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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转连续20个月负增长趋势——

石化行业仍需防范“倒春寒”
本报记者 暴媛媛

受益于国民收入增长，越来越多消费者愿意为高端产品买单——

消 费 升 级 激 活 中 高 端 家 电
本报记者 周 雷

石化行业终于结束了连续20个月的负增长态势，炼油业、化学工

业效益持续增长，产业提质转型步伐加快。不过，虽然业绩开始逐步

好转，但行业内部发展分化显著，利润差距较大，接近下游终端市场的

行业明显好于上游细分行业。此外，行业的结构性产能过剩也面临着

“低端拥挤、高端短缺”等一系列难题——

炼油行业切勿盲目扩产
王 远

受益于国民收入增长、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上升等利好因素，追求“品质生活”的

热潮兴起，家电与消费电子领域消费升级态势明显，越来越多消费者愿意为高端产

品买单。伴随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我国家电产品也逐步向中高端方向发展——

2016 年，石化行业大力推进产业结
构调整、创新驱动和化解产能过剩，行业
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实现了“十三五”良
好开局。2017 年，在复杂多变的内外部
环境作用下，石化行业经济运行将面临
更多挑战，有望保持难中趋稳、稳中求进
态势。在此过程中，需注意传统产业去
产能的连贯性、持久性，以及高端新材料
领域的布局合理性，避免新旧问题叠加
成为影响行业长远健康发展的拦路虎。

主要指标好于预期

来自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的
信息显示，2016 年，石化行业全年主营
业务收入 13.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
利润总额 6444 亿元，与 2015 年基本持
平；其中化工行业主营收入 9.21 万亿元、
同比增长 5.3%，利润总额 5073 亿元、同
比增长 11.7%。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
合会副会长傅向升表示，在 2015 年石化
全 行 业 主 营 收 入 下 降 6.1% 、利 润 下 降
18.2% 、进 出 口 总 额 下 降 22.1% 的 情 况
下，2016 年实现收入增长及部分行业实
现利润增长，结果好于预期。更难能可
贵的是，扭转了行业连续 20 个月负增长
趋势。

业绩好转首先来源于产业整体提质
增效。具体来说，2016 年炼油业产品结
构调整继续加快，国 V 汽柴油升级改造全
面完成。由于成本下降及优质优价的原
因，去年炼油业效益持续高速增长，利润
总额逾 1700亿元，创历史新高，增幅超过
120%。同时，化学工业效益也持续改善，
利润创新纪录，增幅近 12%。“特别是基础
化学原料提质增效最为显著，利润增速达
38.1%，对化工行业利润贡献率达 70%；
合成材料利润也呈现高速增长势头，增幅
达 41.8%，位居化工各行业之首，贡献率
超过 38%。”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信息与市场部副主任祝昉说。

有分析认为，全行业实现 2016 年的
“尾部反转”也得益于行业价格总水平回
暖。数据显示，2016 年石化业价格总水
平连续第 5 年下降，但石油和主要化学
品市场呈现触底回升走势，价格降幅不
断收窄，特别是进入去年三季度后，回升
明显加快。价格指数显示，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业全年价格总水平下降 16.4%，
同比收窄约 21 个百分点，比上半年收窄
12.8 个百分点。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造
业下降 2.8%，为 5 年来最低降幅，同比收
窄 3.9 个百分点，比上半年收窄 2.8 个百
分点。

行业运行分化明显

2016 年石化业经济运行的一个明显
特征是行业经济增长分化显著。业内专家

分析认为，分化是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
整的必然结果，且很可能成为长期现象。

从主要产品产量看，原油产量降幅达
6.9%，为 2010 年以来首次下降。汽油、
煤油产量增幅分别为 6.4%和 8.9%，柴油
则下降 1.3%。主要化学品中，无机化学
原料产量增幅仅为 2.2%，但有机化学原
料和合成材料增幅分别为 5.7%和 8.0%。

利润差距大，是行业分化的另一个重
要表现。举例说，一些细分行业中企业的
民营化程度较高，市场竞争充分有效，经
营模式多样化，既保证了较为平衡的供需
关系，也确保了产品价格稳定。再比如，
精细化工及化工新材料领域企业利润率
较高，这大多得益于企业对目标市场把握
明确、产品更有针对性；产品结构单一、产
品类型和质量缺乏竞争力的“大路货”则
面临产能过剩问题，相关企业发展状况也
不乐观。

从石化行业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处
于或接近上游的行业经济运行情况较
差，越接近终端市场的行业运行情况越
好。“行业的分化调整不仅体现在主营收
入、利润及细分行业增加值上，企业、产
品结构以及区域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
祝昉说。

需防新旧问题叠加

来自石化联合会的信息显示，无机酸
碱、化肥、轮胎等大宗基础化学品过剩，化
工新材料、电子化学品等高端产品严重缺
乏。2016 年，石化业贸易逆差达 1360.8
亿美元，逆差最大的合成树脂达 326.8 亿
美元、有机化学品达 105.9 亿美元、合成
纤维单体达 54.1 亿美元、专用化学品达
24.1亿美元；一些高端化工产品自给率不
足 40%，还有一些产品的对外依存度甚
至超过 50%，这些化工产品在建筑、汽
车、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巨大需
求尚待满足。

傅向升将石化行业产能结构性过剩
形容为“低端拥挤、高端短缺”，“石化行
业产能结构性过剩矛盾依然严重。尤其
是在市场向好的时候，去产能面临的挑
战更加艰巨，必须有决心、有恒心、持续
发力”。

祝昉表示，在一些产能严重过剩行
业，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仍未完全退
出，在价格低位和环保核查严格环境下，
有些只是暂时性的歇产或减产，一旦价格
回升或环保核查放松，有可能死灰复燃。

“另外，一些产能利用率较低的行业比如
炼油业目前投资冲动仍很大，一些价格好
转效益改善的行业如氯碱等投资冲动又
开始显露苗头，值得关注。”

在被寄予厚望的化工新材料领域，
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对外依存度
为特点，国内产品自给率低、市场需求缺

尽管炼油行业效益持续增长，2016

年 利 润 总 额 超 过 1700 亿 元 ，增 幅 超

120%。但炼油行业整体大而不强、装

置利用率低及产能过剩问题却不容

忽视。

一方面，在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影

响下，尽管国际油价低迷，但国内炼化

企业实现了较好盈利，继续追加投资的

冲动开始抬头；另一方面，受制于原油

进口渠道狭窄，2016 年以前地方炼厂

无论开工率还是扩张意愿并不高，随着

原油进口权和使用权进一步放开，地方

炼厂扩大产能的热情再次高涨。

同时，终端需求增速进一步减弱令

过剩之忧愈加凸显。数据显示，2016

年，受投资增速总体放缓、经济转型升

级，以及高铁、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等

因素共同影响，成品油消费增长区间下

移。估计全年成品油表观消费量为

3.13 亿吨，较 2015 年下降 1%，增速较

2015 年回落 6.2 个百分点。在供需格

局逆转的前提下，相关调控若不及时到

位，国内炼油能力将严重过剩，待过剩

后再去产能，将带来更大损失，并引发

一系列问题。

2017 年 炼 油 业 整 体 产 能 仍 偏 过

剩，必须持续淘汰落后产能、鼓励高效

产能、优化整体炼油能力，主动控制好

成品油资源总量，防止出现钢铁、煤炭

等行业产能过剩乱象，这是 2017 年炼

化行业亟需解决的课题，也是提升行业

整体运行质量的关键。

在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指导下，红顶
奖组委会日前推出《高端家电产品消费
者调查报告》。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国
内家庭和个人愿意为高端产品买单，并
且国人对于高端产品的消费理念更趋成
熟，更加注重品质，需求多样化、个性化
特征明显。

据对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 8个城
市高端消费人群所作调查显示，有 79.3%
的受访者有购买高端家电计划，其购买
理由主要是提升生活品质和家电需要更
新换代。从预期价位看，有 44.8%的受访
者倾向于选择 15001 元-25000 元的高
端电视，36.9%的受访者愿意购买 12001
元-16000 元的高端电冰箱，39.4%的受
访者愿意购买 8001 元-10000 元的高端
滚筒洗衣机，42.6%的受访者愿意购买
6001元-8000元的高端洗碗机。

消费者打算购买价格不菲的高端家
电，自然对产品内在价值和表现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调查显示，高端彩电产品
不仅要具备超薄、大尺寸、曲面等特征，
还需要提高智能操作、外观设计以及音
效的体验感，受访者对后三个体验的关
注度分别占到 53.5%、30.3%、29.9%。对
高端洗衣机而言，除了变频、大容量、自
动投放、低噪音等功能之外，智能操控功
能、除菌功能、烘干功能更受关注，分别
占到 39.4%、38.2%和 33.3%。对于高端
电热水器，除了加热速度快、内胆材质好
等需求外，消费者更加关注安全防护、智
能连接与操控、健康抑菌的功能，分别占
到 43.6%、32.7%和 31.8%。

“中国正在逐步成为内生性需求大
国，消费升级商机巨大。”国家信息中心
信息资源开发部副主任蔡莹表示，国内

消费主力日益年轻化，他们对品质生活
的热烈追求，给家电厂商带来了新的增
长动力。《福布斯》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
显示，中国中等收入者中，30 岁以下的占
19%，31岁至 39岁的占 39.5%。

“在家电业整体低迷的情况下，高端
家电却实现了逆势而上。”国产高端家电
品牌卡萨帝中国区总经理宋照伟表示，
高端家电消费需求上升，家电企业需顺
势升级。从平均单价看，卡萨帝冰箱价
格是市场的 2.6 倍，洗衣机价格是市场的
2.1 倍；从高端市场占比看，卡萨帝冰箱
和洗衣机市场份额分别升至 23%、59%。

应该说，迈向中高端是中国家电业
多年孜孜以求的目标。在各方支持下，
以引领家电消费升级为己任的红顶奖已
举办八届。2010 年，首届“红顶奖”举办
时就提出更新换代与新居装修将推动高

端市场增长的趋势，并选出 10 个品类的
获奖产品，为高端人群购买家电提供参
考。梳理红顶奖历年发布的高端家电消
费调查报告会发现，8 年前，有 28.2%的
被访者预计在半年内有购买高端家电产
品的打算，如今这一比例已升至 79.3%；
8 年前，大部分高端消费人群认为节能环
保、技术含量高、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高
是高端家电最重要的属性，如今高品质、
智能化、高科技是消费者心目中高端家
电应当具备的产品属性；8 年前，更新换
代和新居装修是推动高端市场增长的因
素，如今追求“品质生活”是更关键的购
买理由。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居民生
活的显著变化和国内消费需求的潜力。
当前，在我国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背景下，家电业以用户需求为中心，
加速产业升级满足消费升级的任务更显
重要而紧迫。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司
副巡视员汪敏燕表示，“红顶奖”坚持通
过消费趋势发布和精品推介加强消费引
导、促进行业创新发展的做法，有利于提
升家电行业对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的适
应性，促进家电产品迈向中高端。

口大。瞄准高端做“加法”是行业共
识 ，但 需 要 科 学 的 规 划 和 布 局 作 保
障。“化工新材料领域已经或将会出现
的产能过剩要引起注意。”傅向升表
示，比如上游的有机硅单体呈现过剩

趋势，但下游加工产品如高端密封材
料、高端洗涤用品又相对短缺；碳纤维
等装置建成和上马的不少，但产能并
未有效发挥，这些领域的过剩苗头值
得深入研究和及早防范。

2 月 25 日，在河北沧州激光产业园中，一台高速全电
数控激光冲床仅用 28 分钟时间，就在一块钢板上打好全
部 1.1 万个孔眼。河北沃克曼数控机械有限公司装备部
经理易先明告诉《经济日报》记者，这台高速全电数控冲
床是其与园区内国工信沧州数控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研
发、是将激光和冲床合二为一的全新产品，加工速度比当
前国际最先进设备提高 50%以上，每台销售收入约 100
万元。

高速全电数控激光冲床的诞生，是沧州激光产业园快
速发展的一个缩影。沧州激光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梁向东
告诉记者，短短三四年时间，这里不仅诞生了半导体激光切
割机、三维半导体切焊机、欧洲标准认证激光机等进口替代
设备，还诞生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数控系统、偏
振轴快流 CO2 激光器、2000W 光纤激光器等一大批国际
一流激光设备；集聚了一批采用激光设备的装备制造企
业。2016 年，园区实现产值 38 亿元，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激
光技术应用收益最大的园区。

华中科技大学教师李波表示，激光技术被誉为“制造系
统共同的加工手段”。河北沧州建设激光产业园区，意在打
造“北方光谷”，不仅建设了 18 万平方米标准化立体车间供
企业使用，同时成立高科技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两只政
府引导基金帮助企业。

在激光行业第一家主板上市企业华工科技成功引进园
区后，激光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在沧州设立了京津冀区
域中心。与华工同处第一梯队的苏州领创，以及在国内高
端激光装备行业举足轻重的沃克曼、国工信、上水能源、泰
格运控等一批一线企业也纷纷落户。截至目前，入园企业
成功研发具有国内甚至国际一流水平的 23 项新技术、新产
品；其中，国工信公司“工业六关节机器人智能控制”产品获
全国智能制造创新创业大赛应用类一等奖。

园区从激光应用起步，发展新型装备制造业，一大批石
油管道、机箱钣金、包装机械、五金模具等传统产业纷纷采
用了激光技术，园区企业达到 22 家，并形成互为用户、互为
上下游的产业链条。

易先明说：“我国高端装备数控系统 95%靠国外进口。
现在我们自主研发的伺服电机、变速箱和数控系统，替代了
德国产品，使得国际同类设备价格下降 50%。企业仅半年
时间就实现产值达 6000 万元。”梁向东表示，沧州激光产
业园区力争用 5 年时间突破千亿元产值大关，建成一流的
激光装备制造产业园。

加快激光技术产业应用——

河北沧州建“北方光谷”
本报记者 雷汉发 宋美倩

预计今年我国市场规模增长 260%——

共享单车热度不减
本报记者 王轶辰

近日，第三方数据研究机构比达咨询发布《2016 中国
共享单车市场研究报告》显示，ofo 共享单车取得市占率、
投放量、城市数 3项第一，成为 2016年共享单车领导品牌。

据了解，单车覆盖城市数与单车覆盖率是衡量共享单
车品牌服务能力的重要指标。《报告》显示，目前 ofo 单车投
放量已超过 100万辆，摩拜也上升到 80万辆。

通过大数据技术及科学调研等手段，《报告》对共享单
车用户画像及使用习惯深度分析，结果显示，当下共享单车
用户以年轻群体为主，主要覆盖 25 岁至 35 岁和 25 岁以下
人群。作为移动互联网及 APP 的主力使用人群，他们更易
受到来自移动端应用的影响，也更易接受新事物并对周围
其他人群生活习惯带来影响。

“省力”与“停车方便”成为用户满意度的决定因素，这
两大因素主要与单车覆盖率、车身材质结构有关。《报告》显
示，随着“无桩共享单车”概念的普及，2016 年共享单车成
为城市出行模式的新选择，用户数量急速增至 1886万。

比达咨询分析师表示，共享单车进入中国市场不到两
年时间，已经进入高速发展期，这体现了用户对于城市“无
桩共享单车”模式的高度认可。数据显示，仅在 1 月 26 日
至 2 月 2 日春节期间，ofo 用户获得超过 2000 万公里的骑
行距离，减少排放总量达 5400 吨，约合 670 公顷成年树林
所产生的减碳效能。灵活、便捷的共享单车，已成为都市人
群出行、健身甚至聚会的时尚新方式。

比达咨询预测，到 2017 年底，全国共享单车市场规模
将达 5000 万用户，预计增长约 260%，共享单车将继续为
城市交通中短距离出行、解决“最后一公里”提供有力支撑。

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
债权转让信息公告

业务咨询电话：帅先生:13510718918，刘先生:

18603054198，林先生:13509608533

项目编号：1001170290002

项目名称：佛山市顺德区新成昌彩印包装有限公

司债权及项下租赁物

挂牌价格：本项目设有保留价，意向受让方提交

申购材料时须自行申报意向收购价

保证金：挂牌截止日 17:00 前（到账为准），交纳

保证金人民币 100万元

项目简介：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分公司委托我所公开挂牌转让佛山市顺德区新成

昌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债权及项下租赁物。标的所在

地：广东省佛山市，标的总额：22,069,087.80 元，其

中：应付租金：21,497,505.12 元；违约金：48,446.68

元；债权人实现权利的各项费用：523,136.00 元（截

止日期为 2016年 11月 10日）。

以上全部信息详情请登录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

易所相关信息披露网站 www.qex.com。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28 号荣超经贸中

心 11层 1101-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