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确定性
笼罩亚洲石化市场 6 版

特别报道

石油美元失势，
会否动摇美元霸权？ 7 版

外籍员工成长
助力项目高效推进 8 版

2023年3月 1717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孙薇薇 电话:59963158
邮箱:sunww@sinopec.com
审校：史雅莉 版式设计：巩宝贵

周“油”列国

油 事 精 彩

石油石化石油石化

环环
Global Insights

55

编者按编者按：：

33月月66日日~~1010日日，，标普全球在美国油城休斯敦标普全球在美国油城休斯敦

成功举办了第成功举办了第4141届剑桥能源周届剑桥能源周，，短短五日内短短五日内，，约约

75007500名全球能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名全球能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政府官员政府官员，，

以及商业和技术领袖汇聚一堂以及商业和技术领袖汇聚一堂，，以以““驾驭动荡的世驾驭动荡的世

界界：：能源能源、、气候与安全气候与安全””为主题为主题，，探讨了在不断变化探讨了在不断变化

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时代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时代，，如何迎接能源转型的挑如何迎接能源转型的挑

战和机遇战和机遇。。 本版文字由卢雪梅提供本版文字由卢雪梅提供

———第—第4141届剑桥能源周纪实届剑桥能源周纪实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供图供图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中国石化石勘院信息资料中心中国石化石勘院信息资料中心））

驾驭动荡的世界：

能源能源、、气候和安全气候和安全

本届剑桥能源周的重头戏之一是氢能，与
其有关的话题被安排在首日，这与去年将石油、
天然气和电力分别放在前三日的安排形成鲜明
对比，也突显了剑桥能源周对氢能的重视程
度。各组讨论中约有十几场报告均与氢能有
关，与会者甚至戏言，应将剑桥能源周重新命名
为氢能周。

氢能成新宠

氢能被格外重视的原因首先是被认为是破
解能源转型难题的重要出路之一，尤其是在重
型卡车的非化石能源驱动领域，氢能似乎是不
二之选，如果这个难题能解决，全球能源转型
脚步势必将更轻快。其次在于美国新近出台
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其中包括 3690亿美元
的气候和能源支出，大部分将以税收抵免形式
出现，覆盖范围包括从风能、太阳能到电池，再
到可再生能源或低排放电力制成的“清洁”氢，
对这类氢（即绿氢）将提供 3美元/千克的税收
抵免，这将使绿氢生产成本低于灰氢。这一来
自政府的慷慨支持对绿氢的发展不啻一剂强心
针。

燃料电池制造公司Plug Power首席执行
官甚至表示，以这样的支持力度，如果还不能取
得突破，或将永远无法实现突破。尽管如此，与
会报告中有关氢能用于运输的内容依然不多，
将之与其他燃料混合用于发电则非常热门。多
数与会代表认为，发电将成为氢能落地的第一
个立足点。

如果不考虑清洁性，氢价格目前已非常便
宜，尤其是灰氢。据标普全球1月的数据，墨西
哥湾沿岸生产的灰氢，如果不考虑碳捕集和封
存（CCS）费用，生产成本为2.98美元/千克。但
这个价格取决于气价，如在气价较高的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氢价格为13.79美元/千克。来自
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的代表还表示，公司内部
的长期目标是使氢燃料比柴油更便宜。欧洲代
表对于美国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颇有微词，但
也认为美国此举或将推动变革，最终实现整个行
业的改变。美国的落基山脉和西海岸可再生能
源供应充沛，为氢能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市场。生
产氢并将之以氨的形式出口也有极佳的前景，既
可以解决氢运输困难，又可与有意脱碳但相关资
源匮乏的国家达成交易。

石油公司更务实

一些与会的石油公司代表发表了不同意
见，认为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和欧盟立法都有条
款对氢能发展起到激励作用，但具体操作仍不

明确，政府应鼓励钢铁和航运等行业采用氢能。
埃克森美孚的代表称，通货膨胀削减法案

虽然鼓励绿氢和蓝氢生产，但高昂的成本使有
意出口氢能的美国公司望而却步，人们尚无意
为低排放燃料支付溢价，氢市场也未成形。

雪佛龙代表也表示，目前氢运输技术仍处
于雏形，氢运输尚不具备商业可行性，消费者也
难以负担高昂的费用。

西班牙能源公司Cepsa SA的代表表示，
目前真正有市场、有需求的氢能形式仍是灰氢，
主要用于化肥、精炼和钢铁领域。Cepsa SA
计划 2026年开始销售绿氨，2027年开始出口
绿氨，2030年实现年产12.5万吨绿氨的目标。

bp首席执行官伯纳德·鲁尼也表示，去年
有30%的资本用于非油气业务，而2019年这一
比例仅为3%。

可再生能源发电公司或成氢能主推手

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发电公司NextEra的
代表认为，应明确生产规则和加强管理才能加
快绿氢进入市场的速度。NextEra正与美国财
政部合作制定相关规则，对绿氢进行定义，当前
的定义是二氧化碳排放不超过4千克的氢（每
千克）才能被称为绿氢。美国能源部估计，太阳
能、风能或核能生产的氢，以及利用碳捕集技术
源自化石燃料的氢，都有资格获得这一优惠。
但由于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供应的多变
性，使得这个规则的制定过程十分复杂。例如，
当风电和光伏发电供应量下降时，则生产绿氢
的电解槽需要切换电网，此时无法再保证氢气
零排放，其绿氢资格将丧失，并失去价格竞争
力。NextEra的代表还提出，用碳信用额度来
解决这个问题。

除了绿氢，另一个受益于通货膨胀削减法
案的能源形式是由污水或动物粪便等有机废物
生产的天然气，也称生物甲烷，可享受10年税
收抵免。美国天然气协会称，美国的天然气公
用事业公司总共有508个进行中的可再生天然
气项目，其中约一半已投运。与此同时，环保人
士和批评人士质疑可再生天然气应对气候变化
的作用，但目前该能源形式仍是重要的碳减排
工具。

此外，美国对氢能的补贴导致欧洲不满，认
为有不正当竞争或保护主义嫌疑。而新能源发
展在世界范围内还引发了对铜和锂等原材料的
新需求。雪佛龙认为，应考虑为这些材料建立
供应链。最近的估计显示，现在起到2035年，
全球铜需求可能翻一番，但从发现到首次开采
铜矿可能需要16年。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
不能忽视整个供应链。

标普全球副主席丹尼尔·

耶金再次担任主持，引领能源

界翘楚就能源需求不断增加与

碳减排及应对气候变化之间的

矛盾展开讨论，呼吁全球共同

努力，应对疫病大流行、地缘政

治动荡、经济不稳定和战争可

能性等挑战，强调了未来能源

面临的三大难点，即安全性、价

格合理性和可持续性，而解决

之道离不开前瞻性的战略、明

智的投资和变革性的技术。这

些也恰是 2023年剑桥能源周

的主要议题，即能源的三难困

境：安全性、过渡性和可承受

性；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动荡

的时代；竞争格局、技术与创

新；未来能源融资：资本转型；

供应链、商品市场和能源转型；

未来劳动力：多元化、公平、包

容及新技能。

此外，本届剑桥能源周还

展示了能源领域的转型技术平

台，包括数字化、人工智能、网

络安全、分析和机器人、区块

链、增材制造、移动性和脱碳技

术等，而氢能、碳排放管理和气

候应对等领域则是重中之重。

本届剑桥能源周的数字创新版块（又称
AGORA创新大会）由以往的“小摆设”跃升为
与其他重要版板相提并论的会议。在参加此次
活动的1000多名发言者中，约3/4都在该版块
有发言。在向更清洁能源未来过渡的过程中，
世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应对能源重大挑战
也需要更多的创新解决方案。

AGORA 创新大会是可供人们就能源创
新、新兴技术和解决方案来交换思想和见解的
开放平台，由一系列转换技术平台组成，包括从
数字化、人工智能分析到机器人、区块链、增材
制造和移动性等内容，以脱碳新技术为主要关
注点，通过组织技术专家、投资者、思想领袖、政
府官员和企业创新者出谋划策，为能源未来创
造新途径、提供解决方案。

本届AGORA创新大会上有7个不容错过
的议题，分别是：

1.扩大创业规模：探讨了初创公司如何获
得融资，采用何种财务模式达到一定规模，并最
终取得商业成功。这一议题对于为应对气候和
可持续发展提供解决方案的初创公司最有益。

2.创业公司如何起步：世界需要一个强大
的能源创新生态系统来兑现脱碳承诺。通过
这一议题可了解能源生态系统各部分相互依
存的关系，如何共同努力促其繁荣发展，是有
意打造价格合理、安全和清洁的能源系统新世
界的不二之选。

3.墨西哥湾氢枢纽：墨西哥湾氢枢纽欲凭
借现有的基础设施、生产商和消费者生态系统，
将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打造成全球氢枢纽中心。
而实现这一蓝图所需的技术、低碳氢如何交易
等都在该议题讨论之列。

4.私人资本在能源转型中的作用：虽然机
构投资者运营的公开市场基金一直将资金配
置转向清洁技术公司，但往往受限于为数不多
的纯清洁技术股票和指数跟踪方法。而能真
正推动能源转型的投资者多来自私人资本，这
些领域的基金可以承担更高风险，也曾成功筹
集到史上最大规模的资金，克服了流动性限
制。私募股权交易的步伐去年初有所放缓，但
美国通过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以来，清洁技术领
域的交易速度再次大幅加快。如何促使更多
私人资本投入清洁能源，正是该议题想要解决
的问题。

5.气候适应与气候恢复：全球范围内日益
增加的洪水、干旱和热浪等极端天气事件突显
了气候适应和气候恢复议题的重要性。气候变
化正在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影响，环境适应能
力的提高也日益受到关注。气候适应和气候恢
复议题讨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为适应气候变化
采取的措施，以及如何将技术、政策和智能设计
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全球气候适应性。

6.能源投资项目推介比赛：15家创业公司
和企业家面向投资者展示实力以获得融资，也
是从中了解最新技术趋势的绝佳机会。

7.城市引领能源转型：在应对气候和能源
挑战方面，城市一直首当其冲。美国休斯敦、丹
麦埃斯比约、澳大利亚珀斯和加拿大卡尔加里
等城市的市长在此描绘了所在城市实现可持续
能源计划的愿景。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推
出能源转型政策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来改变城
市面貌。聆听其经验和计划，有助于了解创造
可持续居住环境的解决方案。

来自油气公司、数字技术公司的与会者交
流了心得，其中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数
字官分享了一些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数
字创新方案，演示了机器学习分析和混合模型
等数字技术如何改变和优化能源生产以转向低
碳环境的规则。其提出应更好地利用人工智
能，打破组织障碍、普及先进数字技术，并认为
这将是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低碳未来的关键。

碳捕集和合成燃料是剑桥能源周的热门
话题。短短几日，随着几项与碳捕集有关的交
易达成，该话题更成为与会焦点。其中，雪佛
龙表现尤为突出，近日启动了 Bayou Bend
CCS项目，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共获得 14万英
亩的土地，可储存超过 10 亿吨的二氧化碳。
雪佛龙有意将 Bayou Bend CCS 项目作为休
斯敦船舶航道和博蒙特/亚瑟港地区工业排放
物运输和储存的首选。Bayou Bend 是雪佛
龙、Talos能源公司和Carbonvert公司成立的
合资企业，其中雪佛龙持股 50%，后两家公司
各持股25%。

直接空气捕集项目在剑桥能源周会议期
间也进展较大，如油服公司贝克休斯和HIF全
球公司签订了直接空气捕集项目协议，以生产
合成燃料，将对贝克休斯的马赛克空气捕集装
置进行测试，可将绿氢与二氧化碳结合起来，
日产 15万桶合成燃料。HIF全球公司有两个
分厂将使用马赛克技术生产合成燃料，一个位
于智利，已于 2022 年 12 月投产，另一个位于
美国得克萨斯州，将于 2024 年兴建。合成燃
料的优势不仅在于清洁，而且无须对燃油发动
机进行任何修改。

澳大利亚桑托斯公司也在剑桥能源周会
议上推介了生物甲烷示范项目计划。桑托斯公
司已与大阪天然气公司合作，启动了前期工程
和设计工作。该示范项目也将使用直接空气捕
集技术或从工业排放物中捕集二氧化碳，同时
利用现有基础设施生产、液化生物甲烷，并向日
本出口。

剑桥能源周的一个重要议题是美国油气行业

在世界能源秩序中的角色变化。美国2003年开

始的页岩气革命引发的全球能源秩序改变仍在继

续，而地缘政治冲突则加速了这一进程，美国已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出口国。与会的雪佛龙、埃

克森美孚、贝克休斯和 Freeport McMoRan 等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就此进行了发言。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称，截至2月 24日当

周，美国原油和成品油日出口量创下1110万桶的

纪录。花旗集团数据显示，美国这一出口量已超

过沙特或俄罗斯，完成了向能源供应国的转变。

与此同时，石油市场受到来自美国、欧洲的悲

观情绪和亚洲的乐观情绪的双重影响。中国、印

度成为俄罗斯原油最大进口国；天然气供应链也

发生巨大变化，美国液化天然气（LNG）大量供应

欧洲，或将取代俄罗斯的管道气供应。考虑到

2018年美国还是能源净进口国，其后短短几年的

变化可谓惊人，而这一变化引发的连锁效应也将

彻底改变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能源格局，其影

响之深远还难以预测。

地缘政治冲突助推美国
坐稳能源出口国头把交椅

剑桥能源周的

主要议题

H2氢能成重头戏氢能成重头戏

数字创新数字创新
大会绽放异彩大会绽放异彩

达成多项碳捕集达成多项碳捕集
和合成燃料交易和合成燃料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