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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伊战争与 2003 年油价走势
钱 学 文
摘 要：２００３ 年的世界油气价格在震荡中走高，并维持在高位，其主要原因有：美伊战争、委内瑞拉石油工人罢工、
欧美石油库存偏低以及供应偏紧，其中受美伊战争影响最大。
关键词：美国；油价；欧佩克
Abstract: The price of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in 2003 was growing vibrately and kept the high place. There is a variety of
reasons, the Iraq war, petroleum workers’ striking in Venezue, the low petroleum stock and rather short supply of oil in
Europe and US. Among them, the greatest affect is Iraq war.
Key words: US; petroleum price；OPEC

２００３ 年中东最引人注目的大事是美伊战争，其
对中东能源形势以及整个 ２００３ 年［１］ 国际石油价格的
走势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一、伊战背后的能源因素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已把目光盯住伊拉克北部油田的
美国，曾考虑把土耳其作为攻击伊的北线。为此，
美对土实施了收买政策，价码由最初的 ４０ 亿美元增
至最后的 ２６０ 亿美元。但由于遭到土人民的反对，
已整装上船的美军只得下船待命。当时，仅 ２ 月 １５、
１６ 两天，全球就有上千万人走上街头，举行反战示
威。
尽管绝大多数国家反战，在联合国安理中也是
一片反对声，但美仍坚持要打伊，因为这是它全球
石油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环。美一些著名石油公司表
示：我们的石油策略就是要瓦解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欧佩克）
。只是在外交场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和
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召开联合记者会上声称：
“那不
是夺油而是反恐”、“伊拉克石油属于伊拉克人民所
有”
。英《独立报》和《卫报》随后报导了美的初步
设想，称美军占领伊拉克后，将先对伊实施军事统
治 ６～１８ 个月，再进入以军人为总督佐以文人政府
的过渡阶段，最后才还政于美选定的伊拉克人。美
占领期间，驻伊美军约在 ８～２０ 万，军费用石油收
入支付。
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萨克斯博士指出，
美副总统切尼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皆于 １９７４ 年
共和党福特总统时代进入白宫，１９７３ 年 １０ 月中东战
争期间，阿拉伯产油国对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实行
石油禁运，使美经济遭受重挫，福特连任选举失败。
自此，瓦解欧佩克，掌控中东油气，便一直成为共
和党的执着追求。“９·１１”前，美国德州莱斯大学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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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与美外交关系委员会合作，完
成了《２１ 世纪战略石油政策之挑战》专题报告，把
夺取伊拉克石油列入了时间表。２００１ 年 ４ 月，白宫
内阁会议做出决议：伊拉克对石油市场有可能造成
不安定影响，美无法接受这样的风险，因而必须进
行军事干预。这一决定为 ２００３ 年 ３、４ 月间全面占
领伊拉克作好了理论准备。
一些中东国家的舆论认为，如海湾仅仅盛产鸟
粪，美当不会置世界舆论而不顾，对伊大动干戈。
９０ 年代的第一场海湾战争表明，世界冲突的核心已
转向资源争夺，这在 ２００３ 年的美伊战争中再次得到
验证。海湾地区之所以成为全球冲突的焦点，原因
就在于世界大国对石油资源的争夺，而不是所谓的
伊斯兰极端势力构成的威胁。
事实证明，美伊战争的结果同发动这场战争的
借口并无关系，迄今为止，在伊仍没能找到美所说
的伊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相反，随着时
间的推移，美试图重画中东地图的野心却暴露无遗，
它的一系列目标是：控制伊拉克的石油、维持以色
列的地区军事优势、终结欧佩克的作用、用武力或
煽动内乱方式推翻叙利亚和伊朗现政权、把反恐矛
头指向沙特。其中，瓦解欧佩克是布什政府的一个
重要目标。
２００１ 年，欧佩克在委内瑞拉和伊拉克的倡导下，
实行减产涨价，致使美自 ２００２ 年起就决心以各种方
式“解放伊拉克”
、
“改变委内瑞拉政权”
，直至瓦解
欧佩克。所有迹象证明，布什政府的许多决策都同
它的石油战略有缘。美能源消费中有 ６０％依赖进口，
是全球最大石油消费国。有专家预测，到 ２０１０ 年，
这一比例将增至 ７０％。由于美国内的能源供应日减，
如何以强势态度获取世界廉价能源，制止石油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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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集体议价”方式施压，已成为美石油战略的
重中之重。
美控制伊拉克的真正原因是伊的油气资源。至
２００３ 年，伊已探明石油储量约为 １５７．５３４ 亿吨，为
全球第四；已探明天然气储量约为 ３１１４８．７０ 亿立方
米，居世界第 １０ 位。［１］另据报导，伊拉克若加强勘
探，其石油蕴藏量当增加一倍以上，是真正的世界
第一。而且，伊的石油埋藏浅，开采成本为世界最
低，一桶才 １～２ 美元。因此，美极欲控制伊石油。
实现了这一步，美就有能力同欧佩克抗衡，使世界
油气市场真正实现“自由化”
。同时，美的国际竞争
优势地位也将明显提升，世界将难有竞争者与之匹
敌。
但是，美“倒萨”后攫取伊丰富的石油资源，
削弱乃至搞垮欧佩克，继而控制世界石油市场，改
变世界石油格局的部署，已受阻于战后伊拉克的复
杂局势，美事先的打算难以顺利实现。目前，伊境
内出现的反美活动，已形成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
局面；伊石油生产还远未恢复到战前水平，更谈不
上搞垮欧佩克组织。在今后世界能源市场上，虽说
争夺石油将会越来越激烈，但总的态势还是争夺与
合作并存。
二、２００３ 年的油价走势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美“倒萨”计划使人们普遍担心
中东地区的原油供应，加上委内瑞拉国内石油工人
大罢工造成的石油生产供应中断，巴以冲突以及恐
怖主义活动，曾造成油价暴涨，一路走高。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３ 日，
欧佩克油价攀升到每桶 ３０．８３
美元，至 １ 月 ７ 日，已连续 １５ 个交易日超过每桶 ２８
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欧佩克于 １ 月 １２ 日在维也纳
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将石油日产量增加 １５０ 万桶，
即从 ２ 月 １ 日起，把 １０ 个成员国（伊拉克除外）的
最高日产限额从 ２３００ 万桶提高到 ２４５０ 万桶，以稳
定世界油价。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油价虽没继续
暴涨，但仍维持在每桶 ３３～３４ 美元左右的高位。３
月 １０ 日，欧佩克成员国部长和大臣抵达维也纳参加
次日举行的欧佩克第 １２４ 次会议。在美伊战争一触
即发的形势下，这次会议亟待商定的是，一旦战争
造成伊拉克石油出口中断，欧佩克应采取什么措施
来缓解国际市场可能出现的原油供应短缺。会上，
为确保石油供应，防止油价暴涨，沙特、科威特等
国主张，一旦美对伊开战就暂时取消该组织的开采
限额，让各成员国敞开生产。但伊朗、阿尔及利亚
和尼日利亚等国则反对取消限额，认为眼下市场供

应充足，没有必要增产。阿尔及利亚能源和矿业部
长哈利勒表示，上年欧佩克已两次增加日产量，增
幅达 ２８０ 万桶，因此，即使爆发战争也无增产必要。
伊朗石油部长赞加内更将油价问题提到政治高度，
表示伊朗不支持含有政治动机的决定。
业内人士认为，问题不在于“暂时取消欧佩克
开采配额的问题会不会列入这次会议的议程”
，而是
欧佩克成员国到底有多少增产能力。实际情况是，
此时除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还没有达到限额外，在
高油价诱惑下，其他成员国大都在超配额开采，已
无增产能力。如委内瑞拉不能迅速恢复生产，那么，
一旦伊拉克每天 １７０ 万桶的原油出口中断，仅靠欧
佩克是难以填补缺口的。
３ 月中旬，美向联合国安理会的施压力度越来越
大，极力敦促联合国立即采取行动，解除伊拉克武
装。美伊爆发战争越来越近，国际油价迅速下滑，
从每桶 ３４．５ 美元跌至 ２１ 日的 ２４．５ 美元，不足 ２５
美元。但美伊开战 ３ 日后，油价又即回升。３ 月 ２８
日，欧佩克的油价上涨到每桶 ２７．２３ 美元，４ 月 ７ 日，
美军攻入巴格达，石油交易商们认为美伊战争将很
快结束，此时又逢美国内原油库存上升和尼日利亚
部分停产的油田重新开工，减轻了对油价的压力，
致使油价再度下跌。据报导，纽约下跌 ３％，伦敦下
跌 ５％。在此前的 ４ 月 ４ 日，欧佩克曾召开部长会议，
决定日减产 ２００ 万桶，但由于减产量低于市场预期，
国际油价未升反跌，特别是在联合国通过解除对伊
制裁决定之后。
４ 月 ２４ 日，欧佩克召开成员国石油部长会议，
试图通过增加配额来控制油市，结果造成了世界油
市更大程度的混乱，使交易商颇感意外。４ 月 ２８ 日
到 ５ 月 ２ 日，国际油价趋稳，但由于欧佩克对当时
私自超产行为的认可，将自己的可信度推向谷底，
给短期市场带来较大风险，又造成国际油价在随后
几天里连续下跌。据报导，西得克萨斯轻油盘中交
易价接近每桶 ２５ 美元，布伦特原油跌破 ２３ 美元。
此外，影响这一时期国际油价走势的因素还有欧佩
克主席关于保价问题的表态，美原油库存回升幅度
不足，以及市场交易清淡等。
在国际油价连续下滑的情况下，欧佩克一揽子
油价也向价格机制底线逼近。欧佩克主席阿提亚对
当时的油价感到非常担忧，认为欧佩克应在适当时
机采取行动以稳定油价。欧佩克秘书长席尔瓦则认
为，如果油价跌出价格机制下限，欧佩克应在 ６ 月
份再次减产。欧佩克高级官员表态救市后，国际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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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在周三和周四连续两天止跌回升。但是，由于缺
乏刺激市场要素，市场交易依然清淡。
这一时期国际油价走势说明，由于欧佩克 ４ 月
２４ 日石油部长会议决定增加配额，但在决定减少每
天 ２００ 万桶过剩产量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期限和约束
力，这使国际石油市场供应过剩的状态依然存在。
自伊战以来，国际油价已从 ３ 月份的最高点下跌了
３０％以上，欧佩克一揽子油价跌到 ２４ 美元以下。虽
然欧佩克领导人多次以保价表态来刺激市场，但这
只是短期行为，市场缺乏有效的提价基本面，国际
油市走势基本依赖于美国原油库存的变化。
５ 月 ９ 日，欧佩克原油平均价格出现反弹，连续
４ 个交易日超过每桶 ２５ 美元，扭转了前一段油价走
势的低迷局面。１４ 日，欧佩克原油单日平均价格持
续回升，每桶油价突破 ２６ 美元。据欧佩克通讯社 ５
月 １５ 日报道，它的 ７ 种市场监督原油一揽子平均价
［２］
１４ 日为每桶 ２６．１３ 美元，比前一日的 ２５．４１ 美元
上涨了 ０．７２ 美元。自 ４ 月 ２４ 日欧佩克决定提高原
油日产限额 ９０ 万桶后，油价曾连续 ８ 个交易日低于
每桶 ２４ 美元。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这一阶段影响国际油价上
涨的主要因素有三：一是联合国在伊拉克重新出口
石油问题上出现分歧；二是美国内石油和汽油库存
低于上一年同期水平；三是沙特首都利雅得发生恐
怖爆炸袭击事件。
５ 月 ２４ 日，伊拉克过渡期石油负责人加迪班在
美英联军支持下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拉克
现在日产原油 ７０ 万桶，有关方面正在美军的支持下
尽快增加原油产量，争取一个月内翻番，增至日产
１３０～１５０ 万桶，石油出口争取在今后 ３ 星期里恢复。
在美伊战争爆发前，伊原油产量为日产 ３００ 万
桶，另有 ８００～９００ 万桶原油储存在土耳其的杰伊汉
港，无法运出。对伊何时能恢复原油出口，世界金
融市场非常关注。
国际油气市场对伊恢复石油生产曾一度持乐观
态度，认为只需略加调整，伊原油生产就能恢复至
日产 ２５０ 万桶水平，最终达到日产 ６００～７００ 万桶，
其国内消费为日需 ３０～４０ 万桶。但实际情况并非如
此乐观、顺利。
６ 月 ５ 日，国际油价在委内瑞拉、墨西哥和沙特
即将会晤的消息中止跌回升，次日油价延续涨势，
纽约轻油收盘价突破 ３１ 美元，６ 月 ９ 日，油价仍上
涨，１０ 日纽约轻油连续 ３ 天收盘于 ３１ 美元以上，伦
敦布伦特原油也突破每桶 ２８ 美元。１１ 日在美原油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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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意外下降的影响下，油价再涨，纽约轻油攀至每
桶 ３２ 美元以上，伦敦布伦特原油 ７ 月期货稳定在每
桶 ２８ 美元上方。 ６ 月 ５～１１ 日，国际油价在美原油
库存短缺中连续 ５ 天上涨。影响这一阶段国际油价
的主要因素是伊拉克局势、欧佩克多哈会议与美原
油库存低落等。
由于伊局势错综复杂，其原油恢复出口过程比
预期缓慢，油商们普遍担心石油供应趋紧。伊当时
石油负责人加迪班虽公开表示要在 ６ 月中旬恢复石
油出口，但石油部门的官员普遍认为，在美军的占
领下，不仅安全受到威胁，电力供应也不足，６ 月中
旬恢复石油出口很难。对此，科威特石油部长萨巴
赫表示，虽有消息说，伊土石油管道处于正常状态，
且已做好准备，一旦土的锡汉港口的油罐出空，即
可输送伊石油。但 ６～９ 月，伊的石油产量要达到战
前的产量几乎不可能，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欧佩克
各成员国仍有时间继续维持既定配额。６ 月 １ 日，欧
佩克多哈特别会议决定，继续维持每天 ２５４０ 万桶产
量的配额不变，但要求成员国严格按照配额生产，
降低超配额的实际生产数。会议还决定，７ 月 ３１ 日
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再次召开会议，研究石油市场
问题。
根据多哈会议决定，欧佩克成员国日减产 １８４
万桶，受此影响，油价经小幅震荡后，至 ２０ 日又回
升到每桶 ２６．３４ 美元。２２ 日，伊输油管道发生爆炸，
给伊石油供应蒙上一层阴影，加上美石油库存减少，
用油高峰临近，欧佩克收紧供应等原因，世界油价
不涨不行。７ 月 ３ 日，欧佩克一揽子平均油价从 １ 日
的每桶 ２７．３１ 美元上涨到 ２７．６０ 美元，这是欧佩克
一揽子油价连续 ４ 天在 ２７ 美元以上。但此后出现的
国际油价大跌为近年罕见，其原因是：纽约轻油期
货正值转换期，８ 月期货收盘后结束，９ 月期货转为
即期，伊前总统萨达姆的两个儿子库赛与乌代之死
等导致交易商的大量抛售，频繁出故障的美炼油厂
恢复正常，加勒比海热带风暴减弱解除了对墨西哥
湾油气生产的威胁等利空消息，导致国际油价出现
大幅下跌，７ 月 ２２ 日，纽约轻油 ８ 月期货每桶下跌
１．５ 美元，９ 月期货每桶下跌 １．３４ 美元，伦敦布伦
特原油 ９ 月期货每桶 ２７．４９ 美元，下跌 １．２ 美元。７
月 ２３ 日，纽约轻油电子盘交易的 ９ 月石油期货止跌
回升，报每桶 ２９．５２ 美元，比收盘时上涨 ３ 美分；
交易区间在每桶 ２９．４７～２９．６５ 美元之间。
８ 月 ２１～２７ 日，国际油价在震荡中从高点下跌
后稳定在高价位。２１ 日纽约港口新配方汽油价格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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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带动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汽油期货价格猛升，同
时刺激了国际石油天然气期货市场价格全面上涨；
纽约轻油 １０ 月期货上涨近 １ 美元，布伦特原油 １０
月期货一度突破每桶 ３０ 美元；２２ 日市场缺乏新的消
息面，国际石油价格微跌；２５ 日伦敦布伦特原油市
场休市，纽约轻油获利回吐；周二缺乏新的消息面
影响，布伦特原油小幅升高，纽约轻油有所反弹，
盘中高点一度突破 ３２ 美元。２７ 日，由于纽约汽油受
抛压影响以及美中西部和墨西哥湾地区原油库存量
增加，国际油价回落。
９ 月 １１ 日，欧佩克一揽子油价为每桶 ２６．４８ 美
元，虽比 ９ 日跌 ４ 美分，但这已是欧佩克一揽子油
价连续 ６０ 个交易日在每桶 ２６ 美元以上。从欧佩克
一揽子原油周平均价看，截至 ９ 月 １１ 日的一周，周
平均价比前一周下跌 １１９ 美分，从前一周周均价每
桶 ２７．６３ 美元跌到 ２６．４４ 美元。这是周均价自 ７ 月
以来首次跌到 ２７ 美元以下，虽然 ９ 月份的前 ２ 周的
周均价跌了 ２．４５ 美元，但全年至此的滚动平均价仍
然在 ２８ 美元以上。
鉴于前一时期油价的持续波动，９ 月 ２４ 日，欧
佩克做出削减生产配额决定，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因
此一路上扬。１０ 月 ６ 日，欧佩克单日油价再次突破
该组织价格调控机制的每桶 ２２～２８ 美元上限，至 １０
月 １０ 日，单日油价已比 ９ 月 ２４ 日高出 ４．２９ 美元。
１０ 月中旬，国际油价继续攀升，直至每桶 ２９．８８ 美
元／桶，而欧佩克 ７ 种市场监督原油一揽子平均价则
已达到了每桶 ２８．１９ 元，
比一周前上涨了 １．４１ 美元。
１１ 月 １７ 日，欧佩克公布的七种市场监督原油一
揽子平均价继续升至每桶 ２９．２６ 美元，连续第 ６ 个
交易日超过每桶 ２２～２８ 美元目标区间的上限。
１２ 月上旬，欧佩克油价主要在每桶 ２７．９２～
２９．０２ 美元间窄幅震荡，其中 ４ 个交易日的油价超出
每桶 ２２～２８ 美元价格调控机制的上限。在 １２ 月 ４
日欧佩克部长会议做出不改变生产限额的决定后，
欧佩克油价从当天的每桶 ２９．０２ 美元降至５日的每
桶 ２８．６９ 美元。
１２ 月，世界油气市场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按
理说伊前总统萨达姆落网对伊社会稳定和石油出口
是利好，世界油价应降才是，然而萨达姆被捕产生
的不确定性，造成伊石油生产的不稳定，最终导致
油价上涨，影响了世界原油市场。阿尔及利亚石油
部长哈立尔对路透社记者说，萨达姆的被捕给市场
造成“更大的不稳定性”
。１２ 月中旬，欧佩克秘书处
公布，欧佩克 ７ 种市场监督原油一揽子平均价格至

１５ 日升至每桶 ３０．０４ 美元。这是自伊战主要战事结
束以来欧佩克单日油价首次突破每桶 ３０ 美元。受伊
前总统萨达姆被捕消息影响，１５ 日国际主要原油市
场在开市后的油价曾一度下跌，但随后在伊发生汽
车爆炸事件触动了油市神经，油价马上呈现出先抑
后扬走势。
三、２００３ 年油市小结
２００３ 年，国际油市经历了自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 年海湾
战争以来的最大震幅，整体上维持高位运行。１～８
月，国际标准原油的平均价格高达 ２８．３９ 美元／桶，
接近最近 ５ 年来的年均最高价位。从去年油价走势
看，前 ３ 季度国际原油价格的变化呈现出先扬后抑、
高位盘整的特点，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１～３ 月，伊局势日益紧张，委内瑞拉
石油工人持续罢工致使其原油出口减少约 ７５００ 万
桶，对美的出口完全中断。在现货供应短缺忧虑的
支撑下，油价一路飙升，而美原油库存跌至 ２．７２ 亿
桶的警戒线水平更加剧了油价上涨的动力。２ 月 ２７
日，纽约商品交易所 ４ 月期货一度跃升至 ３９．９９ 美
元／桶，成为自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以来的又一高点。
第二阶段 ３ 月中旬至 ４ 月底，油价出现大幅波
动。由于市场预计美对伊的军事打击将速战速决，
油价的“战争贴水”因素得以逐步消化，加之期货
市场投机基金的大量抛盘，油价在开战后骤然下滑。
第三阶段是 ５～８ 月底。其间，美石油库存成为
市场焦点。油价在夏季驱车旅行高峰引发季节性需
求增加、美主要石油工业生产区墨西哥湾屡遭风暴
袭击，伊石油出口恢复缓慢等因素的支撑下，维持
高位徘徊，欧佩克一揽子油价曾出现连续 ２０ 个交易
日稳定在 ２６～２８ 美元／桶高位的情况。
第四阶段从 ９ 月初起，油价在美原油库存增加，
夏季汽油需求高峰结束的影响下开始回落，而期货
市场投机基金的出逃更推动了油价的大幅下挫，至 ９
月 １８ 日，油价降至 ２６．８ 美元／桶，为 ５ 月初以来
的最低点。
———————
注 释：
［１］美国《油气杂志》，２００３ 年月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２］欧佩克一揽子油价于 １９８６ 年制订出台，包括阿尔及利亚
的撒哈拉混合原油、印尼的米那斯原油、尼日利亚的博尼轻
质原油、沙特的阿拉伯轻质原油、阿联酋的迪拜原油、委内
瑞拉的蒂亚·胡安娜原油和非欧佩克成员墨西哥的伊斯莫斯
原油。根据欧佩克作价机制，如果欧佩克一揽子平均油价连
续 ２０ 个交易日在每桶 ２８ 美元以上，该组织将每天增产原油
５０ 万桶；如果连续 １０ 个交易日低于每桶 ２２ 美元，将每天减
产 ５０ 万桶，以此平抑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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