扭转该国作为产油大国但炼油能
力却严重滞后的尴尬局面。

根据罗梅罗透露的计划，墨西哥
国家石油 2022 年将实现炼油产能达
到每日 151 万桶，2023 年则进一步提
升至每日 200 万桶。这就意味着墨西
哥本土原油产能将全部供给本土炼
厂。目前墨西哥东南部的塔巴斯科
州正在建设一座新的炼厂，此外，墨
西哥还试图在美国休斯敦附近收购

一家炼厂，以实现炼油产能提升。塔
巴斯科州的新建炼厂预计 2022 年投
产，但全面运营要等到 2023 年才能实
现，目前该项目建设已遭遇数次延
期，且成本也超出了原计划。

亟须提高石油公司经营水平

分析认为，墨西哥提升本土炼油
产业实力、推动燃油自给自足的愿望
固然美好，但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
作为国家石油公司，墨西哥国家石油
是提升本土炼油产业实力的基础所
在，但该公司经营表现长期欠佳，甚至
在生产作业安全领域都做得相当差。

目前，墨西哥国家石油负债高达
1130亿美元，是全球负债最高的石油企

业。如彻底停止原油出口，必将进一步
恶化该公司的营收状况，其发展本土炼
油产业的雄心也将失去关键财力支持。

此外，墨西哥国家石油旗下的炼
油厂长期面临投资和缺乏维护的困
境，过去几年其已建成的炼油厂产能
利用率极低。美国炼油厂产能利用
率通常能达到 90%，墨西哥国家石油
希望将自己的炼油厂产能利用率提
升至 80%，但短期内几乎没有实现的
可能。墨西哥政府也看到墨西哥国
家石油的困境，也在采取税收和债务
减免的措施支持该公司尽快走出困
境，但效果如何，有待观察。

墨西哥停止原油出口将波及亚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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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原油产量
2023年或再创新高

本报讯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近日
发布预测称，2023年美国原油日产量将达
1240万桶，比2022年增长5%，高于2019
年（日产1230万桶）的历史最高纪录。

2021年的原油价格曾一度升至每桶
80美元，但美国原油的增产速度缓慢，当
年原油日产量仅为1120万桶。美国能源
信息署预计，2022年美国的原油日产量
将维持在1180万桶。

2010年以来，当油价上涨时，开发商
便迅速增加页岩油的产量，但投资者越来
越多地要求分红而不是增加产能，从而导
致增产步伐缓慢。

2021年，美国液化天然气（LNG）日
出口量为98亿立方英尺（约合每年7150
万吨），比2020年增长五成，预计2022年
日出口量将达115亿立方英尺（约合每年
8400万吨）。2023年日出口量将达 121
亿立方英尺（约合每年8830万吨）。

（王 斌）

俄罗斯石油产量
2022年将持续增长

本报讯 2021年，俄罗斯原油产量比
2020年增长2%以上。此前，受欧佩克+
减产缓解，以及疫情影响，俄罗斯原油产
量同比下降。

俄罗斯能源部近日公布的统计数据
显示，2021年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凝析
油日产量达1052万桶，而2020年日产量
为1027万桶。

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2021年，除
独联体国家外，俄罗斯的石油出口量为
2.144亿吨，比2020年下降2.2%。此外，
2021年俄罗斯天然气产量为 7623亿立
方米，比2020年增长1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早些时候表示，
2022年俄罗斯的石油产量预计增为 5.4
亿~5.6 亿吨（日产量 1080 万~1120 万
桶）；2023年将增为5.42亿~5.62亿吨。

诺瓦克表示，到2022年 5月，俄罗斯
石油产量将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但一些
分析师对此持怀疑态度。 （王英斌）

巴西2021年
石油出口额大增五成

本报讯 巴西经济部外贸局近日公布
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巴西石油出口
额达305亿美元，比2020年增长54%，超
过2018年的25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2021年，巴西石油出口量为6780万
吨，比 2020 年减少 3.15%；日均出口量
130万桶，接近巴西石油日产量280万桶
的50%。

巴西石油管理局（ANP）公布的统计
数据显示，2021年 1~11月，巴西石油出
口量比2020年同期下降4.4%。另外，石
油进口总额增至237亿美元，贸易收支仍
出现大幅顺差。

巴西石油公司2021年三季度的石油
出口额为618亿雷亚尔（约合710亿元人
民币），2021年 1～9月的船用燃料油销
售额为194亿雷亚尔。

2021年，巴西对中国的石油出口额
达 142 亿美元，约占其石油出口总额的
50%，巴西还对智利、葡萄牙和韩国出口
原油。低硫和低污染的巴西盐下油备受
业内关注。

业内人士称，2022年巴西石油出口
量仍将保持强劲增长。 （王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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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重要的一步，但还不够。”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COP26大
会达成格拉斯哥气候协议后说。对
于国际碳市场来说，正是如此。

据媒体报道，大会闭幕时多国代
表抱怨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令人失望，
在各国存在严重分歧的背景下，这份
协议是多边谈判所能取得的“最不
坏”的结果。

曙光之后，国际碳市场的未来仍
道阻且长。在规则细则设计及落实
的过程中，诉求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必
然将继续进行博弈。如何避免碳交
易成为富裕国家和企业污染排放的
许可证？如何在实现碳减排总体目
标的同时，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
碳排放体系？如何保证碳资产和碳
交易受到有力而适当的管控？这些
仍是一个有效、有益的国际碳市场必
须直面的问题。

道阻且长道阻且长

链 接

2021年 9月，中国—加州碳市场
联合研究项目正式启动，旨在以共同
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早日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为目的，促进美国加
州碳市场与中国碳市场之间的合
作。预期未来中国碳市场会进一步
加强与全球各地碳市场的合作，借鉴
国际碳市场的发展经验，消除中国与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间的差异，加
快中国碳市场的国际化进程。

同时，中国全国碳市场作为全球
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
市场，在全球碳市场建设中有望发挥
规模优势。

数说及知识链接来源：北京理工
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中国
碳市场回顾与展望（2022）》

中国碳市场的
国际化探索

最终，经过艰难的谈判，COP26大
会围绕争议问题达成协议，包括制定
合理措施避免碳排放额的双重核算、
不结转2013年之前发放的碳信用、不
在碳资产的双边贸易上征税等。同
时，大会提出建立12人监管管理机构，
由来自联合国五大区域、最不发达国
家和岛屿国家成员组成，负责制定规
则、模式和流程，批准计算方法和基准
线，管理减排活动的注册、减排量的签
发、注销等。此外，大会要求缔约方必
须采取综合、整体和平衡的非市场方
法进行自愿合作，落实各国自主贡献
目标。

COP26 大会的成果为国际碳市
场带来了久违的曙光。北京理工大学
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 2022 年 1

月发布的《中国碳市场回顾与展望
（2022）》预期，COP26 大会初步建立
了全球碳市场的基本制度框架，未来
全球各碳市场会进一步加强合作，碳
排放权会实现国际间的流动，全球性
碳市场预计最快在 3 年内迈出第一
步。同时，为了实现将全球升温控制
在1.5摄氏度以内的气候目标，各区域
碳市场将会设置更为严苛的减排目
标，加大减排资金投入。此外，还会有
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建立碳排放权交易
机制，不断扩大全球碳市场的覆盖区
域，全球碳市场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将
进一步延伸。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
研究院分析人士认为，COP26大会达
成的碳交易协议迈出了“历史性的一
步”。

艰难，参加COP26大会的挪威气
候与环境部部长巴斯·艾德接受采访
时反复提及这一词语，这也是30年来
全球碳市场历程的关键词。

实际上，全球碳市场遭遇的国际
角力是意料之中的。碳市场，顾名思
义是交易“碳”的平台，但远远不止于
此。

碳市场，全名“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中国将碳排放权交易明确定义
为一种运用市场手段限制温室气体排
放的政策工具。碳市场的独特性与复
杂性透过其命名及定义可见一斑。

碳市场交易的是碳排放权，而碳
排放权从气候治理成为全球共识后，
始终是各方角力的焦点。对于许多后
发工业化国家来说，碳排放权在一定
程度上就是发展权。市场讲求利润，
而全球视野下的发展不能忽视公平合
理。如何建立一个对不同发展阶段的
国家地区都相对公平合理的气候治理
体系，至今仍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
难题。因此，碳交易虽然运用市场手
段，但同时必然是一种受到标准化设
计及管控的政策工具。

因此，国际碳市场在数次气候大

会中遭遇国际博弈而持续“难产”，也
就不难理解。COP26大会上，争议依
然尖锐。关键争议主要有两个焦点。
第一个是历史遗留问题，即是否允许
沿用根据《京都议定书》产生的碳信用
额进行碳抵消。由于拥有清洁发展机
制下的大量核证减排量，巴西和印度
极力主张旧信用额在新市场中有效沿
用。而欧盟则认为这是一种妥协，将
不利于形成更有激励作用的碳价，而
且会导致减排量重复计算的问题。这
也带来了第二个争议焦点，即由于目
前各国还有“国家自主贡献”等多项减
碳承诺，一笔碳交易在购买国和销售
国同时被计入减碳额度、一笔被售出
的额度仍被算入销售国的气候承诺中
等情况极有可能发生。一些气候专家
担忧，如果不能出台并执行严格周密
的计算方式、认证标准及全球监督等
支持体系，国际碳市场不仅无法有效
促进减碳，而且会成为一些国家和企
业“欺骗大气”进行增排的工具。

此外，一些国家还提出应向国际
碳交易征税、将碳交易收益一部分用
于援助气候脆弱国家等，这些提案都
引发不同程度的争议。

困困 局局

突突 破破

●孔煜也

国际碳市场交易合作机制，敲
定。

2021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
会（COP26）就《巴黎协定》第六条
款关于国际碳市场交易合作机制
的实施细则达成共识。

1997 年，《京都议定书》建立
清洁发展机制，国际碳交易启程，

但由于缺乏机制、资金等系统支
持，碳信用额成为“僵尸信贷”，建
立一套新的更加有效的碳交易体
系迫在眉睫。2015年《巴黎协定》
签署，第六条款明确国际碳市场交
易合作机制，然而随后的实施细则
谈判举步维艰，国际碳市场再次陷
入僵局。去年，COP26大会终于打
破僵局，似乎为“老大难”的国际碳
市场带来了一缕曙光。然而，未来
的道路并不是坦途。

● 全球共有33个正在运行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 运行区域的GDP约占全球GDP总量的54％

● 运行区域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 1/3

● 覆盖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16%左右

● 通过拍卖配额筹集了超过 1030亿美元资金

● 8个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即将开始运营

● 14个碳排放交易体系正在建设中

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碳市场国际概况

数说中国碳市场发展历程

●2017年底，我国碳市场完成总体设计并正式启动。

●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正式启动。

●截至2021年 12月31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

量达 1.79亿吨，成交额达 76.84亿元。

●2013年以来，我国 7个试点碳市场先后启动。截至2021年

12月31日，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达 4.83亿吨，成交额达

86.22亿元。

●试点碳市场预计还将与全国碳市场持续并行一段时间，逐

步向全国碳市场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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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20202020年年 33月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跌至月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跌至 44..6969美元美元//吨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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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限、、引入碳配额拍卖和开发新的碳配额价格控制机制等引入碳配额拍卖和开发新的碳配额价格控制机制等，，碳价从碳价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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