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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 年，美国第七届总统，安德鲁·杰克逊 (ANDREW JACKSON) 积极倡导并签署一份法令，这个法令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印第安人迁移法》，法令要求所有东部印第安人必须迁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这部法令给印第安人带来深重苦难和长达十数年的噩梦。 

        法令颁布后，当时患有严重“土地饥渴症”的美国白人民众弹冠相贺。他们热泪盈眶，称杰克逊是“人民的总统”。 

        翻开世界历史，我们发现，当一个“伟人”为了自己或者小集团利益而打着民族大业旗号去掠夺和杀戮其它民族时，这个人会被当作英雄甚至神来供奉。古希腊亚历山大、古罗马恺撒、法国拿破仑、德国希特勒、蒙古成吉思汗、日本天皇、苏联斯大林，还有这个美国总统杰克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人双手都沾满成千上万无辜百姓的血泪，然而这些刽子手们都曾经、甚至有些现在依然被视为伟人或英雄，受到很多人崇拜。 

        这个杰克逊总统，外表看上去异常干瘪，如同得了痨病一般。当时的杰克逊总统有一个令人恐怖的外号“锋利尖刀”，这个外号由来是因为他对付印第安人时，绝对铁腕和冷血，像寒光闪闪的尖刀一样令印第安人感到恐惧。 

        美国有历史学家评价这个“人民的总统” ，是美国历史上对印第安人最为残忍、凶暴的人，也是对印第安人伤害最深的人。这位杰克逊总统用自己动物般的凶残和人类最无情的铁腕为弱势的印第安人铺设了一条血泪之路。 

        写这个印第安系列时，我曾不止一次表达对一些北美历史学家人格上的敬重，他们敢于把自己祖上不光彩的劣迹述诸文字留在史书中以戒后人。这让我想起我的学生时代，历史教科书中一些人为故意歪曲的历史曾左右我年轻的世界观很多年。成年出国后了解到一些真相，我有一种被愚弄的愤怒和无可奈何的悲哀。 

         

        安德鲁·杰克逊 1767 年 3 月 15 日生于南卡罗来纳州一个贫穷农民家庭，排行老三，是遗腹子，父亲在他降临人世三个星期前死去。 

        杰克逊只受过零星教育，他所有家人均在美国独立战争的颠沛流离中悲惨死去。杰克逊十四岁成了孤儿。他一生痛恨英国人，认为是英国人夺去他的家庭，让他没有享受到人间温暖。杰克逊当上总统后把他对英国人的仇恨发泄给了印第安人，因为他让无数印第安人家庭妻离子散，支离破碎，产生无数像他当年一样可怜的孤儿。 

        杰克逊成长的年代，也是美国人哄抢印第安人土地的年代。他们抢到土地后，彼此闹得不可开交，每个人都伸长脖子想多分些，于是产生大量所谓法律纠纷。白人用强盗手段把土地从印第安人手里夺过来，分赃时却一本正经

耕者耕者耕者耕者，，，，资深石油工程师资深石油工程师资深石油工程师资深石油工程师，，，，在加拿在加拿在加拿在加拿大出版大出版大出版大出版《《《《印第安悲歌印第安悲歌印第安悲歌印第安悲歌》》》》一书一书一书一书，，，，被被被被卡尔加里图书馆和渥太华加拿大卡尔加里图书馆和渥太华加拿大卡尔加里图书馆和渥太华加拿大卡尔加里图书馆和渥太华加拿大国家图书馆收藏国家图书馆收藏国家图书馆收藏国家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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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法律，这有点儿像中国人所说的“婊子”与“牌坊”的关系。 

        由于出身卑贱，又是孤儿，分土地这类油水很大的事情不太容易轮得上杰克逊，他在一家制造马鞍的店铺里干了几年学徒，看不到什么希望。杰克逊是一个聪明人，他用自己那一点可怜的教育，开始自学土地纠纷中相关的法律条文。他竟然开业了，在白人彼此为土地而争吵谩骂的唾沫横飞里，干上中间调解人的角色。杰克逊赚到了一些钱。 

        后来杰克逊出外闯荡世界，来到田纳西州，买了一小块土地和几个黑奴，开始种棉花。他慢慢做大了，等他野心勃勃地准备进军政坛时，他已经是一个富有的农场主，拥有一百五十名黑奴。他不再是那个孤苦伶仃、满腔仇恨、让人看不起的穷小子了。 

        经过一番政坛上的打拼，最后杰克逊如愿以偿入主白宫。《印第安人迁移法》颁布时，欧洲白人已在北美生活三百多年，很多印第安人已经被这些白人或多或少地同化了，印第安人向白人学习，建立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把西方文化同本民族传统结合起来，混合发展，印第安人实际上已经变成美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杰克逊总统顾不上这么多，美国人民需要土地，他下令军队开进印第安人家园，开始粗暴地驱逐他们。 

        当然，政客有政客手腕，美国政府用重金买通恰克托（CHOCTAW）族酋长们，跟他们签署土地出让协议，让他们率领恰克托族民众首先迁移，为其他部落起带头表率作用。从
1831 年到 1834 年，大多数恰克托族人被迁往密西西比河西岸，也有少数人不肯屈从，逃入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境内丛林中。 

        美国联邦政府对如此庞大的印第安人迁移项目，其准备和计划工作都非常粗糙，迁移资金远远不到位。食物、毛毯、马车以及马匹严重短缺。迁移路上沿途的白人商贩以吓人的价格叫卖一些日常生活必需品。更有心狠手辣的白人强盗和无赖，合伙抢劫老弱病残印第安人的财物并杀死他们。至少四分之一恰克托族人在迁移路上悲惨死去。 

 

 

        然而，死去更多的人还是在他们千辛万苦到达目的地以后，他们悲伤地发现这是一片不毛之地，荒凉无比，一切得从零开始，从原始状态开始。因为已经到达指定区域，目的已经达到，任务已经完成，政府允诺的原本就少得可怜的食品、物品供应几乎全部停止。这些饥寒交加、疲惫不堪的印第安人，要想活下去，一切得全靠自己了。 

        其他民族的印第安人都遭受了类似苦难。居住在阿拉巴马州的印第安人在迁移过程中死去一万多人。齐卡索（CHICKASAW）族人在
1818 年已经割让绝大多数土地给白人，但也只换来十二年平静生活。1830 年，美国政府要求他们放弃最后一片土地，全部迁走。抗争几年之后，齐卡索人还是被撵走，到达目的地后，这个民族几乎被摧垮了。 

        佛罗里达州塞米诺（SEMINOLE）人是所有被迫迁移印第安民族中反抗最激烈的，虽然他们是一个小民族，但非常勇敢执着，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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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沼泽中与美国军队对抗了七年，史称“塞米诺战争”，我会在下篇讲述这场以弱抗暴的战争。 

        七年中，有大约三千名塞米诺人被强行带离家园，然而美国军方作过统计，每带走两个塞米诺人，他们就要付出死亡一名士兵的代价。从来不肯服输的美国人最终放弃努力，今天，仍有大量塞米诺人骄傲地生活在佛罗里达州他们祖先的土地上。 

        被迫迁移的印第安人中，苦难最深重的，是切诺基（CHEROKKE）人。切诺基在北美所有印第安民族中，是第一大族，有久远的民族文化。在坚定的杰克逊总统支持下，佐治亚州武装力量和联邦军队冲进切诺基人首府艾可塔，捣毁当时全北美唯一的一家印第安报纸，《切诺基凤凰报》，这份报纸以切诺基语言出版发行。 

        美国军队建立临时集中营，把切诺基人圈起来，然后成批强行带走。这期间，大量切诺基人逃到北卡罗来纳州深山里，他们的后人有些至今依然在那里生活。绝大多数切诺基人于
1838 年春天开始，到第二年春天结束，全部被强行迁出。 

        迁移路上，酷暑、严寒、饥渴、疾病、强盗抢劫，这些悲剧不断重复上演，四千多切诺基人丧命。为了赶路，白人不允许死者亲人掩埋尸体，胡乱丢在路边，大量尸体腐烂后又导致传染病暴发，于是更多人死去。这条长达一千多公里、浸透切诺基人悲伤眼泪的迁移之路，被称为“泪之路”（Trail of Tears），北美不少著名文学家、画家，或写作，或绘画，描述这个悲惨历史事件。 

        印第安人迁移工作结束后，有正义的美国人向联邦法庭状告政府罪恶，法院介入调查。最后，递交法院的调查报告这样写道：在印第安人迁移整个过程中，发生大量政府官员欺诈

和侵吞政府发放给印第安人财物事件。这些官员串通起来，大饱私囊。他们贪污、行贿、受贿、互相做伪证、制造假文件、克扣钱财、发放腐烂过期食物和劣质生活用品给印第安人，并在事后用各种手段推托责任，逃避惩罚。这些卑鄙行为，直接导致大量印第安人在迁移路上死亡。 

        这份报告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黒其卡克报告》，由于杰克逊总统介入，报告当时没有向公众公开，很多年后，才被解密。然而已经没有人关注这件事了，美国人在抢来的土地上幸福地生活，感激并颂扬那位可亲可敬的“人民的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先生。 

        杰克逊晚年的时候，美国人民又送给他一个更加亲切的外号，“我们的老英雄”。 

 
 

 
 
 晚晚晚晚年年年年杰克逊杰克逊杰克逊杰克逊 

 
 
 
 
 
 
 



《流》第 13 期  Page 43 

 

 

Novel Series 《《《《Horse》》》》chapter 10 

(Steven Neu) 

 

 

 

 

 

 

 

Mah came back from Lhasa. He looked 

exhausted and sad.  

     I knew what to do for him. I bought two 

bottles of booze and Mah’s favourite food, 

and took them to his room. Mah didn’t even 

smile when he saw me. He just sat down 

poured himself a drink and drank it without 

saying a word.  

     Silently, we were done one bottle. Mah’s 

frown eventually folded. The alcohol was 

working! It was time to talk now. 

     “What happened? Is there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r girlfriend?” I asked. 

     Silence. 

     “Come on! Tell me!” I insisted. 

     “Lin asked me to marry her,” Mah finally 

said. 

     I laughed. “This is good news. Why 

aren’t you happy?” 

     “Yes, in the beginning, I thought it was 

good news. But when I asked her if her 

parents approved, she said no. She said her 

dad is happy what she is going to do. But 

her mom is firmly against us. She said she 

would commit suicide if Lin marries me. 

She warned that we could have a wedding 

and a funeral at the same time.”  

     “What a stupid woman!” I said. 

     Mah continued. “Lin said her mom was 

just bluffing. We could ignore her threat. 

However, not having a mother myself, I 

really don’t want to go against her wishes. 

She will be my mom after Lin and I are 

married. I told Lin to be patient. We could 

wait. We just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We 

have time. As long as we love each other, 

Steven Neu, the author of <<Elegy of 

American Indians>> published in Canada. He 

lives in Calgary with his wife, son, and dog 

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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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 mom would concede, sooner or later. It 

wa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 nodded. “I agree with you.” 

     “To my surprise, Lin kept on insisting 

that we get the marriage certificate. It didn’t 

matter what I said. She wouldn’t relent. She 

was so mad at me. She has never acted like 

this before. She is such a sweet natured girl. 

This is unusual. I realized something must 

have happened to her. I asked, but she would 

not tell me,” Mah said, frowning again, and 

swigged another shot of booze. 

     They reconciled the last night Mah 

stayed at Lhasa. They made love, over and 

over. She was completely naked on the bed. 

Her body was hot and shivering under 

Mah’s warm palms.  

     “Mah, if I was pregnant with your baby, 

would you marry me?” she asked with tears 

in her eyes. 

    His heart hammered painfully in his chest. 

He levered himself again and took her face 

between his hands. 

     “No, Lin! You are thinking about it in the 

wrong way. I will marry you. We will have 

a marriage certificate. We will have our 

baby, but just… not now.”  

     He held her tightly in his arms the whole 

night. 

     In the morning, Mah and Lin kissed 

goodbye. “Mah, I am yours. It doesn’t 

matter what happens,” Lin murmured. She 

cried again.     At that moment, Mah didn’t 

want to leave Lin alone anymore. He was 

worried and scared. Mah couldn’t afford to 

lose her. He would have nothing left in the 

world without her. 

       Mah soon found out what was bothering 

Lin. At the train station, several strong, 

young men surrounded Mah while he was 

purchasing his train ticket. Two of them 

were swarthy, Tibet natives with Tibetan 

swords hanging in their sheathes.  

     “What do you want?” Mah asked. 

     “Follow us!” a guy said. 

      “Why?” Mah said.  

     A native man pulled out the sword and 

pointed it at Mah. 

     “Follow us!” the man repeated, in a firm, 

cold tone. 

     Mah looked round and sized up the 

position and angle of these men standing 

around him. It was possible for him to 

quickly knock the man with the sword down 

and then run away. The guy who stood in 

front of the exit was very skinny. He could 

easily be taken down.   

     Just before Mah was ready to attack, he 

suddenly realized this must relate to Lin. 

Memories surfaced like movie scenes… She 

was so eager to obtain a marriage certificate. 

She was so mad at him when he turned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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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 She cried over and over when they 

made love… “I am yours. It doesn’t matter 

what happens.”... 

      After a few moments, Mah calmed 

down.   

     “I will follow you,” he said. 

     They walked out of the ticket hall. There 

were two cars parked outside. They guided 

Mah towards the cars. Mah noticed one of 

them had police licence plate. A strong 

uneasy feeling came over him.  

    What the fuck! Police? Government? 

    They pushed Mah into the second car. It 

took them almost one hour to arrive at a 

five-star hotel in a suburb of Lhasa. Mah 

knew the hotel was not for the public. This 

kind of hotel was built for high-ranking 

government officers only. There were cops 

patrolling the area 24 hours a day.  

     They took an elevator up to the 

penthouse and walked into a very luxurious 

suite. There was a sign “ Presidential Suite” 

on the door. 

     When they entered, a young man was 

sitting on the sofa and glared at Mah as he 

came closer.  

     “Boss! He is here. Our job is done. We’ll 

wait outside. Let us know if you need 

anything,” a guy said to the young man with 

respect. 

     “Good job! I’m gonna buy you guys 

dinner, and pussy tonight,” he said, smiling 

at them. 

     They laughed and left. 

     “Sit down!” he said to Mah arrogantly. 

     Mah ignored him. He stood tall and kept 

his eyes fixed on the man. 

     “It’s up to you if you wanna stand, man!” 

the young man shrugged.  

     “I know who you are. Your name is Mah. 

You are Lin’s boyfriend. Who am I? I am 

never scared to tell people my name. I’m 

Lew. To avoid scaring the shit out of you, I 

won’t tell you my family background. Now, 

listen carefully. I love your girlfriend. How 

much do I love her? I am willing to die for 

her,” Lew said, looking at Mah for a while, 

and continued. 

     “Did you hear what I said? I’m willing to 

die for her. I wouldn’t hesitate if I had to kill 

you to get her. Do you believe me?” Lew 

asked. 

     Mah didn’t say a word. He simply stared 

at Lew with a peculiar expression on his 

face.  

     Glancing at Mah, Lew took out an 

envelope and a sharp Tibetan dagger, and 

put them on the tea table in front of him. 

     “There is six thousand dollars in the 

envelope for you. How much do you make a 

year? Eight hundred dollars? One thou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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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way, take the money and leave Lhasa 

right now. Lin is mine! Do you hear me?”  

     Mah stood there like a piece of steel pipe. 

     “If you dare, I’ll give you one more 

option. Take the dagger to protect yourself 

when you come to Lhasa next time. Just 

don’t forget - This is Lhasa! This is my 

kingdom. Now, you choose - Take the 

money? Or the dagger?” Lew demanded. 

     Tons of powder mixed and exploded in 

Mah’s chest! The blast of the explosion was 

rising up through his body to the top of his 

head. He looked at Lew with fire burning in 

his eyes. 

     Mah could tell from Lew’s size he was a 

not strong man, not at all. Mah could easily 

smash him like pumpkin! Mah could grab 

the dagger, jump on him, knock him down, 

and cut his throat before his goons ever 

knew. 

     Mah measured the distance. He was a 

hundred percent sure that he could kill him 

within five seconds! 

     Kill him! Kill him! Kill him! 

     His desire was so strong. Mah’s body 

started to shiver. 

     Lew watched Mah shivering. He thought 

Mah was very scared. He gave Mah a 

contemptuous glance and said, “Be a man, 

Mah. Lin would laugh at you if she saw you 

like this. Now I know what kind of person 

you are. I feel sorry for Lin that she has you 

as her boyfriend. Take the money. Fuck off! 

Never come back!” 

     Just when Mah was going to jump and 

kill Lew, he suddenly heard a sharp cry, a 

cry from Lin, a cry from his heart. 

     “Don’t!” 

     The cry sent such cold shivers down 

Mah’s spine that he was frozen. He couldn’t 

move. 

     After a short while, Mah recovered. He 

looked at Lew square in the eyes. 

     “Listen you scumbag! Take back your 

fucking money and dagger! If you  so much 

as breathe on Lin, I will kill you. Trust me!” 

     As if struck by a flash of lightning, Lew 

was stunned. He sat there like a fool. He 

couldn’t believe his eyes. He couldn’t 

understand the change in Mah. What the hell 

happened? His face turned red. He jumped 

up, grabbed a glass, and threw it towards the 

TV.  

     “Bang!” Smoke spread from the screen.  

     “Fuck you! Mah!” Lew shouted enraged. 

“I’m gonna kill you right now!” 

     Just then, the door opened. The men 

outside rushed in and ran towards Mah.  

     Without any hesitation, Mah bent down, 

grabbed the dagger, jumped towards Lew, 

and knocked him on the face with his elbow. 

Lew went down like a lead brick. M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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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ped on Lew’s chest with his knee and 

pressed the sharp edge of the dagger against 

his carotid artery. 

     A man drew his gun, and pointed it at 

Mah’s head.  

     “I am a cop! Drop the fucking dagger - 

otherwise I’ll blow your head off! ” This 

guy was lying. Even though he wasn’t in 

uniform, he was a cop. 

     “Don’t shoot! This is not the place to kill 

this son of a bitch! Back off!” Lew shouted.  

     Lew was breathing and sweating heavily 

under Mah. His nose and mouth were 

bleeding. He stared up at Mah. “Well done! 

Mah! I swear to God. I will get you back! 

Now you can go!” 

     The people stood back and made a way 

for Mah.  

 

My heart dropped down to a deep, cold, and 

dark place after Mah finished his story. Both 

Mah and I drank and said nothing.  

      The air was frozen. Everything was still.  

     “You should let Lin know this,” I 

suggested, finally breaking the silence. 

     “No!” Mah shook his head. “She is a 

timid girl. I’m afraid she would be scared to 

death if she knew this. I am pretty confident 

that I’m the only man in her heart.  Nobody 

can take her away from me.” 

     “I believe what you say, Mah. But think 

about it, Lin was so eager to have the 

marriage certificate with you. Why? She 

probably knew she would buckle under such 

pressure from Lew without it,” I said.  

     Mah dropped down his head, and he 

swallowed his booze. I noticed his face was 

getting darker and darker.  

     “Lew is a very dangerous guy. If he were 

just the son of a high-ranking official, or just 

a mafia member, then this would not be so 

bad. However, he’s obviously involved on 

both sides. He can easily put you down 

using either the government or the 

underground.”  I looked at Mah, worried.  

     “Don’t fucking look at me like that! 

Don’t pity me!” Mah shouted, staring 

blankly at me. 

     He was drunk, very drunk.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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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版画版画版画) 英国女画家笔下的近代中国英国女画家笔下的近代中国英国女画家笔下的近代中国英国女画家笔下的近代中国 

 

 
 

Elizabeth Keith (1887-1956) ，was a Scottish 
artist whose work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her travels to Japan, China, 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Significant Holdings can be 
found at the Jordan Schnitzer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Oregon, Eugene。Elizabeth Keith 
was a self-taught artist making watercolors and 
drawings. And Elizabeth probably would never 
have become the artist we know today, if her 
sister had not married a publisher in Japan. 
 下面是 Elizabeth Keith用木版画记录下来的清朝至民国初期的中国，让我们看到原汁原味的昔日中国风貌，狭窄的街道，悬挂的招牌，叫卖的小贩，熙熙攘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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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石油石油石油 PETROL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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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火下的坚守和撤离山火下的坚守和撤离山火下的坚守和撤离山火下的坚守和撤离(佚名佚名佚名佚名) 

 

2016年 5月，Fort McMurray山火袭城，灾难牵动全加拿大，尤其是 Albert省石油人的心。我作为一名石油人，亲历火灾，感受到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的渺小，也感受到爱的力量，团结的力量，更难得地发现自己在困境下可以激发的潜能。 

1. 山山山山火突起火突起火突起火突起 漫长的冬季终于离去，厂区内绿草茵茵，成片的蒲公英金黄地盛开。进入 5 月，气温陡升至炎热，异常干燥。5 月 2 日，我结束一天的工作，远远望见地平线巨大的黑色云团，蘑菇状犹如原子弹爆炸，又像是楔状的龙卷龙卷龙卷龙卷风风风风。看到我诧异的眼神，同事讪笑打趣，“没见过啊，这是山火，很常见，每年都有”。转天，8 点，公司通知大家山火蔓延，学校提前下课，可提前返家照顾。我的主管回去照顾他的三个孩子，这是我在撤离前最后一次见他。有些人觉得山火司空见惯，没有提前离开，一切如常。 

 下午 3 点，对面销售组的女同事高声地叫到“Oh my God！”，她和几个同事正神色凝重地盯着电脑，火势已肆意蔓延，烧到几个住宅小区的边缘，警察要求附近居民尽快撤离。 

2. 快速逼近快速逼近快速逼近快速逼近的山的山的山的山火火火火 晚上 7 点，由于交通瘫痪，夜班的操作工无法赶到现场，我住的离现场最近，毫不犹豫马上回到现场帮助已经连续工作了 12 个小时的操作员。途径晚上本应空闲的加油站，发现几条排着队的车龙，不详的预感闪过我的脑海。 到达办公室后，我与白班操作员 Brittney 会合，相视一笑，两个女的嘛，不会很尴尬。我们先开车去各个井场巡查，签发罐车进场许可证，与罐车司机聊了一会火灾情况，他说希望大火把他的房子烧掉，我惊讶了！原来他的房子早该维修保养了，如果烧掉了，可以用保险盖个新房子。而
Brittney正好相反，她的房子是结婚刚刚买下的新房，里面的家具电器一切都是新的，她开始担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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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电脑房后，Brittney 查看手机，然后哭了出来！我赶紧给她一个拥抱，告诉她没事的，一切都会好的。她的眼泪象泉水般涌出，泣不成声地说，“我老公刚刚给我发短信，他已经带着一些证件和食品撤离了，可是走得太匆忙，家里还有我们最爱的家庭成员，两只猫和一只狗，而现在火势已经蔓延到我家房子附近，怎么办啊！”说完又嚎啕大哭起来，我的心也跟着抽搐，但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看到我们这副情形，不远处的一个工人高声说，“别哭了，只要人安全，什么都不是问题。我的房子已经烧成废墟了，那可是我爸爸生前一点一点亲手盖的房子啊！” Brittney终于停止了哭泣。我们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中煎熬到凌晨交班。 回到住处时已经凌晨 1 点了，一开门，眼前的景象吓了我一跳，地上睡着好多陌生人，基本都是带孩子的妇女，桌上堆满了矿泉水和食品，原来是房东主动开放自己的家，接待这些撤离的人们。这一夜，伴着孩子的哭声，时不时的敲门声（房子在路边，陆续有人进来寻求帮助要水，食物或打电话，充电），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3. 山山山山火火火火下的下的下的下的坚守坚守坚守坚守 

5 月 3 日早 7 点，刚到办公室，即刻收到撤离通知，火势已然失控，所有非紧要工作人员 9 点半撤离。生产部门只有我一个工程师仍在现场，不能撤。于是，我抓紧运行生产日报，观察问题井的生产，调整低效率井的参数，仍按时与卡尔加里总部开早会，总部工程师还没意识到火灾的严重，提议要提高产量，我告诉他们有可能所有井需要关停。走出会议室，碰见正在撤离的同事，催我一起撤，然而我还不能离开。回到办公室，才感到周围出奇的安静，安静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我判断安全关停生产流程可能马上发生，于是开始根据井的含油量，离油水处理中心及主管线的距离列出关停顺序，并熟悉紧急关停的所有规程及步骤。中午，我租住的小镇由于火势持续南移，也要求强制撤离，大火离现场很近了。下午 4 点，现场经理要求我立刻关停所有运行的井，设备及蒸汽，请我给所有管理层发出正式邮件，并附上紧急关停规程，我建议按照优先顺序关井，减少产量损失，然而总经理说撤离时间不允许，7 点之前，所有人必须撤离现场，他看看表，说还有 2小时 40分钟，赶紧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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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出已拟好的邮件，启动 100 多口井和现场手动阀及排水阀的关停程序，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中控室，楼道里回荡着我跑步的回音。中控操作员是位已经 60 岁的老者，已经疲惫不堪，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我们再咬牙坚持一下，现在开始一起关停所有井和蒸汽，从 Pad 1 开始！”大约关了 30多口以后，他握着鼠标的手开始发抖，而且抖得很厉害，以至于无法点击正确的选项。我犹豫了一下，说道，“让我来吧，特殊时刻，我可以的，你去用电台指挥现场操作工把指定阀门关上，排水阀打开。”这样分工后，大大提高了效率，与此同时，其他区的操作员也在紧张地关停中，感觉周围的空气和时间都凝固了。到了 6 点，所有采油井已经关停完毕，开始关停蒸汽井和蒸汽管线。当时针快要指向 7 点，我们完成紧急关停任务。现场经理走过来说，“感谢你的辛苦工作，时间很紧迫，你开车赶紧撤离吧，我们会留下 3 个人在现场，如果有紧急情况，会有直升飞机撤离我们，你连夜开到埃德蒙顿到公司预定的酒店休息一下，别忘了出厂前，把油加满，路上小心。” 

4. 一一一一路向南路向南路向南路向南 空气里已弥漫着山火焦灼的味道，我给家人报了平安，减消他们的担忧，然后开着自己的 F150飞驰在森林路上，路过我的住处，已经没有时间了，尽快逃离火海的想法占据了我的大脑，但还是情不自禁地回忆了一下有可能被烧毁的重要“家当”，好像有几本参考书和几瓶新买的化妆品。。。 

 再回过神来的时候，突然发现前方母鹿带着小鹿正在过马路，我紧急刹车，它们好像也在忙着撤离，快速跳进了路边的丛林。我吓出一身冷汗，也顿时清醒了不少，握紧方向盘，继续前行。路过大湖，一眼望见冲天的浓烟，像步步逼近将要吞噬一切的魔鬼，浓烟中现出一个长着双眼的怪兽，对视的那一刻，我惧意顿生，手心冒汗，不禁加快油门，快速向前方驶去，离开大湖，感觉远离了魔鬼。 整个路上就我一辆车孤零零行驶着，不知多长时间以后，我觉得口干舌燥，才想起这一天几乎滴水未进，四下里看了看，只带了喝剩的半瓶矿泉水，豪饮而下，刚喝完又后悔了，应该省着点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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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行程没水喝怎么办啊？纠结中，一眼看见前方黑压压的烟，立刻觉得没水喝不是问题，赶紧逃离火海吧！ 

 天色渐暗，踩着油门的脚有点麻木，几次换成巡航定速，因为害怕自己打瞌睡又换回来。前后望去都没有一辆同行的汽车，只有对面偶尔驶来的警车和消防车。路两边有如世界末日，到处是耗尽汽油静静抛锚的汽车。我的心一直揪着，像木头人一样开着车，手机里的短信不停的响了几声，看了一眼，原来是同事给我发来的道路信息，告诉我千万别走 63号路，有起车祸造成路段严重堵车，另一个告诉我不要绕行走 2 号路，拥堵严重。到底听谁的呢，就让 GPS 选择吧，我甚至想，如果堵车还能遇到车队，不像现在我一个人开车，如果车抛锚，连求助的人都找不到。就这样跟着导航仪走了 63号路，一路顺畅，浓烟已经在我相反的方向，渐渐离我远去。 

5.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紧张的心渐渐平静下来，慢慢感觉到体力不支，饥肠辘辘，肩膀和脖子像针扎一样酸痛，我做了几个深呼吸，暗暗给自己打气，再坚持一下，趁着天还没彻底黑下来，多开一会儿，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我打开广播，开始听新闻，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新闻里报道山火继续蔓延且失控，全城撤离的消息让我暂时忘掉了疲惫和饥饿。不远处有一小片灯光，原来是高速公路休息站，里面停了很多超长货车，我必须休息一下了，刚拐进来，几个穿着荧光背心的志愿者，手里举着矿泉水，走到我的车窗旁，问我，需要水，汉堡和能量棒吗？我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我，我太需要水了，还有能量棒”。他们递给我两瓶水和两个能量棒，其中一个大男孩递给我一个用铝箔纸包着的汉堡，微笑着说，还是带上吧，你可以留着饿了再吃。我接过来，同样也微笑地说了声谢谢。在不远处停车休息时，我才看出来，这是父亲带着两个帅气的男孩从自家带来的水和食物发给撤离的人们。这些水和食物对我就像雪中送炭，补充了能量，温暖了心田。 再上路的时候，天已经漆黑了，很长一段路都没有路灯，对面的车逐渐多起来，明晃晃的车灯让我眼睛一阵阵眩晕。快 12点了，我的眼皮越来越沉，GPS 显示马上就到埃德蒙顿了。我在一家哈士基加油站的停车场停下，打算在车后座睡一小会儿，可是躺下后才发现夜里冷得出奇，我找到一件旧羽绒服，还有两大张遮阳膜，全都盖在身上。为了让家里人放心，我还是想天亮赶回卡尔加里，于是上了一个小时的闹铃。迷迷糊糊进入梦乡，满脑子都是浓烟和开车。在闹铃响之前，我依然被冻醒了，那就继续上路吧，一鼓作气开到了 Red Deer， 眼看离家越来越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加油，买了杯热巧克力，暖暖的喝下去，香甜和温暖伴随着我，迎着清晨壮美的朝霞，我终于驶在了熟悉的 Stoney Trail 上，望着远处此起彼伏的落基山，回家的感觉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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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stone XL 管道项目正式通过全部审批管道项目正式通过全部审批管道项目正式通过全部审批管道项目正式通过全部审批 (枫华视界枫华视界枫华视界枫华视界) 

 

11月 20号，对阿尔伯塔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这一天会被历史所铭记，因为一个

振奋人心的消息让全省都沸腾了：等待了长达十数年的 Keystone XL 石油管道项目，在

今天终于获得全部审批通过，将马上开工在即！ 

 

前几天，阿尔伯塔石油行业很多人都还是忐忑不安，因为 TransCanada公司原 Keystone

管道在美国的大漏油事件，大家都害怕这事儿会影响到新管道 Keystone XL 项目在内布

拉斯加州的审批，十年艰难谈判不会在最后关头给黄了吧？寝食难安艰难地熬过了难等的

三天，昨天一大早，传来了这个让全省沸腾的振奋好消息，Keystone XL管道项目终于拿

下最后一块版图，获得内布拉斯加州的建筑许可了！为了这一纸许可证书，阿尔伯塔整整

等了十年。 

 

 
 

根据 CBC 的报道，在今天早上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举行的投票大会上，投票过程还真的

是惊险重重，5个公共服务委员投票方，最后项目以 3票赞成 2票反对的票数，获准通过

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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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布拉斯加州审批投票会现场 

 

可是，虽然整体项目获准 OK 通过了，却不是按照 TransCanada 公司最乐意的方式。

Keystone XL项目提议的管道铺设线路被否了，反而是项目案中的预备替代线路获得了通

过。 

 

 

如上图所示，绿线为提议的最佳线路，黄线为预备的替代线路，获得许可的是黄线。黄线

在最佳线路的东北方向，与原 Keystone管道的线路更加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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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线路被否，这也给项目的开工建设过程增加了很多不定因素，因为 TransCanada 公

司只与最佳线路上的地主们进行了前期接洽，还并没有与预备线路上的各路地主们商谈赔

偿价格，更改线路后，只有 40%的地主是一样的，60%的新地主都出现在替代线路上，

这可能会给项目增加用地赔偿成本。但是，无论如何，这项对阿省石油出口有重大战略意

义的管道项目，历经了旷日持久的艰苦谈判，终于在今天算是正式打通了全部的建筑许可，

可以马上开工在即！ 

 

Keystone XL 管道项目，是从阿尔伯塔中部 Hardisty 南下，到美国沿途要通过北达科他

州，南达科他州，内布拉斯加州，堪萨斯州，俄克拉何马州，德克萨斯州，然后连接密苏

里州以及伊利诺伊州。 

 

 

 

这个管道项目，对阿尔伯塔油砂的作用可真的是重中之重，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催化剂，首

先会给阿省带来数千计的工作岗位，然后是每天至少 83 万桶的原油源源不断输送到美国

Steele city, 再从 Steele city 的既有管道可继续南下直接通向墨西哥湾。 

 

阿省省长 Rachel Notley 发文祝贺，她说，Keystone XL管道项目的获批，是全北美的一

个关键性的经济胜利。为阿尔伯塔油砂翻开了新的篇章，从此阿省石油将会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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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石油生产协会的 CEO Tim McMillan对这个消息表示大力欢迎，称赞这是全加拿大

的一个好消息。阿省能源局局长也发推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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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历史历史历史 | 渤海二号沉船事故渤海二号沉船事故渤海二号沉船事故渤海二号沉船事故(一点石油一点石油一点石油一点石油) 

 

1、事件简介 

 “渤海 2 号”钻井船是 1973 年由国外引进的一艘自升式钻井平台，由沉垫、平台、桩脚三部分组成，为大型特殊非机动船，用于海洋石油钻井作业。1979 年 11 月 25 日，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 2 号”钻井船在渤海湾迁移井位拖航作业途中翻沉，遇难 72人，直接经济损失达 3700 多万元。这是天津市、石油系统建国以来最重大的死亡事故，也是世界海洋石油勘探历史上少见的。 

  1979 年 11 月 25 日，从日本进口的二手船“富士”号更名为“渤海 2 号”的钻井平台，在完成钻井作业以后由原井位迁至航距 117海里的新井位。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一方面大张旗鼓提倡自力更生，一方面也在世界范围内积极寻找和购买海洋石油勘探开发装备。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海洋石油技术装备非常落后，短期内很难有所突破。它们表现得颇为“慷慨大方”，纷纷与中国做生意，“狮子大张口”，奇货可居。“富士”号就是这时购进的。 

2、突遇巨浪 

  为安排“渤海 2 号”迁移拖航任务，1979年 11 月 22 日上午，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总调度室负责人主持召开了拖航会议。会前，“渤海 2 号”曾自海上发来电报，告知平台上的 3号潜水泵落水，要求派潜水员打捞。 

 1979年 11月 25日，“渤海 2号”在降船时候，渤海海面上刮起了 7 至 8 级大风。但“渤海 2 号”是花外汇从日本进口的，抗风能力应当比国产的钻井船强。然而，这条二手船并没有给海上作业工人带来丝毫生命保障。 

当时船上未收到任何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警报，而在渤海湾阵风乍起乍落也是常有的事。因此，在现场的拖航领导小组还是决定让 8000马力的“滨海 282”拖轮带上缆，继续实施拖航作业。不料，风越刮越猛，到了晚间阵风达到 11 至 12 级。海浪随风起舞，有如排山倒海一般，整个大海都在翻腾。 

 “渤海 2 号”在风浪中颠簸摇晃厉害，一会儿向这边倾斜，一会儿向那边倾斜，凶猛的浪头一个接一个冲向甲板，扫荡着甲板上的一切。当时钻井平台上有 74 人，包括拖航小组现场指挥康于义、吴洪兴在内。钻井队长刘学在甲板上指挥抢险，人们都忙着加固甲板上的物件，并严防海水进入舱室内。但人之力怎么着也无法抵御海之力，几个巨浪扑上甲板，猛地将两只通风筒盖掀开，海水咆哮着从通风筒口涌入舱内，在甲板上形成巨大的漩涡。大家立刻抱来棉被堵漏，一床床棉被竟像一片片树叶被漩涡吞没。 

3、解缆救人 

 霎时间，底舱被灌进了大量海水，应急发电机也被淹没，整个平台漆黑一团。拖航指挥者显然意识到了眼前的危险，见甲板迎着风浪，舱内进水太猛，立即做出“滨海 282”拖轮调转航向的决定，企图让钻井平台高大的生活楼替甲板挡浪，不想事与愿违，就在扭身拐弯的过程中，“渤海 2 号”被狂风巨浪掀翻，沉入到了海底。 

 “解缆救人!”“滨海 282”拖轮接到了“渤海 2 号”发来的最后一道指令，拖轮上响起急促的警铃声。所有船员都来到后甲板，原本巍然高耸的钻井平台倏忽消失了，只能瞪大眼睛在黢黑的海面上搜救落水人员。船员好不容易见到漂过来一只救生筏，立即甩出一个绳索，有位落水者将这根救命绳紧紧缠在胳膊上，将其拉上来以后，救生筏又被海浪冲走，眨眼之间再也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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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发现船舷边有个落水者牢牢抱住一个防碰垫，迅速将其救起。此后，直到天光大亮，在“渤海 2 号”翻沉的附近海域再也没有找到一个生还者，包括出动海军军舰前来搜救，所捞起来的都是死难者的遗体。在该钻井平台上的 74 名海洋石油早期勘探者，唯有两人幸存下来，一个名叫王墨林，一个名叫阎学军。 

4、心里淌血 这次事故轰动海内外。国家财产蒙受重大损失，72 名朝夕相伴的弟兄突然被大海吞没，死难者家属在海边呼天抢地的哀哭，让每一个海洋石油人心里都在淌血。作为主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在得知“渤海
2 号”钻井船翻沉的报告后，受到极大的震动。 康世恩一面向李先念副总理做了汇报，一面要求石油部迅速查明翻沉原因，处理好善后工作。以后他又多次听取汇报，指示石油部领导严肃对待这一重大问题。他认为，自己多年来领导石油部工作，出了这么大事故，造成这么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自己是有责任的。他从内心里深感内疚和痛苦。 国务院会议在听取石油部和其他有关各方的报告后，决定接受宋振明的请求，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解除石油部部长的职务;国务院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对这一事故没有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在国务院领导工作中负有直接责任，决定给予记大过处分。对于国务院的处分决定，康世恩深表拥护，并在国家经委党组扩大会议上就自己思想作风做了沉痛检查。石油部每个党组成员都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召集各主要油田的负责同志来京座谈，听取批评建议。宋振明还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向全国人民做了检查。 

社会舆论的谴责一时铺天盖地，国务院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和石油部长都被问责，海洋石油勘探局局长马骥祥等 4 名责任人被判承担刑事责任。很多直接造成这次事故的重要情节都被忽略了，“渤海 2 号”翻沉的深层次原因也没真正找准。 最关键的，当时的批判也好，审判也好，都缺乏应有的海洋思维，全是以陆上的常规思维推断海上发生的事情，并且是在沉船尚未打捞的情况下就匆匆做出了结论。几位被送上法庭的当事人，一想到 72 位死难弟兄就难过得不行，不管法庭怎么判都没有意见，也没深思发生这场灾难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 为使石油工业走出徘徊不前的困境，1982 年
2 月，中央决定康世恩回石油部兼任部长。“鉴于近两年来康世恩同志在石油工业部的工作卓有成效，国务院决定撤销对康世恩同志记大过的处分。”1982 年 6 月 15 日，国务院发出撤销康世恩处分的通知。这以后，国务院领导多次对康世恩讲，“渤海 2 号”事故以后不要再提了。 

5、水落石出 “渤海 2 号”翻沉后，社会议论兴盛。议论较多的是：“世界上那么先进的设备，咱中国人会不会用?既然没有把握用好，就不要去浪费国家有限的外汇和人民的血汗钱嘛!”为了从技术上弄清“渤海 2 号”翻沉真相，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打捞“渤海 2 号”沉船，委托有关权威部门进行模拟试验，组织有关专家在青岛现场进行分析。 

     经过一年多的奋战，1982 年 7 月，交通部烟台海难救助打捞局，终于将“渤海 2 号”钻井船分割成十大块打捞上岸。 

1982 年下半年，六机部 702 所、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船舶科研中心、海洋石油勘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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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等有关科研单位，对“渤海 2 号”翻沉进行了反复的实物科学技术鉴定、船模试验和电子计算机试验，基本查清了该船翻沉的真实情况，与船体未打捞前的分析有很大的不同。 其一，从打捞的实物证实，全船甲板上共有
10 个通风筒，被风浪打掉 4 个，大量海水涌入泵舱、机舱，动力机械停止运行，无法排水，造成船体负荷迅速增加，丧失了稳定性，导致在风浪中沉没。 其二，船体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该钻井船是 1968 年日本制造的，主甲板通风筒设计很不完善，通风筒的船体基底太低，没有风雨密封关闭装置，通风管道没有水密封舱隔离阀。其心脏舱室——机舱、泵舱又毫无遮蔽，是一个没有隔离间的通舱，也没有设计应急的排水系统和发电设备。这种设计缺陷，造成通风筒一旦破损，海水涌入后就毫无低挡能力。 其三，中国船舶科研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学经过船模试验和计算证实，“渤海 2 号”当时拖航状态的完整稳定性和干舷(船体露出水面部分)，均大于规范规定和该船载重证书安全标准。当时拖航状态按计算可抗 12 级台风，如果 4 个通风筒不被打掉，或打掉后有密封装置，是不会在 10级大风下冲击翻沉的。 

6、石破天惊 

 “一条不合格的钻井船，在渤海湾翻沉”。有关权威部门通过模拟试验得出结论。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导致这次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座进口钻井平台存在致命的缺陷。该船在日本使用期间就曾出过事故，被卖主刻意隐瞒下来。 

其中直观就能发现的重大破绽，整个底舱连一堵隔水墙都没有，以致两个通风筒盖被掀掉，整个底舱立刻成了水舱。 “人在船在。”生还者王墨林和阎学军介绍说，当时整个平台上的人都抱定决心，采取了一切能够采取的抢救措施，最终葬送在日本制造厂家这个不可饶恕的疏忽里。按理说，当时也应该理直气壮地把日本人拽上被告席，依法索赔中国蒙受的惨重损失。可是在那个封闭的年代，我们既不懂得用国际标准衡量这件二手货是不是合格产品，也不懂得捍卫购买者享有的权益，甚至连索赔的意识都还没建立起来。 

 参与青岛现场沉船调查的一位技术人员说，还有一个被忽视的鲜为人知的重要细节。该船在翻沉之前，曾经进行过一次大修，紧固甲板上通风筒盖的螺丝，公扣与母扣相差了一个型号，以陆上的眼光和经验来看，重以吨计的通风筒盖存在这么一点微小差距不会有啥问题，而凶悍无比的海浪恰恰瞅准了人们用肉眼看不到的这一丝缝隙，将通风筒盖彻底掀开，应了“蝼蚁之穴溃千里之堤”的古训。 

7、教训深刻 

 当然，“渤海 2 号”翻沉确是一起事故。从主观上讲，由于当时海洋石油队伍初建，技术素质低、经验不足，缺乏在危急情况下的应变能力，加之管理不严，准备工作不周，拖航前掉在沉箱上的潜水泵没有捞出，船上钻具没有按规定卸载等，都是影响安全的重要因素。 

 造成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拖航时没有打捞怀疑落在沉垫舱上的潜水泵，以致沉垫与平台之间有 1 米的间隙，两部分无法贴紧，丧失了排除沉垫压载舱里的压载水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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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得“渤海 2 号”载荷重，吃水深，干舷低，稳性差，破坏了“渤海 2 号”拖航作业完整稳定性的要求，严重削弱了该船抗御风浪的生存能力，违反了该船制造厂制定的《自升式钻井船使用说明书》的规定，也违反了海洋石油勘探局制定的《渤海 2 号钻井船使用暂行规定》中关于拖航应排除压载水的规定，不符合拖航状态的规则和要求。 还有一个让康世恩后悔莫及的细节。他在国家酝酿对外开放海洋石油的时候，曾赴美国墨西哥湾考察美国钻井平台，看到美国钻井工人都穿着密封防寒的救生服，立刻想到“渤海 2 号”死难的弟兄，一个个打捞上来，都蜷曲着裹在冰甲一般的棉工服里。他痛心地说：“要是早知道国外有这种防寒救生服，给每个出海人员都配上一件，落海的钻井工人也许有很多能活下来。”此外，在危急情况下，全船职工奋力抢险，没有排水设备，就用人力往外舀水。没有人想到逃生，一心想的是抢救国家财产。“人在阵地在”，是大家共同的信念。国外通行的做法，海上遇险都有弃船规定，在排险无效时船长可以下令弃船，以挽救船员生命。而中国海洋石油作业当时没有这种规定。由此可见，当时对海上遇险的紧急应对措施，从思想观念到具体操作，都有不当之处。这是用生命换来的深刻教训。 

8、奋起前行 

 闭关锁国，使得我们的海洋石油队伍下海之后仍然不识海，走了许多本来可以不走的弯路。中国的海洋石油，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了一个悲壮的时代。“渤海 2 号”事故后，康世恩和石油部领导人正确对待国务院给予的处分和批评，不但没有灰心和消沉，反而以更大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信念，从事石油工业的振兴。 

康世恩、唐克、焦力人、张文彬、秦文彩等，多次要求海洋石油职工正确吸取教训，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安全规程，健全生产指挥系统，确保海上石油作业万无一失。 他们提出决不能因为出了事故就迟疑不前，顾虑重重，在安全前提下，要敢打高压井，打好高压井，把海洋石油资源开发出来。在他们严格要求和具体领导下，海洋石油渤海前线钟一鸣、赵宗鼐等负责同志和石油职工放下了思想负担，讲求科学，讲求安全，讲求效率，使中国海洋石油勘探和开发，在困难中奋起，在合作中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980年 8月 27日石油工业部公布了“渤海 2号”钻井船翻沉事故遇难人员名单： 刘学、丁公社、马明、王敦清、王之全、王志辉、王文德、叶先福、史光照、田立全、米觉初、刘鸿智、刘建智、刘建英、刘志斌，刘运智、刘志斌、关学坤、任心健、齐文锁、杨再武、杨光华、杨万山、李华林、李富成、李金元、李寿兴、李凤鸣、李杰、李亦明、李庆生、吴连福、吴水静、吴良木、沈明宜、毕玉民、张长喜、张福传、张俊成、张荣花、张国民、张希亮、张春利、张江平、陈文斌、陈津生、陈淑良、陈道怀、周其福、胡卫生、赵相国、范林、范立全、郑阳、侯文彬、徐德胜、秦栋梁、高阳、高建中、桑根深、顾翌、梁福龙、康于义、黄印、黄新兴、蒋兰华、蒋家坤、葛春生、鲁根山、路时俭、靳湘启、解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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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石油结缘记美元石油结缘记美元石油结缘记美元石油结缘记（（（（中国石油中国石油中国石油中国石油）））） 

 目前，全世界只有 0.01%的央行外汇储备是以人民币形式持有的，相比之下美元所占的比例为 60%，而欧元则为 25%。可见美元在经济领域的压倒性地位。美元之所以是世界储备货币，主要原因之一是它在全球石油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石油美元体系令美国能借到更多钱，同时也让美元的价值相对高于大多数货币。那么，美元石油体系是怎么形成的呢？ 用美用美用美用美元绑架元绑架元绑架元绑架石油石油石油石油 

1971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紧接着，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全球油市剧烈动荡。此间，美国与沙特单独签订了一系列“不可动摇”的秘密协议。沙特同意：“继续将美元作为出口石油唯一的结算货币，并且沙特购买美国国债。”作为交换，美国将保障沙特王室的统治和领土安全。 

 沙特进入全球石油权力结构体系的核心区域，并获得硬通货货币的稳定收入。沙特是世界第一大石油出口国，这项协议过后，OPEC 其他成员国不得不跟着接受了这一协议。 

从此，美元与石油“挂钩”成为全世界必须接受的现实。任何想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都必须把美元作为储备。 石油美石油美石油美石油美元体系元体系元体系元体系的的的的巩固巩固巩固巩固 其后，欧美推出的各原油期货也均与美元挂钩。 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分别于 1983年和 1988年推出 WTI和 BRENT原油期货，使用美元作为计价、交易和结算的货币。这两种期货，因交易量和影响力巨大，成为美国和欧洲的基准原油合约，进一步强化了石油美元体系的稳固度。 这种对美元的长期依赖，让石油输出国和消费国都必须有大量美元储备，石油输出国手握大量美元，却只能再投资到美国经济，中东诸国一方面在为美国经济的繁荣作贡献，一方面还得承担美元贬值的风险。美元与石油的捆绑愈发显得“亲密无间”。 

 各国的各国的各国的各国的破局尝试破局尝试破局尝试破局尝试 欧元的诞生，曾让欧佩克及消费大国萌生过摆脱被美元绑架的想法。 

2000 年，伊拉克改用欧元为石油贸易计价；
2006 年伊朗建立了以欧元为交易和定价货币的石油交易所；委内瑞拉更是直接以石油和十几个拉美国家建立了“易货贸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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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和日本则都在本国建立石油交易所，开始推广本币作为支付结算的货币。除了日本是希冀东京工业品交易所推广日元之外，其他石油输出国的脱钩美元尝试，均带有强烈的政治反美色彩，而曾经稳如泰山的石油美元地位，似乎正在一点一点受到威胁。 

 石油美石油美石油美石油美元元元元意意意意义非凡义非凡义非凡义非凡 如果石油美元崩溃，最可能发生的一件事就是利率上升，这将导致浮动利率债务成本的提高，从而促使企业和消费者减少开支，以偿还债务。对消费者来说，他们可能被迫减少开支，因为他们的债务将增长，但收入却不会。这一现象直接会引发零售业增长放缓。利率也有可能在石油美元崩溃的情况下保持稳定，这将是因为美联储进一步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印钞机加速运转，印出更多的美元来购买美国国债。 

 

石油美元崩溃将可能导致的第二件事是美国通胀率的上升，受影响最明显的将是进口货物的价格，这是由于货币估值导致的。在石油美元崩溃的情况下，国际市场对美元的需求降低，导致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的价值降低，这就意味着更多的美元才能跟某种特定货币价值相当。想想美国市场上有多少进口货物，就知道冲击会有多大了。 短期来看，作为金融市场最发达的国家、主要的石油进口国和石油工业实力最强的国家，又拥有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货币，美国主导建立的石油贸易体系仍会继续存在。不过从长期来看，石油-美元贸易体系面临的挑战必然是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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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石油石油石油行业行业行业行业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2016 表现表现表现表现（（（（石油石油石油石油 Link）））） 

 中国石油（预估利润下滑） 

2016 年预计归属公司股东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 70%-80%，大约在 71 亿
-107 亿人民币之间，约合 10 亿-16 亿美元。在几乎所有石油公司的业绩都在恶化的情况下，中国石油 2016 年第二季度却逆势扭亏为盈，在石油企业当中实属罕见。尽管如此，在油价持续低迷的情况下，特别是上半年油价较 2015 年同期降幅较大，2016 年中石油的盈利仍然遭遇了大幅下滑。 埃克森美孚（利润跌幅过半） 利润：78 亿美元，同比降低 51.5%。营收：2260.94 亿美元，同比降低 15.9%。与
2015 年盈利 161.5 亿美元相比，作为国际石油公司巨头的埃克森美孚 2016 年的净利润跌幅过半，此外净利润的降幅超过营收降幅的
3 倍，第四季的净利润 16.8 亿美元同比也下降了 40%，足以看到低油价对于油公司的冲击之大。 道达尔（利润增长） 净利润：61.96亿美元，同比增长 22%。营收：1497.43 亿美元，同比下降 9%。在几大石油公司不是亏损就是利润下滑的情况下，道达尔的净利润达到了 61.96 亿美元，相较
2015 年 50.87 亿美元，增长了 22%；特别是第四季度盈利 5.48 亿美元与 2015 年第四季度亏损 16.26 亿美元形成明显对比。此外，在利润上涨的同时，道达尔的营收却下降了
9%，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道达尔业绩超出预期的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其应对措施改善了利润率。 

 

壳牌石油（利润大涨） 净利润：45.75 亿美元，同比上涨 136%。营收：2335.91 亿美元，同比下降 11.8%。
2016 年，壳牌收购英国天然气集团完美收官，因此壳牌在 2016 年的净利润达到了 45.75 亿美元，相较 2015 年大涨 136%。同样因此也拉动了股价的上涨。可以说收购英国天然气集团是壳牌打出的一张精彩的牌。 英国石油（扭亏为盈） 净利润：1.15 亿美元，扭亏为盈。营收：
1830.08 亿美元，同比下降 17.9%。当 2016年上半年 BP亏损继续扩大，外界纷纷表示悲观时，BP CEO Bob Dudley却表示乐观：“我们并不像一些人那样悲观。”BP 这一季度摆脱了墨西哥湾漏油事件长达 6 年的缠绕，终于松了一口气。”果不其然，百年老店实力犹存，年底实现扭亏为盈。 雪佛龙（第四季度同比扭亏为盈） 净亏损：4.97 亿美元，由盈转亏。营收：
1144.72 亿美元，同比下降 17%。与 2015 年盈利 45 亿美元相比，雪佛龙 2016 年的业绩滑坡较大。但第四季度雪佛龙净利润为 4.19亿美元，与去年同期亏损 5.88 亿美元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也印证了上半年 CEO Watson 的表态，雪佛龙面对低油价的冲击，将会做出的持续调整。 挪威国油（亏损减小） 净亏损：29.02亿美元，同比减亏 44%。营收：458.73 亿美元，同比下降 23%。受行业不景气的影响，挪国油连续两年出现亏损，不过 2016 年相比 2015 年大幅减亏。作为应对措施，本月初，挪国油完成出售加拿大艾伯塔省全部油砂业务。而更早前挪国油称，
2017 年公司的资本支出仍将维持在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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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10 亿美元的水平，同时计划进一步削减成本 10亿美元。 康菲石油（第四季亏损大幅缩减） 净亏损：36.15 亿美元，同比减亏 18.4%。营收：243.7 亿美元，同比下降 21.2%。尽管
2016 年康菲亏损达到了 36.15 亿美元，但康菲第四季度表现不错，亏损 0.35 亿美元，相比 2015 年同期亏损 34.5 亿美元，几乎是做到了盈亏平衡。正如此前面对质疑，康菲
CEO Ryan Lance 表示：“虽然面临着挑战，但康菲业务运营良好，打破了预期的产量、资本支出和运营成本。” 与其他一体化的国际石油巨头相比，作为独立石油公司的康菲面对低油价更为敏感，更能反应出上游的变化，而第四季度的大幅减亏也为石油业带来了乐观情绪。 斯伦贝谢（转盈为亏） 净亏损：16.87 亿美元，同比转盈为亏。营收：278.1 亿美元，同比下降 22%。2015年斯伦贝谢盈利 20.72 亿美元，是几家传统大型油服公司当中唯一盈利的，保持着油服业老大的荣光。而经历了 2016 年之后，斯伦贝谢也承受不住了，亏损 16.87 亿美元。不过斯伦贝谢 2016 年依然亮点不少，最精彩的应该是完成对卡梅隆的收购，2016 年度卡梅隆在营收上贡献了 42 亿美元，如果除去卡梅隆，斯伦贝谢 2016 年的营收下滑幅度将达到
34%。 哈里伯顿（亏损扩大） 净亏损：57.6 亿美元，同比增亏超过
700%。营收：159 亿美元，同比减少 33%。从数据上来看， 2016年哈里伯顿可能是遭遇了最不好的一年。不过在哈里伯顿 2016 年税前经营亏损的 76.3亿美元里有 40.6亿美元是由于与贝克休斯合并失败而产生的额外支出。

此外 2016 年第四季度，哈里伯顿亏损 1.49亿美元，大幅减亏，而且营收环比增加 5%，业绩向好。而哈里伯顿 CEO Dave Lesar 也表示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对哈里伯顿的业绩整体满意。 贝克休斯（亏损扩大） 净亏损：27.38 亿美元，同比增亏 38.6%。营收：98.41 亿美元，同比下降 37.5%。虽然获得了哈里伯顿 35 亿美元的“分手费”，
2016 年贝克休斯亏损仍达到了 27.38 亿美元，与 2015 年相比亏损幅度上涨近四成。想必曾经油服业的榜眼贝克休斯也不得不考虑如何壮大自己，抵御寒冬。于是 2016 年 GE 油气与贝克休斯上演了世纪大合并，强强联手。合并之后的新贝克休斯将会是斯伦贝谢王座最有力的争夺者。 威德福（亏损扩大） 净亏损：33.92 亿美元，同比增亏 70.9%。营收：57.49 亿美元，同比下降 64.1%。威德福，作为传统的四大油服之一，在这场石油寒冬里面显得举步维艰。不仅亏损从 2015 年的 19.85 亿美元扩大到 33.92 亿美元，上涨
70%，而且效力长达 30 年之久的威德福总裁、董事长 Bernard Duroc-Danner 宣布从威德福离职。Danner 带领威德福从一个小公司成长为如今世界最大的油服公司之一，功不可没。 中国油服双雄（预亏过百亿） 

1 月 20 日，中海油服发布 2016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预计亏损人民币 117 亿元左右，约合 17 亿美元。1 月 21 日，石化油服发布 2016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预计亏损人民币 160.8亿元，约合 23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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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油田开发深度调查全球油田开发深度调查全球油田开发深度调查全球油田开发深度调查（（（（石油圈石油圈石油圈石油圈）））） 

 
2016 年是全球原油勘探开发活动最惨淡年份之一，而且到现在也没有明显的复苏迹象。但低油价对世界各个区域的影响程度不一，北美区块受挫严重，南美洲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在市场如此萧条的当下，Apache 公司在西德克萨斯州发现巨型油藏的消息无疑为行业打了一剂强心针。中东仍然是原油勘探开发活动最活跃的区域，而前苏联成员国，特别是俄罗斯，也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量。为维持产量世界第一的地位，俄罗斯不断进行钻井作业。总的来说，2015 年的全球钻井数比
2014 年降低了 30%。由于去年全球原油产量增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3%（根据历史数据，平均年增长都是 1.0%到 1.5%），油价也毫无意外的持续处于低位。与此同时，全球石油储量保持在
1.653万亿桶；天然气储量上升了 0.2%，达到了 7108.1Tcf.（万亿立方英尺）。 
 

2016 年全球钻井数减少 28.5%，降至 51008 口井。但是如果把美国排除在外，全球的钻井数将只下降 13%。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球的钻井数只比两年前美国的钻井数多了 4000口。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以下一些关键点：1， 美国钻井数占全球总数的 28.2%，去年这一数字是 40.4%，而在钻井活动的白热化阶段这一数字是 46.5%。2， 在 2016 年，中国的钻井数量首次超过美国。预测全球四大钻井国依次是：中国（15800 口），美国（14430 口），俄罗斯（7595 口），加拿大（3515口）。这四个国家总共要钻 41340 口井，占了全球钻井总数的 81%。2015 年这一数字是 82.9%，
2014 年是 86.2%。3， 俄罗斯去年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生产商，产量达到了 1064 万桶/天；紧随其后的是沙特阿拉伯，产量是 1020 万桶/天；美国维持第三的位置不变，产量为了 942 万桶/天，但是相比 2014年，美国的产量提高了 70万桶/天（8%）。4， 美国原油储量还在持续增长，但是增长速度已经放缓，并且在 2016年末停止增长。美国原油储量从 2009年的 205.54亿桶增长到了
2014 年末的 399.33 亿桶（数据来源：EIA），增长了 94.3%。去年增长已经放缓，大概只有 405亿桶。以下是对于各区域的调查数据及预测数据。 
 北北北北美美美美：：：：去年，北美钻井活动快速减少，钻井数减少了 41%。预计今年将会减少 47.7%，降至 18117口井。同时，由于 2011-2014年北美钻井数的持续增加，16 年北美区域的原油产量将会上升 4.3%，增至 1545万桶/天。 

 加拿大：加拿大石油行业陷入衰退之中，期盼已久的复苏迟迟未到，行业分析师认为加拿大的形势已经触底。尽管已经有一些复苏的迹象，但问题是衰退还要持续多久?去年，加拿大原油产量提高 2.9%，平均产量达 367.2 万桶/天；原油储量下降 0.6%，天然气储量下降 1.5%；钻井数下滑
52.3%至 5286口。今年，我们预测加拿大的钻井数要继续减少 35.9%，降至 3515口。 
 墨西哥：尽管墨西哥发现了 5 年来的最大油藏，其中包括靠近 Cantarell 油田浅水区域的四个新油田，但 Pemex（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的勘探开发活动在持续下降。2015 年 7 月浅海开采许可竞拍的结果十分令人失望，与此相比，墨西哥在陆地油田方面的拍卖结果就显得成功不少。墨西哥成功卖出了 25 个开采合同，分别卖给了墨西哥公司、加拿大公司、美国公司和荷兰公司。2016年 12月，该国将开始竞拍深水区块。但是，Pemex的合资计划和增产计划仍然没有实现。事实上，像其他公司一样，Pemex 当前要做的仅仅是在这次低谷中生存下去。总体上，墨西哥的钻井数预计在今年将减少一半，产量要比去年减少 6.7%，原油储量将下降 3.1%。 
 美国：去年，美国勘探开发活动的降幅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而今年更是如此，预计会创下历史记录。2015 年，美国钻井总数只有 28842 口，相比 2014 年下降了 38.9%。美最大活跃区块是
Permian 盆地，即使桶油成本达到 37 美元/桶，该地区开发商仍能盈利。预计油气储量方面，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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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原油产量将上升 8.0%，达 941.6 万桶/天；原油储量将上升 1.4%，达 405 亿桶；天然气储量将下降 1%，至 365万亿立方英尺。 
 南南南南美美美美：：：：连续的低油价沉重打击了南美运营商，现在该区域的钻井活动已经进入了全面衰退期。去年，钻井数已减少 5.5%，预计今年还要降低 32.9%。由于 2011年到 2014年，南美洲钻井数量很大，巴西和哥伦比亚的产量在持续上升，但是上升的速度在放缓。总体上，南美洲的原油产量稍有提高，达到了 771万桶/天。 

 巴西：根据官方数据，2015 年，巴西的原油产量上升了 8.1%，达 243.7 万桶/天，这些增长主要来源于巴西海上的盐下层系油藏。巴西国家石油公司 Petrobras宣称，一些盐下油井现在每天超额生产 30000 桶的原油，是巴西原油产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去年，由于 santos 盆地 Petrobras旗下 Lula 油田、Libra 油田、Sugar Loaf 油田的一些新井投入生产，盐下系原油生产量达到了创纪录的 865000 桶/天。对于 Petrobras 的贿赂和洗钱案的调查依然在继续，这使得 Petrobras 无法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这些丑闻使 Petrobras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投资计划，同时实行一些资产拆分项目来增加资金流。巴西前总统 Dilma Rousseff 因违反预算法案掩盖国家赤字而遭受弹劾。她的继任者是Michel Temer，前巴西副总统。Michel Temer来自与 Dilma Rousseff不同的政党，从而结束了左翼工人党长达 13 年的掌权。去年，巴西石油探明储量下降了 19.5%，降至 130.24 亿桶；天然气储量的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 82.6%，增至 30.37Tcf。同年，钻井数增长 17%，但是 2016 年预计将急剧减少 50.7%，总数降至 332口。 
 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油气产业占全国 GDP 的比重为 25%，其政府声称他们的原油储量为世界第一，但许多独立分析师却不以为然。尽管如此，委内瑞拉仍然蹒跚而行，以世界最大原油出口国之一的身份赚取着他们的硬通货。然而已经持续了两年的低油价严重影响了委内瑞拉的勘探开发活动。去年，委内瑞拉的原油产量是 286.3 万桶/天，下降了大约 36000 桶/天，因此有人认为委内瑞拉的原油行业即将崩溃。2015年，委内瑞拉钻井数下降了 4%，预计今年将继续下降 9%。 
 哥伦比亚：尽管哥伦比亚由于许可证延期发放引起了诸多问题、叛军袭击输油管道事件时有发生、社区被封锁、地震数据也被窃取，但该国的上游区块正因委内瑞拉专家的加入而蓬勃发展。这些行业老兵为了摆脱自己国家的压迫而选择在哥伦比亚工作。去年，哥伦比亚的原油产量上升了
1.6%，增至 100.6 万桶/天；钻井数减少了 43%，预计今年会进一步减少 69%，降至 21 口。尽管如此，在南美近期发现的油藏中，哥伦比亚仍然占有相当大的份额。2015 年，GeoPark 在 Llanos 

34 区块钻探井 Chachalaca-1 后，发现了一个轻质油藏；同年 9 月，GeoPark 在 Llnaos 流域发现了另一个油田。 
 西欧西欧西欧西欧：：：：西欧受低油价冲击比较严重，钻井数在 2015年减少了 6.2%，预计今年将减少 20.3%。由于
2014年的钻井数量多，2015年西欧地区的区域产量上升了 5.1%，达 293.2万桶/天。 

 挪威：正如它的邻居和竞争对手一样，挪威也正饱受持续低油价的困扰。大量的开发项目不是被延迟就是被取消，原油生产商也忙于保持现有油田的盈利。根据挪威财政部的数据，石油公司的总体投资预计将至少降低 11%。但是，一些油田项目还在继续。挪威国油（Statoil）执行副主席
Tim Dodson表示，statoil将会继续执行在 Barents海的开发计划，必须从勘探项目中找到新的能够盈利的开发项目。现在行业需要做的就是从最高质量的油藏中生产高质量的原油，因此我们要继续勘探。在挪威第 23 轮拍卖许可中，Statoil 在 Barents 海获得了五个区块。其中一块是在 Statoil已有的区域里，其他四块都在 Barents海东部，位于较偏远地区。Statsoil预计 2017年开始在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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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钻井。总体上，挪威的钻井数在 2015 年增加了 14.2%，但是预计今年将减少 13.7%；原油产量上升了 3.1%，平均约为 161 万桶/天；由于近年一系列油藏的发现，原油储量比去年升高了 28.6%。 
 英国：英国官方普遍关注如何复苏英国北海和毗邻水域的勘探开发活动。英国原油管理局（OGA）局长 Andy Samuel 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以期活跃海上区块的勘探开发活动。Samuel 说道：“英国现在的监管制度很有竞争力，这一点不需要改变。通过听取行业意见，我们决定努力改善许可政策混乱不清的情况，到中期阶段，我们要逐步提高地震数据的可利用性。”在最近的
Wood Review 中，其中一个核心目标就是推进运营商与服务商的更多合作。Samuel 说：“我们需要向挪威模式学习，他们在技术合作上做的很好。我们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做得更好：保持资产完整性、降低建井成本、数字化和数据化、老井退役等。”同时，OGA 肯定了 2015 年 8 月在英国北海中部 Culzean 油田的开发活动。Maersk 集团运营的高温高压油田是最近十年内发现的最大油田，在 2020 年该油田的产量能够满足全英国需求量的 5%。英国政府和运营商已经成功延缓了英国原油产量的下降，去年英国的原油产量增加了 13.4%，平均为 93,8020 桶/天。但钻井总数降低了 8%，预计 2016年钻井总数将再减少 38%。 

 东欧东欧东欧东欧/前苏联成员前苏联成员前苏联成员前苏联成员国国国国：：：：为了维持高产，俄罗斯持续地增加钻井活动，去年整个地区的钻井数增加了
4.6%。今年，东欧钻井数预计将减少大约 3%，只有俄罗斯和克罗地亚的钻井数能大致与去年持平。同时，整个地区的原油产量上升 0.9%，达到了 1364.1万桶/天。 

 俄罗斯：连续十年，俄罗斯都是世界最大的产油国之一。去年，俄罗斯的产量达 1064 万桶/天（增长了 1.4%）。然而，俄罗斯的天然气产量下降了 1.35%，降至 581亿立方英尺/天。今年，俄罗斯的原油储量预计将增加 1.4%，增至 854 亿桶。天然气储量将保持平稳，总计约 1736.7 万亿立方英尺。得益于 Rosneft 的扩张，去年俄罗斯的钻井数增长了 9.9%；今年的钻井数预计将减少
1%，总计 7595 口。然而，在其勘探开发领域并不都是好消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促使欧盟和美国开始制裁俄石油行业。这些制裁对俄罗斯的油企及其投资者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自 2014年
3月华盛顿开始实施制裁以来，俄罗斯最大原油公司的市值就在不断下降。 
 其他前苏联成员国：去年，除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前苏联成员国的钻井数降低了 20%，只有 582 口。今年，预测钻井数还会继续降低 22.7%；14个前苏联成员国的产量约下降 0.7%，合计 283.2万桶/天；原油储量将增加 2.2%；天然气储量将增加 0.3%。在这些国家中，哈萨克斯坦的产量轻微下降，从 163.2 万桶/天降到 162.6 万桶/天。阿塞拜疆平均产量达 83.4万桶/天，下降 1.1%。陆地和海洋的钻井数总共有 196 口，减少 14%，接近我们去年预测的 200 口井。预测今年钻井数大概约 175口井。 
 非洲非洲非洲非洲：：：：2015年，除阿尔及利亚外，非洲主要产油国的钻井数目都有所下降，钻井总数下跌 19%。今年，整个非洲的钻井数预计将下降 28.2%。由于现存油田的开发项目没能及时上线，而新项目延迟或进展缓慢，非洲的原油产量已经连续第二年下降。 

 尼日利亚：尼日利亚最近几年的日子很不好过，无法继续巩固它在国际原油行业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作为世界上第十二大原油生产国、第八大原油出口国，其探明储量排世界第十一位。现在，由于投资减少、国内冲突和腐败不断，尼日利亚的石油产量不断减少。今年 5 月，一个合资海上平台遭到袭击，雪佛龙紧急停掉了将近 90000 桶/天的产量。由于最近袭击事件不断，油企正将尼日利亚三角洲的陆地和浅水油田挂牌出售，而这一区域是尼日利亚最重要的原油产地。转而，他们加大了对深水油田的投资，以期远离激进分子的骚扰。去年，尼日利亚的钻井数减少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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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今年将进一步减少 36%。并且，原油生产量预计降低 3.9%，降至 210.3 万桶/天；原油储量降低 359亿桶；天然气储量降幅不到 1%，达到 180.9万亿立方英尺。 
 安哥拉：作为非洲第二大产油国，安哥拉的产油量上升了 7.1%，达到 182.5 万桶/天；原油储量维持在 95.8 亿桶；天然气储量维持在 12 万亿立方英尺。去年，安哥拉的钻井数下降了 20%，降至
181 口。今年，钻井数将进一步减少 25.4%，将至 135 口。安哥拉第一个深水油田是在 1999 年投入生产的雪佛龙 Kuito油田（区块 14）。自那时起到现在的 17年中，道达尔、雪佛龙、BP、埃克森美孚已经陆续上线了其他的深水油田，而且正在开发新的深水项目。在未来 5年到 10年内，将有 8个海上开发项目上线，开发商和预计投产的时间如下：Mafumeira Sul项目，雪佛龙，2017；
East Hub项目，Eni，2017；Kaombo Â项目，道达尔，2017；Cameia项目，Sonangol，2018。 
 阿尔及利亚：去年，阿尔及利亚的钻井数增加了 13%，达 243 口；预计今年的钻井数将增加 4.9%；原油产量将下降 1.2%，降至 133.1万桶/天；原油储量约 146亿桶，轻微降低；天然气储量将升高
0.8%，达到 139.9 万亿立方英尺。阿尔及利亚在过去几年内缺少新的大型项目。最新上线的油田是 El Merk和 Bir Seba。2013年，El Merk投产，在 2015年的产量达到了 13,5000桶油当量/天；
2015 年 10 月，Bir Seba 开始投产，产量为 20000 桶/天，预计在 2020 年将会达到 40000 桶/天。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新产量只够弥补现有油田产量下降的一部分。 
 中中中中东东东东：：：：由于国家石油公司项目的稳定，中东地区依旧是世界范围内勘探开发活动维持得最为健康的区域。尽管如此，今年的的钻井数还是轻微减少了 1.1%，降至 3325口。去年，中东的钻井数量上升了 2.7%。考虑到沙特的现行政策，中东地区的原油产量也毫无意外地升高了 4.8%，达到
2568万桶/天。 

 沙特阿拉伯：2015 年沙特阿拉伯的平均日产量是 1020 万桶，相比 2014 年上升了 7.4%。今年 7月份，沙特的原油产量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 1067 万桶/天。于此同时，沙特的原油储量稳定在
2611亿桶，天然气储量上升了 0.5%，达到 297.6万亿立方英尺。 
 

2015 年，沙特的钻井数共计 617 口，增长了 20.7%。预计今年沙特的钻井数会稍稍上涨到 623 口。
2015 年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发现了 5 个新的油气藏，将沙特的油气田总数刷新到 134 个。它们分别是：Faskar—位于阿拉伯湾海上，Berri 油田附近；Janab—位于 Ghawar 油田东边；Maqam—在 Rub'al-Khali 东部；另外还有两个非伴生气气田。此外，沙特国家石油公司还通过探边钻井，在现有油田内发现了 3个新气藏和 7个新油藏，增加了沙特的地质储量。 
 科威特：去年科威特的钻井数量增加 17%，达到了 669 口。今年，我们预计科威特的钻井活动会与去年维持在同一水平；原油产量上升 4.2%，增至 272.5 万桶/天；油气储量将分别维持在 1022亿桶和 63.1 万亿立方英尺。科威特仍在努力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之一，其目标是在
2020 年原油产量达到 400 万桶/天。然而由于上游项目的推迟和外国投资的缺乏，科威特十几年来一直很难提高产量。 
 阿联酋-阿布扎比：去年，整个阿布扎比的原油产量上升了 1.5%；钻井数达到了 222 口，增长
52%。预计今年钻井数会继续上涨 9.9%，增至 244 口；原油储量将维持在 945 亿桶，天然气储量约 210.4 万亿立方英尺。作为整体来看，阿联酋的目标是在 2020 年增幅达 80 万桶/天，总产量达到 350 万桶/天，而阿布扎比正在通过增加钻井数量来实现这一目标。现在，Upper Zakum 和
Lower Zakum油田的产量分别增长到了 75万桶/天和 42.5万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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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随着美国和欧盟对伊朗油气出口制裁的解除，伊朗正在恢复产量，而其产量恢复的主要助力是来自中石油和中石化。此外，俄罗斯的石油公司也想参与其中。据估计，伊朗的原油产量要想恢复到制裁前的水平，至少需要 1500亿美元的投资。另外，据彭博社的数据，伊朗的原油产量在长达五年的制裁结束后激增。2016 年 9 月，伊朗的产量几乎达到了 2011 年的水平，接近 405万桶/天。总体上，伊朗去年的原油产量升高了 2.3%；储量增加了 550万桶，达 1578.95亿桶；气藏储量稍有降低，总计 1201.2万亿立方英尺。 
 东亚东亚东亚东亚/南亚南亚南亚南亚：：：：去年，中国钻井数的剧减使整个东亚地区的钻井数下降了 22.4%。今年，就整个东亚地区而言，这个数字预计会进一步下降 9.3%，产量将上升 2.0%，达到 700万桶/天。 

 中国：中国的钻井数连续三年下降，2015 年，中国钻井数为 17114 口，下降了 22%。今年预计将会继续下降到 15800 口。如果我们对美国的钻井数预测准确的话，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新的全球第一大钻井国。此外，中国的原油产量将增加 3.5%，达到 388.6 万桶/天。但根据官方修订后的数据，中国的原油储量将降低 21.2%，只有 108.1亿桶。上游项目还是牢牢地掌握在三个国家石油公司：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的手中。新的油田开发计划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内陆省份，比如西北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包括准噶尔和塔里木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特别是长庆油田）。近些年，这些区域通过提高钻井数量、应用先进技术控制复杂地质情况等措施来实现产量增长。 
 印度：去年印度的钻井数减少了 9%，预计将继续减少 4%。今年，印度的原油产量将降低 0.5%，达到 76.17万桶/天；原油储量将上升不到 1%，约 55.3亿桶；天然气储量将增加 7.1%。 
 印尼：印尼官员宣称，2016 年他们成功的遏制住了原油产量的下跌，并且产量从 2015 年的
768000桶/天增长到 2016年 7月的 834000桶/天，增幅为 6.2%。SKK Migas 机构称，去年，印尼的钻井数只有 576口，减少了 56%；今年，印尼的钻井数应该会再下降 32%。 
 南太平洋南太平洋南太平洋南太平洋：：：：去年，在整个南太平洋地区，钻井数减少了 27%，今年将会继续下降 41%；原油产量将下降 0.1%，达到 46,1400桶/天。 

 澳大利亚：去年，澳大利亚的钻井数减少了 23%，其中有 40%是海上钻井。今年，预计将继续减少 42%，降至 109口井；原油产量将降低 4.9%，降至 325000桶/天；原油储量将下降 1.2%，天然气储量将上升 2.4%。澳大利亚石油生产勘探协会（APPEA）在 2016 年 9 月上旬公布的 2015-2016数据表明：澳大利亚在陆地和海上的油气勘探业务可以用“自由落体”来形容。APPEA 会长
Malcolm Roberts 说：“在过去两年，澳大利亚在陆地和海上的勘探业务支出已经降低了 2/3，尽管有一些是因为勘探成本降低，但是这仍是多年来的最低水平。海上所钻探井数几乎是 20年来的最低点，陆地探井数也是 15年来的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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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sion Drilling 

 

 

 

Precision Drilling Corporation is the largest drilling rig contractor in Canada, also providing oil field rental 

and supplies. Operations expanded from 3 drilling rigs in 1984 to over 240+ drilling rigs and worldwide 

operations. 

Precision Drilling Ltd - contracting of drilling rigs 

Precision Rentals - oilfield and onshore equipment rentals 

Precision Well Servicing - completion and workovers for oil wells 

Rostel Industries Ltd - manufacturing and repair services for oilfield equipment 

LRG Catering Ltd - camp and catering company 

Live Well Service Ltd - supplier of snubbing services for completions 

Columbia Oilfield Supply Ltd - general supply store to the oilfield service industry 

Grey Wolf Drilling - U.S. drilling contractor with 122 rigs (merged in 2008) 

 

http://www.precisiondrill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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