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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日内瓦讯（记者杨海泉）2 月 18 日，

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最新一期全球货

物贸易晴雨表。该晴雨表显示，2020 年第四

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增长依然强劲，已从第

三季度的深度下滑中反弹。但同时，由于全球

贸易的关键风向性指标似已见顶，去年第四季

度出现的贸易扩张步伐不太可能在 2021年上

半年持续。

最新一期全球货物贸易晴雨表读数为

103.9，高于该指数基准值 100，也高于去年 11

月的上一期读数 100.7。这表明，自去年上半

年大幅下滑以来，全球商品贸易出现了明显改

善。所有分类指数要么高于趋势水平，要么正

处于趋势水平，但部分分类指数已经显示出减

速的迹象，另一些分类指数则可能在不远的将

来下降。

此外，本期全球货物贸易晴雨表可能无法

充分反映疫情反弹和病毒新变种出现的影响，

而这些因素无疑将给 2021年第一季度的全球

货物贸易带来压力。

作为全球贸易两大最可靠的风向性指

标，出口订单指数（103.4）和汽车产品指数

（99.8）近期均达到顶峰并开始失去动力。相

比而言，集装箱航运指数（107.3）和航空运输

指数（99.4）仍在上升。电子元件指数（105.1）

和原材料指数（106.9）均稳居趋势水平之上，

不过这有可能仅仅反映的是临时库存或囤积

现象。

2020 年第三季度，受亚洲出口增长和北

美、欧洲进口增加的推动，经季节性因素调整

后的全球商品贸易量从第二季度的大幅下滑

中反弹。但是，在第二季度同比下降 15.6%之

后，第三季度的货物贸易仍比 2019 年同期下

降 5.6%。这些数据虽然并不乐观，但好于许

多分析人士在疫情开始时的预测。世贸组织

在去年 10 月 6 日发布的全球贸易预测中曾预

判，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将下降 9.2%，但实

际下降幅度可能稍低于这一预测值。

种种迹象显示，由于新冠肺炎全球发病率

不断上升以及病毒新变种的出现，2021 年及

以后的全球贸易前景越来越不确定。全球贸

易恢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苗接种工作

的有效性。综合来看，今后一个时期全球贸易

增长势头或难以持续。

近段时间，世界石油价格屡创新高，伦敦布

伦特原油期货和纽约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期货

价格盘中分别突破每桶 65 美元和 60 美元关

口。对此，市场预期明显乐观。高盛和摩根大

通预测，今年油价有机会突破每桶 100 美元。

一些分析师甚至断言，石油价格开始进入长期

上涨轨道，又一个超级循环周期已经形成。

果真如此吗？答案并不确定。

近期的油价大涨有其偶然因素，市场有借

美国受罕见寒潮冲击的黑天鹅事件进行炒作之

嫌。眼下，美国单日原油产量下降近三分之一，

减少约350万桶，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德州油田产

量暴跌65%。再加上行业分析公司的数据显示，

包括中国、美国及东亚原油库存都在下降，因此

短期内对原油市场价格将形成有力支撑。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今年

世界石油平均价格为每桶 65 美元，最高可能

触及每桶 80 美元。不过，一些著名石油分析

师谨慎表示，进入下一个超级周期的结论有点

草率。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

制，全球经济还在为复苏而战，因此仍存在较

大不确定性。

当然，所谓的超级周期说也并非空穴来风。

首先，全球货币宽松是大宗商品涨价的重

要原因。

全球范围的货币宽松导致大宗商品需求扩

大，从铁矿石、天然气价格暴涨，到下一阶段能

源需求大幅增长的可能性，都预示着真正的通

胀周期到来。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继续推出大手笔的经济

刺激方案，1.9 万亿美元的注入有望提振消费。

这一刺激计划将产生“重要的大宗商品密集型

消费”。刺激计划主要针对中低收入家庭。这

意味着，美国家庭汽油支出有望明显增长。经

济学家测算过，如果石油需求以每天140万桶的

速度增长，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超级周期。去

年，受疫情影响，全球石油平均日需求实际上减

少约1000万桶；今年，石油需求可能会以每天增

加50万桶的速度增长。不能排除随着全球经济

大范围复苏，能源需求急剧增加的可能性。

其次，全球石油或现供应不足。

市场资深交易员认为，未来油价的“命运”

取决于欧佩克，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影响供应

的变量还包括伊朗重返世界石油市场以及美国

和俄罗斯等产油大国的总体产量。一般来看，

后者的产量数据相对稳定可预测。

不过，今后一两年全球石油供应不足现象

也有出现的可能。这也是当初沙特阿拉伯决定

自动减产 100 万桶以备不时之需的主要原因。

沙特阿拉伯方面预计，原油供应短缺在今年第

二季度就会出现。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如果全球石油投

资在未来 5 年保持在 2020 年的水平，那么到

2025年石油总体供应水平将每天减少近 900万

桶。数据显示，去年上游油气投资约为 3000亿

美元，创 15 年来新低，比 2019 年下降了 30%。

预计到 2022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回升至每天 1亿

桶以上，供应缺口将增大。因此，石油和其他大

宗商品市场必然呈现周期性复苏。

再次，国际投行推波助澜。

一些大型投资银行发布报告认为，世界大

宗商品牛市仍未结束。在过去 3 个月里，原油

价格已经上涨约 50%，目前处于加速上扬过程

中。因此，世界大宗商品已经开启新的超级周

期，而且这一周期将持续10年左右。

根据高盛的研究，对冲通胀上升预期、美元

疲软以及异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都是大宗

商品反弹的关键驱动因素。高盛在去年 10 月

就曾准确预测大宗商品将迎来牛市行情。高盛

认为，潜在因素将支撑新的超级周期出现，包括

疫苗上市、全球经济在大型刺激计划推动下恢

复增长、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上升且被容忍的

通货膨胀以及“欧佩克+”减产预期等。

人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投行如何影

响金融市场。当前石油价格上涨更多表现为投

机资金的推动，而不是石油市场本身供求关系

发生根本变化。据透露，截至 2 月 9 日的一周

内，对冲基金对全球 24种主要大宗商品期货的

多头押注增加了 5%，相当于 1437 亿美元的名

义价值，其中布伦特原油期货的净多头头寸升

至 28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彭博商

品指数也被推高至 27 个月以来的高点。投机

风气之盛可见一斑。

从长远看，历史上曾经辉煌无比的黑金产

业已经开始缓缓落幕，让位给更加绿色的可再

生能源。即使全球经济从 2022 年开始全面复

苏，拉动石油需求，这一正增长会持续多久也很

难说。总之，高油价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决

定和影响油价的因素依旧复杂。

油价进入超级周期了吗
翁东辉

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发出通报，鉴于

英国广播公司（BBC）世界新闻台涉华报道有关

内容严重违反《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境外卫星电

视频道落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不允许 BBC 世

界新闻台继续在中国境内落地，对其新一年度落

地申请不予受理。一向自诩“公正、报道真实”的

国际媒体，却干着制造假新闻的勾当，着实令人

不齿。中方对BBC的处理合规合法，合情合理。

一段时间以来，BBC涉华报道严重违背新闻

职业道德，热衷于编造谎言，充斥着双重标准和

意识形态偏见。比如，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强

行将新冠肺炎疫情与政治挂钩，给中国泼脏水；

在涉疆问题上，恶意编造新疆所谓“再教育营”中

存在虐待妇女的虚假新闻。中方多次就有关问

题对 BBC 及其驻京分社提出严正交涉，但 BBC

不仅一再抵赖，甚至明目张胆地美化造假行径。

BBC 的有关行为，违反新闻应当真实、公正

的要求，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破坏中国民族团结，

不符合境外频道在中国境内落地条件，与其自我

标榜的“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国际新闻广播机

构，公正、不偏不倚地报道世界各地的新闻”形象

差着十万八千里。

应当看到，在当前的国际舆论环境之中，有

那么几个国家及其所属媒体，对中国的发展和强

大充满了偏见与恶意，顽固地以双重标准和意识

形态偏见来处理涉华报道。外交部副部长秦刚

不久前指出，如果我们看一看当前有的国家和有

的人对中国进行的毫无根据、毫无底线的抹黑诋

毁，那简直就是“恶狼”。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面对针对中国的各

种疯狂攻击，中国当然要站出来说不。好比有人

毫无道理撒泼打滚泼脏水，正确的办法绝不是退

避三舍，而是要用好法律的武器予以还击。这次

对 BBC 的处理，清晰表明了中方维护国家利益，

绝不接受用虚假报道抹黑中国的龌龊行径，以及

将予以坚决回击的严正立场。

中国真诚希望外国记者朋友们能够通过手

中的笔和镜头，真实记录、客观报道中国共产党

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以及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故事，媒体应当成为增进当

今中国和世界相互理解与合作的重要桥梁和纽

带，而非偏见和对抗的导火索。

世界能源理事会

总干事兼首席执行官

安吉拉·威尔金森近

期接受经济日报记者

专访时表示，从长远

看，中国的能源选择

对重塑全球能源格局

具有重大影响。

威尔金森认为，

中国能源行业有力推

动了国际能源市场从

新冠肺炎疫情阴霾下

稳步复苏。

世界能源理事会

数据显示，中国是全

球最大能源消费国，

也是全球最大可再生

电力生产国。中国自

2000 年 开 始 水 电 产

能就位列全球第一。

同时，中国还积极发

展太阳能和风能，并

成为全球最大的风力

发电机制造国之一。

“中国在光伏、核电、

氢能等领域非同小可

的投资实力和技术水

平，让中国在国际能

源市场上越来越具有

竞争力。”威尔金森

说，“尤其是面对此次

疫情冲击时，中国坚

持 推 进 经 济 结 构 转

型，能源行业展现出

强劲韧性。”

疫情暴发前，全

球能源发展主要受去

碳化、去中心化、数字

化、以需求为中心转

型四大因素驱动。然

而，受到全球经济衰

退、气候变化加快、社

会结构性不公加剧这三大风险抬头影响，全球能

源格局急剧变化。“学习如何从危机中复苏对优化

全球能源结构具有重大意义，而中国能源行业的

表现尤为重要。”威尔金森说。

“后疫情时代，以人为本的能源转型理念将日

益成为潮流，这要求全球共同努力、强化合作、不

断创新。”威尔金森认为，现代文明正面临两大挑

战，一是在人口不断增长的同时，社会不公加剧；

二是“气候变化天花板”等“全球边界”日益增多。

“全球能源转型是一项可将上述挑战转化为机遇

的事业。如果我们能探索出走向‘气候中性’的发

展道路，尤其是找到减少、回收、再利用碳排放的

新方法，增加获取清洁、便宜、可靠、普惠能源的新

渠道，这个世界将会有更多选择和机会。”威尔金

森说。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正致力于减少温室气体

尤其是碳排放，这是全球经济社会实现绿色发展，

进而走向“气候中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能源

理事会运用全球首个多维度能源政策评估模型

——能源三难指数测算各国如何在安全、平等、可

持续三大能源难题间实现平衡。“研究发现，过去

10 年中，中国在确保能源安全性前提下，在能源

平等性和能源可持续性上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威尔金森说。

威尔金森认为，数字化依然是全球能源转型

的四大驱动因素之一，而且将发挥更大作用。“目

前，很少有国家能够在发展能源基础设施的同时

平衡好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多数国家一味追求建

设新项目，却不能优化已有设施配置。运用智慧

集成系统、加强数据和网络安全等将有助增强全

球清洁能源的有序开发。在数字化浪潮的大背景

下，中国无疑将在此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威尔金森表示，世界能源理事会将加大对华

合作力度，与中国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格局和气候

治理向好发展。“中国是世界能源理事会前身‘世

界电力大会’的创始成员之一，我们将继续同中国

一道，为实现‘人人享有更好的能源’目标而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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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离“最值得信赖”相去甚远
郭 言

世贸组织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

全球贸易强劲反弹或难持续

BBC涉华报道严重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热衷于编造谎言，充斥着双重标准

和意识形态偏见。面对其疯狂行径，中国当然要站出来说不，用法律的武器予

以还击。这次对BBC的处理，清晰表明了中方维护国家利益，绝不接受用虚假

报道抹黑中国的龌龊行径，以及将予以坚决回击的严正立场。

对于油价是否又要进入超级循环周期，业界的判断并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包括疫苗上市、全球经济在大型刺

激计划推动下恢复增长、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欧佩克+”减产预期等在内的潜在因素将支撑新的超级周期出现，

而且这一周期将持续10年左右。悲观者认为，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全球经济还在为复苏而战，

因此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从长远看，历史上曾经辉煌无比的黑金产业已经开始缓缓落幕，让位给更加绿色的可

再生能源，高油价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上图 在法国巴黎拍

摄的加油站。

奥雷利安·莫里萨尔摄

（新华社发）

右图 一名男子从美

国纽约一家加油站油泵旁

走过。

郭 克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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