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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在哈萨克斯坦 

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与思考
李永红[1]

[ 摘  要 ] 中国石油 1997 年开始与哈国进行油气合作。20 多年来，中国石油秉承真诚合作、互

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合作理念，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和合作规模。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哈首次提

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中哈油气合作开始步入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发展阶段。

本文就中国石油在哈萨克斯坦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进行了论述，分析当前面临的问题，深

入思考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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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于 1997 年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

引领下开始了与哈萨克斯坦在油气领域的合作。20

余年来，中国石油秉承真诚合作、互利共赢、共同

发展的合作理念，与哈萨克斯坦的合作体量由小到

大、合作范围由窄到宽，涵盖了油气勘探开发、油

气管道运输、石油炼制、油品贸易等油气领域全产

业链。中国石油是在哈开展油气合作的第一家中国

能源企业，也是目前中国在哈投资最大的企业，为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深化两国务实合作及传统友谊，

以及为两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

是 2013 年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

中国石油把国家的这一倡议与哈萨克斯坦国内的

“光明之路”发展计划相对接，把中哈油气合作提升

到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在 2018 年 9 月 7 日阿斯

塔纳举办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5 周年纪念论

坛上，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祝贺视频中

把中国石油称作哈萨克斯坦油气领域的战略合作伙

伴。在新时代，中国石油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对

外开放和合作的国家战略，更好地打造中哈合作的

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应是我们在哈工作的石

油人永远需要思考的问题和追求的目标。

一、中国石油在哈践行“一带一路”倡

议和与哈共同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

同体的实践

中哈油气合作始于 1997 年，20 多年来，在中

哈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推动下，中国石油在

哈萨克斯坦不断扩大油气合资合作规模，拓展油气

合作领域，努力提升油气供应能力水平，积极参与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哈两国的油气合作取得了长

足进展，结出了丰硕成果。截至 2018 年底，中国

石油在哈共参与七个上游项目，四条管道项目，一

个大型石油加工厂及油品销售和装备制造等业务，

涉及油气勘探开发、管道运输、炼化、油品贸易全

产业链，建成了近 3000 万吨 / 年的油气生产能力，

2000 万吨 / 年原油输送能力和 550 亿方 / 年天然气

输送能力。在取得良好投资收益效益的同时，也为

哈萨克斯坦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与哈萨克斯坦在油气领域全方位合作，共

同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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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在哈与哈萨克斯坦国家油气公司和其

他当地伙伴共同合作运营 10 个项目，其中上游项目

3 个：PK 项目中国石油占股比 67%，哈油 33% ；

MMG 项目中国石油与哈油各占股比 50% ；NCOC

（卡沙干）项目中国石油占比 8.33%，哈油 16.88%。

管道项目 4 个：中哈原油管道中国石油与哈油各

占 50%，西北原油管道中国石油占比 49%，哈油

51%，亚洲天然管道（AGP）和哈南部天然气管道，

中国石油和哈油各占 50%。1 个炼油项目 PKOP，

中国石油和哈油各占 50%。1 个大口径钢管厂项目

亚洲钢管厂，中国石油和哈方合作伙伴各占 50%。

1 个油品贸易公司，中国石油和哈方合作伙伴各占

50%。目前中国石油在哈合作规模大、范围广、程

度深，是中国石油海外核心油气合作区。中国石油

与在哈最主要的合作伙伴哈油经过多年的合作和磨

合，双方彼此认同和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在重大问

题和政策调整上保持意见沟通，在对方遇到困难时

施以援手，双方本着利益共同、休戚与共原则开

展合作，已经相互成为对方真正的战略合作伙伴。

2017 年冬季，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因故供应不足，导

致中国国内出现气荒，涉及到国内千家万户的冬季

取暖，中国石油向哈油请求援助，哈油在哈国三十

年一遇的寒冬下，想办法克服困难，尽力保证向中

国方向多供应天然气，解中国石油燃眉之急，使中

国石油顺利完成了中国国内的冬季保供任务。这些

都是中哈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鲜明例证。

（二）建成了油气战略大通道，使中哈两国实现

能源设施大联通

中哈石油和天然气两条大的输送通道，被称为

当今时代的能源新丝路。其中，中哈原油管道具备

2000 万吨输油能力，保供能力持续增强。中哈管道

是我国首条跨国输油管道，西起哈国西部阿特劳，

途经肯基亚克、库姆科尔和阿塔苏，从中哈边界阿

拉山口进入我国新疆境内，终点在距中哈国境线

2.2 公里的中国阿拉山口计量站，全线总长度 2833

公里。目前，阿塔苏 - 阿拉山口段管道扩建工程建

成投产，具备了 2000 万吨 / 年的输油能力。中哈管

道于 2010 年向中国方向输送原油首次突破 1000 万

吨。截至 2018 年底，通过该管道累计向中国输油

超过 1.2 亿吨，已成为国家通过陆路进口石油的重

要战略通道和西部炼化企业的重要资源保障。中哈

原油管道作为第一条跨境陆路原油管道，其建设、

投产和运营为后续的中亚天然管道、中俄原油管道

和中缅油气管道的建设和运营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

经验，提供了一整套成熟的管理经验。

中亚天然气管道是中国国内天然气管网最大供

气气源。该管道西起土、乌边境，经乌兹别克斯坦

和哈萨克斯坦，最后经中国的霍尔果斯进入中国，

并与中国的西气东输管网连接。中亚天然气管道项

目 A 线 2009 年建成并开始运营，2012 年 10 月 A/

B 线工程全部竣工，输气能力达到 300 亿方 / 年；

2014 年 5 月完成 C 线线路及部分站场建设，输气

能力为 210 亿方 / 年，2016 年底完成 C 线全部工

程建设，实现输气能力 250 亿方 / 年。这样 ABC 线

全部建成、配套完工后，中亚天然气管线输气能力

达到 550 亿方 / 年。截止 2018 年底，通过该管道

已向中国供应天然气超过 2480 亿立方米，所供天

然气惠及中国 25 个省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5 亿多

人。

中哈原油和天然气管道的建成，对保障中国国

家能源安全，哈萨克斯坦能源出口多元化，促进中

哈两国务实合作和经济发展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也忠实践行了“一带一路”倡议之道路（设施）联

通的实质内涵。

（三）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下，实现互利

共赢、共同发展、和谐发展

中国石油除了阿克纠宾油气股份公司、北部扎

奇等油田项目自己独立运作之外，其他包括油气田

勘探开发、油气管道运输和石油炼制等领域的项目

都是与哈国家油气公司合作。双方始终坚持共商、

共建、共享的原则，始终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和谐发展的合作理念，正因此，才使双方不断扩大

合作领域和合作范围，中哈油气合作已成为两国经

贸合作的压舱石。

中国石油高度重视与资源国和谐合作关系建

设，切实履行经济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当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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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较好实现了企业与社会、

环境的和谐发展，赞助建成了在哈萨克斯坦有很大

社会影响的阿斯塔纳国家舞蹈学院、阿克纠宾青少

年宫等项目，树立了中国石油负责任国际大能源公

司的良好形象。截止 2018 年底，在哈项目累计投

资超过 360 亿美元，累计上缴哈方税费超过 440 亿

美元，累计社会公益投入 3.63 亿美元，大部分项目

实现了静态回收并获得了不错的分红收益，尚未回

收的项目都保持着较好的经营效益，哈萨克斯坦是

中国石油海外项目最盈利的地区之一；中国石油在

哈各企业为当地提供超过两万个直接就业岗位。阿

克纠宾、PK 等项目受到哈国各级政府多次表彰，

多个项目获得“最佳社会贡献总统奖”，被中哈两国

领导人誉为“油气合作典范”。

（四）加大中哈油气领域交流和文化融合，切实

做到民心相通

目前中国石油投资项目在哈工作中方员工 450

余人，当地员工两万余人。中哈方员工共同工作，

共同生活，相处融洽，中方专家尊重当地人的习俗

和文化，同时也把中国的优秀传统和文化展示给当

地员工。通过在中哈两国的一些重大节日组织集体

活动，使大家增加了解，达成共识，营造了互相尊

重、互相欣赏的氛围。

定期组织合作伙伴、合资公司当地管理层领

导、合资公司当地员工、当地媒体等到中国、到中

国石油访问、考察、培训等，使他们对中国、对中

国石油有了更直观、更客观的了解，他们回国后把

自己在中国的观感讲给亲人、朋友、同事，扩大了

中国、中国石油的影响力。想当初、1997 年，中国

石油刚到哈开展合作时，当地人怪异的目光，甚至

一些当地媒体恶意把中国专家污蔑为“中国间谍”，

再看今天，中哈双方员工亲如兄弟般互帮互助，中

方专家走到哪里听到的都是亲切友好的中文问候：

你好！可见民心相通对两国合作是多么重要。

二、“一带一路 ”建设过程中，中国石

油在哈萨克斯坦面临的问题

（一）地缘政治风险持续攀升

新世纪以来，全球油气富集区政治经济格局进

入持续的大调整和大变革之中，大国博弈引发地缘

政治格局重塑和资源国政局动荡，重大国际突发事

件此起彼伏。中亚 - 俄罗斯地区大国博弈加剧，乌

克兰危机凸显美欧俄博弈的复杂性。就哈萨克斯坦

而言，在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领导下，利用其高超

的外交技巧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哈萨克斯坦挺过了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民主化渗透，但美国并未

放弃对中亚地区进行民主化改造的战略。此外，哈

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接近 80 高龄，后纳扎尔巴耶夫

时代哈萨克斯坦的政治走向和未来的哈国对外政策

也应该是我们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之一。

（二）以油价下跌和汇率波动等为代表的经济风

险日益凸显

石油价格是中国石油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实施

跨国经营的重要风险。2014 年下半年以来，受地缘

政治博弈、美国页岩气革命、新兴经济体增长趋缓、

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等因素综合影响，全球石油供求

格局发生根本变化，国际油价持续下挫，给中国石

油企业海外投资带来严峻挑战。2015 年以来，国际

原油价格一度跌破 30 美元。2018 年下半年开始国

际油价再次由强到弱逐步走低，业界预计 2019 年

及未来一段时间，国际油价将长期维持较低水平或

大幅波动，极大增加了海外投资运营的经济风险和

管理难度。油价波动已经对以矿税制合同为主的哈

萨克斯坦各项目运营造成了颠覆性影响。另一方面，

哈萨克斯坦货币汇率与俄罗斯卢布联动性强。近几

年由于俄罗斯受到美国制裁，卢布贬值导致坚戈相

应贬值，2014 年以来已经历了两次大幅贬值，目前

已贬值超过 50%。

（三）政策法律风险显著增加

多年的中哈油气合作实践表明，为了石油收益

最大化，哈政府经常会动用外贸、财政、国际收支

与汇率等政策手段，甚至不惜对法律法规进行更改，

以限制国外石油公司的经营，剥夺石油利润。环保、

税收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严苛，少数项目面临环保

隐患治理任务重、环保纠纷风险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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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风险持续高企

中亚地区是“三股势力”的传统聚集地，我国

政府当前在新疆等地实施的安全稳定政策经境外反

华、仇华组织和媒体恶意炒作后，削弱了包括哈萨

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部分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和支

持，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阻力，也给相关项目

的生产经营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五）资源基础面临挑战

中国石油在哈多个石油合同将在“十四五”前

后到期，包括哈萨克斯坦 PK、阿克纠宾、北布扎

奇、KAM 等项目；部分项目陆续进入开发中后期，

油田处于高含水、高采出程度阶段，项目成本和风

险逐渐增加，继续保持经营效益稳定面临压力。

三、对中国石油在哈下步开展工作的几

点建议

将中亚地区建设成为“资源、供应、效益、品

牌”四位一体的“一带一路”核心油气合作区，对

中国石油充分发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主力军作

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哈萨

克斯坦是中国石油在中亚油气合作的先行者和主力

军，未来中亚核心油气合作区建设要以中哈油气合

作为抓手，进一步深化中哈油气领域全面务实合作。

（一）以夯实发展基础为核心，多路径加快实施

“资源工程”

一是积极做好现有项目合同延期；二是争取与

其他大石油公司的在哈项目进行合作；三是争取参

与哈国家油气公司（KMG）即将进行的 IPO，探索

获取哈国资源的新途径；四是加大现有勘探区块投

入力度，自主发现储量，增加资源掌控。

（二）聚焦税费和汇率风险，超前做好“风险防

控工程”

一是定期收集项目公司的税务预警、涉税风险

和税务纠纷信息，及时更新税务纠纷台账，掌握海

外税收风险事件的最新进展，对重大风险提出应对

策略建议；二是对项目公司面临的税务风险进行分

析排查，降低资源国潜在税负成本；三是定期形成

汇率风险分析报告，就整体报表汇兑损益情况及形

成原因进行系统分析；四是针对存在非本币贷款的

项目，分析汇率波动趋势和对利润指标影响，及早

采取措施规避汇率波动影响。

（三）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真正履行社会责任

一是要树立互利双赢的观念，将企业利益和资

源国利益都发挥到最大，既要成为依法纳税的楷模，

又要依法依合同搞好利益分红；二是要树立可持续

发展的观念，安全生产第一，注重环境保护，科学

开采并保护好地下资源，杜绝资源破坏性开采 ；三

是搞好社区关系，热心支持当地社会公益事业 ；四

是搞好民心相通，促进中方员工与当地员工的文化

融合，在公司财务状况许可的情况下，持续资助当

地员工和学生来华培训留学等。

（四）避免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消除哈方惧华心

理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和话语权越来越大，小部分中国人出现傲慢自大的

心理，我们一定要杜绝这些认识和言论，要按照习

主席对周边国家的合作定位，即亲、诚、惠、容这

一原则开展合作和交流。

四、结束语

中哈两国山水相连，世代友好，哈萨克斯坦是

中国最重要的邻国之一，无论对中国的西部边陲安

全，还是国家的能源安全，以及对推动国家“一带

一路”发展战略，哈萨克斯坦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中哈两国油气合作历经 20 多年的积累，已成

为中哈全方位合作的先行者。中国石油将秉承国家

“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合作理念，进一步深化油

气合作，让中哈油气合作高质量发展迈向更高水平、

更深层次和更宽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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