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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页岩气资源开发投资分析
—兼论页岩气资源价值开发区块优选
——
内容提要：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的三大战略区域之一，对全国经济建设意义重
大。长江经济带的页岩气资源潜力巨大，页岩气开发对国家能源安全、
能源结构优化意义重大，页岩
气价格是影响页岩气开发投资的重要因素。作者通过收集长江经济带油气钻孔岩心原始资料，对部
分地区野外页岩地质剖面进行实测，根据页岩气成藏和开采的主控因素及研究区特点优选长江经
济带优质资源区，结果显示建始 － 利川 － 石柱一带为最优选区。计算资源量得到重庆石柱地区孤
峰组地层页岩气预计资源量；运用静态评价法和动态评价法，得出石柱地区页岩气开发利用的投资
利润率、
年投资利润率、财务净现值、
内部收益率、
静态投资回收期、动态投资回收期；最后根据区块
优选和投资分析结果对页岩气资源开发和投资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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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是由我国经济发展三大战略区域之一。
长江经济带涵盖七省二市，地理位置重要、自然资源丰
富，其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对全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区域
一体化发展意义重大。从产业经济的角度看，长江经济
带中上游地区主要是传统产业多，以有色、石油、钢铁和
煤炭为主，战略新兴产业相对较少，也迫切需要优化产
业结构，
升级转型传统产业，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一、
长江经济带页岩气资源开发战略意义
由于其具
页岩气是一种埋藏在地下页岩中的天然气，
有清洁低碳的特点，是全球不可或缺和无法取代的绿色
能源。长江经济带页岩气资源开发具有如下战略意义：
１．加速推行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试点工作。战略性
新兴产业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影响，是
新兴科技、新兴产业和战略性的高度融合。页岩气开发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列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相比其他战
略性新兴产业来说，页岩气列入较晚，试点工作开展时
间也不长。开发页岩气资源需要从战略定位，
统筹部署，
扎实做好试点工作，积累开发经验。从长江经济带所处
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来看，比较合适开展试点工作。
２．促进石油天然气行业健康发展。由于页岩气开采
难度大、成本高，曾一度被认为是不具开采价值的地下
能源。页岩气的成功开发，
打破了传统观念，
创造了一项
能源奇迹。加快页岩气资源开发可以为石油天然气行业
提供新的发展机遇，提高优质能源比例和能源效率，促
进石油天然气设备制造业发展，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
安全稳定发展。
３．优化我国能源结构，
缓解环境污染。中国长期以来

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也使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减少
污染物排放方面面临巨大的国内外压力，迫切需要大力
开发页岩气和太阳能、核能等低排放先进能源。开采页
岩气比开采石油更清洁、更安全；页岩气应用范围也更
广，无论是工业生产、城市交通工具，电厂发电，还是家
庭做饭、洗澡、取暖都可以使用页岩气。
４．增加国家能源安全系数，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
清洁天然气。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快
速稳定发展，国家和人民对于能源消费的需求持续增
加，能源供应不足导致的能源安全问题已逐步显现。增
加页岩气产能、寻求能源供应多元化，减少能源对外的
依赖已成为中国能源产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长
江经济带页岩气可采资源量大，主要分布在上游重庆涪
陵、
四川长宁—威远、
云南昭通等地。目前，
重庆涪陵开采
的页岩气通过川气东送管道，源源不断地向长江经济带
沿线地区输送，
为长江流域 ６ 省 ２ 市 ７０ 多个大中型城市
提供优质清洁天然气，
近千家企业、
２ 亿多居民从中受益。

二、
长江经济带页岩气资源开发投资区块分析
（一）资源评估标准及方法
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寻找页岩气优质资源主要要
素有：页岩地层厚度较大、裂缝较多、埋深较浅，有机质
丰度大、有机质热演化程度和岩石脆性适中等。本文在
借鉴国内外选区参数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本区的特点，
选取最易定量的生烃能力指标中的有机碳含量 ＴＯＣ 和
有机质热演化程度 Ｒｏ，加上页岩地层的厚度和岩石的脆
性条件（包括脆性矿物石英、方解石等和脆性成分 ＳｉＯ ２、
Ｃ ａＯ 等）４ 项指标（表 １）作为本次资源评估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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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长江经济带页岩气资源优选评价标准

在研究方式上采取单因素作图、多因素综合叠加分
析法来做出优质资源区的选择，即首先分别做出该区域
４ 项指标的等值线图等图件，然后叠加在一起进行综合
分析。
（二）优质资源区块
经过资料收集、现场实测，作者作出了长江经济带
孤峰组地层页岩等厚图、相关分析图和评价图，从烃源
条件来看，评价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孤峰组地层三个页
岩发育中心区带中建始—利川—石柱一带烃源条件为
Ⅰ类，繁昌 － 径县 － 宿松一带和宜昌 － 潜江 － 黄石一带
烃源条件总体处于Ⅱ类；从页岩的保存及易开采条件来
看，
三个区带均较好。
综合认为，长江经济带建始—利川—石柱一带孤峰
组地层发育于深水盆地中，广泛发育着颜色深浅不等、
厚薄各异、含硅或含钙或含煤的各种页岩，有机质丰度
很高，黑色页岩沉积厚度达到选区标准，属于Ⅰ类选区。
因此其碳质页岩层段为今后勘探开发的最优质资源区
（图 １）。

图 2 长江经济带孤峰组地层页岩等厚图及优质资源区带评价图

（三）选区资源量评估
本次研究采用类比、实测和等值线图选择数据，体
积法计算资源量。
总体而言，重庆石柱与重庆涪陵焦石坝地区地理位
置很近，其孤峰组地层页岩与五峰组—龙马溪组地层页
岩性质相似。在沉积环境方面，两者均为深水陆棚相沉
积，古生产力都较高，同样具有厚度大、分布范围广、有
机质丰度高、成熟度适中的特点；在页岩的矿物成分方
面，两者都以脆性矿物占优势，石英所占的比例都比较
高，粘土比例较低。因此，可以进行类比分析，计算研究
区页岩气资源量。
在参数上，参考孤峰组地层页岩空间分布特征，依
据长江经济带孤峰组地层页岩等厚图中石柱地区所占
位置，选取有效面积 ２４００ｋｍ２，平均厚度 ４０ｍ，页岩密度采
用实测的平均值（２．５６ｔ／ｍ３）；含气量采用重庆涪陵焦石
坝类似地层页岩的总含气量平均值（１．０１ｍ３／ｔ）；鉴于较
好的埋深与保存条件，
含气饱和度可考虑为 １（１００％）。

由上述参数，根据体积计算公式计算，重庆石柱地
区孤峰组地层页岩气大致资源量是 ０．２５×１０１２ 立方
米，基本具备了大规模开发条件。

三、
长江经济带页岩气资源开发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页岩气价格
通常来说，页岩气资源开发的生产成本比常规天然
气要高，国际油气价格的高低直接影响页岩气资源开发
的经济性。油气价格过高会导致全球需求疲软，而价格
过低会造成流动资金紧张，成本无法完全回收，甚至可
能会引起资金链断裂，导致项目停产。经济参数敏感性
分析的结果显示页岩气价格对 ＮＰＶ 的影响程度最高，达
到 ３８％。最近两年，由于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低，
国家下
调了天然气销售价格，也直接压缩了页岩气商用的利润
空间。如果国际原油价格继续下行，页岩气开发的经济
效益就会继续下降。
( 二) 开采成本
中国页岩气开采成本之所以相对较高，一方面是由
于中国页岩气埋藏普遍较深，钻完井工程成本普遍高于
国外；另一方面，中国海相页岩气富集区域大多位于长
江经济带人口密集的山区，钻井工程开支较大，征地、修
路、建平台、取水及废物处理、农作物赔偿等投资较高。
此外，由于项目复杂，国内尚处于摸索阶段，缺乏经验，
劳动生产率低，人工成本和环保成本等方面均可能会超
出预算。据中石化方面透露，我国页岩气每口井的勘探
开采成本在 ８３００ 万元左右，比美国高 ５０００ 万元以上。
（三）产量预测
页岩气资源除了具有开采成本高、钻探工艺复杂等
特点外，页岩气单井初始产量的资源等级对其能否收回
投资有着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页岩气井的产量在一定
程度上取决于其初始产量。此外页岩气井在生产过程中
存在产量递减现象，最终产量也很难准确预测。对于页
岩气的初始产量及产量的递减问题要引起特别关注，页
岩气井的寿命一般比其他气井长，递减规律也比较复
杂，传统的 Ａｒｐｓ 产量递减方法不能直接用于页岩气井
的预测，必须加以修正才能使用。
( 四) 政策变动
页岩气开发投入较大，特别是前期开采成本较高，
需要一定的财政补贴，
因此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补贴政
策依据中央财政部的文件，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对页岩气开采
企业的补贴标准为人民币 ０．４ 元 ／ 立方米，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为 ０．３ 元 ／ 立方米，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为 ０．２ 元 ／ 立方米。
财政补贴政策的继续实施对页岩气开发企业有较大的
积极影响，但补贴的减少对页岩气开发企业也有较大的
挑战。

四、
重庆石柱地区页岩气开发投资价值分析
Ⅰ类选区中的石柱地区地处长江经济带上游，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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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表孤峰组地层中普遍发育着不同产状和夹层的
页岩。页岩气成藏地质条件与邻近的、同属重庆的涪陵
焦石坝页岩气田（已建成）类似，资源禀赋优越，都显示
出页岩气资源分布广、开发潜力大。本文选取石柱地区
为例，进行投资分析。主要是对页岩气开发能够带来的
经济价值进行预估，从而为长江经济带所处地区页岩气
开发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下文所指项目均为重庆石
柱地区页岩气开发项目。
（一）投资分析方法及参数的确定
矿床的投资分析通常有两种方法：静态评价法与动
态评价法。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郑波等提出了一种基于
模糊层次法的页岩气开发经济评价模型，该模型的矩阵
参数采用的是净年值、净现值、内部收益率、效益费用
比、投资回收期 ５ 个指标。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吴艳婷
等利用净现值法建立了页岩气勘探开发的经济评价模
型，量化页岩气投资开发的经济效益，可为页岩气投资
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对比其他经济评价方法，净
现值法在可操作性方面更为可靠，仍然是当前页岩气经
济评价最合适的方法，内部收益率以及投资回收期可作
为辅助性指标。
结合页岩气生产特点，将其有效生产年限定为 １５
年；页岩气售价按照现行价格 １．５ 元 ／ 立方米，补贴政
策依据中央财政部的文件，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的补贴标准为
０．３ 元 ／ 立方米，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补贴标准为 ０．２ 元 ／ 立
方米；各种税费按国家和中国石油的规定执行，其中增
值税率为 １３％，城建税和教育税分别为产品税的 ７％和
３％，所得税按国家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特定项目税法
条例定为 １５％，资源税根据国家规定，税率定为 ５％；固定
资产投资包括钻井设备、压裂设备、采气设备和油气输
送管道等基础设施，预计投资 ８０ 亿元；单井平均成本采
用 ７０００ 万元，参考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页岩气井生产的
统计资料和 ＥＩＡ 总结的页岩气产量递减总体规律，以及
相邻区块页岩气井初始产量与最终可采储量的关系，采
用产量法计提折耗，计算得到页岩气的单位成本约为
０．７３ 元 ／ 立方米，则年开发成本是 ２４０９００ 万元，开发成
本资金率取页岩气正常生产的年开发成本的 ２０％，流动
资金按扩大指标法估算，即为上述两项的乘积，计算可
得流动资金为 ４８１８０（万元）；年销售收入 ＝３０４０００（万
方）×１．５（元 ／ 立方米）＝４５６０００（万元）。
项目的固定资产经费来源一部分向银行申请贷款，
贷款金额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 ７０％，另一部分为企业自
筹，占 ３０％。按照商业贷款最新利率 ４．９％，采用等额本
息还款方式，每年还款额为 ５２７９２ 万元；销售税金 ＝
增值税 ＋ 城市维护建设税 ＋ 教育附加费 ＋ 资源税
＝５９２８０＋４１４９．６＋１７７８．４＋２２８００＝８８００８ 万元，
所得税 ＝（销
售收入 － 经营成本）×税率 ＝２１５１００×１５％＝３２２６５ 万元；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 补 贴 ９９０００ 万 元 ，
２０１９－２０３１ 年 补 贴 按
６６０００ 万元计算。

（二）投资财务分析
１．静态指标效益评价。运用现金流量法对上述各项
指标进行评价，
现金流量（年利润）＝ 年销售收入 － 年经营
成本 － 各种税金 ＋ 补贴，则开发期（十五年）的总利润额
是 ２４７８４０５ 万元，
投资利润率是 ３１０％（总利润 ２４７８４０５ 万
除以投资总额 ８０００００ 万），年投资利润率为 ２０．７％。
根据静态投资回收期计算公式：Ｔ＝Ｐ／（ＣＩ－ＣＯ）
则本项目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４．８４ 年。如果后期
能进一步降低开采成本，则能更快地收回成本。
２．动态指标效益评价。
本次预测运用贴现现金流法，
通过净现值表，能够计算并体现项目效益水平。
—净现值。
——
净现值表达式为 ＦＮＰＶ＝Σ（ＣＩ －ＣＯ）ｔ／（１ ＋ｉｃ）ｔ，
按照目前页岩气行业标准收益率 ８％进行测算，结果
显示页岩气的财务净现值为 １９８００７ 万，即除去偿还贷
款后，还能获得近 ２０ 亿元的收益。
——
—内部收益率。
根据公式：Σ（ＣＩ－ＣＯ）ｔ×（１＋ＦＩＲＲ）－ｔ＝０，该公式的意
义是只有财务内部收益率 （ＦＩＲＲ） 大于标准收益率（ｉｃ）
时，项目才有经济效益。
财务内部收益率可运用线性内插法来计算，即：
（ＦＩＲＲ－ｉ１）／（ｉ２－ｉ１）＝ＮｐＶ１／│ＮｐＶ１│＋│ＮｐＶ２│
通 过 计 算 ：ＦＩＲＲ＝１０％ ＋４％ ×８９８３５／（８９８３５＋７６１４２）
＝１２．１６％
页岩气开发的投资分析也可以用动态的投资回收
期来衡量，通过计算得到 Ｐｔ＝（１１－１）＋ １６７１１／４６２３９＝１０＋
０．３６＝１０．３６
从 ＦＩＲＲ 近似值为 １２．１６％可以看出，该项目内部收
益率高于行业标准收益率，项目具有经济效益。动态投
资回收期约 １０ 年，说明由于页岩气开发前期投入高，国
家对页岩气开采的补贴也有所下调，成本回收需要时
间，但只要能建立有利于页岩气产业发展的多元化金融
支持体系，长江经济带石柱地区页岩气开发的经济效益
会越来越好。

五、
对长江经济带页岩气资源开发投资
的结论及建议
( 一) 结论
１．在国内，无论出于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的平衡发
展、产业结构优化、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还是出于国家能
源安全、能源结构调整升级和能源价格稳定以及保障人
民日常生活、旅游消费、文化娱乐的需要，页岩气资源开
发都非常重要和非常必要。
２．页岩气的资源量是投资分析的基础。采用类比、
实
测和等值线图选择数据、体积法计算资源量基本可行。
长江经济带孤峰组地层中建始—利川—石柱一带为Ⅰ
类选区，是今后页岩气资源开发的最有利区带。
３．重庆石柱地区页岩气项目投资回报率较高，静态
投资回收期约为 ５ 年，能较快收回成本；动态投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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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结果显示内部收益率为 １２．１６％，动态投资回收期为
１０．３６ 年，因此重庆石柱地区页岩气开发项目在经济层
面上是可行的，能够获得较好的经济收入。
４．国际市场油气价格的高低直接影响页岩气资源
开发的经济性，油气价格过大过快波动，特别是下行会
给页岩气开发产业带来一定风险。尽管国际油价持续下
滑对页岩气开发有一定的不利影响，但由于页岩气本身
具有不可比拟的特性，可以预测全球对页岩气的需求必
将进一步旺盛。
( 二) 建议
１．加大重庆石柱地区页岩气勘查和开发力度。页岩
气开发形势逼人又形势喜人，长江经济带页岩气资源丰
富，应是页岩气开发的主要实验地和主战场，相关部门
应认真研究和积极部署长江经济带的页岩气资源开发。
建议加大重庆石柱地区页岩气勘查和开发力度，力争尽
快取得突破。
２．放开价格管制，
提供价格补贴。在油价下行周期，
一是对页岩气出厂价格宜实行市场定价。国家可以试行
放开价格管制，制定公平交易规则，企业可以根据自身
实际成本情况和相关规则，在一定范围内自行定价；二
是国家和企业可以购买美国和全球具有页岩气资源开
发先进技术的企业以提升我国页岩气开发技术水平，共
同开发我国页岩气资源；三是国家应保持对页岩气开发
企业和页岩气销售企业一定的价格补贴，以支持页岩气
开发产业的发展。

３．国家提供财政和金融政策支持。随着经济体制的
转变和金融体制的改革，页岩气开发项目应引入竞争机
制并开通多个融资渠道，降低项目的开发风险。同时，
国
家也应给予页岩气开发项目一定的财政和金融政策扶
持。如：设立国家级和地区级页岩气开发引导基金、产业
发展基金、环保基金等，引导社会资金投资于创业期页
岩气公司；鼓励、支持和帮助更多优秀页岩气开发企业
上市融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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