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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亚里海国家具有相当的油气出口的潜力，并希望与我国加强油气资源及其他能
源的开发、勘探与运输。这为我国发展与这些国家的能源合作提供了前提条件。但在里海油
气的争夺中，受美俄的能源战略和政策调整的影响，我国应从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高度，加
强政府对中国石油企业与国家能源合作的宏观战略指导，并注意规避在合作中的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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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里海国家位于我国新疆边境西北面，对于我国的油气供应安全，无论从国家安全还
是从经济发展来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考察分析这些国家的能源出口潜力和世界
大国在这一地区角逐的新态势，对于深入了解我国与中亚里海国家的能源合作中存在的复杂
因素和问题，采取相应对策是十分必要的。
一、俄罗斯和中亚里海国家近期的能源出口潜力
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能源出口潜力，取决于它的能源生产和资源状况、对外合作
的政策措施、国家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和投资气候等因素。
（一）从油气储产情况看俄罗斯和中亚里海国家的能源出口潜力
1．石油方面。近年来，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开采量和出口量一直保持在历史最
高水平，俄的石油开采量已多年保持在 4.5 亿吨以上，其中约 62%供出口。哈的石油产量基
本保持在 4800 万吨～4971 万吨的水平线上，据美国《油气杂志》公布的数字，2006 年哈的
石油探明剩余储量出现大幅增长，达 41095.90 万吨，涨幅达 233.33%，①据此有专家预计，
2015 年前哈国石油产量可达到 1.2 亿～1.5 亿吨，
但是哈每年石油需求总量仅 1000 万吨左右，
其石油产量的绝大部分都可供出口。2006 年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石油探明剩余储量
分别为 8219.18 万吨和 8136.99 万吨，同比分别下降 15.4%和 7.1%，这两国的石油产量都不
高，分别为 825 万吨和 525 万吨，但可供勘探的资源量较有余地，对于搞油气开发来说也有
一定潜力。2006 年，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俄罗斯的石油出口收入为 966.75 亿美元，石油
产量达到 4.8 亿吨，比前一年增长 2.1%。俄对独联体以外国家出口石油 2.13 亿吨，比前一年
减少 0.7%；对独联体国家出口石油 3692 万吨，比前一年减少 2.9%。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蕴
———————
① 梁刚：《2006 年世界石油探明储产量及在产油井数》
，国际石油经济，2007/1，第 54 页，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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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量分别占世界油气总储量的 13%和 35%。从出口收入看，2006 年，俄罗斯的油气出口收入
达到 1395 亿美元，比 2005 年的 1096 亿美元增长了 27.3%。另据中国驻哈萨克斯坦经商参处
披露的数字，2006 年全年哈萨克斯坦共开采石油及天然气凝析油 6500.5 万吨，其中原油
5434.16 万吨，同比增长 6.8%，天然气凝析油 1066.38 万吨，同比增长 0.4%；天然气出口收
入为 428.16 亿美元。
2．天然气方面。2006 年哈萨克斯坦的天然气年产量达 256.5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2.7%。
相比而言，土库曼斯坦在生产天然气方面更有优势，2004 年共生产 600 亿立方米天然气，其
中 82%供出口，土的发展目标是，至 2010 年产量达 1200 亿立方米，其中出口 1000 亿立方
米。俄的天然气储量和出口均居世界第一位，其产量的 30%左右用于出口，其中 80%以上输
向欧洲市场，所占份额约为 26%。目前，俄也在考虑将天然气出口战略向东转移。从资源角
度看，俄罗斯的油气潜力很大，但它的出口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其管道运输能力的制约。
因此，迄今为止，欧洲依然是俄油气出口的重点地区。2006 年，俄罗斯的天然气开采量达到
6562 亿立方米，比前一年增长 2.4%。俄对独联体以外国家出口天然气 1603 亿立方米，对独
联体国家出口天然气 408 亿立方米。哈天然气资源量约 10 万亿立方米，已探明天然气储量
约 1.8406 万亿立方米，①其中，哈国 70.4%天然气储量集中在卡拉恰加纳克凝析气田。土库
曼斯坦 2006 年的天然气可采储量为 2 万亿立方米以上，出口潜力较大。乌兹别克的天然气
资源也很丰富。为了继续扩大其国内外能源市场，乌在数年前完善了矿产开发法，容许外资
进入石油开采部门。现在国外投资者已纷纷涌向乌兹别克斯坦，参与 16 个含油气区块油气
地质勘探开发的投资项目。预计，2010 年前乌的天然气出口贸易量可望增加到 700 亿立方米。
据悉，俄哈土三国目前正致力于建设一条从土输出，经哈、俄，向欧洲出口的输气管道。俄
试力通过该管道的建设，掌握中亚能源控制权的先机。②
3．煤炭方面。俄罗斯和中亚里海国家煤炭年产总量近 10 多年来呈下降趋势，其中俄罗
斯约减少了 23%，哈萨克斯坦约减少了 35%，乌兹别克斯坦约减少了 45%。
从总体上看，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中亚里海国家的能源总产量变化不大，只是煤炭
总产量和各国的年产量有所下降。但是，各国的油气产量和出口量都出现大幅度增长。哈、
乌两国的油气生产增长幅度和俄、哈两国的油气出口增长速度引人关注。以 2004 年为例，
俄、哈两国的石油出口，分别占年产量的 62%和 80%以上。
（二）从人均能源占有量看俄罗斯和中亚里海国家的能源出口潜力
人均占有能源产量也是判断一个国家能源出口潜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按人均占有石油开
采量排序，近 3 年，哈、俄、土三个能源供应国依次为，哈约 3449 公斤/人，俄约 2927 公斤
/人，土约 2005 公斤/人。与之对比，我国约 0.123 公斤/人。按人均占有天然气开采量排序，
土、俄、乌、哈四国依次为，土约 10629 立方米/人，俄约 4307 立方米/人，乌约 2215 立方
米/人，哈约 1089 立方米/人。与其相比，我国约 25 立方米。
通过对俄罗斯和中亚里海国家能源出口的潜力分析不难看出，俄、哈两国具有相当的油
气出口潜力，乌、土两国的油气出口潜力也不容忽视。为促进本国经济复兴，这些国家都在
不同程度地积极采取措施，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他们希望印度洋盆地国家和中国，能够在
———————
① 梁刚：《2004 和 2005 年世界天然气探明储产量》
，国际石油经济，2006/6，第 53 页。
② 卢铮：《俄哈土将共建中亚最大天然气管道》
，中国证券报 2007 年 5 月 15 日第 A15 版海外财经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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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积极参与他们的油气资源及其他能源的勘探、开发和运输。这为我国发
展与这些国家的能源合作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中国与俄罗斯、中亚里海国家能源合作的复杂因素
在中亚里海地区的大国能源角逐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我国在推进与这些国家的能源合作
中，遇到了除双边合作以外的、越来越复杂的制约因素。
1．美国视我国与这一地区的能源合作，是对美能源战略，尤其是对其全球战略的威胁。
在美国能源決策的諸多因素中﹐越来越关注我国石油需求的迅速上升，并夸大其影响。此外
还经常有意夸大估计和宣传我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竭力阻挠我国与该地区能源供应国家的
能源合作。美认为，中国石油供应存在巨大缺口，又有大量美元，因而有可能为了自身利益
在这些地区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将使世界其他能源市场的石油供应相应减少。特别是，
中国石油企业同时参与伊朗和苏丹等所谓“问题国家”的能源开发，有助于这些国家的经济
发展，这与美国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制裁政策相抵触。
2．俄虽在能源决策中表示要加强与我国的能源合作，但是，在实际项目的谈判和操作
中，还存在不少疑虑和变数。俄与中亚里海国家存在较深的历史渊源关系，在政治、经济上
具有相互依赖性，因而有可能构成我国与它们在能源合作上的制约因素。从目前的态势看，
俄罗斯在与西方的竞争同取得了主动权。这是因为欧盟需要俄罗斯的能源，不可能与之反目，
而美国由于受伊拉克局势的困扰，一时无法在中亚里海地区作更大的投入。目前中亚里海国
家的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新时期，开始大力拓展油气领域以外的项目投资，俄罗斯迎合这一
需要，很快成为受欢迎的外部力量。但是中亚里海国家能源输出多元化的政策并未改变，俄
罗斯企图完全掌控中亚里海国家的能源输出，显然不符合这些国家的根本利益。因此，中亚
里海国家大多采取了多种应对政策，一方面答应俄罗斯的要求，另一方面继续同西方合作，
同时也积极准备建设向东通往太平洋、向南通向印度洋的油气输送管道。可以预见，俄同中
国及中亚里海国家的能源合作不会一帆风顺，西方国家在中亚里海地区掌握了多数油田的开
发权，资金比俄罗斯要雄厚得多，俄同西方国家在中亚里海能源领域里的明争暗斗必将继续
下去。①
3．哈萨克斯坦等中亚里海国家虽都有与我国进行能源合作的愿望，但要使其能源出口
潜力变成现实还须解决诸多问题。例如，中哈石油管线项目虽已签署协议并开始实施，但某
些细节问题尚未落实。试以 2004 年为例，哈向俄罗斯供油 1800 万吨，经里海管道财团输油
管道系统向欧洲出口 2800 多万吨，从哈国阿克套向格鲁吉亚帕图米港供油 200 多万吨，再
加上本国需求 1000 万吨，要真正实现 2006 年向我出口 1000 万吨石油的计划，就必须先扩
大里海油气的开发，增产石油，或从俄转口石油，但是到目前为止，还尚无一家俄石油公司
表示愿意参与解决从俄经中哈输油管道向我国供油的问题；而里海大国角逐的尖锐化，对我
开展与俄罗斯和中亚里海地区国家的油气合作，必然会增加更多的制约因素。
由此可见，一个跨国油气进口项目，远非我国一家油气公司所能单独承担的，这需要在
统一对外的能源战略部署下，从中央到公司，从外交、经济、到军事等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
并需要从官方到民间做长期的，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
① 孙壮志：
《中亚能源的流向之争》
，人民日报 2007 年 5 月 16 日第 3 版国际要闻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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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俄和中亚里海国家对中国介入里海能源的态度
在里海油气的争夺与合作中，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俄罗斯与中亚国家都在不断调整自
己在里海地区的能源战略和策略。它们的能源发展战略和政策调整，对中国介入里海地区与
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必然产生影响。
（一）美国对中国介入里海地区始终采取遏制态度
美国对中国的能源战略对策研究比较超前，美对中俄、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油气合作和中
国介入里海地区一直采取遏制态度。美国在里海地区的主要战略任务，就是遏制俄罗斯和伊
朗在里海地区的地域优势，阻止中国的扩张，削弱该地区国家对俄的依赖，达到最终摆脱对
俄依赖的目的。美把俄、伊看作是美在该地区利益的主要威胁，把中国视为 21 世纪美国在
该地区的可能竞争对手。2003 年 6 月 20 日《远东经济评论》曾刊文指出，中国要想实现能
源供应多元化，除中东外，别无选择。凡中国想与俄罗斯和中亚（包括里海地区）国家开展
能源合作的项目，美国和西方的跨国公司都会先行一步，极力控制资源源头。这种情势多年
来一直有增无减。
（二）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对中国介入里海地区的态度
中国与俄罗斯、中亚一些国家的油气合作已进行多年，但由于多方面原因，项目的实际
进展十分艰难。除在哈萨克斯坦个别油田项目开始运作外，其他大型输油、输气管道项目尚
处于技术经济论证阶段。在中俄合作中，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双方缺乏明确的“游戏
规则”和“市场法则”
，二是俄出于自身在中亚里海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考虑，
对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双边能源合作顾虑重重，它既担心中方缺乏明确的长期战略和必要资
金，又摸不透中国的天然气市场前景，因此多次建议俄、哈、中三方以“以油换油方式”合
作，即俄从哈进口石油，再从其东部向中国出口石油。
哈与中国石油公司于 1995 年达成的石油管道修建协议搁浅后，哈曾考虑参与中俄的安
大线输油管道项目，但后因该线被安纳线取代而不了了之。2003 年 5 月 9 日，哈外长托卡叶
夫访华，与中方专门探讨了向中国出口哈石油的可能性。
阿、哈、土、乌四国都希望通过吸引外资，开发自身油气资源以振兴经济。但是，前苏
联时期遗留下来的通往俄罗斯的唯一油气出口通道，制约了这些国家的油气出口。转轨初期，
这四国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吸引美国等西方跨国公司投资，以开拓新油气出口通道，摆脱俄罗
斯控制；另一方面积极推进能源开发和输出的多元化战略，希望开通对中国或经过中国的出
口渠道，以免受制于美国。但是，由于这些国家迫切需要发展本国经济的资金，因此，与它
们进行油气合作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项目的具体实施速度和资金状况，合作条
件一旦不能兑现，它们立即就会寻找其他有资金实力的合作伙伴。2007 年 5 月 12 日，俄哈
土乌 4 国发表联合声明，拟对自中亚通向俄罗斯的“中亚—中央”天然气管道进行改造，从
①

而使俄罗斯在复杂多变的中亚里海能源战中再次抢得了先机。

总之，俄罗斯要加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能源合作，就必须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完善税
收等有关法律。这不仅有利于俄美油气合作的扩大，也有利于改善中俄油气合作的投资环境。
但西方石油公司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也会使中国在开发里海油
———————
① 关键斌：
《俄罗斯在中亚—里海能源战中再次抢得先机》，中国青年报 2007 年 5 月 14 日第 5 版国际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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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资源的过程中遭遇更残酷的市场竞争。然而，无论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
略的需要考虑，还是从国家经济和能源安全的角度分析，与俄罗斯和中亚里海国家的能源合
作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战略意义。
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为中国与中亚里海国家的能源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引起了世界
①

的关注，从而使该地区的能源争夺日益激烈。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之下，中
方应密切跟踪事态的不断变化，抓住有利时机，认真分析研究这些国家能源战略和政策的动
态与变化，及时调整相应的战略、策略，同时深化改革，建立责权利一致，反应快捷、敏锐
的相应管理机制。此外，还应认真研究美国长期的总体战略和地区战略，及时了解其策略的
变化和实质，建立自己的综合应对机制，以在政治、安全、外交和经济方面及时采取相应的
战略和策略，利用矛盾，运用智慧，作好自我防范，尽量避免陷入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围困的
窘境。
四、中国与中亚里海国家开展能源合作的现实问题和对策建议
2003 年 5 月，胡锦涛主席成功地访问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等邻国。9 月 22～23
日，“上海合作组织”第二次总理会晤，使该组织顺利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9 月 24～25 日，
中俄总理的第八次定期会晤，对两国关系做了全面的评估，并提出了下一步互利合作的规划。
其中加强与俄、哈、乌三国的能源合作是此次国家领导人之间会谈的重点议题。客观地看，
我国同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家间的经贸与能源合作，存在着非常广泛的合作空间，但问
题也是存在的。
1． 能源合作现状和存在问题
近 10 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能源消费逐年增长，能源缺口不断拉大，一次性燃料
能源消费结构不尽合理，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中东的动荡局势和美对伊拉克的战争，使中
国从中央到地方，更加密切关注本国的能源安全和多元化进口国外油气资源的发展战略。加
强中国与西北陆路交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的能源合作因而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
近年来，中国同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在能源合作方面的确做了大量工作。每年往返于这些
国家去谈能源项目的各级各类代表团比比皆是，但许多项目进展缓慢，不能令人满意。特别
需要指出的是，俄中安大线石油输送管道的流产，为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做出了最明确的注
解。前车之覆，乃后车之鉴。同俄合作特别要重视以史为镜。
中哈的能源合作虽存在问题，但还算顺利。据中国驻哈节克斯坦经贸参处披露的资料，
2006 年 5 月 25 日，中哈输油管道中阿塔苏－独山子段建成输油，从而使我国能够首次以管
道方式从境外进口原油。2003 年 3 月，中哈双方合作建成肯基亚克－阿特劳段输油管道，为
哈中输油管道的实施奠定进一步合作基础。三个月后，中石油与哈国家油气股份公司签署肯
基亚克—独山子输油管道建设协议，确定分两期工程进行。该管道起点为哈境内的肯基亚克，
途经阿塔苏、中哈边界的阿拉山口，终点为我国新疆的独山子。线路全长 2584 公里，其中
哈境内长度 2332 公里，中国境内 252 公里。管道全线设计输油能力 2000 万吨/年。一期工程
建设阿塔苏－独山子段，长度 1240 公里，输油能力为 1000 万吨/年；二期工程建设肯基亚克
－阿塔苏段，长度 1344 公里，计划于 2010 年底全部建成，全线输油能力 2000 万吨/年。目
———————
① 昭文：《各方竞夺中亚石油》
，中华工商时报 2006 年 6 月 14 日第 4 版环球经贸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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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期工程尚在建设中，一期工程已建成竣工。①
同哈合作的主要问题是，哈作为资源供应国，按产品分成协议对中国石油公司的限制较
多，如中哈合资公司在哈开采的大部分石油，要归哈方自行处理，中方每年只能向国内运回
份额油 100 万吨，其余 300 万吨份额油，由哈自行向欧洲出口。业内人士认为，石油向西出
口的利润高，对于中国来说，要接受哈向西方出口的油价，有一定难度。
另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石油公司出于战略目的，极力阻止哈石油向北运往俄罗斯，或
向东输往中国。2003 年，中石化和中海油在哈的里海水域投标被“涮”
，完全反映了西方石
油公司遏制中国的企图，“没钱不让你进，有钱也不让你参加”。而哈同意修建阿克套—巴库
海洋输油管道，准备将本国石油与巴—杰伊汉输油管道相连，似乎意味着里海石油只能向西
供应欧美国家。此外，俄也以建立“欧亚经济共同体”、能源一体化为由，对哈的石油出口
采取了种种拉拢和限制措施。
其三，中国同其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乌、吉、塔三国）的能源合作，进展不明显。
突出表现在，这些国家的能源资源相对不足，投资环境也不好，并且还与俄罗斯保持着传统
的经济联系和风俗习惯，看重西方国家的金钱和技术，愿与俄、美合作，而对中国索价过高，
中国公司要想进入很难。
总之，中国同中亚地区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开展能源合作，问题客观存在，因此
长期以来进展不快，收效不理想。
2．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分析
从中方存在的问题看，原因有三：
（1）中国政府面向全球的长期能源发展战略至今尚未出台，对中国公司参与国际能源
合作项目的地位和影响力估计不足，外交政策指导不力。因此，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竞争激
烈和行情变化迅速的条件下，常显现出经验不多，互相拆台，或反应迟缓等低级失误，导致
合作项目很难迅速见到综合经济效益；
（2）缺乏对资源供应国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充分的物质与心理准备，从国外获取真实信
息的办法和途径不多，一些中国公司常轻信西方代理商提供的信息，结果导致上当受骗或者
被“涮”
；
（3）中方部分参与谈判人员素质不高，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和外事经验，
“只说好的，
不谈问题或故意绕开问题，有时甚至不能针对对方不合理的要求，针锋相对地予以反击”，
从而使谈判效果大打折扣。
从对方存在的问题看，原因也有三：
（1）这些国家的投资环境不理想，矿产开发和税收等方面的立法尚不完善，政府、公
司之间的内部矛盾错综复杂，腐败行为盛行，在这些投资较难，且充满风险；
（2）西方的雄厚经济实力和先进技术对他们的吸引力较强，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
体制变化，则使他们感到担心、迷惘和不理解，一些亲西方的俄罗斯右翼政治家和企业家，
对与中国的合作更是持否定态度；
（3）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石油公司，纷纷按自己国家制定的全球性能源战略，为
———————
① 李晓玲、韩洁、金学耕：《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加速能源联合开发》，中国煤炭报 2006 年 10 月 30 日第 3
版世界能源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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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取本国和本公司的利益最大化，从中作梗，阻挠中国参与国际能源合作。
3．对策建议
国际能源合作问题涉及到经济、安全、地缘政治、外交、法律、资源、生态和军事等一
系列领域。因此，中国进行未来的国际能源合作需要：
（1）加强政府对中国石油企业参与国际能源合作的宏观战略指导。首先是中国需要尽
快制定从中央到地方协调一致的、面向世界市场的长期能源发展战略。政府对中国石油企业
参与国际能源合作，应给予外交上的支持和经常性的检查指导。同时，作为资源需求国的中
国政府，要保证为本国企业把参与项目的风险降至最低，创造尽可能多的条件，以减少国家
利益的损失。
（2）设立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实现中国参与大规模国际能源合作的专职协调机构。该
机构要代表我国政府加强与欧佩克、独立的石油出口国组织、欧洲能源宪章国家、东盟、东
北亚相关国家、欧亚经济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等，开展积极的能源外交，与油气资源输出
国加强能源合作方面的联系，为中国石油公司“走出去”铺路搭桥，积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
境和进入国际能源上游市场的条件。此外，还要努力培养和造就专门从事现代能源外交活动
的人才。
（3）中国企业在准备向俄罗斯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能源项目投资时，必须对参与
项目的不同目标和所使用的不同方案，进行“周期、责任、风险和回报”的精确分析，这样
才能把风险降至最低，当然这需要对大量有信息进行详细的分类鉴定。另外，在决定投资前，
还应充分考虑到对方的市场风险、地质风险、政治风险、合作风险和税收风险等因素。
（4）能源项目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此可带动其他经贸合作
项目的发展。由于能源合作项目的周期长，投资大，有风险，不确定因素和突发紧急情况多，
且涉及到国家间的关系，因此宜采取区域性或国家间的多边合作机制，以俄、哈两国为重点
资源供应国，联合利益可以共享的资源需求国，共同组织项目实施，同时加强准确信息的沟
①

通和交流，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减少损失。

（5）努力构建中亚能源陆上通道。新疆处于俄、印、中三大国交汇处，与周边 8 国为
邻，能源战略地位十分突出。借助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在进一步扩大经济合作，促进民间
合作和交流，加快大西北建设和发展的同时，开辟新的能源基地，把新疆建成我国陆上能源
资源安全通道，这对于我国突破“马六甲困局”，缓解海上能源安全威胁，无疑具有十分深
②

远的意义。

结 束 语
在当今世界，除煤炭在发展中国家继续保持较高比重外，石油和天然气显然是世界各国
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两种最重要的能源。预计到 2010 年，作为“能源宝库”的海湾地区在世
界能源领域的中心地位不会改变，仍将是全球能源的主要供应地。然而，出于对海湾安全形
势的担忧，许多国家都已推行石油进口多元化政策，以减少对海湾石油的依赖程度。在此情
况下，介入、参与里海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极大关注。目前世界上对
———————
① 孙永祥：
《我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发展能源合作的问题和对策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所《世界经济调研》
，2003 年 10 月第 37 期。
② 王林：《新疆应大力构建中来能源通道》，亚洲中心时报（汉）2007 年 1 月 18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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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海及其周边区域油气资源储量的评估不一，但据比较可靠的估测，该地区油气的可开采储
量与英国的北海油田相仿，接近世界储量的 3%。除石油外，里海地区待发现的天然气储量
居世界前列。由于当地的能源消费有限，因此可供出口的油气潜力相当可观。虽然这里也存
在着由民族、领土、宗教等错综复杂的因素引发的矛盾纷争，如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
阿布哈兹冲突、达吉斯坦战乱和车臣危机等，但与波斯湾地区相比，该地区局势相对而言还
是比较稳定的。里海地区靠近全球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亚洲，因此，通过与海湾产油的协调
配合，就能很好地满足亚洲国家的油气需求（尤其是东亚的中国、日本和韩国），并使美国
等西方国家有可能逐步改变过去过于依赖海湾石油的状况，从而在 21 世纪的世界油气供需
平衡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中亚里海与俄罗斯的油气资源极为丰富，地域上与我国是近邻，
经济上与我国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如政策得当，该地区可望成为我国能源供应安全的基石之
一。①
在围绕里海能源开发的国际竞争中，各种力量利益会聚，矛盾交织，整体形势呈现出美
强俄弱、美攻俄守的态势。然而，俄罗斯的影响不容低估，伊朗的反美情绪不容忽视，在以
后的岁月里，美国若遭到俄罗斯和伊朗的有力抗争，那不足为怪。当前，世界各种力量之间
既有志在必得的争夺较量，又存在谋求利益平衡的妥协合作，相互竞争与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毋庸置疑，这场跨世纪的世界级能源争夺战，不仅对中亚里海地区会产生深远的经济和政治
影响，同时，还将影响里海周边国家同邻近国家、世界大国间的关系，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政
治格局和世界经济发展也会形成一定的冲击，21 世纪的中亚里海地区在地缘政治、经济和战
略上的重要性将日趋突出。
附：
2006 年中亚里海国家的资源情况表
国 家
伊
朗
俄 罗 斯
哈萨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阿塞拜疆

2006 年剩余探明
储量（万吨）
1866712.33
821917.81
410958.90
8219.18
8136.99
547.95
164.38
95890.41

同比增长%
2.88
0.00
233.33
9.89
0.00
0.00
0.00
0.00

2006 年估算
产量（万吨）
19250.0
47375.0
5300.0
825.0
525.0
5.0
--3125

2005 年实际产量
（万吨）
19454.0
45950.0
4971.0
975.0
565.0
5.0
--2216.5

同比增长%
-1.0
3.1
6.6
-15.4
-7.1
----41.0

资料来源：2006 年世界石油探明储产量资料源自美国《油气杂志》。

———————
① 吴明：《中亚和俄罗斯有望成为我国能源安全供应的基石》，中国国门时报 2006 年 3 月 27 日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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