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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石油定价权一直是世界各主要国家争夺的焦点，其中期货市场价格在国际石油市场定价中起决定作用。

作为全球第三大石油期货市场，东京商品交易所（TOCOM）的石油定价机制未能在亚太地区有效发挥作用，交易所

陷于石油交易萎缩的困境。TOCOM采取一系列新举措，未来计划在石油期货市场基础上推出电力、LNG期货，创立

综合能源交易市场。目前中国原油期货上市已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日本的相关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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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石油期货市场发展困境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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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il pricing has always been a competitive focus of the world’s major countries, especially futures prices which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international oil market pricing. As the world's third largest oil futures market, the Tokyo Commodity 

Exchange’s (TOCOM’s) oil pricing mechanism has failed to play an effective role in the Asia-Pacifi c region and the Exchange has 

fallen into an oil transactions decline predicament. TOCOM has adopted a series of new initiatives, planning to integrate electricity, 

LNG futures etc. into a comprehensive energy trading market based on the oil futures market. China crude oil futures have listed 

entering a substantial development stage where the related Japanese experience offers valuable les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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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能源金融的核心，能源的市场化定价机制备受关

注。虽然未来太阳能、生物能源等可再生能源比重逐步上

升，但石油等化石燃料仍将作为世界主要能源，对全球经

济产生重要影响。在国际石油价格形成过程中，石油的金

融属性日益突出，全球能源金融市场的焦点在世界各主要

国家围绕能源商品尤其是石油定价权的争夺。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石油市场建立以来，石油定

价机制几经演变，由欧美石油公司定价到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定价，之后随着国际石油期货市场发展，逐步

形成以石油期货价格为主导的市场定价模式。目前全球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体系，石油定价

机制日臻成熟[1]，形成了主要包括西北欧、地中海、加勒

比海、新加坡和美国的五大现货市场；纽约商业交易所

（NYMEX）、伦敦洲际交易所（ICE）和东京商品交易所

（TOCOM）全球三大期货市场，期货市场价格在国际石

油市场定价中起到关键作用。

近年来我国石油消费放缓，但仍呈低速增长态势。

2014年我国石油表观消费量为5.18亿吨，同比增长3.7%；

石油净进口量为3.08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达59.5%，比

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2]。虽然我国已是世界第四大石油生

产国、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石油进口国，但是在亚太石油

定价体系中一直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进口中东石油甚至

需支付“亚洲溢价”。为提升我国对国际原油价格的话语

权，增强我国石油石化企业应对国际市场价格风险的能

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重建并发展我国原油期货商品交

易市场意义重大[3]。目前，我国原油期货上市工作已进入

实质性推进阶段，2014年12月中国证监会批准上海期货交

易所开展原油期货贸易以来，原油期货市场建设逐步深

化，2015年3月与6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出资设立的上海国

际能源交易中心先后公布了首批与第二批业务规则征求意

见稿，向市场公开征求意见。

日本国内能源匮乏，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能源

消费量很高，其中石油消费量和石油进口量均居全球第三

位。日本于1999年开设石油期货市场，推出汽油和煤油期

货交易业务。2001年东京商品交易所推出中东原油期货合

约，并迅速发展为全球第三大石油期货市场。但2004年以

来东京商品交易所面临石油市场交易减少甚至萎缩的困

境，交易规模、影响力与纽约、伦敦交易所相距甚远，也

未能形成亚太地区原油有效定价机制。近年来，日本采取

一系列新举措，计划推动电力、LNG期货上市，准备创建

综合能源交易市场。日本石油期货市场建设的相关经验、

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1　日本能源结构特点与能源发展战略概况

2014年全球共计消费一次能源129.28万亿吨油当量，

其中日本位于中、美、俄、印之后，居世界第五位，能源

消费4.56亿吨油当量。在一次能源中，日本原油消费量为

世界第三位，原煤为第四位，天然气为第五位[4]。

1.1　日本能源供需结构特点

1.1.1　石油需求呈下降趋势，但在一次能源中占比仍较高

2 0 1 3财年①日本终端能源消费量为1 3 9 8 4拍焦耳

（PJ）②（折合3.61亿千升原油）[5]。作为能源消费大国，

随着产业部门和民生部门推进石油向电力、城市天然气等

燃料转换，以及汽车产业节能技术的提升，近年来石油消

费呈减少趋势，2013财年石油占日本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

从1990财年的53.5%降至48.9%，但仍远高于11.3%和0.5%

的煤炭、天然气占比。

从供应角度来看，2013财年日本一次能源国内供给

量③为20999拍焦耳（折合5.42亿千升原油）④，其中日本

国内产量1813拍焦耳，进口量高达20159拍焦耳，出口量

1211拍焦耳，库存增加238拍焦耳。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

发生后，核能发电停止，核电占一次能源比重从2010财年

的10.8%降至2012财年的0.6%，与此同时，石油从43.7%升

至47.3%，煤炭从21.6%升至22.6%，天然气从17.3%升至

①日本会计年度从当年4月至翌年3月，2013财年即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
②拍（P）是十进倍数词头，表示因数1015，即10的15次乘方。
③一次能源国内供给量＝ 一次能源总供给量－出口量＋（－）库存减少（增加）量

＝ 一次能源国内产量＋进口量－出口量＋（－）库存减少（增加）量。
④日本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在《能源白皮书》中解释：一次能源国内供给量与终端能源消费量之间的差额主要体现在发电损失、输送损失以及发电、加
工转换部门自己消费等，终端能源消费量约为一次能源国内供给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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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6]。2013财年化石燃料（天然气、煤炭、石油）占发

电能源比例高达88.33%，而这一比例在2010财年为62%[7]。

作为国民生活和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自然资

源，提高石油利用效率、保证石油供给仍是日本面临的重

要课题[8]。

1.1.2　对外依存度高，进口来源地集中于中东地区

从一次能源总供给结构变化来看，1990财年日本

石油依存度⑤为56.9%，其后呈减少趋势，2013财年降至

45.7%。日本原油95%以上需要进口，原油进口主要来自

中东地区。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期，日本78%的原油

来自中东地区。石油危机后，日本扩大了从中国、印度尼

西亚、墨西哥等地的原油进口，1985年从中东地区进口占

比降至68%。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自身发展需要，以

及中东以外的其他产油国出口能力减弱，日本对中东的依

赖再次加强，2013年83.36%的进口原油产自中东地区。

1.2　日本能源发展战略概况

作为能源消费大国，由于国内能源匮乏，日本将能源

战略和计划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对能源尤其是石油的

需求急速增加。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在高油价的

重压下，日本将开发石油替代能源、开展节能运动、调整能

源结构等作为重要课题，并从法律层面明确各主体的责任和

义务，例如1979年出台《关于合理使用能源的法律》，1980

年颁布《关于促进开发和引进石油替代能源的法律》（以下

简称“替代能源法”）等，强化了核能、LNG、火力发电用

煤炭、新能源等开发与引进的官民一体的体制。

进入21世纪以来，能源供给紧张以及全球化时代的

环境问题凸显，为全面有效推进能源政策，日本于2002

年出台《能源政策基本法》，确立了“3E”目标，即能

源稳定供给（Energy Security）、经济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环境（Environment）。2009年在修订“替

代能源法”的基础上，颁布《关于促进开发及引进非化石

能源的法律》，将开发重点从石油替代能源向核能和可再

生能源等非化石能源转移。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及福岛核事故后，核能安全隐

患问题突出。2012年9月，日本出台《革新性能源及环境

战略》，通过最大限度节能及可再生能源等绿色能源的使

用，减少对核能和化石燃料的依存度，提出三大支柱，即

努力使零核电社会成为现实、实现绿色能源革命、实现能

源稳定供给。同时提出“3E+S”的目标，即以追求能源安

全性（safety）为最优先的前提。

2 0 1 4年 4月，日本政府制定了《能源基本计划

2014》，提出构筑“多层次、多样化、灵活的能源供需结

构”。其中提出，石油不仅是未来继续被广泛利用的重要

能源，而且是危机时能源供应的最坚实保障，因此有必要

进一步优化资源供给，加强石油产业经营管理。

2　日本石油期货市场的国际地位及经营特点

东京商品交易所与纽约商业交易所、伦敦国际石油交

易所共同构成全球三大期货市场，但东京商品交易所在国

际石油市场定价中的作用亟需提升。

2.1　日本在全球能源金融市场的地位

2001年，东京商品交易所（TOCOM）推出中东石油

期货，并发展为全球第三大石油期货市场，形成与纽约、

伦敦两个交易所不同的原油期货交易机制（见表1）。

2.2　东京商品交易所石油期货交易市场特点

与纽约商业交易所和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相比，东京

商品交易所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2.2.1　从发展历程看，起步晚，交易品种不断充实

1984年，依据《商品期货交易法》，经日本农林水

产省和经济产业省批准，东京纤维商品交易所（1951年成

立）、东京橡胶交易所（1952年成立）和东京黄金交易所

（1982年成立）合并后成立东京工业品交易所，1999年开

设石油市场，推出汽油和煤油期货交易业务；2001年推出

中东原油期货合约；2002年与新加坡交易所合作推出中东

原油期货合约；2004年向石油市场引进期货转现货（EFP）

和期货转掉期（EFS）交易，与全国其他商品交易所共同出

资成立日本商品结算机构；2010年建立新的交易系统，并

于2010年9月延长交易时间，除白天9时至15时日常交易，

还设立夜间交易市场，便于欧美等海外投资者交易；2010

⑤石油依存度＝ 石油总供给量/一次能源总供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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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开设中京石油市场，汽油和煤油商品上市；2013

年2月更名为东京商品交易所（TOCOM）；2013年11月，

与Ginga Energy Japan合资成立日本场外交易公司（Japan 

OTC Exchange，JOE），以场外交易市场运营为主。

目前，东京商品交易所主要经营原油、汽油、煤

油、黄金、白银、玉米、大豆、橡胶等18种商品，2014财

年汽油商品交易量占17.85%，贵金属占67.74%，橡胶占

10,12%。在亚洲市场，东京商品交易所推出的中东原油期

货为石油现货交易价格提供了一定参考。

2.2.2　从交易工具来看，采用日元本币计价，但未形成亚

太地区原油有效定价机制

众所周知，石油美元计价历史由来已久，20世纪70年

代，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订一系列协定，致使沙特阿拉伯

石油出口全部以美元计价。两伊战争爆发后，OPEC成员

的长期分歧使美元进一步统治OPEC的石油标价权，石油

的美元本位制几乎无法撼动。

东京商品交易所的中东原油期货是全球唯一以非美元

定价的原油场内金融产品，采用日元本币计价，其计量单

位也不同于欧美通行的“桶”，而是日本国内通行的“千

升”，这种做法为日本甚至亚洲地区投资者减少了汇率结

算风险，提供了保值需要，但由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且

受制于美元石油的霸主地位，其交易量极其有限，2011年

东京商品交易所中东石油期货只占全球三大交易所期货交

易量的1%，而同期纽约商业交易所的WTI期货占62%，伦

敦国际石油交易所的布伦特期货占37%。

2.2.3　从参与主体来看，个人投资者比重较大

对东京商品交易所市场参与主体的调查结果显示，

从成交量来看，2014年9月市场参加主体中，从事期货

自营交易的投资公司、基金和投资信托等机构投资者

占33.2%，石油公司、商社、流通与加工公司等企业占

12.3%，个人投资者占30%[9]。而纽约商业交易所市场，石

油公司等占比超过40%，专业的机构投资者活跃，个人投

资者占比很少。从交易持有量来看，东京商品交易所市场

个人投资者占比高达45.5%，石油公司等占26.8%，机构投

资者占5.3%，个人投资者持有较长时期的头寸。东京商品

交易所的机构投资者比例低，成为市场扩张的阻碍。

3　日本石油期货市场困境及调整

近年来，日本石油期货市场面临交易减少甚至萎缩的

困境，石油期货商品交易份额也呈下降趋势。

3.1　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从各种石油期货商品交易量看，自1999年起，东京

商品交易所陆续推出汽油、煤油及原油等商品后，2003年

达到7175.8万手的最高交易纪录，但之后规模持续减少，

2014年仅为345.8万手，为峰值的4.8%（见表2）。

从不同期货商品交易量所占份额看，2005财年位于东

京商品交易所期货交易量前三位是石油、贵金属和橡胶，所

占比重分别为65.9%、46.5%和14.5%。2014财年石油期货所

占份额降至15.2%，贵金属升为67.6%，橡胶制品为10.8%。

值得关注的是，国际原油价格从2014年6月开始大幅

波动，截至2015年3月末价格下跌近50%，目前布伦特原

油价格在每桶55至60美元的区间内波动。东京商品交易所

石油商品交易量增加，2015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86%，其

中原油交易量增长277%，汽油增长56%，但与峰值相比，

交易量仅为当时的十分之一。

日本石油期货市场交易低迷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

资料来源：根据TOCOM资料制作

市场名称 所在地 主要交易商品 合约单位 报价 会员机制

纽约商业交易所
（NYMEX）

美国纽约
WTI轻质低硫原油期货、期权，
WTI轻质低硫原油日历差价期权

1000桶 美元/桶
清算商和企业投资者（交易所审
核通过）、个人投资者

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
（IPE）

英国伦敦
布伦特原油期货，布伦特原油
期权

1000桶 美元/桶
在洲际交易所（ICE）欧洲所在
地有实体办公室，满足ICE欧洲
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东京商品交易所
（TOCOM）

日本东京 中东原油期货 100千升 日元/千升
经纪商（日籍）、交易商（日
籍）、其他投资人（不限国籍但
必须通过经纪商进行交易）

表1　全球三大原油期货商品交易市场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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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字达9亿日元，同比增加15.6%。为了提振其在亚洲地区

期货市场的重要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建立的东京石

油期货市场基础上，2013年12月东京商品交易所宣布努力

推进电力、LNG期货上市，为创立综合能源交易市场做准

备，目的在于建立可信性更高、透明度更好的价格指标，

反映能源供需状况，防止投机资金过度流入[10]。具体措施

主要包括四方面：第一，增加交易量，吸引海外投资者和

国内机构投资者；第二，扩大交易品种，在国外商品交易

所共同上市；第三，电力自由化改革过程中，建立电力期

货交易市场；第四、建立LNG期货交易市场。

根据计划，未来三年将是市场整合的关键时期[11]。

在石油期货市场建设方面，东京商品交易所开始实施多项

措施。

3.2.1　扩大石油市场不同商品间点差交易（spread trade）

范围

为了唤醒低迷的石油市场，引入更多石油炼化企业进

入市场，从2014年3月起，东京商品交易所改变对同一商

品指定两种不同期限价差进行买卖交易的做法（Standard 

Combination Order，SCO），首次尝试对不同种类商品实

施SCO。

3.2.2　调整延长交易时间

2014年7月，东京商品交易所将白天交易时间从9时至

15时30分变更为9时至15时15分，交易休止时间从1小时30分

缩短至1小时15分，夜间交易时间从17时至凌晨4时变更为16

一，地缘政治风险导致投机资金流出。例如叙利亚政局危机

导致中东地区石油价格急速上涨后回落，加之美国财政悬

崖、量化宽松政策（QE）退出等因素，投机资金流出石油

市场。第二，受日元汇率影响。日本从海外进口原油，在国

内进行深加工，形成汽油等成品，东京商品交易所进口中东

石油采用日元计价，日元贬值时，进口价格上升带动中东原

油价格上升。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元下跌日元升值，

1美元兑124日元跌至2011年10月的75日元，日元对美元汇率

突破战后最高值，日本国内石油价格涨幅回落，而日本个人

投资者偏重“做多”，在价格涨幅缩小时，投资者追加投资

热情减弱，石油交易量难以扩张。第三，机构投资者参与程

度低。与纽约、伦敦期货交易市场不同，目前日本石油开

发、炼制、批发、零售等业界相关投资者参与数量有限。东

京商品交易所创立后，太阳石油、出光兴产、新日本石油

（现为JX日矿日石能源）等成品油炼化、销售企业均参与

日本石油商品期货交易，并以东京商品交易所期货交易价格

作为其决定结算价格或合同价格的一个指标。虽然目前日本

石油企业偶尔参与交易，但东京商品交易所并未形成对石油

企业业务进行有效资产配置的市场。与之相比，欧美同业相

关企业不仅出于投资目的参与市场交易，而且近半交易以对

冲风险、确保收益为目的。

3.2　东京商品交易所石油期货市场发展方向及新举措

近年来，东京商品交易所经营收益恶化，2013财年

资料来源：日本商品清算机构

年份 汽油 煤油 原油 柴油 合计

2003年 4238.2 2719.3 180.9 37.2 7175.8

2004年 3951.8 2849.1 228.4 129.2 7158.6

2005年 2942.0 1708.6 198.1 4.3 4853.1

2006年 1788.6 852.0 196.1 0.8 2837.6

2007年 1116.5 503.6 148.9 0.8 1769.8

2008年 580.0 274.9 75.5 0.8 931.4

2009年 371.7 174.2 62.4 0 608.4

2010年 287.4 147.9 94.3 0.4 530.1

2011年 246.2 90.0 129.7 1.1 467.1

2012年 239.0 74.6 128.5 0.9 443.2

2013年 225.8 92.5 116.6 0.5 435.4

2014年 187.0 69.0 89.7 0.1 345.8

2015年1-3月 60.0 13.9 66.6 0.02 140.5

表2　东京商品交易所石油相关商品交易量变化

单位：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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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30分至凌晨4时[12]。此举在于提升东京商品交易市场的便

利性，进一步与欧洲市场接轨，并以此提高市场流动性。

3.2.3　加强与国外石油商品交易所合作

2014年3月，东京商品交易所与迪拜商品交易所

（DME）签署备忘录，加强合作关系，共同开发原油等能

源市场产品[13]。迪拜商品交易所创立于2007年，是中东地

区最大的国际能源期货和商品交易所，其主要产品是阿曼

原油期货，阿曼原油期货价格是阿曼和迪拜原油官方售价

的唯一基准，也是中东出口到亚洲的指标性价格。阿曼政

府原油产量近半数在迪拜商品交易所交割。迪拜商品交易

所与东京商品交易所的合作将有助于促进亚洲石油期货市

场价格的形成。

3.2.4　创设石油场外市场

2013年11月，东京商品交易所与新加坡经纪商银河

石油公司（Ginga Petroleum）共同设立日本场外交易公司

（Japan OTC Exchange, JOE）。2014年6月，开始交易原

油、汽油、煤油、柴油等的金融衍生商品。2014年9月，

JOE追加LNG交易，力图突破LNG依赖石油联动定价，向

创立综合能源市场迈出了重要一步。

由于日本央行持续大规模推行扩张货币政策，日元

急速贬值，加之美国经济呈现复苏迹象、原油价格大幅下

降等因素，从2014年9月起东京商品交易所交易量有所提

升。电力改革将于2016年4月进入零售全面解禁的最终阶

段，建立电力期货市场有助于推进东京商品交易所综合能

源市场功能。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资源整合扩大石油期

货交易规模，扩充多元化交易主体，改善经营收益，将成

为东京商品交易所石油期货市场的主要课题。

4　对中国原油期货市场建设的启示

作为世界能源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石油期货市场的

运行及发展对全球石油的供求、价格等影响深远。20世纪

90年代我国曾建立石油交易所，并推出过原油期货商品。

1993年上海石油交易所首先推出石油期货交易，之后华南

商品期货交易所、北京石油交易所等相继推出石油期货合

约。但由于缺乏成熟的市场体系和管理经验，原油期货交

易后来退出了市场。由于国内缺乏规避价格风险的有效工

具，我国石油企业不得不在国际期货市场利用套期保值工

具，受制于境外市场环境，增大了交易风险。

随着经济改革和能源、金融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化，我

国在原油期货市场建设方面也取得实质性进展。原油期货

市场能否长期稳定运行，关键取决于是否具有维持交易规

模和交易活跃度的市场吸引力[14]。日本石油期货市场的经

验、教训值得借鉴。

4.1　本币计价不是掌握石油定价权的关键因素

目前国际原油贸易主要以美元结算为主，东京商品

交易所推出的中东原油期货是全球唯一采用本币定价的产

品，虽然此举旨在减少日本投资者的汇率风险，但创建十

余年来并未成为提高成交量、吸引投资者的有效工具。

在上海原油期货合约设计中，以人民币计价，推进人

民币国际化成为共识。从短期看，欧元由于欧盟部分国家

陷入债务危机和经济低迷而难以在短期有所作为，日元、

卢布等影响力仍显不足，彻底改变石油美元的格局未形

成。从长期看，原油计价货币多元化趋势不可逆转，围绕

原油计价货币之争将更加激烈。但在推行亚太原油贸易人

民币计价的同时，更要充分认识掌握定价权的根本要素，

即市场供求因素、充足的石油储备、透明的场内和场外交

易市场、活跃的交易量、多元的参与主体等。

4.2　石油期货必须有成熟的现货交易做基础

日本的石油期货市场是在良好的现货交易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东京商品交易所石油期货上市前，各石油公司

可以自由进口石油产品，石油现货市场基本开放。在中国

现行体制下，由于大石油企业形成垄断格局，我国现货市

场存在市场参与主体有限、原油贸易流动受阻、缺乏风险

对冲机制、市场化程度不高四大问题[15]，并未形成真正意

义上的原油现货市场。目前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中国海

油三大石油公司建立了各自的原油生产、炼化和进出口体

系，其他企业基本依赖于这几家大公司，这种现状不利于

原油期货的发展，应逐步放开石油、天然气的市场准入和

进口权限，加快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在此基础上引入民营

资本，形成竞争性更强的市场。

4.3　微观层面，积极引入多元化参与主体

日本石油期货市场创设之初，曾受到多家大型垄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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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公司的抵制，认为石油无法作为一种期货商品进行交易。

但当时市场采用对同种商品不同期限价差交易（SCO）方

式，减轻了加工成品油的边际变动风险，提高了石油加工、

销售企业参与期货市场交易的积极性，随着新日本石油的加

入，几乎所有大型石油公司均逐步加入这一市场。目前东京

商品交易所仍在不断改良对SCO的市场设计，力图促进日本

石油企业收益提升，带动石油期货市场发展。

在全球原油价格大幅波动背景下，我国石油企业对

石油期货套利保值功能需求更加迫切。2014年下半年以来

国际油价大幅下滑，由于国内大型石油企业都是一体化经

营模式，每年需要进口大量原油，油价下跌使企业风险增

加，其保有的原油、成品油库存等在价格大幅波动时缺乏

有效的避险工具，因此企业要求涉足原油期货产品的意愿

很强。但是由于缺乏多元化参与主体，无法形成交易市

场，因此必须打破垄断，鼓励其他石油公司进入市场，同

时创造条件吸引更多国内外金融机构参与交易，形成健康

活跃的市场。

4.4　制度层面，制定并不断完善法律法规

日本规范期货市场的法律法规很多，例如《证券交易

法》、《投资信托及投资法人法》、《银行法》、《公司

法》、《资产流动化法》、《商品期货交易法》等，对交

易所、交易产品、结算、管理、处罚、监管等都有详细规

定。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我国相关政策法规基本健全，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境外交易者从事境内特定品种

期货管理暂行办法》、《原油和燃料油期货保税交割管理

相关办法》等法律法规都在近年出台，这将有力地保障原

油期货的顺利运行。但是我国目前在市场监管和外汇管理

等方面仍有严格的约束，在形成符合市场需求的、适合我

国现阶段国情的优化机制的同时，还需制定石油期货相关

交易规则，以法律形式确保市场的公平与效率。

4.5　加强与境外石油金融市场合作，扩大对亚太地区

原油定价机制的影响力

在当今全球石油定价体系中，亚洲地区缺乏应有的话

语权。目前日本积极利用境外石油资源，争取扩大对亚太

地区石油、LNG等价格主导权。2014年10月，上海国际能

源交易中心与迪拜商品交易所签署谅解备忘录，共同促进

中东资源集中地与亚太消费集中地的原油市场联动，促进

原油期货市场建设。今后，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亚洲国家

在石油金融市场的合作，创造共同的交易平台，在亚太地

区原油、LNG等市场定价上提升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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