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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炼成品油售价频被终端“剪羊毛”

山山东东地地炼炼或或打打造造炼炼化化集集团团
“今年以来，国内成品油过剩，加油站大打价格战，山东地炼企业的加油站的零售价格比国家规定的最高限价还要低。。”卓创资讯成品

油分析师张瑾怡说，在这种背景下，我省地炼企业生产的成品油销售被贸易商和批发商等环节层层“剪羊毛”。
其实，这种局面反映出的，是地炼企业产能过剩加剧的现实。

本报记者 刘相华

地炼出口配额被暂
停，央企频剪羊毛

从2015年上半年开始，山东
省地炼企业不断获得进口原油
使用权，截至目前，国内正式获
批和进入公示期的拥有进口原
油使用权的地炼已达32家，其中
山东一共有25家地炼企业获得
进口原油使用权。

政策红利带来的效益显而易
见。2016年山东省地炼企业（监测
统计31家企业）年实现加工原油
4266.9万吨、加工燃料油4414.0万
吨，合计8680 . 9万吨，分别较上
年增长185 . 20%、0 . 1%、47%；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924 . 9亿
元 、利 税 3 1 7 . 7 亿 元 、利 润
138 . 2亿元，分别较上年增长
21 . 7%、79 . 1%、60%。

不过，随着国家产业政策
调整及全国炼化能力过剩不断
加剧，山东省地方石油炼化行
业在发展中又遇到新问题。

今年以来，国内成品油加
工贸易出口配额下发额度较
2016年明显减少，政策面逐渐
收紧，不仅山东地炼成品油出
口配额被暂停，四桶油的出口
配额也大幅缩减。2016年净出
口量3255万吨、较上年增幅达
5 2 . 4%，连续3年年均增长近
50%，预计2017年出口将达到
4000万吨，但地炼企业成品油来
料加工复出口资格没有连续执
行，不能参与国际竞争，海外市
场不能开拓。

山东省地炼企业没有直接的
零售终端市场，成品油只能通过
批发方式，经过贸易商多次转卖
进入零售渠道。而央企市场供应
点分布不平衡，每月均向地方炼
油企业进行大量采购，这些油品
通过央企外采方式进入央企成品

油企业。而地炼企业单厂营销谈
判能力有限，议价及仓储调剂能
力不足，长期出现“油好价低”现
象。

根据相关机构统计研究，两
大集团在同区域、同时期从地方
炼化企业和其直属炼厂出厂采购
价相比，汽油价格低1000元-1500
元/吨、柴油低800-1200元/吨，成
品油销售价格被终端“剪羊毛”。

齐鲁晚报记者注意到，7月5
日，利津石化92号汽油出厂价是
5080元/吨，同期主营炼厂相同型
号的汽油出厂价是5700元/吨，如
果是大单的话还可以每吨优惠
五六十元。本来地方炼厂的价
格就比主营炼厂低600元/吨至
700元/吨，再加上两桶油集中
采购，地炼企业的利润空间被
进一步压缩。

据悉，两桶油在山东地炼
的采购价是4900元/吨至5000
元/吨，已经比地方炼厂的挂牌
出厂价便宜了180元/吨。

“目前中石化华北大区迫
于库存的压力已缓采购地炼油
品，但是山东地区仍在采集。中
石油在山东的统采权限已经从
地方划归至总部，统采的范围扩
展至全国20多个省。”

本来利润就低，两桶油这种
大范围、高密度统采统购的做
法，又把山东地炼企业的成品油
价剪了一次羊毛。

进口原油使用权暂
停申报，地炼又将吃粗粮

另外一个重大国家政策变化
是，5月5日发改委将停止接收有
关原油加工企业使用进口原油的
申报材料，对2017年5月4日前已
按规定完整提交申报材料的企
业，继续开展后续核查评估等工
作。

“本来一些地炼企业就存在
内部竞价、争夺货源、抬高价格

的现象，停止原油进口申报，地
炼企业又将回到吃粗粮的苦日
子。”一家大型炼厂的负责人对
齐鲁晚报记者说。

山东省地炼企业单体规模
小，成本处于劣势。据统计，山
东省39家地炼企业炼油产能体
量相当于韩国炼油产能，但单
个企业平均产能不足350万吨。
在价、税到位情况下，地炼企业
与央企炼厂、与七大基地新建
炼厂动辄1000万-4000万吨的
产能相比，在竞争中处于不利
地位。山东地炼企业一直在夹
缝中生存，而且还面临成品油
消费增速全面放缓的严峻形
势。

来自国家统计局口径的数据
显示，2016年成品油总体消费量
3.13亿吨，较上年下降1%，增速回
落6.2%，其中汽油消费1.19亿吨，
增长3 .1%，增速回落7 .9%，柴油
消费1.63亿吨，出现负增长，同比
下滑5 .6%，增速回落5 .7%，国内
成品油市场竞争加剧。

抱团取暖，组建山
东炼化集团频被提起

在夹缝中生存下来的山东
地炼企业不会坐以待毙，又一次

选择了抱团发展，组团抗争。
7月6日，中国（独立炼厂）国

际石油采购联盟主席、东明石化
副总裁张留成在青岛举办的
2017中国石油市场及贸易峰会
上首次公开表示，建议通过兼并
重组、股权交换及成立山东炼化
集团的形式，优化地炼企业在原
料、物流、资金、产品等方面的配
置，实现大资金、大物流，提高
行业核心竞争力与话语权。

组建山东炼化集团的话题
不止一次在各种内部会议被东
明石化董事长李湘平提到。记
者掌握的一份《组建山东炼化
集团可行性分析报告》，详尽阐
述了地炼企业生存的内外部环
境，山东地炼的发展现状以及
存在的问题，成立炼化集团的
必要性和思路等。种种迹象都
表明，自从2016年2月29日中国
(独立炼厂)国际石油采购联盟
成立后，以东明石化为首的山
东地炼企业对整合省内炼厂资
源、增强溢价能力、提高话语权
的努力从未停止过。

作为倡导者，东明石化为
了表达诚意，开放其下属的太
平洋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的股
权，按照零利润的模式和独采
联盟成员共享太平洋公司的优

质平台资源。
其实，2016年4月份之前，

组建山东炼化集团的想法开始
萌芽。山东地炼企业数量多、单
体小、产业链短、产品雷同，未
来央企、七大石化基地产能发
展到位后，地炼企业遇到的矛
盾和问题将更加突出。

“炼化企业大型化是未来
行业发展趋势，山东地炼应通
过合并逐渐成为大型企业集
团，走上下游产业一体化发展
模式，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生存。”张留成在6日的大会
上说。

根据报告，山东炼化集团
由山东省已经获得进口原油使
用权的企业为发起人，各企业
以国家确认保留的常减压装置
及进口原油使用权数量评估值
出资，拟引入国内国有资本或
者产业投资基金以现金投资，
按照混合所有制方式组建山东
炼化集团。

组建后的集团公司维持各
家成员企业经营团队不变、纳
税渠道不变、独立经营自负盈
亏的管理体制不变，重点推动
发展规划、原料采购、油品运
输、销售渠道、零售终端管理等
五个方面的协同。

很显然，通过组建山东炼
化集团，能够增强山东省地炼
企业产业集中度和话语权，实
现统一采购和统一产品销售及
出口，实现各类资源的集合优
势，有利于把山东地炼发展成
为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力的能
源力量。

不过，组建山东炼化集团
并不被两桶油看好。中国石油
一名负责人对记者直言，“这个
集团之前也听说过，不过就像
独采联盟一样，会是个比较松
散的机构。山东地炼企业那么
多，个头都比较大，利益不好协
调，统一步调会比较难。”

（上接B01版）

而像韩都衣舍这样的大
型电商公司要将服装倾销到
东欧和俄罗斯市场，必须要建
立海外仓以降低物流成本，第
一步是租用。

今年6月，韩都电商集团
在美国南佛罗里达建立了首
个海外仓。这次考察中，他们
专门考察了布达佩斯的中欧
商贸物流合作园，这是临沂
商城与海外华商合建的一个
海外商城，能提供仓储租赁。
布达佩斯是欧洲东大门，人
力成本低，在这里建立海外
仓可辐射整个东欧市场，但劣
势在于电商基础设施差；在荷
兰建海外仓也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当地人会西班牙语、德
语等多个语种沟通方便，从这
里可以辐射中欧和北欧市场。

在莫斯科，中国公司格林
伍德已拿到地块，在机场附近
建有物流仓。

目前，济南到俄罗斯的包
裹1个月能送达，有关人士透
露，目前山东有关方面正在谋
划从济南到俄罗斯的中欧班
列，一旦开通，从济南到莫斯科
的货物11天就能到达。

十年来对俄贸易
客户积累近千家

搜索联盟是Yandex的第
一家代理商，现在，Yandex在
中国已经发展了15家代理商
了。段丽军说，Yandex的工作
效率也大大提升，以前完成一
个广告订单要20天，现在很快
就能搞定了。这次去Yandex总
部，段丽军发现，一些工作人员
已经会说汉语了。

今年5月，Yandex来到中
国举办了一场对俄贸易高峰论
坛，搜索联盟是承办方，段丽军
告 诉 齐 鲁 晚 报 记 者 ，这 是
Yandex第一次来中国开这样
的论坛，来自山东、河北、河南
等地的参与企业超过280家。

会议结束后，当场就有客户
签单。一个河北的皮革生产厂
家，其在俄罗斯的线下门店关门
了一年，现在考虑建立电商平台
进行线上销售。多家参会企业表
示，以前是一直有想法但还在犹
豫，现在听了Yandex的介绍后，
想马上就动起来。

在俄罗斯做线上推广比
国内要便宜得多。王凌燕介
绍，在Yandex上一个点击1美

金左右，而百度要十几元。一
般企业投入5 6万，就能收到
很好的效果，平均能有2 0多
个询盘的，这比去趟俄罗斯参
加展会的费用要少很多。

俄罗斯九成海外
包裹来自中国

俄罗斯最大的电子支付服
务供应商Yandex支付发布的
数据显示，2016年俄罗斯网民
从中国订购的商品数量较2015
年高出78%，2016年俄罗斯网

民在中国网店的花费增加了
1 . 8倍，从中国订购的商品数
量增长78%，中国网店营收增
加73%，俄罗斯中国网店顾客
数量增加38%。

数据显示，中俄跨境电商
去年贸易额超过25亿美元，俄
罗斯的主要跨境电商平台都来
自中国，90%海外包裹来自中
国，来自欧盟的占4%，来自美
国的占2%。在资金比重方面，
中国占52%，欧盟占23%，美国
占12%。总体上超过64%的进
口商品其价值都不超过22欧

元。平均每天有超过50万个包
裹从中国发到俄罗斯。

“不仅仅是速卖通还是其
他电商平台，在俄国市场的耕
耘才刚刚开始。”段丽华说。

eMaketer的最新数据显
示，俄国拥有欧洲最多的互联
网用户，达8700万，但俄国只
有3700万电商用户，线上零
售份额仅为1 . 9%，远低于中
国的5 . 7%及美国10 . 1%。俄
罗斯电子商务协会主席谢尔
盖·普卢戈塔连卡认为，目前
网络经济对俄罗斯GDP贡献
率为2 . 8%，与网络经济相关的
市场对GDP贡献率为19%，与
发达国家水平相差甚远。

进入2017年以来，中俄电商
之间的合作动作频频。据悉，中
铁快运与俄铁、俄联邦客运及其
物流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将建立
中俄跨境电商物流平台。中俄电
子商务促进会与海商网签署合
作协议，将共同建设针对中俄贸
易的供应商平台。

“买全球卖全球是大趋势。
同样，这也是一带一路大背景
下创造出的历史性机会，山东的
中小企业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充分调研国际市场，抢夺先机，
快速布局。”胡近东强调说。

目前，山东地炼的企业中，只有京博石化和东明石化在终端布局了大

量的加油站。 资料片

在圣彼得堡，考察团和俄罗斯本土最大的电商平台ULmart的工

作人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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