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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大大油油企企成成品品油油出出口口受受阻阻
或或掀掀新新一一轮轮促促销销大大战战

成品油出口量骤
减

记者了解到，近日，2017年
第四批一般贸易成品油出口配
额 已 下 发 ，本 次 配 额 累 计
338 . 6万吨，环比下降254 . 4万
吨，跌幅42 . 9%，依然以汽煤柴
三种产品为主，额度分别为
100 . 6万吨、72万吨、162万吨。

另外，本次获批单位除了
四大油企以外，中航油也首次
出现在允许出口的行列之中，
打破了传统的四大油企对出口
环节的垄断。

除此之外，出口产品也增
加了新品种，液化天然气、航空
汽油也开始出现在配额中，额
度分别为3万吨和1万吨。由此
来看，后期国内石油产品出口
主体和产品种类将逐步多元
化。

截止到目前，商务部已累
计下发7批成品油出口配额，其
中加工贸易出口配额三批，共
计2497 . 5万吨，一般贸易出口
配额四批，共计1159 . 1万吨，
两 种 贸 易 方 式 配 额 累 计
3656 . 6万吨。

据相关人士透露，全年的
出口贸易配额已下发完毕，本
年度第四批加工贸易出口配额
或不再下发。若消息属实，今年
的出口配额总量比去年加工贸
易总额度减少850 . 9万吨。

金联创分析师王延婷向记
者表示，由于当前成品油出口
利润尚可，加之内销压力加大，
石油公司出口较为积极，整体
进度完成尚可。

数据显示，2017年1月份

- 7 月 份 ，汽 煤 柴 出 口 总 量
2223 . 57万吨，已完成总配额
量的61%。其中加工贸易出口
量1975 . 57万吨，完成下发额
度的 7 9%，一般贸易出口量
2 4 8万吨，完成下发额度的
21 . 4%。四季度，石油公司在
加工贸易出口配额用完的情
况下，势必要加大一般贸易
的出口量。

据了解，在2016年年底，成
品油一般贸易出口恢复全额退
17%的政策后，通过一般贸易
出口的成本仅仅比加工贸易出
口高出城建税以及教育附加税
等几个小税种的额度，对炼厂
成本压力增加有限。后期国内
石油公司或逐步接受一般贸易
出口方式，单单依靠加工贸易
出口的时代或暂时终结。

据金联创统计，2016年下
发的成品油出口额度仅完成了
3820 . 21万吨，或仍远高于本
年度的出口总配额量。由此来
看，在国家减少下发配额的制
约下，2017年，国内成品油出口
量或难以企及去年的高度。

或将掀起新一轮
促销大战

而成品油出口量的缩减将
直接增加国内市场的供应压
力。

据统计，2017年1月份-7
月份，国内市场产需差进一步
拉大，达1643 . 4万吨，同比增
长11%。进入到四季度以后，主
营单位以及地炼前期检修炼厂
基本恢复生产，且新增检修炼
厂有限，国内成品油产量将继
续增加。但今年国内成品油需

求量增速进一步放缓，1-7月
份汽油需求增速仅在1 . 27%，
且四季度汽油需求缺乏有力支
撑，增速或再度降低。

王延婷指出，这将导致国
内资源供大于求的矛盾加剧。
而四大油企出口受阻后，必然
要加大内销力度，新一轮的促
销大战再掀起也是大概率事
件。

需要一提的是，近段时间
以来，地方炼化集团正在逐步
崛起，这意味着本就供大于求
的国内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

国内炼油能力仍
在扩张

记者还了解到，9月18日，
浙能集团和浙江石化投资110
亿元成立浙江省石油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石油)，其
中浙能控股 6 0%，浙江石化
40%。

据了解，浙江石化计划动
用700亿元资金，首期在2020年
前后布局数百个加油站(综合
能源供应站)，此外计划设立成
品油销售板块，搭建油品储运
销体系，在2019年之前准备好
承销浙江石化每年800万吨的
成品油产量。

目前，浙江的成品油市场
主要由中石化垄断，2016年
70%的成品油都是通过中石化
来销售。

业内认为，随着浙江石油
的发展，浙江省内的成品油市
场有望破除垄断，而双方的竞
争也会愈发激烈。

与此同时，6月份，浙江石
化4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

目已经开工，到2018年，浙江石
化2000万吨/年的项目即将建
成，投产之后将跻身我国前十
大炼厂。

隆众石化网分析师赵桂珍
向记者表示，浙江石化炼化一
体化项目正在加紧建设。该项
目的顺利推进，将意味着民企
有实力与主营巨头展开PK。

同时，山东省也正在筹划
成立炼化集团。

9月1日，山东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加快
全省地炼企业转型发展组建山
东炼化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复
函》，同意地炼企业组建山东炼
化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山东炼化集团)。

复函指出，组建山东炼化
集团，推动全省地炼企业整合
重组转型发展，是加快全省石
化行业新旧动能转换的重大举
措。炼化行业集团化发展有利
于变企业单一优势为集团联合
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地炼行业
炼化一体化、装置大型化、生产
清洁化、产品高端化、企业园区
化发展。

王延婷表示，后期来看，
国内炼油能力仍在进一步扩
张，初步预计在“十三五”期
间计划投产的炼能或达到2
亿吨，而且新建的炼化一体
化项目都集中在沿海港口地
区，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成品
油出口条件较为便利，新兴
起的炼油项目后期或重点开
拓国外市场。整体来看，合理
地放开进口依然是缓解国内
供需压力，以及促进炼化企
业长久发展的有效途径。

(来源：证券日报)

工信部日前发布第300批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
公告，共有320款新能源汽车产
品进行了申报。随着国内新能
源汽车市场不断拓展，越来越
多的中外汽车企业将未来发展
的重点聚焦在新能源和智能化
上。

国家发改委透露，目前正
在组织起草有关新能源和智能
化汽车创新发展战略，也在制
定路线图和时间表，希望通过
制定战略明确未来一个时期我
国汽车发展的战略方向，力争
在全球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抢占
制高点。

在日前举行的德国法兰克
福车展上，新能源汽车成了当
仁不让的主角。众多跨国汽车
巨头纷纷拿出了自己的新能源
汽车产品，并且公布了距离不
远的上市计划。

戴姆勒集团一下拿出了四
款不同技术路线，可以满足市
场不同需求的新能源汽车产
品，而且这些产品大部分是可
以很快投入市场的成熟产品。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主
席、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集团
全球总裁蔡澈表示，未来将逐
步实现整体产品的电气化，在

每个车系中都将至少提供一款
电动车型，未来将有50多款电
动车产品。而在这个过程中，中
国将是奔驰新能源汽车最重要
的市场，未来计划在中国建立
德国以外的首个动力电池生产
基地。

大众汽车集团CEO穆伦

介绍，新能源汽车将成为大众
汽车集团未来发展重心。宝马
集团则表示，要向电动车发起
总攻。

除了跨国公司，中国的自主
品牌企业也开始提升新能源汽
车产品和技术。奇瑞汽车发布了
第二代EV纯电动动力系统。长

城汽车也展出了插电及非插电
混动、纯电动等多款产品。

北汽集团携旗下北京海纳
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在法
兰克福车展上展示了自主研发
的“智能化、电动化、轻量化”汽
车零部件产品。

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表

示，将围绕产品研发这个核心，
形成科学规范、高效协同的研
发平台与创新机制，并重点突
破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轻
量化等新方向。

很多新兴的高科技企业也
投入到了新能源汽车领域。上
海什维科技是一家专业从事电
动汽车电控技术的高科技公
司，其自主研发的电动汽车
BMS电池能量管理系统，可以
做到对电池组进行更加精确的
管理，从而达到提高电池工作
效率、延长电池寿命和降低成
本的目标。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
已成为最大的生产和销售市
场。2016年，新能源汽车产销突
破50万辆，累计推广超过100万
辆，占全球50%。今年前8个月，
新能源汽车销售同比上涨了三
成以上。

有专家表示，之前跨国车
企更多只是对新能源技术进行
储备和积累，并没有很大规模
地进入市场。但现在这些跨国
巨头开始大规模进入，雄厚的
技术积累能够使他们快速地推
出很多性能很好的新能源汽车
产品。

(来源：经济参考报)

发改委：

正正制制定定新新能能源源汽汽车车创创新新发发展展战战略略

今年以来，国内的成
品油市场颇为热闹。

日前，2017年第四批
一般贸易成品油出口配额
已下发，据称全年的配额
已经发完。照此计算，今年
的成品油出口配额远低于
去年。

而四大油企成品油出
口受阻以后，国内成品油
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恐将
愈发突出。

与此同时，近日，浙能
集团和浙江石化投资110
亿元成立浙江省石油股份
有限公司；而山东炼化集
团也宣布正在酝酿中。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5
月份三桶油和民营加油站
为了增加销量，曾开启了
持续几个月的价格战。随
着成品油出口量骤减，而
地方炼厂与三桶油抗衡的
实力越来越强，或将掀起
新一轮促销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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