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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宣布恢复经济和就业计划770万桶 OPEC+8月起开始减产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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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澜不惊，7月15日，市场关注的焦

点———OPEC+会议并未带来太多惊喜。相

较于上一次的意外延长，这次按预期进入

减产第二阶段的消息只能算是预期之内。

不过，除了定好的770万桶之外，还有此前

“没按规矩”减产的伊拉克等国的补偿。整

体而言，从8月起，OPEC+的减产幅度将会

在810万-830万桶/日的区间内。

“复苏迹象是明确的。当前的势头有利

于我们，但必须抵制放松减产的诱惑。”在

当地时间15日晚间举行的OPEC+机制能

源部长会议上，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

齐兹表示。会上，由沙特领导的OPEC和俄

罗斯等非OPEC产油国一致同意，自8月开

始进入原油减产协议第二阶段。

根据今年4月中旬达成的OPEC+减产

协议，产油国们的减产分为三个阶段逐级展

开。其中，第一阶段为5-6月，减产规模为

970万桶/日，7-12月减产规模则降至770万

桶/日，最后一个阶段为2021年1月-2022年

4月，减产规模为580万桶/日。

不过，在6月6日的OPEC+能源部长级

会议上，由于供过于求的趋势日益加重，各

方同意将970万桶/日的减产规模延长至7

月底。因此，从8月开始，约20个产油国将

会共同执行770万桶/日的减产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15日会后发布的声明

还显示，尽管减产协议从8月起进入第二阶

段，但由于部分此前未能完成减产份额的

国家将补充减产，8月实际减产数量将高于

770万桶/日。数据显示，在达成减产协议后

的前两个月，有13个国家的总产量超出了

配额，共增加了84万桶/日。

对于将产量增加200万桶/日的决定，

阿齐兹称，“随着我们进入该协议的下一阶

段，计划中所放松的减产量所导致的额外

供应将大部分被消耗，因为需求继续在其

复苏之路上”。

在阿齐兹看来，目前全球对石油的需

求正在逐步回暖。阿齐兹举例称，中东许多

OPEC国家的季节性消费量将进一步走

高，因为这些国家的空调发电高峰在很大

程度上是由石油推动的。以沙特为例，他预

计其季节性需求增量将达到50万桶/日。

对危机最严重的二季度，国际能源署

则将石油需求上调了150万桶/日，与2019

年同期相比，减少了17%。日前，OPEC也

在最新月度报告中预测，随着全球经济从

新冠肺炎疫情中复苏，2021年全球石油需

求将飙升至创纪录的700万桶/日，但仍将

低于2019年的水平。

除了需求方面的逐步恢复，供应端也

卓有成效。6月，全球石油供应跌至8690万

桶，为九年来的最低水平，这与OPEC+的

拼命减产不无关系。以沙特为例，截至29

日的6月，沙特原油出口量降至每天570万

桶，是自彭博社2017年初开始追踪以来的

最低水平。相比之下，该国5月的每日产量

为620万桶。

主动减产的OPEC之外，在投资削减

和钻井减少的情况下，美国和加拿大的产

量也被动减少了。根据OPEC的月度报告，

美国今年的产量将整体下降137万桶/日。

在持续的减产和恢复的需求两两作用

之下，此前一度逼近警戒线的全球原油库

存也开始走低。7月15日，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10日当周

美国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库存大幅度

减少超出预期。

具体来看，几乎所有数据的降幅都超

出预期。截至7月10日当周EIA原油库存变

动实际公布减少749.3万桶，预期减少8.8

万桶，前值为增加565.4万桶。当周，EIA汽

油库存实际公布减少314.7万桶，预期减少

108万桶，前值减少483.9万桶；美国截至7

月10日当周EIA精炼油库存实际公布减少

45.3万桶，预期增加138.4万桶，前值增加

313.5万桶。

“原油库存虽然有降低，但整个需求还

是比较弱的”，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

院院长林伯强坦言，这一点从没有明显上

涨的原油价格就能看出来，因为油价和库

存是紧密挂钩的。

数据显示，周三美原油一度下跌至40

美元关口，不过受原油库存降幅超预期的

影响，收盘时布兰特原油期货结算价上涨

2.1%，报每桶43.79美元；WTI原油期货上

涨1.41%，报收每桶41.12美元。截至北京时

间7月16日17时20分，WTI原油期货小幅

走低，现报40.68美元，跌幅为0.26%。

林伯强指出，还是要看疫情的发展，原

油市场开始恢复是肯定的，但从OPEC+持

续的控产就能看出来，供需两端还是相差

比较多。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反弹可能再度冲

击油市需求。挪威咨询公司RystadEner-

gy机构警告称，市场的下行风险仍然很

大。该机构表示，短期原油市场的实际情况

还远未确定。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法国总理让·卡斯泰15日在国民议会发

表演讲，全面阐述新政府的施政纲领。他宣

布，政府将开启1000亿欧元的大规模恢复经

济计划，解决受疫情影响的就业问题，并大

力投资工业、环保和医疗卫生等领域。

这是卡斯泰被总统马克龙任命为总理

后首次发表施政演讲。卡斯泰承诺，将落实

马克龙14日宣布的投资1000亿欧元恢复经

济计划。其中，400亿欧元投入工业领域，

200亿欧元用于环保领域，医疗卫生系统在

原有投资基础上再追加60亿欧元。他表示，

不会通过提高公民税收的方式来获得这笔

资金。他说，马克龙将委任一位高级专员负

责这笔资金的管理，确保计划落实的效率。

卡斯泰表示，解决失业问题是“当务之

急”，特别是把年轻人就业作为首要任务。政

府将落实马克龙提出的在公共服务领域增

加10万个就业岗位的承诺，以缓解因疫情造

成的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政府17日将讨论一

项针对年轻人的援助计划，促进就业。

对于争议很大的退休制度改革问题，

卡斯泰表示，必须推动改革，取消特殊退休

福利，政府将于17日和社会代表开始讨论

方案。

就国家安全问题，他表示将在9月的内

阁会议上提出反分裂主义草案，以防止某些

群体以种族或宗教名义进行分裂活动。

就疫情防控问题，他表示将扩大口罩佩

戴范围并加强病毒筛查工作，为可能再次暴

发的疫情做好准备。

据报道，卡斯泰演讲后，国民议会就政

府的施政纲领进行了讨论，并以345票赞成、

177票反对、4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表达了对

新政府的信任。 据新华社

15日，法国总理让·卡斯泰（左上）在巴黎的国民议会发表演讲。 新华社/图

延迟的东京奥运会再生变数。7月16日， 国际奥委会

主席巴赫公开表示，不希望一年后的奥运会空场，目前已

经准备了多种方案应对。就在前一天，日本奥委会主席山

下泰裕指出， 日本奥委会财政艰难， 极大可能要借钱办

赛。东京奥运会悬而未决，日本方面又确认了有意申请举

办冬奥会，对于当下的日本来说，奥运会能否成为刺激经

济的良药还很难说。

再搁浅？

7月16日消息，国际奥委会于15日当天举

行了执委会会议，为2天后的第136次国际奥

委会全会做准备。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巴

赫被问到关于东京奥运会的前景时说：“我们

仍在和东京方面共同努力，尽全力按计划于

2021年7月23日-8月8日举行推迟后的东京

奥运会。”

但巴赫同时表示，以无观众形式举办不

是国际奥委会愿意看到的，“我们一方面要确

保所有参赛人员、工作人员和观众的安全，同

时也要彰显奥林匹克精神”。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截

至北京时间7月16日18时35分许，全球新冠确

诊病例超1357万例，累计死亡逾58.4万例。

疫情使延期的东京奥运会会期再次充满

变数。“目前还不知道一年后全球疫情会如何

发展，我们正与东京奥运会组委会共同应对

这些问题，世卫组织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

们将继续基于世卫组织建议以及疫情发展情

况，准备多种方案来应对。”巴赫表示。

据巴赫介绍，原定于2022年10月在塞内

加尔达喀尔举行的第四届夏季青年奥运会，

拟将推迟到2026年举行。

同时，山下泰裕明确表示，目前无法确定

奥运会能否在明年如期举行，各方仍在努力。

“目前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带来了太多的

不确定性，2021年在东京举办奥运会是很困

难的。”山下泰裕说。

日本国内也希望推迟东京奥运会，据日

本共同社报道，今年6月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

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超过50%的东京

居民反对东京奥运会在明年举行，支持再次

推迟或干脆取消，在收到的1030条回复中，持

该观点的受访者达51.7%。

从防疫角度来看，大阪大学医院感染控

制小组的医生森井大一表示：“现在日本的防

疫‘进展’是因为禁止了外国人入境，而并非

控制住了病毒。如果举行奥运会这样的活动，

境外人员大量涌入，感染病例将不可避免地

激增。”

日本经济学家森永卓朗也表示，就算疫

情能赶在今年底结束，日本经济的恢复也需

要大约三年的时间，如果这个时候再举办东

京奥运会，只会延长日本经济恢复的时间。

借钱办赛

会期不定之外，东京奥运会的另外一重

困难是经费。

据东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科茨介

绍，此前，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就削减经

费等简办事宜已经达成一致。关于比赛场馆

与运动员村的具体情况，国际奥委会将在7月

17日全会上听取东京奥组委的报告。山下泰

裕也表示，简化办赛已经成为共识，东京奥运

会或将迎来重大变革。

然而，简化版的东京奥运会依然捉襟见

肘，“日本奥委会举步维艰，极大可能要借钱

办赛”。山下泰裕坦言。

“过去的奥运会是华丽而奢侈的，那是我

以前经历过的……”曾是奥运会柔道金牌得

主的山下泰裕在日本奥委会总部说，“但我认

为奥运会的概念并不是追求这些东西。首要

任务是确保安全。”

公开资料显示，山下泰裕去年6月接替武

田恒和出任日本奥委会主席。武田恒和目前

正因腐败指控接受调查。山下泰裕说，新冠疫

情大流行也给日本奥委会造成了经济损失。

他表示，“下一财政年度日本奥委会财务状况

将相当艰难”。

日本奥委会有多艰难？据日本共同社消

息，2019年，日本奥委会收入比上一财政年度

减少了约16.8亿日元，至约140.752亿日元。

今年4月，日本奥委会以电视会议形式召

开理事会，批准了2020年度的预算。受新冠肺

炎疫情对财政方面的影响，日本奥委会出台

了紧缩措施，批准了约128.22亿日元的开支，

比去年减少约29.366亿日元。也就意味着，

2020年，日本奥委会缩减了约1/5的预算。

而此前，日本刚刚同意承担因奥运会延

期产生的费用。据日本媒体估算，这笔费用大

约在3000亿日元左右。

执着的日本

东京奥运会能否举行悬而未决，日本又

要申办冬奥会。山下泰裕表示：“如果2021年

东京奥运会成功举行，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在

札幌举办2030年冬奥会的可能性上有一个明

确的前景。”在疫情之前，札幌被认为是2030

年冬奥会申办路上的领跑者。东京奥运会马

拉松和竞走比赛将在该地举行。

日本已经承认对2030年冬奥会的兴趣，

但他们可能会受到来自盐湖城与巴塞罗那等

城市的竞争。公开资料显示，札幌举办了1972

年冬季奥运会，盐湖城是2002年的东道主，巴

塞罗那举办了1992年夏季奥运会。

日本为什么如此执着于举办奥运会？

疫情重创日本经济，举办各种国际赛事

不失为刺激经济迅速恢复的一剂良药。上海

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雷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奥运会对于日本经济周

期走势意义重大，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奥运会

摆脱经济下滑的态势。而奥运会一旦取消，

“奥运效应”就会消失。“日本从去年10月开始

将国内消费税税率从8%上调至10%，由于个

人消费滑坡，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奥运会拉动

消费，与此同时带动国内企业投资和房地产

投资。此外，奥运会将吸引一大批海外观众，

将提振旅游业收入。”陈子雷称。

公开数据显示，自2013年申奥成功后，日

本花了七年时间做准备，耗资超过100亿美

元。据酒店研究公司CBREHotels的数据，日

本九大城市预计在2019-2021年将有8万家

酒店开业。此外，著名的东京大仓酒店还耗资

10亿美元装修，并已于去年9月重新开业。

“无论是东道主还是那些商业利益，都不

允许本届奥运会发生意外。日本政府确实在

努力游说国际奥委会。”法国里昂商学院欧亚

体育产业教授SimonChadwick指出。

而就在一周前，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

子在选举中得票超过366万张，以绝对优势

连任。这被视为对于明年奥运会举办是一

个重要的积极信号。小池百合子是几名主

要候选人中唯一一名支持奥运会如期举办

的候选人。

获得连任后，小池百合子表示，“我们将

坚决在政府的帮助下战胜疫情，胜利的标志

就是要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为表示被搁浅

的奥运会正在逆境中前行，小池百合子给出

时间表，“我们将在9月开始针对一些具体的

问题进行磋商，如明年奥运会期间国外运动

员来日本的防疫问题、限制人数的问题等”。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常蕾

巴赫表示，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存在其他可能性”
2020年3月19日

日方和国际奥委会发表联合声明，
东京奥运会延期至2021年7月23日

2020年3月24日

巴赫称，不希望本届奥运会空场举行
2020年7月15日

东京奥运会原定举办日期 2020年7月24日

山下泰裕出任日本奥委会主席 2019年6月

东京奥运会开始商业运作和场馆建设 2013年9月开始

东京申奥成功 2013年9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