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石油與天然氣現狀盤點
石油與天然氣行業面對之
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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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回歸行業基本
2010年出版的《現狀盤點》，深受其先前的
12-18個月內原油價格波動的影響。2008年
中旬，原油價格高達每桶近150美元；而到了
2009年初，則跌至每桶40美元。有關行業嘗
試理解似乎與價格變化趨勢背道而馳的投資決
策與生產成本。自然而然，德勤全球能源與資
源行業小組關注於其在經濟不確定性時期的排
名趨勢，及其對資本可用性的影響。我們已探
討審批新資本項目的時間長、成本上漲導致利
潤減少、提早退休的趨勢導致人才數目銳減、
以及並購活動增加使購買石油似乎比開采石油
成本更低的相關問題。這吸引了更多有關資源
民族主義的意見與觀點，我們因此宣布再也沒
有“易取石油”了。
四年過去了，對於今天仍然存在同樣的問題，
我們一點也不感到意外。總言之，該子行業以
一連串高風險活動為基礎 - 作出三十年的資本
投資決策，以及商品價格天天升跌，投放多年
時間培育人才，開采環境則被形容為更深、更
暗、更潮濕 - 為什麼我們要假設以上種種將會
改變？事實上，俗語有雲：萬變不離其宗。
在2011年，德勤《石油與天然氣現狀盤點》預
測，縱使新能源發展取得重大進展，但是碳氫
化合物將繼續是全球主要能源供應。我們按照
以上論點，專注探索非常規油氣資源的崛起，
預測最近美國有關頁巖氣的調研成果，將以前
所未有的形式改變相關環境。跨越大西洋，我
們探討了北海油田再次崛起，並預測隨着多家
東北亞國家石油公司囤積全球能源資產，亞洲
將成為並購活動的溫床。
去年，我們提到伊拉克和利比亞對外開放業
務，重申頁巖氣的影響和相關焦點擴至全球，
探討中國國家石油公司的開采活動，以及強調
另類國家石油公司的崛起 - 亞洲新興耗能國家
石油公司。美國冒起成為能源生產大國，在此
背景下，我們探討了WTI和Brent基准之間的分
歧，以及油氣價格可能下降；鑒於2010至2011年
期間，石油價格上升了百分之十一（WTI），相對天
然氣價格則下跌了百分之一點三（Henry Hub）。
在上一份報告中，我們亦再次討論到行業的人才
問題，集中探討加拿大油砂行業有機會面臨人才
短缺的問題。

本年度的《石油與天然氣現狀盤點》采用了不
同的方法，我們專注於五大主要挑戰，並試圖
預測此等趨勢的發展方向，而不僅僅是識別出
行業相關的利益問題。回顧我們以往的《現狀
盤點》報告，我發現當中各種挑戰大同小異。
多年來，雖然總有些挑戰會比其他問題更受重
視，但是能夠成功解決的問題卻少之又少。
2013年《石油與天然氣現狀盤點》集中評估行
業的各個基本趨勢 - 供應、需求、宏觀經濟、
監管、成本、價格以及競爭行為因素，從而讓
我們了解並描述出相關短期及長遠發展動態。
我們首先探討有關非常規油氣與頁巖氣方面的
新發現。正當淨能源輸出國行列陸續新增其他
國家，加上新興的能源獨立而導致能源地緣政
治出現徹底轉變，如此轉變更可稱得上是全球
性改革。進一步審視擁有大量頁巖氣資源國家
的發展過程，便可發現非常不同的景象。這些
國家能夠商業生產非常規及常規天然氣，務求
透過向亞太地區國家出口或計劃出口液化天然
氣（LNG）以獲得更高回報，這些國家以往
一直簽訂按照石油價格指數的長期購買合約。
預期液化天然氣的供應在數量與種類方面都將
會有所增加，將激起與石油價格指數脫鉤的轉
變，並促成天然氣樞紐與混合價格指標。
各個地域發現不同的全新資源，加上發展此等
資源需要面對的技術挑戰，均削弱了政府合約
條款、財政收入與其他政策；這些都能夠顯示
出資源民族主義的發展程度。正當生產效率與
能力均有所提升時，資源民族主義會否急速發
展；或是以政府政策的模式發展，但遠不及國
家石油公司具競爭力的發展趨勢？我們就此對
國際石油公司與油田服務公司等其他企業所構
成之影響進行評估。
德勤《2010年石油與天然氣現狀盤點》報告重
點探討經濟環境和各種不明朗因素；同樣，本
年度報告亦指出相關前景又再模糊不清，明朗
化的日子更是遙不可及。因此，企業面對着相
關不明朗因素所做出的回應與處理方式，正改
變着單一業務模型的概念，並引申出各種不同
的業務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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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石油與天然氣現狀盤點》集合了我們
團隊的調研結果，以及德勤合伙人、客戶與行
業高管的專業觀點。本報告的主題在於回顧行
業基本，我們的調研與分析包含各種規模的公
私營機構的意見，它們均來自不同子行業，當
中包括政策制定機構、能源市場商人與分析人
員、能源生產商和耗能機構。
正如我們在本年度報告結語所言，我們必須為
准備下一份報告而開始收集相關觀點。本報告
內容若有未盡完善之處，或是閣下認為我們下
一份報告可加入的新議題，以及對行業的整體
有任何意見，我們都歡迎大家提供寶貴建議。
請隨時與我們的行業領導聯系，相關聯絡詳情
可參見本報告的〈聯絡資料〉，當然亦歡迎您
直接發電郵與本人聯系。
在此，我衷心感謝各位作者為本報告提供專業
洞察與知識，並希望本報告所提供的豐富、
可靠並具洞察力的行業資訊，能夠對您有所得
益。

Adi Karev
全球主管合伙人 - 石油與天然氣行業
能源與資源行業
德勤
電話：+852 6838 6631
adikarev@deloitt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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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石油與天然氣現狀盤點》集合了
我們團隊的調研結果，以及德勤合伙人、
客戶與行業高管的專業觀點。本報告的主
題在於回顧行業基本，我們的調研與分析
包含屬於不同子行業、不同規模的公私營
機構的觀點，當中包括政策制定機構、能
源市場商人與分析人員、能源生產商和耗
能機構。

1. 頁巖氣 - 全球或地區資源？
北美地區頁巖氣的成功，引得其他國家亦有意仿
效，從而增強了頁巖氣帶動全球天然氣市場轉型
的潛力。根據美國能源資料協會在2011年4月發
表的一份研究，估計全球在美國以外地區，技術
可采頁巖量高達5,760兆立方公尺（Tcf），能夠增
加全球天然氣資源達百分之四十。1 該研究引起
各界對全球頁巖資源的廣泛關注，各國均希望增
加能源供應保障，刺激經濟增長。然而，目前的頁
巖氣蘊含量無法保證一定能夠帶來龐大益處。
鑒於頁巖氣在技術上存在更多挑戰，而且開發
成本偏高，其他市場意圖效仿采掘頁巖資源並
不容易。部分國家正在努力當中，未來一至三
年內，頁巖氣將繼續是部分地區的主要資源，
但對全球市場的影響在短期內仍將持續不明
朗。
我們檢視了擁有大量頁巖氣儲備的國家，並得
出能夠代表資源開發不同階段的四個國家：
波蘭 - 由於最近預估其頁巖資源的規模有所減
少，以及初步開采結果未如預期，令企業對此
興趣大減，因此當地頁巖行業唯有在初始期中
掙扎求存。

內容摘要
• 未來一至三年內，頁巖氣將繼續是主要地區資源，其對全球市場的影響
有限
• 雖然其他國家有意效法北美洲的頁巖氣改革，但是它們必須克服更具挑
戰的地質問題，並彌補技術、基建與本地服務能力各方面的不足，方可開
始進行商業生產 - 在部分國家更需克服政治與環境方面的種種障礙
• 人均天然氣儲備偏低以及內需增加，是部分國家發展資源出口的長遠限
制

鑒於頁巖氣在技術上存在更多挑戰，而且
開發成本偏高，其他市場意圖效仿采掘頁
巖資源並不容易。部分國家正在努力當
中，未來一至三年內，大部分頁巖氣將成
為地區資源，其對全球市場的影響在短期
內將持續不明朗。

中國 - 積極提供有利的投資環境以支持頁巖資
源開發，可是由於本地需求增加，以及勘探環
境困難重重，難以成為頁巖資源出口國。
阿根廷 - 在生產方面富有經驗，效果理想，計
劃增加產量，開發新的頁巖盆地投產。
美國 - 率先開發頁巖氣的國家，有意通過出口
液化天然氣推動其頁巖資源全球化發展，采取
有利出口規定與許可。
各國正處於頁巖氣開發進程中的不同階段，單
單擁有頁巖氣資源並不能直接令國家實現能源
獨立，或是對全球能源市場產生重大影響。頁
巖氣開發進程清晰地展現各國在開發全球天然
氣市場的發展潛力。以下框架詳述開發階段的
各個不同進程，方便評估確定各國從初步測試
相關流程至投資數十億美元建立出口基建的過
程之主要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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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頁巖氣的開發階段
階段

子行業重點

頁巖氣占
天然氣產
量比例

發展目的

行業競爭

主要國家

簡介

休眠期

勘探生產

0-1%

可行性

非競爭性政府研
發項目，企業獨立

波蘭（現狀）

• 活動甚少或完全停止

合作聯營機構；
政府研發項目

中國（現狀）

初始期

勘探生產

1-5%

單項最佳實踐
（以單一頁巖
盆地為目標）

• 獨立企業機構或政府
研發項目的頁巖勘探與
生產
• 天然氣進口增長及大
量頁巖資源推動頁巖氣
發展
• 以單一頁巖盆地為測試
目標
• 政府提供補助鼓勵相關
資源開發

孕育期

勘探生產

5-15%

多項最佳實踐
（以多個頁巖
盆地為目標）

行業競爭日增

阿根廷（現狀）

• 頁巖產量能滿足商業
需求
• 新盆地經測試後進行
開發
• 具備專業技術的小型企
業與大型企業競爭，在規
模經濟中尋覓優勢
• 新晉企業以及並購項目
數量增加

能源獨立

中游/下游行業（本
地）

>15%

連接新供應商
和需求中心

由於價格偏低導
致頁巖利潤受壓，
形成激烈競爭

阿根廷（未來展望）

• “供應沖擊”；本地天然
氣價格相對全球定價點
有所下降
• 需要有關加工設備的大
型資本投資，以及將更多
資源轉移至需求中心

全球發展

中游行業（全球）

不適用*

進入新市場以
滿足其需求

全球競爭；出口成
為突破戰略

美國（現狀/未來展望）

• 企業在全球市場尋求更
高的價格變現
• 由於人均天然氣儲備高以
及本地天然氣需求低，所
以能夠達到頁巖氣生產
全球化
• 推動全球化的機構傾向
着重人均儲備，而非頁巖
氣占天然氣整體產量的
百分比

*推動全球化的機構傾向着重人均儲備，而非頁岩氣占天然氣整體產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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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巖氣地區性發展 - 國家案例分析
現在讓我們一起探索頁巖氣開發過程的五個階
段，分析各國狀況，以及其盡用驟眼以為非常
豐富的資源之潛力。
波蘭 - 初始期轉至休眠期
經過去年連串失敗後，波蘭頁巖行業發展從初
始期倒退至休眠期，而目前該國亦正努力吸引
國際市場投資者繼續關注當地頁巖行業。
波蘭每天消耗16.6億立方英尺（Bcf/d）的天然
氣，當中從俄羅斯進口所占比例接近七成，因
此當美國能源信息署（EIA）估計該國的頁巖氣
資源蘊藏量達187Tcf 2的時候，該國對該消息表
現非常雀躍。波蘭的頁巖層深度介乎一至兩英
裡，比美國同類的頁巖資源更深，對成本構成
負面影響。3 雖然該國的頁巖井鑽探次數比美國
的次數稍微少一點，但是波蘭的水力壓裂水平
井值成本接近1.5至2千萬美元。4
該國目前的天然氣運輸基建有限，服務行業規
模不大，只有15座鑽探平台 - 當中能夠鑽探深
層頁巖井的只有5座而已 - 有礙開發。5

展望：短期內，當地相關資源的開發尚在初始
階段，波蘭將面對重重困難。有關當局對將近
30家企業批出111個開采許可，事實上卻只完
成了約33個測試井，涉及10個水力壓裂水平
井，而且這些油井的天然氣產量卻未能滿足商
業需求。6 埃克森美孚公布該公司由於其在波蘭
的兩個油井的天然氣流量不足，因此決定放棄
當地計劃，而其他企業亦紛紛仿效。7
雖然面對重重失敗，波蘭政府仍希望能夠在
2015年的產量能夠滿足商業需求，並計劃從現
在一直到2020年，開發270個新的頁巖油井。8
為恢復國際對波蘭的興趣，政府旨在透過制定
碳氫化合物相關新法例，政府可占資源上限設
為四成，從而營造穩定的投資環境。9 當局更
設立波蘭地質研究所，發布2014年的新資源評
估，基於新數據顯示預估頁巖資源回收率將為
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從而提升其頁巖
預估蘊藏量達7倍（2012年評估後，該預估值
減少逾九成）。10

若缺乏新投資項目或鑽探成果未有改善，波蘭
的頁巖發展將難以邁進孕育期。雖然天然氣需
求曲線表現尚可，復合年度增長率在過去5年為
百分之一，該國的探明儲量相對偏低，平均每
人只有8.8萬立方英尺（Mcf）。雖然該國理應
開始發展頁巖氣商業生產，可是由於該國將可
能利用本地生產天然氣抵消其對進口天然氣的
依賴，有關生產對地區市場構成的影響有限。
中國 - 休眠期至初始期
中國的頁巖開發正從休眠期進入初始期，可是
該國達到全球發展的機會不大。美國能源信息
署（EIA）估計中國擁有1,275 Tcf的技術性可
開采頁巖氣資源， 而中國國土資源部保守估計
有關儲量為886 Tcf。11
四川盆地是當地最活躍的頁巖盤地，雖然中國
的人均水源供應量偏低，然而鄰近水源有利於
水力壓裂。12該盆地位與常規天然氣生產配套
成熟的地區，擁有超過11,000英裡的天然氣輸
送管道。13 然而，四川盆地東部擁有大量陡峭
的皺褶帶和斷裂帶，增加了水平鑽探技術的難
度，而盆地西部則較深，增加了鑽探成本。由
於上述地質問題，每個油井的頁巖氣鑽探成本
可高達1,600萬美元。14 該地區同時擁有高密度
人口，導致開采工作更為困難。

展望：在短期內，中國將繼續維持在初始發展
階段，而四川盆地的成功則是該行業邁進孕育
期的重要跡象。中國“十二五”規劃為頁巖
氣生產定下遠大目標，2015年的目標產量為
0.6 Bcf/d，並計劃到2020年將產量增至5.8-9.6
Bcf/d。15
為了達到上述目標，該國需要開采約1,2001,500 個油井，16 可是目前已開采的油井僅有
60個。17 為了改善項目的經濟效益，中國政府
在2012年開始一直到2015年，為頁巖氣生產提
供補助，從而減低成本達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
三十。有關當局自2011年開始在廣東和廣西地
區實施試驗項目，並開放天然氣價格。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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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於中國的服務行業對頁巖開發缺乏經
驗，而且當地進行多階段水力壓裂的鑽探技術
有限，因此將有礙中國的頁巖氣行業發展。雖
然中國正透過投資北美洲頁巖資源以取得必須
的技術與專精，可是仍然需要一段時間方可在
當地市場實施相關知識。
雖然前景不俗，但是中國達到全球發展的機會
不大，因為當地蘊藏量偏低，人均儲量僅有
80Mcf，而且天然氣需求曲線陡峭。為了滿足
未來能源需求，相比煤炭資源，有關當局更積
極開發國內天然氣資源。受到上述能源政策帶
動，過去5年的復合年度增長率為百分之十三。
面對上述限制，中國將必須先滿足天然氣的內
需，方可嘗試發展至國外市場。
阿根廷 - 初始期至孕育期
阿根廷的頁巖行業正從初始期發展至孕育期，
估計當地擁有774 Tcf的技術可采頁巖資源。內
烏肯盆地乃是最大且最活躍的頁巖盆地，估計
Vaca Muerte頁巖層蘊含高達240 Tcf2 19的頁
巖資源。目前，阿根廷的天然氣供應，接近一
半來自內烏肯，當地設有完善運輸基建，以處
理並輸送天然氣至相關市場。該區同時擁有充
足水源，以進行水力壓裂，而且當地相關服務
行業發達。

展望：阿根廷在2012年落實了兩項措施，推動
國家相關行業從初始期進入孕育期 - YPF國有
化，以及提升Gas Plus的價格。2012年4月，
當地政府將YPF國有化，指控Repsol公司誤選
過度激進的派息政策，而忽略投資以增加產
量。20 最近被國有化的YPF則承諾投資15億美
元，測試非常規鑽探技術，並計劃在20132017年間投資120億美元開發頁巖資源。21 YPF
同時積極建立有利的跨國業務伙伴關系，吸引
資本與專業人員，並透過與雪佛龍、埃克森美
孚以及俄羅斯天然氣公司簽署聯營協議，同時
與另外數家公司商討相關安排，22從而增加頁
巖產量。
當地政府制定的相關參考價格持續偏低，僅為
2.50美元/MMBu，遠低於足以鼓勵本地生產的
水平，因此成為了投資該國天然氣資源的主要
障礙之一 。 為了刺激頁巖產業，政府制定Gas
Plus計劃，讓非常規天然氣資源生產商以較高
價格供應“新采天然氣”，有關價格在2012年
升至7.50美元/MMBu。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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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內，由於近期在Vaca Muerte的開采工作
取得成功，將有助阿根廷相關行業發展維持在
孕育期，更預期一個盆地的成功，將帶動更多
機會的出現，進一步開發其他頁巖盆地。內烏
肯盆地的豐富收入有助阿根廷相關行業發展，
而且Vaca Muerte上有Agrio巖層，下有 Los
Molles組地層，同時內烏肯以北的Pre-Cuyo盆
地亦已開始鑽探工程。24
長遠而言，當國內其他頁巖盆地均投入生產
後，阿根廷有機會踏上能源獨立之路。位於內
烏肯的大量中流基建，將有助該國從孕育期發
展至能源獨立。然而，國內其他頁巖盆地的基
建卻未及內烏肯區內中流基建的高度發達水
平，將需要更多資本加以建設，該國很可能從
海外引入資金，在價格偏低的環境下，有關資
金要求將受限制，從而阻礙國家成為頁巖資源
行業的全球發展。可是，阿根廷的人均天然氣
蘊藏量為318Mcf，江上天然氣需求曲線平穩，
五年均復合增長率為百分之一。因此，只要阿
根廷能夠繼續吸引投資，則無礙該國達到全球
發展。
美國 - 欣然踏上全球發展之路
美國能源信息署在2011年初步估計美國的頁巖
資源蘊藏量為862Tcf，期後根據Marcellus頁巖
盆地最新的鑽探與生產數據，將有關數字修訂
為482Tcf。25美國的頁巖行業在1970年代末從
休眠期開始發展，當時由能源部開始進行一項
頁巖調研計劃，資助米歇爾能源公司首項水平
井工程。26直至1997年，美國引入油水劈裂技
術，27令頁巖氣生產達到商業可用的水平，從
而進入孕育期。Barnett頁巖氣田的成功，帶領
全國其他頁巖氣田應用相關頁巖開采技術，如
Fayetteville、Haynesville、Marcellus、Eagle
Ford 和Bakken。
2008年，美國進入了能源獨立的階段。受到國
內頁巖氣的供應沖擊，加上同年出現商品泡沫
爆破，導致天然氣價格下跌百分之五十五，從
接近11美元/Mcf降至僅僅高過5美元/Mcf。28 天
然氣井口價格下跌，標志着國內價格相對全球
價格的重要轉變。在2007年，美國天然氣井
口價格相比英國國家平衡點價格的溢價為0.94
美元（百分之十六），但到了2011年則跌至折價
5.02美元（百分之五十六），同期美國相關價格
相對日本液化天然氣進口價格，則從折價0.78美
元（百分之十），下跌至折價10.72美元（百分之七
十三）。29 2012年中，由於現行市價偏低，多家企
業亦報告北美地區頁巖資產出現數以十億計的
減值，同時中游企業則努力掙扎緊貼不斷轉變
的天然氣發展，並要求增加新的基建設施。

展望：美國目前正處於進入全球頁巖發展的轉
捩點，在2012年11月更錄得3,929 Bcf的天然
氣蘊藏量，創歷史新高，同時市場天然氣產量
亦再創新高達70Bcf/d。30 在價格偏低與產量急
升的情況下，美國天然氣生產商企圖開拓全球
市場，從而提升其天然氣價格實現率。目前，
能源部正考慮超過20項液化天然氣出口許可的
申請，總出口量達27Bcf/d，若全部申請均獲
批准，將使美國成為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氣出口
國。美國的頁巖氣發展正邁向全球化，因此該
國在出口方面的決定，並不受其人均儲備或本
地需求所限。美國擁有豐富的天然氣蘊藏，人
均儲備高達966Mcf，天然氣需求曲線平穩維持
百分之一的年均復合增長。在下一章節，我們
將探討液化天然氣出口對美國以及全球天然氣
價格的影響。

我們的觀點
美國頁巖氣改革已有三十年之久，通過多階段
開發逐漸取得進展。雖然其他國家，尤其是波
蘭、中國與阿根廷，企圖復制其成功模式，但
這些國家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才能逐漸了解到
必須擁有龐大天然氣蘊含量以及支持基建，方
可降低本地天然氣價格並制造出口機會。（見
圖1.2）當各國或有意與具備頁巖資源開發經
驗的油氣企業及油田服務公司合作采頁巖資源
時，人均儲備與需求偏低等種種限制，均可阻
礙該國成為頁巖資源出口國。

圖1.2主要頁巖資源國發展的未來展望概覽
國家

美國能源
信息署的
能源預估
（Tcf）

服務行業

輸送網絡

水源供應

地質
復雜性

天然氣
蘊藏量/
人均儲備
（Mcf）

774

阿根廷

318

頁巖占天
然氣產量
比例

<5%

展望

• 有關行業在初始期成功發展，帶動了孕育期
階段發展所需投資
• 維持可觀投資氣候，從而發展成為能源獨立
國家。
• 需要建立跨國業務伙伴關系，從而克服地質
復雜的問題

中國

1,275
(886)*

80

<3%

• 服務行業需要頁巖方面的經驗，並需要關注
水源相關問題
• 全球發展的機會不大

波蘭

• 需要穩定的投資氣候，促使投資意欲得以
回升

187
(12-27)†

88

N/A

• 必須展現其頁巖資源的商業可用性
• 全球發展的機會不大

美國

966

482

23%

• 頁巖相關行業成功發展至全球，同時出口液
化天然氣
• 政府審批的出口許可數量乃是決定性因素

* 根據（中國）國土資源部的估計
† 根據（波蘭）地質研究院的估計

  = 輕微阻礙  

= 中度阻礙

= 嚴重阻礙

Tcf = 一萬億立方英尺
Mcf = 一千立方英尺

除了美國有意進行液化天然氣資源出口外，現實是頁巖資源將繼續作為地區資源，短期內對全球
市場的影響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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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液化天然氣價格 - 石油價格指數沒落？

內容摘要
• 亞太地區長期液化天然氣合約應用各種定價方法，而石油價格指標
將會是其中之一
• 再者，自2017年起將出現多元化供應，形成價格與非價格方面的競
爭，包括利用天然氣樞紐與混合價格指標
• 由於在監管和基建方面皆存在種種挑戰與障礙，導致亞洲地區天然
氣價格基准的前景黯淡

美國頁巖氣資源通過出口液化天然氣進行全球
化發展的前景，吸引了廣泛關注（尤其在亞洲
地區），希望可同樣出口與Henry Hub天然氣
價格掛鉤的美國液化天然氣，削弱長期與原油
價格掛鉤的液化天然氣合約價格計算程式。在
2012年9月舉辦的會議上，日本貿易部長形容全
球頁巖氣生產是導致液化天然氣價格出現范式
轉換的因素，並呼吁生產商與消費者“尋求全
新方法以取代與石油掛鉤的價格指標”，因為
目前支持有關價格系統的論據不足31。
該年度，日本液化天然氣現貨價格升至$18/
MMBtu高位，而美國Henry Hub天然氣價格則
跌至$1.95/MMBtu 創十年新低，這就可以理解
為何日本貿易部長出此言論。然而，日本福島
核電站爆炸事故後，國內核能供應中斷，繼而
促使液化天然氣進口急升，成為日本貿易逆差
達760億美元的主因。在2012年，日本在進口
液化天然氣的開支接近650億美元，相比2011
年上升百分之二十五，可是進口量卻只增加百
分之十一。32 有關數字顯示，日本雖然面對價
格上升，依然不減其對能源供應安全的需求。
對於長期生產液化天然氣的企業（如目前全球
最大液化天然氣出口商卡塔爾（Qatar））而
言，供應合約中指明與石油價格脫鉤的一些協
議，將會有損其在全球油價上升時所得到的溢
價定價優勢。

擁有尚待開發的液化項目並具有發展前景的液
化天然氣生產商，則須依賴油價掛鉤定價，以
達到內部回報率並增加投資者對長線投資的信
心。尤其是澳洲的液化天然氣項目的成本高昂，
增至幾乎每公噸400美元（液化天然氣），相對
其他地區有關價格則介乎每公噸1,500-2,500美
元。
從最近公布的Henry Hub掛鉤合約可見，預期
若加強對美國液化天然氣出口，將可能有損石
油價格指標。英國石油公司、Cameron LNG
Partners與錢尼爾能源公司達成協議，向亞太
地區買家供應美國液化天然氣，並以與Henry
Hub天然氣價格掛鉤的價格出售，議定之油價
掛鉤價格為$14-16/MMBtu，可見日本進口價格
則有機會達到$10-12/MMBtu。33 最令人觸目的
是英國石油公司，透過其附屬公司 - 英國石油
新加坡公司 - 與關西電力公司簽署Henry Hub掛
鉤價格銷售協議，其中買賣的液化天然氣不僅
包括美國生產的天然氣，還有英國石油公司全
球投資組合所擁有的天然氣資源。34
在指標定價方面，近期發展並未顯示出亞太地區
長期液化天然氣合約將完全脫離石油指標定價，
並全面轉用天然氣樞紐指標定價，而是反映出定
價指標幅度逐漸變化，而油價指標定價則是行業
應用的多個定價機制中的一種（見圖2.1）。
來自不同盆地與生產商的液化天然氣供應上
升，買家不同的需求以及液化天然氣價值鏈上
下無合約的豐富生產力亦會隨之增加。
生產商與買家多元化，營造出具有競爭性的市
場環境，生產商在價格與非價格方面均面對競
爭，因此使原油價格指標更為吸引，或甚至認
為天然氣樞紐價格指標的浮動風險尚可接受。
減低商品價格浮動風險的另一方法，就是使用
混合價格指標，特定百分比的產量將按照天
然氣樞紐價格作指標，余下則按照油價指標定
價。對於缺乏市場占有份額保障並利用美國天
然氣所提煉液化天然氣的企業，則多數以Henry
Hub加價格調整定價。

圖 2.1 液化天然氣價格指標幅度
逐漸脫離與石油價格指標全面挂鈎，
以附加及多樣供應的方式進入市場

天然氣樞紐價格指標
（Henry Hub）

混合價格指標
（天然氣產量指標價格的
少數百分比）

亞洲液化天然氣的主導定價

原油價格指標
（JCC）

非價格條款的買家價值以增補價格
•
• S供應保障
upply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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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彈性
• • 
Contract
flexibility

上游股權
• U• 
pstream
equity stakes

• 
液化天然氣質量                 
• 可信賴的開發商
• L NG
quality
• Credible
developers
（視乎濃度而定）
(lean vs.
rich)

•低風險本地市場
• L ow-risk
local market

亞洲區內液化天然氣定價的新一輪演進
液化天然氣占全球天然氣消耗比例，在2000
年從不足百分之五上升至超過百分之十，促使
天然氣進一步成為全球商品。雖然有所增長，
但是全球天然氣市場仍然受到地域限制，導致
運輸成本高昂，監管方面亦存在重重障礙。因
此，天然氣價格繼續按各個地區的本地價格而
定。液化天然氣在不同地區有不同價格：北美
洲參考Henry Hub指標；英國（甚或歐洲大陸
部分地區）參考英國國家平衡點（NBP）天然
氣樞紐指標；歐洲大陸地區參考原油或Brent價
格指標；而亞太地區則參考日本原油雞尾酒價
格（JCC）標准，即日本進口原油籃子價格。
原油是全球透明度與可替代性最高的商品之
一，在70年代成了亞洲液化天然氣價格參考的
市場基礎因素，以補足根據項目成本的定價方
法。自此，液化天然氣價格就按照石油持平價
格百分比，以MMBtu作為單位（如當石油價格
從每桶價格換算為MMBtu的單位，即是油價的
百分之八十）評定。為控制油價波動，行業引
進S曲線公式，制定價格上下限，從而在油價偏
低的情況下為生產商提供保障，並在油價高企
的情況保障買家利益。在90年代，液化天然氣
供應過剩，導致更多合約采用S曲線公式，以及
較低的石油持平價格百分比定價。有關情況一
直維持至2000初，當時供應緊張，促使液化天
然氣價格與石油持平價格差距收窄。以上就是
亞洲液化天然氣定價方法的演變過程，顯示若
價格與任何事情有所關聯，必定是與供求情況
及生產商與買家反應掛鉤。
目前的市場環境成熟，准備進入新一輪的液化
天然氣定價演變 - 天然氣樞紐定價指標 （即
Henry Hub），以及補充非價格條款。這並不
代表油價指標價格會被淘汰，而是將會出現一
系列不同的定價選項（如圖2.1所示）。利用非
價格條款作為“誘因”，促進合約談判的做法
一直甚為普遍。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刪除合約中
的貨運目的地條款；可是，由於生產商與買家
均具備強大能力且多元化，目前斷定各個企業
的強弱之分，就在於更多可能提供的非價格選
項與類別。

供應市場分散且多元化 - 促使競爭定價
目前正在建設的液化站共有12座，並將於2017
年正式投入服務，估計每年可生產約8,400萬
公噸液化天然氣，屆時市場上的液化天然氣將
出現供多於求的現象。另外，已計劃或建議興
建的液化站共有23座，其等生產力將有機會在
2020年達到每年額外增加近1.7億公噸。然而，
並不是所有建議生產力均能夠如計劃實現。在
2014-2020年間，全球對液化天然氣的需求將
出現倍增，亞洲將占全球需求逾六成，當中包
括中國與印度的強大增長，以及越南和菲律賓
等其他新進口國。全球20個國家，正在建設、
已規劃或建議建設的再氣化終站共有56座，令
相關生產力有機會達到每年1.66億公噸。由於
共有83艘油輪投入服務，當中部分油輪未有合
約約束，可借此把握套利機會與現貨交易的好
處，因此液化天然氣油輪運輸能力可能在未來
12個月內增長百分之二十五。
相關供應更多元化，並且利用競爭定價方法，
為全球液化天然氣市場創造條件，帶領逐漸脫
離油價價格指標。最近有報告預測，美國液化
天然氣出口對天然氣價格所構成的價格影響，
德勤MarketPoint發現天然氣價格對附加供應量
（尤其是競爭定價的供應）尤其敏感35 ，即氣
對氣定價方式。應用核心假設，即若干生產商
在額外供應的情況下，根據油價指標對液化天
然氣進行競爭定價，德勤MarketPoint的經濟
模型預測，日本交貨價格跌至低於$14/MMbtu
水平，並於2015年逐漸逼近英國國家平衡點價
格。圖2.2 顯示德勤MarketPoint就主要液化天
然氣市場價格的預測，並以MMBtu為單位對照
預估Brent價格。預估價格乃基於有限競爭定
價，以及美國出口量為零的情況而定。然而在
此情況下，日本價格與Brent價格仍然有很大
差距。在2020年，兩者將相差$7/MMBtu。如
果美國每日出口6Bcf液化天然氣到亞洲地區，
上述報告發現，視乎市場環境而定，日本交
貨價格將進一步下跌$0.4/MMbtu，低至$0.6/
MMbtu。該研究更發現，長期液化天然氣合約
在架構上，將企圖增加價格對競爭定價供應的
敏感度。

目前的市場環境成熟，准備進入新一輪的液化天然氣定價
演變 - 天然氣樞紐定價指標 （即Henry Hub），與補充非
價格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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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預測價格相對石油持平價格（真正與2012年每MMBtu計算的美元價格）
$/MMB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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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德勤MarketPoint分析，2013年4月參考例子

如上文所述，我們已看到一些按照Henry Hub
掛鉤定價的液化天然氣合約例子，正好呈現出
價格競爭的趨勢。額外供應的重點是能夠進行
液化天然氣資源的現貨或短期交易，不限於長
期合約交易，“提貨付款”的交易方式能夠進
一步推動脫離石油定價指標的轉變。現貨與短
期交易合約是根據買賣雙方的市場競爭環境定
價（如季節需求、現貨供應量）。如現貨價格
低於長期合約價格，買家將轉向現貨市場購買
相關資源，迫使生產商降低長期合約價格。近
年供應緊張，現貨價格直逼甚至超越石油持平
價格。然而，當市場供應過剩，現貨價格則更
具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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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現貨與短期交易量增至6,120萬公
噸，占液化天然氣總交易量的百分之二十五36，
並預期將會繼續攀升。相比過去十年，現貨與
短期交易量只有800萬公噸 （占液化天然氣交
易總額的百分之八）37，因此上述增長非常可
觀。未來出現更多無合約約束的液化天然氣供
應與運輸量，將會是現貨與短期交易發展的重
要因素，可預期上述競爭定價將影響長期合約
的定價公式。
對生產商而言，供應量並非推動競爭定價行為
的唯一因素。

（由天然氣資源/地質層組、當地市場環境、
使用技術、勞動生產力等各種因素推動的）資
本投資斷定了生產商在液化天然氣定價上的利
潤。澳洲液化天然氣項目成本最高，高達每年
$3,000-4,000/公噸，而以Sabine Pass項目為代
表的莫桑比克與美國的項目（僅限出口），其
成本則低於每年$2,000/公噸。
就澳洲液化天然氣項目而言，早被廣泛報道其
超支與生產延誤的問題；除此之外，有關項目
亦屬於最具創新的項目，並積極投入新科技測
試，如浮式液化天然氣廠與煤層氣生產。這些
項目同時為亞太地區買家造就上游利益關系，
而具有豐富經驗的生產商集團則可在上下游
行業進行營運。以上非價格因素為買家提供價
值，並有助促使有關方面按照油價指標價格付
款。
非價格條款競爭
液化天然氣項目可提供大量多元化的非價格條
件，滿足買家需求。鑒於能源含量或熱值有所
不同，因此天然氣資源亦成了須考慮的非價格
因素。相對常規天然氣（亦稱“富氣”），頁
巖氣與煤層氣等非常規天然氣（亦稱“貧氣”）
的能源含量較低。消費國家對於液化天然氣質量
要求的靈活性各有不同，日韓兩國一般使用富
氣，並擁有燃氣設備以產生高熱值，而中國和
印度在相關要求方面的靈活性則較高。混合貧
氣和液化天然氣，亦可制成相關產品以產生所
需熱值。這也是日本在液化天然氣質量有差別
的情況下，仍可繼續購買美國與澳洲生產的液
化天然氣的緣故。可是混合相關資源以達到特
定液化天然氣質量，尤其是對於大量液化天然
氣而言，買家仍需考慮相關成本問題。
供應穩定或減低供應中斷的風險，亦是亞太區
買家必須考慮的另一重要非價格因素。日本、
韓國和台灣均缺乏本土天然氣資源和天然氣運
輸基建，因此，輸入液化天然氣便成了穩定天
然氣供應的主要方法。國家對穩定供應的需求
令到相關亞洲進口商的價格敏感度降低，因此
亦可解釋現貨價格高企的原因。另一方面，天
然氣樞紐指標價格較低，可能買家會願意接受
供應不穩定的情況，正如錢尼爾能源公司旗下
SabinePass與KOGAS簽署的間斷供應協議。
買家與供應商對商品價格浮動風險的接受程
度，亦是造就各種定價方法的另一主要因素，
令使用混合指標定價存在風險。混合指標定價
按照協議的產量相對天然氣樞紐價格的比例制
定指標，通常有關百分比只占少數，余下產量
則以油價指標定價。

近期有研究顯示（包括上文提述的德勤
MarketPoint報告），美國液化天然氣出口導
致美國本地天然氣價格出現變動，並總結預
計Henry Hub價格將出現輕微增長。38回想過
去（2008年）Henry Hub價格維持在$10-20/
MMbtu的水平，加上美國政府尚未確定有關出
口量的批核，令部分市場人士采取審慎態度，
靜觀其變。
在多個盆地擁有天然氣業務以及液化天然氣工
廠的大型生產商，均擁有強大優勢提供混合指
標定價，有助生產商在出售投資或出售全球供
應投資組合中的協議產量部分時，減低相關變
數的影響。其中一個主要液化天然氣供應商在
其擁有的全球供應投資組合中，約百分之二
十五的液化天然氣價格則以天然氣樞紐指標定
價，另外約百分之七十五則以石油籃子價格定
價 - 上述比例反映出其液化天然氣項目的資本
集約及供應多元化的程度。
我們的觀點
各種不同的資源供應將在未來12個月進入液化
天然氣市場，一直至2017年。供應方面的競
爭動態將推動亞太地區出現轉變，合約不再單
以石油價格以及高油價持平作為定價指標的合
約。反之，將可能出現混合的合約定價模式；
低於石油價格持平的價格、混合定價指標、以
及全面按天然氣樞紐指標定價。然而，石油價
格指標定價將可能維持主要定價方針，原因是
有關天然氣與石油價格浮動風險的考慮，以及
供應商能夠透過價格以外的條款，從而提供其
他價值，如質量靈活性、供應安全與上游項目
的權益。
美國液化天然氣出口將成為脫離石油價格指
標定價的主要催化劑。可是，必須強調並非所
有源自美國的液化天然氣都會按照Henry Hub
價格指標定價，而且定價將根據項目的經濟狀
況、買家對價格的敏感度、以及相對競爭環境
而定。另一方面，縱使按Henry Hub價格指標
定價的美國液化天然氣出口量有限，亦足使現
有與未來的液化天然氣供應商得出具競爭力的
定價。對亞太區買家而言，供應競爭與廣泛定
價模式均有利於新的發展。
長遠而言，務必注意主要亞洲國家的本地天然
氣市場之發展動態，以探討推動亞太地區液化
天然氣定價改革的最佳時機 - 即地區天然氣樞
紐指標定價。盡管新加坡已訂立目標，而且上
海亦有雄心壯志，旨在成為地區貿易樞紐，然
而受制於主要監管與基建，短期內發展地區天
然氣樞紐指標的前景難免會強差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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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源民族主義 - 逐漸步入低潮？
我們利用各種政府資源政策與財政制度，對資
源民族主義進行定義。國家的資源政策可分兩
類，即保護政策（不投資股權利益偏低的生產
分成合約）或開放政策(特許經營合約)。政府征
收費用的水平，當中包括專利稅、稅項以及簽
約定金，並且對國家的資源民族主義的水平。

內容摘要
• 由於出現了更多擁有豐富資源的國家，而這些國家均尋求獲得更多
投資及技術支援，因此短期內資源民族主義將逐漸萎縮
• 長遠而言，當各國成功通過各個階段的資源發展工作，並且獲得技
術專精時，便會出現資源民族主義

資源民族主義一般被視為是國家石油公司與相
關政府常設的挑戰，而且是國際石油公司須妥
善管理的風險。透過利用各國政府的資源政策
與財政制度，對資源民族主義進行定義，呈現
所有政府的資源民族主義程度，從而進一步探
討相關事宜。然而，我們的分析集中研究國際
石油公司與國家石油公司的合作機會，超越以
往影響國際/國家石油公司關系的種種偏見。我
們不僅看到國際石油公司與國家石油公司之間
存在有利且相互獨立的關系，而且國家石油公
司本身亦擔當着准政府機構的角色進行基建發
展，將技術專精轉移至價值鏈上規模較小的企
業機構。此相互影響在部分情況下有利於參與
合作的國際石油公司，加深了與業務所在國家
的關系，並更有效助其應對資源政策的轉變。

• 與其互相競爭，制定合作戰略對國際與國家石油公司均為重要，方
可保持長遠競爭力

資源民族主義是石油與天然氣行業所面對的持
續挑戰，並且逐漸出現息微及流逝的模式。近
期有關新資源的發現，以及發展中國家的需求
激增，形成全新的供求中心，使行業企業對可
能出現的資源民族主義甚為敏感。從投資者與
全球油氣公司的角度來看，也許資源民族主義
表面上是一個不可控制的風險，可是德勤美國
成員所獨立資深顧問Joseph A. Stanislaw提
醒大家，從政府的角度來看，“資源民族主義
是主權國的正當權力，重點在於如何將之應
用。” 39 我們必須了解促使資源民族主義的因
素，以及如何加以利用，協助企業制定主動的
戰略和方法，管理潛在風險或造就商機。

圖3.1 主要油氣資源國家的資源民族主義演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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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改變限制政策或資源民族主義，都是因
為產量或價格增長所致；因此將導致各國政府
占據大部分源自自身國家資源的經濟利益。
因此，可見在短期內，資源民族主義逐漸萎
縮，直至生產國在資源發展方面有所提升；導
致長遠而言，將出現更多限制資源政策。圖3.1
顯示出新增與現有生產國家的長遠轉變。
資源民族主義短期內將保持低調
短期內將不會出現資源民族主義，原因有三：
1. 新資源開發項目均在民族主義政策較少的國
家進行（美國、加拿大和澳洲）；
2. 部分國家在高技術方面的勞動力與經驗有
限，同時亦擁有重大資源潛力（中國、巴西
和阿根廷）;以及
3. 傳統擁有豐富資源的國家成功開發新業務領
域或新資源，以克服產量下降的問題（俄羅
斯、利比亞和尼日利亞）
北美洲的頁巖氣加上澳洲的海上天然氣與煤層
氣，形成了蓬勃的天然氣發展，從而帶領美
國、加拿大和澳洲加入擁有豐富資源國家之
列。油氣企業將繼續以上述國家為目標，它們
可透過特許權合約全面取得這些國家的天然資
源，與其他擁有豐富資源國家簽訂的產量分成
合約，以及政府財政占有大份額財政收益的協
議安排比較之下，特許權合約則相對寬松。
中國、阿根廷和巴西將對海外油氣公司開放新
發現資源，以取得相關科技與技術專精。以中
國為例，在其頁巖氣開發許可的第二輪申請過
程中，容許海外企業與本地企業聯合投標。而
且，雖然並無外資聯營中標，但是未來仍然有
機會發展外資合作，這也是第一輪申請後出現
的情況。40

同樣，阿根廷YPF公司與雪佛龍和Bridas公司
（中國海洋石油公司擁有該公司百分之五十的
股份）簽署交易協議，在該國開采與發展頁巖
資源。41 巴西的國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將初步
要求外資企業提供技術援助，以開發其資本密
集的鹽層下資源。巴西放寬其產量分成合約條
款，國家石油公司所占權益從超過百分之四十
五減低至最少百分之三十，可是仍然國家石油
公司保留營運權。42
俄羅斯、利比亞和尼日利亞將對外尋求相關投
資與專業技術，以挽回持續下降的產量。在俄
羅斯，傳統（新西伯利亞）生產石油的油田減
少，東部油田（包括海上、北極和庫頁島）將
成為國家持續擴大油氣生產工作的中心。最
近，俄羅斯石油公司與埃克森美孚合作開采俄
羅斯北極資源，這也只是該國放寬資源民族主
義的開始。43 俄羅斯同時亦計劃向多家企業開
放天然氣出口，結束Gazprom的壟斷地位。.
資源民族主義長遠將卷土重來
資源民族主義將再次崛起並散布各個地區，原
因有三：
1. 擁有新資源的國家（美國、加拿大、澳洲、
中國和阿根廷）將完成資源開發的各個階
段；
2. （俄羅斯、巴西、尼日利亞和利比亞）國家
石油公司將會學習新的技術；以及
3. 最大資源樞紐國家（沙特阿拉伯和卡塔爾）
將保持穩定的資源開發步伐；同時，縱使面
對較為嚴謹的合約條款，其他國家（哈薩克
斯坦、伊拉克和委內瑞拉）亦繼續會獲得資
源需求龐大的國家石油公司（以亞洲的國家
石油公司為主）的投資。

2013年石油與天然氣現狀盤點 石油與天然氣行業面對之重要議題 15

美國、加拿大、澳洲、中國和阿根廷的新資源
開發
面對着出口量需求增加，如果沒有國家石油公
司，相關國家將可能增加政府所占財政利益比
例、實施出口管制及/或收緊對油氣並購交易的
監管。然而，持續利用特許權合約讓這些國家
的資源民族主義維持在較低水平。
縱使供應方面有所增長，而石油消耗亦稍有下
跌，美國將維持其主要原油需求中心的地位，
並繼續禁止出口原油。就天然氣而言，雖然美
國將可能繼續容許液化天然氣出口，但仍會收
緊相關監管。聯邦政府可能考慮征收出口關
稅，以及限制出口能力，以評估其對經濟淨利
益造成的影響，並同時注意持續增加的聯邦
資源開采稅稅率，以增加頁巖氣行業的回報
率。2012年1月，美國內政部建議增加海上資
源開采稅稅率，從百分之十二點五增加至約百
分之二十，可是由於有關價格相對國際市場價
格較低，因此便暫時擱置有關建議。
隨着液化天然氣行業日趨蓬勃，澳洲成為資源
樞紐的條件亦將進一步加強，因此有關政府便
有充足理由向當地出口資源征收額外稅項，並
從中得益。實施上亦已看到該國在2012年將石
油資源租賃稅（基於利潤稅項的百分之四十）
的征稅范圍延伸至海上開采項目。45 再者，政
府亦可參考當地其他出口為主的行業、煤炭行
業，可見采礦租金在去年增加至百分之五十。46
加拿大將有機會跟隨澳洲和美國的步伐，增強
自身條件成為資源樞紐。2012年，加拿大在有
關企業厘清“淨利益”相關字眼後，便批准了
兩項大型外資收購本地企業的項目（PetronasProgress Energy；中海油- Nexen）。可是，
加拿大政府計劃日後將加強干預海外國企的收
購項目。47
正當新科技已發展成熟，有關基建亦已完成，
設有國家石油公司的國家將會改變相關合約條
款，從而取得更大份額的國家資源。
考慮到YPF再次國有化，以及能源需求增加，
阿根廷將可能不再使用特許權合約，改為使
用產量分成合約。預期YPF在取得海外企業伙
伴的頁巖技術，並在國內建立所需中游基建以
後，便會增加其在未來項目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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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海外投資]規定顯示出，假如未來有
海外國企企圖掌控加拿大的油砂業務，只
有在‘特殊’情況下方能獲批。”
Stephen Harper，加拿大總理
（2012年12月7日）

中國將繼續關注能源安全問題，同時當地的能
源需求日增，亦將保持其主要需求中心的地
位。中國對天然氣的需求預期在未來20年將上
升逾三倍，並將比國內頁巖行業預期增加的供
應更為矚目。48 中國的產量分成合約已經包含
相關條款，指明該國國家石油公司未來將取得
大部分權益。例如，中海油與雪佛龍簽署兩份
產量分成合約，指明所有在區內發現並屬商業
性質的新資源，該國家石油公司皆擁有百分之
五十一的權益，同時所有開采支出則將由海外
企業伙伴承擔。49
俄羅斯、巴西、尼日利亞和利比亞的國家石油
公司將取得相關技術專精
正當有關新領域的項目得以發展，俄羅斯將進
一步鞏固其資源樞紐的領先地位，並嘗試增加
國家在這些項目中的擁有權；從庫頁島II項目可
見，在2006年12月，殼牌公司必須將其百分之
五十五權益的一半，售於俄羅斯的Gazprom公
司。50 可是，鑒於有關新領域的營運存在復雜
的技術要求以，而且風險甚高，因此必須經過
一段長時間，方有可能恢復如此程度的國家控
制水平。
巴西能源需求增加，將繼續屬於需求與資源中
心的混合類別，促使該國采取更嚴謹的政策以
保護國內資源。鹽層下資源的開發項目增加，
將支持Petrobra公司的現金流，並增強其在未
來項目爭取控制權的能力。
尼日利亞和利比亞的國家石油公司將繼續在其
產量分成合約中擁有較低權益，鑒於兩國在海
上開采項目的技術專業知識有限，並且有意透
過增加出口，以支持疲弱的國家經濟。長遠而
言，當兩國經濟有所增長，以及地區國家石油
公司取得相關海上開采技術後，兩國將企圖在
本地資源輸出項目中爭取更大份額。

其他主要資源樞紐國將繼續維持現狀
由於沙特阿拉伯擁有大量且低風險的探明和
常規天然資源，而且國家石油公司（Saudi
Aramco）擁有強大的財政與技術能力，加上受
到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輸出限制，導
致供應增長機會有限，因此預期該國將以保持
其保護態度為主。再者，該國目前擁有每天約
兩百萬桶的額外石油生產力作緩沖，因此可輕
易達到其百分之一點二的產量增長目標。51
卡塔爾的國家展望2030暗示國家將放緩當地資
源開發的步伐，並認為若不加以控制，這“龐
大擴展”將有可能耗盡當地資源。可是，由於
缺乏技術專精，並且需要大量資本投資，收緊
資源政策將受到卡塔爾的液化天然氣與天然氣
液化項目所限。
在哈薩克斯坦，正當國際石油公司伙伴由於利
潤偏低而撤資之時，亞洲企業則提供越來越多
的財政支持，則成為當地的持久投資來源。
印度ONGC Videsh公司以50億美元，收購了
ConocoPhilips公司在North Caspian卡沙干油
田百分之八點四的權益。52 在2005-2012年期
間，中國能源公司在哈薩克斯坦的投資額高達
140億美元，另外中國石油集團（CNPC）連同
中國進出口銀行於2009年，向KaMunaiGas公
司借出100億美元貸款。53 54
鑒於亞洲國家石油公司的投資意欲日增，伊拉
克將可能維持現狀，繼續透過技術服務協議進
行油田開發。就其他財政制度而言，委內瑞拉
按照產量分成合約的方法，PDVSA公司占百分
之六十，而外國的國家石油公司則不可占超過
百分之四十的產量。以Rosneft公司為例，該公
司與當地合作開發Orinoco石油帶的粘稠石油儲
藏。55 委內瑞拉擁有超過2,000億桶的龐大天然
資源儲備，該國也許能夠取得更大份額，並繼
續吸引資源需求龐大的拉丁美洲和亞洲國家石
油公司的投資。

我們的觀點
全球油氣行業正處於更新期，陸續出現更多生
產國，傳統生產國亦利用嶄新、非常規及探索
性質的投資活動。連帶造成資本密度高、技術
上的挑戰，以及種種風險與不明朗因素，均需
要透過企業合伙、投資和實驗解決相關問題。
在上述短期階段，各生產國政府對其現有資源
政策模型和財政制度，均傾向采取相對開放的
態度。國家逐漸獲得更多生產與技術相關的專
業知識，因此有關政府將可能以經濟與戰略為
理由，加強控制當地資源，長遠將導致資源民
族主義再次出現。
美國、加拿大和澳洲領導着非常規石油與天然
氣資源的發展，將於短期內繼續維持特許經營
合約及穩定稅收制度，然而亦已表示未來將會
對出口與海外企業直接持有權施加限制。
中國、阿根廷與巴西則尋求海外合作以支持發
展新發掘資源，並平衡發展當地技術資源與能
力的需求。正當新技術發展漸趨成熟，並且已
建立相關基礎設施，各國將可能改變合約條
款，獲取大部分自天然資源所產生的利益。
俄羅斯、利比亞和尼日利亞等一般被視為主要
的生產國家，短期內將尋求海外投資與專業以
挽救持續下降的生產率。可是，由於經濟生產
與現金流長遠將有所改善，因此相關國家將傾
向將大部分擁有權收歸政府。
資源民族主義對國際及國家石油公司均構成影
響。在合作機會與自身或合伙國家石油公司的
業務所在國家政策的潛在變更之間，國際石油
公司必須取得平衡。鑒於科技與技術專精乃是
規劃資源政策的主要因素，國際石油公司將需
要持續創新，而國家石油公司則更獲得更大支
持，擔任准政府機構的角色，同時亦必須平衡
相關規定與市場期望。對國際與國家石油公司
而言，相關合作戰略務必克服資源民族主義的
息微與流逝，並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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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家石油公司 - 主導市場
一直以來，普遍認為國家石油公司（NOCs)的
發展，必定成為國際石油公司（IOCs)的競爭對
手。勘探生產並購項目的趨勢顯示在2012年，
國家石油公司的收購項目創歷史新高，達到
1,126億元，年度增長為百分之二百二十五，並
占勘探生產並購項目價值總額的百分之四十五
（圖4.1）。56 國家石油公司的全球擴展，以及
對相關國際石油公司同行所構成的影響，遠不
及當中更重要的目的，就是由國家石油公司不
斷購入石油與土地以穩定供應，最終淘汰國際
石油公司。相反，國家石油公司卻冒着更大的
風險，購入尚未開發的土地與田地，並在新興
地區（美國、加拿大與莫桑比克）進行大規模
並購，顯示國家石油公司將目光投放長遠，全
球拓展當地資源發展及建立技術能力。

圖4.1 國家石油公司（NOCs)全球併購項目（按交易價值）
單位：1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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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PLS M&A數據庫（2013年1月）

• 國家石油公司正在改變其全球擴展，爭取發展技術要求較高的石油
資源
• 對國家石油公司而言，石油乃是其目前急需的資源，而天然氣就是
未來燃料
• 國家石油公司將擴大投資，戰略專注於海上與非常規天然氣，拉近
其與國際石油公司之間的競爭距離

深入觀察可發現國家石油公司的擴展，將石油
與天然氣行業分為對立兩端。石油行業一直是
投資及勘探生產項目的主要目標，可是由於終
端用戶需求、資源可供性和價格方面的轉變，
長遠而言天然氣將取而代之。
了解國家石油公司的擴展如何將石油與天然氣
分為對立兩端，將有助確定國際與國家石油公
司如何進行競爭與合作的狀況。
國家石油公司有關石油的短期規劃
由於石油需求比天然氣高，而且又有溢價優
勢，因此比較石油與天然氣兩者，國家石油公
司進行全球收購與擴展項目則主要集中於石油
方面。2012年，逾六成國家石油公司的並購
項目無論是在數量或價值上，均為粘稠石油資
產，因此可見有關企業皆以石油為主，而非天
然氣。57
就需求方面而言，由於國家石油公司的經濟對石
油進出口高度依賴，因此其最迫切關注的就是
要鞏固其石油供應。 出口方面，石油行業占沙
特阿拉伯八成的預算收益。進口方面，中國、印
度、泰國和南韓的石油消耗中有百分之七十為
進口石油，從海外投資取得的進口石油僅有百分
之九。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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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相對天然氣價格持續維持溢價水平（以
MMBtu為單位），WTI原油和Henry Hub天然
氣的比例為4：1，而Brent原油和NBP天然氣的
比例則為1.5：1，進一步促使以出口為主並依
賴進口的國家石油公司專注於投資石油，而非
天然氣。
更重要的是，國家石油公司正在演變，從生產
技術要求較低的陸上常規石油，改為生產技術
要求較高的海上與非常規石油，並投資技術服
務能力。
國家石油公司過去曾與國際石油公司合作，並
由國際石油公司負責運營並提供技術服務。如
今，國家石油公司正投資發展轄下油田服務附
屬機構，如中國石化集團新設的油田服務子公
司 -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有限公司，該公
司已在43個國家贏得合共480項工程合約，總
值142億美元。針對調研項目而言，大型國家石
油公司比國際石油公司在有關方面的開支高出
百分之二十五（見圖4.2），可見創新也是國家
石油公司戰略的重點之一。59
有關非常規石油方面，國家石油公司正同時采
取合作及收購戰略，以發展重質油、油砂與頁
巖氣油資源。
針對重質油而言，為了發展Orinoco油帶的
大型項目，委內瑞拉的PDVSA公司企圖僅與
國家石油公司合作，並以俄羅斯國家石油公
司（如Rosneft）以及南美洲聯盟國家聯盟
（UNASUR）的國家石油公司為主要對象。

圖4.2 按公司類別分類的調研投資額（2011）
主要油氣公司類別

調研投資額
（十億美元）

調研投資占銷售
百分比

國家石油公司

$5.60

0.51%

國際石油公司

$4.50

0.26%

油田服務公司

$2.30

2.10%

資料來源：FactsSet

國家石油公司注意到加拿大的油砂生產，並有意
進軍當地出口市場而非美國，因此出現了各項大
型交易，如中海油以150億美元收購Nexen，比
Nexen在公布交易時的收市價高出百分之六十。
由於美國的勘探生產企業缺乏現金，均需要資
本發展其受土地，而且有關土地附帶自負盈虧
的合約條款，因此國家石油公司將更迅速投入
頁巖/致密油的相關行業。然而，國家石油公司
無法從美國取得或輸出石油，所以其參與將限
於建立聯營與學習相關技術，而非進行大型企
業收購。
就新的開采項目而言，俄羅斯國家石油公司
Rosneft計劃與國際石油公司合作開采北極圈石
油儲備，可是從國際石油公司已探明石油項目
中尋求利益的同時，Rosneft將可能保留項目大
部分權益。該趨勢可見於近期Rosneft收購埃克
森美孚在美的盈利營運項目之利益，以換取該
國際石油公司與其合作發展北極圈項目。
長遠而言，國家石油公司將進軍天然氣行業
就天然氣行業而言，正當相關技術日趨成熟，
而且所有終端用戶范疇（住宅、供電、工業與
交通運輸）的需求均有所增加，國家石油公司
將從學習暨合伙的角色，轉化為競爭對手，尤
其是在頁巖與液化天然氣行業。中國計劃直至
2020年，將其天然氣占能源總消耗的比例加
倍，增至百分之十，這就是天然氣需求增加的
一個例子。60
對國家石油公司而言，海上天然氣項目相對陸
上天然氣項目更具挑戰性，是因為相關基建需
求較大，加上孕育發展時間較長，以及技術上
的限制。撇除上述挑戰，國家石油公司正增加
海上天然氣項目的投資，如東非國家的相關項
目。該地區擁有超過400Tcf的海上儲備，液化
天然氣的保本價格可能達到$7/MMBtu，有機
會成為最大液化天然氣出口地區。61 62 投標價
格偏高，證明了國家石油公司對該地區的海上
業務的興趣，就如泰國企業PTTEP比殼牌公司
的投標價高出15.7億美元，以17.7億美元收購
Cove Energy，期後再增加其收購家至19億美
元。63

北美地區的頁巖氣熱潮同時吸引國際與國家石
油公司，國際石油公司較早投入相關發展，由
於天然氣價格急速下跌，導致有關企業持續在
賬目中撇除頁巖儲備，從而反映出其所面對的
價格風險挑戰。例如，英國石油將其美國頁巖
氣土地在2Q12的價值降低21億美元。64亞洲
國家石油公司正與獨立企業建立聯營，估價可
觀。中石化在2012年與美國戴文能源公司建立
價值22億美元的聯營，每公頃土地的支付價格
低於5,500美元 - 相對2011年道達爾公司為了
與切薩皮克能源公司建立聯營，須支付每公頃
土地的支付價格高達15,000美元，兩者相差甚
遠。65
亞洲國家石油公司正進軍北美洲頁巖市場，主
要為了學習相關頁巖氣技術，並將之應用於本
地市場。初期，國家石油公司將於其本地市場
的國際石油公司合作，可是由於頁巖技術與知
識轉移發展成熟，長遠而言此等機會則可能逐
漸萎縮。大型油田服務公司進一步滲入國家石
油公司市場，並與當地油田服務公司建立戰略
聯盟，加速減少國際石油公司的業務機會，如
斯倫貝謝公司則擁有中國安東油田服務集團的
百分之二十股權。66 67
由於成本高昂以及經濟可開采頁巖氣蘊藏豐富，
所以國家石油公司有可能會延遲開發北極圈天然
氣儲備。Gazprom已選擇其發展路線，並無限期
押後其在北極圈的Shtokman開發項目。
我們的觀點
雖然國家石油公司早已開始其全球擴展，可是
其在石油與天然氣兩方面的擴展戰略不同，卻
是最近的重要發展趨勢。國家石油公司的角
色，從專注生產本地石油資源，演變成更為積
極發展技術要求較高的的非常規石油。來自能
源需求龐大的中國與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的國家
石油公司，同樣出現角色演變，過去在其與國
際石油公司之間的合伙關系中，國家石油公司
都處於被動狀態，追求供應安全；如今卻成了
風險更高的業務當中的技術領先機構。
國家石油公司將在短期內繼續主導常規石油行
業的生產，長遠而言，亦將會增加在天然氣行
業的投資，尤其是海上天然氣、頁巖氣和液化
天然氣。
國際石油公司不僅僅受到這些發展的影響，而
且主要油田服務供應商亦逐漸成為國家石油公
司的重要合作伙伴，甚至有部分國家石油公司
更自設其油田服務子公司。整體而言，國家石
油公司繼續大幅投資調研項目、擴展服務能力
以及將技術專精轉移至當地資源發展，將有利
於行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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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理市場復雜性 - 改革運作模式與
行業企業之發展
眾所周知，石油與天然氣公司在過去幾年內，
一直被迫面對極具挑戰的運營環境，以及反復
無常並復雜的市場狀況，情況可是史無前例。
正如本報告所述，整個行業正在轉變當中。美
國頁巖氣行業改革全球觸目，各國紛紛效仿並
發起類似能源改革。美國與其他國家向亞太地
區的石油出口營造競爭條件，挑戰液化天然氣
長期合約中石油價格指標的主導位置。由於各
國成功分階段進行資源發展，所以資源民族主
義將逐漸息微及流逝。國家石油公司的全球擴
展穩定供應與技術專精，改變了整個行業狀
況。

內容摘要
• 全球油氣市場環境變得更為不同且復雜，重新定義何謂“業務如常”
• 天然氣行業出現進一步整合，並脫離石油行業
• 新晉非傳統企業與多元化業務模型將成為最新常態

上述供求與宏觀環境因素顯示出市場高度復
雜，業務不可保持“如常”而已。縱向整合一
般被視為“穩贏”的業務模型，可是在行業大
受打擊的情況下，出現了各種不同的業務模型
以及非傳統企業，揭穿單一“穩贏”業務模型
的假象。

從本報告第三章與第四章可見，必須分析了解
石油與天然氣行業兩者在行業趨勢與展望的不
同之處。基本上。這是應為石油與天然氣的勘
探生產的成熟水平、價格、改變幅度以及需求
均有所不同。不同子行業的石油與天然氣企
業，實施不同類別的業務模型。由非常規天然
氣與液化天然氣增長主導的天然氣行業，正面
臨更大規模的縱向整合，而石油行業則進行分
化，並由各個小企業專門負責不同范疇。
天然氣行業進一步整合
天然氣行業在開發非常規天然氣與擴展液化天
然氣貿易方面，正進行徹底轉變。綜合而言，
高密度資本、科技創新以及對供應安全的需
求，營造出更緊密整合的促進條件，無論是在
多重合伙關系與價值鏈擴展方面，以及非傳統
企業的演變，並在中上游業務中取得重要地
位。
非常規天然氣的勘探生產動態，與石油及常規
天然氣的截然不同，而且常常以生產流程作比
較。透過應用食物技術與科技，增加了成功鑽
探的油井數目，並減低資源不確定性的風險，
將運營專注於提升上述基本效率，如資產使用
率、庫存管理與供應鏈管理。這強調改善單位
成本及“天然氣生產”流程標准化，需要建立
業務伙伴網絡，包括勘探生產企業與各種服務
企業，不但有專門提供地質物理與鑽探服務的
企業，亦包括水源及污水處理等其他服務企
業。

圖5.1市場日趨復雜推動多元化發展 -“必勝的”尤其業務模型
宏觀環境
縱向整合
• 價格趨勢不斷轉變
• 成本上漲因素
• 政府政策與資源民族主義水平
供應
• 非常規資源開發，尤其是頁岩氣
• 透過液化天然氣達到天然氣全球化
• 國家石油公司的角色與成熟度不斷轉變

20

需求
• 發展中國家的需求急升，尤其是擁有國家石
油公司的國家
• 發達國家的需求略减
• 國家石油公司的角色與成熟度不斷轉變

全球上游行業

非營運機構

純行業

地區下游行業

營運機構

同樣是資本集中並利用創新技術的液化天然氣
項目，亦是能夠顯示大量非傳統油氣公司不斷
轉變其業務模型，以及擴大縱向整合的另一范
疇。
進入液化天然氣市場的非傳統油氣公司包括公
共事業公司、銀行和貿易公司。24家屬於上
述類別的公司是現有或已規劃的液化天然氣出
口項目的股東，並持有約百分之八的總出口能
力。雖然此數字看似微不足道，而且非傳統企
業亦屢見不鮮，目前的關鍵在於正在進行或已
規劃/建議的項目之擁有權百分比有所增加，則
能顯示未來增長。在投資液化天然氣項目的非
傳統企業當中，以三井物產與三菱集團最為觸
目，它們之前曾作出少量投資（低於百分之五
的權益）以賺取財政得益，現在則不斷增加其
投資，甚至收購控股權。例如，三菱近期剛就
印尼Donggi Senoro公司的液化天然氣項目作
出最終投資決策。68
這些非傳統企業在液化天然氣行業價值鏈上的
位置，凸顯天然氣行業的縱向整合趨勢。日本
與韓國的公共事業公司正進一步向上游行業發
展，取得勘探生產天然氣項目的股權。這些非
傳統企業在中上游行業提供項目合伙與必須的
財政支持，並滿足穩定市場需求的必要條件。
超巨型企業與大型綜合油氣公司同樣具備有利
的市場條件，以及進一步在天然氣行業價值鏈
各部分進行整合。推動天然氣行業縱向整合的
主要元素包括多元化且豐富的天然氣資源、需
求增長以及提升運輸/基建能力的需求。液化天
然氣市場的其他主要發展，包括更靈活的合約
條款與改變定價方法、為主要的大型綜合企業
創造有利條件，從而利用成本效益不足與價格
差異。
擁有多元化天然氣盆地和液化天然氣液化能
力的大型綜合企業，能夠實時“合約戰略組
合” - 按照產量、時間、成本及/或距離條款，
配合相關供求狀況，從而優化市場營銷。買家
可從中獲益，透過混合指標定價而降低成本，
部分液化天然氣可來自天然氣樞紐市場（如北
美洲），而另一部分則來自按照油價標准定價
的市場。

縱向整合同時出現在液化天然氣油船行列，相
關運油能力能夠保持穩定乃是一個關鍵優勢，
運油能力不足導致2012年的租船費用上升至日
均費用141,000美元，相對2011年則為92,000
美元。69某家超巨型企業旗下擁有一家運輸公司
與企業船隊，以控制成本與船期，並進行現貨
交易與把握機會套利。三井的企業船隊共有五
首油船，其擁有權益介乎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
十四，再一次顯示非傳統企業如何在價值鏈中
不斷地向上發展。70
石油行業進一步瓦解
美國的石油消耗量下降以及原油價格高企，煉
油利潤更是史無前例地偏低，同時上游行業的
支出與生產亦迅速上升，因此美國石油市場便
成了促進行業瓦解趨勢的溫床。在過去兩年
內，共有四家美國中型綜合企業公布或完成分
拆其下游業務。雖然股市與相關分析人員對以
上分拆活動有不同回應，可是最起碼能夠總結
出一個基本共識，就是石油公司綜合模型的價
值仍然存在不明朗因素。
所有從下游行業撤資的綜合石油公司均指出，
個中原因主要集中在戰略上的不同，另外亦有
部分企業對其下游資產進行合理化。埃克森美
孚與雪佛龍於本年的年度業績，鑒於其全球下
游資產銷售與化學業務有所提升，因此均呈現
盈利增長。以上例子反證綜合業務模型，在規
模龐大的大型經濟體中能夠達到良好表現，而
當投資組合偏重於全球上游資產時，就正如超
巨型企業，相同的業務模型同樣可行。
面對國內市場需求上升，以及政府有關煉油廠
輸出的激勵措施，綜合模型同樣適合相關國家
石油公司。雖然零售價補貼有損其煉油盈利，
可是與同級國際石油公司不同的是，國家石油
公司一般在業務回報方面的壓力較少。雖然煉
油能力的拓展工作在中國等主要需求中心有本
地化趨勢，可是仍然有機會與超巨型企業（如
埃克森美孚、殼牌與道達爾）合作，從而進一
步擴大其全球整合。除了煉油能力外，全球石
油化工能力亦呈現明顯增長，當中九成增長乃
源自中東、中國與印度。而在這些地區，亦有
越來越多國家石油公司與超巨型企業進行合作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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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觀點
美國中型綜合企業、超巨型石油公司集團與國
家石油公司的演變例子，顯示在石油行業中以
縱向整合作為市場上的穩贏業務模型並非必
然。反之，縱向整合更視乎如何將企業優勢與
戰略，以及當地與全球市場狀况相互配合。

就天然氣行業而言，由於非常規資源與液
化天然氣的增長、非傳統企業的出現、下
游企業逐漸發展上游業務、以及大型綜合
企業的業務擴展延伸至整個價值鏈，似乎
顯示出縱向整合正是其穩贏得業務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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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天然氣行業而言，由于非常規資源與液化天
然氣的增長、非傳統企業的出現、下游企業逐
漸發展上游業務、以及大型綜合企業的業務擴
展延伸至整個價值鏈，似乎顯示出縱向整合正
是其穩贏得業務模型。正如石油行業一樣，惟
須擁有龐大經濟能力的企業方可成功進行縱向
整合，尤其考慮到非常規勘探生產及液化天然
氣項目均需要巨大資本支持。
本報告之前部分詳述供求與宏觀經濟因素的變
化動態。新供應商投入市場；生產技術日趨成
熟，各國亦隨之改變其資源政策；以及國際與
國家石油公司編造更深入的合作關係。進一步
檢視此等趨勢，發現無論在行業發展成熟度、
價格、以及變化幅度與混合需求的變化，石油
與天然氣行業均存在相對的不同之處。
整體而言，鑒于有關行業的演變，應付複雜的
市場環境的最佳方法，就是企業、合作關係與
靈活業務模型的多元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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