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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 

  

 
财政平衡视角下的 OPEC原油成本 

——原油成本系列研究之一  

 

   行业动态  

      受新冠肺炎疫情以及 OPEC+减产联盟谈判失败的影响，国际原油价

格出现了大幅下挫。我们在之前的报告中指出：短期原油市场要出现比较

积极的变化，至少需要看到两个拐点中的一个：一是海外疫情的新增病例

人数趋势性下行；二是 OPEC+减产联盟重新组织起来，延期此前的减产

协议，或者进一步扩大减产协议。 

OPEC+减产联盟是否仍有合作的基础？这是我们当下需要思考的问

题。它既会影响到短期原油价格下行的底部位置，也会影响到新冠疫情散

去之后原油价格反弹的高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认为从 OPEC+

减产联盟成员国的财政平衡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会更加清晰。 

 财政平衡油价——产油国的“风向标” 

财政平衡油价是指以石油为支柱产业、高度依赖石油收入的产油国政

府能够实现财政预算平衡的原油价格。当国际油价低于财政平衡油价时，

该国政府可能出现财政赤字，进而引发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财

政平衡油价能较好地反映主要产油国财政收支状况，是研究产油国经济、

政治和供给策略的重要指标之一。分析产油国的财政盈亏平衡油价，一方

面可用于分析产油国供给行为，进而预测油价走势；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解

读产油国政策走向及改革行为，预测他们可能的政治与财政危机 

 沙特和俄罗斯的财政平衡油价与当前油价相差甚远，合作基础犹存 

我们对沙特和俄罗斯的财政平衡油价进行了计算后发现，2019 年沙

特和俄罗斯的财政平衡油价分别为 80.9 美元/桶和 53.5 美元/桶，与当前

35.0美元/桶的布油价格分别相差 45.9美元/桶和 18.5美元/桶。也就是说，

倘若国际原油价格持续维持目前的低位，未来，无论是沙特还是俄罗斯，

在财政上都会存在巨大的压力。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的财政平衡

油价之所以显著低于沙特，是因为财政平衡用的是本币，原油出口收入算

的是美元，沙特的汇率在这几年中没有变化，俄罗斯的卢布贬值了 46%。

故我们认为，两者通过减产以提升国际原油价格，从而缓解财政压力的合

作基础依然存在。 

 OPEC+各国在低油价下将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 

IMF对 OPEC国家的财政平衡成本做了测算。除了科威特、伊拉克和

卡塔尔三家之外，其他国家维持财政平衡成本的油价水平均非常高。现阶

段 35.0 美元/桶的布油价格远低于这些国家的财政平衡油价。倘若油价在

低位一直持续下去，即使这些国家降低了部分财政支出或者增加非石油收

入，他们也将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甚至出现巨额的财政赤字，进而将对

整个国家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此外，我们也要密切关注伊朗对

整个中东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扩散。 

 风险分析 

OPEC+增产风险，下游需求不及预期风险。 

 
石油化工：增持（维持） 
 

分析师 

吴裕  (执业证书编号：S0930519050005) 

010-58452014 

wuyu1@ebscn.com 

 

裘孝锋 (执业证书编号：S0930517050001) 

021-52523535 

qiuxf@ebscn.com 

 

 

行业与上证指数对比图 

-30%

-18%

-5%

8%

20%

03-

19

04-

19

06-

19

07-

19

09-

19

11-

19

12-

19

02-

20

石油化工 沪深300  
资料来源：Wind 

 

 

http://ipoipo.cn/


http://ipoipo.cn/


2020-03-13 石油化工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2- 证券研究报告 

 

目 录 

前言 ................................................................................................................................................. 3 

1、 财政平衡油价：石油生产国的“风向标” ...................................................................................... 4 

1.1、 财政平衡油价——产油国的“国家成本” ................................................................................................... 4 

1.2、 财政平衡油价是研究产油国经济、政治和供给策略的重要指标 ............................................................. 5 

2、 财政平衡油价的测算——以沙特和俄罗斯为例 .......................................................................... 7 

2.1、 财政平衡油价的计算公式推导 ................................................................................................................ 7 

2.2、 沙特和俄罗斯的财政平衡油价与当前油价相去甚远 ................................................................................ 8 

2.3、 俄罗斯财政情况优于沙特 ...................................................................................................................... 10 

2.4、 OPEC+各国在低油价下将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 ................................................................................... 11 

3、 风险分析 ................................................................................................................................. 12 

 

http://ipoipo.cn/


2020-03-13 石油化工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3- 证券研究报告 

 

前言 

 

受新冠肺炎疫情以及 OPEC+减产联盟谈判失败的影响，国际原油价格

出现了大幅下挫。此前我们的报告当中指出：短期原油市场要出现比较积极

的变化，至少需要看到两个拐点中的一个：一是海外疫情的新增病例人数趋

势性下行；二是 OPEC+减产联盟重新组织起来，延期此前的减产协议，或

者进一步扩大减产协议。 

OPEC+减产主要的领导角色是沙特和俄罗斯。他们主导了联盟的决策。

他们的分歧导致了谈判的失败。当前双方各不相让。近期，俄罗斯财政部公

开发文，称俄罗斯能够承受石油价格在 6到 10年内维持在每桶 25美元到每

桶 30 美元的水平。俄罗斯可以在长期低油价的情况下动用国家财富基金，

以确保宏观经济稳定。沙特表示，4 月对国内外客户的原油供应将增加至

1300万桶/日的纪录高位，较当前水平高出约 330万桶/日。 

OPEC+减产联盟是否仍有合作的基础？这是我们当下需要思考的问题。

它既会影响到短期原油价格下行的底部位置，也会影响到新冠疫情散去之后

原油价格反弹的高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认为从 OPEC+减产联

盟成员国的财政平衡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会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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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平衡油价：石油生产国的“风向标” 

1.1、财政平衡油价——产油国的“国家成本” 

财政平衡油价（fiscal breakeven oil price）是指以石油为支柱产业、高

度依赖石油收入的产油国政府能够实现财政预算平衡的原油价格。此价格通

常高于石油开采的完全成本。一般来讲，倘若国际石油价格高于财政平衡油

价，则该国政府将可能会出现财政盈余；当国际石油价格低于财政平衡油价

是，则该国政府将可能出现财政赤字。而当政府出现财政赤字时，该国可能

会面临巨大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若要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转以及国民福

利的持续支出，政府可能会减少石油供给以使市场恢复到正常的供求平衡状

态，使油价能够恢复到盈亏平衡油价之上，也可能会选择降低财政支出和增

加非石油收入来维持国家的财政平衡状态。 

 

图 1：财政平衡油价和国家财政平衡的关系 

 

资料来源：雷闪，《财政盈亏平衡油价的概念及应用局限》，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对于沙特、俄罗斯等主要石油生产国而言，政府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依

赖于石油的出口收入，以及出口税收、石油生产矿税等税收；还有一小部分

来自非油气行业的财政收入，以及国家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的投资收益。政府的财政收入除用于预算和预算外支出，还可能流入

国家主权基金或财政稳定基金（Fiscal Stabilization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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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典型 OPEC国家财政预算模型 

 

资料来源：雷闪，《财政盈亏平衡油价的概念及应用局限》，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也就是说，从一定程度上讲，财政平衡油价可以看成石油生产国的“石

油国家成本”。国家或政府的财政预算也是建立在预测原油价格走势、考虑

石油“国家成本”的基础上制定的。 

 

1.2、财政平衡油价是研究产油国经济、政治和供给策略

的重要指标 

财政平衡油价能较好地反映主要产油国财政收支状况，是研究产油国经

济、政治和供给策略的重要指标之一。分析产油国的财政盈亏平衡油价，一

方面可用于分析产油国供给行为，进而预测油价走势；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解

读产油国政策走向及改革行为，预测他们可能的政治与财政危机。 

1、分析主要石油出口国经济形势和政策方向。 

对石油出口国而言，当国际油价跌破财政平衡油价线时，政府很可能会

造成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累积过高则会导致国家财政风险加大。而解决财

政赤字的有效手段只有增加税收或削减开支。因此，市场油价跌破财政盈亏

平衡油价时，往往会伴随石油国家的新财政政策出台。 

此外，长期处于财政赤字的石油出口国政府可能会在外交或对内政策上

做出重大让步。而且，在一些石油出口国家，严重的财政赤字可能成为反对

派政党攻击的主题，进而可能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地位。 

2、分析产油国的供给行为。 

OPEC国家往往根据财政预算需要决定自身石油供给水平。当石油收入

不能满足财政预算需要时，各石油生产国将联合起来减少现有供给水平，以

求通过边际效应抬升国际油价，从而提升石油收入；当石油收入满足财政预

算需要时，他们更多的希望维持现有供给水平，甚至小幅增加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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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财政平衡油价的应用 

 

资料来源：雷闪，《财政盈亏平衡油价的概念及应用局限》，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需要说明的是，若要更加准确地判断石油生产国未来的供给行为、经济

形势以及政策走向，我们不能只依赖于财政平衡油价这一项指标，石油生产

国的财政储备、货币汇率、市场调节能力和减产意愿等一系列其他指标均将

对其产生影响。 

表 1：石油生产国未来供给行为、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向的影响因素 

指标 影响 

盈亏平衡油价 

国际油价低于盈亏平衡油价时，政府将出现财政赤字。政府可能会减少石油供给以使市场恢复到正常的供求

平衡状态，使油价能够恢复到盈亏平衡油价之上，也可能会选择降低财政支出和增加非石油收入来维持国家

的财政平衡状态。 

财政储备 
石油生产国在高油价期间能积累大量的石油收入。这笔资金除了用于政府支出外，部分被转移到了国家主权

基金或财政稳定基金，以缓冲低油价带来的财政赤字和经济风险。 

货币汇率 
石油贸易往往以美元结算。在实行浮动汇率的石油出口国，油价下跌往往会造成该国货币贬值。这将大幅降

低以该国货币计价的石油出口受油价下跌的影响。 

政府积极财政政策 
低油价时期，石油出口国政府除了可以采用减少供给的手段，也可以通过削减开支、增加税收、减少补贴等

手段来减少财政赤字以抵御冲击 

市场调节能力的变化 
随着美国页岩油产量的增长以及石油消费的疲软，石油生产国通过调节产量来稳定市场油价的能力逐渐减弱。

即便收到财政平衡油价的驱动，石油生产国也将综合考虑调整供给行为 

资料来源：雷闪，《财政盈亏平衡油价的概念及应用局限》，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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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石油生产国财政平衡的影响因素 

 

资料来源：雷闪，《财政盈亏平衡油价的概念及应用局限》，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2、财政平衡油价的测算——以沙特和俄罗斯为例 

2.1、财政平衡油价的计算公式推导 

石油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由石油收入和非石油收入构成，其财政平衡油

价是指政府能够实现财政预算平衡的原油价格，需要国家的“期望石油收入”

及非石油收入之和与政府支出相抵，其定义式表示如下： 

OR×(PC /P)+NORC=GRC=GE 

其中，GRC为平衡政府财政收入，OR 为实际石油收入，NORC为实际

非石油收入，PC为平衡油价，P为实际油价，GE为政府财政支出。 

政府的石油收入一般通过出口石油所得，即 NOR=P×Q。Q 为国家石

油出口量。而非石油收入主要由出口税、矿税、主权财富基金等收入构成。 

对沙特、俄罗斯等主要石油生产国来说，其政府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依

赖于石油收入，非石油收入占比很小，且包括主权财富基金等一部分投资收

入还会继续返还到未来投资中。故我们可以假定 NOR 在预算平衡及实际状

态下基本不变。即 NORC=NOR。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 

NOR=NORC=GE-OR×(PC /P) =GE-ORC 

=GE-PC×Q 

我们知道，政府财政盈余为实际财政收入（GR）与财政支出（GE）的差

额，即： 

   财政盈余=GR-GE 

故我们结合以上推论，可以继续推导出 

财政盈余=G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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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NOR)-GE 

= P×Q+(GE-PC×Q)-GE 

=P×Q-PC×Q 

即：  财政盈余=(P-PC)×Q 

也就是说，在政府非石油财政收入占比很小的情况下，石油生产国的政

府财政盈余即来自于实际石油出口收入（P×Q）与预算石油出口收入（PC

×Q）的差额。 

 

2.2、沙特和俄罗斯的财政平衡油价与当前油价相去甚远 

沙特和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几个石油生产国和石油出口国之二，也在

OPEC 及其盟国中拥有很强的领导地位，他们的意见很大程度上主导了

OPEC+这一联盟的决策。故我们依据之前推断得出的财政平衡油价计算公

式，专门对沙特和俄罗斯的财政平衡油价进行了测算，并与当前的布伦特油

价进行比较，从而对这两个国家的财政情况进行分析。 

图 5：沙特原油产量、消费量和出口量（千桶/天）  图 6：俄罗斯原油产量、消费量和出口量（千桶/天）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计算所需的各项指标及计算结果如下： 

图 7：沙特阿拉伯财政情况（十亿沙特里亚尔）  图 8：俄罗斯财政情况（十亿俄罗斯卢布）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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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沙特石油生产指标和财政盈余 

年份 国家 
石油产量 石油消费量 石油出口量 石油出口总量 财政盈余 汇率 财政盈余 

（千桶/天） （千桶/天） （千桶/天） （百万桶/年） （十亿沙特里亚尔） （折美元） （亿美元） 

2018 沙特 12287 3724 8563 3125 -136 3.75 -362 

2019 沙特 11951 3918 8033 2932 -182 3.75 -485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计算 

 

表 3：沙特石油生产指标和财政盈余 

年份 国家 
石油产量 石油消费量 石油出口量 石油出口总量 财政盈余 汇率 财政盈余 

（千桶/天） （千桶/天） （千桶/天） （百万桶/年） （十亿俄罗斯卢布） （折美元） （亿美元） 

2018 俄罗斯 11438 3228 8209 2996 2742 69.47 395 

2019 俄罗斯 11257 3224 8033 2932 1974 61.91 319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计算 

 

图 9：沙特阿拉伯财政盈亏平衡油价（美元/桶）  图 10：俄罗斯财政盈亏平衡油价（美元/桶）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表 4：沙特和俄罗斯财政平衡油价计算结果（美元/桶） 

年份 国家 布伦特年均价 财政盈余 财政平衡油价 当前布油价格 当前财政盈余 

2018 
沙特 71.1 -11.6 82.7 35.0 -47.7 

俄罗斯 71.1 13.2 58.0 35.0 -23.0 

2019 
沙特 64.4 -16.6 80.9 35.0 -45.9 

俄罗斯 64.4 10.9 53.5 35.0 -18.5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计算，当前布油价格日期为 2020.3.11 

 

我们可以看到，2019 年沙特和俄罗斯的财政盈亏平衡油价分别为 80.9

美元/桶和 53.5美元/桶，与当前 35.0美元/桶的布油价格分别相差 45.9美元

/桶和 18.5美元/桶。也就是说，倘若国际原油价格持续维持目前的低位，未

来，无论是沙特还是俄罗斯，在财政上都会存在巨大的压力。故我们认为，

两者通过减产以提升国际原油价格，从而缓解财政压力的合作基础依然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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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俄罗斯财政情况优于沙特 

2008-2015年，国际原油价格经历了一轮快速上升-下行的周期。沙特和

俄罗斯的财政盈余也随着油价的波动呈现正相关的变化。两者的不同之处在

于：沙特政府自 2014 年油价快速下降之后就一直处于财政赤字状态；俄罗

斯政府的财政则是自 2009 年起就开始处于亏损状态，仅在 2011 年有些许

好转。从 2016年起，原油价格开始逐渐上行，沙特的财政赤字虽有所减少，

但仍持续亏损，仍有很大的财政压力；俄罗斯的财政压力则是随着油价的上

升而迅速缓解，在 2018年不仅成功摆脱了财政赤字，还创造了过去 15年以

来的最高财政盈余。 

图 11：沙特阿拉伯财政盈余（十亿沙特里亚尔）  图 12：俄罗斯财政盈余（十亿俄罗斯卢布）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俄罗斯的财政情况之所以能迅速改善，且财政压力小于沙特，主要还是

由两者的汇率变动不同导致的。原油贸易是以美元进行结算，故石油出口国

的石油收入其实是美元收入。然而，政府的财政盈余采用的是该国货币来计

算。 

图 13：沙特原油收益和汇率变动（2014年 6月=1）  图 14：俄罗斯原油收益和汇率变动（2014年 6月=1）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自 2014年 6月至 2020年 2月，布伦特原油价格从 111.67美元/桶下降

至 55.59 美元/桶，跌幅为 50%。由于沙特兑美元的汇率一直没有变化，故

沙特的原油出口收益变动与原油价格变动完全一致，也下跌了 50%。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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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卢布则是在不断的贬值：整个期间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贬值了

46%。卢布的贬值则会造成以卢布计价的俄罗斯石油收入的相对增长：较之

于 2014年 6月，2020年 2月俄罗斯石油收入仅下跌了 8%，远远低于布伦

特油价和沙特石油收入 50%的跌幅。 

俄罗斯和沙特不同的货币政策导致近年来俄罗斯的财政情况迅速好转，

而沙特的财政情况逐渐恶化。这也是俄罗斯的财政平衡油价之所以显著低于

沙特的最主要原因。 

 

2.4、OPEC+各国在低油价下将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 

此外，国际货币组织（IMF）也对 OPEC+组织其他国家的财政平衡成本

做了测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除科威特、伊拉克和卡塔尔三家之外， 其

他国家维持财政平衡成本的油价水平均非常高。现阶段布伦特原油价格当前

已经跌到了 40美元/桶之下，远低于这些国家的财政平衡油价。倘若油价在

低位一直持续下去，即使这些国家降低了部分财政支出或者增加非石油收

入，他们也将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甚至出现巨额的财政赤字，进而将对整

个国家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表 5：OPEC+部分国家财政盈亏平衡油价（美元/桶） 

国家 2001-2015均值 2016 2017 2018 2019E 

沙特阿拉伯 58.5 70.2 75.9 82.7 80.9 

俄罗斯 79.3 60.2 62.1 58.0 53.5 

阿尔及利亚 102.6 102.5 91.4 104.2 129.8 

巴林 74.1 105.7 112.6 118.4 95.1 

伊朗 55.9 58.4 64.8 82.0 155.6 

伊拉克 - 46.3 42.3 45.4 62.5 

科威特 43.8 43.4 45.7 54.2 54.3 

利比亚 70.4 244.5 102.8 95.6 94.8 

阿曼 62.5 101.7 96.9 99.5 87.3 

卡塔尔 45.0 54.0 50.6 50.3 48.8 

阿联酋 47.6 51.1 59.8 66.7 70.2 

平均值 64.0 85.3 73.2 77.9 84.8 

资料来源：IMF，沙特和俄罗斯为光大证券研究所测算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伊朗是海外新冠肺炎疫情集中爆发的三个区域之

一。目前来看其每日新增病例人数还在高峰期，也要密切关注伊朗对整个中

东地区的疫情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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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伊朗新冠肺炎病例累计人数  图 16：伊朗新冠肺炎病例新增人数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3、风险分析 

OPEC+增产风险 

倘若未来 OPEC+联盟国不能达成减产一致协议，甚至部分成员国加大

原油生产量和出口量，将会进一步恶化原油价格战，从而持续拉低原油价格

走势。 

下游需求不及预期风险 

若全球宏观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再叠加现阶段全球流行的新冠肺炎，将

会对下游需求有着较大的冲击，进而导致对原油的整体需求大幅下滑。 

 

国投瑞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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