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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花甲”显颓势
——欧佩克影响力下降及其应对举措
刘冬
(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摘

要：作为国际石油市场最大的供给方集团，年近“花甲”的欧佩克已在很多方面显示出“老

态”，其价格政策目标已渐退出历史舞台，产量政策目标也已变得十分模糊，成员国产量调整协同性也在
不断弱化。而更为严峻的是，陷入“剩余产能”危机的欧佩克，其影响国际油价的能力已今非昔比。面对
危机，欧佩克把加强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合作作为其谋求变革、维持石油市场影响力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欧佩克；政策目标；协同性；影响力；变革

The declining influences of OPEC and its counter pressures
LIU Dong
(Institute of West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As the most important supplier group in the international oil market, OPEC has shown signs of aging in
many ways when it is 60 years old including: that OPEC abandons its policy of targeting oil price; OPEC’s policy on oil
production is getting vague, as well a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OPEC members is getting weaker. And more seriously, the
crisis of “spare capacity” which OPEC was facing makes the organization can no longer delivering influence on oil prices
as befor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importance in the oil market, OPEC has taken promoting the cooperation with non-OPEC
countries as a way for pursuing reforms.
Key words：OPEC; policy goal; coordination; influences;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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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末，在欧佩克配额遵守率达空前水

佩克在1986年年底确立了由7种原油的综合价格构

平、欧佩克与非欧佩克国家合作达到新高度的背景

成的“一揽子油价”作为产量调整的目标油价[1] 。

下，先是传出沙特阿拉伯研究欧佩克解体影响的传

当时确定的目标油价是18美元/桶，之后又分别在

闻，很快又传出卡塔尔宣布“退群”欧佩克的消

1990年和2000年，将其上调至20美元/桶和22～28美

息。1960年建立、已步入“花甲”之年的欧佩克，

元/桶之间。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及20世纪90

与建立之初相比，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欧佩克是

年代，由于市场供大于求，国际油价长期位于欧佩

否仍能影响国际油价？回答这些问题对于研究国际

克确定的目标油价之下，但欧佩克在大多数时候，

石油供给和国际油价波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都没有采取实质性行动捍卫目标油价。进入21世纪
以后，在强大的市场需求压力下，国际油价快速攀

1 卡特尔政策目标弱化

升，欧佩克于 2005年1月正式放弃了“不现实”的
价格带政策。这意味着欧佩克的价格政策正式退出

欧佩克常常被看作是控制油价的卡特尔组织。

历史舞台。

根据政策目标的不同，卡特尔又被分为“价格卡特
尔”和“产量卡特尔”。从欧佩克政策目标的演变来

1.2 欧佩克产量政策目标弱化

看，欧佩克的政策重点逐渐从固定价格向固定产量转

欧佩克建立时，其政策目标主要集中于价格领

变。然而，在近60年的历史进程中，欧佩克的价格政

域，直到1982年配额制建立，欧佩克才首次引入了

策目标和产量政策目标均出现了不断弱化的现象。

产量目标。配额制作为欧佩克的产量政策目标，在
相当长时期内，都是十分明晰的，会明确规定每个

1.1 欧佩克价格政策目标弱化
1982年配额制推出前，欧佩克采取严格的固定

成员国的具体产量。然而，欧佩克在2005年放弃价
格目标之后，其配额制也变得逐渐松散起来。

价格策略，这就是欧佩克将沙特阿拉伯塔努拉角生

欧佩克配额制度的弱化首先表现在不再明确规

产的34度轻质原油作为欧佩克的基准原油，然后规

定每个成员国的具体产量。从2006年10月召开的咨

定其他各类原油与基准原油的差价。然而，由于各

询会议开始，欧佩克仅规定了每个成员石油产量的

种原油面临的市场冲击差别迥异，欧佩克以基准原

变化幅度，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明确规定每个成员

油为中心的严格的差价体系实际上造成了各国责任

国的具体产量。而从2007年9月开始，欧佩克甚至不

分担的不公平性，例如，尼日利亚的“博尼”轻质

再明确每个成员国产量的调整幅度，而仅仅是对外

油与英国的布伦特原油品质相似，当英国降低石油

公布该组织的总体配额规模。

价格时，主要会对尼日利亚“博尼”轻质油产生冲

除配额分配的明确度降低外，欧佩克配额制

击，导致其销售量大幅下滑，但对其他原油的影响

度弱化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配额调整频率降低。从

很小。而针对上述弊端，欧佩克并没有采取优化差

1982年配额制建立到2008年年底，欧佩克调整配额

价体系的策略，而是设立配额制，转向产量控制，

的次数是44次，配额调整频率接近一年两次。然

这意味着欧佩克价格政策目标开始出现弱化。

而，从2009年1月到2016年12月，欧佩克在长达8年

欧佩克设立配额后，并没有取消原来施行的价

的时间内，未曾对配额做出过实质性调整。而从

格体系，但由于欧佩克各国原油的销售价格已由市

2017年1月，欧佩克实施120万桶/日的减产行动之

场供求决定，欧佩克的差价体系就变得十分扭曲，

后，到2018年12月下旬，又过去近两年时间，欧佩

已无法反应欧佩克的政策目标。在这一背景下，欧

克也没有对配额做出过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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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欧佩克产量调整协同性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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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瑞拉减产幅度达到18.5%，超额完成欧佩克的减产

欧佩克之所以能够享有盛誉，与其在20世纪70

任务，但是，欧佩克很多国家的实际减产也都超过

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在产量调整上表现出极强

了10%，即使是减产幅度最小的利比亚和卡塔尔，其

的协同性不无关系。1974－1975年，面对当时国际石

减产幅度也超过了8%①。

油市场需求低迷，绝大多数欧佩克成员国（除伊拉

进入新世纪以后，欧佩克成员国的协同减产幅

克）都降低了石油产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

度进一步下降。例如，2009年1月1日，同样宣布减

发后，几乎所有欧佩克成员国又都大幅提高了石油产

产420万桶/日，在这轮减产中，沙特、科威特、阿联

量，以弥补伊朗石油供应出现的短缺。而欧佩克史上

酋三国的减产幅度仅为11%左右，阿尔及利亚、利比

最著名的联合减产行动发生在1981－1984年，当时，

亚、尼日利亚、卡塔尔四个国家的减产幅度为8%左

为配合欧佩克“减产促价”政策的实施，绝大多数成

右，而委内瑞拉2009年的减产幅度刚刚超过4%②。

员国在产量上做出巨大牺牲，对比1984与1979年的石
油产量，可以看到，除厄瓜多尔外，其他产油国产量

2.2 产量调整参与国减少

都有大幅下降，其中，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利比亚

产量调整参与国的减少是欧佩克产量协同性

三国产量降幅超过50%，尼日利亚、阿联酋、卡塔尔

下降的另外一个表现，也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如

三国产量降幅超过30%，委内瑞拉和阿尔及利亚减产

前文所述，虽然欧佩克备受超产问题的困扰，但基

幅度也分别达到了23.6%和10.5%（见图1）。

本都会尊重欧佩克决议，在产量调整上做出协同行

不过， 经过1985年的价格战以及随后发生的欧

动，然而，欧佩克在2017年1月启动的减产行动中，

佩克市场份额之争，欧佩克协同减产的幅度开始持

主动减产的国家仅局限于沙特等极少数国家，这是

续降低。例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面

欧佩克创建以来未曾出现过的情况。

对国际石油市场低迷，欧佩克分别在1998年4月、

欧佩克2017年年初启动减产行动最为重要的标

1998年7月和1999年4月做出三次减产决定，经过三

签是“高配额遵守率”，2018年5月，该组织配额遵

次产量调整，欧佩克总计削减配额420万桶/日，总计

守率甚至高达152%，集体减产幅度远远超过组织规

减产幅度为16.5%。在这次减产行动中，虽然仅有委

定的减产任务，这也与欧佩克在2009年减产，仅有

①欧佩克产量数据根据1997－1998年， OPEC Monthly Oil Market Report公布的各国间接月度产量数据整理得出。
②欧佩克产量数据根据2009－2010年， OPEC Monthly Oil Market Report公布的各国间接月度产量数据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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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的配额遵守率形成鲜明的对比 [2]。然而，配额高

在国际石油投资开始转向非常规资源和深水资

遵守率的背后，却是很多产油国非主动性减产，在

源的同时，很多欧佩克资源大国，却由于许多主客

这轮减产中，主动减产的国家仅有沙特阿拉伯、科威

观因素导致资源吸引力大幅下降，出现上游投资不

特、阿联酋三个国家，其他国家2017年的产量下滑则

足的问题。其中，伊朗和利比亚无需多言，美国对

是源于投资不足或是政治因素所带来的被动减产。因

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犹如一把枷锁，导致伊朗石油

此，2018年年中，国际油价显著回升后，欧佩克才会

资源潜力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而利比亚仍处于国家

督促成员国将遵守率降至100%，也就是变相要求成

分裂的状态，石油工业的重振更是无从谈起。阿尔

[3]

员国增产 。然而，决议实施后，仅得到了沙特阿拉

及利亚的问题主要源于政府提供的合作模式对国际

伯、阿联酋、科威特三个主动减产国家的响应，这三

石油公司不具备吸引力，国际石油公司对其提供的

个国家也很快将产量恢复到减产前的水平，而其他国

标的不感兴趣[8]。安哥拉由于其勘探数据不理想、地

家产量下滑的状况却未能得到根本扭转。

质结构复杂导致预期开发成本较高，在低油价下，
部分国际石油公司放缓了对安哥拉的投资[9]。尼日利

3 欧佩克产量调节能力下降

亚由于地方利益集团、偷盗、环保运动导致在尼开
展石油生产活动的环境十分复杂，从而打击了国际

许多市场参与者将欧佩克呈现颓势归因于欧
佩克占全球市场份额的下降，但笔者认为，市场份

石油公司对其投资的热情[10]。委内瑞拉则是因为石
油部门管理混乱导致上游投资不足[11]。

额的变化并非是导致欧佩克市场影响力下降的直接

上述一些国家资源吸引力下降以及投资不足所

原因。2013－2017年欧佩克的市场份额均值保持在

引发的直接问题便是石油产量的持续下滑。按照5年

43.6%，与2008－2012年44.1%的均值基本持平。事

平均产量计算，在欧佩克10个产量超过100万桶/日的

实上，近10年来欧佩克的市场份额是除1965－1980

资源大国中，2008－2012年，有5个国家的平均产量

年间占比最高的历史年份[4]。欧佩克成立近60年，

同比出现下滑，而在2013－2017年，安哥拉也加入了

政策操作的实践表明，非欧佩克石油供给增加导致

这一行列（见表1）。超过一半的资源大国产量同时

欧佩克成员产量持续下降却是动摇欧佩克合作基础

持续出现下滑，这是欧佩克自建立以来，未曾出现过

[5]

的重要威胁 。近些年国际石油投资出现的一些新变

的情况，这些产量持续下滑的欧佩克成员国实际上已

化，让欧佩克不得不再次面对这一严峻挑战。

经丧失了产量调节的弹性——这在2017年以后欧佩克
产量调节协同性的下降中得以充分反映。因此，基于

3.1 部分欧佩克资源大国产量持续下滑

上述事实，欧佩克市场影响力的下降，页岩油等非常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石油投资

规石油以及深水石油大量涌入市场所带来的冲击仅是

活动开始朝向不利于欧佩克的方向发展。首先，因

原因之一，而更多的是源于欧佩克在获取国际石油投

为面对国际油价持续低迷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

资的竞争中落于下风，非欧佩克挤占欧佩克市场份额

投资回收周期短的非常规石油资源日益受到市场青

仅仅是欧佩克影响力衰弱的外在表象。

睐，原本投资热情不高的埃克森美孚等国际石油巨
头也加入到美国页岩油等非常规石油资源的开发热
[6]

3.2 欧佩克产量调节能力空前紧张

潮之中 。其次，得益于勘探开发成本的下降，受产

作为一个借助产量调整影响产品价格的卡特尔组

油国政治因素影响更小，投资成本更为可控的深水

织，以“剩余产能”形式存在的产量调节能力是欧佩

[7]

资源日益成为国际石油公司的投资热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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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63－2017年欧佩克主要国家石油产量变化
单位：万桶/日

国家

1963－1972年 1973－1982年 1983－1992年 1993－2002年 2003－2007年 2008－2012年 2013－2017年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2013－2017年
同比变化

78.９

101.5

70.9

77.8

126.9

122.5

115.2

-5.97%

4.5

15.1

36.8

68.6

124.8

174.3

169.5

-2.74%

刚果

0.1

3.6

12.9

23.8

24.5

27.5

29.4

6.79%

厄瓜多尔

1.3

19.5

27.1

37.5

49.0

48.9

54.1

10.62%
-30.29%

0

0

0

7.3

28.9

25.4

17.7

加蓬

赤道几内亚

7.0

19.1

20.3

31.7

24.9

22.9

21.4

-6.59%

伊朗

294.5

423.4

262.7

354.5

395.4

369.5

347.3

-6.01%
48.85%

伊拉克

140.8

216.8

164.1

167

186.6

251.4

374.2

科威特

266

200.1

98.7

195.2

244.2

257.7

286.2

11.04%

利比亚

197.9

174.3

117.6

135.5

162.6

132.4

61.7

-53.41%

尼日利亚

63.2

192.3

155.5

189.0

223.1

196.7

165.4

-15.91%

卡塔尔

32.2

46.8

31.8

50.3

76.9

75.5

66.8

-11.54%

321.4

849.5

535.8

791.6

893.7

892.4

999.2

11.97%

54.3

169.2

145.4

212.8

241.3

247.1

292.7

18.45%

347.0

239.1

183.8

262.5

294.7

287.5

250.7

-12.81%

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委内瑞拉
资料来源：OPEC

欧佩克过半资源大国产量持续下滑，意味着欧佩克能

的减产，2015－2017年，该国财政赤字与GDP之比

够调动的产量调节能力已经严重削弱。然而，欧佩克

平均达到12.7%；而在1981－1985年，欧佩克执行

的“剩余产能”危机还不仅限于此。欧佩克其他资源

“减产促价”期间，即使沙特阿拉伯在产量上做出

大国也因不同的原因，产量调节能力受到抑制。

极大牺牲，其财政赤字与GDP之比平均仅为3.0%；

首先，近些年欧佩克市场份额能够维持稳定，

就在促使沙特发动“价格战”的1985年，其财政赤

主要是得益于伊拉克石油产量的快速提高，然而，伊

字与 GDP之比也仅为13.4%[12]。沙特阿拉伯的产量调

拉克却无法在产量上做出实质牺牲。这主要是由于伊

节向来是欧佩克的“标杆”，其产量调节幅度直接

拉克油田作业者主要是国际石油公司，减产意味着伊

决定了科威特、阿联酋等国的产量调节幅度。沙特

拉克政府需要给予削减产量的作业者以经济补偿，这

阿拉伯产量调节上限和下限的降低，实际上也进一

对于财政状况捉襟见肘、国内资金需求大的伊拉克政

步加剧了欧佩克“剩余产能”的危机。

府而言，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再加上伊拉克中央政府
无法控制库尔德地区的石油产量，伊拉克基本上无法

4 欧佩克谋求变革的主要举措

配合欧佩克决议做出产量调整。
其次，欧佩克中的三个海合会资源大国沙特

欧佩克当前所显现的“颓势”源于其产量调

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的产量调节能力也大不如

节能力的大幅下降，面对潜在竞争者，欧佩克却无

前，这主要源于沙特产量调整空间大幅收缩。2016

法依靠自身力量大幅提高石油产能。因此，对于欧

年，沙特阿拉伯石油产量为1046万桶/日，创下历史

佩克而言，想要在国际石油市场继续保持“存在

新高，而2013－2017年，接近1000万桶/日的产量是

感”，就不得不借助外力的支撑。近些年，充分发

历史上 未曾有过的，而产量持续维持在历史最高水

掘外力获得更多可被调用的产量调节能力，成为欧

平，意味着沙特的增产能力已经无法与之前相比。

佩克谋求变革的重要举措，主要措施包括以下两个

沙特阿拉伯财政状况也决定了其无法接受太大规模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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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保持开放性，积极吸纳新成员

调节产量的能力，沙特阿拉伯等国石油生产的弹性也

1960年9月，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

大不如前，欧佩克与组织外部具有产量调节能力的国

拉伯和委内瑞拉5国代表齐聚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家开展合作变得更为重要。最近几年，除积极邀请非

宣告欧佩克的成立，尽管欧佩克五大元老是当时除

欧佩克国家参加欧佩克会议外，欧佩克还十分重视加

美国、苏联外，全球最大的5个产油国，但该组织并

强与非欧佩克，特别是与俄罗斯的沟通与合作。为加

未因此自满，仍保持了高度的开放性，相继在1961

强与俄罗斯的合作，2012年，欧佩克与俄罗斯召开了

年吸纳卡塔尔，1962年吸收利比亚、印度尼西亚加

首次高层能源对话会，这一对话机制一直持续到2016

入，1967年吸收当时产量快速上涨的阿联酋加入，

年，共召开了5次。这一举措为2016年底欧佩克与非

1969年吸收产量刚刚突破100万桶/日的阿尔及利亚加

欧佩克联合减产协议的签署奠定了基础，

入，此后又在1971年吸收产量刚刚突破150万桶/日

尽管在2000年前后，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也曾采

的尼日利亚加入。也正是得益于上述一系列扩张行

取过联合行动，2016年2月，部分欧佩克国家还试

动，欧佩克市场份额由建立之初的39.5%上升至1973

图在欧佩克框架之外联合俄罗斯冻结产量。然而，

年石油禁运爆发时的54.2%，此时，全球排名前15位

与之前的合作相比，2016年底，欧佩克与非欧佩克

的产油国，除了美国、苏联、加拿大和中国，其余

签署“合作协议”之后，双方的合作开始朝向正规

全是欧佩克成员国。

化和机制化发展，双方建立起欧佩克/非欧佩克联

然而，自从1971年尼日利亚加入欧佩克以后，

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JMMC）、联合技术委员会

该组织的基本成员便固定下来，再未吸纳石油市场新

（JTC）等重要的监督协调和市场监测机构，欧佩克

贵加入，而欧佩克如今产量调节能力的下降，与未能

与非欧佩克部长级会议也成为与欧佩克部长级会议

及时补充新鲜血液有着一定关系。因此，进入新世纪

同时举行的重要磋商机制。

以后，欧佩克重新开启了纳新进程，并加强与非欧佩

而且，对于沙特阿拉伯等欧佩克仍具有产量调

克产油国的接触。2000年以后，欧佩克召开的很多部

节能力的国家而言，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合作的重要性

长级会议都会邀请非欧佩克成员国以观察员的身份或

也开始高于欧佩克内部合作。这种重视程度的优先选

是以其他形式参加，而且欧佩克在多次会议上都向非

择，从双方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的召开频率及

欧佩克国家表明组织的开放性。然而，欧佩克纳新的

其影响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首先，从会议召开频率

进程并不顺利，尽管受到邀请的非欧佩克产油国愿意

来看，相对欧佩克部长级会议每隔半年召开一次，联

参加欧佩克组织的活动，却不愿接受欧佩克的配额约

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隔两个月召开一次，其对市

束。因此，2007年加入欧佩克的安哥拉成为1971年之

场信息的获取更为及时，也能更好的根据市场变化采

后，欧佩克吸纳的唯一一个日产量过百万桶的资源大

取行动。其次，从影响来看，2017年以后，沙特阿拉

国。然而，欧佩克此次纳新也不能算得上成功，因为

伯等国的产量调整大多是根据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

安哥拉的加盟只是提升了欧佩克的市场份额，却未能

议做出，而欧佩克配额的调整也是滞后于该会议上欧

减缓欧佩克的“剩余产能”危机，安哥拉加入欧佩克

佩克与非欧佩克国家达成的联合减产协议。

不久，便出现了石油产量的非自愿性下滑，其产量调
节能力也被严重削弱。

恰恰是因为在2016年底，欧佩克与非欧佩克建
立了上述一些协调机制，以及双方的密切交流与合
作，市场才会惊呼，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欧佩克和

4.2 加强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的合作
由于欧佩克内部很多资源大国已经不具备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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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俄罗斯为首的非欧佩克产油国正在构建一个“超
级欧佩克”。然而，事实上“超级欧佩克”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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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却有着不同的追求。在

级欧佩克”的建立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在当前市场

很多场合，沙特阿拉伯提出的目标是削减产量，俄

压力下的欧佩克将会如何继续变革，以及欧佩克如何

罗斯则更倾向于接受冻结产量。双方分歧原因在于

维持和调整与非欧佩克国家的合作，也必然是影响深

各自石油工业发展的差异：沙特阿拉伯石油产量已

远且值得石油市场参与者密切关注的问题。

达到历史峰值，增产乏力，减产更符合其需求；而
俄罗斯仍在积极吸引投资，提高国内石油产量，无
法在产量上做出长期牺牲。正是基于双方的上述分
歧，2016年年底启动的，包括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
会会议、联合技术委员会会议、欧佩克与非欧佩
克部长级会议等一系列合作机制，至今仍未“转
正”，依然是临时性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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