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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变局之中能否迎来转机？

引言

近年来，委内瑞拉局势动荡，政府与反对派矛盾尖锐，经济状况持续恶化，

国内民众生活日益艰难。此前美国曾致力于迫使总统马杜罗下台，并承认反对派

领导人瓜伊多为合法领导人。今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与欧盟对俄罗斯能源进

行多项制裁，拜登政府一直在寻求俄罗斯能源的替代品。但是，10月 5日，石

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宣布新冠疫情以来最大力度的减产。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

已探明石油储量的国家，委内瑞拉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11月 26日，委内瑞拉

政府代表团与反对派代表团在墨西哥签署阶段性协议，与此同时，美国对委内瑞

拉政府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放松对委石油制裁。本期汇编有关委内瑞拉的内政

外交动态，探讨该国在全球能源变局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 委石油的全球能源战略地位突显

1. 美国对委态度发生重大转变

在过去三年里，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关系一度降至冰点。美国一直致力于迫使

委内瑞拉现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下台。2019年 1月，美国

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承认反对派领导人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ó）为“总统”，两国就此正式断绝外交关系。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对委

内瑞拉的石油、银行和采矿业以及马杜罗政府内部 140位人员进行了全方位的制

裁。今年 11月 26日，委内瑞拉政府代表团与反对派代表团于墨西哥签署阶段性

谈判协议的同时，美国拜登政府对委态度发生重大转变。美国财政部在同一天发

布了第 41 号总许可证（General License NO.41），授权美国石油公司雪佛龙

（Chevron）“恢复在委内瑞拉有限的自然资源开采业务”，进行“正常且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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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这意味着美国将恢复在委内瑞拉的石油开采与生产业务，同时可以购

买并进口委内瑞拉相关石油产品。12月 2日，委内瑞拉与雪佛龙正式签署协议，

同意继续在该国开展石油生产合作。

《旁观者报》（El Espectador）2022年 10月 13日文章《相互需要：委内瑞

拉与美国将再续前缘？》（Mutuamente necesitados: ¿se viene reencuentro entre

Venezuela y Estados Unidos?） 指出，自从拜登上任后，美委关系呈现出一定的

缓和迹象，但目前双边的外交关系仍未完全恢复，美国至今仍然承认瓜伊多的政

治地位。在今年 10月于秘鲁利马举行的美洲峰会上，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

肯（Antony Blinken）表示，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外交政策没有发生变化；但他保

证，只要马杜罗政府愿意“恢复民主”，美方愿意重新审视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

政府实施的制裁政策。这表明拜登政府认为，目前对委内瑞拉采取高压手段并不

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

10月 3日，拜登政府与委内瑞拉进行了囚犯交换，释放了马杜罗的两位侄

子——他们自 2017年以来在美国服刑。作为交换，委内瑞拉释放了七名在 2017

年被抓获的美国囚犯。其中五人在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SVA）在休斯敦

的子公司——雪铁戈（Citgo）石油公司担任高管职位，因涉嫌在一项尚未实施

的 40亿美元债券再融资提案中贪污而受到审判。另外两人是美国游客，委方指

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此次交换发生在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政府恢复外交关系的

几天后。在《相互需要：委内瑞拉与美国将再续前缘？》一文中，美国和平研究

所（Instituto para la Paz de Estados Unidos）研究员尼古拉斯·德维亚·瓦尔布埃

纳（Nicolás Devia Valbuena）表示，这些举措有助于建立信任，将促进两国政府

在共同关心的议题上最终达成合作。

2. 美国放松对委石油制裁的动因

今年来俄乌冲突所引发的全球能源格局变化促使美国政府对委政策出现重

大转向。阿根廷国家通讯社（Télam）2022年 12月 4日文章《委内瑞拉与一次

历史性对话的意义》（Venezuela y los efectos de un diálogo que promete más que los

cinco intentos previos）中指出，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西方世界——首先是美国—

—开始务实地重新审视对委关系。《经济学人》2022年 11月 27日《拜登总统

开始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President Joe Biden starts to lift sanction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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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ezuela）一文指出，委内瑞拉拥有世界上 20%的已探明石油储备，比其他任

何国家都多。俄乌战争使各方对石油供应感到更加紧张，孤立委内瑞拉的代价变

得更高。尽管由于经营不善，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业破败，在短期内无法对全球石

油市场产生多大影响，但美国和其他国家仍然需要考虑长期的能源问题。据俄新

社（Sputniknews）2022年 12月 2日文章《委内瑞拉和雪佛龙就继续生产石油签

署协议》（ Venezuela firma un acuerdo con Chevron para seguir produciendo

petróleo），委内瑞拉左翼政党“大家的祖国党”（Partido Patria Para Todos）代

表威廉·罗德里格斯（Willian Rodríguez）表示，“与雪佛龙公司签署的新协议

印证了俄乌战争对世界能源动态的影响，美国不得不放松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

便进口原油。”

此外，与特朗普执政期间相比，拜登上任后的美国外交立场有所变化。阿根

廷《日报》（el Diario AR）记者、政治学家阿耶伦·奥利瓦（Ayelén Oliva）在

该报 2022年 11月 30日文章《为什么雪佛龙回归不会立即改善美国和委内瑞拉

的经济状况》（Por qué la vuelta de Chevron no mejorará en lo inmediato la situación

económica de Venezuela ni de Estados Unidos）中表示，民主党历来更注重与古巴

和委内瑞拉等国家的对话与协商。同时，也有观点认为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果影响

了其对委内瑞拉的态度。委内瑞拉中央大学（Universidad Central de Venezuela）

教授、政治评论家奥塞尔·阿利·洛佩斯（Ociel Alí López）在《今日俄罗斯》

（Russia Today）2022年 11月 25日文章《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之间成功达成

协议的 7 个原因》（Las 7 razones que permitirían un acuerdo exitoso entre el

Gobierno de Venezuela y la oposición）一文中指出，华盛顿此前对委内瑞拉采取

强硬举措的原因之一是希望迎合佛罗里达州的拉丁裔选民来争取更多选票。该州

南部的古巴裔及委内瑞拉裔移民大多对马杜罗政府持反对立场。然而，在本次中

期选举中，共和党人罗恩·德桑蒂斯（Ron De Santis）已在该州以极大优势获胜。

因此，对于民主党来说，佛罗里达州不再是摇摆州，也不需要再向该州的拉丁裔

选民做出让步。而是更多地应对来自雪佛龙等石油公司的压力，这些公司认为重

启在委内瑞拉石油生产有助于促进石油市场的稳定。

同时，美国强调与委内瑞拉的协议是对其“恢复国内民主”的回应，而不是

在应对俄乌冲突所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的谈判进展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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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国放松对委制裁的重要依据之一。据《为什么雪佛龙回归不会立即改善美国

和委内瑞拉的经济状况》一文，委内瑞拉经济学家曼努埃尔·萨瑟兰（Manuel

Sutherland）认为，委内瑞拉反对派内部的力量相互作用发生了变化。他们分化

为两派，各自有不同的诉求表达。一派以瓜伊多和民意党（Voluntad Popular）的

弗雷迪·格瓦拉（Freddy Guevara）为代表，不愿意与马杜罗进行谈判；另一派

以此次委内瑞拉反对派对话代表赫拉尔多·布莱德（Gerardo Blyde）为代表，更

倾向展开对话，他们寻求通过协商打开局面。

二. 委内瑞拉在全球能源变局中的机遇与挑战

1. 委石油迎来重大机遇

据《最新消息报》（Últimas Noticias）2022年 12月 6日报道《委总统：委

内瑞拉拥有美欧需要的石油》（Presidente: Venezuela tiene el petróleo que EEUU y

Europa necesitan）称，马杜罗在 12月 6日表示，委内瑞拉有能力成为第二大石

油供应国，“委内瑞拉拥有保障美国和欧洲能源市场稳定运作所需的所有石油资

源。”他将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和雪佛龙公司之间签署的协议描述为“首个积极举

措”，委内瑞拉开采和生产的石油将进入全球市场，并有望成为各级石化产品的

出口商。他进一步指出，委内瑞拉石油公司需要扩大其炼油能力，以促进委内瑞

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与此同时，委内瑞拉与其他国家的石油合作也出现了新动态。据《今日俄罗

斯》2022 年 12 月 15 日的报道《俄罗斯有意增加在委石油生产》（Rusia está

interesada en aumentar la producción de petróleo en Venezuela），俄罗斯副总理亚

历山大·诺瓦克（Alexánder Nóvak）在 12月 15日访问委内瑞拉时表达了扩大俄

在委石油产量的意愿，称莫斯科和加拉加斯多年来一直在能源领域进行合作，目

前已开展五项石油联合项目，“今天我们正在扩大这种合作，包括天然气领域。

未来我们将有两个新的合作项目。”他还强调，尽管面临制裁的压力，但俄委双

边合作关系将继续保持稳定。此外，《机密报》（El Confidencial）2022 年 12

月 8日文章《美委关系缓和背景下，委内瑞拉加快对西班牙石油输送》（Venezuela

acelera el envío de petróleo a España ante el deshielo entre Biden y Maduro）指出，

有消息人士称，随着美国放松对委石油制裁，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恢复了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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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过去因美委关系破裂而中断的原油输送，以此偿还与西班牙石油公司雷普索

尔（Repsol）间未完成的债务。该文章认为，此时委内瑞拉的石油输送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西班牙能源供应紧张的危机。

据委内瑞拉中央银行表示，2022年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实现 18.7%

的增长，成为“连续四个季度以来拉丁美洲的最高水平”。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

（CEPAL）则预测委内瑞拉今年经济增长率将达 10%，同样位居拉美地区首位。

2. 委石油仍面临巨大挑战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在《拜登总统开始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

（President Joe Biden starts to lift sanctions on Venezuela）一文中指出，虽然委内

瑞拉的石油储量很丰富，但其重油提炼成本很高。同时，由于多年经营不善及腐

败问题，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许多基础设施都已荒废。2022年，委内瑞拉

石油的日均产量约为 65万桶，不到政府设定目标（约 200万桶）的三分之一，

不到 1998年查韦斯执政之前产量（约 300万桶）的四分之一。美国宾夕法尼亚

大学教授安赫尔·阿尔瓦拉多（Ángel Alvarado）表示，要到 2024年，才可能有

大量的委内瑞拉石油进入市场。

据《日报》文章《为什么雪佛龙回归不会立即改善美国和委内瑞拉的经济状

况》称，目前委内瑞拉石油公司与雪佛龙公司间仍有 20多亿美元未偿还的债务。

加拉加斯高级行政学院教授、经济学家何塞·曼努埃尔·普恩特（José Manuel

Puente）表示，“雪佛龙在收回委内瑞拉政府的欠款之前不会付款。因此这场交

易对委内瑞拉来说可能根本无法获得利润。”委内瑞拉经济学家萨瑟兰认为，对

于国内的情况而言，该协议的实施不仅无法使政府获得缓解经济困境所需的资

金，也不会转化为大额投资。“雪佛龙并无意对委内瑞拉进行 100至 200亿美元

的投资。恢复受损的生产力需要时间和金钱，而这一点似乎从未被考虑过。”她

还指出，该协议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委内瑞拉石油产量太少了，

尽管目前已经迈出了一步，但我不认为这份协议能够影响到庞大的美国市场。”

“委内瑞拉石油在全球层面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普恩特补充道，“与俄罗斯或

沙特阿拉伯生产的 1000万桶相比，一个生产 70万桶石油的国家在全球燃料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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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处于边缘地位。雪佛龙公司与委内瑞拉的交易确实会有一定影响，但我认为这

是微不足道的，很遗憾，对委内瑞拉、美国和世界来说都是如此。”

另据《布省资讯》（Infobae）2022年 11月 24日报道《美国是否扩大雪佛

龙公司在委内瑞拉业务的决定取决于墨西哥的对话结果》（EEUU supeditó la

decisión de expandir las operaciones de Chevron en Venezuela a lo que ocurra en el

diálogo en México）称，知情人士表示，此次美国财政部颁发的仅为临时性授权。

如果马杜罗政府在谈判中“不守信誉”或“不遵守承诺”，美国政府仍保留撤销

许可证的权利。此外，这项许可并不意味着美国解除了其他制裁。美国财政部表

示：“美国将大力执行制裁措施，并将继续追究任何在委内瑞拉从事腐败、违反

美国法律或侵犯人权者的责任。”对此，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呼吁国际社会解除

所有制裁，以确保委内瑞拉顺利举行选举。作为主要的制裁方，美国与欧洲国家

则表示马杜罗方举行竞争性选举的真实意愿仍有待考察。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参议院于 12 月 17 日一致通过了参议员里克·斯科特

（Rick Scott）提出的禁止与委内瑞拉政府进行经营和租赁活动法案（Ley de

Prohibición de Operaciones y Arrendamientos con el Régimen Autoritario Ilegítimo

de Venezuela）。该法案禁止美国联邦机构与任何马杜罗政权支持者进行生意往

来，已于 2021 年 3 月获得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Comité de

Seguridad Nacional y Asuntos Gubernamentales del Senado）的一致批准。委内瑞

拉对此表示反对，在官方声明中称这侵犯了“委内瑞拉人民主权以及美国公司本

身的完整性”，指出美国打算通过这项被“滥用”的法律再次干涉该国内政，试

图“推翻委内瑞拉政府”，摧毁“两国之间开展对话和维持建设性关系的任何可

能途径”，再次显示出阻碍委内瑞拉发展的意愿。《今日俄罗斯》在 12 月 18

日文章《“对人民的严重冒犯”：加拉加斯拒绝美国针对委内瑞拉政府的法案

“玻利瓦尔法”》（“Una grave ofensa al pueblo”: Caracas rechaza la‘Ley Bolívar’,

un proyecto de ley de EE.UU. contra el Gobierno de Venezuela）中对此评论称，“此

举与上个月美国表示支持委内瑞拉朝野谈判，并授权雪佛龙公司开始在委内瑞拉

开采石油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 委内瑞拉朝野重启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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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委内瑞拉朝野的“分”与“合”

11月 26日，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于墨西哥城正式恢复了谈判，并签署了

阶段性协议。《时代报》（El Tiempo）2022年 11月 26日报道《为什么马杜罗

是重启与反对派对话的赢家》指出，（¿Por qué Maduro es el gran ganador tras

reinicio de diálogo con la oposición?）作为谈判的结果，双方同意收回近年来因制

裁被冻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 30亿美元，为委内瑞拉的社会保障项目提供支持，

以加强国内的卫生系统、电力服务和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而且这笔资金未来将由

联合国，而非马杜罗政府进行管理。

根据《国家报》（El País）2022年 11月 24日报道《人道主义危机缓解与委

内瑞拉重返石油市场：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新协议的关键》（Aliviar la crisis

humanitaria y la vuelta de Venezuela al mercado petrolero: las claves del nuevo

acuerdo entre Gobierno y oposición），此前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已就一项协议

在加拉加斯进行了数月的秘密谈判，该协议聚焦于如何缓解委内瑞拉国内的人道

主义危机，但对仍然存在争议的政治问题避而不谈。此次谈判的目的在于实现此

前私下所达成协议的公开签署，从而在国际社会的见证下重新启动对话。这将有

助于双方在政治领域达成共识，为 2024年大选的举行提供保障。

有关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矛盾与分歧由来已久。2013年，

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在大选中击败恩里克·卡普里莱斯（Enrique

Capriles）后成为委内瑞拉总统。尽管有人谴责第二轮选举中可能存在舞弊行为，

但马杜罗政府和反对派一直保持着联系，希望双方都能够参与到未来的选举中

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派对继续维持一个充满争议的体制表示抗议和

拒绝，双方因此产生了更大的冲突。自马杜罗上台以来，政府与反对派已经历经

了五次正式谈判进程，均以失败告终。

直到 2019年，瓜伊多拒绝承认马杜罗的胜选结果，自封为“临时总统”，

当时获得了来自以美国为首的 50多个国家的承认。瓜伊多的“临时政府”和委

内瑞拉政府当局在挪威的调解下重新对话。这次对话在当年1月至7月期间举行，

但在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新的制裁后，马杜罗政府离开了谈判桌。最近一次谈判

于 2021年 8月在墨西哥举行。然而在受美国司法部指控曾为马杜罗政府洗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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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商人亚历克斯·萨博（Alex Saab）被逮捕并引渡到美国后，此次谈判

进程再度停滞。

与此同时，昔日受多国支持的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也逐渐失去人心，反对派

的力量日渐式微，尤其是在 2020年选举中马杜罗政府重新获得国会的多数席位

后。据《时代报》（El Tiempo）2022年 6月 29日的报道《为什么瓜伊多的角色

在拉丁美洲失去重要性》（¿Por qué la figura de Guaidó está perdiendo peso en

América Latina? ），2022年 1月，反对派联盟民主统一平台（Plataforma Unitaria

Democrática）决议将瓜伊多的“临时总统”职位延长至 2022年 12月 31日，但

是这遭到一些反对派人士的反对，这意味着瓜伊多已经失去部分反对派的支持。

目前，美国仍是国际上支持瓜伊多的主要国家，但自从拜登上任并与马杜罗政府

直接建立联系后，形势也发生了变化。

2. 委朝野双方重启对话的正面评价

谈判中断一年后，委内瑞拉朝野重启对话，并达成了重要协议。除委内瑞拉

国内，多国也对此事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作出积极评价。马杜罗在委内瑞拉国家电

视台的讲话中表示，此次达成的协议非常有价值。他指出，促进经济复苏是每个

人的使命，政府甚至与反对派中最激进的部分人士进行对话，并希望反对派能够

为了委内瑞拉和民众的利益遵守他们在协议中的承诺。《今日俄罗斯》2022年

11月 26日报道《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签署第二份部分协议》（El Gobierno de

Venezuela y la oposición firman un segundo acuerdo parcial）称，挪威代表达格·尼

兰德（Dag Nylander）将双方“为所有委内瑞拉人的利益而进行的对话”描述为

“历史性里程碑”，该协议意味着委内瑞拉将在人民社会保障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据《劳动报》（La Jornada）2022年 11月 28日报道《俄罗斯对委内瑞拉政府与

反对派在墨西哥达成协议表示祝贺》（Celebra Rusia acuerdo de Venezuela y la

oposición logrado en México），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Maria

Zajarova）称“对话中签署的关于公民社会保障的协议，是保障委内瑞拉公民基

本权利的重要一步，有助于稳定委内瑞拉的政治局势。”

3. 委朝野双方重启对话的负面评价

然而，委内瑞拉国内也不乏对此次对话的负面声音。委内瑞拉反对派就首先

出现了批判的声音。阿根廷国家通讯社（Télam）2022年 12月 4日文章《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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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拉与一次历史性对话的意义》（Venezuela y los efectos de un diálogo que promete

más que los cinco intentos previos）称，来自社会主义运动党（Movimiento al

Socialismo）的前议员恩里克·奥乔亚·安替赫（Enrique Ochoa Antich）表示，

谈判“最终还是会在委内瑞拉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进行。而委内瑞拉独立研究

员米格尔·安赫尔·马丁内斯·穆奇（Miguel Ángel Martínez Meucci）在文学杂

志《自由文艺》（Letras Libres）2022年 12月 6日文章《委内瑞拉协议中谁赢谁

输？》（¿Quién gana y quién pierde en el acuerdo parcial sobre Venezuela?）中认为，

委内瑞拉政府在逐步瓦解临时政府方面取得了进展，同时还向公众宣布，自己是

抵制外国制裁并将资金从帝国主义和反对派的魔爪中解救出来的人。而委内瑞拉

反对派则不得不继续等待议程的其他内容尽早得到解决，如释放政治犯、对受害

者进行赔偿以及为真正的选举展开谈判等。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则在 10月 10日文章《委内瑞拉：外交围困的失败》（Venezuela: El ocaso

de la máxima presión）中分析指出，即使全面恢复谈判，马杜罗政府也可能不会

在选举条件上做出更多的让步。在经受多年的国内和国际压力之后，马杜罗政府

不愿意冒在选举中失去权力的风险。此外，据马杜罗政府内部消息，领导层担心

如果反对派获胜，可能会对支持马杜罗的人进行报复，而且就目前来看现任政府

不太可能认输。因此，如果各方没有达成全面的政治协议，就不会有真正的权力

交替。相反，反对派领导的行政部门肯定会受到马杜罗派的控制。

四. 委内瑞拉有望“重返美洲”

此前，委内瑞拉政府受到美洲多个国家或组织的孤立。在拉美地区左翼力量

回潮的背景下，以巴西、哥伦比亚为代表的部分拉美国家先后调整了对委内瑞拉

的政策与立场。此前，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哥伦比

亚前总统伊万·杜克（Iván Duque）均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总统”，导致委内

瑞拉与巴西、哥伦比亚的外交关系一度中断。2022年 8月，来自左翼联盟“历

史公约联盟”（Coalición Pacto Histórico）的古斯塔沃·佩特罗（Gustavo Petro）

当选哥伦比亚总统后，哥委两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并互相指派大使。9月，哥

委双方重新开放了两国之间 2200公里的边境，以推动货物运输的恢复。12月 14

日，巴西候任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Mauro Vieira）证实巴西将从 2023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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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起恢复与尼古拉斯·马杜罗为领导的委内瑞拉政府的关系，表示将重新开放大

使馆和任命大使。另外，《金融界报》（Ámbito Financiero）11月 9日文章《南

共市：谨慎对待委内瑞拉重新回归的可能性》（Mercosur: cautela en el gobierno por

la posible reincorporación de Venezuela）称，2017年 8月，多国总统以委内瑞拉

“破坏民主秩序”为由无限期暂停其在南方共同市场的身份。如今，阿根廷总统

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与巴西下任总统卢拉·达·席尔瓦（Lula

Da Silva）有意愿让委内瑞拉重新加入这一组织。委内瑞拉有望借此机会扭转地

区孤立状态，并重返多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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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拉重建外交关系》（Brasil restablecerá relaciones diplomáticas con Venezuel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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