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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上周达成了8年以来的首
次减产协定，推动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不过，如果世界经
济复苏进程没有显著改善，那么欧佩克此次减产举措对
油价难以产生明显影响。

11月30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在维也纳召开
部长级会议，达成8年来的首次减产协议，每日将减产约
120 万桶。欧佩克的减产力度超出市场预期，也导致国
际油价大幅上涨。分析指出，国际油价自 2014 年大幅回
落至今迟迟不见起色，根本原因在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
无法带动全球石油需求回升。欧佩克的减产协议在短期
内对国际油价会产生刺激作用，但是如果整体需求水平
没有出现大幅提升，减产对油价带来的影响也不会很
大。更何况，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曾作出过放宽对美国
石油开采限制的承诺，一旦这一承诺变现，对国际油价将
产生较大的下行压力。

世界经济的增长前景，有关国际组织上周给出了最
新预测。11 月 28 日，经合组织发布最新全球经济展望
报告称，今年全球经济增幅预计为 2.9%。报告呼吁，各
国政府应更好地利用财政手段刺激全球经济加速增
长，并认为加大财政刺激力度后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在明后两年加速至 3.3%和 3.6%。分析认为，对财政手
段的运用成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各主要经济体和国际
组织重点关注的话题。不过，如果不能有效地阻止贸
易保护主义和金融风险的威胁，这种增长前景恐怕还
是会打折扣。

威胁世界经济增长的还有各种不确定因素，最大的
风险则可能出现在本月中旬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后。上周
出台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形势向好，美国三季度国内生
产总值（GDP）修正值年化季率增速为3.2%，创下2014年
以来第三季度最强劲增速；美国11月份失业率降至2007
年 8 月份以来最低；美联储发布的褐皮书显示多数区域
经济前景乐观。虽然今年很多时候的经济数据并不支持
美联储采取加息政策，但在12月份议息会议即将召开的
关键时刻，这些“漂亮”的数据来得很及时。只不过，美联
储加息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在未来一段时
间内，对加息可能带来的风险必须高度警惕。

德国正式接力中国担任G20主席国

各方期待确保杭州峰会议题延续性
本报柏林电 记者王志远报道：12

月 1 日，德国正式从中国手中接过接力
棒，担任 2017 年二十国集团（G20）主席
国。如何保证议题的连贯性，并在此基
础上注入新活力成为重点。

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在 G20 主席
国交接仪式上的致辞中强调，二十国集
团的有效性依赖于持之以恒地落实成
果，确保进程的延续性。要彻底摆脱危
机影响、推动世界经济走向新一轮增长，
需要 G20 国家继续协同行动。德国财长
朔伊布勒也强调了 G20 国家携手共同应
对全球挑战的必要性。

作为 2017 年德国 G20 主席国智库
之一的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所长梅斯
纳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担任主席国期间留下了丰富的政
策和行动议程。对于德国来说，最重要
的是如何落实。参加智库会议（T20）
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认
为，2017 年与 2016 年最大的不同在于，
全球多个核心国家将迎来大选。这些
国家的领导人对很多全球治理议题有
可能失去信心或减少关注。所以，当前
的重点不是增加更多的新议题，而是要
巩固落实杭州峰会的成果。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德国 G20 议
程的 3 大支柱，一是确保稳定；二是构建

未来；三是承担责任。德国总理默克尔
的经济顾问罗勒在 T20 会议上用 3 个词
概括了议题框架，分别是“复原力”“可持
续”“责任感”。“中国在担任主席国期间
提出了包容性增长方案。如何从根本上
确保包容性增长，以及如何确保全球化
最大化地惠及到世界各个角落，将继续
在德国 G20 会议上成为讨论重点。”罗勒
说。德国 B20 主席黑罗伊斯在工商界会
议上强调了数字化的重要性。他表示，
为了全面收获数字化成果，我们需要进
一步确立全球标准，例如制定改善数字
贸易规则。

如何看待德国与中国议题的关系，在
柏林参加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中
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认为，一是强化全
球经济的韧性，包括经济结构性改革以及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德方在中国包容性
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希望加强各国经济的
抵抗力。二是投资非洲，将成为德国作为
2017 年 G20 峰会主席国的重要战略任
务。中国高度重视非洲的发展，很高兴看
到德国将中国包容性发展的理念继续向
前推进并将其具体化。三是数字经济。
中国在杭州峰会上提出了“创新增长”的
首要目标，并且达成了《G20 数字普惠金
融高级原则》。“德方提出的三大议题实
质上都很好地保持了议题的延续性。”

朱光耀说。
据了解，2017 年 G20 峰会将于 7 月

7 日至 8 日在德国汉堡举行。在峰会举
行之前，各成员国财政、外交、卫生、农业

和数字政策等事务的部门负责人将举行
多次会议。此外，还将举行工商领导人、
智库、妇女和青年等各界代表会议，为
G20 峰会建言献策。

全球经济形势决定油价走势
连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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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工商峰会（B20）交流会现场。 本报驻柏林记者 王志远摄

12 月 3 日，工作人员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一处投票
点准备选票。意大利 4 日举行修改宪法的公民投票。此
次提出修宪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对现有的议会两院制进行
改革，主要包括削减参议院权力，提高立法效率，加快立
法进程。 新华社记者 金 宇摄

意大利修宪公投4日举行

沙特原油减产“挑大梁”有缘由
宋博奇

日前，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在
维也纳达成协议，决定将原油日产量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减至 3250 万桶，非欧
佩克成员俄罗斯也将加入减产行列。这
是欧佩克 2008 年以来首次宣布减产，也
是 15 年来首次有非欧佩克成员参与的
减产计划，国际油价应声大涨。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沙特为促成减产
协议，不仅承担了48.6万桶/天的最大减
产份额，还对伊朗作出了让步，放弃了此
前坚持的“共同减产”原则，同意伊朗增产
约 9 万桶/天，使其产量恢复到 2005 年被
制裁前的最高水平。作为最大的石油出
口国，沙特为何会作出如此大的让步？

首先，沙特推动减产协议的核心目
的就是缓解财政紧张，为经济改革争取
缓冲期。近年来，由于国际原油市场供
过于求，油价持续走低，极大拖累了沙特
政府的财政收入。根据沙特财政部的数
据，沙特 2016 年财政赤字预计将达 870
亿 美 元 ，占 其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 的
13%，按此趋势，沙特近6000亿美元的外
汇储备将在 2020 年左右消耗殆尽。此
外，沙特经济改革计划“2030 愿景”的重
要一环——沙特国有石油公司（沙特阿
美石油公司）上市并建立主权财富基金
的计划即将正式启动，如果油价继续低

迷，将对其估值造成巨大负面影响，进一
步制约后续经济改革措施的实施。因
此，沙特必须努力促成减产协议，提高石
油价格，避免财政困难恶化，对经济改革
造成不良影响。

其次，沙特为达成减产协议作了充
分的准备。在油价低迷期间，沙特曾坚
持不减产策略。据统计，沙特还是近年
来少数增加新油气钻探井的国家之一，
其目的就是避免在减产协议达成后丢失
市场份额，使减产不至于导致石油产业
伤筋动骨。沙特的做法也的确收到了效
果，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统计，美国
2016 年页岩油产量预计比 2015 年减少
10%以上，这一趋势在2017年仍会延续，
这使得沙特有望在减产协议达成后进一
步巩固自己第一出口国的地位。

再次，沙特采取强硬态度迫使其他
产油国合作。世界几大产油国，如沙特、
俄罗斯与伊朗等，存在不小的政治、经济
分歧。今年举行的几次欧佩克会议之所
以无果而终，很大原因都在于沙特、伊朗
之间的争执。就在本轮维也纳谈判开始
之前，沙特能源大臣法利赫突然表示即
便减产协议无法达成，全球市场也将在
2017 年逐步恢复供求平衡，并再次抛出
了“只有伊朗减产，沙特才会减产”的言
论，要求伊朗将产量冻结在380万桶/天。
面对来自沙特的强硬表态，同样面临财
政困难的俄罗斯、伊朗等国最终选择了

让步。据悉，伊朗方面在维也纳会议上
也承诺，在恢复受制裁前的生产水平后，
愿意在 2017 年冻结产量，且不会将伊朗
在协议中受到的优待作为对沙特方面的
胜利来大肆宣传。

最后，沙特希望通过减产协议提振
欧佩克的地位。2014 年油价下跌以来，
欧佩克放弃了产量杠杆，选择开足马力
产油。此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页
岩油生产商，但也导致油价至今未能回
暖。此后，面临日益严峻的财政压力，欧
佩克几次试图限制成员国产量，但几番
努力最终都宣告失败，国际市场信心连
续遭受打击，欧佩克也遭受了“信任危
机”，被国外媒体称为“名存实亡”。欧佩
克需要借本次协议重新向外界证明其在
稳定国际原油市场上的重要作用，作为
欧佩克的“带头大哥”，沙特自然不希望
欧佩克“信用破产”。

沙特能源大臣法利赫在协议达成后
对媒体表示，减产协议“符合沙特方面的
期待”，并表示协议的达成将极大推动市
场复苏，修正目前市场上供求不平衡的
状况。分析人士指出，减产协议的执行
情况还有待观察，虽然油价短期内的上
涨有助缓解沙特等国的财政困难，但回
暖的油价无疑将刺激美国页岩油生产商
增加产量，在 6 个月的减产协议到期后，
欧佩克如何采取下一步行动，仍是一个
未知数。

博鳌亚洲论坛

墨尔本会议7日举行
本报堪培拉电 记者翁东辉报道：

博鳌亚洲论坛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
府将于 12 月 7 日至 8 日在墨尔本以《全
球化未来》为主题召开会议。来自亚洲
及新兴经济体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 300
多位政商学界代表将共同探讨全球化的
前景和新增长动力。

议题涵盖WTO、RCEP、TPP、FTA
等全球、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以及贸
易、投资、电子商务、大宗商品等相关领
域的重要课题。

当前，全球化虽然危机重重，但随
着新技术、新经济的兴起，互联网和电
商平台的兴起，则大大降低了全球贸
易的门槛，为中小企业参与全球贸易
提供无限的可能性。数以千万计的中
小企业有望成为全球贸易的新主体。
同时，新兴市场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
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格局，成为全球化
的新力量、新推手。在此次墨尔本会
议上，将集中探讨如何迎接全球化所
面临的挑战。

据透露，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
炎、维多利亚州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澳
大利亚工业部长格雷格·亨特、澳大利
亚前总理霍克、新西兰前总理希普利、
中国商务部前部长陈德铭、国家能源局
前局长吴新雄等将出席开幕式和分论
坛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