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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小型地下资源开采企业发展问题

陈新宇
（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河北 065201）

摘 要：俄罗斯国家的矿产资源开采时间较长且开发程度较深，但目前俄大中型高品位矿区面积已

十分有限，科学有效地利用小型较高品位地下矿产品资源成为俄罗斯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俄罗斯小型地

下资源开采企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总结该国地下资源开发模式上的特点，进一步说明对地下资源的

“清理能力”使得中小型地下资源开发企业的存在具有十分的必要性，也是其价值的体现，对我国矿产资

源的合理利用和中小型矿山、石油企业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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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罗斯小型石油和金矿开采企

业的现状

目前，在俄罗斯有差不多 160 家独立的中小型石

油公司，2007 年这些企业共开采 2090 万吨石油，占全

俄石油总开采量的 4%。另外，有约 300 家小型公司在

从事金矿开采工作，几百家公司从事开采地下矿产和

地下水资源的开发，几十家公司在从事煤资源的开采

工作。有数据表明，小型金矿开采企业（年开采量小于

100 公斤），在 2007 年共开采了 9.2 吨黄金（占全俄金

矿总开采量的 6.4%）。
实际上，2007 年俄罗斯中小型石油企业的碳氢化

合物总产量为 6000 万吨。尽管这在逻辑上和事实上对

俄罗斯在某些原料工业基础薄弱和没有国家垄断资本

运作地区的石油工业发展规律相违背，但是降低中小

石油企业在勘探和石油开发领域比例的工作一直在进

行着。中小石油企业被兼并的原因之一是：在石油生产

中由于在开发新的储油区时大型石油企业使用新的技

术手段，降低了生产成本，使中小企业失去竞争优势。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金矿开采行业。小企业由于

种种原因（可采储量枯竭、国家政策扶持力度小、上级

机关无休止的核查等等）出现倒闭。如 2002 年，共有

430 家小型企业（占金矿企业总数的 68%）从事金矿开

采活动，年产量是 12.8 吨。这类小型企业的平均年产值

为 1500 万 ~1800 万卢布，而工作人员一般不超过

10~20 人。在 2007 年每个企业雇员不超过 300 人，而小

型企业的总产量为 9.2 吨 （平均每个企业年产量 30.7

公斤）。
中小型的石油企业通常开发小型或超小型的区

块。如 2002 年，这些中小型石油企业共开发 367 个区

块，其中 34%是小型区块，66%是超小型区块。小型区

块的年平均产量是 56100 吨，而超小型区块的产量只

有 6800 吨。很显然，矿产原料产地的规模逐渐的变小。
近年来，已开发的区块的剩余储量基本上维持在一个

低水平的数字上。这些在石油开采全盛时期之后就从

矿产原料产地资源消耗的一些数字上反应了出来。伏

尔加河沿岸和北高加索地区的矿产原料基地从上个世

纪 70 年代起就处于这种状态，而西西伯利亚和季曼 -

别丘尔地区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也开始处在这种状态。
俄罗斯石油产业探明储量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

始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下降的原因被认为是人为因素

（比如经济危机等等）造成的，而在 2000 年之后，则被

认为是自然因素造成的。含油区块储量的规模和占石

油总产量比例关系如图（图 1）。
部分大型公司，在大型储油区已经被采空或者已

经开始枯竭的情况下，不得已动用小型或者超小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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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2 年俄罗斯不同规模含油区块和石油产量之间关系柱状图

块的储备，如“巴什基尔石油公司”和“阿纳克石油公

司”（图 2）。
“罗斯石油公司”、“巴什基尔石油公司”和“阿纳

克石油公司”这些大型石油公司超过 5%的石油是从超

小型区块中开采的，而很多中小型公司这一数值超过

13%。
目前超过 96%的储油区已被计算在油气储量中。

几乎所有的小型或超小型含油区块在竞标市场上由于

开采成本和课税负担使实际生产利润所得微乎其微，

这也正是俄中小型资源开采企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之

一。
在 2004~2007 年之间，通过竞争性拍卖机制得到

的已经不是含油区块了，而是一些可能含有储量的区

块的勘探权。这些区块的 80%属于小型或者超小型区

块。
通常情况下，储油区在勘探和开采之间预留时间

只有 20~25 年。因此，目前储油区的石油勘探速度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未来石油开采的规模和结构分布。这个

观点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叶，当石油储量出现负增长

的时候开始被接受，由此就出现了到 2015~2020 年俄

罗斯石油工业会出现储量危机的论调。在北高加索、乌
拉尔 - 伏尔加河沿岸和西西伯利亚地区等传统上的石

油产地，必然会发生将更多勘探开发能力和资源都投

入到小型区块甚至是更小型区块的现象，这样一来已

开采区块的剩余边际储量就成为小型石油工业发展的

潜在和后备资源。这样的边际储量远期看可以从目前

占小型石油公司产量的 15%增长到 25%~30%。但对小

型和超小型区块的勘探和开采所承担的风险，比如成

本风险要高出平均水平（现在开采成本在 10~15 美元 /

吨）2~3 倍，接近 50 美金 / 吨，这还不包括运输和加工

成本。另外，包括公司组织内部、石油开采的基础设施

建设、自然因素、经济甚至是政治因素，它们都使小型

石油公司从事石油开采活动承受很大的风险性。

二、俄罗斯小型地下资源开采企业

的发展方向

俄罗斯小型地下资源开采企业的发展方向较为明

确，基本上是围绕大型企业不能或者不乐与涉足的小

型或超小型地下资源储藏区进行开发，或参与其他利

润低、风险高的矿产开发行业。以石油工业为例：

俄罗斯小型石油公司一般按照开发许可总共可以

开发 1~3 个区块，很少公司能拿到 5 个区块的开发许

可，而大型石油公司可以拿到超过 50~150 个这样区块

的开发许可，因此小型石油企业的投资风险远远超过

大型石油公司，甚至是开采同一级别大小的储油区块

风险也是这样。然而，俄罗斯立法机构以及矿产开发相

应的国家法律中没有考虑到中小型石油企业所面临的

高风险这一点，这也成为小型企业发展的一个制约因

素。
大型石油公司为了防止在传统石油开采区产量递

减速度过快，需要重新制定自身对于小型区块的开发

政策，在大多数接近已有地面开采加工设施的区块上

投入更多的勘探资金。然而，根据世界石油工业开采经

验，在石油天然气资源枯竭地区所蕴含的真实和有潜

力的可开采区域不超过 20%，并且蕴含着一定的开采

风险，这些只对小型石油公司有一定的吸引力。一般来

说，俄罗斯国家石油地质勘探机构是不开展小型区块

的勘探工作的。因此，从事小区块石油勘探工作的只能

有以下两种可能：第一，是具备该区块石油勘探和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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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3- NNK石油公司

图 2 俄罗斯 2002 年各大石油公司已开采的区块规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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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阿纳克石油公司

1- 卢克石油公司

2- 原尤科斯石油公司

3- 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公司

4- 秋明石油公司

5- 西伯利亚石油公司

6- 塔特石油公司

7- 西坦克石油公司

8- 斯拉夫石油公司

9- 罗斯石油公司

10- 巴什基尔石油公司

（据 B.П.OpПoВ 2008）

石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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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石油年产量完成情况和含有区块规模关系的图示

分析许可的研究机构，第二，全权支配这样区块开采和

地质研究的联邦主体的派出机构。
中小型石油企业发展的另一个比较集中的方向是

停产井的利用。这种油井的技术故障率是普通井的

1.5~2 倍，这样油井的所有者比如大型石油公司由于低

利润等原因对继续开采是不感兴趣的。而国家作为这

样油井的所有者，为了保证国有资源“吃干榨净”，必须

最大程度从储油区中获取最大石油储量。据统计，小型

石油公司继续开发了 30%~50%的停产井。遗憾的是，

在停产井所有者和小型石油公司之间还未建立第三方

监督协调机制。专家们估计，限制停产井每年给俄罗斯

造成 500~1000 万吨原油的损失。
中小石油企业还有一个发展方向叫做“合成法”生

产石油，也就是从沥青矿、油砂、重油当中提炼石油。然

而，这样资金密集型石油合成产业没有国家资金支持

和国际高油价的背景是很难真正形成规模和效益的。

三、俄罗斯小型地下资源开采企业

的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在谈及小型地下资源开采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瓶

颈问题时不得不继续以具有代表性的石油工业为例。
例如，中小石油企业的石油加工能力和销售市场等一

直是一个困扰中小石油企业发展的问题。按照“As-
so- Nevti”石油技术服务公司的数字显示，在 2007 年大

型石油公司在石油加工和成品油出售方面占自产石油

的比例超过 70%，而小型石油公司只占到不到 25%的

份额。在这个领域小型石油公司损失的利润不低于

500 亿卢布。小型石油企业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方

法是建立自己独立的石油产品加工厂。小型石油企业

有时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在对基础

设施建设上投入的差异问题，以及与此关联的加工、储
藏、原油计量、内部和外部运输服务。

另外，石油开发过程中存在不利的地质条件和技

术方面的不确定性使中小企业的石油开采具有更大的

不确定性。石油年产量完成情况和含有区块规模关系

如图所示（图 3）。根据 2002 年超额完成计划产量和未

完成计划产量和区块规模的柱状图分布频率可以看

出，当由大型区块逐渐向小型或者超小型区块转移时，

明显地在设计产量条件下的表现指数加大了分散性，

而在超小型区块中只有 20%左右的区块处在 90%
~110%的标准区间。有 80%的超小型区块超过或者达

不到计划开采产量的水平。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有两个

因素在起作用：一方面是开采过程中合理的资金流动

性和石油公司的工艺水平，另一方面是自然条件的约

束。这样算起来不同类型的区块完成计划产量的百分

数平均值相差是非常大的。

前面已经提到过，政府每年可以通过发放许可证

以及组织拍卖活动获得拍卖款项而增加财政收入，每

年该项收入达到 15~20 亿美金。中小型石油公司的主

要竞争对手不是大型石油公司，而是“中间商”，也就是

利用中间石油买卖或者利用石油开采权买卖的获利

者。而小型石油企业事实上由于不能通过正规渠道获

得含油区块的开采权，只能通过中间商获得这些开采

权，在这方面花费的资金是石油勘探工作所花费的资

金的十几倍甚至是上百倍。
还有一个问题是地下资源的垄断，并且已经到了

危害国家和整个社会的程度。天然气、金刚石、黑色金

属、铝土矿、钼矿、钨矿、铬矿、锡矿、有色金属、钾盐、磷
灰石、铂金矿和镍矿，这些矿产的开发权掌握在一个或

几个大型的垄断公司手里。他们通过高度集中的资本

和矿山资源肆意操纵矿产品的价格。中小企业完全丧

失了对于矿产品的“话语权”。
另外，2008 年以来，金融危机不仅给俄罗斯大中型

矿山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更使小型矿山企

业遭遇了真正的“寒流”。由于资金不足，融资困难，多

资 源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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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小型矿山企业的生产经营举步维艰、奄奄一息。

四、 俄罗斯对小型地下资源开采企

业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法

在俄罗斯国家层面上， 已经意识到必须大力发展

地下资源开发利用行业中的小型企业。 通过调节俄罗

斯联邦地下资源使用税这一税 收杠杆和一些地方法

规， 在资金和政策方面加大对中小型地下资源开采企

业的帮扶力度，对小型企业在地质资源勘探、开采以及

原料加工方面进行实质性的支持， 使中小企业在合理

的使用地下自然资源、创立竞争机制、创造新的就业岗

位、制造社会中的中产阶级、除旧立新等问题上发挥自

己的作用。

但是和大型矿产企业相比， 中小型企业的落后的

开采设备和矿产品的低质量都使得小型企业的经济状

况远比大型且要糟糕， 这使得他们的产品在和大型企

业同类产品竞争中无优势可言。 有鉴于这种情况俄罗

斯立法机构正在尝试通过立法手段消除或者限制这些

不利于小型地下资源开采企业发展的因素。 俄罗斯《俄

罗斯联邦地下资源法》、《俄罗斯联邦产品分成协议法》

和《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的颁布对中小型地下资源开采

企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五、结语

通过对俄罗斯小型地下资源开采企业的分析，并

结合我国小型矿山企业和中小型石油企业现状可以看

出：

小型资源开采企业所开采的矿床都是小型矿床，

或者是国有矿山已经报废的资源，从资源利用角度看，

它们从某种程度上充分利用了国家资源。 小型矿山企

业和小型石油企业对地下资源的“清理能力”使得中小

型地下资源开发企业的存在十分必要。 同时我们应该

看到我国小型矿山企业和小型石油企业和俄罗斯地下

资源开采企业一样存在着如石油和矿山开采工 艺落

后、专业技术力量薄弱、小型矿山企业融资难、为小型

地下资源企业服务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因素。

从我国中小型石油企业和矿山现状出发， 并结合

俄罗斯对小型地下资源开采企业发展的解决方法，可

以总结出促进我国小型石油企业和矿山合理有序发展

的几点对策：

1.采用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材料逐步完善优化矿

山和石油开采工艺；

2.加强小型矿山企业和石油开采企业工程技术人

员的队伍建设；

3.破解小型资源开采企业的融资瓶颈，在政府、银

行和民间资本的多元化体系中， 建立一种完善的融资

担保体系、风险退出机制和回收机制，制定中小企业信

用等级库等全方位的政策， 完善小型资源开采企业的

融资渠道和方法， 有效地帮助小型企业解决融资瓶颈

难题，保证其持续、有效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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