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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得与美国的石油恩怨

文｜王洪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信息研究室主任

美国对乍得的反恐指责背后是美国石油公司的利益，美国为了石油利益而大动干戈的各种方式由来已久

17 年 12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

宣 布 将 乍 得 列 入 禁 止 入 境 名

单。美国官方解释是因为乍得政府反

恐不力且拒绝与美国进行反恐信息沟

通。但国际分析认为，美国和乍得的

根本矛盾是石油。颇具意味的是，在

将乍得列入禁止入境名单的同时，美

国司法部指控一家中资企业华信能源

行贿乍得总统，并将香港中华能源基

金会秘书长何志平羁押。当前中石油

在乍得控制了 8 块油田，产油量已经

不低于最早进入乍得的美国公司，美

国政府一系列行动剑指何方，不由得

令人猜想。追溯历史可以看出，美国

为了石油利益而大动干戈，各种方式

由来已久。

乍得石油开发始末
乍得是非洲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的

内陆国家，总面积 128.4 万平方公里，

略大于中国的西藏自治区。乍得虽然面

积广大，但上世纪末仅有 800 万人口，

目前也只有 1500 万人口。乍得历史上

长期被法国殖民，独立后即陷入长期

内战，经济落后，石油开发前是世界上

最贫困的国家，目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20

投资与建设    INVESTMENT AND CONSTRUCTION  

| 投资案例分析 |

600 美元左右。

独立前至 1967 年，法国石油公司

就在乍得进行石油勘探，但一直没有

正 式 开 发。1969 － 1983 年， 美 国 埃

克森、大陆公司（雪弗龙 1980 年取代

大陆公司）和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组成

的集团公司从乍得政府购得部分地区

的石油勘探权，1972 年和 1978 年先

后在乍得湖塞迪盖地区和多巴盆地发

现石油。1990 年法国埃尔夫公司通过

法国政府向乍施压，购买了雪弗龙所

占股份，1992 年三家公司对塞迪盖和

多巴油区作了二维地震测试和钻井勘

探，估计仅多巴地区石油蕴藏量就达

到 10 亿桶，超过加蓬。此后，邦戈尔

盆地、多塞奥盆地和萨拉马特盆地也

先后发现石油。1994 年埃克森、埃尔

夫和壳牌石油公司达成在乍开发石油

协议，1996 年乍得与喀麦隆签署石油

管道建设框架协议，分别成立石油运

输公司（TOTCO 和 COTCO）。1999

年乍得通过了《石油收入分配法》，成

立乍得石油开发计划国家协调委员会，

在中部非洲国家银行（BEAC）设立石

油收入专门帐户，承诺将石油收入的

80％用于卫生、教育、基建和农村发展。

1999 年 11 月，埃尔夫和壳牌石油公

司宣布撤出乍石油开发计划。2000 年

4 月 2 日，美雪佛龙和马来西亚国家石

油公司（PETRONAS）加盟，与爱克

森公司组成新的石油开发公司，分别

占 25％、35％和 40％股份。2000 年

6 月 6 日，世行批准乍得－喀麦隆石油

管道工程，同意向乍得和喀麦隆分别

提供 3950 万美元和 5340 万美元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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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两国政府在各自石油运输公司的

股金，并通过国际金融公司（SFI）向

三个参与乍石油开发的公司提供 1 亿

美元贷款。乍得政府同意在世界银行开

设石油管理帐户。2000 年 10 月，乍

喀石油管道工程正式动工，同年底扎得

多巴盆地 300 口油井基本完工。2003

年 10 月，乍得实现石油出口，日产量

18 万桶，2005 年达到 25 万桶，年出

口 1125 万吨。

乍得与美国石油公司的纠纷
乍得石油合作中，美国公司规定，

按照市场价格的波动，乍得出口的原

油每桶出售价格在 18-25 美元之间确

定，以此价格计算支付给乍得政府。

从 2003 年实现石油出口后，乍得政府

通过石油项目每年获得 1 亿美元左右

的收入，其中大部分用于基础建设，

政府实际控制的资金量不到 1000 万美

元。由于乍得国内及周边国家存在反

叛武装和大量恐怖分子，乍得国内反

恐支出巨大， 并在国外长期派驻 3000

多人的装甲部队。平息叛乱和反恐战

争需要大量资金，乍得政府一直希望

增加石油收入分成，对美国为主体的

西方石油开发集团长期不满。

2005 年底，乍得国民议会修改《石

油收入管理法》，将更多的石油收入交

由政府支配。2006 年初，乍得总统代

比签署法令，减少用于基础建设和减

少贫困的资金支出。世界银行认为乍

得政府将大量石油收入用于军事行动，

违反了当初签署的协议，中止在乍得正

在实施的 8 个项目，并中止支付国际

开发协会提供给乍得的援助和信贷 1.2

亿美元。同时，世界银行宣布冻结乍得

的石油账户。乍得政府要求美国石油

财团支付给乍得政府 1 亿美元，以应

对世界银行对其石油收入帐户的冻结。

2007 年，乍得与苏丹矛盾冲突加剧，

不得不向美国低头。同时，美国也出

于达尔富尔问题的考虑，需要乍得政

府支持，因此以协调名义推动世界银

行恢复在乍得项目，支持乍得政府扩

大军事开支，并支持其他国家扩大在

乍得的石油投资。2008 年，中石油在

乍得的投资项目顺利实施。

2010 年底，乍得与苏丹实现双边

关系正常化，影响乍得安全形势的另外

一个问题却浮出水面，恐怖主义活动

日益猖獗。美国为了支持乍得反恐，

在石油问题上继续配合乍得政府的政

策，而乍得则成为中西非打击恐怖分子

的主力。但进入 2015 年，乍得湖附近

恐怖活动逐步减弱，美国与乍得的石油

矛盾日益突出。2016 年，美国指责乍

得放纵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 Mahamat 

Moustapha 在乍得遥控博科圣地的恐怖

活动。美国政府还披露，登记在乍得总

统代比名下的一架空客 A340 从哈萨克

斯坦、伊朗、伊拉克走私毒品和武器。

乍得政府则宣布对美国石油公司埃克森

实施巨额罚款，称该公司从 2009 年以

来只上交了 0.2% 的税费，而乍得法律

要求其上交 2%。乍得法院因此要求该

公司缴纳 44,7 万亿非郎（681 亿欧元）

的天价罚款。

美国石油公司的三套枷锁
美国石油公司在非洲石油的开发

过程中采取多种强力的有效手段来加

⬆正在施工的乍得 Ronier-Kome 原油管道工程工人（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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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控制，获取超额利润。通过乍得石

油开发的过程可见其惯常使用的三套

枷锁。

第一，通过非政府组织干扰政府决

策。美国非政府组织和院外集团非常发

达。美国不但自己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

还以民主人权等名义迫使许多国家放松

对非政府组织的控制，进而通过自己的

非政府组织来控制其它国家的非政府组

织。美国的非政府组织盘根错节，欧洲

和其他地区的非政府组织都或多或少受

其影响和控制，例如德国的透明国际组

织就被美国 FBI 通过美国非政府组织控

制，每年发表各国腐败排名，攻击所谓

失败国家。

当乍得石油开发进入日程后，美

国加强对乍得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乍

得非政府组织在 2000 年前后达到了

800 多个。这些非政府组织包括环保、

人权、地区发展和各种行业组织，与

美国和欧洲的非政府组织保持着密切

的关系。

在乍得石油开发的进程中，这些

非政府组织不时在关键时刻向政府发

起挑战，以腐败、破坏环境、人权等各

种借口制造事端，在国际上制造舆论。

1999 年当石油勘探完成后，这些非政

府组织在美国的授意下，发起了排法

行动，焚烧法国加油站，冲击法国使馆，

迫使法国埃尔夫公司撤出了石油开发

计划。在 2005 年乍得政府质疑美国石

油公司的支付情况时，这些非政府组织

以政府腐败为借口制造事端，甚至造成

械斗，给世界银行制造了惩罚乍得政

府的口实。在 2017 年 12 月，由于乍

得政府对美国石油公司实施巨额罚款，

乍得和美国境内的非政府组织散布各

种秘密消息，推动美国制定了针对乍

得的政治打压政策。

第二，通过国际组织控制政府的

资金命脉。美国公司在非洲开发石油

多采取合资和产品分享的合作方式，

两种方式都需要当地政府提供资金，

参与开发，但是许多非洲国家经济落

后，连 1 亿美元的资金都无法提供。

在此情况下，美国公司就会建议这些

国家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等国际机构借款。虽然借款金额往往

只占整个开发工程的 5% 以下，但是

这笔贷款却控制了当地政府。当世界

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当地政府

贷款时，都会要求当地政府制定石油

分配法，并由自己来控制石油公司支

付的资金，通过转帐的方式再提供给

当地政府。同时，非洲多数国家都与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了

经济结构调整计划的协议，世界银行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结构调整计

划控制着这些国家的海外贷款，并以

圆桌会议的形式来组织世界各国家和

财团向非洲国家提供贷款。非洲多数

国家的政府财政严重依赖国际贷款，

有些国家的财政收入仅仅能支付数十

年来欠债的利息。在此情况下，非洲

国家必须仰人鼻息以求发展，一旦世

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停止贷款，

这些国家的政府财政就会崩溃。

在乍得石油开发过程中，一旦乍得

政府胆敢违背美国石油公司的决定，石

油公司就会通过自己控制的非政府组织

制造事端，然后再通过自己在世界银行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力来对乍得

政府施加压力。

第三，美国政府直接施压。在海

外开发石油的过程中，美国政府一直

替石油公司清除屏障，为此不惜恶化

和其他国家的国家关系。在乍得石油

开发过程中，美国政府先后派出高官

与乍得总统的弟弟进行联系，一方面

许诺加强对乍得政府的支持，一方面

以人权等借口进行威胁，迫使乍得政

府违抗前宗主国法国的意图，中止与

法国公司的合作。在美国公司投入资

金进行石油开发后，美国政府停止了

对乍得人权和腐败的指责，大力支持

代比政权，在代比 2001 年、2006 年

和 2011 年选举过程中提供经济和政治

支持。在乍得政府与美国石油公司发

生纠纷后，美国政府开始对乍得施加

压力。乍得民族构成复杂，当权的政

府主要是阿拉伯人，与石油开发地区

的居民历来冲突不断。2005 年达尔富

尔问题日益严峻，美国政府出于石油

集团的利益考虑，借机敲打乍得政府，

于 2006 年以恶化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

机的借口迫乍得政府收回了驱逐苏丹

难民的决定。2011 年以来，乍得恐怖

主义形势恶化，美国一方面支持乍得在

本地区发挥反恐主导作用，同时又对乍

得反恐行动进行指导和牵制。2017 年

以来，美国加大了对乍得的指责力度，

乍得的反恐形势不容乐观。

目前，乍得与美国的相互指责仍

在进行，代比是否能顶住压力仍有待

观察。（编辑：杨海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