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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與歐洲爭搶天然氣 保今冬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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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趁機抬價 發展中國家難負擔
225 歐元／兆瓦時

今年歐洲天然氣期貨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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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職員站在希臘一間天然氣
廠的管道附近。
路透社

惡性循環

▲位於荷蘭鹿特丹港口的浮動
式LNG接收站。
法新社

【大公報訊】綜合彭博社、《金融
時報》、日經新聞報道：歐盟近期追隨美國
對俄羅斯施加多輪制裁，導致自身陷入嚴重的能源
危機，也推高了全球市場上天然氣等能源的價格。當
前，亞洲和歐洲多國已經提前打響了搶購天然氣大戰，
亞洲液化天然氣（
）價格已漲至往年夏季的近
LNG
倍，全球通脹恐進一步惡
化。而對於巴基斯坦等缺
乏外匯的亞洲新興市場來說，
它們沒有資本與歐洲展開價格大
戰，國內多地已開始被迫斷電。

▲裝載LNG儲存罐的
輪船向日本駛去。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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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天然氣進口來源示意圖
LNG接收站
遼寧大連

俄羅斯是歐盟最大的天然氣供應商，
覆蓋了約40%的需求。自7月27日起，由俄羅
斯通往德國的天然氣管道 「北溪-1」 號的輸氣
量已經降至滿負荷的20%。為緩解能源危機，
歐盟計劃通過節約能源、多元化能源供應、加
速可再生能源發展等方式實現這一目標。但遠
水解不了近渴，歐洲今年冬天的能源供應成了
各國的頭號難題。除了四處求購LNG外，德
國、奧地利等歐盟國家紛紛宣布重啟煤電廠，
開環保倒車。

中國從俄進口LNG激增
彭博社指出，歐洲能否在這個冬天不要受
凍，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日本和韓
國。中日韓是全球前三大LNG進口國，同時對
進口煤炭的需求量也很大。在世界市場和地緣
政治局勢不穩的情況下，俄羅斯對中國的天然
氣供應不斷增加。去年中國從俄羅斯進口的管
道天然氣同比增長154%。今年2月至4月期
間，中國對俄羅斯LNG的購買量增加了50%。
現時，中國消費的天然氣中約三分之二進口的
是LNG。
相比之下，日韓均在俄羅斯 「不友好國
家」 名單中，只能和歐洲在全球天然氣市場展
開爭奪戰。面向日韓等亞洲國家的LNG現貨價
格目前為每100萬BTU（英國熱量單位）45至
49美元。7月27日一度突破50美元。而夏季通
常是LNG的價格低位期，在疫情前的2019年夏
季，平均價格僅約5美元。
有市場貿易商表示，日韓等國正在努力囤
貨，因為擔心寒冬到來時歐洲需求量增加，會
導致LNG的價格高到無力負擔。天然氣貿易公
司Trident LNG的全球交易和諮詢主管科普森
稱，至少從今年到明年第一季度，歐洲和亞洲
都將 「持續競爭、推高市場」 。
媒體注意到，率先挑起對俄實施能源制裁
的美國，在LNG市場上成為了歐亞的競爭目
標。美國能源信息署數據顯示，今年頭4個
月，美國74%的LNG出口到歐洲，遠高於去年
34%的年平均水平。該報告稱，亞洲是2020
年和2021年美國出口LNG的主要目的地。美媒
稱，歐洲客戶支付的LNG價格約為美國客戶的
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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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國管
道天然氣進口來
源國分別為土庫
曼斯坦、俄羅
斯、哈薩克斯
坦、烏茲別克斯
坦、緬甸等。

•香港特區唯一全港管
道燃氣供應商中華煤
氣，使用的石腦油及
天然氣來自澳洲，經
其有份參股的廣東大
鵬LNG接收站輸往兩
間煤氣廠進行生產。

管道天然氣主要來源國
俄羅斯

緬甸

土庫曼斯坦、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

大公報製圖

美俄換囚 或啟動專用渠道討論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
俄新社報道：俄羅斯莫斯科州法
院4日以 「走私和持有毒品」 罪
名，判處美國女籃運動員格里納
9年監禁。美國總統拜登形容這
項判決 「令人無法接受」 。白宮
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溝通協調員
柯比4日稱，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會 「揪着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的
紐扣」 強迫討論這一事件。
格里納堅持自己是不小心違
反俄羅斯法律，法院判決前，她
懇請法官別判重刑，並在法庭上
落淚。法院最終判處她9年監
禁，罰款100萬盧布（約13萬港
元）。格里納的辯護律師認為刑
期不合理，將提起上訴。
柯比4日受訪時，談及布林
肯和拉夫羅夫在柬埔寨東盟會議

期間就該案件交談的可能性。他
稱，布林肯從一開始就積極參與
處理此事， 「我毫不懷疑，如果
有機會，他會揪着拉夫羅夫的紐
扣」 。拉夫羅夫5日稱，可能柯
比忘記向布林肯傳達了， 「因為
今天我們倆坐的位置很近，坐在
討論桌旁時中間就隔了一個人，
我的所有紐扣都好着」 。俄媒披
露，拉夫羅夫在晚宴上和在場所
有 「沒躲着他」 的人都進行了交
流。
拉夫羅夫稱，俄方 「準備討
論」 換囚問題，但只能通過美俄
元首去年6月在日內瓦會晤時同
意建立的專用渠道討論。克里姆
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警告，美國
不要試圖通過 「麥克風外交」 來
解決換囚問題。

◀格里納4日
離開法庭。
法新社

巴基斯坦等國嚴重缺電
雖然日韓等發達國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承
受價格上漲，但現金緊張的亞洲發展中國家就
很難買到進口LNG了。數據顯示，巴基斯坦今
年1至6月的LNG進口量為370萬噸，比上年同
期減少一成以上。原定7至9月購買的約70萬噸
LNG，也因價格太高放棄投標。巴基斯坦總理
謝里夫上月表示，如果考慮到能用於購買燃料
的外匯， 「我國沒有購買LNG的能力」 。
天然氣佔巴基斯坦發電用能源的比例達到
46%，在孟加拉國則高達81%。在這些國家，
已有很多地區每天只有半天能保證供電。天然
氣短缺和電力危機將當地多項產業造成重大打
擊。在作為巴基斯坦主力產業之一的紡織領
域，由於天然氣供應減少，7月產量降至正常
水平的一半以下，損失至少為10億美元。業界
團體巴基斯坦紡織工廠協會表示，可能會永久
失去出口目的地，有可能陷入外匯收入進一步
減少、能源採購更加困難的惡性循環。

• 2021 年 ， 中 國 LNG
進口來源國為27個國
家，澳洲居首位，佔
總進口量的39%，其
後為美國、卡塔爾、
馬來西亞、印尼、俄
羅斯等。

◀特朗普7月
30 日 在 新 澤
西州出席一
場高爾夫球
比賽。
美聯社

美司法部約談特朗普律師
【大公報訊】據CNN報道：
美國司法部針對有關方面試圖推
翻2020年選舉結果的刑事調查進
入快車道，已傳喚多名證人，直
接問詢有關前總統特朗普的行
為。CNN周五披露，司法部調查
人員已直接約談特朗普的法律團
隊，雙方的談判主要圍繞特朗普
任總統期間與白宮官員的哪些談
話可以免受聯邦調查。消息人士
稱，特朗普的法律團隊已經警告
這位前總統，他確實可能被起訴。
特朗普發言人在一份給CNN
的聲明中聲稱，總統的行政特權
和律師客戶保密特權正在遭到黨
派政治的破壞。
司法部已有心理準備，可能

要在法庭上挑戰特朗普動用行政
特權阻止自己的談話被披露的做
法。最近幾個月，特朗普律師團
隊的一些成員已經至少兩次與特
朗普討論過潛在的辯護策略。特
朗普一直在追問律師，他們是否
認為他會被正式起訴。
此外，特朗普身邊的人還告
訴CNN，特朗普與朋友和顧問討
論11月的中期選舉和2024年總
統大選時明顯更投入，而法律
團隊就官司簡報時他則沒什麼
興趣。 「特朗普本人對他將被起
訴表示嚴重懷疑」 ，他經常用不
屑一顧的態度重複 「獵巫」 口
號，聲稱他所面臨的各種調查顯
然是由政治對手推動的。



美極右名嘴散播謠言 判賠3200萬
【大公報訊】據路透社報道：美
國得州陪審團4日表示，極右翼陰謀
論 名 嘴 瓊 斯 （Alex Jones） 謊 稱
2012年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是騙
局，須賠償一名遇難孩童家屬至少
410萬美元（約3200萬港元）。
瓊斯多年來一直在他的網站 「資
訊戰」 （Infowars）和廣播節目中聲
稱，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是倡導控槍
人士 「策劃」 的騙局，那些孩童沒有
被殺，受害者父母是由演員假扮。他

4日承認，這起造成20名學生與6名
教職員身亡的槍擊案 「百分之百是真
的」 。他也承認對其他悲劇事件散布
陰謀論，包括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以
及拉斯維加斯的大規模槍擊案等。
6歲遇難學童路易斯的父母赫斯
林此前向瓊斯提出誹謗訴訟。赫斯林
在庭上作證時說，自從兒子遇難後，
他們的住處遭槍擊，又接到電話威
脅，在路上被陌生人騷擾，而這些都
和瓊斯向他的粉絲散播陰謀論脫不了

關係。一名精神病學家證實，赫斯林
和太太因持續性的創傷患上 「複雜性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
得州奧斯汀的陪審團最終裁定，
瓊斯因造成家屬情緒悲痛須付出410
萬美元補償性賠償，陪審團接下來將
聽取有關懲罰性賠償是否合理的證
據。
瓊斯是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盟友
與支持者，特朗普2016年競選總統
時經常上瓊斯的廣播節目。

▲瓊斯3日在奧斯汀出庭。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