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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是“一带一路”沿线的节点性国家，伊朗的和平发展对推动

“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是中国与伊朗建交50周年，3

月27日，两国签署了《中伊25年全面

合作协议》，协议内容涵盖政治、战

略及经济等范畴，聚焦能源、基础设

施、制造、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为推

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整体规

划。4月6日，伊核协议在中断2年之后

开启了新的谈判旅程，这些都将给伊

朗的能源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日渐“独立”的伊朗能源
伊朗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地区

经济大国，地理位置重要、资源禀赋

优越，人口约8000万，经济总量和

人口均居西亚北非地区第二位（经济

仅次于沙特阿拉伯，人口仅次于埃

及）。然而，由于不利的国际发展环

境，伊朗的潜力一直被压制。

从资源储备来看，伊朗的资源极

为丰富，并且是OPEC创始国之一。

化石能源方面，伊朗拥有全球第

四大石油储量以及第二大天然气储

量。英国石油公司估计，伊朗境内原

油储量约1556亿桶，占全球的9%，天

然气储量占全球的16.1%。清洁能源

方面，伊朗的太阳能年辐射强度平均

可达2100千瓦时/平方米以上，年利用

小时数达1800小时以上，东部地区平

均风速可达10米/秒，风功率密度可达

500瓦/平方米。

伊朗虽然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产

油国，但因为受西方制裁，无法购买

炼油设备和维护备件，本国炼油能力

低下，成品油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

长 期 的 国 际 制 裁 使 伊 朗 走 上 了

“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

2018年以来，伊朗不断提升国内

石油的勘探、开采和炼化能力，既为

解除制裁后的出口做准备，也为减少

国内成品油的进口，节省外汇支出。

2019年，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8

个总价值为12亿美元的石油项目，旨

在将该公司旗下33个油田的日产量提

高35.5万桶。2019年1月，伊朗原油

出口增长到60万～70万桶/日，同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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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其汽油日产量已超过1亿升，实现

了汽油生产自给自足并向邻国出口。

2020年，伊朗启动了3个总价值20亿

美元的能源项目，包括年产能14万吨

的聚乙烯石化项目、年产19万升的正

己烷项目以及输送能力为100吨/日的

Goreh-Jask输油管道项目。这些项目

均有助于推动伊朗化工行业水平快速

提升。

如今，伊朗 “悄无声息”地加快

了产业升级，对原油出口的依赖度远

远低于沙特阿拉伯等资源型国家。

今年，伊朗计划将有17个项目投

产，这将使该国的石化行业产能增加

2500万吨。根据伊朗第六个五年国家

发展计划，石化行业确定的所有目标

都将在2022年3月20日前实现。为了

进一步减少对外国公司的依赖，伊朗

还将加大研发，将石油行业的上游服

务本地化。

然而，伊朗也不得不面对能源转

型的压力。

国际原油市场将长期处于供过于

求的局面已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美

国的页岩油气革命，还是应对气候变

化大背景下全球能源向清洁绿色低碳

转型，都表明化石能源达峰是迟早的

事。纯资源型的国家几乎都希望在维

持国际油价的前提下，尽快加大本国

的出口并快速将资源变现，伊朗也面

如今，伊朗 “悄无声息”地

加快了产业升级，对原油出

口的依赖度远远低于沙特阿

拉伯等资源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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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同样的大形势。

加快清洁能源开发及电网的互联

互通是伊朗未来重要的能源发展方

向。伊朗拥有巨量的能源资源，位于

北部的里海与南部的波斯湾之间，处

于东—西和南—北的过境位置，并与

15个国家水陆相邻，可以成为里海

国家货物过境以及能源走廊（尤其是

输电走廊）过境的优秀合作伙伴。

目 前 在 建 的 跨 国 互 联 工 程 是 伊

朗—土耳其±400千伏直流背靠背联网

项目，一期工程60万千瓦，额定输送

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土耳其

电网将与伊朗电网互联互通，形成两

国间的电力输送通道，远期可在该通

道基础上，提高电压等级、增加输送

容量，大幅提升伊朗向欧洲的送电能

力，推动实现欧亚电网互联。

伊朗能源部长也表示，伊朗已准

备好作为西亚最大的发电国将其电网

连接到欧洲国家，向欧洲出口绿色电

力；向东，除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外，

伊朗电网还将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

克斯坦以及印度的电网相连接。 

重启伊核协议

谁家欢喜谁家忧？
伊 核 协 议 一 直 都 是 牵 动 全 球 的 

“大动脉”。

美国曾支持伊朗发展核能。20世

纪50年代美国政府为巩固中东亲西

方势力，向伊朗输入了民用核设施。

70年代末，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

核设施和核技术也落入了反对美国的

伊朗伊斯兰政府手中。随后，美国开

始了对伊朗漫长的经济和技术制裁。

进入21世纪，伊朗一方面看到伊拉克

萨达姆政权在几个月内被摧毁，另一

方面，国内世俗主义要求加快经济发

展、改善生活水平。2003年，在欧盟

的提议下，伊核协议开启了漫长的谈

判之路。

2008年以后，美国政府为了腾出

更多的精力“重返亚太”，有意与伊

朗达成某种“和解”。

2015年，伊朗与六国（美国、英

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签

署“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简称“伊

核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

划，终止发展核武器，仅保留低浓度

的铀用于核电站等民用场景，由国际

原子能机构进行监督。由此，国际社

会解除了对伊制裁。

在伊核协议签订之后，伊朗的能

数据来源 ：OPEC、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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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行业得到快速发展，每日石油出口

量增加了100万桶，GDP平均增长率

达到8.2%，2016年1月至2017年12

月，伊朗累计吸引超过60亿美元的

境外直接投资。这一“喘息”机会使

伊朗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逐渐从能源大国向区域大国转变，深

度参与地区事务。此外，欧盟也加大

了在伊朗的能源、高科技等方面的投

资。

随着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与

日俱增，美国明显“不乐意”了，这

也为后续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埋下了伏

笔。

在 特 朗 普 政 府 时 期 ， 美 国 推 崇

“美国优先”的外交理念，2018年5

月，正式宣布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

并分两个阶段恢复对伊朗实施制裁

（制裁目标还包括与伊朗有商业往来

的外国机构）。美国的退出对国际原

油供应、西亚地区安全局势和区域合

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拜登上任后，美国政府有意释放

出重回伊核协议的信号，立刻又引起

中东地区的一片风云涌动。

今年4月6日，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联合委员会开始在维也纳举行会议，

欧盟为维护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与安

全而不得不极力维护伊核协议的有效

性，继续通过“穿梭外交”的方式沟

通美国和伊朗方面的意见。

然而，就在此次会议不久之后。4

月11日，伊朗核设施再遭网络攻击，

伊朗立即宣布将更换受到破坏的离心

机，并将在纳坦兹增加1000台离心

机，以提升50%的生产能力，同时已

经致信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将首次

开始丰度为60%的铀浓缩活动，而这

一态势也将使伊核协议更加复杂。

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伊朗核能

仍在可控范围内稳步发展——虽然伊

朗加快了铀浓缩的速度，提高了铀浓

缩的比例，并且数量还在逐月增长，

但仍未到发展核武器所需的丰度和数

量。

中伊25年“长协”

开启的“一扇窗”
中国和伊朗都是文明古国，两国

在2000多年前就通过丝绸之路展开了

友好交往；伊朗还是“一带一路”沿

线的节点性国家，伊朗的和平发展对

推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相关报道，未来25年中国将

在伊朗数十个领域进行价值为4000

亿美元的投资，包括银行、电信、港

口、铁路、医疗保健和信息技术，中

国将获得伊朗的常规石油供应。

伊朗政府对中伊双边协议给予了

高度评价。外长扎里夫将此协议称

作“具有历史意义的25年战略路线

图”，总统鲁哈尼强调要加快协议的

落实。伊朗驻巴西大使表示，中伊25

年协议有益于两国伙伴关系，也“将

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础”。

中伊双方经济结构、能源供需的

互补极强，全方位的合作将带来巨大

的双赢效果。2020年中国向伊朗出口

商品85.1亿美元，以成套设备、五金

建材、汽配油配、小商品为主，进口

商品64亿美元，以原油、石化、矿产

原料、农产品为主，年度经贸额创15

年来新低。

展望未来，中伊“长协”将为双

方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伊朗甚至具

备复制中国发展经验的可能，全面推

进工业化和信息化，开启一个崭新的

时代。

（作者系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高级
研究员）

中伊双方经济结构、能源供

需的互补极强，全方位的合

作将带来巨大的双赢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