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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几 年 前 ，欧 洲 国 家 就

注意到非洲可再生能源发

电潜力，并开始布局。国

际 可 再 生 能 源 署 数 据 显

示，非洲可再生能源投资

在全球占比低于 1%，有极

大增长空间。非洲与欧洲

在地理位置上接近，对欧

洲而言是理想的低碳电力

资源供应地。而氢能则是

非洲国家开展可再生能源

发电项目的重要补充，尤

其是绿氢和蓝氢，更被视

为符合当下各方利益的最

佳解决方案。

虽 然 与 传 统 燃 料 相

比，非洲氢能还不具备成

本 竞 争 力 ，但 未 来 可 期 。

欧洲的绿色能源需求，或

将助推非洲氢能产业的发

展，加快相关技术的研发

和价值链的整合，最终使

非洲成为全球重要的绿氢

生产国和出口国。南非是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首个

建设绿氢产业的国家。经

验表明，绿氢成本仍然较

高，且非洲可再生能源发

电装机容量有限，实现将

撒哈拉以南国家打造成为

全球绿氢出口中心的愿景

还不太现实，油气资源国

优先利用天然气资源生产

蓝 氢 显 然 更 实 际 。 短 期

内，绿氢取代其他能源形

式成为主要燃料还不具现

实性，而且其高昂的成本

也对手头并不宽裕的相关

非 洲 国 家 政 府 提 出 了 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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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非洲：：
““氢氢””风登陆风登陆 未来可期未来可期

非洲可谓能源转型的“先进”分
子。历史数据表明，非洲温室气体排
放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使是当
下，非洲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全球占
比也不足 2%。与此同时，非洲的太
阳能和风能资源极其丰富。

剑桥大学一份报告显示，非洲北
部的埃及和南部的南非是可再生能
源发电的最佳投资地。埃及的太阳
能发电，每单位成本比燃气发电低
29.7%；南非则非常适宜投资风电，其
风力单位发电成本较燃煤发电低
16.7%。早在几年前，欧洲不少国家
就已注意到非洲的可再生能源发电
潜力，并开始在非洲布局，但至今总
量并不大。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数据表明，
非洲可再生能源投资在全球占比低于
1%，有极大增长空间。非洲国家对能
源转型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态度相当
积极，在签署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

的 195 个国家中，非洲国家就有 33
个。非洲的先天资源条件与当下欧洲
的能源短缺现状，在这两块大陆的国
家之间催化了微妙的“化学反应”。

不少欧洲资本开始将目光进一
步聚焦非洲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非洲对欧洲而言是理想的低碳电力
资源供应地。近年来，非洲可再生能
源发电装机容量也稳定增长，但与其
他地区一样，可再生能源发电存在间
歇性问题，目前还无法实现大规模、
长时间储电，直接将电量输出又面临
距离过长、效率过低的问题，电池对
此有所助益，但总体上依然不具经济
性。

在这种情况下，氢能成为非洲国
家开展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重要
补充，尤其是绿氢和蓝氢，更被视为
符合当下各方利益的最佳解决方案，
逐渐成为最受欧洲资本青睐的标的。

当前活跃在非洲的氢能投资机

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开发融资机
构，又被称为开发银行或开发融资公
司，通常是由政府或慈善机构扶持，
为低收入或发展中地区的低碳项目
提供风险资本和技术支持；另一类是
出口信贷代理机构，为私营、半官方
或官方机构提供进出口融资和保险
（担保）等。此外，还有绿色债券和绿
色基建基金等，也都为非洲国家的氢
能项目提供资金。

根据在埃及开展氢能项目的经
验，欧洲专家建议，非洲国家的绿氢
项目应采取三步走的循序渐进方式。

第一步开设示范工厂：政府与私
营电解公司合作，开展商业规模的试
点项目，一般由可再生能源发电站
（太阳能或风能）、电解装置和氨厂组
成，以便政府在建设产能的同时，了
解当地开展项目面临的挑战，进行技
术研发并制定初步的政策和法规。

第二步制定地方政策和法规：示

范厂如果确实具有商业可行性，政府就
应制定全面的绿氢政策，考虑国内需求
和全球市场趋势来确立生产目标，建立
部门治理框架，确定资金结构。

第三步开发国际出口市场：通过
绿氢生产和经验积累最终降低生产
成本，以向缺乏可再生能源的国家或
地区出口液态绿氢或使用绿氢制造
的产品，包括钢铁、聚合物、金属、甲
醇等，政府还可成立公司，与主要出
口市场签订供应协议，以便建造、升
级或改造出口绿氢或绿氢产品所需
的运输基础设施。

总体看来，非洲的绿氢或蓝氢生
产已起步，并在加速，虽然与传统燃
料相比，非洲氢能还不具备成本竞争
力，但未来可期。而欧洲的绿色能源
需求，或将助推非洲氢能产业的发
展，加快相关技术的研发和价值链的
整合，最终使非洲成为全球重要的绿
氢生产国和出口国。

美国阿拉斯加州
乐享高油价红利

本报讯 美国油价网近期报道称，由
于油价上涨，美国阿拉斯加州比预期多
赚了几十亿美元。随着近几个月油价飙
升，这个石油收入占州预算、一般基金收
入和政府商业收入很大比例的州，现在
正考虑如何更好地花费石油收入。在油
价飙升到高点前，阿拉斯加州税务局就
开始编制本财年和下一财年的收入展
望，以确保政策制定者获得最准确和最
新的信息。

油价上涨对阿拉斯加州来说是“福
音”，因为阿拉斯加州的预算在很大程度
上依赖石油收入。

阿拉斯加州州长迈克·邓利维希望
石油收入尽可能多地用于应急储蓄，使
州预算不受未来油价下跌的影响。

根据阿拉斯加州税务局 2022年春
季的收入预测，今年和明年，该州的石油
收入预计增加36亿美元。

邓利维3月表示，“油价上涨有利于
政府财政，但损害了阿拉斯加州居民的
利益，今年我们将向每位符合条件的阿
拉斯加州居民支付至少3700美元的永
久基金红利”。

阿拉斯加州税务局副局长费希特尔
表示，“由于目前的市场状况，我们可利
用这笔收入为正在高通胀中挣扎的阿拉
斯加州居民提供补贴，同时为应对未来
的油价波动节省几十亿美元”。

邓利维表示，“根据十年展望计划，
我们可在支付永久基金红利的同时实现
盈余”。 （李 峻）

氢能将主要用于驱动车辆，
但也可家用，目前将氢能用于工
业规模发电燃料的可行性是可再
生能源行业的研究热点。全球有
不少国家已制定将氢能纳入能源
组合的路线图，但要真正实现这
一点任重道远。这些国家中，一
部分已是主要的氢气生产国，如
加拿大、中国和日本，它们目前关
注的是如何以更可持续的方式生
产氢气；还有一部分国家，如法
国、德国和荷兰，正探索可再生能
源和绿氢的有机结合方式。

在投资非洲氢能的欧洲国家
中，德国最积极，其计划2045年成
为全球领先的清洁氢国家，在可再
生能源资源更丰富的其他国家开
展氢能项目成为德国实现计划目
标的重要一环。早在2020年，德
国就与突尼斯签署了突尼斯—德
国绿氢联盟协议。作为该协议的
一部分，突尼斯从德国获得了
3100万欧元（约合 2.19亿元人民
币）用于氢气生产试点和技术研
究、设施建设，以及相关制度和监
管框架的建立。但由于北非与南
欧国家之间联系更紧密，德国将目
光更多转向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国家。多家机构的研究也显示，撒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如果能高效挖
掘其广泛的可再生能源潜力，有可
能在未来两三年成为最大的能源
出口国。

不同国家政策不同

南非和纳米比亚是德国在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主要的氢能投
资国，而南非又是非洲撒哈拉以
南地区首个建设绿氢产业的国
家。2021年 10月，南非政府与南
非沙索公司正式达成协议，对位
于北开普省诺罗思港镇的 Boe-
goebaai 绿氢项目进行可行性研
究。如果一切顺利，该地区将向
成为绿氢中心的目标前进。针对
包括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在内

的国家都有意进口南非氢气的情
况，南非政府将国家发展计划与
能源、水和交通领域可持续基建
发展相结合，制定了雄心勃勃的
氢社会路线图，计划2050年退出
燃煤发电领域。

纳米比亚也对发展氢能兴趣
浓厚。2021年 11月，纳米比亚政
府在一个国家公园启动了价值94
亿美元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招标，
旨在推动绿氢生产。

除了主动向南非提供1250万
欧元的启动资金用于氢能项目的
可行性研究，德国还将提供 2750
万欧元助力南非建立氢能项目管
理框架和开展技术培训。此外，
德国将向纳米比亚提供 4000 万
欧元用于推动该国绿氢生产，以
换取在优惠价格下的稳定氢能供
应。

对撒哈南以南的油气资源
国，德国也有布局，并将安哥拉和
尼日利亚视为潜在的绿氢中心加
以关注。2020 年 2月，时任德国
总理默克尔在对安哥拉进行正式
国事访问期间讨论了该国的绿氢
潜力。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随后
表示，考虑到安哥拉的石油产量
下降和气候变化目标的实现，氢
能将是该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2021年 11月，安哥拉与德国建筑
工程公司Gauff集团签署了谅解
备忘录，将在安哥拉修建绿氢工
厂。

德国政府2020年就向尼日利
亚承诺，将为其提供氢能技术支
持，2021年 11月，又在尼日利亚
首都阿布贾开设氢能办事处。此
外，德国还打算扩大其非洲战略，
对包括贝宁、布基纳法索、佛得
角、科特迪瓦、冈比亚、加纳、马
里、塞内加尔和多哥等国家的氢
能发展都表示了兴趣。尼日利亚
的油气资源使其在众多的非洲国
家中更易获得德国的资金和技术
支持。

虽然绿氢是开展氢能项目的

最终目标，但对于安哥拉和尼日
利亚这样的油气资源国而言，选
择蓝氢进行过渡将更合理。德国
显然对此有所认识，已有经验表
明，绿氢成本总体上仍然较高，且
非洲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有限，实现将撒哈拉以南国家打
造成为全球绿氢出口中心的愿景
还不太现实，油气资源国优先利
用天然气资源生产蓝氢显然更实
际。

普遍面临成本挑战

绿氢制取成本很高。规模化
是降低绿氢成本的途径之一，但从
日本和加拿大大型绿氢项目的运
行经验来看，短期内，绿氢取代其
他能源形式成为主要燃料还不具
现实性，其高昂的成本也对手头并
不宽裕的非洲政府提出了挑战。

非洲可再生能源潜力虽大，
但极易受到干旱和洪水的影响，
且在不少非洲国家，可再生能源
利用率很低，安哥拉和尼日利亚
的电力仅有不到 1%来自可再生
能源，纳米比亚和南非的太阳能
发电和风电也仅分别占其电力组
合的2%和6.6%。

此外，安哥拉和尼日利亚仍
缺乏针对特定行业的监管框架，
无法吸引投资者，德国目前也未
明确承诺将向这两个国家提供类
似于其向南非和纳米比亚提供的
资金和技术支持。凡此种种，都
需要时间和资本加以改进。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两三年，
南非和纳米比亚将受益于德国的
资金和技术支持，在绿氢产业发
展方面取得进展。

南非可能成为首个生产出口
氢能的国家。迄今为止，南非相
比纳米比亚进展更明显，其拥有
较成熟的资本市场，可为基础设
施项目筹集国内资金，而这一优
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独一
无二的。

非洲绿氢或成欧洲能源短缺的“解药”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成氢能投资热点

埃及拥有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
资源，又靠近欧洲市场，因而绿氢项
目也颇受资本追捧。埃及的绿氨项
目规模世界第一，位于苏伊士湾Ain
Sukhna 地区，将以绿氢为原料合成
绿氨，所使用的大型电解槽来自美

国，产能为 100 兆瓦，绿氨年产能可
达9万吨。项目计划11月前竣工，作
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 27次缔约
方会议的献礼。挪威、阿联酋、埃及
等国家的公司及埃及的主权财富基
金都参与其中。

非洲重要绿氢项目一览
2022年即将或已开展的大型氢能项目中有不少位于非洲南部和北部，如果

项目能顺利开展，或将彻底改变北非和南非的能源模式和经济架构。

2021年7月，摩洛哥能源、矿业和
环境部启动了该国迄今最大的绿氢制
氨项目Hifu，价值约8.5亿美元，项目
一期于今年启动，一旦投产，将年产绿
氨 18.3万吨，处理二氧化碳 28万吨。
Consolidated Contractors集团公司
和 Fusion绿色燃料公司负责项目开
发。

绿氢主要用于重型运输、航空等采

用其他减碳方法难以有效的领域，但绿
氢成本目前仍居高不下，这对绿氢的推
广应用带来了挑战。能源咨询公司伍
德麦肯兹的氢能和新兴技术专家则预
测，绿氢成本有望在未来十年大幅降
低，而随着绿氢项目的推进，非洲生产
低价氢的能力将不断提高，条件也将进
一步改善，将成为最有希望在这场成本
角逐中胜出的大陆。

纳米比亚的SCDI氢能项目是其首
个大型氢能项目，计划年产30万吨绿
氢。项目位于TsorKhaib国家公园附
近，此地是全球陆地风能和太阳能资源
最丰富的地区之一。Haven氢能公司
将承建该项目，一期计划2026年投产，
成本约为44亿美元。后期电解槽产能
将达到3吉瓦，总成本约94亿美元。

为顺应当前的绿氢发展趋势，纳
米比亚政府开始将该国打造成绿氢生
产和出口中心，纳米比亚港务管理局
近期还与荷兰鹿特丹港签署了谅解备
忘录，为绿氢出口地探路。与此同时，
荷兰也在大力发展绿氢相关产业。相
关数据显示，到 2050年，鹿特丹的产
业集群每年将处理2000万吨氢。

英国Chariot公司获得毛里塔尼
亚政府努尔氢能项目的独家开发权。
该项目是10兆瓦规模的绿氢发电厂，
覆盖了毛里塔尼亚1.44万平方公里的
陆地和海洋。毛里塔尼亚拥有丰富的
太阳能和风能资源，海上风速超过10

米/秒，太阳照度全球最高，具有成为非
洲大陆成本最低的绿氢供应国的潜力。

除了英国，澳大利亚的CW全球公
司也获得在毛里塔尼亚北部沙漠地区
开发规模为30兆瓦、名为Green So-
lar Aman的氢能、风能和太阳能项目。

南非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也非常
丰富，还拥有电解槽不可或缺的铂族
金属矿藏，这两个优势使其成为资本
眼中最具成本效益的氢气生产国和出
口国候选。

2021 年 10 月，南非政府与南非
英美铂金公司 、能源公司和斑比能源
公司合作，在南非开展氢谷项目的可
行性研究，确定了交通运输业、制造

业和建筑业三大板块的 9 个氢能项
目，认为氢能对南非而言是很好的燃
料解决方案，也有助于刺激南非经济
发展。

计划中的南非氢谷项目将以该国
位于林波波省莫科帕内的煤炭和铂开
采中心为起点，通过工商业走廊到达
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最后连通德班，
建一个以氢能为核心的产业集群。

1.埃及绿氨项目

2.南非氢谷项目

3.毛里塔尼亚努尔氢能项目

4.纳米比亚SCDI氢能项目

5.摩洛哥Hifu绿氢制氨项目

大宗商品价格高企
打击中东石油进口国

本报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近日表示，虽然中东石油出口国从高油
价和高气价中获得意外之财，但中东地
区的石油进口国将面临食品、原油和燃
料价格高企的困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东和中亚主管
吉阿祖尔、高级经济学家门库拉斯在一
篇博客文章中写道：“地缘政治局势紧张
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依赖石油
和燃料进口的中东地区脆弱的发展中经
济体感受到沉重的压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的平
均油价为每桶107美元，与去年的平均
价格相比，每桶上涨 38美元。与此同
时，食品价格在去年达到高点后，今年将
再上涨14%。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将对石油进口
国的对外账户产生负面影响，账户余额
降幅将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
对低收入国家而言，仅小麦价格上涨一
项就将是重大打击。

在最近发布的《区域经济展望》报告
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东地区的经
济增长预期上调了 0.9 个百分点，至
5%。这反映出，由于石油和天然气价格
上涨，石油出口国的经济前景有所改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发布的展
望报告中表示，“石油‘横财’将有助于缓
冲地缘政治冲突对石油出口国的影响。
高于预期的油价，以及在几个国家成功
开展大规模新冠疫苗接种活动，中东的
石油出口国将看到更好的发展前景”。

总部位于利雅得的贾德瓦投资公司
5月曾表示，沙特今年的石油出口收入
预计飙升66%，达到2490亿美元。据沙
特国家统计局估计，仅一季度，沙特经济
增长率就达到过去十年的最高水平，同
比增长 9.6%。该机构将沙特的经济增
长归因于石油出口。 （李劳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