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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传统煤化工行业必须加快转型产业升级
已成为业界共识。但问题是产业不景气，银行贷款
难，钱从哪来？企业亏损，人才流失，技术从哪
来？许多企业就是带着这样的困惑逐渐走向衰亡
的。显然，只有资金或只有技术都不足以改变一个
传统产业，必须综合施策方有希望。

“民营焦化、煤化工企业多为地方中小企业，看重
短期利益，技术力量弱、资本规模小，安全环保欠账多，
效益不佳，可持续发展面临很多问题。”刘雷表示，他们
基于多年在煤化工行业积累的经验、技术，资金实力，
提出了通过产业转型彻底改变企业经营状况的发展思
路。“银行不提供资金，我们提供；企业没有先进技术，
我们提供；管理不规范，我们派来管理团队。”

通过与联盟企业的深度合作，三聚环保建立了
自成体系、有特色的“资金+技术+产业”的合作体
系，使现代企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与联盟企
业的资源优势有机结合在一起，使联盟企业的生存
能力和发展活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三聚公司
也能从项目建设中获得利润，并实现每年稳定的收
益，实现真正的合作共赢。

以产业与资本紧密结合，破解民营企业资金难
题。作为上市公司，三聚环保通过产业与资本相结合
的方式，运用多种金融手段，不仅推动了项目顺利建

设和运行，实现了转型升级的初步目标，也让企业拓
宽了发展思路，由过去单一的生产经营发展方式向生
产经营与资本经营并重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以技术突破引领产业升级。三聚环保充分利用
其在能源净化、石油化工和煤化工融合、传统焦化和
煤化工、环保净化新材料等领域一系列关键技术和集
成技术，通过在民营焦化、煤化工和石化企业中定制
服务推广这些单项核心技术、系统技术以及整体解决
方案，引领这些企业优化产业升级改造，延伸产业链，
推动创新技术获取更大的市场价值，充分发挥了在传
统行业实现去产能、促转型、调结构方面的龙头作用。

以循环经济实现高效可持续发展。美方煤焦化
转型升级项目整体以循环经济为发展方向，在内部，
各产业间联系紧密，这个产业的副产品便是另一产业
的原材料，两者在整个产业链中不断转换身份，以保
证资源的充分利用和产能最大化；在外部，各产业产
品以乌达工业园区与阿拉善经济开发区为主要销售目
标市场，园区内其他企业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不脱
离最近的市场，如此不仅缩短了运输距离降低成本，
也使下游企业节约了原材料成本，进一步达到园区内
经济循环的目的。公司已完成的产业链条，初步形成
了企业内的小循环、企业间中循环和地区间大循环，
提高了煤炭资源的就地转化率。

从煤制成油到油品深加工，从
黑色变成白色再到精细化发展，揭
示了一条煤炭清洁利用、传统煤和
焦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清晰途径，这
对于许多正在转型升级路上探索的
传统产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动实践。

产能过剩、产品低端，是传统产
业面临的普遍问题。通过延伸产业
链，发展深加工，不仅可以消化过剩
产能，而且开发出市场需要、附加值
高的下游产品，部分煤化工企业的
实践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的希望。

“只有夕阳产品，没有夕阳产
业”。传统产业依然蕴含着巨大的
发展潜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并不是简单地通过关、停，压缩产
能，而是要最大限度地挖掘产业发
展潜力，通过补短板，消化过剩产
能，增加有效供给，增强发展动能。

挖掘传统产能潜力，首先要加
快技术创新，以技术突破引领产业
升级。三聚环保公司充分利用其在
能源净化、石油化工和煤化工融合、
环保净化新材料等领域一系列关键
技术，引领传统焦化企业升级改
造。神华宁夏煤业集团公司通过自
主创新，突破了煤制油关键技术和
装备制造，有力推动了煤炭全产业
链开发进程。

挖掘传统产能潜力，要破解企
业资金难题，实现产业发展模式创
新。美方焦化、隆鹏公司等企业转
型升级项目从思路到落地建设，除
了严密的技术论证与市场调研外，
从根本上也离不开金融资本的强有力支持。三聚环保公
司通过“资金+技术+产业”的合作体系，将资金、技术和管
理优势与联盟企业的资源优势有机结合在一起，实现产业
与资本相结合，大大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步伐。

挖掘传统产能潜力，还要破解环保难题，以循环经济
实现高效可持续发展。对于传统产业特别是高耗能、高
排放的企业来说，环保是一道必须迈过去的槛。记者采
访的美方焦化公司和神华宁夏煤业集团煤制油项目，都
把环保与资源综合利用融入转型升级，在转型升级中破
解了环保难题。此外，产业清洁发展，也为煤化工行业转
型升级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老树发新枝，风景别样好。在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发
展动能的同时，充分挖掘传统产业发展潜力，增强传统产
业发展动能，各个产业齐发力，将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打下更加坚实基础。

最大限度地挖掘传统产能潜力

杨国民

由 黑 变 白 由 白 到 细
——对煤化工行业转型升级的调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国民 王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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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煤化工行业产业必须加快转

型升级已成为业界共识。但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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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深入一线，实地调研了

黑龙江七台河市隆鹏煤炭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内蒙古乌海市美方煤焦化有

限公司和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等公

司。多地的实践让人们看到了传统煤

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曙光。事实证

明，依靠技术创新，通过煤炭“由黑变

白，由白到细”转化，传统煤化工产业

依然可以突破发展瓶颈，重获生机。

位于乌海市乌达工业园的焦炭气化年产30万吨甲醇项目已经建成，即将投产。 本报记者 杨国民摄

“好的时候一个月能赚1个亿，不
好的时候连工资也发不出来。”作为一
名焦炭行业的“老兵”，近年来，黑龙江
七台河市隆鹏煤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陆丙清经历了焦炭价格由每
吨几千元到几百元的阵痛与考验。
生死存亡之际，为了不再坐这样的

“过山车”，陆丙清决定引入新技术，
延伸产业链，发展现代煤化工，企业
呈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离七台河数千公里外的内蒙
古乌海市，由于以“洗煤+炼焦”为主
业，美方煤焦化有限公司曾经无法有
效应对市场变化，一度成为乌海市的
亏损大户，面临生死考验。2013年以
来，美方与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深度合作，以焦化为核心，
围绕焦炭及其副产品向下游产业延
伸，生产甲醇、合成氨、合成蜡等产
品。煤炭经过深加工，实现转化升
值，使美方公司走出困境。

距乌海市不远的宁夏宁东能源
化工基地，一个总投资 550 亿元的神
华宁夏煤业集团 400 万吨/年煤炭间
接液化示范项目即将全线投产，项目
投产后，每年可转化 3400 万吨煤，对
提升我国煤制油化工技术水平、煤制
油装备制造水平及助推我国燃油产
品品质升级均有重要意义。

多地的实践让人们看到了传统
煤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希望。依靠
技术创新，推动现代煤化工与石油化
工、精细化工融合发展，通过煤炭“由
黑变白，由白到细”转化，实现企业向
低碳环保新能源转型，传统煤化工产
业 依 然 可 以 突 破 发 展 瓶 颈 ，重 获
生机。

作为钢铁行业的上游产业，煤及
焦化产业与钢铁行业一直唇齿相
依。但随着近年来国际能源价格疲
软、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尤其在国
家推动钢铁行业去产能背景下，传统
焦化企业纷纷出现减产、关停、转

产。“几年间，七台河市大大小小二十几家焦化企业，锐减为了
四五家。”七台河市工信委主任耿宝忠告诉记者。

2002年，在冶金焦行情正劲时期，隆鹏公司从一座38万
吨/年小焦炉炼焦开始，逐渐发展成为集煤矿、洗选、炼焦业务
为一体的当地著名民营企业，并新建了 100 万吨/年焦炉一
座。

然而，市场并非一帆风顺，从2010年起，随着钢铁行业去
产能政策的推进，严重依赖钢铁行业的传统焦化产业受到冲
击，焦化产品价格走向低迷。“公司被迫降低装置负荷，企业收
入骤减，亏损面逐渐加大，企业陷入了经营困局。”陆丙清坦言。

事实上，受国际油价下滑的影响，全国诸多煤化工项目亏
损严重。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煤化工行业包括煤制甲醇、
合成氨、燃料油装置能力约在 1 亿吨以上，但开工率不足
70%。2015年，焦化行业经济运行总体形势呈现出市场供需
矛盾更加突出、产品产量和价格持续下跌、经营效益下滑明显
加重的局面。

记者了解到，2015年，全国出口焦炭平均价格从2011年
的451.83美元/吨，下降到2015年11月份的161.10美元/吨，
焦化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由2011年的178.77亿元，下
降到2015年1月至10月份的亏损99.45亿元，企业亏损面达
56%。独立焦化企业经营效益正在持续分化，资金紧张的状况
呈现进一步恶化趋势。

2016年，整个煤化工行业仍然弥漫着一层阴云。受国家
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影响，行业整体形势持续低迷，钢铁企
业大幅调减生产负荷，使得焦化等煤化工行业生产经营困难
重重，直接面临市场需求减弱、产能过剩、资金流动紧张、资产
负债率居高不下以及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难以兼顾等问题。

在此形势下，单一的炼焦与传统煤化工企业已逐步失去
市场竞争力，转型升级、延伸产业链的需求十分迫切。如何使
煤炭资源的利用价值实现最大化，成为煤化工行业及企业生
产经营者面临的严峻挑战。

企业转型升级需求迫切应对能源价格波动

—
—

传统焦化企业一个命门就是产品结构单一，对
钢铁行业过度依赖。以隆鹏公司为例，与其他传统
焦化企业一样，其主要产品是二级冶金焦炭、焦
油、粗苯和焦炉煤气等传统焦化产品。

“完善产业链，降低成本，提高抗风险能力，才
能解决企业生存问题。”在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雷看来，通过战略合作，引进资
金和技术，促进传统产业升级转型，这是解决焦化
企业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最佳路径。

正是由于对刘雷观点的认同，2011年，陆丙清
决定与三聚环保进行合作。在认真研究隆鹏公司的
企业产品结构、技术条件等基础条件后，三聚环保
从提高生产环节中的煤炭资源利用率入手，增加隆
鹏的产品产量和品种，提高生产负荷，以降低生产
成本，减少亏损。

此前，在传统生产模式下，隆鹏多余的焦炉煤气
通过火炬烧掉了，不仅浪费了煤资源，又造成环境污
染。2012 年 3 月份，由三聚环保公司投资 3.75 亿元
在隆鹏公司焦化生产装置附近建设了 10 万吨/年的
甲醇生产装置，利用三聚环保自有的甲醇合成先进技
术，将富余的焦炉煤气回收利用，变废为宝，制成甲
醇。这不仅增加了甲醇业务的收益，又解决了企业的
环保问题。2013 年甲醇生产装置投入运营，2014 年
企业增加收入 4500 万元。同时，利用提取焦炉煤气
中的其他资源，隆鹏公司还建设了天然气（LNG）项
目。该装置于 2015 年 1 月份投入运营，企业 2015 年
增收8000万元，企业生存问题进一步缓解。

远在内蒙古阿拉善经济开发区内，记者看到，
投资34亿元、年产20万吨费托产品项目正在紧张施
工，项目利用气化焦通过费托合成技术生产蜡及其他
清洁化学品，预计年底建成投产。与此一路之隔、位
于乌海市乌达工业园的焦炭气化年产30万吨甲醇项
目已经建成，即将投产。围绕美方煤焦化公司，一批
横跨阿拉善盟和乌海市的产业延伸合作示范项目正在
旧乌巴路两侧陆续开工、投产。

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宁生
告诉记者，目前，这批项目总投资近70亿元，旨在
阿拉善—乌海地区打造煤炭洗选、煤焦化、化产回

收、煤焦油深加工、焦炉煤气制 LNG、尾气制液
氨、焦炭气化制甲醇及费托合成制清洁化学品项目
一体化发展的煤焦化转型升级产业示范基地。主要
建设项目包括 300 万吨/年洗煤、240 万吨/年焦化
和 20 万吨/年费托合成制清洁化学品项目等。项目
建成后，总资产将达 70 亿元，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60亿元至70亿元，年利润8亿元至10亿元。

传统焦化产业是如何延伸产业链，实现转型升
级的？王宁生给记者描绘了一幅路线图：第一步，
技术改造，提升焦炭品质。第二步，焦炭气化制甲
醇。第三步，焦炭气化制费托合成制清洁高档化学
品，这些产品的清洁度是石油基产品无法达到的。
第四步，焦炉煤气制LNG及尾气制合成氨。这些措
施不仅充分综合利用了各种尾气，变废为宝，又得
到了可贵的清洁化工产品，符合国家能源和环保产
业政策的要求，缓解了上游焦化企业的压力，使焦
化企业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满负荷生产。

而同样位于陕甘宁内蒙古能源化工“金三角”
地带的神华宁煤集团早在几年前就开始部署发展煤
炭深加工转化产业，目前已建成煤制烯烃规模 160
万吨，成为全国最大的煤基生产基地，实现了由黑
色的煤炭变成白色颗粒状的烯烃等化工原料“由黑
到白”的蝶变。神华宁煤集团董事长邵俊杰告诉记
者，400万吨/年煤炭间接液化示范项目的投产，成
功搭建了煤炭向石油化工产品转化的桥梁。下一
步，将着力推动煤化工向精细化、高端化、集群化
方向发展，以煤制油生产的石脑油、液化石油气为
原料，进行油品二次深加工，生产聚乙烯、聚丙
烯、高档润滑油等产品。

得益于产业链延伸，美方公司在连续多年亏损
后，2016年实现经营现金流3.15亿元，经营利润2.29
亿元，上缴税收2919万元。在乌海地区焦化企业目前
生产负荷普遍不足50%的情况下，美方公司去年以来
一直保持满负荷生产，煤焦化产销率达到100%。

“美方公司通过产业链延伸，获得广阔的发展前
景，这对乌海市焦化行业转型升级起到了引领和示
范作用。”内蒙古乌海经济开发区乌达工业园管委会
副主任杨子清对记者说。

技术引领，深度合作——

构建“资金+技术+产业”合作体系

多方引进资金和技术——

煤 炭 产 业 链 加 快 延 伸

位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隆鹏焦化升级改造生产清
洁化学品项目正在施工中。 本报记者 王轶辰摄

位于内蒙古乌海市的美方煤焦化有限公司产业延伸
规划图。 本报记者 杨国民摄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煤制油项目升级改造后生产的精
细化工产品。 本报记者 杨国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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