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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受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暴

发、世界经济衰退、原油需求大幅下

挫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一度暴跌，

甚至出现了“负油价”。

在此情况下，主要产油国及国

际组织采取了一系列救市行动。随

着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部分

主要非欧佩克产油国达成历史性减

产协议，美联储大幅降息，中国经济

回暖，新冠肺炎疫苗逐步投入使用

等，国际油价呈现回升态势，于去年

12月底缓慢回升至50美元/桶的水平。

展望2021年，主要产油国和投资机构对国际油价前

景总体乐观。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负

面影响短期内难以消除，市场仍将被巨大的不确定性包

围。甚至可以说，“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

诸多利好有望助推油价上涨

业界看好国际油价前景的理由主要有三点。

首先，世界经济复苏有利于原油市场供需关系恢

复平衡。

2021 年，影响油价走势的核心仍将是全球经济复

苏以及随之而来的原油需求上扬。随着世界主要经济

体经济重启，各国新经济运作模式已经逐渐成形，能源

市场需求有所恢复。更为重要的是，市场信心得到了

提振。虽然，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但

疫情对市场信心的打击已远不如 2020 年初，尤其是在

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经济率先实现正增长

的情况下，各方对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十分看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21年，全球 GDP

增速有望达到 5.2%。其中，发达经济体为 3.9%，新兴经

济体及发展中国家为6%。经济增长势必带动能源需求

回升。同时，新冠肺炎疫苗在部分国家和地区逐步投

入使用，有望进一步减缓疫情对市场的冲击。预计到

2021 年下半年，各国纷纷实现大规模接种后，航空、交

通等领域的油气消费将实现大幅增长。

其次，市场回暖给产油国更多政策调整空间。由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世界主要产油国组成的“欧佩

克+”在 2021 年将采取更加灵活多变的手段调节市场

供给。按照“欧佩克+”最新减产协议安排，自 2021年 1

月开始增产 50万桶/日，同时每月召开“欧佩克+”部长

级会议，就调整下一个月的产量进行评估，每月调整不

超过 50 万桶/日。此举将使各产油国在调整产量时有

更大的灵活性，有助于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及时应对，以

避免市场供需出现剧烈变化。

再次，美国相关政策带来利好。疫情期间，全球货

币政策总体宽松，美元走弱。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

亟需财政、货币政策支持的情况下，预计世界主要经济

体仍将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此举导致美元长期走弱

的预期升温，以美元计价的石油的投资吸引力随之增

强，有利于推动油价上行。

同时，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在能源方面的政策也利

好油价。拜登个人提倡发展清洁能源，对传统化石能

源持较负面的态度。这意味着，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

预计将降低美国传统化石能源产业支持力度，页岩油

扩张将面临限制，“欧佩克+”有望争取到更多市场份

额，通过调整供应影响油价的空间也将扩大。

全球能源市场仍面临不确定性

不过，也有不少观点对国际油价前景持担忧态度。

一方面，全球疫情反复，制约原油需求恢复。新冠

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全球原油消费，

各国工业生产和交通出行均受到

限制。同时，疫情令全球大部分国

家经济陷入衰退，这进一步制约了

消费的增长。尽管世界经济正逐

步从疫情的阴霾中走出来，但 2021

年全球原油需求恐难以恢复至此

前水平。

欧佩克此前发布的月度市场报

告指出，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

巨大不确定性，2021 年上半年发达

经济体的燃料需求将受持续影响。因此，欧佩克将

2021年世界石油需求预期调整至 9589万桶/日，这一数

字相比于 2020 年上涨了 590 万桶/日，但比欧佩克此前

的预计下调了 35万桶/日，显示出产油国对于能源需求

端复苏的谨慎态度。

另一方面，产油国的内部变数增多。目前，“欧佩

克+”内部的分歧已经公开化，俄罗斯已多次表示希望

“欧佩克+”同意增产，而沙特阿拉伯方面却坚持保持供

应稳定，阿联酋的立场则在双方之间不断摇摆。有评

论指出，“欧佩克+”长期在维持市场平衡与限制美国页

岩油产量之间“走钢丝”，协调各国立场的难度极大，不

排除各方在面临市场“十字路口”时出现难以弥合的分

歧。一旦“欧佩克+”解体，部分产油国可能脱离供应配

额限制，出于填补财政的目的大幅增产，这无疑将会对

油价造成巨大打击。同时，没有加入减产协议的利比

亚、伊朗两国的原油产量在 2021 年将会如何变化也是

未知数。尤其是伊朗方面，如果美伊关系“解冻”，伊朗

有可能释放近 200 万桶/日的产量和出口量，势必严重

冲击原油市场供应端。此外，在美国新一届政府即将

上台之际，中东地缘政治将如何变化也有待观望。

总体而言，2021 年全球经济仍将处于逐步复苏的

进程中，国际原油市场需求端艰难恢复，供应端继续

“去库存”，市场有望迎来“再平衡”。不过，受制于全球

需求短期内仍无法恢复至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的水

平，油价上涨空间有限，全球能源市场仍将面临较大的

不确定性。

主要产油国和投资机构预测——

国际油价前景总体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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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21年，主要产油国和投资机构对国际油价前景总体乐观。首先，世

界经济复苏有利于原油市场供需关系恢复平衡；其次，市场回暖给产油国更多

政策调整空间；再次，美国相关政策带来利好。尤其是美元长期走弱预期升

温，以美元计价的石油的投资吸引力随之增强。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一方面，全球疫情反复，制约原油需求恢复；另一方

面，产油国的内部变数增多，因此市场仍将被巨大的不确定性包围。

近日，柬埔寨首相洪森通过社交媒体宣布，拥有仙

女油田开采权的新加坡上市企业克里斯能源公司，已于

2020年12月29日产出“第一滴石油”。

“这是柬埔寨迈向产油国目标的第一步。”这个一再

推迟的消息，终于在2020年底传遍柬埔寨，也在某种程

度上振奋了饱受疫情冲击之苦的柬埔寨民众的信心。

不过，柬埔寨石油开采之路能否就此迈上坦途，仍

然存疑。

本次产油的仙女油田所在的泰国湾历来被认为蕴

藏有大量油气资源。根据规划，柬埔寨海上油田被划分

为A至F共6个区块。目前拥有A区块开采权的克里斯

能源又将该区块细分为1A、1B和1C三个区块，并优先

开发 1A，即仙女油田。克里斯能源表示，本次出油的

A-01D油井是仙女油田的5个油井之一。预计到2021

年2月中旬，其他4个油井完成钻探之后，日产量可达到

约7500桶。如果一切顺利，克里斯能源将继续开采1B

和 1C。根据柬埔寨政府此前作出的预测，整个 A区块

可开采出3000万桶石油。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副院长、柬埔寨研究中

心主任顾佳赟表示，“第一滴石油”的产出意味着柬埔

寨步入世界产油国行列。为实现这一目标，柬埔寨已

经等待了18年。不过，由于2020年受欧盟部分撤销柬

埔寨关税优惠待遇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柬埔寨制衣

制鞋业、旅游业、建筑业等传统支柱产业发展受到严重

冲击，柬埔寨能否在 2021年迅速恢复此前的高增长仍

不确定。

“对柬埔寨政府而言，‘第一滴石油’的顺利开采是

继中柬签订自贸协定、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后的又一则好消息，为2021年柬埔寨实现经济复苏

带来了希望。”顾佳赟表示，除产油获利外，“第一滴石

油”还有可能吸引更多外国企业赴柬埔寨投资石油行

业，在其他区块开展石油勘探。柬埔寨皇家科学院中国

问题研究所所长郭应伦认为，石油开采将有利于增加柬

埔寨政府收入，为教育和医疗提供更多财政支持。

柬埔寨的石油开采之路历经曲折。

早在 2002 年，美国石油公司雪佛龙等就获得了

A 区块的开采权，并于2004年勘探到石油。但由于雪佛龙与柬埔寨政府之间迟

迟未能就收益分配等达成一致，该地块的油气开采始终没有实质进展。2014年

8月，雪佛龙等公司完全退出了该区块的石油开采。有分析认为，石油价格下跌

导致开采价值下降是雪佛龙退出的重要原因。

之后，原本的股东之一新加坡克里斯能源获得开采特许权，并于 2017年 8

月与柬埔寨政府签订生产协议。但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克里斯能源进展并不

明显。2020年，该公司曾以疫情影响工程进度为由，多次向柬政府申请延长其

开采权。然而克里斯能源面对的困难远不止疫情那么“简单”。

受到需求减少、国际油价下跌以及财务负担沉重等影响，克里斯能源近年

来的经营状况堪忧。早在2019年8月，由于无法按期偿还债务，该公司就已向

新加坡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停牌，以便与相关债权人展开债权重组谈判。彼

时，该公司股价已跌至0.03新元。此后，重组方案一直在谈判中，克里斯能源多

次申请延迟支付到期债务。为获得更加宽裕的现金流，公司已经出售了部分印

度尼西亚油田权益，并寻求转让部分越南油田权益，还暂停了部分泰国油井的

开采。

很难想象，在这种经营状况下，该企业能有多大气力开拓柬埔寨的油气资

源。在最后时限之前开采出“第一滴石油”，是否仅仅为了避免丧失该区块的特

许开采权，或是期望在2021年1月的重组投票中占据有利位置，着实令人生疑。

除了克里斯能源的经营风险之外，泰国湾油气开采可能出现的争议则是影

响柬埔寨迈上石油之路的更大困难。顾佳赟表示，尽管正在开发的A区块没有

争议，但其余的 C、D、E、F区块都涉及柬泰争议区域。这些区域的石油开发顺

利与否，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柬泰之间能否实现妥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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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4 日上午，日本首相菅

义伟在东京举行新年第一场记

者招待会。他表示，鉴于新冠肺

炎疫情扩散，日本政府正在研

究，对重点地区再次宣布进入紧

急状态。

菅义伟称，近来日本新冠

肺炎疫情每天感染人数超过

3000 人，重症患者数量高位徘

徊，形势非常严峻。政府将强

化对策，重点加强防止感染扩

大、防止境外输入、加强医疗体

制、尽快启动疫苗注射等4项重

点工作。

在感染症对策方面，菅义

伟称，去年12月以来，东京及周

边各县夜晚餐饮活动并未减

少。去年以来的经验表明，多

数感染渠道不明人员是在就餐

时被传染的，因此缩短餐饮业

营业时间，控制传染风险非常

重要。他要求，东京都及周边

的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

餐 饮 业 闭 店 时 间 提 前 至 20

时。为有效降低餐饮感染风

险，日本政府开始研究对重点

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将

细化紧急状态的限制内容。同

时，为增加政策强制力，政府还

会尽快修改传染病特别措施

法，明确对相关企业的补助金

以及对拒绝配合政府行动企业

的惩罚标准。

此外，日本政府还将采取

措施防止境外疫情输入。在严

格入境限制的基础上，对于已

经开通商务绿色通道的国家，

如果对方境内确认出现变异病

毒，则立即停止绿色通道。

菅义伟还表示，原定暂停

至本月11日的旅游促销活动将

继续延长暂停期。

统计显示，自去年 11 月下

旬以来，日本疫情持续蔓延。去

年 12 月 31 日，全国新增感染人

数 4520 人。其中，东京感染人

数达 1337人，周边的神奈川县、

埼玉县、千叶县感染人数均创最

高纪录。截至今年 1月 2日，全

国连续 5 天感染人数超过 3000

人。1月3日，东京新增感染816

人，其中重症患者 101 人，达到

去年 4 月第一波疫情发生以来

的最高峰。近一周来，全国日均

死亡人数超过 60 人，是第一波

疫情的两倍以上。疫情导致医

疗资源紧张，一些阳性患者被迫

在家等待医院床位，其他慢性病

患者甚至因疫情耽误了正常门

诊和手术治疗。

日本研究重点地区再次进入紧急状态
本报驻东京记者 苏海河

1月5日，一名车主在位于柬埔寨金边的中央市场附近的加油站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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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锁措施放松、疫苗研发取得进展和经济活动

加速等利好因素驱动下，全球贸易从 2020年下半年开

始逐渐回升。多家国际组织预计，全球贸易将在 2021

年进一步复苏。

不过，由于未来仍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整体恢复

到疫情前水平尚需时日。

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显示，从 2020 年第三

季度开始，随着主要经济体恢复生产和放松封锁措施，

以电子、纺织品和汽车产品为主的工业制成品贸易出

现部分复苏，进而提振了全球商品贸易。货物贸易在

疫情持续情况下仍显示出韧性，疫情相关产品贸易增

长尤其强劲。国际航空货物运输指数、集装箱港口吞

吐量指数、采购经理人指数、出口订单指数等，均在出

现创纪录跌幅后开始回升。

据 WTO 预测，2021年全球贸易将出现微弱复苏，

复苏力度与趋势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有专家认为，

全球贸易出现 L形复苏即经历下行之后在一定增速上

保持平稳运行仍是可能的前景。

同时也要看到，最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是未来疫

情演变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此外，全球贸易恢复仍有

诸多难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威胁犹存；发展中国家

不断膨胀的债务负担仍是全球经济的重大隐患。疫情

对粮食安全的威胁仍在，存在粮食供应链中断风险。

疫情对全球价值链和服务贸易的冲击，仍是全球贸易

今后必须面对的突出问题。地缘政治冲突或扰乱全球

贸易复苏进程。

因此，全球仍需齐心协力，从多方面入手推动全

球贸易稳定复苏：一是推进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可

持续性的贸易发展路线；二是营造有利于复苏的国

际环境，推动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为核心的多边贸

易体制改革；三是增加贸易政策新灵活性；四是大力

解决发展中国家贸易融资短缺问题，助其增强贸易

韧性；五是继续推进国际贸易便利化，并尽早解决疫

情带来的影响全球贸易的法律问题；六是加大在贸

易促进领域的制度、人力、技术和资金投入；七是推

动国际贸易数字化和信息化转型，鼓励在贸易实践

及其政策上的创新；八是完善多边贸易体系下的全

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

同时也要看到，疫情对经济的损害及其影响有可

能持续较长时间，仅仅寄望于疫苗或个别疗法来改变

疫情对全球贸易的影响，作用毕竟有限。未来一段时

间内，全球贸易缓慢增长或将成为常态。

全球贸易复苏尚需时日

在日本东京，骑行者戴口罩出行。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摄

□ 杨海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