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洲是少数需求仍在增长的天然气市场之一。化石燃料行业和它的
支持者正推进价值3790亿美元的项目，在未来十年内建设亚洲的气
货站、运输管道以及化石燃料发电厂 (如图一)。所有在建的液化天
然气进口码头约有四分之三在亚洲。1 但人们似乎忽略了一个简单
的事实。那就是，可再生能源价格低廉且不断下降。在中国、印
度、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太阳能已然是价格最低廉的新能源。
十年内，可再生能源发电有望成为亚洲价格最低廉的电力供应方
式。

现在，人们对天然气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大量投资，也在能源
领域中对相关技术及政策进行不断的创新。虽然这种投资与创新带
来颇多收益，但无形之中也阻碍了清洁能源的广泛使用。这甚至可
能给政府和电力用户们带来昂贵到难以承担的长期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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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糟糕的天然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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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份简报详细说明了为什么在未来几十年将投资锁定天然气市

场对亚洲国家来说是一项糟糕的交易。根据全球能源监控的信息, 

6430亿美元将投入到煤气进口码头、化石燃料发电厂以及运输管

道的建设当中。拟建设的工程中天然气运输管道占总规划的50%以

上，天然气发电站占比30%，而进口码头占比21%。与此同时，包

括亚洲个别国家在内的天然气输出国也正规投入6680亿美元以增强

液化天然气的出口能力。而只有长期的天然气订单才能维持如此如

此巨额的资金保持流动。

 亚洲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建设的前 10 个国家

国家 拟议的基础设施成本

(十亿美元)

中国 130.5

越南 58.6

印度尼西亚 31.8

印度 29.5

泰国 19.9

孟加拉国 16.5

韩国 16.1

菲律宾 14

日本 13

图 1：计划中的亚洲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基础
设施

来源：全球能源检监测

来源：全球能源检监测



随着越来越多的
政府和机构限制
化 石 能 源 的 使
用，以及不断变
化的气候政策推
动清洁能源的发
展，把大量投资
锁定在天然气市
场中长达几十年
之久无疑是风险
之举。   

建设天然气基础
设施动辄十亿百
亿，消耗巨大。
因此，为了吸引
足够多的投资以
确保项目所需产
能不会中断，天
然气公司往往会
签订长期合同。
在许多液化天然
气项目中，这些
合约往往要求采
购方，诸如电力
公司等，连续20
年甚至更久以年
为单位大量购买
液化天然气。 这
也就意味着无论
采购方是否使用
这些液化天然气都必须照单购买。

而这些天然气的采购费用又会被电力公司以产能支
付、电力购买协议或与政府监管机构商定的其他协
议等方式转嫁给电力客户。2也正是如此，公司通过
长期合约为大型的资本密集项目提供有保障的稳定
市场。

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在新冠疫情
爆发前就已经面临电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这些国
家的煤炭和天然气发电厂的产能利用率一直低于
50%，更有甚者低于40%。3正是对经济增长和电力
需求的预期过高导致了这一现象。

发电厂一旦投入使用，各种费用最终都会被转嫁到
消费者和纳税人身上。通过容量费用机制，发电厂
拥有者不仅因提供电力而获利，而且也因为他们提
供了足够的容量来满足电力需求而获利。实际上在
2021年3月，库拉姆·侯赛因就已经对巴基斯坦的产
能过剩问题予以分析：

根据规划，该国将增加支出以应对电力产能过剩，
电费补贴在未来几年里将会激增。政府将无力承
担，最终被迫进一步提高电费。这不仅将加重消费
者的负担，加剧通货膨胀，还使得巴基斯坦的电力
出口价格过高而被挤出国际市场。4

签订长期天然气合约无异于在赌博 

图 2：20 年期 LNG 合同锁定企业利润和消费者高电价

Illustration: Haris Ichwan



但在电力需求下降、核电站的重
新启用以及可再生能源产能不断
提升的共同影响下，日本本身对
于液化天然气的需求却是在不断
降低的。因此，许多公共设施面
临液化天然气过剩的困局。仅在
2019年，日本的公共设施就变卖
了45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彭博
新能源财经（BNEF）预测，到
2025年，日本过剩的液化天然气
将会翻四倍。

日本的公司正在东南亚投资建设
液化天然气进口设施以及天然气
发电站，以求缓解超额的液化天
然 气 合 同 带 来 的 各 方 面 压 力 。
日本政府还提供了金额高达200
亿美元的质押业务，支持这些企
业 ， 扩 大 亚 洲 的 液 化 天 然 气 市
场。尽管他们声称这一举动是在
帮助东南亚国家实现能源过渡，
但实际上他们扩张液化天然气业
务是为了本国企业的利益。

这个例子为正要签署长期照付不
议 付 合 同 的 公 司 敲 响 了 警 钟 。
随着气候变化不断加剧，清洁能
源 技 术 也 不 断 发 展 。 未 来 几 十
年中，电力行业会比以往拥抱更
多的创新和机遇，同样也面临着
更多的突变和波动。6 因此，在
未来几十年中把投资锁定在长期
天然气合同上显然是一种风险之
举。

随着剩余电力的产能支付预计增长，在未来几年，补
贴法案将大幅上升，使政府无法负担，并使其处于不
得不进一步提高电价的不利境地。这将给消费者带来
更大的负担，加剧通货膨胀，并使巴基斯坦的出口产
品在全球市场上定价。

在最好的时候，锁定长期天然气供应和燃气发电能力
可能存在风险。但气候危机正在加速政策和技术的发
展。因此，将投资锁定在长期天然气供应合约和天然
气发电在任何时候都充满了风险。尤其是在当下，气
候危机加快政策变革和科技发展。合约有效期内的天
然气发电站和液化天然气交易码头将会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容易搁浅。

日本液化天然气“大跃进”
导致能源公司陷入困境

自从2011年福岛海啸以及核泄漏之后，日本为维持公共设施的运行，被迫从使用核能转向使用煤炭，并
签署了一系列的长期液化天然气合同来弥补全国各地由于核电站停摆带来的电力产能空缺。这使得日本
液化天然气进口订单从2010年的每年340万吨激增至2012年的1,810万吨，并在随后几年内签署了更多的天
然气合同。中部电力、 关西电力等电力公司签订的大多数合同都将会持续到2030年甚至更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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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NEF，日本电力公司的液化天然气采购战略：应对供应过剩。 2021 年 4 月。



过去十年中，随着装机容量的激增，大规模风力和太
阳能发电的价格的成本急剧下降（见下图）。目前，
有些国家最便宜的新型电力供来源是大规模太阳能或
者向岸风能。这些国家的人口总和占全球三分之二以
上，提供的电力产值占全球的91%。7

根据收集到的亚洲国家的数据 （见下表），新建大型
太阳能电厂的发电成本将比新建天然气电厂更低。

・ 在中国、印度、泰国和越南，一座崭新的大型太
阳能发电的建造和操作成本（新电厂间的碰撞）
比现今任何形式的发电场都要便宜。

・ 在菲律宾 、 马拉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太阳能发电
价格预计将于明年低于天然气发电。

・ 在日本，风能发电成本预计将会在2024年低于天然
气发电，太阳能发电成本到2026年也将低于天然气
发电。

・ 在韩国，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成本预计将于2025年低
于天然气发电。

因此，在这些占据了亚洲大部分电力需求的国家中，
所有新建可再生能源发电站将于2025年（也就是三年
以后）实现发电成本低于新建天然气发电站。

此外，在未来几年可能会签署的天然气合同有效期
内，可再生能源将会以相似甚至更低的价格取代目前

的天然气和煤炭的电力产能。9  这意味着，太阳能或风
能发电厂仍在偿还建设资金，其发电成本将很快低于
只负责运营和维护成本的无债务化石燃料发电厂。

实际上，即使是在那些煤炭价格非常低廉的国家，在
一份常见的20年期限的液化天然气合同过期之前，太
阳能发电也将成为最便宜的电力来源。8这已经在中国
和印度成为事实。

这些的数据清楚地显示了一个事实——将数千亿美元
的投资锁定用于进口和分销天然气的基础设施对于亚
洲的电力客户们来说是一项风险极高的行为。可再生
能源已然能够在多数情况下承担起廉价能量来源的角
色。

此外，在今天签署的20年液化天然气合同到期之前，
可再生能源将能够以类似或更低的成本取代现有的天
然气和煤炭产能。虽然像孟加拉国以及巴基斯坦这些
正计划扩大天然气进口的国家，并没有在之前的讨论
中被提及，但他们也必然会面对相似的境遇。910

虽然风能和太阳能受到天气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大的
不稳定性，但无论是单论这一点还是从经济效应的角
度考虑，都不妨碍它们取代煤炭和天然气。通过增大
在电力存储以及电网规划方面的投资足以增强电网系
统，保障清洁能源持续以低于天然气的成本输出。11

可再生能源价格已经低于天然气并仍在持续走低

图 3：全球公用事业规模的风能和太阳能成本已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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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电能存储以及先进的电网管理系统是能
源行业关注的焦点。随着气候影响不断加剧，许多政
府和公司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行业经济规模的
扩张正在降低可再生能源的价格，并提高其使用效
率。 而天然气技术却停滞不前，并且其价格极有可能
不降反升。这时签署长期天然气订购合同属实是在冒
着提高政府固定成本的风险。 

化石燃料行业的支持者却宣称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是
互惠的。但事实上，可再生能源的运营和发展与天然
气水火不容。随着越来越多的可再生能源应用于电网
系统，人们呼吁减少使用大型天然气发电站。这就意
味着许多天然气发电厂的利用率有可能降低至经济可
行水平以下。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在签订了长期天然气
订单的发电站身上，电力客户和政府债券就必须承担
一部分根本不会投入使用的天然气费用。

风能和太阳能如何影响天然气发电
站的使用
目前，亚洲地区的发电设备大多是联合循环燃气轮机
（CCGT）。东南亚，计划建设的天然气发电厂多数
在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其中95%的电厂计划使
用CCGT。12CCGT的正常输出功率大于一千兆瓦，主
要应用于大型集中发电项目中。从电厂运营的角度
来看，CCGT每天五分之三以上的时间都应在工作状
态。13否则，这些电厂每单位电力的运营和维护成本将
会更高，每单位电力产生的污染也更多。14

主要原因是启动涡轮机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成本。
而可再生能源具备零燃料成本的优势，从而逐步成为
电网供电的优先选择。这就使得CCGT被迫停摆或在
待机状态下空转。对于CCGT发电厂来说，这属实不
是一种具备成本效益且高效的运营方式。

可再生能源动摇对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的投资

图 4：在 LNG 合同到期之前，可再生能源将比天然气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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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电网运营商优先使用CCGT发电厂而非可再生能源发电
厂，越来越多价格更高且污染更严重的化石能源将被投入使
用。因此，大量投资天然气发电站不利于可再生能源的发
展。

随着可再生能源在国家能源系统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天然
气发电厂的利用率只会进一步下降。建设完毕并接入电网
后，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厂不仅有着较低的运行和维护成本，
而且没有任何燃料成本。因此，这些使用风能和太阳能的
发电站将会被优先进入电网。使用昂贵进口液化天然气的
CCGT发电厂的数量将会减少，其利用率也将降至经济效益
可行水平以下。

但是，如果电力客户遵照合同继续使用天然气发电站，他们
就要承担气候变化的代价，或者大量闲置天然气基础设施的
费用。无论是哪种情况，最终都只会是消费者买单。

总结
大规模建设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基础设施，会使
亚洲不得不大量使用价格昂贵且污染严重的化石
能源。同时，这一建设所需的巨额资金依赖于长
期合同。在合同的约束下，无论政府和公民是否
使用订购的天然气，都必须照单支付。

目前情况十分糟糕。在许多国家，可再生能源的
价格比化石能源更廉价，并且还会持续下降。同
时，很多国家出现电力过剩的情况，因此无需加
大电力供应。现在，我们应该停下来，更多地开
发和使用清洁且低廉的可再生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