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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欧洲伦敦洲际交易所气价
5 月底以来首次超过每吨 1000 美元。
荷兰 TTF 中心的 7 月天然气期货价
格升至每吨 1013.4 美元。据彭博社
报道，美国得克萨斯州自由港 LNG
终端暂停运营，并将关闭至少 3 周。
自由港 LNG 终端年液化能力估计为
1500 万吨，约占美国 LNG 出口量的
16%。图为连接立陶宛和波兰的天然
气管道 GI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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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期货气价攀升
超过每吨1000美元

本报讯 欧洲化学工业协会负责
石化业务的执行董事法兰斯·斯托克
曼日前表示，欧盟委员会应考虑增加
关键化工原材料的存储能力。政策制
定者应按照油气储备方式对关键化工
原材料进行战略储备。解决供应问
题、采购关键产品、投资提高库存储备

能力，是增加欧盟化工价值链弹性的
关键。

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高级经济
学家奥斯卡·几内亚表示，“欧盟有
233种产品高度依赖进口，其中化学
品约占1/4。高度依赖是指逾75%的
供应来自欧盟 27国之外的国家和地

区。目前的问题是欧洲公司做什么能
减少这种依赖。一般来说有3种应对
策略，一是囤积依赖的商品；二是在国
内生产这些产品；三是使供应来源多
样化”。

欧盟委员会内部市场、产业、创业
与中小企业总司副司长休伯特·甘布

斯表示，欧盟目前在制造业方面的优
先事项包括大规模部署可再生能源、
优先获取原材料和稳定供应链。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部分计划包括
提高本国制造能力，以及建立新的战略
伙伴关系。欧盟委员会去年与加拿大
达成了一项新的贸易协议。 （荆 华）

本报讯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
近日在针对119家美国和国际上市
油气公司的分析报告中表示，占非
欧佩克液体燃料总产量 60%的全
球上市油气公司，去年勘探支出为
2440亿美元，与疫情前的平均水平
相比，大幅减少28%。

美国能源信息署表示，根据向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供的公开
财务报告和Evaluate能源公司收
集的数据，这些上市油气公司去年
探明储量增加了192亿桶油当量。
但分析结论不能代表全球勘探和
生产部门，因为该报告不包括没有
发表财务报告的私营公司。分析
中的上市油气公司包括超级石油
巨头、美国上市页岩油气公司，以
及中国和俄罗斯的油气公司等。

截至去年底，全球油气探明储
量为 2930亿桶油当量，比 2020年
底高 6%。这 119家上市油气公司
去年共减少 1340 亿美元的净债
务，是 2012～2021 年最大的债务
削减规模。

在下游领域，美国能源信息署
基于Evaluate能源公司的数据进
行评估，全球炼油蒸馏能力 2020
年和2021年持续下降。疫情以来，
全球炼油产能下降是燃料市场紧
张和库存低迷的关键原因，导致汽
柴油价格飙升。根据美国能源信
息署的数据，美国去年可运营炼油
能力略高于1800万桶/日，是2015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张 峻）

多位专家建议欧盟建立关键化工原材料战略储备

去年上市油气公司
勘探支出比疫情前少28%

l o b a l P e t r o c h e m i c a l W e e k l y6 2022年6月24日

他山之石● ●

环球周刊

油闻必录
Global Petrochemical Weekly

●庞晓华

清洁氢一直被吹捧为脱碳的“灵
丹妙药”，但业内机构和专业人士表
示，虽然清洁氢确实可以帮助全球实
现脱碳，但其发展还面临规模、成本竞
争力和基础设施三大挑战，能否成为
脱碳的“灵丹妙药”还不得而知。

发展势头增强

截至目前，全球已有41个国家发
布国家氢战略。2050年，全球氢需求
预计增长 3.5 倍以上，从 2021 年的
7500 万吨/年增至 2.55 亿吨/年。埃
克森美孚认为，到2050年，全球碳捕
集与封存（CCS）和氢能的潜在市场规
模将分别达到约 4万亿美元和 1.5万
亿美元。

国际氢能委员会发现，到 2050
年，氢能将占全球能源需求的 22%，
从现在起到2050年，每年可减少800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将全球
气候变暖限制在1.5摄氏度内所需总
减排量的11%。

今年的剑桥能源周会议由标普全
球于3月 7日~11日在美国得克萨斯
州休斯敦举办，会上行业领袖一致认
为，虽然清洁氢技术已成熟，但需求、
产能和规模经济却滞后。

标普全球大宗商品洞察公司的氢
市场监测报告显示，目前全球清洁氢
产量约为200万吨/年，但到2030年，
全球清洁氢的生产能力将接近 3000
万吨/年。标普全球大宗商品洞察公
司未来能源团队经理安妮·罗巴表示，

“按照计划，2025年前全球有 700万

吨/年的清洁氢项目将投产。如果按
计划完工，这些项目将占全球氢供应
的9%”。

清洁氢的发展速度很快。仅
2021年全球就宣布了130多个大型清
洁氢项目，当前全球已宣布的大规模
清洁氢项目总数接近400个。据国际
氢能委员会估计，2030年前，全球在氢
能方面的总投资将达到 5000 亿美
元。林德公司负责清洁氢的副总裁大
卫·伯恩斯表示，“五六年前，我们考虑
的是6兆瓦的生产设施。现在我们正
在建设24兆瓦的生产设施。我们的目
标是到 2030 年达到千兆瓦的规模。
这就是我们正在关注的规模增长”。

专家认为，未来8年是实现净零排
放目标的关键时期，工业气体领军企
业法液空、林德公司和美国空气化工
产品公司都打算，未来十年投资 100
亿美元或更多资金用于清洁氢项目。

生产成本是关键

美国目前的灰氢成本低于 1 美
元/千克。灰氢是最常见的氢形式，也
是工业温室气体的重要来源，因为在
制氢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没有
被捕集。

即使征收碳税，绿氢成本也需要
十年才能接近灰氢成本。伯恩斯表

示，“电力成本是清洁氢生产成本中占
比最大的，约75%的清洁氢成本来自
可再生电力”。2021年，美国能源部
宣布了“111”计划，即在十年内将清
洁氢的成本降低80%以上，达到灰氢
的每千克1美元大关。中东、南非、大
洋洲和南美洲国家的风能和太阳能发
电厂将是向清洁氢过渡的关键，因为
他们的可再生电力成本最低。然而，
除非政府的政策、激励措施和惩罚措
施能减少前置生产成本或增加需求，
否则成本削减将不可能实现。

法液空美洲公司首席执行官迈
克·格拉夫表示，“为了充分发掘氢经
济的潜力，进一步加快低碳、绿氢的发

展和部署，美国政府需要尽快制定新
的政策，促进市场增长和渗透，并为在
运输和储存等多个能源领域使用氢能
提供激励措施”。

伯恩斯对此表示赞同，“我们需要
将政策、激励和惩罚结合起来。为碳
排放设定一个现实的价格是很重要
的，这样就会知道企业继续排放的成
本是多少”。

基础设施缺乏

虽然清洁氢被誉为脱碳的“灵丹
妙药”，但其发展仍处于初期阶段，面
临基础设施缺乏的挑战。但是由于气
候和地缘政治问题，清洁氢的发展不
能是缓慢和渐进的，应该是快速和跨
越式的。

除了以规模化降低生产成本，清
洁氢行业还需要电解槽容量的快速发
展。根据标普全球氢生产资产数据
库，欧洲在电解槽产能方面遥遥领先，
在全球宣布2025年前新建19吉瓦的
电解槽产能中，欧洲占了近15吉瓦。
这种能力加上欧洲天然气的“天价”
（超过350美元/兆瓦时），使得欧盟的
绿氢发展速度超过蓝氢。

电解槽是达到碳中和所需的数千
吉瓦清洁氢产能的关键基础设施，但
目前电解槽产能缺乏，并没有标准化
生产。为了实现适当的成本效益，以
及提高碳中和社会所需的清洁氢生产
能力，电解槽需要标准化、大规模生
产。电解槽制造将不会出现瓶颈，但
关键材料的供应链持续中断可能给清
洁氢供应时间表造成压力。

清洁氢会成脱碳的“灵丹妙药”吗
清洁氢确实可以帮助全球实现脱碳，但其发展还面临规模、

成本竞争力和基础设施三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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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德勤可持续发展中心发布
《全球转折点报告》称，如果不控制，气
候变化将在未来50年给全球经济造成
178万亿美元的损失，仅2070年全球
国内生产总值（GDP）就会减少7.6%。

该报告表示，如果21世纪末全球
气候变暖达到 3摄氏度，人类生活将
受到影响，且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尤为
严重，将导致生产力和就业岗位减
少、粮食和水短缺、健康状况恶化，以
及生活水平下降。

“净零”能提高GDP

《全球转折点报告》是基于德勤
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结果，在分析了亚
太、欧洲和美洲等15个地区的情况后
发现，如果全球联合起来进行系统性
的净零转型，到2070年，全球GDP将
增长3.8%。

德勤中东地区首席执行官达贾
尼表示，“数字不言自明，企业应该重
新考虑自己的做法，建设一个更可持

续的未来。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一
小步，未来就会有回报。但如果企业
不把可持续发展放在首位，不了解其
对环境的影响，有价值的人才、收入
和市场份额就可能流失”。

向低碳未来转型的经济需要各
行各业和各地区的广泛协调合作。
该报告指出，各国政府需要与金融服
务和技术部门密切合作，通过全球政
策制定、增加对清洁能源系统的投
资，以及在各行各业采用绿色技术的
新组合来引领可持续发展。

可再生能源提供新就业机会

根据德勤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结
果，从依赖化石燃料的经济转向主

要由可再生能源驱动的经济，将刺
激新的增长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全球合作和监管可为成功转型奠定
基础。

德勤经济研究所的普拉迪普·菲
利普博士表示，“发展经济以应对气
候变化的挑战是很重要的。我们的
分析表明，低碳未来不仅是社会的当
务之急，而且是经济的当务之急。我
们已拥有同时应对气候危机和实现
经济增长的技术、商业模式和政策方
法，但需要全球各国政府、企业和社
区在通往净零未来的道路上保持步
调一致”。

德勤全球咨询可持续发展与气
候战略负责人洛伦兹博士表示，“为
了找到应对这些社会挑战的新的和

持久的解决办法，我们必须为新的合
作形式树立榜样”。

四个关键阶段

《全球转折点报告》详细介绍了
全球脱碳的4个关键阶段：一是公共
和私营部门联合起来，建立有效和基
础性的框架和政策，以推动变革；二
是企业和政府领导人进行重大投资，
引发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优先考
虑低碳排放行业，并加快向净零排放
转型；三是世界各地正接近它们各自
的“转折点”，当净零转型的好处开始
超过成本时，最终将驱动区域价值正
增长；四是在这个转折点之后，社会
将实现一个更绿色的未来，即互联、

低碳的系统支撑一个比碳密集型经
济增速更快的清洁经济。

分析表明，没有两条实现“净零”
的路径是相同的。每个地区将根据
一系列因素经历自己的旅程，如管理
机构和社会的结构方式、受气候变化
影响的程度和总体风险状况，以及市
场优势和能力。同样每个地区也都
有自己独特的转折点。

亚太地区预计最早将在 21世纪
20年代看到低碳转型的好处，而欧洲
要到21世纪50年代才会看到投资回
报。这种转型将以不同的速度进
行。但该报告说，如果迅速采取行
动，全球所有地区都将在2070年达到
转折点，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继
续受益。

欧佩克认为明年
全球石油需求增长将放缓

本报讯 欧佩克代表近日称，由于
不断飙升的原油和燃料价格将推高通
胀，并拖累全球经济发展，明年全球石
油需求增速将放缓。即使燃料价格创
历史新高，今年燃料用量仍将超过
2019年的水平，但高油价影响了今年
的需求增长预期。

欧佩克预计7月发布2023年全球石
油需求预测。届时，欧佩克和国际能源
署（IEA）的预测将受到密切关注，人们将
从中寻求欧佩克供应政策的变化迹象。

欧佩克代表表示，预计明年全球石
油需求日增长不会超过200万桶，而今
年预计日增长336万桶。在谈到明年的
前景时，欧佩克代表称，“即使日增100万
桶，那也是增长，而不是需求峰值”。

国际能源署发言人表示，近期将发
布报告对2023年全球能源需求进行预
测。 （李劳君）

瑞典7月起将禁止
开采煤炭、石油和天然气

本报讯 瑞典政府 7月 1日起将禁
止开采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这将是瑞
典向无化石能源社会过渡的重要一步，
是瑞典气候与环境部部长安妮卡·斯特
兰德霍尔在6月5日世界环境日会议上
宣布的决定。

瑞典政府优先考虑通过加速能源
转型来创造就业机会，因此需要采取措
施禁止开采化石能源。斯特兰德霍尔
表示，“我们正通过禁止开采煤炭、石油
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来完善环境立法，
打破从开采到使用的化石能源依赖
链”。

瑞典商业、工业和创新部部长托瓦
尔松表示，“能源转型将创造更多就业
机会，并需要更多金属和矿产品。但我
们不能偏离环境立法”。

此外，瑞典的邻国丹麦也决定加快
可再生能源生产，并暂时提高了北海气
田的产量。丹麦在2020年底还曾决定
在2050年12月底前终止所有现有和未
来的油气开采许可证。 （李 渔）

欧佩克+5月份
又未实现产量目标

本报讯 近日，欧佩克援引普氏能
源资讯的调查发现，由于欧佩克成员国
原油产量持续下降，5月欧佩克+再次
未能实现原油产量目标。

4月，欧佩克每日减产270万桶，尽
管5月原油产量略有增加，但原油总产
量仍低于配额。5月，尼日利亚原油产
量降至普氏能源资讯开始调查欧佩克原
油产量以来的最低水平，安哥拉、赤道几
内亚和刚果原油产量也远低于配额。

欧佩克+日前同意7月和 8月日增
64.8万桶原油产量，而不是最初商定的
日增43.2万桶原油产量。

事实上，许多欧佩克成员国一直在
努力完成最初的生产配额。只有沙特、
阿联酋和科威特拥有可迅速利用的备
用产能来弥补产量缺口，但其可能不愿
意这样做，因为更多备用产能被消耗意
味着当停产发生时剩余的备用产能就
更少了。

摩根大通分析师近日在报告中写
道，“我们预计7月欧佩克+原油产量日
增16万桶，8月日增17万桶”。

所有这些都表明，世界可能需要为
油价进一步上涨做好准备。 （李 山）

切尼尔与Equinor
达成液化天然气供应协议

本 报 讯 美 国 最 大 液 化 天 然 气
（LNG）出口公司切尼尔能源公司将向
Equinor（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出售
LNG。Equinor 表示，在 LNG 需求激
增的情况下，公司将获得更多 LNG供
应。

切尼尔能源公司日前在声明中表
示，已同意 2026 年下半年起，每年向
Equinor 交付 175 万吨 LNG，为期 15
年。Equinor表示，该交易有助于其成
为全球天然气供应商。目前，Equinor
是欧洲第二大天然气供应商。

Equinor 天然气和电力交易主管
赫尔吉表示，“LNG将在保障能源安全
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我们将成为长期、
可靠的能源供应商”。

由于市场供应大幅减少，美国LNG
公司向欧盟出口的LNG数量创下新纪
录。此外，美国 LNG生产商计划提升
液化能力，美国有望在今年超过澳大利
亚和卡塔尔，成为全球最大 LNG出口
国。 （李 丽）

业界纵深
Global Petrochemical Weekly

近期德勤可持续发展中心发布《全球转折点报告》称

气候变化或使全球经济损失178万亿美元

图文互动
Global Petrochemical Weekly

国 际 氢 能 委 员 会 估国 际 氢 能 委 员 会 估
计计，，20302030 年前年前，，全球氢能全球氢能
总投资将达到总投资将达到 50005000 亿美亿美
元元。。图为林德公司电解图为林德公司电解
槽装置槽装置。。 王王 璐璐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