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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的油价对于中国应对全球经济下行压力，降低经济成本是有好处

的。从长期看，要注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变化带来的影响。

新冠疫情暴发对世界经济造成了

前所未有的冲击。由于此次疫情来势凶

猛，传播速度快，防控难度大，因此，

这次由病毒引发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明

显不会是一个短期冲击，再叠加全球石

油价格战，将是一个全面影响各国经济

的突发性事件。

根据多家机构的预测，今年中国

的GDP增长可能放缓0.2~0.4个百分

点，全球GDP增长至少降低0.2个百分

点。对那些高度依赖中国的发达和新兴

市场来说，疫情的影响会更大。

本次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很大。

一季度的能源需求显著下降，电煤消

耗远低于往年同期，房地产交易基本停

滞。港口待装卸的集装箱量快速增长，

显示出供应链所受到的冲击。

对世界经济体而言，影响在于严

重冲击了供应链。中国经济比17年前

非典时期总量增长很多，已全面融入世

界经济。现在，成千上万的海外公司在

中国设有工厂或供应合作伙伴，其供应

链为所有环节提供关键组件。

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中

国的制造业和工业同样依赖海外商品，

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供应链中也处

于中心地位，世界上许多原材料在转变

为制成品之前先流向中国。中国东部沿

海地区是中国经济的心脏，也是全球供

应链的主要枢纽。随着新冠疫情的继续

传播，跨国公司开始出现供应链中断。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生产中断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家庭用

品、高科技产品和纺织行业。这些行业

的生产中断将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不利影

响。

世界格局变化
本次疫情让世界各国普遍意识到

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因此，本次

疫情开始以来就有对这种供应链依赖的

担忧和讨论，也有人讨论如何减轻这种

依赖。但是分析到最后，人们普遍发

现，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无法撼

动，难以找到其他经济体能够以更低的

成本生产所需产品，而且中国巨大的市

场令跨国公司无法放弃。

然而，本次疫情势必对全球经济

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美国已经注意到大量与医

文／刘强

对策 ：中国能源怎么办



2020 / 04  总第136期 / 39

能源评论 / ENERGY REVIEW 2020 / 04

疗有关的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出于对

以后发生类似情况的担心，美国将在国

内建立相应的产能。这涉及众多的有机

化工产品，尤其是与石油化工有关的产

品。因此，这种格局变化将对我国的石

油化工行业尤其是涉及医药的中间体和

精细化工产业造成影响，原来出口美国

的产能将会出现利用率不足的情况，需

要对影响的产业做出调整。

第二，对欧佩克国家和俄罗斯等

石油出口国而言，油价下跌必然造成严

重的财政压力，不过对不同国家的压力

不尽相同。对俄罗斯来说，30美元左

右的油价可以维持体系的运转，但是难

以保持战略的张力，其在叙利亚和乌克

兰的行动都非常烧钱，同时还要支持委

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如果叙利亚局势

和乌克兰局势此时出现反复，对俄罗斯

肯定会造成较大的压力。同样的情况也

出现在伊朗，但是因为此前美国制裁，

其出口已经基本停滞，所以油价下跌的

影响反而没有那么大。伊朗最大的问题

是如何应对疫情，中国目前已经向伊朗

派出了医疗队，这对伊朗是典型的雪中

送炭。

第三，30美元左右的油价对美国

页岩油的发展会有影响，但是主要影响

的是后续投资，而不是当期产量。事实

上，美国页岩油产业已经经历了一次油

价的冲击，2014年国际油价就已经出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无法撼动，难以找到其他经

济体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生产

所需产品。 

自2020年3月17日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
价格每吨分别降低1015元和975元。 图为
吉林省长春市一处加油站工作人员为车辆加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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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过一次暴跌，也是同样跌到了27美

元之后反弹。

第 四 ， 欧 洲 经 济 面 临 较 大 的 压

力。欧洲经济较多地依赖东欧地区的劳

动力，一旦出现经济衰退，这些返国的

劳动力会加剧疫情扩散，并影响原输出

国的稳定。

第五，日本、韩国对疫情防控已

经初见成效，预计可以很快控制住。

但是日本、韩国经济严重依赖国际供应

链，所以世界经济动荡对这两个国家的

冲击将是严重的。

第六，对“一带一路”项目存在

一定的影响。目前包括中欧班列在内

的“一带一路”货运路线均处于运行

状态，据了解，虽然受到了疫情影

响，中欧班列（长安号）国际货物的

运行增速放缓，但仍基本保持每日1

列的开行频次。需要注意的是，由于

很多国家实施了旅行限制，导致一些

“一带一路”项目受到了原材料供应

和人员短缺的双重影响。比如，中巴

经济走廊沿线的工作已经停止；柬埔

寨的西哈努克经济特区停滞不前；孟

加拉国的Payra燃煤电厂建设进度被

推迟；印尼、马来西亚和缅甸的项目

一直处于停滞状态；雅加达—万隆高

铁的建设，以及印尼八打洞雨林中一

座510兆瓦大坝的建设因中国工人无

法绕开从中国起飞的禁令而停止；在

柬埔寨西哈努克经济特区，据外国媒

体报道，中国高级管理人员办公室空

无一人。该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

的“里程碑项目”，拥有160多家企

业和2万多名工人。尽管大多数工人

都是当地人，但是这些项目普遍依赖

中国的供应链。

中国能源的危与机
可以预计，全球经济和国际油价

都将在下半年或者第四季度摆脱低迷状

态。当然也不排除其他的正向或负向冲

击带来的变数。

目前的影响，可以说主要来自疫

情，而不是油价下跌。因此短期来看，

恢复生产最为重要。较低的油价对于中

国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降低经济成本是

有好处的。从长期看，我们要注意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变化带来的影响。

一是部分生产将会向发达国家转

移，需注意我国后续产业调整。

如前所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

将会重建化工与医药产业链，本来这些

化工和医药中间体是从中国进口的。伴

随着这些国家的产业重建，中国相应产

业的出口需求会有所下降，对未来的石

油需求也会产生负向影响。因此，有关

企业应提前做好后续产业调整。

二是积极支持相关国家的抗疫工

作。本次疫情再次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意义：在重大灾难面前，没有一个

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只有所有国家通力

合作、共同面对，每个人才是安全的。

在中国出现疫情时，很多国家向中国提

供了帮助。在中国已经逐步控制住疫情

而其他国家开始出现疫情蔓延的时刻，

中国也开始对这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

家进行积极援助。目前应该重视的国家

是伊朗，它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

国家，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

施具有重要意义。在其困难时刻，中国

应对伊朗的抗疫工作积极援助。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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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厂的煤炭消耗

数据来源：Capit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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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伊朗疫情扩散到整个中东地区，将

对我国的能源安全形成严重冲击。

三是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

产业园区合作。本次疫情显示出世界供

应链对中国的极大依赖，这也必将成为

疫情之后各国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诉求。中国可以加强与这些国家

的产业合作，在各方面因素适宜的地区

尤其是临港地区建设产业园区，形成本

地的供给能力。这在部分国家比如沙

特，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未来在产业

园区的合作建设上，可以更加侧重对东

道国的物资保供能力建设，充分利用本

地资源和人力，形成中国与东道国之间

的新型合作模式。

四是加强电力与能源设施的互联

互通。本次疫情也是对能源安全的重大

考验。在疫情暴发之后，出现了海路运

输与港口装卸方面的困难。这表明，电

力与油气管道设施的互联互通可以有效

提升能源安全。因为其优点是可以自动

运行，不需要过多的人力投入和人员接

触。因此，建议中国继续加强与陆地邻

国之间的电力与油气互联互通合作，在

经济合理的前提下，加快和提升油气管

道建设，包括中缅管道、中国中亚油气

管道、中俄油气管道。同时，也应探索

和加强电力互联互通方面的合作，包括

中国—中南半岛、中国—中亚、中国—

韩国海底电缆、中俄、中蒙、中国—尼

泊尔等电力互联项目。

姜勇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

能源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油气储运专家

为了落实“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

现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的要求，中国

能源行业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主动出击。

首先，对于能源企业而言，单打独

斗容易被各个击破，应在国家发改委、商

务部、国资委、能源局的统筹协调下，

由“三桶油”组成谈判代表团“抱团出

海”，统一步调、立场一致地进行石油、

天然气的集中采购，发挥中国作为世界第

一大原油和天然气进口国的聚集效应、规

模效应。

其次，借大宗采购进口低价油气的

契机，“三桶油”与上海、重庆石油天然

气交易中心紧密合作，新成立的国家管网

公司也将管存、库容拍卖委托两个交易中

心，落实油气体制改革要求的基础设施向

第三方公平开放，鼓励油气资源代卸、代

储、代输，全面推广石油和天然气现货、

期货交易，同时发布权威性的石油、天然

气价格中国指数，打造亚洲核心石油天然

气交易中心和世界顶级石油天然气交易中

心，力争石油天然气国际定价权。

最后，对以前签署的进口油气照付

不议合同进行复议。现在国际油价暴跌，

挂钩气价也暴跌，应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

原合同价格条款等内容进行复议，结合疫

情不可抗力事件条款，要求降价或者减少

高价油气的继续进口，必要时可依法合规

地进行国际商事仲裁。

中国应对之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
济研究所能源安全与新能源研究室主任，全
球能源安全智库论坛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