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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待优化
2016年6月30日，杜特尔特宣誓就职成为菲律宾共和

国第16任总统，当时其经济团队提出了十点经济计划，其

中包括“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

础教育等措施推动经济发展”。此后四年多，该国经济呈

现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

2013~2019年，菲律宾GDP与人均GDP均保持稳步增

长。2013年，菲律宾GDP（不变价）为36004.54亿菲律宾

比索，2019年增至52602.28亿菲律宾比索，增长约55%，

GDP（不变价）年平均增长率约7%；截至2019年年底，

菲律宾人均GDP为3486美元，同比增长7.16%，不足中国

的二十分之一。

目前，菲律宾仍然是“中低收入国家”，该国基尼系

数在东南亚地区属于较高水平，贫富差距较大，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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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 清洁能源仍是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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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菲律宾出台多项政策，力求发展能源基础设施，推动清洁能

源，这或将是中国能源行业的新机会。

从宋元时期开始，菲律宾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

重要节点。2016年以来，中国一直是菲律宾的第一大贸易

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四大出口目的地。

2018年，习近平主席访菲期间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与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的谅解备忘录》，在之后的联合声明中，中菲两国表示

将在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

根据2019年发布的《“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

指数报告》，菲律宾在63个“一带一路”国家中位列第11

名，其中发展成本指数排名第三，持续位居前列。

菲律宾化石能源资源匮乏，呈现“缺油、少煤、贫

气”的特点，传统能源对外依存度高。相较之下，水力发

电、地热能和太阳能发电资源丰富，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

在东盟国家排名第四。上述清洁能源资源，被视作中菲未

来能源合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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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物价方面，2013~2019年，菲律宾物价水平相对较

低，且波动幅度不大。只有2011年和2018年CPI接近或突

破5%，其他时间CPI同比均处于正常区间。

产业结构方面，菲律宾经济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第

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突出。服务业在菲律宾三大部门

中贡献最大，占比提升明显，从2012年的56.7%增至2019

年的58.7%；农业部门占比持续下降，从2012年的11.1%

降至2019年的7.8%。工业部门GDP占比呈现小幅增加的走

势，从2012年的32.2%增至2019年的33.8%。

区域经济方面，菲律宾共有239个各类经济区，主要

由菲律宾经济区（PEZA）所辖的96个各类经济区和独立

经营的菲律宾弗德克工业区、苏比克、卡加延、三宝颜、

克拉克自由港等组成。

基础设施方面，菲律宾处于亚洲的中心地理位置，是

唯一能在4小时之内抵达亚洲主要首都城市的国家。近几

年，杜特尔特政府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发展领域，提

出了“大建特建”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拟定基础设施支

出占GDP的比重达到7.4%的目标，计划至2022年在基础设 数据来源：菲律宾统计协调局、能研智库>>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能研智库>>

2020 / 11  总第143期 / 69

能源评论 / ENERGY REVIEW 2020 / 11

菲律宾现有的五类经济区

2013~2019年GDP变化及同比（不变价）

2013~2019年菲律宾各产业在GDP中的占比

为工业发展所设立的专门

区域，拥有一定的基础设

施，如道路、供水、排水

系统、厂房和住宅。

设在交通枢纽附近，如海

港或空港周边。进口的货

物可以免交进口关税，并

在此进行卸货、分类、重

新包装等。

区域内企业主要为出口导

向型的工业园区。出口加

工区的优惠政策包括进口

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的

税收和关税减免等。

专门为IT项目或服务设立

的区域。IT园区可以是一

片区域或一栋建筑，其将

具备为IT企业提供相应设

施和服务的条件。

专门为旅游业发展而设立

的经济特区，区域适合建

立旅游休闲设施，比如体

育休闲中心、宾馆、文化

和会议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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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运营的铁路400多千米，其余均需改造升级。由于铁路

设施远远无法满足交通需要，菲律宾政府大力发展铁路建

设，计划在吕宋岛和棉兰老岛新建南北铁路、苏比克-克

拉克铁路、棉兰岛铁路等，以改善居民出行和满足货运需

求。

清洁能源潜力大
从资源禀赋看，菲律宾总体特点是“缺油、少煤、贫

气”。

菲律宾的煤炭资源分布在其多个岛屿，勘探、开采以

及运输煤炭、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难度均较大。但是，由

于煤炭是菲律宾电力生产所需的主要燃料来源，该国在煤

炭供给方面多措并举，一方面努力释放国内产能，另一方

面加大从邻国印度尼西亚进口。早在1896年，菲律宾就开

始开采石油，但至今其石油产量仍旧不高，多数来自西北

巴拉望海域。

能源消费方面，从2014年起，菲律宾一次能源消费

进入高增长期，2015~2017年，该国一次能源消费持续

保持9%以上的增速，2018年以后，一次能源消费增速回

落至4%以下。2013年，菲律宾一次能源消费约1.38艾焦

（EJ），到2019年菲律宾一次能源消费已达到2.02艾焦，

增加约47%，年均增速接近8%。

从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看，化石能源仍是菲律宾能源消

费的支柱。2019年，该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和煤

炭占比分别达到45.0%和36.0%，天然气（7.3%）和非水可

再生能源（7.4%）占比接近，水能仅占4.3%。

作为菲律宾能源消费的主要来源，石油消费经历了高

速增长期，2013~2015年，菲律宾石油消费增量达到3亿

施领域投入8万亿~9万亿比索（约合1.1万亿~1.2万亿人民

币）。目前，以公路和铁路运输为主的交通网络建设已取

得一定突破。

公路建设方面，菲律宾公路通行里程约21.6万千米，

国道占15%，省道占13%，市镇道路占12%，其余60%为

乡村土路，道路密度为0.72千米/平方千米。高速公路总长

500多千米。全国共有7440座桥梁。公路客运量占全国运

输总量的90%，货运量占全国运输货运量的65%。

菲律宾铁路总长1200千米，主要集中于吕宋岛，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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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BP、能研智库>>

2013~2019年菲律宾一次能源消费

数据来源：菲律宾能源部、能研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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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2015年菲律宾石油消费量达到17.7亿吨，这也是近年

的峰值。此后，石油消费增速开始放缓。2018年，菲律宾

石油消费增速萎缩至0.2%。

天然气从2000年后才进入菲律宾能源消费版图。2014

年、2016年、2018年，菲律宾天然气消费出现三次快速增

长期，2019年，菲律宾天然气消费为41亿立方米，与2018

年消费水平基本持平。

电力装机容量方面，2013~2016年菲律宾出现一波

装机“小高潮”。2016年，菲律宾累计电力装机容量为

21423兆瓦，较2013年增加23.65%，2017年电力装机增

速有所回落。2019年菲律宾累计电力装机容量为25531兆

瓦，2013~2019年年均增长率接近8%。

从电力装机结构看，煤电是菲律宾第一大电源。截至

2019年年底，菲律宾煤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10417兆瓦，

占比40.8%。石油发电紧随其后，累计装机容量达到4262

兆瓦，占比16.7%。

从电力生产看，2011~2019年，菲律宾发电量持续增

长。2019年，菲律宾发电量为105.8太瓦时，较2011年增

长53%。2012年至2019年，该国发电量出现了5次5%以上

的年度增速。

2008年，菲律宾通过No.9513再生能源法案，开启了

再生能源的发展之路。2014年，菲律宾太阳能行业开始

腾飞，由于起步基数低，2014年、2015年、2016年太阳

能装机容量增速分别达到2200.0%、617.4%和363.6%，

累计装机容量也从2013年的1兆瓦增至2016年年底的765

兆瓦。2017年以后，新能源装机容量增速有所放缓，截至

2019年年底，已并网的太阳能累计装机容量为921兆瓦。

电网建设方面，菲律宾输电网由吕宋岛、维萨亚、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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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BP、能研智库>>

2013~2019年菲律宾一次能源消费结构

数据来源：菲律宾能源部、能研智库>>

数据来源：菲律宾能源部、能研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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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基础设施，推动清洁能源发展。

从政策支持方面看，在杜特尔特总统的第四次国情咨

文中，他呼吁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以减少对进口化石

燃料（如煤炭）的依赖。菲律宾能源部制定的能源发展

规划（2016~2030）中要求，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生

产量占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32%。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

（RPS）要求每年增加1%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风力发

电及太阳能发电根据可再生能源配额要求设定了2000兆瓦

和700兆瓦的发展目标；2020年出台的绿色能源电价方案

（GETP）的目标是新增装机容量达到2000兆瓦，投资额

相当于20亿美元（仅发电，不包括输电、配电和储能）。

从上述政策中不难看出，菲律宾国内清洁能源，尤其是太

阳能的发展空间还很广阔。

近年来，菲律宾经济中高速发展，电力装机出现阶段性

缺口扩大的情况。与此同时，菲律宾具有发展清洁能源的良

好基础，水力发电和地热发电的发展扛起了最近十年该国可

再生能源装机的“大旗”。在可再生能源中，太阳能光伏发

电仍处于开发初期，菲律宾拥有平均每日每平方米4.5~5.5

千瓦时的日照量，光照资源丰富，未来潜力也最大。

然而，菲律宾电网建设较为滞后。如果可再生能源装

机不断提高，可再生能源并网、电网灵活性方面也会产生

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为中资企业开拓布局提供了机

遇。

根据《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菲律宾营商环境位

列全球第95名。菲律宾在获得电力方面具备优势，排名靠

前，但在易于开展业务排名、处理建设许可、获得电力、

注册资产、获得信贷、保护中小投资者、纳税、跨境交易

和合同执行等方面排名靠后。

从劳动力成本看，菲律宾劳动力呈年轻化趋势，同时，

劳动力技术水平差异大，就业成本可视情况而异。截至2019

年年底，菲律宾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64.1%。同

时，这里的劳动力成本也相对其他地区低廉，既有高学历、

经验丰富的人才，也有低学历、低技能的劳工，因此被视作

国外资本投资建厂、培养新人才的“沃土”。

兰老岛三部分组成，以2016年为例，当年菲律宾电网最

大负荷为1327.2万千瓦，吕宋岛、维萨亚、棉兰老岛分别

为972.7万千瓦、189.3万千瓦、165.3千瓦。受地理条件限

制，除马尼拉地区电网有环网外，其他地区的电网呈放射

状，主要岛屿之间由交、直流海底电缆联络线相连。菲律

宾输电网电压等级交流为500千伏、230千伏、138/115千

伏、69千伏，直流为350/250千伏。

菲律宾电网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一次设备标准高，

但设备运行年限较长，平均在20年以上；二是菲律宾尚未

实现全国联网，骨干网架较为薄弱。

 能源政策蕴藏合作机遇 
目前，能源问题是影响菲律宾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一方面，菲律宾能源生产、消费结构仍然以化石燃料为

主，对外依存度高，高碳发展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新冠

疫情影响下，部分国际分工或将变化，菲律宾或将成为新

的产业承接地，能源供需缺口加大，能源基础设施薄弱等

问题可能再次暴露。

为此，菲律宾出台了多项针对能源的政策，力求发展

思想库·数说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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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世界银行、能研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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