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 国际油价首次突破每桶 50
美元关口，开启了 10 年左右的高油价时
代。

这 10 年中， 国际油价起起落落，随
着我国石油进口量的增加， 国内成品油
价格随之起伏。 盘点一下这 10 年我国一
起经历的油价涨跌。

2004 年， 纽约市场原油价格从年初
每桶 30 多美元一路上涨， 于 9 月 27 日
突破每桶 50 美元大关。 并于 10 月突破
每桶 55 美元。 油价由此进入上升通道。

2005 年， 纽约市场原油价格先后突
破每桶 60 美元和 70 美元关口。 2007 年

突破 80 美元和 90 美元关口， 并于当年
年底逼近每桶 100 美元大关。

2008 年， 国际油价上演了一轮大起
大落的“过山车”行情。 从年初破百后，
一路飙升， 到 7 月中旬达到每桶 147.27
美元的盘中历史高点， 此后国际金融危
机爆发，油价急转直下，不到 5 个月跌幅
70%，年终已跌至每桶 40 美元以下。

2004 年至 2008 年，也是中国经济高
速发展和汽车保有量快速上升的时期。
一方面， 国内炼油能力跟不上需求的发
展；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成品油价格没有
理顺，出现国内油价和国际油价“倒挂”

的情况，国际原油价格越涨，国内成品油
销售商利润越小，排队加油的“油荒”现
象频现。

2008 年底， 抓住油价下跌的 “窗口
期”， 我国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
征收燃油消费税， 同时加强了国内成品
油价格与国际原油价格的关联度。

2009 年， 国际油价又迎来一波震荡
攀升的行情：从 40 美元到 70 美元，一个
个关口不断被突破。 并于 2010 年先后突
破 80 美元和 90 美元关口，2011 年再破
100 美元关口。 到 2012 年 3 月，国内成品
油价格首次进入“8 元”时代。

2012 年以来，国际油价起起落落，但
基本维持每桶 80 美元至 110 美元的价
位。 2013 年 3 月底，我国进一步完善国内
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 成品油价格进入
紧密跟随国际油价脚步涨跌的新阶段。

2014 年 6 月下旬以来， 国际油价转
入下跌轨道。布伦特油价从 6 月每桶 115
美元高点一路下跌至每桶 60 美元左右。

2014 年 11 月 29 日和 12 月 12 日，
国家两次上调成品油消费税， 国内汽油
和柴油消费税分别升至每升 1.4 元和 1.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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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控制了石油， 你就控制了国
家。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 石油是现
代工业的血液，二战以来，围绕石油上演了
一幕幕大国角力的大戏。

此轮国际油价骤跌，颇具戏剧色彩。 上
半年，在利比亚、乌克兰和伊拉克地缘政治
因素影响下，国际油价还在一路高歌猛进，
6 月 19 日，布伦特油价达到每桶 115.06 美
元的年内高点。 但 6 月下旬以来，随着地缘
政治因素缓解，国际油价即转入下跌轨道。
11 月 27 日，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决
定不减产，油价加速下滑。12 月 18 日，布伦
特油价跌至每桶 59.27 美元低点。

关于此轮油价下跌原因的种种讨论
中，阴谋论猜测逐渐上升。 是美国联合沙特
打压俄罗斯， 还是沙特意图挤出成本更高
的美国页岩油， 抑或某些国家在打击中国
蓬勃兴起的新能源产业？

“阴谋论的说法尚缺乏证据支撑，甚至
相互矛盾。 这其中忽略了全球石油供需格
局的根本变化。 ”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
部宏观室主任牛犁说。

2010 年至今年， 美国页岩油开发带动
全球石油产量大增每日 420 万桶。 今年 7
月以来，利比亚石油产量回升，OPEC 原油
产量也频超每日 3000 万桶配额。

从需求面看， 全球经济复苏低于预期，
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变革中的我国能源
依赖度正在减弱。 从 7 月到 12 月，国际能源
署等能源机构对石油需求增量的预测已从
每日 130 万桶下调至每日 60 万桶。

沙特石油和矿产资源大臣纳伊米近期
再次否定“阴谋”论。 他表示，OPEC 以外
产油国的不配合， 加上不正确信息的传播
和投机商的贪婪，对油价下跌推波助澜。

“供大于求下，即使 OPEC 限产，也会
有新的石油供应补充上来。 ”牛犁说，沙特
已抛弃了限产保价的传统战略， 取而代之
的是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市场份额。

石油兼具政治金融属性。 下半年以来，
美元走强，地缘政治趋于稳定，基金大量减
持多头头寸，加剧了油价的下跌。 同为大宗
商品，布伦特油价从 2011 年高点到目前跌
幅已超 50%，而黄金、期铜、动力煤等价格
则下降约 40%， 凸显了油价中的金融投机
因素。

石油价格战打响
中国能否成赢家

国际石油市场风云再起。
今年 6 月以来， 国际原油价格
一泻千里，已近“腰斩”。

一场石油价格 “战争”已
经打响，中国能否成为赢家？

那些年我们一起经历的油价涨跌
☆新闻链接☆

12日，证监会正式批准上海期
货交易所开展原油期货交易。酝酿
十 余 年 的 我 国 原 油 期 货 即 将 破
茧。

尽管对于我国原油期货能否在
国际原油定价权上竞得一席之地有
不同声音， 但不可否认， 此轮油价
下跌对我国能源战略部署既是机遇
亦有挑战，须精心筹谋。

油价大跌显著降低了我国的用
油成本， 也是我国增加石油进口和
加快储备建设的好时机 。 数据显
示，11 月俄罗斯对华原油出口同比
增长 65%， 我国从伊朗进口原油比
10 月大增五成。 但有无足够的储备
库容和对油价走势的精准判断，无
疑是制约因素。

油价下跌也为我国能源企业走
出去和引进资源提供良机 。 2009
年， 借油价大跌之际， 我国与俄罗
斯等资源国签署一系列油气合作协
议， 我国石油企业海外并购也大手

笔不断。
“油价下跌为资源并购提供了

机会， 但近年来我国企业海外并购
资源面临的税收法律风险不断上
升，需谨慎从事。 ”舒朝霞说。

从中长期看， 油价下跌对于我
国正加快推进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 却不算利
好。

油价“跌跌不休”已使煤制油
等煤化工行业步入 “寒冬”。 牛犁
说， 过低的油价无疑会打击可再生
能源、 电动汽车等产业前景， 抑制
研发投入； 成本降低也让一些落后
产能有了喘息的机会。

近期两次上调成品油消费税，
反映了政府在推动能源消费革命上
的态度。 专家建议，应抓住窗口期，
加快我国能源战略和政策体系的构
筑， 为结构调整持续深入创造良好
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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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腰斩”，一场阴谋？

“上周还感觉突破每桶 50 美元有
难度，现在觉得可能性很大了。 ”一位

多年从事油价研究的人士说。
这反映了国际油价的捉摸不定。纳

伊米表态， 不管油价降到 20 美元、40
美元、50 美元还是 60 美元， 对沙特来
说都无关紧要。能源咨询公司 IHS 副董
事长丹尼尔·耶金说， 页岩油开发成本
可能远低于市场预估。

“除非我国经济好转迹象明显，
否则进入明年 1 月份石油需求淡季，
国际油价突破每桶 50 美元、 下冲 40
美元也不是没有可能。 ”中石化经济
技术研究院首席专家舒朝霞说。

IHS 的预计，明年全球石油每日新
增产量 220 万桶，需求每日仅新增 100
万桶。 如果没有突发因素改变供需，油
价“探底”之程短期或将继续。

国际油价的持续震荡给各国政府
均带来较大不确定性。 俄罗斯、委内瑞
拉、 伊朗等财政收入严重依赖石油出
口的国家经济和政治风险都在上升。
而以我国为代表的主要石油进口国则
大幅降低原油进口成本， 短期内赢来
利好。

2004 年， 国际油价首次突破每桶
50 美元，开启了 10 年左右的高油价时
代。 此轮油价暴跌，其背景是北美页岩
油气“革命”后的全球石油供需格局转
变，以及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格局的重
构。 油价的平衡点在哪里？ 或将成为国
际经济格局重塑中不可忽略的因素。

油价的“底”在哪里？

我国能否成为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