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特雖是石油大國，但對天然氣相關
投資相對缺乏

資料來源：美國能源情報署(數
據截至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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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之一 足用數十年

埃現超級氣田

埃尼集團發聲明指出，新發現的Zohr氣田
面積約100平方公里，位於埃及離岸約

200公里海域、1,450米地底，並可能還有更多
資源未被發現，估計Zohr最多蘊藏了40萬億
立方呎天然氣。埃尼總裁德斯卡爾西表示，氣
田位置接近埃尼現有油氣處理設施，有助大幅
減低開採成本並加快開發進度。公司目前正與
埃及當局商討開採細節，最快明年開始鑽探，
估計Zohr每日可生產多達30億立方呎天然
氣。

影響俄烏局勢
埃及過往曾經是能源出口國，但隨着本地需
求逐漸增加，近年已變成能源入口國，能源短
缺經常造成停電，加劇社會動盪。德斯卡爾西
形容Zohr氣田將徹底改變埃及能源狀況，「未
來至少10年無須進口能源」。埃及政府對新發
現表示高興，稱開採到的天然氣主要會應付國

內需求，並希望到2020年能實現自給自足。
分析指地中海過去幾年多次發現大型天然氣

田，今次發現相信有助進一步穩定地中海能源格
局，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同時讓鄰近的歐洲在進
口天然氣上有更多選擇，減少依賴從俄羅斯進
口，對於歐俄圍繞烏克蘭的博弈或有重大潛在影
響。

以色列受打擊
Manaar Energy Consulting駐迪拜分析師米

爾斯相信，Zohr氣田足以彌補目前埃及大部分
能源缺口，對於原本打算出口天然氣到埃及的
以色列難免構成打擊。以色列原本正與埃及商
討長期供氣合約，但被以色列官僚制度及管制
規例拖累而停滯不前。以色列能源部長前日
稱，埃及發現新氣田正是對以色列「不斷夢
遊」的沉痛教訓。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英國廣播公司/《華爾街日報》/CNBC

或改變能源格局

10大天然氣
蘊藏國

全球能源格局或將迎來重大轉變，意大利能源集團埃尼(Eni)前日宣佈，於埃

及外海發現地中海歷來最大的天然氣田，蘊藏量估計達30萬億立方呎，約相當

於55億桶原油，並且可能是全球最大氣田之一。分析指，新發現足夠滿足埃及

未來幾十年的能源需求，不僅有助緩和該國能源危機，將來亦有望成為歐洲天

然氣進口來源之一，減少歐洲國家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因此對中東及歐洲

局勢均有深遠影響。

環球股市持續波動，聯
儲局副主席費希爾上周末
在全球央行年會放風，稱
不用等待通脹達標才加

息，加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勒唱淡
後市，拖累美股在8月最後一個交易日
低開，道指早段跌過百點。道瓊斯工業
平均指數早段報16,499點，跌143點；
標準普爾 500 指數報 1,969 點，跌 19
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4,789點，跌
38點。

標指或逾3年最大單月跌幅
未計昨日，標指上月累積跌5.9%，或

創2012年5月以來最大單月跌幅。俗稱
「恐慌指數」的芝加哥期權交易所波動率
指數(VIX)亦可能創歷來最大單月升幅。
歐洲投資者亦對上周市況心有餘悸，

歐股下跌，向4年來最大單月跌幅邁
進。法國CAC指數報4,626點，跌49
點；德國DAX指數報10,201點，跌97
點。英國股市假期休市。

■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天然氣田買少
見少，迫使能源
企業花費更多資
金投資新技術，
在過去難以到達
的深海水域或高
開採成本地區尋
找新氣田，但很
多時未能獲得相
應回報。研究機
構 IHS 數 據 顯
示，去年發現的
油氣儲藏量是過
去20年來最少；
英國《金融時
報》指出，類似
Zohr氣田這規模
的發現，近年已
愈來愈罕見。
30%股權由意

大利政府擁有的
埃尼集團，自
1954年起已通過
子公司在埃及活
動，目前是該國
主要油氣生產商
之一，每日生產
約相當於20萬桶
原油的能源。埃
尼同時是非洲最
大油氣開採商，

2011年曾在莫桑比克離岸發現
「巨無霸」氣田，估計藏有多
達85萬億立方呎天然氣。
國際商品價格去年起持續下

滑，加上伊朗將重返市場，能
源價格預料進一步受壓。不過
埃尼總裁德斯卡爾西對天然氣
前景仍然樂觀，因為國際社會
正計劃限制未來碳排放，相信
天然氣混合再生能源會是可持
續能源的關鍵。

■英國《金融時報》/
路透社/CNBC

中東能源格局除了可能受到埃及新氣
田的影響，伊朗亦是一個重要因素。國
際社會月前與伊朗達成核協議，為伊朗
石油重返市場打開大門，勢必加劇目前
已供過於求的局面；同時伊朗擁有全球
數一數二的天然氣資源，對中東以至全
球能源格局有重大潛在影響。
由於以往制裁措施限制了外國向伊朗

的投資及技術轉移，當地開採石油和天
然氣的技術及配套都未如理想，如今制
裁可望取消，有助伊朗發揮真正潛力。
評級機構惠譽最近一份報告估計，伊朗
天然氣儲藏量多達34萬億立方米(約
1,200 萬億立方呎)，接近全球總量的
18%，意味一旦伊朗重返市場，將有
力成為天然氣市場主要玩家，特別
是伊朗地理位置甚具戰略優勢，
中國、印度等亞洲國家及歐洲的
天然氣需求可為伊朗帶來龐大
機會。
另一方面，以色列原本依賴
來自埃及的天然氣需求，用以
補貼現有油田的開發及增產，
為了搶先伊朗一步，以色列政
府甚至不惜通過具爭議法案，
為跟埃及簽訂長期供氣合約開
路，但如今一切可能化成泡影。
■《福布斯》/《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美國頁岩革命大幅提振國內能源業，根據美國能源情報署(EIA)，美國今年5
月頁岩氣產量達破紀錄的456億立方呎，並估計今年全年產量按年急增
5.4%。專家估計，隨着美國天然氣繼續增產，對天然氣價格將進一步構成下
行壓力。
EIA在8月份鑽探生產力報告中表示，9月份天然氣產量可能會錄得輕微下

跌，主要是因為新氣井的產量未足以彌補舊氣井產量的放緩幅度，但整體仍
然無阻美國全年天然氣產量再創新高。連同傳統岸上氣井及墨西哥灣氣井，
美國今年天然氣產量將達每天787億立方呎，按年增加40億立方呎。

成新避險資產
天然氣增產導致美國本土能源供過於求情況惡化，由於美國今夏異常炎
熱，外界原本預料冷氣等電力需求會有助消耗天然氣庫存，但事實是庫存不
減反增，估計到冬季前可能突破4萬億立方呎，打破2012年的最高紀錄。專
家指，破紀錄庫存幾乎肯定對氣價構成壓力，估計美國基準氣價在今秋或跌
至每百萬英國熱量單位2.5美元，較去年同期約4美元急挫37.5%，疲弱走勢
可能延續至明年中。
雖然供應過剩對氣價構成壓力，但近來金融市場大幅波動，令不少人湧入
相對穩定的氣價避險。 ■《今日美國報》/《華爾街日報》/英國《金融時報》

全球能源爭奪戰愈趨白熱化，
估計擁有全球30%石油和天然
氣的北極，更受到以俄羅斯為
首的北半球國家虎視眈眈。美國

總統奧巴馬昨日起到阿拉斯加州展
開一連3天的訪問，成為首位到訪阿拉
斯加北極地區的在任美國總統，白宮宣
稱此行是為引起人們對北極氣候暖化的
關注，但分析相信他是要反擊美國在
「北極爭奪戰」中落後俄羅斯的說法。
阿拉斯加過往僅被視為美國總統訪問

亞洲的「中途站」，故奧巴馬的訪問引
起外界關注。美媒指出，對比俄羅斯在
探索北極動作多多，美國40年來未有建
造新的重型破冰船，批評美國正被俄羅
斯拋離，甚至「已被踢出遊戲外」。不
過美國其實並非只作壁上觀，華府上月
便授予殼牌石油公司許可，到阿拉斯加
西北部海岸附近的北冰洋地區開採石
油。

北美最高山改名 凸顯原住民文化
奧巴馬歷史性到訪阿拉斯加北極圈前

夕，先為當地原住民送上禮物，把當地
的北美洲最高峰、以美國第25任總統命
名的「麥金利山」(Mount McKinsey)，
改名為「德納利山」(Denali)，以更好地
凸顯阿拉斯加原住民文化，亦為當地幾
十年來的名稱之爭畫上句號。

■路透社/美聯社/
《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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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氣產量新高 價格下行壓力大

爭北極資源被嘲落後
奧巴馬訪阿拉斯加制俄

存量佔全球已知的17%
2/ 伊朗 1,193萬億立方呎

7/ 阿聯酋
215萬億立方呎

8/ 委內瑞拉
196萬億立方呎

核協議助伊朗出口
加劇區內競爭

能
源
價
格
受
壓
埃
尼
仍
樂
觀

■埃及總統塞西(中)與埃尼總裁
德斯卡爾西(左三)商討開採細
節。 美聯社

■埃尼集
團標誌

■奧巴馬把北美
最高峰「麥金
利山」(Mount
McKinsey)改名
為「德納利山」

(Denali)。 美聯社

國營俄羅斯天然氣公司正大舉
興建輸氣管道，希望受惠於中國
燃料需求急增，取代歐洲這個現
時最大出口市場

1/ 俄羅斯 1,688萬億立方呎

存量主要來自與伊朗瓜分的北方－
南帕斯天然氣田，該國是全球最大天然
氣出口國

3/ 卡塔爾 885萬億立方呎

10/阿爾及利亞
159萬億立方呎

頁岩氣革命大幅提高天然
氣存量和產量，美國允許天
然氣出口

4/ 美國 338萬億立方呎

9/ 尼日利亞
181萬億立方呎

6/ 土庫曼斯坦
265萬億立方呎

5/ 沙特阿拉伯 291萬億立方呎

■美國多得頁岩革命，今年天然氣日產量將達787億立方
呎。圖為美國煉油設施。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