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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趋势    STATUS AND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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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资源和能源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尤其是随着中国等东亚国家需求的增加，
国际天然气市场将面临一场变革，进而拉动天然气领域的投资

非洲油气投资回升

西方石油公司的进击
在沉寂了 5 年之后，非洲重新启动一

系列油气勘探、开发和投资项目，欧美石

油巨头跃跃欲试，甚至出现了多年不见的

激烈竞争局面。

2018 年 4 月 4 日，法国油气巨头道

达尔在 2014 年离开毛里塔尼亚后宣布重

返该国油气开发市场，获得了 C9，C7，

C18 三个区块的勘探权。另外，继 2017

年在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的西非海域重

大油气发现之后（油气储量增加了一倍），

道达尔，BP，中海油等国际石油巨头

2018年加大对该地区的勘探和开发投入。

随着世界各大石油巨头在非洲的活

动重新激活，多年不见的激烈争夺和相互

拆台大戏重新出现。5 月 21 日，大宗商

品贸易巨头嘉能可宣布可能会在 6 个星

期内达成收购雪佛龙南非资产的交易。雪

佛龙在南非开普敦拥有 10 万桶产能的炼

厂、800 多家加油站、200 多家便利店

和油库配送设施。为了将这笔资产纳入囊

中，多家石油巨头参与收购，其中进展最

快的本来是中石化。中石化承诺增加投资、

增加当地就业、将炼油产能由 75% 提高

到炼油能力的 90%、将南非建设成非洲

大陆中下游业务中心。在这样的优惠条件

的吸引下，3 月 8 日南非竞争法庭批准了

中石化的收购案。但随后嘉能可将谈判金

额提高到 10 亿美元，超出中石化的 9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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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从而让这一收购主角可能临时易主。

在上游开发领域的激烈宫斗戏也在

上演。2017 年以来，英国塔洛公司与道

达尔公司在乌干达艾伯特湖油田开发问题

上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境地，中海油为

捍卫自身利益而左右捭阖。塔洛公司希望

将该油田开发与肯尼亚图尔卡纳湖油田开

发联系起来，修建通往肯尼亚海岸的石

油管道，而道达尔公司坚持最经济的石油

管道线路。最终塔洛公司落败，于 2017

年 7 月宣布出让给道达尔 21.57% 的权

益。如果这一协议获得批准，道达尔、中

海油和图洛在这些区块的股权将分别变成

54.9%、33.33% 和 11.76%， 道 达 尔 成

为该项目的第一大股东。为了捍卫自己的

利益，中海油被迫行使其优先购买权，按

照图洛和道达尔达成的相同条款和条件，

收购图洛转让给道达尔权益的 50%。按

照中海油的提议，道达尔和中海油将各自

持有所有区块 44.11% 权益，形成相互博

弈局面。到 2018 年 3 月，中海油的提议

已获得乌干达政府批准，中海油获得了 3

号区块和 2 号区块南部部分的作业权。

中国油气公司屡屡斩获
虽然中国油气公司是后来者，但经过

20 多年的打拼，在非洲油气勘探、开发

领域占据了一定优势地位，在下游炼化领

域也逐步发力。从去年以来，中国油气公



17中国投资
2018年6月第12期

     STATUS AND TRENDS    现状·趋势

司捷报频传。2018 年 1 月 19 日，莫桑比

克政府宣布 Coral 浮式液化天然气项目由

中国金融机构提供 80 亿美元融资。2018

年 3 月 , 中石油东方物探旗下中油瑞飞公

司于战胜英国、法国竞争公司，中标了阿

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公司 ERP 项目，签署

了总金额超过 1 亿美元的项目合同。

中石油中标 AKK 合同，是近年来最

大 EPC 项目。4 月 19 日，中石油官网宣

布，旗下中油工程公司与 Brentex 公司组

成的联合体，与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正

式签订了一项 EPC 合同。AKK 天然气管

道工程是尼日利亚近年来油气设施建设的

重点工程，建成后将成为连接尼日利亚南

部气源地与北部用气单位的唯一大动脉。

2013 年中石油就开始关注 Kaduna—

Kano 段的所有管道项目，此次得到第三

标段是公司自2015年后得到的最大项目。

该项目为尼日利亚 AKK 天然气管道工程

Kaduna—Kano 段管道的第三标段，主

要工程量包括 40 英寸管道 221 公里，1

座清管站，1 座接收计量站和 7 座阀室及

其附属设施，项目工期为 24 个月。这一

合同总额高达 12.02 亿美元，其中中油工

程公司旗下管道局承担合同额 8.4 亿美元

（约合 52.7 亿元人民币）。

作为混合所有制油公司，保利协鑫签

署最大的境外天然气民营投资项目。2018

年 5 月，协鑫集团宣布，该公司与吉布提

签署了《天然气管道项目开发协议》。吉

布提政府同意协鑫集团建设天然气管道，

由子公司保利协鑫石油天然气公司负责石

油管道开发项目的具体实施工作。项目顺

利完成后，保利协鑫石油天然气公司可能

会成为中国第五大油气生产商，其油气当

量年产量将达到 1000 万吨以上，仅次于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延长石油。保

利协鑫在埃塞勘探开发区块面积达 11.5

万平方公里，目前仅完成了不到 700 平

方公里的勘探工作，但已经获得了丰富的

油气储藏，对这些资源开发和运输项目的

总投资额可能达到 42.5 亿美元。据埃塞

俄比亚矿业部 2018 年 5 月发布的消息，

目前保利协鑫油气已在埃塞俄比亚完成三

维地震采集 663 平方公里，二维地震采集

4800 公里，时频电磁采集 170 公里，钻

井 13 口，测试 9 口，已完成开发方案并

获得埃塞政府批准。保利协鑫油气目前已

有 8 口气井准备投产，在 6 月份将启动在

Calub 气田的天然气开采，初始阶段将小

规模试生产凝析油。保利协鑫油气还拟在

Hilala 气田建 2 座集气站，在 Calub 气

田建 1 座集气站和天然气处理厂。根据保

利协鑫天然气项目一期开发方案，该项目

还需要新钻水平井61口，新钻直井11口。

一期开发方案完成后，该项目年产能规模

将达到 52 亿方，稳产 18 年。目前，该

项目已完成地面工程初步设计方案，完成

EPC 招标工作，准备签署工程合同。

理性看待非洲油气投资动向
首先，2018 年国际油气集团对非洲

投资的增加，主要是因为近年来低油价背

景下项目萎缩的回调。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油价激烈波动，2014 年之后持续低迷。

受此影响，非洲能源类投资逐年下降。根

据 EIA 数据，2014-2016 年期间，非洲

油气投资总量下降了 38%，在非洲总投

资量中的比重下降到 40%，出现了油气

投资低于电力投资的局面。2017 年非洲

油气投资比 2016 年又下降了 21%。进入

2018 年后，国际油价缓慢回升，5 月份

达到了75.56美元 /桶的3年以来最高价，

国际资本对后续油价产生较高期许，增加

了非洲油气勘探和开发的热度。除此之外，

非洲油气投资增加还得益于设备资产贬值

的弥补性措施。在低油价时代，非洲油气

勘探几乎停滞、炼厂投资匮乏、一些油井

和输油管道疏于维护保养，目前进入了增

加维护和服务投入的阶段。

但值得关注的是，非洲油气投资的

回暖还处于相对脆弱的阶段，根据惠誉

2017年底的《国际商业观察》报告分析，

2018 年国际油气产量仍然过剩，价格回

升的基础比较脆弱，因此国际投资信心仍

然不足，非洲的油气投资前景依旧不容乐

观。影响非洲油气投资信心的第二个重要

因素是战争冲突风险，典型案例是利比亚

和南苏丹的内战，国际投资者遭受了较大

损失。当前非洲多个油气富足地区仍不安

全，增加了油气投资风险，提高了投资成

本。第三个因素是复杂的国际地缘形势。

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非洲一些国家的油

田合作伙伴被迫离场，严重挫伤了投资者

信心。第四个因素是非洲国家近期出现的

资源民族主义思潮，多国通过赋权法案、

资源法案、石油法案，强迫降低外资在油

气投资中的比例，使得国际投资者被迫低

价出让股份，失去对资源的控制权。

应该坚信，油气替代的时代还远没有

到来，油气投资仍然将遵循着基本规律在

非洲大陆上持续波动。首先，尽管油气投

资周期较长，但国际投资决策人看重的是

当前油价对资本的吸引力，而不是三年后

的巨额收益。因此，当前油价永远是决定

并购和收购交易热度的核心要素。第二，

对非洲的油气投资进入下游时代。长期以

来，国际投资者只看重非洲的资源，但10

亿人口加上较快速的经济增长，促使国际

石油巨头纷纷布局炼油和销售端。第三，

天然气开发仍然会是非洲油气投资的重心。

随着国际消费需求转向，天然气的需求潜

力还远远没有被释放出来。目前天然气的

国际定价取决于石油价格，这也限制了天

然气开发的进程。随着全球资源和能源结

构的进一步调整，尤其是随着中国等东亚

国家需求的增加，国际天然气市场将面临

一场变革，进而拉动天然气领域的投资。

非洲东部地区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必将会得

到国际社会的热捧。（编辑：张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