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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先下手为强”

6月中旬，因德国西门子公司
未及时向俄方交付送修的气体压
缩机组等原因，俄罗斯天然气工
业股份公司（俄气）被迫把经由

“北溪-1”管道输往德国的天然气
供应量减少近60%，令欧洲市场承
压。北溪天然气管道公司日前发
布通告说，7月11日至21日将暂时
关闭公司负责运营的“北溪-1”两
条天然气管道支线，进行常规维
护。分析人士指出，此举将加剧近
期欧洲市场天然气短缺。

据俄新社报道，通告说这项
维护涉及测试机械部件、自动化
系统等，以确保天然气管道可靠、
安全和高效运行。这项年度维护
工作已提前计划好，时间安排已
与上下游合作伙伴协商。俄天然
气市场专家莫宁表示，受暂时关
闭消息影响，7月“北溪-1”天然气
管道供气量可能降至13亿立方
米，与6月相比降幅近60%。数据显
示，5月经该管道对欧供气量为54
亿立方米，6月为32亿立方米。

2011年建成的“北溪-1”天
然气管道东起俄罗斯维堡，经由
波罗的海海底通往德国，近年来
一直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俄气
是负责“北溪-1”运营的北溪天
然气管道公司最大股东，其股权
占比51%，其余股权分属德国、荷
兰和法国公司。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
对俄实施了多轮制裁，也亟待摆
脱对俄能源供应的依赖。欧盟4月
宣布，8月开始停止进口俄罗斯煤
炭。6月，欧盟批准对俄实施部分
石油禁运。但由于内部反对声高
涨，欧盟今年不太可能在天然气
问题上再对俄发起新的制裁。

作为反制措施，俄罗斯与
“不友好”国家和地区的“卢布结
算令”4月1日生效。目前，俄气已
先后宣布暂停向波兰、保加利
亚、芬兰、荷兰和丹麦等拖欠天

然气款并拒绝以卢布结算的欧
洲国家供气。国际能源署署长比
罗尔警告说，俄罗斯可能会完全
切断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欧洲
现在需要做好准备。

欧盟原计划在今年年底将天
然气库存比例提升到90%，以应对
未来的“气荒”，目前各国都在争
相储气，平均储气量已经超过
50%。俄罗斯选择在此时对天然气
供应下手，立即让欧盟陷入被动，
届时中小企业和受影响严重的家
庭能否安然过冬面临不小压力。

欧盟仓促应对“气荒”

为实现“开源”，欧盟大力寻
找能源替代供应方。近期，欧盟
多番寻求以色列、埃及等国帮
助，以获得更多天然气供应。但
观察人士指出，如果欧盟希望从
以色列大幅增加天然气进口，需
要面临成本高、工期长等问题。

国际能源署6月30日发布的
数据电视，欧盟6月从美国进口的
液化天然气量首次超过从俄罗
斯进口的管道天然气量。今年3
月，欧盟决定向美国额外购买150
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以减少进
口俄罗斯天然气，并表示希望通
过各种来源的液化天然气替代
三分之一的俄罗斯天然气进口
量。据了解，俄罗斯每年向欧洲
输送约1500亿立方米天然气，此
外还出口140亿立方米至180亿
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占欧洲大陆
天然气进口总量的40%以上。

俄气7月1日发布的初步统计
数据显示，该公司上半年对非独
联体国家天然气出口量为689亿
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减少310亿立
方米，降幅约为31%。分析人士指
出，主要原因与俄方停止通过

“亚马尔—欧洲”管道对欧洲供
气、减少通过“北溪-1”管道和过
境乌克兰的管道对欧洲供气有
关。欧盟计划到今年年底将俄罗
斯天然气进口量减少约1000亿

立方米，降幅近三分之二。据俄
气估算，今年上半年全球天然气
消费量同比减少240亿立方米，
同期欧盟国家天然气消费量减
少270亿立方米。

由于天然气市场紧张和价
格飙升，欧盟多个成员国选择暂
时转向使用煤炭，以应对俄罗斯
天然气供应量减少。欧盟方面担
心，随着冬季临近，俄罗斯可能
继续削减供应或完全停止供应。

为应对天然气短缺，国际能
源署表示，欧洲必须在寻找能源
替代供应的同时，提高能效和利
用可再生能源，包括核能，为高
电价和供应紧张提供喘息机会。
该机构近期表示，预计今年全球
能源领域的投资将达2 . 4万亿美
元，但对弥补供应缺口、应对气
候变化杯水车薪。

中国石油大学天然气专家
刘毅军教授表示，俄罗斯大幅减
少对欧洲供气，欧洲又决定大幅
减少对俄能源依赖，其天然气缺
口将十分巨大，煤电重启和寻求
新气源无法在短期内弥补缺口，
从而加剧“气荒”危机。

高通胀加大衰退风险

据德国媒体《星期日世界报》
7月2日报道，德国副总理兼经济
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透露，德
国已经租用4个浮动式液化天然
气接收站，首批2个液化天然气临
时接收站将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启
用。按他的说法，德国正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转为使用液化天然
气，以摆脱对俄天然气的依赖。

德国政府官员6月28日说，德
国和加拿大领导人在出席七国
集团（G7）峰会期间探讨了加拿
大向欧洲出口液化天然气的可
能性。德国联邦网络局局长穆勒7
月2日说，他担心俄罗斯可能完
全切断对德国的天然气供应。穆
勒告诉丰克媒体集团记者，“北
溪-1”天然气管道即将例行检

修，这可能转变为持续时间更长
的“政治化检修”。

考虑到德国天然气目前的供
给状况，德国联邦网络局已经明
确天然气供给优先级别，一旦出
现供应短缺，将优先保障家庭、医
院、制药及造纸企业。穆勒呼吁德
国民众减少能源消费。德国一些
城市已经开始考虑天然气供给中
断的应对之策。汉堡市负责环境
事务的参议员克斯坦2日说，一旦
天然气严重短缺，汉堡市或将实
行家庭热水配给制，并对室内采
暖最高温度作出限制。

依据德国联邦政府制定的
天然气紧缺三级应急方案，进入
最高级别“紧急”阶段，政府将以
非市场手段施行配给制供气，优
先保障家庭、医院和重要机构，
限制工业用气。不过，克斯坦说，
受技术原因限制，汉堡市并非每
个地方都能优先保障家庭和重
要机构。据克斯坦介绍，7月将确
定是否在汉堡市设置液化天然
气临时接收站并选址。如果设
置，最早将在明年年中启用。

分析人士认为，对俄能源依
赖让欧盟遭到制裁“反噬”。欧盟
各国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带动各
行业物价普涨，一些国家通胀率
刷新数十年来的新高。自“北溪-
1”天然气输送量被削减之后，欧
洲基准天然气期货价格已经上
涨了近50％。

为防止通胀形势进一步恶化，
欧洲央行不得不着手准备十多年
来的首次加息，计划7月加息25个
基点。市场担忧，随着欧洲央行结
束购债，债务负担沉重的欧元区国
家融资成本将大幅攀升，带来债务
危机和经济衰退的风险。

欧盟委员会近期发布的经济
展望报告预计，今明两年欧盟经
济将分别增长2 . 7%和2 . 3%，增速
低于2月预测的4%和2 . 8%。欧洲
央行警告，如果俄罗斯完全关闭
输气管道，明年欧元区经济将萎
缩1 .7%。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

据新华社纽约7月2日电 由
于高通胀促使美联储逐渐收紧货
币政策，美国股市今年上半年表
现惨淡，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和标
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分别在3月
7日和6月13日跌入熊市。分析人
士认为，这是美国多年来最糟糕
的上半年股市行情，在通胀形势
持续好转前，美国股市难现持续
性上涨。

今年上半年，标普500指数累
计下跌20 . 58%，为1970年以来最
大上半年跌幅；纳斯达克综合指
数累计下跌29 . 51%，与去年11月

的历史高点相比下跌31 . 32%；道
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累计下跌
15 . 31%。市场担忧美国可能在今
年晚些时候或2023年出现经济衰
退。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
一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按年率计算下降1 . 6%，较
此前数据下调了0 . 1个百分点。最
新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房价指数
和投资者信心等宏观指标均出现
下滑。

市场研究机构“数据跋涉”研
究公司共同创始人科拉斯表示，
美国经济正在快速降温。美国银

行全球经济研究主管哈里斯表
示，因为5月消费数据表现疲弱，
该机构已把美国二季度经济预期
从此前的环比增长1 . 5%下调至环
比持平。通常而言，经济连续两个
季度出现负增长将被视为陷入技
术性衰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西格尔表
示，就此而言，美国经济确有衰退
之虞。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
教授萨默斯表示，未来两年美国
几乎不可避免会出现经济衰退。

与此同时，美国科尔士百货
公司、环球健康服务公司、连锁药

房沃博联和耐克公司等均报出业
绩利空，引发股价显著下跌。在即
将到来的二季度财报季，预计将
有更多企业下调业绩预期。瑞银
私人财富管理部门执行董事马库
斯表示，企业疲弱的业绩预期可
能会进一步增加股市下行压力。
美国赛恩资产管理公司创始人伯
里警告，金融市场的溃败只进行
到了半程，下一步企业将出现盈
利下跌。

罗伯特·贝尔德资产顾问公
司投资策略分析师梅菲尔德表
示，二季度和三季度的企业业绩

情况将主导股市下跌的程度，在
通胀及其预期得到控制之前，可
能不会有新的牛市出现。瑞银集
团表示，考虑到美国经济走势，下
半年市场可能依然充满波动。在
通胀得到控制、美联储暂停或停
止加息的信号出现之前，市场人
气不大可能出现持久改善。

美国股市上半年惨淡收场
经济和业绩利空或令市场继续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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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遭受酷暑并竭尽全力为今冬储气之际，俄罗斯大幅削减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导致欧洲“气荒”加
剧，天然气价格应声飙升，屡创新高的欧洲通胀率再次承压。业内担忧，短期内欧洲难以寻求合适气源，即使
重启煤电也是杯水车薪，欧洲经济将面临萎缩风险。

这这是是在在圣圣彼彼得得堡堡拍拍摄摄

的的俄俄罗罗斯斯天天然然气气工工业业股股份份

公公司司标标识识。。 新新华华//路路透透


	A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