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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石化石油石化环环

IEA预计2023年
全球石油需求增长放缓

国际能源署（IEA）近日发布月度石
油市场报告称，预计 2023年全球石油需
求将比 2022 年增长 1.6%，低于 2022 年
2.2%的增幅。欧美货币紧缩政策将导致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石油消费随之走低。

预计2023年全球石油需求量为1.0138
亿桶/日，2022年为9977万桶/日。欧洲或
将面临持续的能源短缺，受此影响，石油
消费将继续保持低迷。

王英斌 译自《日本经济新闻》

尼日利亚将对7个
海上石油区块招标

尼日利亚石油监管机构日前表示，
尼日利亚计划今年对 7个近海石油区块
进行一轮小型招标，以刺激新的油气勘
探活动。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石油出
口国，这是该国通过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新财政制度后举行的首轮近海石油区块
招标。

尼日利亚上游石油监管委员会主席
科莫拉夫表示，2007年 4月，在旧监管制
度下举行了最后一轮小型招标，招标共
提供了45个区块。

本轮招标区块的二维和三维地震数
据将提供给潜在的投标企业，此外还将
提供占地面积约6700平方公里的海上石
油区块的其他信息。在1月16日的投标
前会议后，有意投标的企业可以在 1 月
31日前提交资格预审申请。

尼日利亚于 2022年 6月向获得边际
油田开发权的公司发放了探矿许可证，
这是在该国政府为这些边际油田招标约
两年后。边际油田是指位于陆上和浅水
区的小型区块，通常由当地企业开发。

李 山 译自海上工程师网站

2022年12月全球市场
主要化学品价格下跌

2022年12月，安迅思石化指数（IPEX）
2022年 12月环比下跌 1.3%，原因是全球
各地区市场主要化学品价格下跌。

受甲苯、丁二烯（BD）和聚丙烯（PP）
价格下跌的影响，12 月美国墨西哥湾
IPEX指数下跌 4.6%，跌幅最大。12 月西
北欧 IPEX 指数下降了 0.7%，主要是由于
苯和甲苯合同价格大幅下降。12月东北
亚 IPEX指数下跌 0.5%，其中甲苯、对二甲
苯（PX）和聚苯乙烯（PS）领跌。12月全球
IPEX指数同比下降14.1%。

IPEX指数跟踪12种主要石油化工产
品和聚合物的价格走势，包括乙烯、丙
烯、丁二烯、苯、甲苯、对二甲苯（PX）、聚
乙烯（PE）、聚丙烯（PP）、苯乙烯、聚苯乙
烯（PS）、甲醇和聚氯乙烯（PVC）。

庞晓华 译自安迅思公司网站

不满法国养老金政策
法国石油业或暂停炼油

由于法国石油行业不满政府养老金
改革，法国总工会（CGT）近日发表声明，
呼吁该国石油行业相关公司举行罢工，
并表示“如有必要，关闭炼油厂”。道达
尔能源公司法国总工会协调员埃里克·
塞利尼认为，该声明将导致法国燃油供
应减少。

李明泽 译自法国电视台网站

●●李 嵩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和加拿大天然
气产量预计 2023年将创下新纪录，但
由于需求疲软、管道运输瓶颈和缺乏新
的 LNG出口设施，增长速度可能会放
缓。

2022年，由于欧洲市场天然气需求
激增，在高价格的推动下，美国和加拿大
的天然气总产量达到创纪录的1160亿
立方英尺/日，美国已成为欧洲最重要的
天然气来源之一。

然而，预计美加两国 2023年的天
然气产量增长速度可能会比近几年
慢。由于缺乏将天然气输送到主要天
然气市场的管道，两国的主要生产气田
的产量都受到了限制。美国墨西哥湾
地区的出口终端难以满足美国目前的
出口需求，加拿大也正在建设一个大型
LNG出口终端，但建成还需要两年时
间。

美国最大的管道公司之一威廉姆
斯公司首席执行官艾伦·阿姆斯特朗表

示：“不是产量跟不上，只是基础设施有
限制，使天然气生产受到一些限制。”

2022 年，美国新增天然气产量大
部分来自位于得克萨斯州西部和新墨
西哥州东部的二叠纪盆地等地区的伴
生天然气。

运输瓶颈限制产出

根据美国能源部公布的数据，2023
年美国天然气产量将增至1004亿立方
英尺/日，比 2022 年增长 2%。根据挪
威著名能源咨询公司雷斯塔能源公布
的数据，2022年加拿大天然气产量达
到了创纪录的 180 亿立方英尺/日，
2023年天然气产量将再创新高，约为
190亿立方英尺/日。

根据美国政府的预测，位于阿肯色
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的海恩
斯维尔盆地的天然气产量过去 5年的
年均增幅超过 20%，2022年增幅约为
10%。

然而，持续的天然气产量增长依赖
于强大的天然气管道输送能力，否则海

恩斯维尔盆地可能会如阿巴拉契亚盆
地一样产量受限。阿巴拉契亚盆地是
美国最大的页岩气产区，位于宾夕法尼
亚州、俄亥俄州和西弗吉尼亚州，但由
于管道和基础设施的限制，该盆地正面
临产量下降的风险。

由于产量的快速增长，加拿大的天
然气管道输送能力也即将到达极限，特
别是管道运营商加拿大TC能源公司的
NGTL管道系统，该系统将天然气输送
到加拿大西部地区。2022年8月，由于
NGTL管道系统维护影响了天然气运
输，加拿大艾伯塔省的天然气价格一度
转为负值。TC能源公司正在扩建该系
统以提高天然气管道运力，为增产天然
气服务。

LNG出口需求不断增长

2017年以来，美国 LNG出口量每
年都大幅增长，但预计 2023年这一增
长速度将放缓，这是因为今年美国将没
有新的LNG出口终端投入使用。

据美国联邦政府估计，2022年美国

LNG出口量约为 106亿立方英尺/日，
2023年将达到123亿立方英尺/日。一
旦得克萨斯州自由港LNG工厂恢复生
产，美国 LNG出口量可能会进一步增
加。该工厂自2022年 6月发生爆炸和
火灾以来，一直处于关闭状态，有望最
早于今年2月底恢复运营。此外，至少
有两个新的 LNG 出口终端预计将于
2024年投入使用。

能源研究公司East Daley分析副
总裁罗布·威尔逊表示：“伴生气产量增
长将导致美国 2023 年天然气供应过
剩，因为在新的 LNG出口终端投入使
用之前，需求不会有同样幅度的增长。”

伍德麦肯兹分析师杜勒斯·王表示，
壳牌公司牵头的加拿大LNG项目预计
将于 2025年开始出口 LNG，加拿大的
天然气产量和出口量将增加，这可能会
抑制天然气价格上涨。

预计2023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国
家基准亨利中心的天然气均价为 5.19
美元/百万英热单位，低于目前的 5.39
美元/百万英热单位。

20222022年全球见证了几个重要的石油发现年全球见证了几个重要的石油发现，，其中最受瞩目的要数纳米比亚的其中最受瞩目的要数纳米比亚的VenusVenus远景区远景区，，
在这些石油发现的提振下在这些石油发现的提振下，，20232023年油气行业上游石油勘探活动或将给世界带来更多惊喜年油气行业上游石油勘探活动或将给世界带来更多惊喜

全球五大潜力油气区块全球五大潜力油气区块
能否大放异彩能否大放异彩

美国和加拿大天然气产量预计今年将创下新纪录，但由于需求疲软、管道运输瓶颈和缺乏新的LNG出口
设施，增长速度可能放缓

美加两国天然气产量增速承压

英国和欧盟对壳牌征收高额暴利税
●●王英斌

据日本《亚欧经济情报》报道，
壳牌公司近日公布的 2022 年四季
度财务展望披露，该季度壳牌被欧
盟和英国征收20亿美元的暴利税。
加上2022年三季度征收的3.6亿美
元，全年支付暴利税近24亿美元。

壳牌没有详细说明英国和欧盟
各征收了多少暴利税。这是该公司
2017年以来首次在英国纳税。近年
来，由于在英属北海的投资和关闭
油田的税收抵免，壳牌在英国实际

上没有缴纳任何税款。
英国政府在 2022年 11月公布

的秋季预算草案中，将石油和天然
气公司的暴利税税率从25%提高到
35%，并将征税期延长 3年至 2028
年3月。受此影响，壳牌表示将重新
考虑未来10年高达250亿英镑的投
资计划。

另一方面，欧盟 2022年 9月决
定对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2022 年和
2023 年的超额利润征收至少 33%
的暴利税。预计欧盟地区的税收总
额将达 250 亿欧元。对此，美国石

油巨头埃克森美孚表示不服，并向
欧洲普通法院提起了诉讼。

2022年前三季度，壳牌获益颇
丰，主要是天然气价格飙升带来收
益的增加。其中，三季度该公司的
净利润达95亿美元，是2021年同期
的两倍，但低于环比水平。壳牌
2022 年四季度的 LNG 产量约为
660万~700万吨，创下2016年以来
的最低水平，原因是其位于澳大利
亚的两家主要工厂长期停产。不
过，该公司四季度LNG交易业绩显
著高于三季度。

●李 峻

2022 年全球见证了几个重要的石油发
现，其中最受瞩目的要数纳米比亚的Venus
远景区。尽管目前仍处于上游勘探发现较为
低迷的时期，但情况已比疫情期间略有好
转。在Venus远景区等石油发现的提振下，
2023年上游石油勘探活动或将给世界带来
更多惊喜，以下五大远景区最有可能撼动全
球石油市场。

哈萨克斯坦Zhenis区块

今年全球最有希望开钻的初探井之一就
是位于哈萨克斯坦的Zhenis区块，该井的钻
探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由于疫情
和地缘政治波动等因素影响而推迟。

哈萨克斯坦的里海盆地拥有几大高产油
田，其中最重要的是超大型油田卡沙甘油田。
Zhenis 区块是哈萨克斯坦最南端的近海区
块，横跨该国与土库曼斯坦的海上边境线，因
此勘探风险较大，但考虑到哈萨克斯坦和阿塞
拜疆的丰富的油气资源，该区块勘探成果可能
将开辟此前被忽视的新边缘盆地。在距离哈
萨克斯坦海岸约80公里、水深75~100米的海
域，该区块首口初探井的开钻作业正在进行，
初步勘探结果将在几个月后揭晓。

纳米比亚Aurora区块

纳米比亚近海水域钻探的首口深水初探
井产生了 2022年全球最大的石油发现——
Venus远景区发现，这一发现规模与埃克森
美孚公司2015年在圭亚那发现的Liza大油
田相差无几。2022年初，壳牌公司在纳米比
亚也获得了Graff油气发现。预计在纳米比
亚的其他区块,油气生产商将开钻更多新井。

专门在非洲从事上游油气勘探开发业务
的法国Maurel & Prom公司或将在纳米比
亚开辟油气勘探新阵地。今年，该公司将在
距离纳米比亚沃尔维斯湾190公里的深海水
域开钻Aurora区块的初探井。Aurora区块
与Venus远景区存在相似的地质条件，因为
该区块与道达尔能源公司作业的2913B区块
邻近，如果勘探井真的发现了具有商业可采
价值的原油储量，Aurora区块也将获得较大
的油气发现。

苏里南Walker远景区

2022年，埃克森美孚公司在圭亚那近海
Stabroek区块获得了多个重要的石油发现，
圭亚那-苏里南盆地未开发的石油储量十分
惊人。然而，苏里南在石油发现方面的表现

并不稳定。美国APA公司在苏里南第53号
区块的Rasper井并没有发现可开采的石油
资 源 ，这 给 Maka Central- Kwaskwasi-
Sapakara 勘探区向东延伸的预期泼了一盆
冷水。

目前，苏里南Walker远景区的初探井已
经酝酿了一年，有望于今年开钻。Walker远
景区位于壳牌公司运营的第42号区块，美国
科斯莫斯能源公司已将该项目的股份出售给
壳牌。据悉，Walker远景区的潜在储量高达
2.5亿桶油当量。Walker远景区比圭亚那-
苏里南盆地所有的油气发现都更靠北，即更
深入海洋，如果钻探结果证实该远景区存在
商业可采储量，苏里南将开辟一个新的产油
阵地，未来苏里南的油气勘探活动可能会远
离圭亚那的海上边境线，深入该国近海区域。

加拿大Ephesus远景区

加拿大东部地区的油气资源具有较大的
潜力。Ephesus远景区位于加拿大纽芬兰和
拉布拉多省近海的西 Orphan 盆地，前身为
Cape Freels远景区。此前预计该远景区油
气储量为40亿~50亿桶油当量，其规模可能
是邻近的 Hibernia 油田的两倍。Hibernia
油田由埃克森美孚公司于1979年发现，并于
1997年投产。

受疫情和缺少投资的影响，Ephesus远
景区的勘探活动被推迟了，bp公司计划于今
年夏季在该远景区钻探初探井，以判断该远
景区钻井深度近 5000米的深水深层气藏是
否具有商业可行性。如果 Ephesus 远景区
能成为另一个Hibernia油田，加拿大东部的
油气资源潜力将得到极大的释放。

阿根廷Argerich远景区

阿根廷在 Vaca Muerta 区块页岩油气
勘探开发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美国
能源信息署（EIA）预计，该区块的可开采资
源总量高达162亿桶原油和308万亿立方英
尺天然气。然而除了Vaca Muerta区块，截
至目前，阿根廷还没有获得其他的油气发
现。

挪威 Equinor 公司将在距马德普拉塔
市海岸 300公里的 Argerich 远景区钻探初
探井，这将成为阿根廷首口深水探井。该井
位于水深 1500 多米的海域，钻探深度超过
4000米。

亚洲对二甲苯价格或
因供需变化出现波动

●●庞晓华

据普氏能源资讯报道，受到供应
增加以及来自下游聚酯供应链对PX
需求不确定的双重影响，亚洲对二甲
苯（PX）市场可能出现更大的波动。

新增供应影响市场

2023 年，亚洲将有更多 PX新建
产能投产，PX 市场供应将进一步过
剩，并对 PX 生产利润率构成下行压
力。生产成本竞争力较弱的工厂可能
被迫削减产量或长期关闭，以实现产
能合理化。

亚洲PX生产商预计，2023年 PX
合约量将出现短缺，只能等待现货市
场出现更多机会。关于 2023年定期
合同的讨论已受到影响，截至目前，亚
洲市场定期PX合同仍未达成，在没有
达成定期合同的情况下，一些PX货物
将转移到现货市场。此外，中国逸盛
石化将在 2023年定期合同中停止使
用亚洲合同价格（ACP）结算机制，这
是一个重大举措，预计其他市场参与
者也将效仿。随着时间的推移，ACP
合约已经失去了相关性，每月达成的
交易很少。

一些市场消息人士预计今年现货
溢价结构将持续，但供应紧张可能会
被需求低迷所抵消，这可能会抑制PX
和石脑油的价差。2022年，中国 PX
与日本石脑油的价差一度升至684.83
美元/吨，创历史新高。

下游市场需求疲软

虽然一些市场人士认为，调和汽

油需求将在 2023年再次提振亚洲芳
烃市场，但也有人认为，由于聚酯需
求前景看跌，2022年导致 PX生产利
润丰厚的 PX 和石脑油价差大的情
况可能不会在 2023年重演。亚洲市
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对下游精
对苯二甲酸（PTA）和聚酯行业造成
影响。

面对产能扩张和负生产利润率，
市场参与者也对亚洲 PTA行业表示
担忧。消息人士称，由于下游扩张，预
计 2023年亚洲市场PX需求将增加，
但由于供应过剩和对全球需求的担
忧，下游市场利润率疲软可能会对上
游市场产生负面反馈，并拖累 PX 价
格。

在聚酯需求疲软的情况下，新的
PTA产能投产，将加剧PTA供应过剩
的担忧。中国买家可能会减少从其他
地区采购PTA，这可能导致进口降幅
大于预期。

中国的PTA出口可能会增加，考
虑到全球经济疲软和通货膨胀导致的
消费者支出下降，中国国内聚酯工厂
的开工率水平不会保持高位运行。中
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中国PTA
出口已连续3年增长。2021年，中国
共出口了257万吨 PTA。2022年 1~
11 月，中国 PTA 出口总量为 319.88
万吨。

由于供应增长，来自中国企业
的报价更具竞争力，而由于需求疲
软和开工率低，PTA 生产利润率仍
然较低，预计东北亚 PTA 出口商将
面临竞争压力。东北亚 PTA 生产
商也将加入到出口美国的现货贸
易流中，然而货运成本仍在不断飙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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