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力量
杰弗里·鲍尔
去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一位部长将美
国石油产出的不断增加称为其组织的一个“严重忧虑”。
今年春天，巴克莱银行将美国电力行业的债务降级，并
发出警告称，屋顶太阳能电池板的普及率不断提高，这
种情况“可能会扰乱现状”。同时，西方国家的煤炭生
产商库存积压，但国内需求不振，只好到遥远的亚洲来
寻求市场机会。
由于新能源技术的不断涌现和供应量的爆炸式增
长，新的能源革命目前正在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影响。
这与之前半个世纪中所发生的能源转变大相径庭，之前
的那次转变是由严重的供应危机引起的。资源新贵们在
全球各地不均衡地涌现，他们现在已经产生了深刻的、
纷纭复杂的地缘政治和环境影响。到目前为止，其最显
著的影响是经济层面的：当前新能源供应对重要厂商产
生的威胁至少不亚于过去能源危机的影响。从化石燃料
产量的迅猛增长到可再生能源的兴起和繁荣，再到各种
先进设备和商业模式的大规模推广以降低能源浪费，21
世纪的能源新贵们目前所做的正是他们通常所做的，即
日出时分，美国堪萨斯州林肯附近的风力涡轮机。
动摇旧的经济秩序。
事实上，尽管这些新的能源供应不断出现，全球还
是面临着根本性的能源危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需求不断上涨，这在中国尤甚。这
对全球石油产出带来了极大压力并使石油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如果全球经济活动回
暖，这一能源压力还将更加凸显。与此同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将持续增加，主要
原因在于煤炭和其他化石燃料依然是主要的全球燃料来源，而且这种情况可能在未
来的许多年中都无法改观。
不过，在某些区域，资源新贵们已经开始重塑能源格局：他们将全球石油生产
的重心向西移动，从中东移至北美；同时，将羽翼未丰的可再生能源行业的重心东移，
从欧美移至中国。他们在有些情况下能够降低碳排放，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会使
排放情况更加恶化，这意味着他们对当前显著的环境问题— 气候变化 — 的影响
将在未来的许多年中无法预知。在这期间，资源新贵的不断出现始终对过去长期占
据主导地位的能源集团的净利润产生威胁，这些能源利益集团包括 OPEC、领先的
电力生产商以及跨国制造商。所有这些能源利益集团都在竭尽全力去适应这一局面
以避免遭遇失败。

各种新能源的
供应正在重塑
当前的经济局
势，在全球范
围内产生了赢
家和输 家

继续推进
从历史上看，能源转变的出现基于两个原因。有时是由于主要能源资源已经枯
竭，这是一种推动作用；有时是由于出现了更好的能源来源，这属于一种拉动作用。
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社会正是在这两种作用之下从木材能源转换至了煤炭能源，
并实现了社会的工业化。当时，森林资源已近枯竭，之后他们发现了煤炭这种能量
更高的燃料用于工厂生产更加富有效率。到了 20 世纪早期，英国海军又在上述拉
动作用下，实现了从利用煤炭到利用石油的转变，这一决策后来又推动了民用运输
行业也进行了这一转变：这是因为被誉为“黑色黄金”的石油比起有如岩石一样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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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煤炭的能源更加密集、更加清洁、也更加易于运输。
20 世纪下半叶，大规模的能源转变均是出于推动
作用的影响，是对政治因素所导致的供应限制的应对。
在二战中，德国和日本的主要城市被盟军的炮弹夷为
平地，而这两个国家历史上都是需要进口大部分所需
能源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在重建其城市基础设施的时
候考虑到了能源效率的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发生阿拉
伯石油禁运之后，当时缺乏化石燃料供应的国家发起
了全国性的大规模运动以提高可替代能源电力的产能。
法国转向核能，巴西开发乙醇，而丹麦则推动了风电
的发展。可见，需要是发明的动力。
随着 21 世纪的到来，整个世界所面临的结构性能
源限制要比一场战争或者一次禁运更加强烈，因为这
一限制来自自然资源本身。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中
国和印度，目前每年所消耗的能源都在大幅增长，而
能源生产者则竭尽全力地去开采足够的化石燃料以跟
上这一步伐。趋势线表明，我们将迎来一个能源稀缺
的时代 — 这种担忧曾在大约 10 年前达到了高峰，当
时一个地质术语“石油峰值论”出现并为大家所熟知。
“石油峰值论”是指全球已经消耗了近乎一半的地下
可开采石油。根据该理论，当时正处于这一供应曲线
的最顶端，所以人类未来将会面临零售石油价格飙升
的局面，同时，当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另外一半石油储
备即将消耗殆尽时将会爆发石油战争。“石油峰值论”
的许多拥护者预测未来的世界将会逐步走向世界末日
的大决战，这是对挥霍无度的人类世界的一个马尔萨
斯式的应得惩罚。

则在讨论是否应该大规模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而该国
充裕的国内化石燃料也促使那些原本计划移师海外的
公司继续在国内建造他们的工厂。

当前新能源供应对重要厂商产生的威
胁至少不亚于过去能源危机的影响。

环保主义者和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其他低碳能源
的倡导者的措词发生了显著变化，清晰地反映了化石
燃料的蓬勃发展。多年以来，他们一直认为发展可再
生能源是必须的，主要原因是化石燃料正在走向枯竭；
而当前，他们依然认为可再生能源是必须的，但其出
发点是化石燃料的产能在不断上升。他们在全球各地
推动政府为碳排放严格设置上限，从而使燃烧化石燃
料在经济上不再可行。这种观点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尤
其难以推行，而这些国家的能源需求持续增加。
可再生能源本身是当前蓬勃发展的新能源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其产量在迅速飙升，但由于基础规模
较小，所以目前在全球能源构成中依然仅占据非常小
的份额。不过，这一份额的扩张速度远远超出了许多
人的预测，当前针对该行业的主流预测从简单看好到
非常乐观。得益于大量的政府资助，太阳能和风能是
其中增长最快的。可再生能源的激励措施背后有三大
动因：其一是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其二是许多国家的
政府希望能够促进国内就业；其三是上述国家出于民
族主义的考虑，希望能够赢得这场技术竞赛，他们认
为这将成为 21 世纪最重要的技术竞赛之一。
但是经济力量一旦释放出来，就往往会快速发展
新的富庶时代
变化并失去控制。起初，可再生能源仅仅是一个讨巧
不过，仅仅数年之后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的绿色环保概念，可如今已经滚雪球般发展成为了一
正如石油峰值论的拥护者们所做出的千禧年预测，石 个举足轻重的全球性行业，其发展速度和力度甚至超
油价格居高不下，但这一预测也激发了许多项技术突 出了其许多拥护者的预料。起初，欧洲国家推出补贴，
破的实现，这些技术突破至少目前已经在全球的许多 这使得那些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板的生产厂家和销售
地方开始被用于大规模扩张其经济可行的能源生产和 这些新式设备所生产的高价电力的公司均有利可图。
供应。当前，被石油和天然气业内人士称之为“非常 之后，那些低成本的制造业导向国家，特别是中国，
规”能源的产量正在迅猛增长；“非常规能源”一词， 充分利用欧洲的激励措施来迅速发展其自身的大型出
深入浅出地讲，就是指不易从地下开采的能源。这在 口导向型可再生能源行业。后来，随着这种国际性拓
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油气的高价格，这使得水力压裂 展为这一曾经缺乏效率的新兴工业带来了规模经济效
和水平钻井等新式生产技术的推广成为可能。在这个 益，风能和太阳能的成本迅速下降。如今，在全球风
过程中，市场发挥了作用，同时也得益于政府研究经 力和太阳能资源丰富的一些地方，或者在那些常规能
费的扶持。
源电力价格非常高的地方，或者同时兼具上述两种特
之后便掀起了开采储量巨大的非常规油气的热潮， 征的地方，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与煤炭或天然气发
这一热潮波及全球大部分区域，从美国到中国，再到 电成本相比已经开始具有竞争力。
欧洲和拉美。仅仅在不到 10 年之前，美国政界人士还
在为美国对中东石油进口的依赖不断增强而忧心忡忡， 光明的未来—对部分行业参与者而言
而美国的实业家则提出国内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将会迫
使制造业移师海外的预警。而今天，美国的政治家们
资源新贵的不断扩张可以通过设置大量的技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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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和经济壁垒来加以限制。不过，全球经济中的主要参与
者已经开始认同这已经成为了他们不可忽视的新常态。

太阳能行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
于政府补贴，因为政府补贴促进了技
术的发展。
OPEC 对此尤其忧虑。去年，OPEC 成员国尼日利
亚的能源部长将迅猛发展的美国页岩石油生产称为“一
个严重担忧”；这番评论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而
事实似乎越来越能证实上述担忧确实并非神经过敏。
今年 6 月，国际能源署（IEA，2014 年）在一篇报告
中预测，OPEC 在全球“生产性”石油产能中的份额将
从 2013 年的 58% 下降至 2019 年的 57%，而非 OPEC
国家的份额将会从 42% 上升至 43%。这些数字看似平
淡，但对于 OPEC 这一长期支配全球石油生产的垄断
联盟而言，却意味着令人不寒而栗的巨大转变。根据
IEA 的数字，在 2012 年和 2013 年之间，北美的石油
日产量增加 135 万桶，而 OPEC 的日产量则减少 85 万
桶。同时，尽管 OPEC 2019 年的日产量预计将在 2013
年的基础上增加 208 万桶，这一预计增长中的一半以
上来自伊拉克，但该国目前局势并不稳定。“鉴于伊
拉克风雨飘摇的政治形势和安全局势，”IEA 在报告
中称，“该项预测充满了下行风险”。尽管到目前为
止 OPEC 产量下降主要是由于其成员国的政治困境和
地质方面的困难，但 OPEC 成员国的担忧不断加深。
他们认为，随着美国石油产量的增加，对 OPEC 石油
的进口需求将减少。
OPEC 并不是唯一一支对美国能源生产突飞猛进感
到不安的力量。欧洲业界也是如此，因为其担心美国
下降的能源价格会使欧洲作为全球商品的生产者的竞
争力下降。今年 2 月，在欧洲具有大规模业务运营的
100 多家能源密集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联合签署了一封
信，呼吁欧洲政策制定者推进欧洲大陆的天然气生产
并放宽其实施的许多降低碳排放的法令的限制；这些
公司包括力拓加铝、安塞乐米塔尔、巴斯夫、蒂森克
虏伯、约翰逊控制和默克公司等行业巨头。负责组织
策划被称之为“宣言”的本项活动的行业群体称，上
述两项举措将会降低欧洲的能源价格，增强欧洲行业
同美国工厂的竞争力。
可再生能源的崛起加剧了竞争，其强度可与石油
和天然气的重新兴起所产生的争斗相提并论。太阳能
就是这样一个特别令人担忧的情况。
根据 IEA 的资料，当前太阳能所提供的发电量尚
不足全球年度发电量的 1%，但是即使这个数字也是该
行业五年前刚刚起步时的 8 倍。而且，这个比例不能
完全反映出在某些地区的较高的普及率。意大利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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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能发电在年度总发电量中的比例大约为 8%，德国和
西班牙的这一比例都是约 5%，澳大利亚的该比例为约
2%。在加利福尼亚，在特定的时间段，超过 6% 的电
力供应来自太阳能。据 IEA 预测，从全球范围来看，
到今年年末，太阳能发电在年度发电总量中所占比例
超过 1%；IEA 认为，从今年年末开始，太阳能的未来
前景将会显著改善。
太阳能行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政府补贴，
因为政府补贴促进了那些能够降低成本的技术的发展。
根据各方估算，太阳能板的平均价格在过去的数年中
下降了 75%，甚至更多。太阳能板价格下降的一个主
要原因是在中国出乎意料地涌现出许多生产低成本太
阳能电池板的厂家。这激怒了那些在太阳能行业发展
早期占据行业主导地位的西方公司。其中一些公司已
经向相关国际贸易机构提出了投诉，指控中国太阳能
板制造商通过中国政府的慷慨补贴获得非法帮助，违
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而中国否认违反了任何法规。
从法律角度来看，不管谁对谁错，指控掀起了中国对
美国与欧洲的贸易战争，双方均对从另一方进口的太
阳能组件加征关税。今年 7 月，美国释放信号，表示
计划再次提高对中国制造的太阳能板征收的关税。

新时代的到来？
除了谁将从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中获益的冲突外，
一场决定太阳能销售胜负的战争正在进行。环顾全球，
那些具有主导地位的电力生厂商对价格愈发低廉的太
阳能电池板的普及感到日益忧虑，因为这会促使更多
消费者自己生产电力，进而蚕食掉公用电力公司的客
户群。在德国，大型电力公司 E.ON 将令人失望的季
度收益状况归咎于屋顶太阳能电池板行业的兴起。美
国电力生产商 NRG 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戴维 • 克雷恩
（David Crane）将屋顶太阳能称之为对公用电力事业的
“一个致命威胁”。美国夏威夷的主要电力公司最近宣
布，将严格限制接入电网的屋顶太阳能电池板的数量。
能源可能会变得具有危险性并且不可预测：对于
壁式插座如此，对于全球也是如此。不久之前，人们
的普遍忧虑是没有充足的能源来为这个世界提供动力。
现在，在石油生产商、公用电力事业公司以及跨国生
产商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担忧：新能源技术和供应
的迅猛发展将会削弱世界强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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