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旦脱离石油美元的构想得到实践，
短期影响将首先体现在地缘政治而不是货
币秩序上。

最近，除了表现出不再与美元挂钩的倾
向，沙特还表达了希望加入金砖国家和上海
合作组织的意愿，并且在中国的促成下与伊
朗达成协议，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沙特
的这种战略性转变可能会对美国在中东地
区的的战略利益造成影响，因为美国已习惯
于通过沙特来控制整个波斯湾地区。

沙特也不太可能抛弃美元，尽管沙特
认为其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已不如 20世纪
70年代那样亲密。对美国政府来说，一些

算不上是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却可能是
紧迫的地缘政治问题。沙特考虑动摇石油
美元将影响美国的地缘政治，但其本身还
不足以终结美元。这一点早有先例，英镑
在失去全球首选储备货币地位后并没有彻
底消失，但其统治力确实不如之前强大。
也许，美元正在朝着同英镑相似的方向，逐
渐走向衰败。

在此背景下，应该如何看待石油美元
或将走向终结？最佳方式也许是将其视为
全球经济美元体系变化的其中一环。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美元在全球贸
易、投资，以及外国持有的美元储备方面均

得到了巨大支持。这极大地提振了全球对
美国国债和美元的需求，并对美国经济产
生了巨大的反通胀效应。同时，超印的美
元不断被其他国家吸收，全球资本回流美
国。

如果美元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真的出现
下降，预计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和利率都将
高于过去30年的水平。如果美元贬值，美
国政府将无法再轻易地进行债务货币化，
因为这极有可能引起高通胀或美国国债价
格下跌。因此，对于美国来说，石油美元的
终结并非引发恐慌的主因，美元主导地位
动摇所反映出的美国霸权动摇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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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石化石油石化环环

石油巨头关注圭亚那海上区块招标
路透社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壳牌、雪佛龙和巴西

国家石油公司都在参加圭亚那下一轮海上石油区块招标的
10家国际石油公司之列。

圭亚那将在新一轮招标中提供14个海上石油区块。该
国正寻求加快向主要石油生产国转变，同时削弱美国石油
巨头埃克森美孚公司在其新兴石油行业的主导地位，减少
该国石油行业对埃克森美孚的依赖。

埃克森美孚与其合作伙伴已在圭亚那近海斯塔布鲁克
区块发现了30多个油田，石油储量超过110亿桶。

目前，圭亚那石油产量约为36万桶/日，全部来自埃克森美
孚运营的油田。该国计划到 2030 年前将原油产量提高到
164万桶/日。

圭亚那2022年的原油出口量超过26.5万桶/日，比2021
年增长约一倍，其中近一半销往欧洲。

圭亚那副总统巴拉特·贾格迪奥积极推动下一轮石油
区块招标：“我们认为这对圭亚那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急
于在净零排放目标实现之前完成这项工作，这与其他石油
生产国在需求强劲时充分利用化石燃料的计划是相呼应
的。”

石油并不是圭亚那唯一的赌注。该国还计划开发未动
用天然气储量。圭亚那政府已与几家公司进行了接触，以
发展圭亚那的LNG出口业务。 李 峻 译自美国油价网

核心阅读

今年初，沙特财政部部长穆罕默德·贾达安
公开表示，沙特政府对以美元之外的货币结算
贸易持开放态度。如果沙特确实将使用非美元
货币进行部分石油出口贸易结算，这意味着未
来美元可能不再是全球石油贸易结算的主导货
币，甚至于，这将标志着石油美元的终结。

如果全球石油贸易绕开美元结算，全球美
元需求就会大幅减少，进而会对美元构成巨大
的贬值压力。不过，现阶段全球对美元的需求
将持续存在，即使石油美元被抛弃，也不会导致
美元主导体系的崩溃。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
出口国，沙特是 20世纪 70年代建立的石油
美元体系的重要支柱，该体系以美元为
全球石油交易的计价货币，让石油与美
元挂钩。

沙特考虑动摇石油美元虽然还不足
以终结美元的霸权地位，但是将首先对美
国的地缘政治产生直接影响。石油美元走向终
结可以被视为全球经济去美元化趋势的重要一
环。对于美国来说，石油美元的终结并非引发
恐慌的主因，美元主导地位动摇所反映出的美
国霸权动摇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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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
之一。近来，沙特国内频繁涌现关于非美
元货币交易的讨论，这意味着未来的石
油交易或将接纳人民币、欧元和日元。
目前来看，受地缘政治的影响，石油美元
的地位仍不容小觑，但沙特在石油交易
上的战略转变可能使美元霸权面临挑战。
据美国油价网报道，今年初，沙特财政

部部长穆罕默德·贾达安公开表示，沙特政府
对以美元之外的货币结算贸易持开放态度。
他在采访中说：“讨论用何种货币进行贸易结

算没有任何问题，不管是用美元、欧元，还是
用沙特里亚尔。”

如果沙特确实使用美元以外的货币进
行部分石油出口贸易结算，这意味着未来
美元可能不再是全球石油贸易结算的主导
货币，甚至于，这将标志着石油美元的终
结。

诚然，沙特的这种战略转变可能造成的
影响是巨大的。随着沙特对非美元货币交易
的讨论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专家给出了石
油美元体系即将崩溃，或美元在全球范围内

的主导地位即将溃败的预言。
美元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全

球大部分商品贸易往来都使用美元结算，其
中最重要的就是石油贸易。可以想见，如果
全球石油贸易绕开美元结算，全球美元需求
就会大幅减少，进而会对美元构成巨大的贬
值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元体系的崩溃，
在此之前存在一系列先导因素，尤其是所谓

“欧洲美元”这块重要的多米诺骨牌，只有前
面的多米诺骨牌逐个倒塌，美元体系才会真
正受到冲击。

石油美元是主要石油输出国历年国际
收支顺差所积累的石油盈余资金，由于美元
在其中的占比最高所以被称为石油美元。
石油美元是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为确
保自身获得中东石油、同时又减少美元贬值
的产物。

美元危机的解决方案

1971 年，由于越南战争的债务和在国
内福利计划上挥霍无度，美国无法再维持
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相一致的全球黄
金价格，彼时美元相对于黄金的价值有所
下降。伴随着美国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美
元的供应也有所增加，其他国家和投资者
开始对美元失去信心，纷纷抛售美元，兑换
黄金。

随着事态不断严峻，时任美国总统尼克
松宣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美国放弃布雷
顿森林体系，美元对其他货币开始浮动。此
举造成美元大幅贬值，并且也未能恢复投资
者对美元的信心，同时，美国政府也没有努
力控制财政赤字。因此，美国需要继续寻找
在不推高利率的情况下出售政府债务的方
法，换言之，美国的债务需要更多买家。
1973年后，第一次石油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美
国国内由赤字引发的通货膨胀。到 1974
年，美元地位岌岌可危。

也正是在 1974 年，美元危机的解决方
案出现了。随着大量美元从美国流入最大
的石油出口国沙特，美国和沙特两国达成协
议：美国将从沙特购买石油，并向沙特提供
军事援助和安全方面的保障；作为回报，沙
特同意使用美元作为石油定价的单一货币，
使用美元购买美国国债并帮助美国预算赤
字融资。

沙特获得美国保护

从公共财政的角度来看，这看起来是个
双赢的解决方案。根据这份协议，沙特在复
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获得了保护，而美国则
有了一个大买家来摆脱大量政府债务。此
外，沙特还可以将美元存放于相对安全可靠
的美国投资中，即所谓的“石油美元环流”。
对美国而言，石油支出帮助其创造了美国国
债和美元的新需求。

接下来的几年中，随着沙特在欧佩克拥
有主导地位，美元的主导地位从沙特扩大到
全体欧佩克成员国，这意味着美元成为全球
石油贸易的首选货币。石油输出国用石油
美元购买美国国债及其相关金融品，石油美
元不断回流美国经济，助力了美国经济增
长。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20世纪70、80年代
是石油美元方案进场的最好时机。彼时，沙
特和其他欧佩克成员国控制着比现在更多
的国际石油贸易。同时，石油美元还将美国
与沙特两国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沙特
的立场来说，美国可以帮助沙特打击地缘政
治对手。

谈及经济作用，石油美元在本质上是
“欧洲美元”的其中一种。

什么是欧洲美元？根据美国著名经济
学家罗伯特·墨菲的说法，欧洲美元是指在
美国境外的金融机构持有的以美元计价的
存款，包括美国境内的外国银行持有的美
元存款。因此，欧洲美元与欧元货币无关，
也不限于在欧洲持有的美元。欧洲美元本
质上仍旧是美元存款，不受与美国银行持
有的美元相同的监管，也不受FDIC（联邦
存款保险公司）的保护，因此往往可以获得
更高的回报率。

欧洲美元的规模很难准确量化，但一
组数据对比可以反映其交易规模之巨大。
据估计，目前美国银行的所有资产总计约
为 22万亿美元，其中，欧洲美元资产约为
12万亿美元。换言之，离岸美元银行业务
约占美国银行业务总量的一半。一言以蔽
之，欧洲美元经济非常庞大，这个“美元区”
是全球许多主要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世界经济有约一半的部分都在该“美
元区”。

相比之下，2020年石油美元贸易额有
近 3.5万亿美元。当然，这并非微不足道，
但即使石油美元贸易额大幅减少，其本身
也不会导致全球对美元需求的崩溃。毕
竟，全球经济中流动着如此多以美元计价
的贸易贷款，石油美元仍然只是“大蛋糕”
中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石油美元走向终结仍可被
视为去美元化趋势的重要一环。欧洲美元
的市场规模自2008年以来已有所下降，在
美国银行系统中的规模已从87%的峰值降
至不到 60%。与此同时，美元在外国央行
储备的比重也有所下降，从20年前的71%
降至目前的60%，为25年来的最低点。对
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而言，这或许是推动
全球经济去美元化的契机。

不过，即使去美元化真的成为重要的趋
势，全球对美元的需求也不会在短时间内消

失。全球经济中仍有价值数万亿美元的以
美元计价的债务，这意味着至少在现阶段仍
然存在对美元的持续需求。同时，考虑到日
本、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央行几乎不接受

“硬通货”，因而美元仍然是当前最安全的货
币之一。此外，由于美国经济体量仍然庞
大，美国国债水平相对健康，许多外国人仍
选择将手头持有的大量美元用于购买美国
资产。众多外国消费者仍愿意购买美国的
产品或服务，这是不争的事实。

值得强调的是，并非一切情况都对美
元有利。在去美元化的道路上，即便只是
迈出了缓慢的一小步，都意味着美国人的
生活成本将上升一些。随着越来越多的国
家减少美元持有量，美国通货膨胀将逐渐
失控。换言之，在去美元化的背景下，如果
美国联邦政府想要避免通货膨胀失控，就
必须减少国家债务的货币化。这可能导致
美国政府需要支付更高的利率，以及用更
多纳税人的钱来偿还债务。

●李昱婷 编译

据彭博社报道，沙特政府官员公开表示对
以其他货币结算贸易持开放态度，这可能对美
元霸权构成挑战。

“讨论用何种货币进行贸易结算没有任何
问题。”沙特财政部部长穆罕默德·贾达安说，

“沙特不会放弃或者排除任何有助于改善全球
贸易问题的讨论。”

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是 20 世
纪 70 年代建立的石油美元体系的重要支柱，该
体系以美元为全球石油交易的计价货币，让石
油与美元挂钩。目前，全球约 80%的石油交易
以美元结算。

沙特正在寻求加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重要
贸易伙伴的关系。“我们与中国拥有紧密的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也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
有着同样的战略合作关系，我们还希望与欧洲
以及其他愿意并且能够与我们合作的国家发展
这种关系。”贾达安说。

此外，沙特还正在与多边机构开展合作，向
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等国提供支持，通过增
加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增加存款和捐赠，加大
投资，提供石油和其他石油产品，以满足当地的
能源需求，帮助这些国家摆脱经济困境。“沙特
正在这些国家大举投资，并将继续寻找投资机
会，这对于区域的稳定非常重要。”贾达安说。

沙特计划将在巴基斯坦的投资规模扩大至
100 亿美元，并已经在去年底延长了 30 亿美元
的存款期限，以提高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沙
特还在与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讨论如何通过更
多渠道向巴基斯坦提供支持。据悉，巴基斯坦
是沙特的亲密伙伴，有数以百万计的巴基斯坦
人在沙特工作。

沙特对以非美元货币
结算贸易持开放态度

沙特对非美元货币交易讨论频繁

石油美元
——美沙两国双赢的产物

去美元化的重要一环

地缘政治博弈复杂交织

石油美元失势石油美元失势，，会否动摇美元霸权会否动摇美元霸权？？

全球再生塑料供需缺口较大
陶氏化学首席执行官吉姆·菲特林近日表示，

全球市场的消费后再生塑料（PCR）需求与供应存
在巨大差距。许多知名消费品牌希望到 2030年
将30%的产品使用塑料替换为消费后再生塑料。

全球再生塑料需求和供应之间的巨大差距导
致大量资金涌入垃圾管理、城市回收中心、路边收
集和垃圾分类技术领域。陶氏化学计划与 Mura
公司在德国伯伦新建一家化学品回收工厂，该工
厂将依靠水解将塑料分解成单体，再进行聚合。
两家公司将在 2023 年对该项目做出最终投资决
定。

回收塑料和可再生塑料制成产品需求强劲，
导致它们的价格高于石油衍生产品。在某些情况
下，溢价可能达到每吨1000美元。客户愿意在较
小规模的情况下支付溢价，但在更广泛的市场上
则不然，例如大多数消费者不会为一辆零排放汽
车支付100%的溢价。

如果政策制定者想要加快向更可持续的产品
过渡，那么应该考虑为碳定价。这将使企业在回
收塑料和可再生塑料市场发展及需求增长的基础
上，收回开发可持续产品所涉及的运营成本和资
本成本。 庞晓华 译自安迅思公司网站

贝克休斯将开发直接空气捕集技术
美国第三大油服企业贝克休斯公司近日表示，该公司将与合成燃

料制造商HIF Global公司共同开发二氧化碳直接空气捕集（DAC）技术，
以加速DAC技术的商业规模部署。

HIF Global公司将从大气中捕集的二氧化碳与氢气结合，生产出
合成燃料（eFuel），为车辆提供燃料。该公司在智利建设了一座合成
燃料设施，预计2024年将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开始建设另一座合成燃料
设施，新建设施将使用与贝克休斯公司合作开发的DAC技术。

HIF Global公司首席执行官塞萨尔·诺顿表示，此次合作将帮助该
公司推进每年捕集2500万吨二氧化碳的计划，并实现15万桶/日的合
成燃料产能。 李 山 译自路透社网站

埃克森美孚公司在美国新建制氢厂
埃克森美孚公司低碳业务经理丹·阿曼近日表示，该公司在美国

得克萨斯州贝敦新建的氢能工厂预计将于 2027~2028 年投入运营。
建成后的氢能工厂每日可生产蓝氢 10亿立方英尺，有助于推动美国
重工业由化石燃料向可再生燃料过渡。

该公司计划在 2022~2027年投资 70亿美元，用于氢能生产、二氧
化碳捕集和生物燃料项目。

蓝氢是由天然气制成、配套碳捕集与封存（CCS）技术的清洁能
源。该公司计划将蓝氢生产过程中98%的二氧化碳（每年约700万吨）
永久封存于地下。 王英斌 译自路透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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