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中东的能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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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是一个“富煤缺油少气”的国家，能源短缺不是总量短缺，而是结构性短缺。近年来，
为满足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中国石油供应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中国高层领导为此积极开展
了能源外交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中东产油国的能源合作。在当前条件下，开展与中东产油国的
能源合作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安全性。中国同中东产油国长期保持着友好合作的关系，
政治上互助，经济上互补，文化上交融，从而为中国开发中东能源，获取中东石油创造了良好的合作
环境。至于中国的石油企业在开展中东能源合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则应该予以认真解
决和勇敢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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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的石油供应安全与中东石油
多元发展、加强国际互利合作是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针之一。在中国的能源发展中，
石油产业有其特殊性，不同于其他能源的发展及利用。在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的比
例长期居高不下，2005 年占 68.7%，油气占 24%，水电和核电等占 7.3%。①石油与煤炭之比接近
1:3，但两者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是不言而喻的。以煤炭为主的消费结构，表明我们直到现
在仍处在低效率和低效益的煤炭时代，游离于世界能源的发展潮流之外，这对我国的经济运行和
能效利用以及改善生态环境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等都不利。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能源短缺不是
总量短缺，而是结构性短缺。从能源储藏结构看，中国是一个“富煤缺油少气”的国家，近年来，
为了填补不断扩大的石油供应缺口，以满足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中国的石油进口也随之水
涨船高，对外依存度问题因此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近况如下表
所示：
年

度

年消费原油

年产原油

年进口原油

对外依存度

2004

2.96

1.74

1.22

41.2%

2005

3.16

1.80

1.36

43.0%

2006

3.46

1.84

1.62

46.8%

单位：亿吨
以上的原油进口不包括成品油进口，否则依存度还要高。英国 BP 石油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
②
2006 年全球的能源消费增长了 2.4%，
而中国的能源消费增长了 8.4%，
其中石油消费增长了 6.7%，

接近过去 10 年的平均增长率。这一年，中国从 10 月起正式实施国家石油战略储备，为国家石油
储备基地注油。2007 年中国的原油进口再创历史新高，仅上半年就达 9959 万吨（包括成品油），
进口金额达 426.63 亿美元。
据预测，
2007 年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将达 3.6 亿吨，
同比增长约 5.78%。相
对石油消费的增长，国内石油生产的增速却相对缓慢，近年来的产量增幅大致维持在 1.5-2%。
促使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长的原因，除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因素外，石油生产的资源条
① 求是：
《中国能源安全面临挑战》
，
《福建日报》2007 年 1 月 9 日第 10 版。
② 卢向前、张学青：
《能源：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中寻找平衡——解读〈BP 世界能源统计 2007〉
》
，载《国际
石油经济》
，2007 年第 7 期第 20 页—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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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据中国科学院院士严陆光院士估计，中国的石油消费到 2050
年将超过 8 亿吨，而国内产量由于资源和生产能力的限制，将稳定在年产 2 亿吨左右，进口依赖
程度将达 75%。①中国目前的原油年产量已接近 2 亿吨，增产空间已微乎其微。这意味着在未来的
岁月里，要切实解决好日益扩大的石油供应缺口问题，继续加大与海外石油生产国家的能源合作
几乎是中国不二的选择。
从海外搞石油的首选之道是合作开发，其次才是搞进口贸易。对于开发利用中东的油气资源
问题，我国国内一直存在歧见。由于中东地区局势错综复杂，反复多变，长期动荡不安，因此，
国内不少业内专家都主张尽快实现石油来源多元化，不要过分依赖中东油气。他们还主张，中国
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应控制在 1/3 的范围内，然后分别从俄罗斯、中亚、中东予以解决。②这一方案
实际上有点理想化，从当前情况看，俄罗斯和中亚要实现专家们的近期目标都存在距离，更不用
说随着国内石油需求上升而不断提高的远期目标。当前，中东产油国在世界油气储、产领域的主
力军地位坚如磐石，无论从油价油质，还是从地域、运输考虑，中东石油都应是我国的主要石油
来源地。尽管近些年中亚、非洲的石油产量都在增加，但中东原油仍在世界石油市场上占主导地
位，特别是中亚地区的资源条件和产量，无论如何都满足不了中国的 1/3 对外石油需求。③由此可
见，在当前条件下，把开展石油合作的基点放在中东产油国或将中东石油列为我国的主要石油来
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而实际上目前我国的主要油源恰恰就是来自中东产油国。
从原油进口地区看，2006 年我国原油进口仍主要来自中东地区，其进口量达 6073 万吨（这
一统计未把北非的阿拉伯产油包括在内。
）
，比上年增长 1.5%；占全国原油进口总量的 41.8%。其
次是非洲地区，其原油进口量为 4351 万吨，比上年增长 13.5%；占全国原油进口总量的 30.0%，
与上年基本持平。来自前苏联地区的原油进口，增长较快，其进口量为 1865 万吨，比上年增长
32.6%；占全国原油进口量的 12.8%，比上年提高 1.7 个百分点。
从原油进口国来看，2006 年我国主要从沙特、安哥拉、俄罗斯、伊朗和阿曼五国进口原油，
各国的原油进口量，均超过 1000 万吨，合计 9324 万吨，比上年增加 20.3%，占当年原油进口总
量的 64.2%，比上年增加 3.1 个百分点。其中，沙特 2387 万吨，增长 7.6%；安哥拉 2345 万吨，
增长 34.3%；伊朗 1677 万吨，增长 17.5%；俄罗斯 1597 万吨，增长 24.9%；阿曼 1318 万吨，增
长 21.7%。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原油进口国仍相对集中，主要从中东进口原油的格局基本未变。
2006 年中东产油国的探明剩余石油储量为 1098.71 亿吨，占世界总储量的 60.88%，其中西亚
产油国的探明剩余石油储量为 1012.64 亿吨，北非产油国为 86.08 亿吨；石油总产量为 13.38 亿吨，
占世界总产量的 36.92%，同比增长 0.7%，其中西亚部分产量为 11.34 亿吨，北非产油国的产量为
2.04 亿吨。④中国目前正在积极推行能源来源多元化政策，从能源供应现实看，中东石油已是中国
的海外主要来源，其他地区资源只是战略性的多元化补充资源。
与中东产油国加强能源合作不仅具有必然，而且具有安全性。中东产油国以阿拉伯国家为主，
以往的阿拉伯民族向心力和伊斯兰穆斯林特有的凝聚力，一直是过分集中能源来源的软肋，但如
今中东的地缘政治早已物是人非，阿拉伯国家原有的民族凝聚力和传统文化在西方强权政治与强
势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已涣散殆尽，再加之原本就与另一个中东产油大国伊朗的关系长期不睦，
所以当今与中东产油国搞合作，不应把中东看成是一个严密的整体，而是一个个坚持不同利益的
独立国家。现在的中东产油国已不再是铁板一块，像上世纪 70 年代那样采取联合行动对付西方世
①
②
③
④

刘志良：
《严陆光：2050 年中国石油进口将达 75%》
，
《中国产经新闻服》2007 年 6 月 14 日第 A13 版。
梅永红、王元：
《全球能源大棋局，北京，时速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48～250 页。
钱学文：
《中东油气与中国石油发展的战略思考》
，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 年第 3 期，第 27 页—33 页。
梁刚：《2006 年世界石油储量和产量[ 数据表] 》
，国际石油经济 2007/ 1，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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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时代已属历史。在这样条件下开展与中东产油国的能源合作，完全不必为不断增大的对外依
存度多虑，而是应该进一步加大对中东地区的能源外交力度，做好开发利用中东石油的大文章。
从中东获取石油，本身就应该被视为石油来源多元化的一个有效举措。无论从何种角度考虑，从
中东获取油源，都应是安全的。
二、中国与中东能源合作的新进展
2004 年 7 月以来，中国一直在同阿拉伯海湾合作委员会就建立自由贸易区展开谈判。2005
年 12 月底，科威特石油大臣率领欧佩克代表团访华；2006 年 1 月，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接
踵而至。4 月，胡锦涛主席率团先后回访了沙特以及欧佩克另一重要成员国尼日利亚。通过双方
高层领导的频繁接触不难看出，在能源合作领域，中国需要源源不断地获得中东的石油供给，而
中东产油国则想牢牢抓住中国这一巨大的能源消费市场，增加能源输出的安全度。
中国高层领导的能源外交活动获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中石化在对沙特某沙漠地带开发天然
气的项目招标中，一举击败美国公司，成为该区域有权开采的 4 家公司之一。另外，中国石油企
业在中（国）缅（甸）石油管线久议不决的情况下，决定另辟蹊径，经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将
沙特、伊朗石油输入中国新疆，以此缓解马六甲海峡海运安全困境。在中国福建，一项由中石化、
埃克森-美孚和沙特石油公司共同投资 35 亿美元的炼油厂已动工修建，此外，沙特还准备对海南、
青岛、大连的一些石油储备和炼油项目进行投资，这些项目构成了中沙能源合作的基本框架。2005
年前，沙特石油在美国的总进口额中约占 20%，在中国约占 17%，是美中两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
据海关总署 2005 年的统计数据，中国的原油进口在石油总进口量和净进口量由于种种原因双双下
跌的情况下，仍保持了上升势头，只是成品油因高油价导致进口大幅下挫罢了。
2005 年底，科威特和中国方面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拟在广州附近兴建一座日加工 30
万桶原油、投资额高达 50 亿美元的合资炼油厂，用来加工来自科威特的原油。这一炼油项目一旦
达成协议，将超过总投资为 43 亿美元的中海壳牌南海石化项目，成为中国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
2006 年 3 月 29 日，科威特石油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真正实现零距离接触中国石油企业。
这是个双赢结果，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不仅可以到产油国搞开发合作，也可以同时引进产油国
的资金和技术，从事中国的石化项目，由此形成与石油输出国的“共生”依存关系。
科威特无视美国脸色，投资中国，大搞能源合作，在中东产油国中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和
榜样力量，导致中东地区的石油输出国纷纷紧跟，涉足东方，促使中国与中东的能源合作不断升
温。2007 年 5 月 22 日，中国燃气集团与其战略性股东阿曼国家石油公司签署合资公司协议，从
中东进口能源产品，帮助中国燃气集团稳定获取能源供应。合资公司的法定资本 4000 万美元，双
①

方各持合资公司的 50%权益。 5 月 23 日，世界级的乙烯供应商——卡塔尔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在继
北京、上海、台湾和香港之后，在广州设立了它在中国地区的第 5 个办事处，其主打产品乙烯目
②

前在华南市场正供不应求。 6 月 20 日，伊拉克总统贾拉勒·塔巴拉尼访华，期间随团前来的石
油部长就中国在伊拉克石油领域里的投资进行了磋商。这次协商虽未导致产生具体的协议，但伊
拉克驻华大使明确表示，即将诞生的伊拉克《石油法》将向国际公司开放伊拉克油田，中国将成
③

为受惠国之一，伊中之间一份被冻结的、签署于 1997 年的石油合同将很快被激活。 凡此等等，
不一一列举。事实说明，中国与中东产油国之间的能源合作已进入了一个历史新时期。
三、中国开展中东能源合作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

① 谭璐：
《携手阿曼国家石油 中国燃气 9 月引入中东气》[N]，21 世纪经济报道，2007 年 7 月 25 日第 18 版。
② 李晓莉：
《卡塔尔化工进驻广州》[N]，羊城晚报，2007 年 5 月 24 日第 13 版。
③ 陈达：
《伊拉克总统首次访华 石油合作加快激活》[N]，第一财经日报，2007 年 6 月 21 日第 A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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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局势历来变化无常，地区矛盾异常复杂，世界大国在中东地区的争夺，世界各大石油公
司的能源角逐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断深化，日趋激烈，因此，中国在推进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中，
遇到了各种各样、越来越复杂的制约因素。
1．大国竞相介入中东，对我国开展中东能源合作形成掣肘。
时下，伊拉克局势动荡不安，巴以和谈启动无望，黎巴嫩政坛风云激荡，使中东地区的形势
发展充满变数。在此背景下，受政治、经济、安全等诸多利益的驱使，大国竞相介入中东，加大
争夺力度，把中东当作它们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着眼于建立由其主导的世界新秩序，
其总体目标是依托美洲、称雄亚洲、控制中东，它通过“一张路线图”
、
“两个战场”
、
“三个外交
支点”
，对中东步步紧逼；欧盟以经济为主导，以能源合作为切入点，积极介入中东事务，将中东
视为其谋求世界一极地位的重要依托，一年多来，欧盟在中东的外交异常活跃，在伊核问题、巴
以冲突等中东事务中与美适度拉开距离，突出独立性，力图打破美的独霸局面，拓展自己在中东
的势力范围；俄罗斯视中东为其总体战略的纵深，是缓解和平衡美在中亚地区挤压其战略空间的
重要场所，打好中东牌，有望有效改善自己的地缘战略处境，牵制北约和欧盟，俄以伊核、巴以
问题等为切入点，展开中东务实外交，在一些问题上明显站在与美以对立的立场上，抵制西方的
渗透、控制和压力。①
中东石油是大国发展经济、提升其综合国力必不可缺的战略物资，因此美国、欧盟、俄罗斯
和日本等均从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围绕中东能源不遗余力地进行明争暗斗，争夺趋势愈演愈烈。
它们在中东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影响已根深蒂固，对中国与该地区国家开展能源合作心存
戒备，对于自己的势力范围竭力呵护，绝不容外来者染指，其中尤以美国表现最为突出。美国一
贯视我国与中东产油国的能源合作，是对美能源战略，尤其是对其全球战略的威胁。因此对中国
参与中东地区的能源合作始终采取遏制和排斥态度。另外，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石油公司，
也纷纷按自己国家制定的全球性能源战略，为谋取本国和本公司的利益最大化，从中作梗，阻挠
中国参与中东能源合作。伊战后，美国对中东地区能源控制能力大大增强，这一格局对中国更为
不利，它为美国增加了在能源上直接遏制中国的砝码，使中国利用与该地区国家良好的政治关系
开展正常的能源合作更加困难。
2．复杂多变的地区局势增大了中国与中东国家开展能源合作的风险。中东既是全球的“能源
库”，也是世界的“火药桶”，是连绵半个多世纪冲突的旋涡，更是民族、宗教、政治等纷争的
是非地。这都给中东的安全和稳定构成强烈冲击，使地区格局孕育着深刻复杂的嬗变，不确定因
素增多，安全隐患凸显，中国对此应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和对应措施。
3．境外民族分裂势力的威胁。个别中东国家对“东突”等分裂祖国的势力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甚至只要不危及本国政权，放任“东突”分子在其境内自由活动。这种态度助长了民族分裂
势力的能量和气焰，对我国国内的稳定产生了潜在的影响。此外，中东地区的局部战乱和动荡，
对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投资以及劳务和商品的出口等也起破坏作用。
4．中东产油大国沙特、科威特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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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中东国家开展油气合作已进行多年，近年来，每年往返于
这些国家去谈油气项目的各级各类代表团不可谓不多，但结果不理想，进展缓慢，不能令人满意。
由于多方面原因，除个别问题国家如苏丹、伊朗以外，实际进展十分艰难，缺乏实质性的大型开
发合作项目，有的则尚处于技术经济论证阶段。即使是伊朗，据了解，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
也存在利用能源牌的倾向，缺乏实质性的合同或订单。
① 黄培昭：
《大国竞相介入中东》[J]，人民日报 2006 年 12 月 14 日第 0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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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石油企业与外交驻外机构须进一步加强协调和沟通，密切合作。新世纪初，前外长唐
家璇曾说，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外交将是石油外交。自此，随着中国高层领导的适时出访，中国
的石油外交便有声有色、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2006 年中国的能源外交
更是达到了高潮，四大外交开局皆为石油，随后的一系列外交部署也与之密切相关。中国的石油
外交战略追求和谐世界下的良性竞争，一方面要与欧佩克、俄罗斯和美国等能源领域的强势者“连
横”，分享现行国际规则的好处，另一方面，也要同伊朗、苏丹、安哥拉以及印度这样的弱势者
①

“合纵”，促进新规则的建立。 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涉外石油企业与驻外机构的合作
缺乏默契与沟通，彼此互有抱怨，这是中国开展石油外交和中东能源合作中不应出现的一个不和
谐因素。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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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效；其次，一些中国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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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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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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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判效果大打折扣。

四、中国开展中东能源合作的历史性机遇
9·11 事件以后，美国和沙特等中东国家的关系出现裂隙，伊拉克战争更使中东产油国与美
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从而给了中国石油企业同中东产油国加强能源开发合作的最佳机会。一
方面，伊战严重激化了中东的民族和宗教情绪，美国的大中东民主改革计划，使中东各国在日夜
担心西方式民主改革会动摇他们的君主制政权基础的同时，还担心受美国操纵的后萨政权不仅有
可能恢复伊拉克在海湾战争前日产原油约 500 万桶/日的能力，而且还有可能使伊超过沙特成为全
球第一的产油大国，从而在欧佩克内主宰石油定价和份额分配，危及他们的重要收入来源。在这
一点上，美国与沙特等中东产油大国的利益并不一致，因此，这些产油大国亟欲另寻合作伙伴是
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中东需要拥有一个稳定的市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正在快速增长的发展
中国家，能源消耗巨大，市场潜力诱人，而且还与中东国家一直保持着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和友
谊。目前，沙特、科威特、伊朗等中东产油大国，都在逐步打破国家对能源部门的垄断，对本国
③

的能源项目进行国际招标。 因此，国内的能源专家普遍认为，中国与中东产油国逐步加强能源合
作的时机到了。除上述条件外，中国开展中东能源合作还受以下两个条件支持。
1．中国奉行不偏不倚的中东政策，受到该地区国家的普遍好评。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和中东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赢得了多数阿拉伯
国家的赞赏与支持。迄今，中国已同中东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与各国都保
持着长期友好合作的关系。所有这些，为中国开展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并为我国成功地从中东进口石油营造了良好的大气候和整体环境。
2．中国经济的腾飞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事实，令中东地区国家感到羡慕，他们对与中国合
作充满信心，因此乐意看到石油流向中国市场。中东产油国普遍看好中国巨大的石油需求市场，

① 谢奕秋：
《石油年·中国策》[J]，
《南风窗》2006 年第 9 期，第 17 页。
② 钱学文：
《中东、里海油气与中国能源安全战略》
，时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71 页。
③ 春辉：
《与中东能源合作莫失良机》
，中国石油报 2004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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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 9·11 事件以后，阿拉伯一些产油国出于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力图改
变长期以来过分依赖西方大国、在经济上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遂提出“能源东向”的经济能源
发展合作战略。其主要考虑是确保能源输出安全，通过扩大同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在石油等领
域的合作，努力实现石油勘探、开发、生产、销售体系和市场流向等方面的多元化，以此借助包
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各方力量牵制美国的霸权行径，缓解来自美国的压力，实现政治目的。
五、中国开展中东能源合作的对策建议
1．积极贯彻构建和谐世界的中国外交理念，为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创造良好条件，为
加强双方石油企业间的能源合作铺平道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之下，中方应密切
注意中东形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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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截、排斥和遏制的窘境。
2．改变思路，确立新的利益观和安全观，要在考虑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合作方利益乃至国
际社会的整体利益；要在考虑本国安全的同时，兼顾合作方安全乃至国际社会的整体安全；双赢
佳果才是确保双边能源合作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可靠保证。
3．在中东产油国中，石油资源量和产量参差不齐，有多有少。在当前条件下，中国搞能源合
作不能以量小而不为。某些中东产油大国出于政治目的，希望中国能够在中东问题仗义执言，而
在能源问题对中国表示出愿意加强合作的倾向，对此，中国方面应保持清醒的认识，采取灵活、
务实的对策。在当前条件下，要想马上进入沙特、科威特、阿联酋、伊拉克等中东产油大国拿大
项目，搞合作开发存在难度，因此应首先坚守阵地，保持已有的基础，然后再求发展。像苏丹就
是一例，2006 年新增石油探明储量 788.10%，这对中国石油企业而言，无疑是一利好消息。
4．中国石油企业参与中东能源的合作开发，中国政府应给予外交上的支持，并加强宏观指导。
在这方面，中国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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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快建立相对独立的能源管理部门。对于中国石油企业在工作、运营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政府应
给予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同时要创造尽可能多的条件，确保中国企业把参与项目的风险降
至最低，以减少国家利益的损失。
5．涉外石油企业与外交机构应加强协调和合作，特别应该引入适当、灵活、必要的激励机制，
充分发挥外交机构的中介、桥梁作用。在此激励机制下，中国的外交部门和驻外机构应紧跟高层
领导的步伐，积极开展能源外交，大力促进中国的中东能源合作。
6．要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两条脚走路的方针，在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开展能源
合作的同时，也要积极引进中东产油国的石油资金，用于国内石油项目的投资，其结果就是能够
大大减少世界石油市场的变动给中国带来的风险。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Middle East
Abstract：China is a country which is rich in coal and short of oil and gas. China’s energy shortage
is not the shortage in quantity, but the structural shortage. In recent year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rapid growth of its economy, the external dependency of China’s oil supply is increasing unceas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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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senior leaders developed active energy diplomacy and promoted the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Middle East oil producer countries vigorously. Under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s, it has not
only the necessity, but also a certain kind of security. China maintained friendly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Middle East oil producer countries. The political mutual aid, economic
complementarities, and cultural blending between the two sides created favorable cooperative
circumstances for China’s exploration of Middle East energy and its procurement of Middle East oil. As
for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Middle East energy cooperation of China’s oil enterprises, we
should face them bravely and solve them seriously.
Key Words: China; Middle East; Energy; Cooperation
注：本文发表于《国际观察》2008 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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