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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能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由于资源的有限性 ,

加之能源需求量不断增大 , 近年来世界各国在能源上的竞争变得异

常激烈。中日两国之间也是如此。俄罗斯石油输送管道之争以及最

近东海油气田开发的冲突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 ,中日在能源领

域未必只有竞争这一条路。双方在节能 、核电开发 、石油储备以及建

立“东亚能源共同体”等方面合作的空间很宽广 , 加强这些方面的合

作有助于克服当前的困难和缓解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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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战略资源 ,其重要意义恐怕谁都没有异议 。迄今为

止的大规模战争多因争夺能源而起 ,相反 ,许多区域经济一体化

的形成又源于能源合作 ,例如 EU的雏形就是欧洲煤钢共同体。

能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 ,特别是作为国民经济“血液”的石

油 ,自上世纪 60年代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以来 ,其重要战略价

值经久不衰。2002年我国石油消费量已经超过日本 ,居世界第

二位 ,今后能源的需求量还将进一步增加。而日本石油几乎百

分之百依靠进口 。中日两国的石油进口地区又都集中于中东地

区。中日在能源领域可谓“狭路相逢”必有一争。2003年下半

年以来 ,中日之间先是俄罗斯石油输送管道之争 ,后来是中国在

东海海域开发油气田遭到日方的无理阻挠……双方在能源领域

的竞争大有不断升级之势 。难道中日两国在能源领域只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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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这一条路吗 ?我认为未必如此 。中日两国在能源领域仍然

存在合作的可能 ,而且合作的前景很宽广 ,意义也很重大。

一　中日两国能源的基本情况

(一)中国能源状况

1.能源总量供不应求 ,石油缺口突出。

2002年 ,我国能源生产总量为 13.9亿吨标准煤 ,而能源消

费总量为 14.8亿吨标准煤 ,供需差达到 0.9亿吨标准煤 。如果

从单独能源品种来看 ,石油缺口最大。近十年来 ,我国原油消费

量以年均 5.77%的速度增加 ,而同期国内原油供应增长速度每

年仅为1.67%。1993年中国再度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 ,石油生

产与石油总消费的缺口越来越大 ,只能依靠进口填补 ,而且进口

原油的56%来自于中东地区。(见图 1)到 2003年 ,中国进口石

油已增至 9113万吨 ,进口石油制品 2824万吨 ,占我国石油消费

图 1　我国石油生产与石油消费的缺口日益增大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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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幅度并不大 ,在能源结构中所占比重依然很小 ,使日本的能

源结构趋于合理化的最重要原因是核电站的迅速发展 。

二　中日在能源领域的竞争与摩擦

从以上对中日两国能源基本形势的分析可以看出 ,两国的

能源形势都很严峻。第一 ,两国都需要进口大量石油 、天然气 ,

而且中国的需求量还在日益增加;第二 ,两国石油 、天然气的进

口对象地区又都集中于中东地区 ,这就容易使两国利益直接发

生冲突 。再加上所谓“中国威胁论” 、政治外交方面的冷淡以及

国民感情变化等经济外因素的影响 ,使两国在石油 、天然气领域

发生了激烈竞争 。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中日围绕俄罗斯输油管

线之争和最近日本对我开发东海油气田的无理干涉。

1999年我国开始实施“走出去”的能源发展战略 ,采取多种

形式积极开发利用国外资源 ,实施能源进口多渠道化 。中国石

油集团与俄罗斯尤克斯石油公司之间 ,就俄安加尔斯克通往中

国大庆的石油管线计划的论证长达九年之久 ,但因日本的突然

介入而变得前途未卜 。日本政府提议出资 50亿美元 ,资助兴建

终点为临近日本的俄罗斯港口城市纳霍得卡的输油管道 ,另外

再为开发西伯利亚油田追加 20亿美元的资助 ,而其中的部分资

金为低息贷款。日本突然与中国竞争俄罗斯石油 ,其战略意图

十分明显:第一 ,分散能源风险 ,确保国家的经济安全。据称 ,如

果日本每年从俄罗斯进口 5000万吨石油 ,可把对中东石油的依

赖度从 86%降低到 60%。第二 ,与中国争夺亚洲石油中转大

国。日本认为 ,如果中国通过安大线进口石油 ,不但能满足国内

的需求 ,同时相当一部分还将转口至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等能源

需求大国 。日本之所以急于抢占俄罗斯石油管道 ,是希望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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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向中国进口来自俄罗斯的石油 ,提高石油购买的成本 。第三 ,

确保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的地位。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中

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日益扩大 ,如果俄罗斯将石油只提供给中

国 ,会使中国在东亚和远东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这实际等于削弱

了日本的地位。2003年 3 月 ,俄方曾提出一个折中方案 ,即把

输油管道在中俄边境附近分叉 ,建设分别通往中国和日本的两

条支线 ,但通往中国的支线将优先开工 ,日本曾对此表示反对。

尤克斯石油公司总裁被逮捕后 ,使石油管道的前途变得更加扑

朔迷离。

除了俄罗斯石油管道之争外 ,最近我国在东海地区进行的

春晓油气田群开发 ,也遭到日方的无理干涉。春晓油气田群位

于浙江省宁波市东南 350 公里的东海西湖凹陷区域 ,由四个油

气田组成 ,面积达 2.2万平方公里 ,目前正在由中国海洋石油总

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美国优尼科及英荷壳牌公司

联合开发。此次正在搭建的开采平台 ,距离日本主张的“中间

线”只有 5公里 ,比1998年开采的平湖气田一下子靠近了 65公

里。日本担心照此发展下去 ,中国在“中间线”附近建设大规模

的气田群会影响日本的利益。

中日之间对关于东海经济专属区的划界问题存在分歧 ,根

据国际海洋法的有关规定 ,中方认为按大陆架的自然延伸 ,我国

的经济专属区应在冲绳海槽附近 ,日方则认为应在东海的中心

线划界。中国政府在海洋资源开发问题上一直坚持“搁置争议 ,

共同开发”的原则 ,主张谁也不要采取谈判以外的动作 ,破坏现

状。中方从来也没有承认日方的所谓“中心线” ,但为了避免争

端 ,我方采取了非常克制的态度。中国从事开采的油气田全部

在没有争议的“中间线”以西 ,应该说已十分照顾到日本的“面

子” 。尽管如此 ,日方仍以所谓吸管作用即日方海域的石油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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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过去为由进行干涉 ,不分青红皂白地拒绝共同开发 ,或得寸进

尺地要求中国提供相关数据 ,分割部分油气资源 ,并租用挪威海

洋调查船进行资源调查。

由于篇幅所限 ,本文无法对上述事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但从上述事件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在能源领域的竞争与摩擦相当

激烈 。

三　中日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及其构想

中日两国在能源领域存在竞争 ,而且今后还将会更加激烈 ,

这恐怕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下结论

说 ,中日两国今后在能源领域只有激烈竞争一条路可走。如果

我们能换一种角度考虑问题 ,也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中

日两国的经济依存度已经很高 ,而且今后还会越来越高。两国

在能源领域的过度竞争只能导致两败俱伤 ,最终会影响两国的

共同发展 。过去中日两国在能源领域就进行过很好的合作 ,在

改革开放初期 ,北京十三陵水电站 、湖北鄂州火力发电厂 、湖南

五强溪水水电站等电力项目以及服务于能源领域的秦皇岛输煤

码头 、大秦输煤铁路等重大项目都使用了日元贷款 。这些项目

对缓解我国当时能源短缺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 ,现在

中日在能源领域仍有许多合作空间 ,例如双方在推广节能技术 、

开发利用核电 、石油储备以及新能源开发等方面就可以进行合

作 ,而且合作的前景也非常宽广。我相信 ,通过这些合作 ,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和缓解两国在石油 、天然气开采 、生产等方面

的竞争 ,而且这种合作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其意义远远大于

合作本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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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日两国在节能技术方面的合作

众所周知 ,日本是节能技术水平最高 、节能工作做得最好的

国家。早在 1979年日本就开始推行综合能源政策 ,当年 10月

颁布了《能源使用合理化法》 ,该法规定政府要对企业进行指导 、

建议和劝告。日本开发银行 、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和国民金融公

库对节能的设备投资及住宅投资(隔热材料等)提供低息贷款 ,

并对这些设备实行减税措施。由于采取上述政策 ,耗能较多的

主要生产部门不断降低能源单耗和原油单耗 ,1981年与 1973年

相比 ,各主要高耗能产品的能源单耗和原油单耗降低情况如下:

水泥分别为 76.2%和 10%,纸及纸浆分别为 91.1%和 69.4%,

染色处理为 75.2%和 67.9%,钢铁为 86.0%和 32.0%,平板玻

璃为75.0%和63.6%,炼铝为92.3%和78.8%。① 可见 ,在不到

十年的时间里 ,日本的节能效果十分明显 ,特别是原油单耗下降

幅度远远大于能源单耗的水平 。

节能的另一个方面 ,是设法提高家用电器等耗能用具的能

源效率。例如 ,双门冰箱(170升)的月平均耗电量 ,1973年制造

的型号为79.6度 ,而1980年生产的型号只有36度 ,即耗电量为

原来的 45%。同期 ,彩电 、空调设备和吸尘器的耗电量分别下

降为原来的 64%、65%和 84%。而汽车的燃料使用效率更是远

远超过欧美 。进入90年代以后 ,由于石油资源相对处于廉价 、

稳定供应状态 ,企业的节能意识有所下降 ,日本的产业能源效率

出现停滞 ,而且非生产性能源消耗出现增加的趋势 。但是 ,尽管

如此 ,日本仍然是目前世界上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最高和节能技

术最领先的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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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能源利用效率和节能方面取得了很

大成就 ,能源利用效率大幅度提高。但在单位产值能耗方面与

日本的差距仍然很大 。2000年 ,我国与日本在每万美元GDP 能

耗的比较 ,如果按汇率计算约为日本的近 10 倍 ,如果按购买力

平价计算也为日本的 1.2倍 。①在主要高耗能产品的单位耗能

方面 ,中国也比日本高出许多 ,如表 1所示 , 2000年 ,火电供电

煤耗高24%,钢可比能耗高 21%,水泥综合能耗高 44%,乙烯综

合能耗高 70%,平板玻璃综合能耗高 79%,载货汽车油耗高

122%。

表 1　2000年中日主要产品单位能耗比较

国内平均 日本 中日差距(%)

炼油综合能耗(kgce t) 117 73 +60.3

乙烯综合能耗(kgce t) 1212 714 +69.7

合成氨综合能耗(kgce t) 1200 970 +23.7

火电供电煤耗(gec kWh) 392 316 +24.1

钢可比能耗(kgce t) 781 646 +20.9

水泥综合能耗(kgce t) 181.0 125.7 +44.0

平板玻璃综合能耗(kgce 重量箱) 25.0 14.0 +78.6

纸与纸板综合能耗(tce t) 1.54 0.70 +120.0

　　资料来源:《能源政策研究》2003年第 6期 ,第 77页。

表1的数据表明了中日之间的差距 ,同时也说明我国在节

能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 。与日本相比 ,我国主要产品的能耗至

少可以降低 20%。倘若中日共同携手使这一目标变为现实 ,中

国的能源总消耗至少可减少 10%以上 ,其总量相当于现在中国

的石油进口总量 。再比如 ,节能环保(混合动力型)汽车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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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0年 ,每万美元GDP能耗 ,若按汇率计算 ,中国为 12.74吨标准煤 ,日本

为 1.31吨标准煤;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中国为 2.76吨标准煤 ,而日本则为 2.30吨

标准煤。参见《能源政策研究》 2003年第 6期 ,第 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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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合作大有可为。

2003年10月 ,中日韩三国首脑在巴厘岛发表新世纪进一步

促进和加强三方合作的联合宣言 ———《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

伙伴关系》 ,明确提出三国将扩大能源领域的互利合作 ,并共同

致力于加强地区和世界的能源安全 。韩国有关机构多次呼吁要

建立中日韩三国能源库 ,推动集团购买 、储备和流通 ,这样既可

降低费用 ,又可提高对能源危机的应对能力。许多中日韩的学

者也积极倡议建立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亚石油共同体”或“东

亚能源共同体” ,为东亚自由贸易区(FTA)和东亚经济共同体的

建立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 。欧洲之所以能够建立欧盟 ,是由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煤钢共同体。要实现东亚自由贸易区

构想 ,就应该在东亚地区建立一个能源共同体 。中日双方都应

积极创造条件 ,推动东亚能源共同体的建立。

结　语

综上所述 ,中日两国的能源供应状况都很紧张 ,能源形势都

十分严峻 ,能源直接关系到两国的切身利益 ,而且两国的石油进

口地又都集中于局势动荡的中东地区 ,两国在能源领域的竞争

不可避免 。但是 ,如果能够冷静地从双方的长远利益和可持续

发展的长期视野思考 ,我们就能够在竞争的独木桥之外找到更

多的共同利益。中日双方加强在节能 、核电事业 、石油储备 、石

油团购 、储备 、流通乃至建立“东亚能源共同体”等方面的合作 ,

就能克服当前的困难 ,缓解竞争并取得双赢和多赢效果 ,同时还

能起到促进循环经济社会形成和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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