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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对世界进行一次全面的“极限测试”，人类对此测

试必须做出回应。原油历史上第五次暴跌出现在3月9日，这背后深藏

的是沙特、俄罗斯、美国三大产油国之间的博弈和较量，油价至今已

跌破30美元/桶。美国股市更是出现了历史性的10天内4次熔断，全球

经济受到巨大冲击。

2020年3月9日，人们见证了原油

历史上第五次大暴跌：一天之内，油

价跌幅超过25%，布伦特（Brent）原

油期货跌26.55%，报收33.42美元/桶；

WTI原油期货跌27.44%，报收30.15

美元/桶。至本文截稿时（3月19日）

止，2020年4月交货的WTI原油期货

结算报价20.37美元/桶；2020年5月交

货的布伦特原油结算价报收24.88美元/

桶，为2003年5月12日以来最低。

历 史 上 曾 有 过 四 次 油 价 暴 跌 事

件，分别发生在1986年、1997年、

2008年和2014年，其中1986年和

2014年两次下跌的主因是产能富余；

1997年、2008年两次下跌的主因是金

融危机，导致需求不足。唯有本次，

是需求和供给两相夹击造成。

在前4次油价暴跌中，1986年和

2014年这两次是由于供过于求的原因

造成的。1986年油价暴跌是由于1973

年、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并伴随

着中东、南美这些国家石油资源收归

国有，油价从3美元/桶一下子提升到

30多美元/桶，大的跨国石油公司，

美国、欧洲等主要石油消费国忧心忡

忡，急切寻找新的石油资源。恰逢其

时的是，石油勘探开发技术已经具备

了下海的能力，所以很快在浅海区域

有了大的发现，欧洲北海、墨西哥

湾，还有后来中国近海都先后形成了

较大的石油生产能力。到1986年，石

油生产能力比需求过剩25%，所以造

成了油价大跌；而2014年油价大跌是

因为从2011年尤其是2013年以后，美

国致密油每年增加约5000万吨，平均

每天增加100万桶，导致石油供过于

求；1997年和2008年两次油价大跌是

由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导致

的需求不足造成的。

短期：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双杀
与之前4次油价下跌不同，这次油

文／陈卫东

石油 ：“极限测试”下的价格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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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大跌是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双重原

因导致的，再叠加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事件的影响。这次油价大跌并不是前4

次的周期性重复，而是新环境、新形

势下的一次下跌。

新冠疫情自今年1月份在中国爆

发，目前已经蔓延至全球，石油需求

骤降使原油价格不断承压。产油大国

沙特即在此时宣布降价增产。3月7

日，沙特开启全球原油价格战，全面

调低4月原油售价，整体降幅在5~8

美元/桶。3月10日，沙特又宣布将大

幅上调4月的原油供应量至1230万桶/

日，这比沙特现有供应量970万桶/日

增加了26.8%。

俄罗斯在3月6日召开的OPEC+会

议上不同意深化减产，这是此次沙特

突然降价增产的直接触发点。但根本

原因是消费不振和美国页岩油一直在

持续增长，最终造成沙特采取如此极

端的行为。对此，俄罗斯已在此前通

过沙盘预演为石油价格战做了准备。

此次沙特年轻王储主导的增产减价与

俄罗斯竞争市场的行动，尽管算是后

发制人之举，但确实雷厉风行，行动

神速，目标清晰，落实有力，招招见

OPEC+减产稳价的最大受益

者是美国。美国政府控制不

了油气生产公司，其增产减

产是一个纯市场行为。

3月9日，油价大跌与疫情蔓延引发纽约股市
暴跌逾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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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为了争夺欧洲市场，沙特向西欧

炼厂出货的价格即刻降低7~8美元/

桶，而给亚洲的发货价格只有4~5美

元/桶。随后更是组织了数十艘巨大油

轮向欧洲运送原油。沙特阿美正在迅

速落实4月份增加250万桶/日产能的目

标；俄罗斯也不示弱，能源部长宣布

要增加50万桶/日的产量。如果这两个

产油大国真的在二季度落实了产量目

标，每天增加300万桶的供给是可能成

为现实的。美国高价格的致密油的投

资和产能将会受到强烈挤压，每天减

少30万~50万桶的产量也是大概率事

件。科威特、阿联酋、伊拉克等还有

富余产能的国家也只能跟随增产，总

量估计也会在100万桶/日的水平。

新 冠 疫 情 正 在 对 全 球 的 经 济 、

政治和社会治理做全面的“极限测

试”，已经对世界产生了极为强烈的

冲击。近日德国总理对国民发表讲话

时称：新冠肺炎疫情是德国“自二战

以来最大的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G7电话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将

与国会会商动用一万亿美元应对疫情

危机，拯救美国经济。美国股市十天

内四次熔断创造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历

史之最，道琼斯指数跌破20000点，

抹去了特朗普上台以来的所有涨幅，

十万亿美元财富两周之内消失殆尽。

长期：供大于求时代来临
疫情对石油天然气测试的结果很

直接，就是消费增速急速减缓。当前

不同的机构、国际组织都在呼吁应对

气候变化，大力减少化石能源消费。

在环境保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能

源转型背景下，全球石油消费峰值可

能在8~10年来临，至少目前世界已

经进入经济低增长、石油消费低增长

和长期供大于求的阶段。新冠疫情让

需求降低短期内更显性化了。ISH估

计，2020年总的供求态势是：总需求

较预期减少150万~200万桶/日，总供

给将增加200万桶/日。石油价格低迷

将会持续一段时间，石油价格回升要

看沙特和俄罗斯对低油价的承受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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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 石 油 消 费 峰 值 可 能 在

8~10年来临，至少目前世界

已经进入经济低增长、石油

消费低增长和长期供大于求

的阶段。

布伦特油价走势图 3月10日

37.22美元/桶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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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力，30美元/桶以下的水平不可持

续，他们何时重回谈判桌要看国家领

导人的判断和意愿。

无疑，这给产油大国沙特和俄罗

斯都带来巨大压力。至少在相当长的

时间里，石油还会是沙特和俄罗斯的

经济支柱，对沙特尤为如此：有丰富

巨大的储量，有富余产能，有巨大的

成本优势和扩大产能的空间。

长期以来，沙特都在扮演国际石

油机动生产者的角色。1986年，为了

提升油价，沙特甚至把自己的产能减

掉了三分之二。2014年油价暴跌后，

沙特、俄罗斯及其盟国在2016年12月

组成了OPEC+，共同减产，一直维持

至今，每天大约减产210万桶左右，

也稳定住了价格。但随后形势发生了

变化，伊朗、委内瑞拉被美国制裁，

卡塔尔退出OPEC，很多成员国体量

小，没有话语权，OPEC+某种程度上

变为沙特与俄罗斯两个主体的舞台。

近两年，沙特发现OPEC+的共同

减产并未给自己带来好处，反而让自

己损失更多市场份额。2019年，沙特

减少了产量，油价仍在震荡下跌。

沙特对自己的盟友俄罗斯越来越

不满。虽然表面配合减产，但是近

两年，俄罗斯在减产期间仍在持续

增产。俄罗斯内部对于是否要配合

OPEC+减产也有分歧，俄罗斯国家石

油公司（Rosneft）、俄罗斯卢克公司

（Lukoil）等主要石油公司基本都不

同意减产。可以看到，俄罗斯进一步

挤占了沙特的市场份额。中国是全球

最大的原油进口国，2016~2018年，

俄罗斯反超沙特，成为中国最大的原

油提供商。

俄罗斯不愿减的逻辑是，不管怎

么减，需求不足总是长期的事情。原

油市场是买方市场，市场份额才最重

要。

实际上，过去两年，OPEC+减

产稳价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国。这段时

间，美国致密油（页岩油）在不断增

长，完全填补了OPEC+减产的份额。

美国是一个原油消费大国，也是一个

原油生产大国，同时美国政府控制不

了油气生产公司，其增产减产是一个

纯市场行为。

上 述 因 素 使 沙 特 感 觉 到 自 己 的

“牺牲”没有获得应有的收益。于是

沙特转变被动策略，主动进攻，通过

增加产量以获得必要的收益，即通过

低价格和高产量获益。

沙特采取如此极端的进攻行动，

也有沙特王储个人原因。萨勒曼王储

很年轻，不到35岁，个人风格刚烈，

沙特内部对他影响或许更大。原本沙

特国王死后按照惯例由其顺位弟弟接

位，但这届国王准备把王位转给儿

子，即萨勒曼王储。沙特统治集团内

部争斗激烈，也逼迫萨勒曼王储采用

强硬的手段来应对。

沙特王储提出沙特改革计划，即

2030愿景，这一计划需要依靠沙特

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上市进行

筹资。然而沙特阿美上市筹划了三年

多，一直未能在国外找到合适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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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今天唯一一个每天进口石油超过

一千万桶的国家，中国是“千万桶消

费大国”，加上国内生产约400万桶/

日，每天消费石油约1400万桶。笔者

提出“四个千万桶俱乐部”的概念，

这四个国家生产和消费了全球42%的

石油。IEA是OECD国家联盟组织，

当时代表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平衡石油

输出国组织OPEC的作用，这两个机

构分别代表石油消费国和石油生产国

博弈平衡，多年来实际上起到了“石

油时代”“能源治理”的作用。时过

境迁，OECD国家不再是石油消费的

主体，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印度等新

兴经济体。OPEC15个国家，有富余

产能的也不多了，加上伊朗、委内瑞

拉等创始国被美国严厉制裁，OPEC

只有沙特在力撑，但孤掌难鸣，2014

年以后为对抗非常规油气革命成功的

美国，联合了由于克里米亚事件被制

裁的俄罗斯组建了OPEC+（石油减产

联盟），较为成功地让石油价格回归

到正常水平。这次价格战让脆弱的石

油减产联盟破产了，是时候考虑新的

世界石油治理体系的时候了。回顾历

史，任何一种全球性治理机制的产生

都需要具备几个重大条件：要么发生

了世界性的重大变化，原有的治理机

制失灵了；要么有新的倡议；要么有

愿意为建立新的机制承担责任和提供

公共资源的大国。大到联合国，具体

到IEA、OPEC等国际组织都是这样

产生和建立的。对于全球新的治理架

构的建立，“四个千万桶俱乐部”成

（作者长期关注石油经济，曾任中国海油
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能源研究员，现任民
德研究院院长）

点，最终在沙特国内上市。2019年12

月11日沙特阿美（2222.se）在沙特首

都利雅得上市，2020年3月8日，沙特

阿美即首次跌破了发行价32里亚尔/

股，此间，最低曾跌至27里亚尔/股，

这令王储大失所望。

但沙特王储并未放弃，3月10日，

沙特阿美在开启全球价格战的同时，

又宣布全面提高原油供应量。值得注

意的是，价格战开打的同时，沙特当

局在3月6日还逮捕了多名沙特王室高

级成员。

未来：“四个千万桶俱乐部”决

定成败
对于美国股市暴跌，沙特和俄罗

斯的石油价格战不是主要原因，更多

的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发展的不确定

性，投资人对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滞

后和政策前后不一致的严重不满，更

有多年来股票市场积累了太多泡沫的

报复。石油价格战是触发因素之一，

但反过来，股市暴跌更加速了石油价

格的过激下跌，这个结果也许是沙特

王储和普京总统都不曾意料到的结

果。但多少重大历史事件往往都是由

不怎么起眼的“偶然事件”引发的，

这次疫情会走多远？这次疫情对人类

“极限测试”的历史结果是什么？

似乎还得是“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

说”。

美 国 、 俄 罗 斯 、 沙 特 被 称 为

“千万桶俱乐部”成员，这三个国家

每天石油生产都在一千万桶以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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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俄罗斯、沙特被称为

“千万桶俱乐部”成员，中

国的角色是“千万桶消费大

国”，这四个国家生产和消

费了全球42%的石油。

员都是极为重要的。他们不能协调一

致，新的治理架构就无从谈起。即使

有了某种共识也需要极其艰难和漫长

的过程。放眼寰宇，今日之世界共识

何在？也许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概念下会有探索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