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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石油

关于深化中缅油气合作的思考
冯保国[1]

[ 摘  要 ]中缅油气管道架起了全面推进中缅油气合作的桥梁，而缅甸所具有的较为丰富的油气

资源，以及缅甸经济发展对通过国际合作加快油气资源开发的强烈愿望，为全面推进中缅油气合作

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基础。中国油气企业应秉承“管道 +”的合作理念，以中缅油气管道纽带，力

求形成油气产业业务链和资金链的闭环循环，进一步发挥中缅油气管道作为“一带一路”国际倡议

示范项目的功能作用，全面提升中缅油气合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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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缅甸国事

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 33 项加速推进“一带一路”

倡议的大规模基础设施以及贸易合作协议。习近平

主席提出，中缅双方要从“加快发展对接，建好经

济走廊”“聚焦龙头项目，加强互联互通”“扩大贸

易投资，密切地方合作”和“深化人文交流，促进

民心相通”四个方面推进中缅关系发展，共同致力

于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这将为中缅两国关系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在中缅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

中，双方同意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动中

缅经济走廊从概念规划转入实质建设阶段，着力推

进皎漂经济特区、中缅边境经济合作区、仰光新城

三端支撑布局和公路铁路、电力能源等互联互通骨

架建设。这无疑为全面推进中缅油气合作提供了新

的契机，有利于进一步围绕中缅油气管道深化油气

合作，提升中缅油气合作水平。

一、中缅油气管道为全面推进中缅油气

合作奠定了深厚基础

中缅油气管道是中国着眼于能源安全保障所建

设的四大油气战略通道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伴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油气对外依存度持续攀

升。与此同时，2008 年美国所爆发的“次贷危机”

对世界政治经济局势产生的深刻影响直至今日尚未

完全消除，特别是随着美国页岩油气革命的发展使

其看到了能源独立的曙光，再加之遏制中国崛起已

经渐渐在美国政界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奥巴马政府

时期制定并实施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将东盟国

家拉入美国的战略范畴，影响与中国的传统友好邻

邦关系。这些因素相互交织，使中国能源安全面临

潜在风险。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中国着力建设四

大油气战略通道，除海上通道外，依托周边国家的

油气资源和领土接壤及友好邻邦优势建设了中俄油

气管道、中亚油气管道和中缅油气管道。特别是中

缅油气管道的建设使中国绕开了具有战略价值的马

六甲海峡，开辟了从印度洋接卸国际油气资源之后

再通过中缅油气管道输送至中国的新通道，使中国

的海上油气进口通道避免受到极端条件的影响，提

升了利用国际油气资源满足国内需求的供应安全保

障能力。

（一）中缅油气管道贯穿缅甸强化了其油气基础

设施能力

石油和天然气作为现代经济发展必不可缺的能

源产品和工业原料，油气基础设施的重要程度不言

[1] 冯保国，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资金部副总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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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喻。对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缅甸而言更是如此。

中缅油气管道途经缅甸若开邦、马圭省、曼德勒省、

掸邦等 4 个省邦。其中，原油管道由中国石油和缅

甸油气公司合资建设，以缅甸西海岸马德岛为起点，

全长 771 公里，设置站场 5 座，缅甸境内设计年输

量 2200 万吨，缅甸下载量 200 万吨，建设的一座

规模为 30 万吨级原油码头，使马德岛港成为缅甸

第一座现代化的大型国际原油港口；天然气管道由

中国石油、韩国浦项制铁大宇公司、印度石油海外

公司、缅甸油气公司、韩国燃气公司、印度燃气公

司共同出资建设，从若开邦皎漂兰里岛开始，敷设

22 公里后与原油管道并行或同沟敷设，全长 793 公

里，设置站场 6 座，年设计运输量 120 亿立方米，

缅甸下载量为管输量的 20%。中缅油气管道的建设

和开通，在大大增强了缅甸油气基础设施能力的同

时，也由于多家外国油气公司的参与带动了其利用

外资的水平，并随着管道建设协议中所规定的下载

石油和天然气量的实际运行，增强了管道沿线地区

和民众利用现代能源发展经济、提升生活质量的能

力。同时，也使缅甸油气出口市场更加多元化，逐

渐改变了 80% 天然气出口泰国的单一市场格局。而

中国伴随经济增长日益增加的油气需求，更有利于

缅甸政府下定决心优化其营商环境，吸引国际资本，

加大对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力度。

（二）中缅油气管道惠及缅甸经济发展和民众 

福祉

中缅油气管道项目作为践行“一带一路”国际

倡议的先导示范项目，很好地体现了政策沟通、设

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五通”

特点，将油气、资本等国际资源注入到了缅甸经济

发展，带动了管道沿线油气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开

发。截至 2019 年 12 月，中缅油气管道项目为缅甸

社会贡献税收、路权、缅甸员工薪水、股东分红等

近 5 亿美元。特别是中缅油气管道始终坚持在沿线

系统性开展社会公益项目造福当地民众的做法，截

至 2019 年 12 月，累计投入 2700 多万美元在管道

沿线开展社会经济援助项目 282 个，支持教育、道

路交通、电力、医疗、饮水、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近 3 万名缅甸青少年的就学环境得到改善，

近 90 万人获得了更加便利可靠的医疗服务，许多

村庄实现了 24 小时供电、安全清洁饮水，提升了

当地民众生活便利化和现代化。另一方面，有相关

数据显示，先后有 226 家缅甸本土企业参与了中缅

油气管道项目建设，本地采购支出占项目一期工程

总投资的 1/4，项目累计用工超过 290 万人次，施

工高峰期当地用工达 6000 多人。同时，中缅油气

管道进入运营阶段后，雇佣缅籍员工 900 多人，本

土化率 80%，近 200 名优秀的缅籍员工走上了重要

岗位成为公司的中坚力量。

因此，中缅油气管道虽然源自中国提升能源安

全进行建设，但由于管道跨越缅甸境内的四个邦，

管道长度接近 800 公里，且建设了现代化的油气接

收港口码头，显著提升了缅甸油气基础水平。再加

之缅甸可下载管道原油 200 万吨、天然气管输量的

20%，以及管道建设和运营的本地化用工，实实在

在地惠及了缅甸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民众福祉，从而

为以油气管道为基础提升中缅油气合作水平奠定了

坚实基础。

二、缅甸丰富的油气资源为全面提升中

缅油气合作水平创造了良好条件

原油和天然气是油气管道运营的基本介质。没

有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稳定将使油气管道失去其存

在的根本意义。当前阶段，中缅油气管道所输送的

石油和天然气主要来源于中国油气贸易商在国际油

气市场的采购，所采购的缅甸资源量较为有限。而

缅甸也是一个油气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如果能够

通过参与缅甸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将其油气储量

资源转变为现实的产量，无疑将进一步提升中缅油

气管道所输送油气资源的稳定性，更有利于落实中

缅油气管道所肩负的能源安全保障使命。

（一）缅甸油气资源较为丰富

缅甸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石油和天然气在其

内陆及沿海均有较大蕴藏量，主要分布在缅甸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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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沿海地区，已确知的原油储量 32 亿桶、天然气

储量 2.54 万亿立方米，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第 10

位。按照亚洲开发银行能源评估报告，缅甸共有

104 个油气开采区块，其中内陆开采区块 53 个，近

海开采区块 51 个。根据 BP 世界能源统计（2019

年），2018 年末缅甸探明天然气储量 1.2 万亿立方

米，储采比 65.6。因此，中缅油气管道建设的初

期，缅甸就提出了将近海天然气资源开采后通过管

道向中国出售的设想。这也体现了缅甸对借助中缅

油气管道加快其油气资源开发的急迫需求。

（二）缅甸油气资源开发程度较低

缅甸石油开采已经有百余年历史。1853 年第

一个陆上油田仁安羌（Yenangyaung）油田开采的

石油就已经出口到欧洲。之后，陆续发现了 30 多

个油气田，但是目前仍在生产的油气田大多是从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进行开发的新油气田投入开发

比较少，目前年原油产量 5000 多万桶，天然气产

量 178 亿立方米，且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缅甸

陆上油气产量较低，大部分地区仍未被勘探。由

于现存的地震、地质等资料非常有限，对缅甸的

地质特征和地质环境等认识仍不够充分，导致海

上油气资源勘探程度更低，只是粗略地划分了孟

加拉湾的若开（Rakhine）盆地、阿达曼海的马达

班（Moattama）盆地和德林达依（Tanintharyi）盆

地等三个沉积盆地。在这三个海上盆地中已发现

10 个大小不等的油气田，均在水深 200 米以内的 

浅海。

（三）缅甸对开发油气资源愿望迫切

缅甸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石油和天然气工业

在其财政收入中占比接近一半，天然气出口占其外

汇收入的比例超过 25%。随着近年来由军政府逐

渐向民主制政府转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相继

解除了对缅甸的经济制裁，特别是中缅油气管道投

产之后，缅甸对加快开发其石油天然气资源表现出

了更加急迫的愿望，近年来开展了多轮油气资源勘

探开发的招标，以吸引国际资本和国际大公司。其

中 2011 年第一轮招标的 8 个陆上区块由 6 家国际

公司和 6 家当地公司中标；2013 年第二轮陆地招

标 16 个区块由 10 家国际公司和 10 家当地公司中

标，签署产品分成协议；2013 年海上区块招标共

20 个，其中 10 个浅海区块由缅甸国营油气公司中

标，10 个深海区块由 13 家国际公司和 8 家当地公

司中标。2019 年，缅甸政府更是对 33 个油气区

块（其中内陆区块 18 个、近海区块 15 个）进行了

招标，并为了更好地吸引国际石油公司，按照国际

标准对其油气产品分成合同条款进行了修改优化，

降低了投标者所承担的风险和义务，提高了分成 

比例。

三、推进中缅油气合作的策略建议

总体上看，中缅油气管道开通之后需要更加稳

定的油气资源保障，而缅甸所具有的较为丰富的油

气资源，特别是大量未开发的天然气资源，以及缅

甸政府对开发其油气资源服务国内经济发展所表现

出来的急迫性，为全面推进中缅油气合作提供了良

好契机。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而饱受欧美等西方国

家经济制裁，导致其经济发展落后，营商环境欠佳，

而随着近年来逐渐加快的民主化进程，欧美等西方

国家对缅甸影响的渗透力渐趋增强，缅甸国内民族

主义、民粹主义，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分化渐

趋严重，使推进中缅油气合作面临新的风险。对于

中国油气而言，应平衡好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的关

系，以中缅油气管道优化满负荷运行为依托，优先

选择管道沿线项目开展合作，建议策略如下：

（一）加强对缅甸油气国际合作政策研究

缅甸虽然经济发展落后，但是在油气勘探开发

和国际合作领域，缅甸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积

累了较为丰富的合作经验，包括壳牌、道达尔、康

菲石油、雪佛龙、埃尼在内的国际石油公司和亚洲

的韩国大宇、中国石油、北方石油、泰国石油、越

南石油等石油公司都已与缅甸签署油气勘探开发区

块协议。2017 年，外国企业在缅甸石油和天然气

领域投资 154 个项目，投资额达 224 亿美元，占外

商在缅甸投资的 32%。近年来，缅甸为了吸引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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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资参与其油气勘探开发，在重新修订外商投资

法的基础上，对其实行了 20 多年的产品分成合同

条款进行了修改，改变缅甸政府作为资源所有者完

全免受勘探和生产活动涉及风险的影响，而协议投

资者必须承担所有风险，以及负责勘探、开发和生

产的相关投资和工作计划的方式，而按照国际油气

行业通用的产品分成合同模式给予合作方更多的分

成和成本回收、税收优惠、社会责任等利益。在此

背景下，缅甸的国际油气合作政策和营商环境将会

进一步优化。因此，中国油气企业和行业的研究机

构，应加强对缅甸油气国际合作政策的跟踪研究，

及时掌握其政策变化动态，参照国际油气合作的普

遍做法和产油国的政策变化趋势，提出有针对性的

前瞻性建议，并通过已经建立起的“一带一路”能

源合作伙伴机制促进缅甸油气国际合作政策的国际 

趋同。

（二）加强对缅甸海上油气勘探开发合作

缅甸的天然气资源较石油资源更为丰富，且天

然气资源主要分布在近海 200 米水深以浅的地区，

开发成本相对较低，所面临的风险也相对较小，缅

甸海域的孟加拉湾在石油天然气领域被誉为“东南

亚的波斯湾”。在中缅油气管道的运行上，从国际

市场采购油气资源需要港口接驳，而原油从油轮卸

船后接驳管道较液化天然气（LNG）卸船后接驳管

道更为容易，液化天然气船运至港口需要建设接收

站和气化设施，将液化天然气气化后才能与管道接

驳。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更多地使缅甸生产的天然

气注入中缅天然气管道并输送至中国境内将具有更

好的经济性，也能够更加有效发挥中缅天然气管道

对缅甸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按照 BP 世界能源统

计（2019）披露的数据，2018 年缅甸天然气产量

178 亿立方米，出口 106 亿立方米，其中通过中缅

天然气管道输送至中国的仅 29 亿立方米。中缅天

然气管道要实现 120 亿立方米的管输能力，需要从

国际市场采购大量的液化天然气。如果能够促进缅

甸天然气资源开发，增加天然气产量，无疑将更加

有利于中缅天然气管道的有效运行，也将有利于缅

甸境内管道沿线地区更好使用天然气发展当地经济

和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因此，中国油气企业应集中

资金和技术优势用于缅甸的天然气合作开发上，加

强对缅甸天然气资源和地质状况的分析研究和评估，

有针对性地选取合作伙伴和区块进行开发，将生产

的天然气注入中缅天然气管道，提升管道运行的资

源保障能力和稳定性。

（三）加强对缅甸油气服务市场的开发

缅甸油气资源较为丰富但勘探开发程度相对较

低的现实状况为中国油气技术服务企业打开了市场

空间。缅甸的油气资源要想得到有效的开发，就必

须首先对现有的油气资源进行地质资料采集和分析，

之后开展钻井、测井、录井等作业，才能最终将地

质储量转变为探明储量、可采储量，并进而转化为

现实的油气产量。包括物探、地质资料解释、钻井、

油气田工程建设、石油装备在内的中国油气技术服

务企业应主动加强对缅甸油气市场的跟踪和开发，

积极参与相应油气工程作业的招标。同时，可以研

究利用中国油气企业所具有的油气产业链健全的一

体化优势和低成本的资金优势，选取适当油气区块，

探索开展油气勘探开发总承包式作业模式加快对缅

甸油气市场的开发。

（四）适度进入缅甸油气产业下游业务链

着眼于缅甸未来经济发展对油气产品的需求，

中国油气企业需对缅甸油气产业下游业务链的发展

给予足够的重视，借鉴发展中国家所走过的历程，

掌握缅甸油气利用市场发展的趋势，找准适当时

机，适度参与。之所以说强调适度参与，就在于在

经济不发达国家，越靠近油气业务链的末端，与国

民日常生活的紧密度越高，政府对价格的管制越严

格，对行业外资准入的限制也就越多，而由于更直

接地面对民生部门，就需要以当地货币结算和进行

会计核算，所实现的收益和投资回收也就经常性地

面临汇率风险、外汇兑换、外汇管制等资金回收的

困难。这就要求对进入其下游业务链的投资决策持

谨慎性态度，并在投资项目的选择上，考虑与上游

油气合作项目形成协同效应。中国（下转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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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更加专业的金融中介机构，确保各方承担起应有

的责任义务，严厉打击做假账、内部交易等欺骗

市场的行为，提高违法成本，保障资本市场健康 

运行。

（三）引入中长线资金

中国应大力引入包括养老金及外资等中长线资

金入市，以保障科创板良性发展。一方面，中长线

资金入市完善了投资者结构，有利于资本市场的稳

定、高效运行；另一方面，中长线资金入市可以降

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四）加强投资者教育

在面对科创板时，投资者既需要保持平常心，

也需要怀揣敬畏心。一方面，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

经历数百年时间才日趋完善，对照他们科创板的发

展经验，中国科创板的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自然、

渐进的过程，投资者应保持平常心，理性地看待这

一过程中的市场演化。另一方面，科创板不能过度

炒作，任何科技创新型企业都必须要经受市场的考

验，在羡慕独角兽企业带来几十倍、上百倍收益的

同时，也不能忘了 90% 的科技创新型企业都在创业

前两年宣告失败。因此，投资者应该怀揣敬畏之心，

科创板中首日破发甚至投资失败血本无归的情况可

能会时常出现，设置 50 万元的投资门槛即有抬高

投资者抗风险能力门槛之意。

（五）继续完善资本市场结构

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有着较为成熟的经验，值

得我们学习借鉴，例如美国从纽交所退市的企业，

还可以在场外柜台交易系统及粉单市场继续交易，

从而提高了上市企业的流动性。我们应继续设立其

他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并清晰划分出不同资本市

场之间的界限，以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融资需

求，进一步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

[ 收稿日期 ] 2020-05-08

[ 责任编辑 ] 刘曙光

（上接第 64 页）油气企业应更多地围绕中缅油气管

道沿线，以充分发挥管道辐射功能和为油气合作勘

探开发提供稳定的市场为基础，以形成油气资源市

场和营运资金的闭合循环运行为重点，着手研究、

选择和推进实施下游投资。除非公司具有进入缅甸

油气市场的长期发展战略，一般情况下，应尽可能

的避免进行孤立的下游项目投资。目前虽然已经有

中国企业进入缅甸的成品油零售市场，但原则上对

在没有制定明确的对缅甸油气市场的发展战略前，

应对开展炼化加工生产和成品油零售业务保持谨慎，

可以围绕天然气管道沿线探索参与经济发展水平比

较高的城市燃气项目建设或合作。

总之，中缅油气管道架起了全面推进油气合作

的桥梁，而缅甸所具有的较为丰富的油气资源，以

及缅甸经济发展对通过国际合作加快油气资源开发

的强烈愿望，为全面推进中缅油气合作创造了良好

的机遇和基础。中国油气企业应秉承“管道 +”的

合作理念，以中缅油气管道纽带，特别是以天然气

管道的满负荷优化运行为核心，积极强化对缅甸对

外油气合作政策的分析研究，主动优先选取、布局

天然气勘探开发合作项目，探索区块总承包合作开

发模式，带动油气技术服务和石油装备企业开发进

入缅甸市场，在管道沿线适度开展油气产业链下游

业务的合作和区域性油气基础设施建设，力求形成

业务链和资金链的闭环循环，进一步发挥中缅油气

管道作为“一带一路”国际倡议示范项目的功能作

用，在服务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带动缅甸经济发展，

践行好“一带一路”国际倡议的互利双赢建设命运

共同体的合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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