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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能源化工行业市场信息服务
商安迅思近日称，随着监管压力加大，
化工企业更关注原料的碳足迹，不仅
要减少自己“范围三”的碳排放，而且
要减少客户“范围三”的碳排放。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世界资
源研究所（WRI）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
商理事会（WBCSD）等国际标准和协
议制定机构，将包括碳排放在内的温
室气体排放分为3类：“范围一”包括
所有直接排放；“范围二”包括电力、热
能或蒸汽消耗产生的间接排放；“范围
三”包括所有其他间接排放。

生产商可以控制“范围一”和“范
围二”的排放，因为他们必须对生产过
程负责，但还有大量“范围三”的排放
问题亟待解决。在化工产业链中，通
常约1/3的碳排放与化工企业的生产
运营直接相关，也就是“范围一”和“范
围二”的排放，但仍有超过60%的碳排
放属于“范围三”的排放。这意味着，
碳减排方面仍存在巨大的可提升空
间。

监管压力加大

欧盟委员会 2021年 4月曾发布
一项关于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提
案，打算采用欧盟可持续发展报告的
标准。这将要求所有大型公司和上
市公司在项目中披露“范围三”的排
放量。根据该提案，第一套标准将于
今年10月实施。

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一
项新规定，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温室气
体排放量，包括“范围三”，以及与气候
相关的风险和实现净零排放目标。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加里·
詹斯勒3月表示，“投资者支持气候相
关信息的披露，因为他们认识到气候
风险可能给公司带来重大金融风险，
投资者需要了解与气候风险相关的
可靠信息，以做出明智的投资决定”。

采购碳足迹更低的原料

当涉及测量和减少化工公司“范
围三”的排放时，人们越来越关注上
游，即他们购买的原料。

瑞士科莱恩公司首席技术和可持
续发展官理查德·哈德曼表示，“这是因
为化学品使用导致的下游排放难以测
量，因为它们通常有很多不同应用。当
我们设定‘范围三’的减排目标时，我们
将专注于最可能影响的部分，也就是上
游”。“范围三”排放占科莱恩公司温室
气体总排放量的60%以上。

在原料采购方面，科莱恩公司会
使用同样的原料，但其来源的碳足迹
明显更低。如使用硝酸为原料，其生
产过程中会产生一氧化二氮（一种强
大的温室气体），全球变暖强度约为
二氧化碳的300倍。哈德曼表示，“你
可以确定哪些公司有一氧化二氮减
排系统，并更换供应商，购买碳足迹
低得多的硝酸”。

科莱恩公司还与供应商合作，计
算其采购原料的碳足迹，并咨询数据
库，根据使用的某些工艺技术计算供
应商特定的碳足迹。科莱恩公司是
共同促进可持续发展（TfS）工作组的
一员，这是一个化学品采购组织，已
出台了计算产品碳足迹的标准目录。

就减少“范围三”排放而言，美国
盛禧奥公司认为，可以使用绿氨作为
原料。传统氨的生产是碳密集型的。

盛禧奥公司首席执行官弗兰克·博齐
奇表示，“最令人兴奋的部分是采购绿
氨，以及对我们产品减少碳足迹意味
着什么，我们看到了很多机会”。

盛禧奥公司用氨为原料生产甲
基丙烯酸甲酯（MMA），然后用它生
产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根
据该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提交的年度报告，其主要从意
大利两个供应商处为 MMA 生产采
购丙酮和氨。博齐奇指出，汽车和消
费品领域的客户在寻找可持续解决
方案方面表现得更积极。公司的目
标是在 2017年的基础上，到 2035年
将“范围一”和“范围二”的温室气体
排放强度降低 35%，并计划 2025 年
开始报告和跟踪“范围三”的排放。
此外，该公司还将并购战略重点放在
低碳业务上。

使用回收材料减少碳足迹

企业做什么能减少产品的碳足

迹和“范围三”的总体排放？一种选
择是采购更多回收原料，它们通常碳
足迹更少。哈德曼指出，这样一来，
最初制造这种材料的碳足迹就被跳
过了。

回收技术公司Agilyx正在测量
回收塑料的碳足迹，为消费者寻求如
何减少“范围三”的排放。根据 2021
年 7月发布的分析报告，Agilyx 生
产的回收聚苯乙烯可比原始聚苯乙
烯减少 75%的碳排放。Agilyx首席
执行官蒂姆·斯特德曼表示，“我们正
努力提供更多服务，包括如何计算和
降低整体碳排放的解决方案”。

生物基原料需求旺盛

减少原料碳足迹的另一个主要
手段是使用生物基原料。如科莱恩
公司正使用米糠蜡（米糠油制造过程
中产生的一种蜡）来生产一系列涂料
（用于罐头、化肥和纸张），取代石油
基的蜡原料。

为了解决“范围三”的排放问题，
德国科思创公司计划增加采购生物
基甲苯和苯原料的数量。该公司的
目标是提高可再生二苯基甲烷二异
氰 酸 酯（MDI）、甲 苯 二 异 氰 酸 酯
（TDI）和聚碳酸酯（PC）的产量。可
再生MDI和 PC的特征是气候中性，
而可再生TDI的特征是低碳。2月科
思创公司已开始生产可再生MDI，3
月开始生产可再生TDI，可再生PC已
于去年12月开始生产。

科思创公司首席财务官托马斯·
托普弗表示，“公司可再生产品产量
仍然很低，但已生产和销售了数千
吨。我们想大幅增加可再生产品产
量，所以需要更多原料，并说服更多
客户使用。公司正以相当高的溢价
销售可再生MDI、TDI和 PC，这证明
了低碳和零碳产品的价值”。

化工企业减碳重点转向原料碳足迹化工企业减碳重点转向原料碳足迹
随着监管压力加大，化工企业不仅

要减少自己的碳排放，而且要减少客户
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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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道琼斯消息，摩根士
丹利下调了对油价的预期，
预计高油价和疲软的全球
经济将拖累原油需求。摩
根士丹利将三季度的布伦
特原油价格预测每桶下调
20 美元，至每桶 100 美元。
摩根士丹利预计，2023年一
季度原油均价为每桶 95 美
元、二季度为每桶 100美元，
分别较之前预测下调了每
桶 15 美元和 10 美元。摩根
士丹利表示，油价已达到难
以消化库存的水平，一些消
费者 6月以来一直在削减石
油购买量。图为美国科洛
尼尔管道运输公司多尔西
枢纽站。

视觉中国 供图

摩根士丹利
大幅下调油价预期

●荆 华

据普氏能源资讯消息称，市场分
析师表示，印度油气领域最新的改革
政策允许上游油气生产商在印度市场
不受限制销售其生产的原油，这可能
吸引更多国际投资，并帮助印度政府
获得更高回报。在国际油价徘徊在
100美元/桶、印度石油进口账单不断
增加之际，这一新政策不仅有助于扩
大上游油气生产商的客户群，而且有
助于增加政府收入。

印度韦丹塔有限公司董事长阿尼
尔·阿加瓦尔表示，“这一决定将吸引
国内外能源公司在印度进行油气勘探
活动，有助于增加政府的收入”。韦丹
塔有限公司子公司凯恩石油天然气公
司是印度最大的私营油气勘探生产公
司。阿加瓦尔补充称，该公司已承诺
在上游油气领域投资40亿美元，贡献
印度油气产量的50%。

原油市场限制放开

印度石油部近日表示，10月1日
起，印度将允许上游油气生产商在国
内市场不受限制销售本地生产的原
油，但对本地生产原油的出口限制将
继续存在。而在现行政策下，印度上
游油气生产商不能直接将当地生产
的原油销售到市场上，在国内销售原
油和凝析油需要获得政府许可。

印度埃萨石油勘探生产公司首
席执行官潘卡·卡尔拉表示，“这一举
措将确保所有石油勘探生产公司在
印度市场上通过电子拍卖以最高报
价出售原油的市场自由”。

2014年以来，印度在石油生产、
基础设施和营销方面的政策逐步放
松。根据印度石油部的说法，这些政
策导致印度石油勘探开发面积比
2014年前增加了近一倍。

Synergy咨询公司负责石油、天
然气和化工业务的总经理拉雅·卡普
尔表示，随着印度内阁批准这项提
案，允许上游油气生产商向国内市场
上的任何公司销售原油，私营勘探生
产公司有望受益，因为他们将不再受
制于国有炼油公司。像信实集团和
纳亚拉能源这样的印度私营炼油企
业之前一直加工国际原油，不得不为
进口原油支付可观的运费，如果可以
在国内购买原油，他们可能愿意支付
更高的国内原油价格，以抵消运费，
而当地上游油气生产商销售原油将
更有利可图。

需要更多投资

凯恩石油天然气公司首席执行
官萨哈称，目前印度90%的国内石油
产量来自老旧油田。最近，凯恩石油
天然气公司与油服公司贝克休斯合

作，提高 Bhagyam 油田的采收率，
并增加可采储量。

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ONGC）
表示，最近确定了未来的勘探战略，
将在未来 3个财年加大勘探开发力
度，资本支出将达到39.1亿美元，较
前3个财年增长50%。此外，该公司
还计划与国际石油巨头合作，目前谈
判已到后期阶段。

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首席
印度能源经济学家加格表示，“印度政
府将解除对国内原油销售的管制，或
将刺激投资和生产。在公开市场上的
销售将有助于更好地管理需求供应，
并激励参与者进行更多投资。但任何
投资都不应只基于短期的市场信号，
而应着眼于长期，因为许多银行和金
融机构没有承诺提供新的投资。国际
能源署（IEA）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各
国必须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就不
应对化石燃料进行新投资”。

谁是石油储量
的幕后操盘手

美国石油巨头近期增产压力大
增。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和欧盟一直在
全球寻找更多石油供应。能源咨询公
司伍德麦肯兹最新研究称，全球迄今为
止已发现油气储量的一半以上，准确地
说，是 65%以上，被 7家国家石油公司
控制，即沙特阿美、卡塔尔能源公司、阿
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公
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伊朗国家
石油公司和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伍德麦肯兹的分析师称，7家国家
石油公司如果能充分利用备用产能，可
在未来40~60年维持目前的油气产量。

分析人士指出，2011年以来，在所
有新发现的常规油气资源中，7家国家
石油公司占 41%。2018年以来，随着
能源转型推动勘探战略的演变，他们在
新发现中所占份额一直在增加。

伍德麦肯兹的报告称，2011 年以
来，7家国家石油公司总共发现了超过
1000亿桶油当量的油气储量，是石油
巨头发现油气储量的两倍。伍德麦肯
兹分析师指出，与石油巨头不同的是，
国家石油公司在这些新发现商业化方
面做得相对较差。

2011 年以来，在石油巨头发现的
石油储量中，有2/3被认为是可行且有
利的。另外，国家石油公司发现的石油
储量中有2/3被认为是偶然的。

当然，只要有适当的动机，这种情
况就会改变。但目前看来，国家石油公
司（尤其是中东的国家石油公司）并没
有太大动力，尤其是在担忧经济衰退的
重压下，油价已开始下滑。

然而，事实仍是世界上已发现的大
部分油气储量（2/3）仅由7家国家石油
公司控制，其中4家国家石油公司被一
些最大油气消费国制裁。人们可能忽
略这一点，因为这些最大油气消费国正
转向更少依赖化石燃料的经济模式。
有些机构的观点是，这些油气储量未来
将是搁浅资产，本世纪中叶前会被淘
汰。

随着能源安全首次战胜碳排放担
忧，欧美政府都从油气的坚定反对者变
成谨慎的捍卫者。但欧洲和美国的政
府认为，重新关注能源安全只是短期问
题。理由是，在建造足够多的风电场和
太阳能发电厂前，石油和天然气未来几
年都是必不可少的，煤炭也是如此。

未来几十年，只有7家国家石油公
司可在政府或投资者施加压力的情况
下继续供应石油和天然气。而近几年
石油巨头的油气产量一直受到这种压
力的影响，因此未来属于国家石油公
司。 （李 峻）

印度油气新政或吸引国际投资
印度石油部近日表示，10月1日起，将允许上游油气生产商在国内市场不受限制地销售

本地生产的原油，但对本地生产原油的出口限制将继续存在

斯伦贝谢提高今年
营业收入和盈利预期

本报讯 油服公司斯伦贝谢近日公
布了二季度业绩，利润高于预期。由于
钻井活动反弹，该公司提高了今年的收
入和盈利预期。

斯伦贝谢二季度扣除费用和信贷
后的每股收益为 0.5 美元，环比增长
47%，同比增长67%。每股收益高于美
国《华尔街日报》分析师平均预期的0.4
美元。由于斯伦贝谢公布了二季度高于
预期的收益和营业收入，并上调了全年
收入和盈利预期，其股价盘前上涨
2.26%。斯伦贝谢二季度营业收入为68
亿美元，同比增长20%，环比增长14%。

斯伦贝谢首席执行官勒佩奇表示，
“由于当前的业绩表现，并基于我们对
今年剩余时间的最新展望，预计公司今
年的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5%，相当于
全年至少获得 270 亿美元的营业收
入”。

勒佩奇在评论石油市场和钻井活
动前景时表示，“虽然近期人们对全球
经济增长放缓感到担忧，但保障能源安
全、提高油气产能的紧迫性等因素结合
在一起，预计继续支持上游勘探和生产
支出的强劲增长。这将导致全球油气
活动今年及以后出现弹性增长”。

贝克休斯首席执行官西莫内利表
示，今年剩余时间和明年，石油市场将
面临“不同寻常的环境和挑战”。

（李维维）

道达尔能源和尼国油
启动海上油田生产

本报讯 尼日利亚OML99区块运
营商、持有40%股份的道达尔能源和持
有60%股份的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
（NNPC）宣布，位于尼日利亚海上的
Ikike油田已开始生产石油。Ikike油
田距离尼日利亚海岸 20公里、水深约
20米，通过14公里长的管道与目前的
Amenam 海上设施连接。到年底，该
油田峰值油气日产量将达到 5万桶油
当量。

Ikike油田利用现有设施保持低成
本生产，并旨在使温室气体排放量降
至最低，为4千克二氧化碳/桶油当量，
将有助于降低道达尔能源上游投资组
合的平均碳强度。

道达尔能源非洲勘探生产高级副
总裁表示，“Ikike油田符合公司专注低
成本和低排放石油项目的战略”。

（张 峻）

莱茵河水位较低
瑞士将降低石油库存

本报讯 瑞士政府日前表示，由于
莱茵河水位较低和铁路运输混乱，瑞士
将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强制降低 6.5%
的石油库存。

欧洲许多地区的热浪和干旱导致
包括莱茵河在内的航运河水位下降。
莱茵河从瑞士向西北经过德国、法国和
荷兰进入北海，是欧洲主要的石油产品
运输通道。

瑞士通过莱茵河和铁路运输两条
路线获得石油供应。瑞士政府表示，莱
茵河的低水位导致河上运输的产品数
量急剧减少，另外，由于正在进行的维
修工程，通往瑞士的跨境铁路交通被大
量取消和延误。

瑞士上次强制降低石油库存是
2018年夏季，当时莱茵河的运输能力
被严重削弱，历史性的低水位导致欧洲
石油产品运输中断。 （黎 泱）

道达尔能源将下调
燃油价格0.2欧元/升

本报讯 道达尔能源近日发表声明
称，9月 1日~11月 1日，将下调燃油价
格，比全球市场报价每升降低0.2欧元
（约合1.37元人民币）；11月1日~12月
31日，每升将再降低0.1欧元。

道达尔能源表示，燃油价格下调计
划符合法国人的预期，他们已受到能源
价格上涨的影响，燃油价格上涨已削弱
他们的购买力。

近期，全球石油公司和炼油商都受
到政府的压力，要求他们降低燃油价
格。高企的燃油价格正在削弱人们的
购买力，并已开始影响汽油需求。

法国航运巨头达飞轮船公司 7月
22日也宣布降低运费，以提振法国家
庭的购买力和法国经济。该公司将从
亚洲到法国的每个集装箱运费降低
762美元。 （李 山）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新规，
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温室气体排放量。

李 璐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