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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班牙伊比德罗拉电
气公司在普埃托利亚诺的绿氢工
厂投入运营。该项目耗资 1.5 亿
欧元，拥有 20兆瓦的电解槽，预计
每年将生产 3000 吨绿氢、减排二
氧化碳 7.8 万吨。西班牙化肥集
团将在其化肥厂使用该项目生产
的绿氢替代天然气，从而成为第
一家工业规模使用绿氢进行生产
的欧洲化肥公司。

视觉中国 供图

西班牙建成
年产3000吨绿氢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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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彭博社报道，在原油供应
紧张、油价高企的当下，位于美国西
得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东南部的
二叠纪盆地被寄予增产的希望。即
便国际原油价格每桶超过100美元，
二叠纪盆地和美国其他页岩盆地的
生产商仍在“踩刹车”。

页岩油生产商不再“闻风而动”

过去10年，美国二叠纪盆地凭借
其庞大的石油储量、较低的开采成本，
使美国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石油供应
国。一旦油价飙升，美国石油生产商
就增加产量；一旦油价暴跌，他们就停
止生产。由于页岩油生产商可以在短
短几周内使油井投产，原油价格上涨
将掀起水力压裂热潮，这有助于补充
全球原油库存，为国际油价降温。

今年的情况却与以往大相径
庭。今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飙升至
13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汽油平均
价格首次突破每加仑5美元。美国交
通部运输统计局（BTS）6月初公布的
数据显示，4月，美国航空煤油价格为
每加仑 3.58 美元，增长 104.6%，较
2019年4月增长74.4%。

然而，美国的页岩油生产商却没
有出手增产。这些企业没有像以往
那样在油价上行周期加大资本投入，
而是采取通过提高股息股利、回购股

票等方式将现金回报股东，业务模式
已发生根本变化。另外，美国国内的
通货膨胀也给页岩油生产商造成了
损失。预计今年美国石油产量的增
幅将不到 2018年的 60%，2018年国
际原油价格每桶约为 65美元。这可
能会让美国消费者倍感痛苦，摩根大
通预计，到今年8月，美国汽油价格将
达每加仑6.2美元。

标普全球北美上游油气业务副总
裁拉乌尔·勒布朗表示：“美国的石油
和天然气供应体系仍然非常强大，但

无论以何种能源价格，未来原油产量
的增长都会越来越少、越来越慢。如
果页岩油生产商没有增产补充原油供
应，消费者必将支付更高的油价。”

如今，原油总产量达美国原油一
半以上的上市独立石油公司，将总计
约1/3的现金流返还给投资者。标普
全球称，这意味着页岩油价格下限需
要从此前的 40～50 美元/桶区间调
高为 60～70美元/桶区间，才能重新
激发页岩油生产商的钻探热情。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称，美国页岩

油生产商如今优先考虑股东而非生产
压力是该行业在新冠疫情前“不惜一
切代价增产模式”的直接结果，该模式
在过去10年曾导致页岩油生产商花
费近3000亿美元。今年美国页岩油
产量将有所上升，但页岩油生产商不
会因国际油价大幅增长额外增产。

据标普全球、雷斯塔能源、彭博新
能源财经、Enverus和美国能源信息
署（EIA）五大机构预测数据的平均值，
美国今年将增加约90万桶/日原油产
量。据EIA统计，2018年美国原油产
量较2017年增加160万桶/日。

今年的增产计划在年初就已制
订，分析人士预计，明年美国原油的
日增产幅度仅约 80万桶/日，届时美
国的原油日产量将恢复到疫情前的
水平。但美国石油生产商表示，目前
的预测可能过于乐观。

供应缺口难以填补

美国能源咨询公司 Enverus 公
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供应链危机
对二叠纪盆地的影响尤为严重，而该
盆地将占今年美国总增产量的80%。

在二叠纪盆地进行钻探的Surge
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关林华称，设备
供应中断意味着，现在如果一家公司
想要增加产量，从钻井到抽油需要一
年或更长的时间，而在新冠疫情发生
前只需要 3~4个月的时间。预计今
年二叠纪盆地的钻探成本将上涨

16%，明年可能继续上涨。因此，该公
司今年的原油产量年增长率预计为
12%，大幅低于去年的29%。

二叠纪盆地生产商UpCurve能
源公司业务副总裁德姆博斯基称，石
油套管的成本比以往高出3倍。先锋
自然资源公司预计，明年新钻机的合
同成本将比今年上涨约40%。

活跃在二叠纪米德兰盆地的生
产商火鸟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特拉
维斯·汤普森表示：“目前钻探所需的
关键产品供应困难。如果要增加钻
井活动，比如从 3部钻机增为 4~5部
钻机，我们需要制订更长远的钻井计
划。”

2012~2019年，美国石油产量增
加了705万桶/日。然而，美国的页岩
油仍然无法缓解全球供应紧张情况。
Enverus高级副总裁阿尔·萨拉萨尔
表示：“目前全球原油生产供应缺口太
大，单靠美国页岩油无法填补。”

石油和汽油价格飙升推动美国通
胀率升至近几十年的最高水平。越来
越明显的是，页岩油已不再是遏制油
价飙升的“灵丹妙药”。美国总统拜登
似乎已放弃呼吁美国石油公司大幅提
高产量，而在近几个月多次呼吁沙特
及其他欧佩克+成员国增产原油，以
帮助平抑油价。拜登将于7月对中东
进行就职后的首次访问。

美国页岩油产量增速或放缓

●王英斌

近年来，泰国与印度的化工企
业进一步加强合作，相互投资，以促
进业务发展。泰国化工企业将印度
市场定位为“进入南亚市场的门
户”。印度政府旨在使印度成为全
球研发和制造业枢纽的政策，也推
动了两国化工企业的互动合作。

因多拉玛投资印度一马当先

泰国石化巨头因多拉玛对进军
印度市场最为积极。2021年 5月，
该公司的印度子公司因多拉玛合成
纤维（印度）有限公司宣布投资8200
万美元，用于建设位于印度西部马
哈拉施特拉邦那格浦尔的PET树脂
工厂。

该工厂建设已基本完成，将于
近期投产，日产 PET 树脂 700 吨。
该公司在印度共有 3 家工厂生产
PET树脂，年产量总计达100万吨。

除了生产 PET树脂，那格浦尔
工厂还经营纤维业务，将进一步提高
尼龙原纱等特种纤维的生产能力，以

满足当地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2021 年 12 月 24 日，因多拉玛

宣布在孟买西部设立研发中心，以
开发环氧乙烷、环氧丙烷下游衍生
产品。该中心占地面积930平方米，
定位为亚太地区研究中心。

与此同时，该公司还在加尔各
答东部开设了一个全球商务中心，
以支持该公司在 33 个国家 124 个
地区开展的业务，目标是通过引进
最新技术来提高业务效率。因多
拉玛集团首席执行官阿洛克·洛希
亚称，“这是因多拉玛转型的第一
步”。

泰国其他化工企业不甘示弱

2022 年 1月，泰国塑料包装制
造商 Thai Plus Pack 宣布，将通过
其印度全资子公司收购印度 M/s
Skypet 聚 合 物 公 司 。 后 者 从 事
PET瓶预成型件、塑料瓶及相关产
品的制造和销售。这一收购案金额
高达10.3亿卢比（约合人民币 8800
万元）。此前，Thai Plus Pack已在
印度西部和北部开展了业务，此次

通过收购印度南部化工企业，进一
步扩大了在印度的业务范围。2021
年，该公司还宣布，将通过全资子公
司在印度成立一家新的包装材料公
司。

泰国暹罗水泥集团（SCG）曾于
2021年12月宣布，其子公司SGC国
际印度公司与印度轻质混凝土生产
商Bigbloc Construction成立合资
公司。该合资公司将首先在印度西
部的古吉拉特邦生产建筑物外墙使
用的蒸压轻质混凝土（ALC）面板，
预计年产能为 25万立方米，投资额
将达1亿美元。

泰国石化行业协会表示，泰国
化工企业之所以积极在印度拓展业
务，主要得益于印度政府制定的促
进制造业发展的“印度制造”政策。
化学行业是该政策涵盖的25个行业
之一。

印度政府称，印度化工业已发
展为亚洲第四大化工产业。泰国四
大商业银行之一开泰银行旗下的开
泰研究中心（KResearch）预计，到
2024/2025财年（2024年4月~2025
年 3月），印度化学和石化领域的市

场规模将达 3000亿美元，比 2019/
2020 财年（2019 年 4 月~2020 年 3
月）翻一番。

印度化工企业积极在泰国投资

与泰国化工企业一样，印度化
工企业也积极地在泰国投资。其
中，埃迪亚贝拉集团旗下的化工巨
头 ABCIL，在泰国中部的红统府投
资生产轮胎加固材料炭黑。法国市
场研究机构 Report linker 表示，
2021年以来，全球炭黑市场以每年
6.9%的幅度增长，预计到2027年市
场规模将达256亿美元。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印度企业
与泰国企业开展合作。印度化学制
造 商 Indo Amines 公 司 与 泰 国
Optimal Tech 公司于 2020 年 5月
开始合作生产农用化学品。

2021 年 5月，印度精细有机工
业公司与泰国 Oleofine Organics
公司在泰国成立合资企业，生产并
出口化工产品。前者主要生产涂
料、洗涤剂、肥皂等含脂肪酸化合物
产品。

东非输油管道建设
遭遇持续环保压力
●李达飞

连接乌干达油田与坦桑尼亚海滨
的东非输油管道项目目前正因遭遇持
续环保压力而举步维艰。这条输油管
道西起乌干达霍伊玛油田，东至坦桑
尼亚的沿海港口城市坦噶，全长 1400
多公里，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最长的加
热型输油管道，输油量将达每日 21.6
万桶。

2017 年，乌坦两国总统在坦噶为
管道项目奠基，标志着管道建设工程
正式启动，但此后多年项目进展极其
缓慢。

2006年，英国塔洛石油在乌干达艾
伯特湖盆地发现石油资源，评估可开采
储量约为 12亿桶原油。2020年，该公
司将项目全部股份转让给法国道达尔
能源。今年2月初，以道达尔能源为首
的东非输油管道项目背后的主要企业
宣布就该项目达成投资决策，外界本来
认为这一重大进展标志着该项目在延
宕多年后终于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岂料
不久后该项目就遭到“迎头重击”。

4月，项目保险商德国安联集团宣
布退出。而此前，已有包括汇丰银行、法
国巴黎银行、瑞士再保险集团等在内的
若干国际金融保险巨头宣布不再为该项
目提供融资支持。安联集团的退出，无
疑进一步暴露了项目的金融短板，也给
项目能否继续推进蒙上了一层阴云。

东非输油管道项目目前面临的最大
阻力来自环保领域。一家名为350.org
的环保组织牵头，并与非洲及世界各地
若干组织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
该组织指出，东非输油管道项目建设将
严重破坏当地环境，不仅威胁维多利亚
湖和尼罗河盆地的水源安全，而且每年
生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高达3400万
吨，将进一步加剧气候变化危机。项目
建设还将导致沿线大量民众被迫搬迁，
造成严重的民生和社会问题。

英国扶贫慈善组织乐施会的数据
显示，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两国将有 1.4
万户家庭因项目建设而被迫搬迁。曾
对该项目开展过环境社会影响评估的
荷兰环境评估委员会则表示，该项目建
设将破坏林地，进而威胁到包括黑猩猩
在内的珍稀野生动物的生存。

作为项目牵头方，道达尔能源仍在
坚持推进该项目。道达尔能源近期对
媒体公开表示，项目推进严格遵守乌干
达和坦桑尼亚法律。支持项目的人士
则指出，该项目建成后将带来巨大经济
效益。这条管道将助力乌干达原油出
口，每年带来高达20亿美元的石油出口
收入，还将创造 1.2 万个直接就业岗
位。此外，该项目也将助力当地石油产
业发展，为当地经济建设带来更低成本
的能源，特别是让当地制造业发展受益
匪浅。

几年前，东非输油管道项目的建设
成本评估约为35亿美元。经过多年的
拖延，该项目建设成本预估已大幅提升
至50亿美元，且不排除后续进一步增加
的可能。由于当前国际金融保险巨头
在环保压力下纷纷主动选择与项目“割
席”，项目后续推进前景难言乐观。

近年来，泰国化工企业注重开拓印度市场，印度政府制定政策支持，推动两国化工企业投资合作

泰国与印度化工企业互动投资活跃

美国今年将增加约 90万桶/日的原油产量，二叠纪盆地占总增产量的 80%。

五洲瞭望
Global Petrochemical Weekly

高气价迫使美国化肥巨头
永久关闭旗下英国化肥厂

近日，美国化肥巨头CF工业公司宣
布，由于能源成本居高不下，将永久关
闭其位于英国的因斯化肥厂。

该厂主要生产由天然气制成的硝
酸铵肥料。由于去年天然气成本飙升
挤压了盈利能力，该厂自去年 9月以来
就一直没有开工。

该公司表示，将重组在英国的业
务，以使其具备长期盈利能力，并继续
向英国客户供应化肥、二氧化碳等工业
产品。该公司计划将英国业务集中到
比灵厄姆化肥厂，这是英国最大的氨、
硝酸铵和二氧化碳生产厂。

CF 工业公司关闭因斯工厂这一举
动凸显了天然气价格高企对欧洲工业
构成的挑战。英国是欧洲主要天然气
消费国之一，天然气在供暖、发电和工
业生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去年欧
洲天然气价格暴涨超过200%，不但导致
英国多家天然气公司破产，还引发英国
食品行业的供应问题。今年以来，欧洲
原油、天然气的价格居高不下，给经济
和民生带来很大的冲击。

尽管天然气价格已有所回落，但仍
比往年同期高出 50%，高气价预计将持
续到冬季，并可能在未来两年内保持在
高位。

由于来自低成本国际供应的竞争，
CF 工业公司的化肥销售业绩受到影
响。英国化肥需求减弱导致该公司被
迫以“不可持续的低利润率”销售化肥，
以继续运营这两家化肥厂。

CF工业公司称，由于英国能源成本
上升，预计该公司产品在与进口产品的
竞争中将处于更大的劣势，今年英国化
肥需求将进一步下降。

李劳君 译自美国彭博社

能源价格上涨促使
德国企业削减投资

德国经济研究所（Ifo Institute）日
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能源价格
上涨，约46%的德国企业将削减投资。

今年以来国际原油和天然气价格
飙升，导致德国天然气与电力价格屡创
新高。德国 5 月的年化通货膨胀率达
7.9%，已连续 3个月刷新 1990年以来的
纪录。今年 3月和 4月，德国通货膨胀
率分别为7.3%和7.4%。

共 1100 家德国企业参与这项调
查。调查结果显示，10%的企业正考虑
完全放弃能源密集型业务、14%的企业
考虑因能源成本上升而裁员。

此外，近90%的企业表示，将提高产
品价格以应对飙升的能源成本。

郝 芬 译自油气新闻网

北美聚丙烯需求
今年将继续保持稳定

北美最大的聚丙烯生产商布拉斯
科美洲公司预计，北美聚丙烯（PP）市场
在 2021 年取得强劲表现后，今年北美
聚丙烯需求将继续稳定。

该公司 CEO马克·尼科利茨说：“预
计北美聚丙烯市场稳定的需求将延续
到夏季。”该公司称，北美聚丙烯市场库
存紧张情况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有所缓
解。 庞晓华 译自安迅思公司网站

英国批准壳牌
开发北海新气田

英国政府近日批准了石油巨头壳
牌开发英属北海Jackdaw天然气田的计
划。该计划于去年 10月曾因环境原因
被否决，但由于近期英国政府寻求增加
能源供应而获得通过。

该气田位于距苏格兰阿伯丁海岸
250公里处。壳牌于今年 3月向监管机
构提交了该项目的修正案。根据新计
划，新气田将于 2025年下半年投产，投
产后的产量将占英国天然气总产量的
6.5%，可为140万户家庭供应天然气。

壳牌此前表示，该项目投资将达 5
亿英镑。此外，如果苏格兰东部彼得黑
德的 CCS（碳捕集与封存）项目得以落
地，新气田的碳排放问题将得到解决。

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国务
大臣夸西·克沃滕就批准新气田开发的
原因表示，英国正加快可再生能源和核
能发展，但政府对目前的能源需求采取
了“现实的立场”。为保障能源供应稳
定，有必要增加英国北海的天然气产量。

英国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则反对这
一决定，并表示将采取法律行动制止新
气田的开发。

王英斌 译自《亚欧经济情报》

●李丽旻

近日，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
NA）发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统
计2022》报告指出，2021年，全球可
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维持了高速
增长的态势，截至去年末，全球可再
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达 30.64 亿
千瓦，同比增幅为9.1%。

在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

量中，水电装机容量占比最大，总装
机容量达 12.3 亿千瓦。不过，从新
增装机容量来看，风电和光伏发电
占据了去年的主导地位。去年，风
光发电装机容量占可再生能源新增
发电装机容量的 81%以上，截至
2021年末，光伏累计装机容量较上
年增长 19%，风电装机容量较上年
增长13%。

2021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

装机容量约60%来自亚洲国家。去
年，亚洲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突破10亿千瓦，创历史新高。

另外，欧洲和北美地区去年可
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容量分别为
3900万千瓦和 3800万千瓦。相比
之下，非洲、中美洲等地区可再生能
源装机容量新增速度则相对较慢，
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为此，国际可
再生能源署呼吁，应加强这些区域

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以优化当地电
力市场，并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弗朗
西斯科·拉·卡梅拉表示，去年，全球
范围内可再生能源发电持续增长，
表明该领域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尽管可再生能源发展势头良好，目
前的能源转型速度仍不足以实现气
候目标，未来应进一步推动可再生
能源快速发展。

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加速增长

美国二叠纪盆地页岩油生产商业务模式发生根本变化，如今优先考虑股东，加之设备供应中断和通货膨胀，
导致钻探成本上涨，即使国际油价“破百”，页岩油生产商也无意大幅增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