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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变催生能源新局世界之变催生能源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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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能源短缺状况愈演愈烈，全球能源
格局加快重塑。欧洲天然气、煤炭、电力价
格屡创新高，欧洲为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
赖大幅增加美国液化天然气（LNG）的进口
量，积极从中东、非洲、中亚寻找替代油气资
源。俄罗斯也加快向亚洲出口油气资源。

美欧实施激进加息政策，多国经济显
著承压。为遏制通胀态势，美国连续 6 次
加息为 4.25%~4.5%，欧盟连续 4 次加息至
2%，紧缩大潮引发全球市场巨震，全球股
市、债市、汇市均受冲击，阿根廷、土耳其等

国家金融领域明显承压，也将美国和欧洲
推向经济衰退边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多次下调 2022 年全球经济增速至
3.2%（2022 年 1 月预测为 4.4%），140 多个
国家GDP增速均遭下调。在全球产业链和
供应链混乱、贸易复苏减速的背景下，叠加
美联储加息影响资本流出，发展中国家经
济更显脆弱。

中国密集开展元首外交，构建全球伙
伴关系网络。2022年 9~12月，习近平主席
开启疫情后首次线下高访季，出席撒马尔

罕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巴厘岛二十
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和曼谷亚太经济
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利雅
得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
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与法国、德
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尼、南非、沙
特、阿根廷等 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双
边会晤，稳定中欧务实合作，深化中俄战略
协作，推动中阿战略对接，促进亚太互联互
通，拓展中非合作领域，加强拉美政策协
调。

中美俄欧大国关系加速调整，中欧关系
趋于理性务实。大国力量对比结构性变化加
快，短期看“西强东弱”格局仍将持续，长期看

“东升西降”趋势不可逆转。西方国家对俄罗
斯的政策或将小幅回调，基于核平衡共识可
能逐渐恢复接触，但回归常态的可能性较小；
欧盟加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但随着地缘政
治局势的演进，欧盟与美国、西欧与东欧的利
益差异将持续扩大、裂痕加深，经贸摩擦将更
频繁；中国主张对美国和欧盟分而待之，法国
总统马克龙计划2023年初访华，中欧关系将
延续务实合作的主基调。

中国擘画全球外交布局，开启共建“一带
一路”新篇章。中国将掀起元首外交、主场外
交的新高潮，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
倡议为依托，统筹拓展全方位外交布局，致力
夯实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争取中美
关系校准并重回正轨，密切中欧高层往来和
战略沟通，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
融合，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同时，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周年，中
国将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加强与沿线各国发展战略对接。

中东国家对华合作迎来明显跃升，巴西

改善对华关系。沙特、阿联酋等积极推动“第
二次建国运动”的全面改革，阿拉伯世界新生
代领导人群体性崛起，寻求与中国、俄罗斯等
域外大国加强合作，将中国视为前景广阔的
油气消费市场和关键贸易伙伴，希望中国加
大资金技术投入力度，助推其经济多元化和
能源转型，沙特、埃及、阿联酋等国家均寻求
加入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等合作机制。同
时，巴西总统卢拉或将于2023年初访华，表
示金砖国家将是其外交政策核心，将扭转博
索纳罗时期波动的中巴关系，并对中国与其
他拉美国家合作发挥良好示范效应。

●毛若冰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

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2022
年以来，以地缘政治冲突为代表的重大事件

冲击现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预计 2023 年
国际形势将发生新变化，也将给全球能源行
业带来深刻影响。

俄罗斯加速调整贸易流向，长期来看油
气产量将呈下降趋势。西方国家实施对俄罗
斯石油的限价令后，俄罗斯采取多项措施缓
和冲击，加速向印度、土耳其、中国等亚洲国
家出口油气资源。俄罗斯2022年石油产量
先降后升，全年产量较 2021年小幅增加 20
万桶/日。预计 2023 年俄罗斯石油产量与
2022年相比将下降50万桶/日，低于此前市
场的预期，但具体降幅仍有不确定性。受制
于基础设施不足和内外需求萎缩，俄罗斯油
气产量长期将趋于下降，预计未来 5年将低
于地缘政治冲突发生前150万~170万桶/日
的水平；中长期俄罗斯天然气产量也不乐观，
2030年将与2021年大致持平。

中美油气领域仍有合作空间中美油气领域仍有合作空间，，中国与欧中国与欧
盟合作阻力减弱盟合作阻力减弱。。未来中国和美国仍需扩大未来中国和美国仍需扩大
合作以稳定两国关系合作以稳定两国关系，，其中能源贸易对平衡其中能源贸易对平衡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将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将发挥重要作用，，预预
计计 20212021~~20352035 年美国石油产量将增加年美国石油产量将增加 300300
万万~~350350万桶万桶//日日，，中长期内美国将在扩大对中长期内美国将在扩大对
中国油气出口方面较积极中国油气出口方面较积极。。同时同时，，中美关系中美关系
企稳将减少中国与欧洲企稳将减少中国与欧洲、、澳大利亚开展能源澳大利亚开展能源
合作的阻力合作的阻力。。欧洲为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欧洲为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
赖将面临较长的能源结构调整期赖将面临较长的能源结构调整期，，以化工以化工、、钢钢
铁为代表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将面临大规模外铁为代表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将面临大规模外
迁迁，，中国将积极争取对欧洲的务实合作中国将积极争取对欧洲的务实合作，，有望有望
成为欧洲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者成为欧洲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者；；澳大利亚澳大利亚
新总理上台后对中国政策趋于理性新总理上台后对中国政策趋于理性，，有利于有利于
深化中国和澳大利亚深化中国和澳大利亚LNGLNG贸易合作贸易合作。。

中东国家加强对华战略合作中东国家加强对华战略合作，，能源领域能源领域
将大有可为将大有可为。。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将加大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将加大
外交运筹力度外交运筹力度，，与俄与俄罗斯共同限产保价，争取
国际石油定价权。同时，中国与中东国家经
贸合作融通持续加强，政策协调对接更积极，

近期中东扩大对欧洲的能源出口规模，长期
来看中东出口亚洲的原油贸易量将持续增
长。中国与沙特经贸合作深度对接，同意共
同探索石化领域的投资机遇，深化供应链、基
建、加工业、采矿业等领域合作，加大可再生
能源开发力度。沙特希望成为中国企业在中
东投资的桥头堡，加强区域投资协调和第三
方合作以辐射欧洲、非洲市场，将推动中国与
阿拉伯国家合作进入快车道，尽快达成中国
—海合会自贸协定。

非洲油气资源国投资潜力改善，拉美油
气投资吸引力上升。非洲油气资源国将成为
欧洲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投资热土，推
动东地中海地区成为勘探开发热点。据bp

预测，2030年东地中海地区天然气产量将达
到 1000 亿立方米，出口量将达到 300 亿~
500亿立方米，将凭借临近欧洲的区位优势
和相较美国LNG的运输成本优势，部分替代
俄罗斯对欧洲供气。安哥拉、莫桑比克、尼日
利亚、坦桑尼亚获得欧美油气公司的投资，欧
洲试图打造连通阿尔及利亚与尼日利亚等国
家的跨撒哈拉天然气管道，有望加速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油气资源的开发。同时，卢拉
执政后亟需直接投资和产业升级以提振经
济、摆脱困境，中国与巴西有望在勘探开发、
炼油化工、油气贸易、新能源等全产业链实现
战略对接合作。

（作者单位：中国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

2023年全球能源行业十大预测

2020年以来，做出最终投资决定的大型油
气项目数量是获得批准项目数量的逾两倍。
控制支出、日益上涨的成本和执行方面的担忧，
使得企业评估重大项目的决策变得更复杂。油
服公司和运营商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将继续阻
碍做出最终投资决定的进程。运营商担忧成本

的不确定性，油服公司则在寻求提高利润率。
在60个准备开工的大型油气项目中，只有30个
会在 2023 年做出最终投资决定。但运营商不
能拖延太久，供应链增加产能的速度不够快，无
法避免进一步的成本通胀，而现在可能是最好
的时机。

财富将垂青“冒险者”

钢铁和多晶硅价格高企，以及美国商务部
发起反倾销调查，2022年对美国太阳能产业造
成了严重破坏。2022 年美国有 18.6 吉瓦的太
阳能发电装机容量投产，与 2021 年相比下降
23%。

但所有迹象都表明，美国太阳能产业将在

2023 年开始复苏。随着全球多晶硅产能增加
70%，组件价格将保持稳定。

由于电价持续上涨，以及实现碳减排目标
的压力增加，企业和公用事业公司的需求将达
到历史最高水平。综上所述，这些因素可能在
2023年推动太阳能电池板安装量增长50%。

美国太阳能产业将复苏

页岩油公司再次准备 2023 年采取一致行
动。有迹象表明，2022年的情况将重演：个位数
的产量增长，而支出增长很大程度上只能覆盖成
本通胀。油服的限制、项目执行的挑战和股东回
报优先仍是产量增长的障碍。但在已上市的勘

探开发行业，竞争环境并不完全公平。一些公司
拥有更稳健的资产负债表、更好的资产，以及更
成熟的资本回报框架。2023年很可能是精英中
的精英脱颖而出的一年，他们将超越许多利益相
关方的预期，以更积极的方式实现增长。

部分页岩油公司将脱颖而出

供需平衡表明，2023年金属均价与2022年相
比将下降。需求走软、供应增加、市场情绪走弱将
加剧价格下行压力。作为铁矿石、钢铁和基本金
属的关键领域，建筑行业将拖累全球需求。与此

同时，铜、铝、铅、锌、铁矿石和钢铁的供应增速都
将高于2022年。汽车行业和低碳能源行业的复
苏可能有助于抵消其他消费行业的需求疲软。但
总体而言，金属价格的主流趋势将是下行。

金属价格将呈下跌趋势

多年来，在电动汽车销量方面，美国一直远远落
后于中国和欧洲，排在全球第三位。但现在美国电
动汽车销售情况有所好转。《通货膨胀削减法案》意
味着通用汽车和特斯拉都有资格再次获得电动汽车
税收抵免，而其他原本将在2023年前达到补贴上限
的主要汽车制造商现在可以享受额外10年的补贴。

美国环保署 2023 年的新规定将迫使汽车

制造商将排放量减少 10%，而实现这一目标成
本最低的方法是销售更多电动汽车。2023年，
福特、现代、通用、斯巴鲁、丰田和大众都将推出
袖珍运动型多功能汽车，起价在 4万~4.5万美
元。政策支持、监管压力和价格合理的车型，将
推动美国电动汽车销量从2022年的100万辆增
至2023年的200万辆。

美国电动汽车销量将翻番

在最近发布了一系列公告后，油气公司
2023年将启动CCUS领域的重大项目，并特别关
注枢纽项目，即那些为多个碳排放方提供基础
设施，以大规模运输和封存二氧化碳的项目。

全球 30个 CCUS中心将在 2023年做出最终投资
决定，其中约一半的最终投资决定可能实现。
欧洲油气巨头将引领CCUS发展，因为他们有雄
心勃勃的能源转型目标。

欧洲油气巨头将引领CCUS发展

2022 年 11 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宣
布，将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并建立一
个低碳能源部门。阿联酋已开始采取行动朝这
一目标迈进。阿联酋两家能源公司近期与bp一
起收购了英国H2Teeside氢气项目。

阿联酋和阿布扎比国油将继续加大低碳能

源投资力度，这将带动中东其他产油国。他们
在低碳能源方面的投资也将增加，还可能在氢
气，以及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和太阳能方
面进行进一步的国际收购，这可能像英国和欧
洲在第 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前夕
看到的收购热潮一样。

阿联酋将加大对低碳能源的投资力度

2022年8月签署的美国《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延
长并扩大了对低碳能源的税收抵免和补贴，导致全球
企业重新考虑投资决策。该法案中的关键措施，包括
对风能和太阳能、电池存储、碳捕集和低碳氢的支持，

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现有政策框架。为了维持竞争
力，其他国家将不得不推出价值接近美国现有措施的
激励措施。这将是世界的净收益，而不是零和游戏，
政策支持升级将为全球释放新的商业机会。

各国将效仿美国，在政策上支持低碳能源

2022年，全球石油需求萎缩，其中四季度全
球石油日需求增幅同比下降120万桶。但这种
下降趋势将是短暂的，2023年全球石油需求将

恢复增长，日增 230 万桶。需求恢复上升的趋
势可能使石油市场摆脱目前的低迷，并支撑油
价上行。

全球石油需求将出现反弹

2022年是全球签署液化天然气（LNG）合同相
当繁忙的一年，共签署了8000万吨LNG购销协议，
其中75%来自美国的LNG出口商。预计2023年签

署天然气合同的进程将放缓。与此同时，欧洲买家
不太可能加大LNG购买承诺量，因为他们仍担心需
求持续时间和未来的定价动态。

LNG合同签署进程将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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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伍德麦肯兹）作者：李劳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