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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金注入加拿大石油行业情况简介中国资金注入加拿大石油行业情况简介中国资金注入加拿大石油行业情况简介中国资金注入加拿大石油行业情况简介  (耕者整理耕者整理耕者整理耕者整理) 

 

中国三大石油公司（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自 2005 年前后开始在加拿大石油行业进行尝试性

投资。 

2007 年 1 月，中石油下属中油国际加拿大公司以 2800 万加元租赁费获得阿尔伯塔 258 平方公里

油砂区块 15 年开发权。 

2009 年 8 月，中石油子公司中油国际投资公司与加拿大 Athabasca 油砂公司签署协议，购买

MacKay River 和 Dover 油砂项目，总交易额 39 亿加元。 

2010 年 4 月，中石化拆资 47 亿美元购买 CONOCOPHILLIPS 石油公司 SYNCRUDE 油砂项目。 

2011 年 7 月，中海油控股 NORTHERN CROSS 石油公司，在 YUKON 地区展开风险勘探。2011 年 11

月，再以 21 亿美元收购 OPTI 公司。 

2011 年 10 月，中石化 22 亿美元收购 DAYLIGHT 公司，获得 69 个油气田资产。 

2012 年 5 月，中石油联合壳牌、韩国天然气和日本三菱公司共同开发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 

2012 年 11 月，中海油 151 亿美元成功收购 NEXEN 公司。 

2012 年 12 月，中石油投资 22 亿美元与 ENCANA 石油公司组建合资企业，占 49%权益，共同开发

阿尔伯塔 DUVERNAY 油田。 

中国国家石油公司这种大规模运作行为带动了民营资本向加拿大石油行业投资，目前在加拿大注

册、资金来自中国的石油公司和专业技术服务公司作业范围涉及 BC 省、AB 省、SK 省和 MB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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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石油行业并购大事记加拿大石油行业并购大事记加拿大石油行业并购大事记加拿大石油行业并购大事记 (Alberta Oil)   

 

 

The world’s largest energy company, ExxonMobil Corp., spent $3.1 billion to buy Celtic 
Exploration Ltd. in late 2013, giving Exxon large land holdings in the Duvernay and Montney 
shale plays. The deal marked the largest Exxon acquisition since the company’s June 2010 
purchase of XTO Energy. 

 

 

After years of persistently low natural gas prices, Oklahoma-based Devon Energy Corp. said it 
would divest itself of its Canadian conventional assets. CNRL happily purchased Devon’s 
conventional oil and natural gas assets on February 19, 2014, for $3.25 billion. The deal added 
86,000 barrels of oil equivalent to CNRL’s daily production. 

 

 

At a time when Henry Hub natural gas futures prices hung around $7 per million British thermal 
units, TransCanada Corp. spent $3.4 billion acquiring natural gas pipeline and storage assets in 
the U.S. The company paid El Paso Corp. $3.4 billion for ANR Pipeline Co., ANR Storage Co. 
and an additional 3.55 per cent stake in the Great Lakes Gas Transmission LP. The deal 
increased TransCanada’s natural gas storage capacity 230 billion cubic feet to 360 bcf. 

 

 

In a conference call announcing its third-quarter earnings for 2006, CNRL president Steve Laut 
said the company would be focused on driving down costs, especially costs charged by oilfield 
services companies, over the next year. Weeks earlier, CNRL spent $4.08 billion to purchase 
Anadarko Petroleum’s Canadian assets, which included production of 69,000 barrels of oil 
equivalent per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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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ctober 31, 2007, Penn West Energy Trust announced it was offering a combination of 
shares, cash and the assumption of debt to Canetic Resources Trust in a merger creating (at 
the time) the largest energy trust in Canada. Canetic shareholders received 0.515 shares of 
Penn West for each Canetic unit and a $0.09-per-share one-time dividend as part of the deal. 

 

 

Months before the collapse of Lehman Brother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began in earnest, Shell 
Canada Ltd. was eager to acquire producing and non-producing assets in the Duvernay and 
other tight oil plays. It offered Duvernay Oil Corp. shareholders $83 per share, a 42 per cent 
premium on the share price, to acquire the company. 

 

 

At a time when American downstream companies were particularly eager to receive oil sands 
bitumen, Houston’s Marathon Oil Corp. spent $6.5 billion to acquire Western Oil Sands Inc. in a 
deal announced July 31, 2007. Marathon said production from Western would feed its refineries 
and Western shareholders accepted Marathon’s offer of a combination of cash, Marathon 
shares and the assumption of the company’s $700-million debt. 

 

 

Encana joint-ventured with ConocoPhillips and inked an agreement on October 6, 2006 that 
said both companies would collectively invest $10.7 billion in a combination of oil sands projects 
in northeastern Alberta and downstream facilities at Roxana, Illinois, and Borger, Texas. As a 
result, the company that became Cenovus Energy Inc. didn’t suffer the same price discounts as 
other oil sands producers did when Canadian heavy blends were trading at a steep discount to 
the West Texas Intermediate benchmark between 2012 and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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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ctober 30, 2013, Suncor announced the commissioning of a long-delayed megaproject – 
the 180,000-barrel-per-day Fort Hills oil sands project, which was the first large oil sands project 
to be commissioned since soaring costs and project delays hampered Imperial Oil Ltd.’s Kearl 
mine. Suncor will act as the developer and operator of Fort Hills and owns 40.8 per cent of the 
proposed oil sands mine, while Total E&P Canada Ltd. will own 39.2 per cent and Teck 
Resources Ltd. will own 20 per cent. 

 

 

The largest foreign acqui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oil patch is also significant because 
of the new foreign investment guidelines Announced on March 23, 2009, this deal changed the 
Canadian oil patch, creating the largest energy producer and largest company in the country. 
The all-share deal saw Petro-Canada shareholders receive 1.28 shares of the merged entity, 
whose combined market value was $43 billion when the deal was annou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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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野外钻井作业野外钻井作业野外钻井作业野外钻井作业摄影摄影摄影摄影  (耕者耕者耕者耕者) 

 

      

准备升空准备升空准备升空准备升空 

 

空中鸟瞰井场空中鸟瞰井场空中鸟瞰井场空中鸟瞰井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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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神秘的神秘的神秘的极光极光极光极光 

 

夕阳无限好夕阳无限好夕阳无限好夕阳无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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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狸的微笑猫狸的微笑猫狸的微笑猫狸的微笑 

 

迁移迁移迁移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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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井架和兴高采烈的钻工燃烧的井架和兴高采烈的钻工燃烧的井架和兴高采烈的钻工燃烧的井架和兴高采烈的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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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浆灌上的讨论泥浆灌上的讨论泥浆灌上的讨论泥浆灌上的讨论 

 

现场钻井监督现场钻井监督现场钻井监督现场钻井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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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石油石油石油老照片老照片老照片老照片   (佚名佚名佚名佚名) 

 

 

井队卫生员井队卫生员井队卫生员井队卫生员

 

找出大油田找出大油田找出大油田找出大油田，，，，埋葬帝埋葬帝埋葬帝埋葬帝（（（（美帝美帝美帝美帝））））修修修修（（（（苏修苏修苏修苏修））））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动派动派动派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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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工用身体搅拌泥浆钻工用身体搅拌泥浆钻工用身体搅拌泥浆钻工用身体搅拌泥浆，，，，他叫王进喜他叫王进喜他叫王进喜他叫王进喜，，，，名气仅次于雷锋名气仅次于雷锋名气仅次于雷锋名气仅次于雷锋 

 

钻井工人力量大钻井工人力量大钻井工人力量大钻井工人力量大，，，，嗨呦嗨嗨呦嗨嗨呦嗨嗨呦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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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油啦出油啦出油啦出油啦！！！！ 

 

当年北京石油学院的女大学生们当年北京石油学院的女大学生们当年北京石油学院的女大学生们当年北京石油学院的女大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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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儿时的我么那是儿时的我么那是儿时的我么那是儿时的我么？？？？ 

 

好哥们儿好哥们儿好哥们儿好哥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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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西洋西洋西洋““““王进喜王进喜王进喜王进喜”””” 

 

钢铁与钢铁与钢铁与钢铁与钻工钻工钻工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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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是泥做的男人是泥做的男人是泥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贾宝玉贾宝玉贾宝玉贾宝玉对林黛玉对林黛玉对林黛玉对林黛玉说说说说，，，，有根据有根据有根据有根据 

 

1944 年的加拿大钻井工人年的加拿大钻井工人年的加拿大钻井工人年的加拿大钻井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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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漫画石油漫画石油漫画石油漫画  (佚名佚名佚名佚名) 

 

 

 

黑白分明黑白分明黑白分明黑白分明 

 

病入膏肓病入膏肓病入膏肓病入膏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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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是这样形成的油气是这样形成的油气是这样形成的油气是这样形成的 

 

 

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跟我来跟我来跟我来跟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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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石油石化企业发展扫描中国民营石油石化企业发展扫描中国民营石油石化企业发展扫描中国民营石油石化企业发展扫描  (刘红刘红刘红刘红) 
 

 

2013 年国家对民营企业在油气领域发展的支持更加明确。在这一年中，民营企业继续加大油气领

域的投资力度，涉足石油与化工的民营企业不断壮大。在 8 月下旬全国工商联发布的 2013 年中

国民营企业 500 强名单中，涉及石油与化工的有 67 家，较上年增加了 7 家。总体看，民营企业

整体规模稳步扩大，国际竞争的能力有所提高，品牌建设与技术创新有所增强管理水平有所提升

。民营企业的活力与创造力正在逐步显现。2013 年国内民营企业在油气行业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

点： 

一、政策支持更加明确，措施趋于具体 

2013 年 1 月国务院在《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未来，国家将进一步放宽能源投

融资准入限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能源领域，推进油气管网等基础设施投

资多元化。以煤层气、页岩气、页岩油等矿种区块招标为突破口，允许符合条件的非国有资本进

入，推动形成竞争性开发机制。规范流通市场秩序，稳步推进石油分销市场开放。10 月 22 日国

家能源局发布《页岩气产业政策》，不但明确支持非公资本进入油气领域，而且具有较强的操作

性，从财政杠杆、公平准入、市场服务配套等方面向“非公”打开了大门。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明确表明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

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同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经济健康发展。将废除对非公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

理规定，非公有制经济可进入特许经营领域。消除各种隐形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

营领域具体办法。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

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的

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外领域。对民营企业进一步进入油气行业提供了政策

保证和制度保证。 

二、不断开拓进取，多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油气勘探开发、油田服务领域 

1. 油气勘探开发 

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或提供服务和装备等方式与国有石油企业共同完成一些小或低效的油气区块的

勘探开发工作。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表明，民间资本在油气开采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两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刘红刘红刘红刘红,  

中石油经济技术研中石油经济技术研中石油经济技术研中石油经济技术研

究院究院究院究院高级经济师高级经济师高级经济师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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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保持了年 50%的大幅增速，高于国内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的 1 倍以上。截至 2013 年 11

月，从事石油开采的民营企业有 31 家，资产占全国该领域总资产的 0.43%；从事天然气开采的民

营企业有 7 家，资产占全国该领域总资产的 5%。 

一些民企在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已取得明显的进展。2013 年广汇能源按年初计划完成了国内重点目

标区块的勘探潜力评价研究，推进了浅层稠油开发及深层稠油开发工作。6 月 20 日，广汇投资的

我国第一条由民营企业投建的萨拉布雷克-吉木乃天然气中哈跨境管线正式建成投产。 

2012 年 3 月，国家能源局发布《页岩气发展规划（2011~2015）》。民营油气开采商及设备制造

商通过合作、兼并收购、研发等方式从技术、资金等方面积极做准备。 

2013 年 1 月 21 日，国土部进行了第二轮页岩气探矿权招标，有 2 家民营企业获得了探矿权。2

月，宏华集团与神华地质勘探有限责任公司正式签署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将在非常规天然气开发、研究、咨询及装备领域开展长期合作。作为我国最早上市的钻机企

业，宏华集团从生产陆地石油钻机起步，正逐渐向海洋石油、非常规天然气扩展。受制于页岩气

开发的难度，一些民营企业转而投入页岩油项目。 

2013 年 1 月 18 日,山东晨曦集团在山东彬县投资 9 亿元建年产 6 万吨油页岩项目。2 月 27 日，辽

宁成大控股子公司新疆宝明矿业有限公司投资 43.4 亿元建设新疆吉木萨尔县石长沟的油页岩综合

开发利用一期项目，建成后将年开采油页岩原矿矿石 1100 万吨，年产页岩油 47.8 万吨。同时，

新疆宝明矿业油页岩综合利用项目继续建设。 

民营企业不仅在国内投资油气区块的勘探开发，海外投资也在不懈地开拓中。 

2013 年，广汇能源拥有的哈萨克斯坦的东哈州斋桑油气区块勘探开发和斋桑南依玛谢夫油气项目

进展顺利。2013 年上半年广汇提前完钻 1 口新井并有油气发现，天然气开发日均供气量达 100 万

标准立方米/天以上。截至 2013 年底，新疆广汇能源在该区块已完成 8 口井的稳定供气，同时加

快完成其余 6 口井联网，确保实现 100 万标准立方米~150 万标准立方米的日供气量。桐昆股份的

大股东浙江桐昆控股集团投资近 6000 万加元在加拿大设立离岸子公司，收购加拿大一家石油勘探

开采类公司超 51%的股权，之后已对该公司旗下位于阿尔伯塔省的 1200 平方千米的石油矿区着手

进行油气资源开采。 

2. 油田服务 

目前，我国油田技术服务市场已形成以三大石油集团的油田技术服务关联企业为主，国际油田技

术服务企业和民营资本为辅的竞争格局。随着国内油田技术服务市场的逐步放开及自身综合竞争

能力的增强，部分具备规模实力的民营企业开始向主业外领域拓展。部分民营企业甚至通过多种

渠道积极参与国际油田技术服务市场的竞争并获得了一定的国际市场业务，使民营油服企业在充

分满足国内油服市场需要的同时，成为国际油服市场的重要补充。 

截至 2013 年 11 月，从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辅助活动的民营企业有 65 家，资产占全国从事石油

和天然气开采辅助活动企业总资产的 6%，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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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 压裂、固井、连续油管等设备生产商烟台杰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杰瑞股份）与美

国贝克休斯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以承包商和分包商的形式进行合作，在我国或协议约定的

其他地点为国家石油公司、国际石油公司和独立油气公司的油气项目提供油田工程技术服务，

2013 年上半年该公司服务类产品收入同比增长近八成。 

神开股份作为国内主要的石油钻采设备和石油产品规格分析仪器生产厂商之一，是国内三大石油

公司一级供应商成员单位，在国内主要油田都建立了销售网点，并在国际市场亦设立了销售服务

网点，初步形成了境外销售网络格局。 

准油股份有各种大型专业化设备、机具 800 余台（套），是西部首屈一指的一体化油田稳产增产

技术服务企业，公司在巩固新疆油田市场领先地位的同时，不断扩大疆内、疆外市场份额，并积

极参与国内外油气开发领域的市场化进程，逐步介入低效油田开发经营，适时进入资源开发领域

，2013 年 7 月 15 日完成了在哈萨克斯坦设立子公司的相关注册程序。 

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源石油）在国内复合射孔技术领域拥有一定市场，主要为国

内三大石油集团下属的各油田服务，其子公司通源正合 2013 年上半年共完井 17 口，其中水平井

7 口，总进尺 52074 米。 

惠博普公司在成为三大石油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合格供应商、产品在国内绝大多数油田全面应用

的同时，通过参与国内石油公司海外油气田项目间接进入国际市场，2003 年以来已先后为科威特

、伊朗、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叙利亚、厄瓜多尔、苏丹等 20 多个产油国近 50 个油气田提供了

成套油气处理装备、移动式高温高压测试装备等多种油气田适用装备。 

（二）油气管道建设领域 

在油气管线建设上，民营企业参与形式更加多样化，从合资到独资、从参股到独自运营、从建设

运营支干线到区域性管网，并开始独资建设天然气长输管线。 

2013 年 6 月 26 日，一些民营企业参与了中国石油与全国社会各参股方签署的中国石油油气管道

合资合作战略协议。这是国务院“新 36 条”（《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

意见》，共计有 36 条）颁布后中国石油又一引入民间资本的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标志着国有资本

对民间资本的开放迈出实质性步伐，开辟了油气管道建设资本多元化的先例，对民营企业加快在

我国油气管道建设领域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2013 年上半年，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建设的应县-张家口天然气输送管道项目正式建

成投运，使公司运营的天然气输气管线达 5 条，长输支干线长度 800 多公里，城市管网 4000 多

公里，在湖南、山东、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区域性管网。 

2013 年，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在 2012 年公司天然气、管道运输业务营业较 2011 年增加

55.2%的基础上，进一步筹划扩大西气东输豫北支线输气量，建设了压缩天然气项目和液化天然气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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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自行投资建设的英买力气田至阿克苏市的天然气输气管道

运营良好，仅上半年就销售天然气 5569 万立方米，实现营业收入 1.28 亿元。 

（三）城市燃气及 CNG、LNG 领域 

在城市燃气市场，已经站稳市场的民营企业继续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同时民营企业通过收购、

技术合作等形式加大天然气相关领域的发展力度。广汇、新奥已经取得建设进口 LNG 接收站的资

质。 

中国燃气在 2012 年 11 月全资收购富地燃气的基础上，2012~2013 年，以 2.7 亿元收购宁夏凯添

城市燃气项目 60%股权、1.17 亿元收购紫晶能源 60%股权在西安拓展汽车加气业务、获得邯郸冀

南新区城市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与江苏向荣集团合作占股 60%在江苏省建设天然气加气站、与

中元燃气合作投资沧州市汽车加气站。从 2012 年 4 月至 2013 年 6 月期间，中国燃气又先后获得

黑龙江、湖北、广西壮族自治区及甘肃等地的 27 个城市燃气专营权项目，使城市项目总数增至

184 个（未包含富地燃气拥有的 11 个城市燃气专营权项目），公司还拥有 9 个天然气长输管道项

目、153 座压缩天然气汽车加气站及 50 个液化石油气分销项目。 

2013 年，新疆广汇加大了液化天然气 LNG、压缩天然气 CNG 中转分销、终端销售投资力度，新

建天然气加注站 126 个，其中江苏南通吕泗港 LNG 分销转运基地项目顺利进行。2013 年 5 月 22

日，广汇能源综合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壳牌（中国）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启东液化天然气

分销转运站项目的合作意向书》，项目设计能力 560 万吨/年。 

2013 年，河南中原绿能高科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海口市福山日产 25 万方 LNG 工厂建设的技术总

承包服务项目、内蒙古星星能源公司日产 100 万方 LNG 工厂和四川达州日产 100 万方 LNG 工厂技

术服务项目。至此,公司拥有 CNG 加气站 14 座及 LNG 工厂 1 座,形成了以 LNG、CNG 生产销售为

核心，LNG 技术咨询服务为先导的综合性企业，市场覆盖北京、江苏、浙江、广东、安徽、湖北

等 11 省 56 市。 

截至 2013 年底，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已建成城市高、中压市政管道 150 公里，门站 5

座，CNG 母站 1 座，汽车加气站 10 座。2013 年上半年销售天然气 5569 万立方米，实现营业收入

1.28 亿元，在阿克苏和喀什地区的部分县市取得了 30 年的城市燃气特许经营权，成为新疆地区

最大的天然气经营商之一。 

2013 年中油金鸿新投运了一批 CNG 加气站/LNG 加注站。目前公司已在湖南、山东、河北、内蒙

古、黑龙江、山西等地的多个城市开展了城市燃气业务，拥有多个城市的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 

（四）炼油及仓储领域 

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统计，截至 2013 年底我国从事原油加工和石油制品生产的民营企业

有 916 家，比上年增加 39 家，资产约占全国从事原油加工和石油制品生产企业总资产的 20%，比

上年增长 4 个百分点。其中民营炼厂约 90 多家，合计炼油能力约 7700 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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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北方不少地区出现雾霾天气，污染严重，国家明显加快了油品质量升级的步伐，提高了标

准。2013 年民营炼油企业面临着需要加大投入、加快进行设备升级改造或换代的紧迫形势,目前,

仅西北、东北、山东个别民营炼厂能达到国Ⅲ标准。面对这一挑战，国内部分有条件的民营炼厂

迎难而上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改进工艺、加快深加工装置建设，推动精细化生产，取得了明显进

展。 

山东汇丰石化公司近年加大投入，及时建成了 180 万吨/年蜡油加氢装置、120 万吨/年混合加氢

装置、30 万吨/年汽油加氢装置，投资完成了 200 万吨/年油品质量升级技术改造和 100 万吨/年国

IV 汽油油品质量升级项目，使其具备了生产国 IV 汽柴油的能力。山东东明石化在已形成 1200 万

吨/年产能的基础上，正按照国家要求提高油品质量，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截至 2013

年底，山东地炼将形成年产国 IV 柴油 2830 万吨的生产能力。但也有一部分民营炼厂存在着程度

不等的困难、问题，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面对国内市场竞争压力的日益增大，一些有实力的民营企业选择到海外投资炼厂。2013 年 3 月，

国家发改委核准批复恒逸集团在文莱投资 43.2 亿美元建年加工 800 万吨原油的炼油项目（PMB 项

目），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民企在海外最大的炼油投资项目。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年生产能力 800 万

吨常减压装置、220 万吨加氢裂化装置、150 万吨芳烃联合装置、150 万吨柴油加氢装置、100 万

吨煤油加氢装置以及储运设施等配套项目建设等。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家对民企政策的逐步放开，2013 年民企首次获得原油仓储资质。2013 年 1

月，天禄投资集团下属子公司浙江天禄能源有限公司和舟山中际化工有限公司分别获得 108 万立

方米和 110 万立方米原油仓储资质。舟山世纪太平洋化工有限公司获得了成品油仓储经营资格。

这标志着民营企业正式进入原油仓储领域，也为今后民企扩大原油进口打下了基础。未来原油进

口有望进一步放开，在商务部颁布的 2014 年原油进口配额中，东明石化已获得 1000 万吨配额，

中化弘润获得 500 万吨配额。 

（五）新型煤化工、煤层气领域 

介入煤化工行业的民企数量很多，发展较快的有内蒙古伊泰、鄂尔多斯惠能、新疆庆华等。早在

2011 年，内蒙古亿利、中国泛海、大连万达、四川宏达、浙江传化、上海均瑶等几大民企宣布组

建联合投资公司，准备大举进军煤化工产业。2013 年，新疆广汇能源参与哈密煤化工项目及煤炭

分质利用项目。 

哈密煤化工项目为国家《石化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鼓励的大型煤基二甲醚装置示范工程，项目

规划年产 120 万吨甲醇/85 万吨二甲醚，联产 5 亿方天然气，将建成 5 个气源点合计 300 亿立方

米/年的煤制气工程。广汇能源子公司负责建设其中一处 40 亿立方米/年煤制气工程项目，预计

2016 年建成。 

9 月 22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同意新疆准东煤制气示范项目开展前期工作的复函》，同意

新疆准东煤制气示范项目开展前期工作。10 月 15 日，广汇能源取得了喀木斯特矿区（储量 61 亿

吨）独家开发权，将主要供应矿区周边规划建设的电厂和煤制气项目。同时，公司与酒泉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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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拟在甘肃省酒嘉地区合资建设 3000 万吨/年煤炭分质利

用项目，同时合作开发哈密淖毛湖东部煤田。 

2013 年 7 月，惠博普与澳大利亚道拓能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投资 2088 万美元购买其旗下新

加坡 Dart 能源公司的全部股权，借此持有山西柳林地区煤层气资源开采产品分成合同 25%的权益

，并一举介入煤层气市场。准油股份和中石油煤层气公司一直在煤层气开采领域合作，准油股份

负责提供技术支持。 

（六）设备制造与供应领域 

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统计，截至 2013 年底从事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的民营企业已有

606 家，与上年相比增加 62 家，占全国该行业企业总数的 77%，资产占该行业全国总资产的 42%

，比上年增长 1 个百分点。从事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的民营企业有 365 家，比上年增加

31 家，占全国该行业企业总数的 80%，资产占该行业全国总资产 51%，比上年增长 1 个百分点。 

2013 年 7 月，杰瑞股份拟募集资金 31 亿元，用于新增海洋钻机、井下工具等产能，新建定向钻

井等服务队，提升公司在油气工程设备、钻修机、地面设备、井下工具等专用设备的优势，促进

公司设备和服务一体化发展。 

近年来，杰瑞股份油田专用设备制造业务发展迅速，已成为在该领域市值最大的民营企业。在增

产完井设备制造方面已位居世界前列。天然气压缩机和压裂设备制造收入增长迅猛，2013 年上半

年同比增长 135.45%。该公司的 3100 型压裂车是迄今为止在石油压裂领域应用的世界上功率最大

的三缸柱塞泵，最大输入功率可达 4000 马力。 

2013 年,四川宏华集团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服务公司签订总值约 1.81 亿美元的定向井工具销售协

议。四川宏华集团下属企业—宏华金海岸设备有限公司还与科威特钻井公司签订总值约 4000 万美

元的陆地钻机销售协议，将向科方出售 3 台 2000 马力沙漠快移钻机。此次签约是宏华集团与科

威特 KDC 公司于 2008 年和 2009 年签订 5 台钻机合同后在钻机采购和销售方面的又一次合作。 

2013 年 12 月,宏华油气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在四川宜宾为斯伦贝谢长和油田工程有限公司成功

完成首个页岩气钻井服务项目，总价值约 1730 万元人民币，提供钻井、油基泥浆等服务，并配合

固井、完井等作业服务。宏华未来还将进一步加大在非常规油气领域的业务拓展，从而充分把握

非常规油气开发的巨大市场商机。 

山东科瑞控股集团经过 6 年的加速发展，已拥有较成熟的技术团队和一定的石油钻采设备制造优

势。2013 年该企业在印尼中标的总额过亿美元的油田技术服务合同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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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美国美国美国“页岩气革命页岩气革命页岩气革命页岩气革命”是个泡沫吗是个泡沫吗是个泡沫吗是个泡沫吗？？？？ (袁瑛袁瑛袁瑛袁瑛) 
 

 

最近，有关美国页岩气“阴谋论”的言论在中国流传，不仅仅认为美国向中国输出页岩气技术是

一场旨在转移中国开发其他清洁能源注意力的阴谋，更认为美国页岩井频频传出减产的消息，以

及利润率不高，这证明“美国页岩气不过是一个泡沫”。 

“阴谋说”实在荒谬，不值一驳。自 1981 年，美国第一口页岩气井压裂成功，水平井大规模压裂

技术使得美国的页岩气开发得到了快速发展。归功于页岩气，2009 年，美国的天然气产量首次超

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美国能源信息署在 2011 年曾预测，直到 2035 年，由于

页岩气资源的开发和生产，将使美国对进口能源的依赖程度不断下降。于是，美国页岩气的成功

搅动了全球对于页岩气开采的追逐，其中，中国显露出巨大的页岩气资源潜力，来自美国能源信

息署的资料显示中国的页岩气技术可采储量比美国还要大，中国被认为是继美国之后的又一个页

岩气的“淘金地”。 

中国目前的油气资源形势对于非常规天然气的渴求是巨大的。自 1993 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依

赖，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了 50%，与此同时，我国的天然气也十分短缺，在这样的情

况下，页岩气的推进和开发已然是不争的共识。 

然而，中国的页岩储层开发技术的研究时间比较晚，相比美国早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第一次石油危

机期间就开始着手对页岩气的开采进行研发，国内进行现代概念意义上的页岩气研究还是近几年

的事情。一边是成功的技术，一边是待开采的巨大资源，中美间的合作看起来顺理成章。事实上

，早在 2009 年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访问中国时，中美就共同签署了《中美关于在页岩气领域开展

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商定利用美国在开发非常规天然气方面的经验，并在符合中国有关法律、

法规的前提下，就页岩气资源评价、勘探开发技术等开展合作。 

美国页岩井近期出现的减产以及利润率不高的问题，确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却不能以简单

的数字来给一个新兴的资源产业“盖棺定论”。减产和利润率不高的背后，是更为复杂的现实。

根据减产率和利润率来判断页岩气的成败与否，在笔者看来，是依照了传统油气资源的发展逻辑

，来评价一个与传统油气资源发展却不尽相同的一个全新的模式 。 

首先，说说减产率。页岩井的确在早期会表现出很高的减产率，这在业界是个不争的事实。而在

很多情况下，有些页岩井可能第一年的产量就会下降 60%至 80%。然而，这不是故事的全部，如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袁瑛袁瑛袁瑛袁瑛，，，， 原南方周末记者原南方周末记者原南方周末记者原南方周末记者，，，，2011 年年年年““““

中外中外中外中外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和和和和《《《《卫报卫报卫报卫报》》》》合办合办合办合办““““中国最佳环境报道中国最佳环境报道中国最佳环境报道中国最佳环境报道

奖奖奖奖””””最佳影响力获得者最佳影响力获得者最佳影响力获得者最佳影响力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科科科科

学新闻学新闻学新闻学新闻””””奈特奖学金获得者奈特奖学金获得者奈特奖学金获得者奈特奖学金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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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他油气资源一样，页岩气开采同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能源计划”在

2012 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在针对美国主要页岩生产区域作出的调研之后，得出结论说：减产的情况

在随后几年逐渐得到了改善。以大名鼎鼎的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福特沃斯盆地的 Barnett 页岩为

例，自 Mitchell 公司从 1981 年开始在此开采商业性天然气，公开数据显示该区域页岩井的减产率

在最开始的 5 年里一度达到了每年 10%，但没人否认 Barnett 页岩的开发是美国天然气工业史上

最伟大的革命。 

页岩井的减产量固然值得关注，但笔者想要强调的是，美国页岩气的开采虽然已有 30 余年的历史

，但真正大规模的商业性开采才是近几年的事情，页岩气的发展，即便在美国，也是处于初期阶

段。这意味着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存在。没有足够的开采年限作为支撑，草率下结论本就是十

分不科学的做法。 

美国目前的页岩井产能的一个现实情况是，不同井的产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根据上述报告的数

据，以 Barnett 产量为例,在该区域内的 11，100 口井的月平均产量达到了 14.7 亿立方米/天 , 其中

有超过 20%的井的产量超过了 25 亿立方米/天，但另外 20%的产量则不到 7 亿立方米/天。在披露

的公开数据中显示，虽然这些页岩井的产量在逐年增加，但不同井之间产量的巨大差距却一直存

在。因此，在传统的天然气生产模式下，开发商们往往耗费大量的资本进行钻探，随后集中在那

些具开采经济性的气井上。但在页岩气开采中，一旦某个页岩气区域被认为可开采，开发商一般

会在这个区域进行相邻区域的连续性开采。这种“多井同钻”的开采方式虽然能够节省钻探时间

，但产量的风险却是巨大的。与传统油气开发截然不同的是，页岩气的开发商们一般会通盘考虑

整个页岩开发区域的产量表现，而不是某一口单井。这也进一步说明，在目前开采极为有限的初

期，是无法、也不应该用现有已开发的某个单井的产能来对整个区域，甚至是页岩气产业做一个

定论。 

其次，对于页岩气开发商是否盈利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以 2011 年美国页岩气市场 4 美元／百

万立方米的价格，页岩气开发商应该是无法盈利的，因为业内目前的盈亏平衡价在 4-5 美元之间

。这一结论依然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现实：过去几年，页岩气开发商们仍然在寻找最为盈利的开采

区域，而鉴于每个页岩区域内部的产量分布极为不均， 在开发商只开发了其中一部分的情况下，

要得出任何关于页岩气开发经济性的结论，可能都是片面的。 

事实上，在美国，有很多情况是页岩气开发商开采某一区域仅仅是为了延续租借合同，因为法律

规定页岩气开发商在一定时期之内必须进行投资开发，否则会被罚款并收回租赁权。这些区域的

盈利水平如何，自然可以想象。即便如此，4 至 5 美元的盈亏平衡价格与其他天然气资源相比较

而言，也是有优势的。 

因此，所谓减产、以及盈利水平低等等，不外乎是一个新资源在进入大规模商业化开采的初期必

然经历的。未来页岩气能否真正从“革命”进入霸道的“黄金时代”，更重要的还是要看未来页

岩气的规模、经济性，以及与传统天然气、煤层气等其他资源的发展规模和经济性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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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中国民营公司一家中国民营公司一家中国民营公司一家中国民营公司在加拿大在加拿大在加拿大在加拿大投资页岩油气的故事投资页岩油气的故事投资页岩油气的故事投资页岩油气的故事（（（（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大约 10 年前，一家总部在上海的房地产巨头开始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东南部、美国北达科他州

边境附近囤积 10 万英亩（约合 404.68 平方公里）的土地。当时很少有人会预料到，其周围的巴

肯页岩如今站在了北美能源行业革命的前沿，把一家家昔日的小公司变成石油巨头。 

但是倪召兴在 2007 年为其公司加拿大能源控股有限公司(Canada Capital Energy Corp., 简称 CCEC)设

下的头五年产量目标是每天 2 万桶石油。然而，根据萨斯喀彻温省政府的消息，该公司去年每天

才开采出 567 桶，而且预测到明年年初石油和天然气凝析液的产量为 4000-7000 桶。CCEC 的一家

竞争对手 Crescent Point Energy Corp.去年在加拿大巴肯的日产量为 41,132 桶。 

近来中国对北美油气资产的兴趣大增，根据 Dealogic 的数据，中资公司在截至 2013 年的五年内支

出了 442 亿美元进行能源交易。在一个其他公司实际上一直在通过水力压裂和其他相对较新的技

术把地下宝藏开采出来的地区，CCEC 的糟糕表现作为一个少见的失误可谓是“鸡立鹤群 ”。部

分原因是加拿大的巴肯页岩层较浅，石油的储量也不如该页岩层位于美国境内部分那么大，同时

巴肯页岩层的规模也更小。 

据加拿大石油生产商协会(CanadianAssociation of Petroleum Producers)称，位于加拿大境内的巴肯

页岩层日均产油量约为 7.1 万桶，而位于美国境内的巴肯页岩层的日均产量为 110 万桶。萨斯喀

彻温省研究理事会(Saskatchewan Research Council)估计，加拿大境内巴肯页岩层的最大石油储量为

1,000 亿桶，但其中多数石油无法轻易或经济地开采。不过 CCEC 还有其他问题。该公司的前雇员

将其疲软业绩归因于对短期产量的关注、未能采用新技术以及不愿出高价买入利润更高的资产。

此外该公司在巴肯的这块土地本身也有问题。 

曾在 2009 年至 2012 年担任 CCEC 勘探副总裁的布卢瓦(GraemeBloy)称，他们在巴肯的土地不怎么

好。CCEC 主席龚建新称，该公司对加拿大巴肯雄心未减。她是倪召兴的妻子。该公司称，今年每

桶油当量的平均净收入为 67 加元（约合 60 美元）。这超过对手 CrescentPoint 的 59 加元。

Crescent 称该公司的业绩反应了其进军萨斯喀彻温省以外地区的情况，那里的回报率还没有那么

高。 

龚建新在一份书面声明说，CCEC 是加拿大盈利最高的生产商之一。她说：“我们很高兴在 2005

年做出了投资加拿大的决定，我们对自己经受住在一个国际管辖区建立业务所需的艰难学习过程

感到骄傲，要想打造一个成功企业就需要冒这样的险。”这家未上市公司不公开披露收益。 

2005 年，借助来自倪召兴旗下中融集团(Zhongrong Group)的种子资金，CCEC 开始雇佣当地一个团

队收购萨斯喀彻温的土地租赁权。就在几年后，巴肯油井原油生产大幅增长。龚建新说，创建

CCEC 的初衷是，中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将大幅增长，该公司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向中国输出一些产

量。龚建新同时也是中融集团的副董事长。 

数位前高管表示，倪召兴急于看到投资回报，对石油业务的高风险本质感到不快。倪召兴不会说

英语，但从上海密切监控着业务。倪召兴的代表将置评请求转给了龚建新。多位前高管称，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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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卡尔加里的公司迟迟没有采用新技术，而这类技术已经在巴肯广泛使用，事实证明这类技术

对其他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比如压裂法和水平钻井。该公司最初总部位于萨斯喀彻温的里贾纳

。在 CCEC 担任副总裁至 2009 年的莫内亚(Mike Monea)表示：“我们当时对还没有发展成熟的技

术不放心。现在来看，那个决策可能并不正确。”他现在 Saskatchewan Power Corp.担任高管。

CCEC 的前高管们称，这个由中国人组成的董事会中的成员都是商界人士，几乎没有油田方面经验

，而且他们很快对好坏不一的结果、不断需要资金用于钻井及新租地块的情况感到担忧。 

从 2006 年至 2009 年担任 CCEC 首席地理专家的舍基(BobShirkie)称，该公司不愿意比竞争对手出

更高的价格，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块地是最好的。他表示，在巴肯最被认定为下一块具有巨大能

源潜力的地区前竞争对手进入了该地区，而我们却错失了机会。该公司负责勘探的前副总裁布卢

瓦称，由于倪召兴当时重点关注的是其他全球性投资，对巴肯的投资资金逐渐枯竭。布卢瓦表示

，当时遭遇了资本不足的情况。 

CCEC 可能还有第二次机会，而这次仍是获得了来自中国的帮助。该公司今年得到了中国大型企业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Zhejiang Rongsheng Holding Group Co.)和联想集团(LenovoGroup Ltd.)旗

下私募机构约 4.50 亿美元的投资承诺。CCEC 的业务开发负责人贾尔斯(Robert Giles)表示，公司已

改变重心，但未透露更多具体信息。他在电子邮件中称，从业务角度来看，公司的资产对巴肯页

岩没有敞口，公司正在寻求其他机会。 

该公司的一家附属公司去年从加拿大国家能源局获得丁烷和丙烷等液化天然气的出口许可，但加

拿大国家能源局称，该公司尚未开始出口。龚建新表示，公司正在评估各种战略，包括液化天然

气的出口。 

加拿大交通部顾问、在 2012 年前担任 CCEC 附属公司董事的休斯顿(Gordon Houston)表示，他听说

该公司或许会寻求将液化天然气出口到中国。龚建新表示，公司尚未就可能参与加拿大液化天然

气设备或天然气出口事宜进行“公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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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油气田勘探实录塔里木油气田勘探实录塔里木油气田勘探实录塔里木油气田勘探实录(周新源周新源周新源周新源) 
 

 

 

 

塔中古隆起位于塔里木盆地中部(图)，是一长期发育的继承性古隆起，紧邻生烃坳陷，具有优越

的油气成藏条件，是寻找大油气田的重要方向。自 1989 年塔中 1 井取得突破以来，对塔中地区

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油气藏进行了勘探。 

 

2003 年在塔中 I 号构造带，发现塔中奥陶系台缘相带生物礁型超亿吨级大油气田，开辟了塔里木

盆地下古生界碳酸盐岩台缘相带油气勘探的新局面。剖析塔中大油气田的勘探历程及其油气分布

规律，对盆地油气勘探具有重要意义。 

1、塔中大油气田的勘探实践 

塔中地区的油气勘探始于 1983 年，目前已发现 14 个油气田(藏)，三级油气地质储量逾 5x108 t，

成效显著。塔中大油气田的勘探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1)征战“死亡之海”、实现战略突破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周新源周新源周新源周新源，，，， 教授级高工教授级高工教授级高工教授级高工，，，，1983 毕业于西南毕业于西南毕业于西南毕业于西南

石油学院石油地质系石油学院石油地质系石油学院石油地质系石油学院石油地质系。。。。1989 年从新疆石油管理局调入年从新疆石油管理局调入年从新疆石油管理局调入年从新疆石油管理局调入

塔里木油田塔里木油田塔里木油田塔里木油田。。。。历任勘探处勘探科正副科长历任勘探处勘探科正副科长历任勘探处勘探科正副科长历任勘探处勘探科正副科长、、、、地质监督地质监督地质监督地质监督

办副总监办副总监办副总监办副总监、、、、总监总监总监总监、、、、玛扎塔克项目经理部经理玛扎塔克项目经理部经理玛扎塔克项目经理部经理玛扎塔克项目经理部经理、、、、塔里木塔里木塔里木塔里木

油田公司副总地质师兼勘探事业部经理油田公司副总地质师兼勘探事业部经理油田公司副总地质师兼勘探事业部经理油田公司副总地质师兼勘探事业部经理、、、、总经理助理总经理助理总经理助理总经理助理

、、、、公司副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总经理总经理总经理。。。。现任中石油集团全面深化现任中石油集团全面深化现任中石油集团全面深化现任中石油集团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兼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兼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兼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兼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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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石油工业部于 1983 年组建中美联合沙漠地震队，开始征战“死亡之海”，完成了纵贯塔克

拉玛干大沙漠的 13 条区域地震大剖面，发现了“塔中古隆起”，进而查明了塔里木盆地“三隆四

坳”的构造格局。通过进一步地震普查工作，发现了塔中 I 号巨型“潜山背斜”。 

1986 年第一轮资源评价资源量达 29.8x108t，并提出探索“坳中隆”、击探“潜山大背斜”、发

现“大场面”的勘探指导思想。塔中 I 号构造成为台盆区突破的首选目标。1989 年 5 月 513 塔中

l 井开钻，同年 10 月 19 日在潜山顶部中途测试获得高产工业油气流，成为塔里木盆地勘探史上的

又一重要里程碑。 

(2)战略转移、艰辛探索 

随着潜山区高部位的塔中 3、塔中 5 等井钻探的相继失利，塔中开始了勘探方向和勘探层系的转

移。根据塔中 1 井“石炭系油气显示”的线索，1992 年发现塔中 4 油田，开始建立百万吨产能基

地。塔中 4 发现后，塔中的勘探方向开始从奥陶系向石炭系转移，从碳酸盐岩转向碎屑岩，在沙

漠腹地先后发现了塔中 10、塔中 16 等 7 个东河砂岩油气田(藏)。然而，塔中碎屑岩的勘探并非一

帆风顺，随后发现的油气藏越来越小、越来越少。 

1994 年在 11 井首次在志留系获得工业油流后，相继部署的塔中 14、塔中 37 等井均告失利，塔

中志留系虽然在多口井获得了低产油气流或良好油气显示，但没有取得突破，造成“口口见油，

口口不流”的局面，塔中志留系的勘探未能获得预期效果。在“以上古生界为主，兼探下古生界

”的勘探思路指导下，潜山高部位局部构造的兼探没有放弃，断续上钻东部的塔中 8、塔中 38 等

井也告失利，塔中 I 凝析气藏评价也不断变小。至 1996 年塔中中央断垒带链暹潜国 10 余强并均

告失利。 

1996～1998 年，在“逼近油源”、“逼近油源储盖组合”、“逼近断裂带”的勘探思想指导下，

根据“塔中 16 井、塔中 24 井奥陶系碳酸盐岩出油”这一线索，展开了塔中 I 号断裂带奥陶系碳

酸盐岩的探索。 

1997 年 2 月，沿塔中 I 号断裂带东西长约 200 km 的战线上，同时上钻了塔中 26、塔中 44 及塔中

45 等势，同年 8 月 3 口井相继在上奥陶统内幕灰岩获得工业油气流，发现塔中 I 号断裂带是一个

油气聚集带，随后沿塔中 I 号断裂带接连部署塔中 49、塔中 27 等 4 口井，钻探不同区段、不同

类型的构造圈闭，以期控制 I 号断裂带整体油气规模，结果相继失利。塔中 45 油藏评价发现碳酸

盐岩储集层复杂、油气藏复杂。1998 每之后 I 号断裂带的勘探也很快陷入停滞状态。 

1998～2002 年，塔中勘探工作量锐减、勘探战线不断“退缩”。塔巾再度转向探索与评价东河砂

岩低幅度构造圈闭及地层圈闭，仅发现塔中 40 小油田、塔中 47 火成岩相关的复杂油藏。塔中已

无圈闭可供钻探；同时，对志留系展开评价与探索，也仅探明塔中 11 志留系小型稠油油藏；奥陶

系在潜山、斜坡区均有兼顾，钻遇奥陶系的井仅有 6 口，分别探索潜山一斜坡区不同领域的碳酸

盐搿，但依旧一无所获。 

至 2002 年，塔中的勘探方向不断转移，但没有带来实质性的突破，勘探屡屡受挫。分析其原因在

于：塔中古隆起规模小、活动强，油气成藏与分布复杂；沙漠区、埋藏深，勘探技术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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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上 I 号带、发现火油气田 

在不同领域、不同类型油气藏探索相继失利的困境下，塔里木油田公司及时开展了重新认识与评

价塔中地区的勘探潜力与领域、重新确定勘探思路与主攻方向、重新组织与强化技术玫关等 3 项

重点工作。 

对石油地质条件的综合研究认为，塔中吉隆起具备形成大油气田的基础石油地质条件；塔中古隆

起是一个长期稳定发育的背斜古隆起；多期油气充注形成塔中普遍含油的格局；古生界碳酸盐岩

生、储、盖配置良好，后期稳定埋藏具备优越的油气保存条件，下古生界碳酸盐岩应是勘探大油

气田的主攻方向。 

在勘探指导思想上重新明确以寻找大油气田为主，勘探层系从上构造层碎屑岩转向下构造层碳酸

盐岩，勘探方向从高部位转向低部位斜坡区，勘探目标从构造圈闭转向岩性圈闭。针对塔中碳酸

盐岩的复杂性，开展了重新认识塔中碳酸盐岩油藏类型、重上三维地震、重新开展碳酸盐岩储集

层预测、重新开展碳酸盐岩储集层深度改造技本攻关。通过对塔中 I 号构造带的再认识，实现 3

个认识上的转变，即沿断裂带找油转向沿坡折带找油、断裂控油转向台缘带控油、局部构造含油

转向整体含油，从而呈现出塔中 I 号构造带这样一个整体含油的大油气田雏形。 

2003 年，首先在塔中 I 号构造带中东部的塔中 62 井取得突破，明确塔中 I 号构造带是大油气田勘

探的最现实领域，但随后在其东部高部位的塔中 70 井钻探失利，经及时研究后认为，提出塔中奥

陶系礁滩体具有形成高产稳产的地质基础，并确立“沉积研究划分有利相区，吉地貌研究确定储

集层发育区，多方法储集层预测优选有利井区，丘状结构、岩溶响应一杂乱反射优选井位，靠礁

前、近断裂、打裂缝定井点”的并位布署原则。2004 年，同时上钻塔中 621 等 3 口井相继成功，

并突破塔中奥陶系高产稳产难关。 

尽管塔中 62 井区钻探成效最著，但仅局限在台缘外侧很窄的范围内，其勘探潜力有限。在古地貌

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沉积储集层的精细分析、老井复查，2005 年初，为探索在西部低部位与台缘

内侧奥陶系的含油性，甩开上钻比塔中 62 井低了 800 余米的塔中 82 井。结果塔中 82 井获得日

产干吨的高产工业油气流，证实了塔中 I 号构造带整体含油、储集层控油的认识，坚定了礁滩体

是现实勘探领域的信念。 

塔中 82 井成功后，在塔中 26 一塔中 82 井一线 80km 的区段上，相继新部署了 10 口探井，展开

了对塔中坡折带礁滩体的整体评价，在塔中 26、塔中 45 等井区相继获得成功，发现第一个奥陶

系生物礁型超亿吨级油气田。 

在碳酸盐岩“储层控油、复式成藏”认识的基础上，2006 年，探索下奥陶统风化壳的塔中 83 井

、塔中 721 井又相继获得突破，开辟了碳酸盐岩勘探的新领域。截至 2007 年底，勘探实践证实

塔中 I 号构造带奥陶系东西长 200km、高差 2400m 的范围内整体含油气，已发现三级地质储量约

4x10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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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中大油气田的勘探实践经历了“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一再认识”的曲折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

到，锲而不舍、勇于实践是大油气田发现的前提，深化认识、创新思路是老区获得新突破的关键

，技术进步是复杂油气藏勘探的保障。 

2、油气勘探方向 

塔中地区油气成藏条件分析表明，塔中低凸起是一个长期发育的继承性古隆起，多期构造演化造

成了塔中古隆起纵向上分层，平面上南北分带、东西分块的结构特征，并形成多套、多种类型的

储盖组合。塔中地区有寒武系与中上奥陶统 2 套供烃灶，经历了加里东运动期、晚海西运动期、

燕山-喜马拉雅运动期 3 个成藏期，形成多源、多期、多藏的复式成藏特征。多期构造演化与多期

油气运聚成藏相结合形成了塔中寒武一奥陶系、志留系、石炭系等多含油气层的格局。 

 

塔中地区具有多个产层、多储集类型、多油气相态、多种油气藏类型(图 2)。目前已在石炭系、志

留系、寒武一奥陶系发现 9 套产层；寒武一奥陶系为碳酸盐岩储集层，既有岩溶型、沉积相控型

储集层类型，也有裂缝型、岩性型储集层类型，志留系一石炭系以碎屑岩储集层为主，既有低孔

低渗差储集层、也有高孔高渗优质储集层；既有背斜、断背斜构造油气藏，也有地层、岩性及火

成岩相关油气藏等多种类型；存在正常油、稠油、干气、凝析气等多种流体性质，寒武一奥陶系

以凝析气一气藏为主，志留系有稠油和正常油，石炭系以正常油为主。塔中北斜坡与东部潜山区

普遍含油，油气垂向上叠置，横向上连片，形成塔中复式油气聚集区。 

塔中地区下古生界碳酸盐岩具有良好的油气成藏条件，储盖组合控制了油气的分布和油气的富集

程度，发育岩溶型、沉积相控型、岩性型、裂缝型等储集层类型，在此基础上形成 3 大勘探领域

：上奥陶统礁滩复合体、下奥陶统风化壳、寒武系白云岩。塔中上奥陶统台缘礁滩复合体已证实

是大型油气富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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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分析表明，塔中隆起在早奥陶世末发生强烈的构造隆升，整体缺失上奥陶统下部吐木休克组

及中奥陶统一间房组，形成第一期广泛分布的风化壳岩溶。钻井资料表明，岩溶深度一般达 100

～200m，岩溶作用强烈、发育时间长，具有明显的纵向分带、平面呈层状展布的特征，储集层预

测研究发现大型岩溶缝洞发育，与其上覆 200～400m 巨厚上奥陶统泥灰岩组成良好的储盖组合。 

 

下奥陶统风化壳与上奥陶统礁滩体具有相同的油气来源与成藏期次、相似的碳酸盐岩岩性圈闭、

相近的时空配置。但也有较多的不同之处(表)，下奥陶统储集层厚度与礁滩体相当，基质孔隙度

略低，但风化壳岩溶比礁滩体溶蚀作用发育；下奥陶统风化壳与加里东成藏期匹配良好，原生古

油藏的保存条件优于礁滩体，同时由于油气主要来源下部寒武系，断裂与下奥陶统顶不整合面有

利于后期油气充注，下奥陶统油气捕获能力比礁滩体好；下奥陶统风化壳勘探范围遍及塔中北斜

坡，面积达 6000km2，在塔中 45 一塔中 16 井区广大区域已获得油气流或见到良好油气显示，是

下一步寻找大油气田的有利方向。 

综上所述，塔中古隆起多期构造演化与成藏配置，形成志留系一石炭系披覆碎屑岩构造一岩性油

藏、上奥陶统沉积相控礁滩型油气藏、奥陶系风化壳型油气藏、寒武系白云岩岩性型油气藏等 4

大勘探领域。 

塔中大油气田的勘探方向以下古生界碳酸盐岩为主、石炭系一志留系碎屑岩为辅，立足大油气田

，展开整体评价、立体勘探、以气为主、以油为辅，整体控制 I 号带礁滩体储量规模、加快评价

下奥陶风化壳，积极甩开探索、准备接替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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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失宠后石油失宠后石油失宠后石油失宠后，，，，世界如何变世界如何变世界如何变世界如何变（（（（来源来源来源来源：：：：天天说钱天天说钱天天说钱天天说钱）））） 

 

 

1、北京时间 10 月 16 日晚，纽约油价一度跌破每桶 80 美元。今年 6 月时，油价还在 107 美元附

近徘徊。仅仅 4 个月，恍若隔世。不过，普京的“眩晕感”可能更强烈，因为 104 美元是俄罗斯

的财政平衡线。俄罗斯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天然气输出国之一，这个国家 52%的财政收入来自石

油、天然气出口。 

2、美国页岩油、页岩气技术突破即将给世界带来的变化。通过这种技术突破，美国在德克萨斯州

和北达科他州等地，建立了巨大的开采基地，并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燃气由进口到出口的巨大转变

，而美国进口石油的历史也即将在 10 年之后终结。在美国，目前天然气的价格只有中国的约 8 分

之一，这大大降低了“美国制造”的成本，成为美国促进先进制造业回流的一张好牌。在美国影

响下，加拿大、中国、英国、德国、印度、日本等都在研究适合自己国家地质结构的开采技术，

加拿大是第二个实现突破的国家。而中国，刚刚宣布自己成为第三个实现技术突破的国家。 

3、所以油价近期的暴跌，不仅仅是美元走强造成的，更不能简单理解成美国给俄罗斯套上的一根

绞索。这个世界真的变了，页岩气、页岩油仅仅是开始。想想吧，如果所有的汽车都使用电力，

那油价会跌成什么模样？特斯拉的成功，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曙光。这种技术的普及，恐怕只需要

5 年左右的时间。 

4、产油国的好日子终于到头了。那些脑袋上缠着布条，耀武扬威开着豪车，带着狮子、美女的家

伙，该把高傲的头低下来了。他们在沙漠上建立的各种盆景，比如迪拜，好日子应该屈指可数了

吧。不过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好斗的部族、教派，都会变得平和一些，ISIS 这类恐怖分子

应该更容易摆平，而且将逐步销声匿迹。可以预料的是，某些小的产油国，很可能在 30 年之后一

贫如洗，跟现在的瑙鲁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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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俄罗斯这个昔日的超级大国，正滑向“二流国家”末尾的位置。普京面临着巨大的转型问题是

：俄罗斯怎样避免成为石油、天然气衰落之后的沙特、阿联酋。所以，推进市场化改革，调整经

济结构，跟这个世界和谐相处，都是俄罗斯需要做的。 

6、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运气一直不错。比如在第一个十年，由于战略平衡需要，我们得到了

西方所有发达国家的支持。在变身世界工厂，最需要油价平稳的年代，美国打响了两场海湾战争

，所以中国人一直没有体验过“石油危机”的滋味。如今，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 60%，而

且仍将缓慢上升。在这个重要时刻，国际油价开始下跌，而中国的页岩油气开采技术成熟了，新

能源技术也在拉近跟欧美的差距。 

7、纵观“二战”以来的历史，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依靠资源（比如石油）称霸全球。日本、德

国都是资源小国，被迫走“技术路线”、“制度路线”，一度崛起。但毕竟资源缺乏，制度存在

缺陷，社会缺乏活力，导致技术无法跟上。最终败给美国。随后，人类进入美苏“两极时代”。

美国和苏联之所以能成为“两极”，都靠了“资源+技术”。在一轮长跑后，苏联由于社会缺乏活

力，经济和科技无法跟上美国，自然崩溃。苏联解体后挑战美国的那些国家，仍然是一些“资源

国家”，比如伊拉克、利比亚、委内瑞拉、伊朗，昙花一现是必然的。所以，未来的超级大国，

必然是“资源+制度+人口”型的国家。展望未来，超级大国除美国之外，候选名单上不外乎中国

、印度、巴西等有限的国家。当然，后三个国家的路都还很长。 

8、很多人认为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地位下降了，其实不然。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经济

之所以最快复苏，就是因为他们再次开启了新一轮工业革命。页岩气、页岩油技术就是从美国发

端的，移动互联网的带头大哥也是美国，3D 打印、基因技术等也都是。而且随着石油失宠，俄罗

斯地位将不断下降，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地位在加强。石油失宠还导致中东地位不断下降，美

国的战略重点将更加集中在亚太地区。 

9、石油失宠整体上对中国是好消息，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化解我们的能源安全漏洞，弥补中国的一

个短板。所以，只要能把“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都落到实处，中国作为第二大国的地位

将得到强化。而中国老百姓，也能在新能源革命中享受到切切实实的红利。当然，我们的邻国日

本、韩国也都将在油价下跌中获得重大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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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原油出口现状和未来趋势美国原油出口现状和未来趋势美国原油出口现状和未来趋势美国原油出口现状和未来趋势(李少林李少林李少林李少林) 

 

 

 

 

 

美国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持续大幅增长正在改变美国的能源格局，给美国带来广泛的经济、安

全和地缘政治影响力。2013 年美国原油产量达 25 年高点，在净进口量和消费量相对减少的情况

下，许多美国国内石油生产企业正在考虑开辟全球市场，并呼吁政府取消美国原油出口禁令。 

  一、美国原油生产、加工和进出口现状及前瞻 

  1. 美国原油生产、加工、进出口现状 

根据美国能源部过去 5 年的数据（包括生产、炼厂原油供应、按国别出口、进口、战略石油储备

变化等），美国国内原油产量在过去 5 年增长了 65%，原油进口下降了 32%（见表）。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李少林李少林李少林李少林，，，，中国石油国际事业中国石油国际事业中国石油国际事业中国石油国际事业（（（（美洲美洲美洲美洲））））有限公有限公有限公有限公

司总经理司总经理司总经理司总经理。。。。幼慕豪杰幼慕豪杰幼慕豪杰幼慕豪杰，，，，常自思男儿一世常自思男儿一世常自思男儿一世常自思男儿一世，，，，当佩宝刀当佩宝刀当佩宝刀当佩宝刀，，，，骑骑骑骑

烈马烈马烈马烈马，，，，开疆拓土开疆拓土开疆拓土开疆拓土，，，，破贺兰山缺破贺兰山缺破贺兰山缺破贺兰山缺。。。。自任职美洲油气运营中自任职美洲油气运营中自任职美洲油气运营中自任职美洲油气运营中

心心心心，，，，一心所求便是让宝石花标志在美洲土地璀璨一心所求便是让宝石花标志在美洲土地璀璨一心所求便是让宝石花标志在美洲土地璀璨一心所求便是让宝石花标志在美洲土地璀璨。。。。逆风逆风逆风逆风

而行而行而行而行，，，，方显人生壮丽方显人生壮丽方显人生壮丽方显人生壮丽，，，，我始终相信有志者我始终相信有志者我始终相信有志者我始终相信有志者，，，，事竟成事竟成事竟成事竟成，，，，在在在在

不久的将来不久的将来不久的将来不久的将来，，，，公司会以独特的姿态屹立在大洋彼岸公司会以独特的姿态屹立在大洋彼岸公司会以独特的姿态屹立在大洋彼岸公司会以独特的姿态屹立在大洋彼岸，，，，让让让让

宝石花在美洲大地上绽放光芒宝石花在美洲大地上绽放光芒宝石花在美洲大地上绽放光芒宝石花在美洲大地上绽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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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2014 年 3 月的报告显示，美国国内原油产量为 819.1 万桶/日，进口量为

726.4 万桶/日；炼厂炼制量（常压蒸馏装置总进油量）1537.6 万桶/日，炼制能力约为 1793.1 万

桶/日。成品油方面，EIA 数据显示，截至 2014 年 2 月 28 日，美国成品油进口量约为 190 万桶/日

，出口量约为 375 万桶/日。美国国内成品油消费量在过去 5 年基本保持稳定，约为 1829 万桶/日

，月度波动幅度为 4%。 

 2. 美国各地炼厂的原油适应状况 

美国的主要炼能集中在美国墨西哥湾（以下简称美湾）和美国西部，两地炼厂都比较适合炼制中

质和重质原油，这与历史上这两地炼厂主要的原油供应来源有关系。美国西部炼厂的原油主要来

自阿拉斯加和加州（也有南美原油），主要是重质原油。美湾炼厂的原油主要来自中东和加拿大

，也有南美，也都是中质和重质原油。 

上世纪中叶以后，美国本土原油产量下降，由于从中东、加拿大、南美进口的原油基本都是中质

和重质原油，当时美国兴起了一阵建设焦化裂化装置的热潮。另外，美国本土轻质低硫油的价格

基准油是轻质路易斯安那低硫原油（LLS），LLS 相对西加拿大精选原油（WCS）和 Mars 原油的价

格比较高。 

2010 年美国页岩油气革命以来，本土原油增量大部分为 API 度 34 以上的轻质低硫原油，原油品

质和炼厂装置不匹配。可见，所谓美国本土原油产量过剩，其实只是轻质低硫原油的相对过剩，

美国原油市场整体的供需基本面并没有出现绝对过剩，可供出口的余量其实很有限。 

美国东北部海岸数家中小规模的炼厂加工轻质原油，它们没有全球产炼销网络，对本土轻质原油

的依赖程度比较高。对美湾和美国西部的炼厂而言，如果美国允许轻质低硫原油出口： 

第一，能够多样化原油供给。不同品种的原油炼制出的成品油是不同的，多样化产品有不同的市

场和不同的盈利性，多样化原油供给有利于炼厂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出。 

第二，美国轻质低硫原油出口短期内可能会拉升本土油价（LLS、WTI），但相应地，也会增加国

际市场的供给，从而拉低国际油价（布伦特原油价格等），这对使用进口原油的炼厂有好处。另

外，很多公司拥有全球产炼销体系，成品油收益并不局限于美国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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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政府已经发布的原油出口许可中，很多是美国产的轻质低硫原油出口到加拿大作为稀释料

使用——因为加拿大产的油砂重油非常粘稠，流动性很差，生产商需要从美国进口轻质低硫原油

，用于稀释油砂，提高油砂的流动性便于输送加工。 

 3. 未来北美原油产量预测 

据国际能源署（IEA）2013 年 10 月发布的报告预测，今后 5 年，全球新增原油供应量的 1/3 将来

自美国。由于页岩油产量上升，美国最早将于 2015 年取代俄罗斯，成为世界最大的非欧佩克产油

国；将在 2016 年前取代沙特，成为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到 2035 年美国国内能源需求将实现自

给自足。 

EIA 亦在 2013 年 12 月发布的《年度能源展望》中大幅上调了美国国内原油产量预期，预计 2016

年美国国内原油产量将达到 950 万桶/日，接近 1970 年 960 万桶/日的历史最高水平。2020 年以

后，美国国内原油产量会逐渐减少，但在 2040 年之前都将保持在 750 万桶/日以上的水平。另一

方面，随着美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天然气消费比例上升，原油消费相对缩减。与此同时，加拿大油

砂产量亦增长迅猛，使北美市场原油供给越发充足。 

综合这些预测，未来北美市场的原油供需基本面将发生逆转，出现供大于需的局面，北美本土不

能消化的原油产量势必要出口，在全球寻求市场。而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原油

需求将拉动全球总需求稳中有升，尽管欧佩克剩余产能回升，美国原油能否大量出口，仍将对全

球原油市场供需平衡产生显著影响。美国原油出口政策进行调整的契机或已来临。 

二、美国原油出口的法律规定及其对原油出口的影响 

1. 美国现行原油出口规定范围 

由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阿拉伯石油禁运，美国于 1975 年通过《能源政策和节能法》（Energy Policy 

and Conservation Act），该法案以及同时期颁布的《出口管理法案》（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和《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对美国原油出口进

行了一般性的禁止，并规定特殊情况下的出口例外，授权美国总统可根据国家利益颁布特别出口

许可。 

根据上述法律，目前以下情形可向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和安全管理局（BIS）提出申请，获得原

油出口许可证： 

1）阿拉斯加库克水域入口地下原油（现已比较罕见）； 

2）阿拉斯加北坡原油（需经阿拉斯加管线（Trans-Alaska Pipeline）运输，限量 5 万桶/日，需由在

美国注册的船舶运输）； 

3）出口至加拿大仅供其国内消费或使用（无数量限制）； 

4）加州某些油田生产的重油（API 度 20 以下；限量 2.5 万桶/日；限期 9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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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外国进口原油的再出口（要求未曾和美国原油混合）； 

6）与墨西哥及加拿大的原油互换； 

7）出口换取等价或价值更高的原油或成品油回美国； 

8）符合国际协定的原油出口； 

9）美国总统批准的其他特例。 

其中绝大多数许可证颁布给对加拿大的原油出口，其余许可证大多给予外国进口原油的再出口。 

2. 近年来许可证颁布情况 

美国原油出口许可证一般有效期为一年或两年，不可转让。许可证上注明出口原油用途，例如对

加拿大的出口许可证上会标注“使用或消费”。出口的原油必须售往许可证载明的目的地及买家

。但许可证并不限制原油的运输方式。 

从 1975 年一般性禁止原油出口到页岩油革命导致美国原油产量大幅增加之前，美国的原油出口其

实寥寥。近年来，虽然美国商务部对原油出口许可的管制依旧严格，但许可证颁发数量逐年上升

：2011 年 BIS 共颁发许可证 45 个；2012 年 66 个；2013 年 113 个。据悉，2014 年截至 3 月底，

BIS 已收到 26 个许可证申请，基本都获得许可，极少量因为申请材料不完备遭到驳回。 

  

  已经获得许可的大部分原油出口至加拿大东岸的炼厂。美国政府允许出口原油到加拿大的原因： 

一是美国炼油厂尤其是占全美炼油能力一半的美湾地区炼油装置，更适合加工来自加拿大、委内

瑞拉和沙特的重油，不适合加工国内生产的轻质原油； 

二是根据美国法律，美国国内航线只能使用美国籍油轮，从得州原油产地到美国东北部炼油厂，

每桶原油的运输成本高达 4.55 美元；但从美湾海运到加拿大东北岸，属于国际航线，可以使用非

美国籍船舶，从得州跨境到加拿大东部炼油厂每桶原油运输成本低于 1.5 美元。 

美国原油偶尔出口至印度、意大利、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2014 年 BIS 颁布了两份对英国出口

原油的许可证（总价值为 18 亿美元），以及两份对意大利出口的许可证（总价值为 31.2 亿美元

），目前在审批一份向德国出口原油的申请（价值为 26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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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BIS 官员称，目前这些对欧洲出口的原油并非产自美国，但 BIS 没有提供再出口的原油来源，也

没有说明这些交易是否属于与美国产原油的互换交易。目前多方消息认为，对欧洲的出口是加拿

大原油在美国的复出口。 

 三、对美国原油出口解禁的不同意见及立法动向 

1. 美国国内对解禁原油出口存在意见分歧 

近年来，随着美国本土原油产量的增加，要求原油出口解禁的呼声越来越高。支持解禁的一方认

为，出口禁令是上世纪 70 年代特殊环境的政策遗物，已经不再适应变化了的原油生产消费格局。

出口限制打压了生产商利用高油价的赢利能力，造成本土原油供应过剩，影响投资者在美勘探开

采积极性，影响增加就业，阻挠美国能源复兴。出口轻质原油能优化能源配置，增加效率，实现

自由贸易。 

更重要的是，放开原油出口有助于提升美国自产原油价值，上游生产商及关联炼油商也能从中获

取更多利润。支持方包括美国石油协会，EOG 资源公司、大陆资源公司等上游生产商，康菲、马

拉松等独立炼油商，埃克森美孚、壳牌等国际大石油公司。从美国政界来看，支持解禁的包括美

国能源部部长莫尼兹，美国商会会长托马斯•多诺霍，以及部分有影响力的参议员。 

反对的一方则认为，如果美国出口更多原油，将极大地鼓励开采本国原油，沙特阿拉伯会减少产

量，美国国内油价可能短期内上升，令美国消费者受损。反对者包括出口禁令受益团体，例如大

部分美加炼厂，还有非产油州议员、环境保护团体、部分民众。 

民众担心大量输出原油将短期推升国内汽油价格，例如 2006 年的国会研究报告指出，1996 年的

阿拉斯加原油出口解禁后，当地的成品油价格与全国平均价格的差值从 5 美分扩大到 15 美分，

2000 年出口停止后，价格差逐年下降到 2002 年的 7 美分。 

另有一些政客认为，美国还未实现能源独立，现在出口解禁可能危及美国能源安全。环保团体则

认为，出口原油最终会影响可再生能源发展和节能减碳的努力。从美国政界来看，不愿解禁原油

出口的也有一批参众两院议员。 

除此之外，还有持谨慎态度的中立团体和参议员，希望在全面的分析报告发表后再做决定。 

 2. 现行原油出口禁令有松动可能 

从程序上来说，一般性地解除原油出口禁令需要繁复的调查、听证、表决，最后总统与国会达成

一致，通过立法解禁，这个过程漫长且不确定性较大。另外，虽然美湾地区轻质原油供给过剩，

但重质原油仍大量依赖进口，笼统地说“美国目前原油供给大于需求”并不符合美国国内不同市

场供需不匹配的现状，而且原油出口对美国国内汽油价格的影响程度还未得到比较精确的研究和

测算。 

综合这些因素，很难想象美国政府能在近两三年内就一般性解禁达成共识并通过立法，但是这不

等于美国政府不会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对原油出口管制予以一定的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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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以下几种可能出现的松动情形。 

1）由商务部出台新的政策，根据原油的不同分类或者不同 API 度放宽部分出口。由于美国目前主

要是轻质原油产量大增导致过剩，不排除允许特定 API 度范围内的原油在一定额度/时间内的出口

，例如允许出口矿场凝析油，这种情况有可能在近期发生。 

2）向少数国家或地区的出口进一步放宽。例如一般性地允许对自贸区国家的原油出口；或者放宽

对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原油出口；在出口许可审批要求和出口数量上采取宽松政策，或改审批制

为备案制。 

3）通过总统颁布行政命令对原油出口许可或成品油出口的标准进行放宽解释。例如石油或炼化产

品的定义、规格、质量等。 

4）根据原油产区采取不同的出口政策。例如允许得州某些油田生产的原油在一定额度/时间内的

出口。 

5）对石油互换交易采取更为宽松、自由的解释。 

 四、对中国进口美国原油的有关建议 

随着北美原油产量的上升，美国放松原油出口管制将会是一个趋势。对此，中国石油企业应给予

足够重视，可在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参与美国原油出口到中国的运作。 

1）通过政府间协议，使中国成为获批的美国原油出口目的地，并每年获得一定的出口数额。 

2）通过互换的形式，将中国企业在加拿大生产的原油（或者其他国家生产的原油）换取美国出口

的原油。 

3）在两国政府推动下，使美国阿拉斯加的原油获批出口到中国，并允许用非美国注册船舶装运。 

然而，由于美国原油出口解禁过程将会审慎而漫长，预计本届美国政府不会对原油出口禁令做出

立法性变更，但可能会在行政层面放宽特定油品的出口，并对特定区域提高许可证颁布数量，在

国内市场可容许范围内增加原油出口数量。如果中国石油企业能把握住机会，这将为中国的能源

供应提供一条途径，也将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同其他生产商的对话增加筹码。（其他作者为张涛

，原载《国际石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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