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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头条
价格涨幅较大的：二氯甲烷（15.9%）、聚合 MDI（15.3%）、国产维生素 A（13.6%）、进口维
生素 A（13.6%）、轻质纯碱（华东）（12.8%）、重质纯碱（华东）（12.3%）、国产维生素 K3
（10.1%）、二甲醚（10.0%）、丙烯酸乙酯（9.79%）、顺酐（8.9%）、天然橡胶（8.7%）、顺
丁橡胶（8.6%）、己二酸（8.6%）、苯胺（8.5%）、国产维生素 B2（8.4%）、国产维生素 B6（8.1%）、
聚乙烯醇（7.9%）。
价格跌幅较大的：盐酸（合成酸）（-20.8%）、R410a（-14.0%）、硅铁（-11.8%）、环氧丙烷
（-5.8%）。
价差扩大的： ：己二酸（124.8%）、电石法 PVC（27.7%）、黄磷（27.4%）、涤纶短纤（23.8%）、
乙烯法 PVC（23.6%）、醋酸乙烯法 PVA（23.1%）、二甲醚（20.3%）、聚合 MDI（17.4%）、
电石法 PVA（16.9%）、甲醇（9.8%）、草甘膦（6.8%）。
价差缩小的：顺酐法 BDO（-44.5%）、环氧丙烷（-14.9%）、三聚磷酸钠（-11.4%）、DMF（-9.9%）。
部分化工产品近期价格走势简析：
『PVC』虽需求旺季来临，由于环保政策的影响延续，下游开工暂未受到“金九银十”的支撑，多
维持刚需采购。但国内 PVC 市场走势良好，业者看涨热情不减，部分厂家停工检修或降负荷生产，
整体市场开工不高，供应继续吃紧。且随着 9 月份印度地区雨季来临，出口订单或将有所增加，缓
解国内市场环保带来的需求压力。

『纯碱』国内纯碱成交重心可谓暴涨，提涨幅度以 300-400 元/吨不等。月初伊始，8 月下旬停车
厂家造成下游采购恐慌，而碱企 8 月底多家封单销售进一步提振涨势，进入 9 月，厂家报价虽提涨
过猛，而下游采买急切心态日益加剧下，其市场局势得到有力提振，因货源紧缺而市场无议价。
『草甘膦』上周，草甘膦/双甘膦华东价格周环比分别上涨 4.1%/3.7%至 2.55/1.40 万元/吨。环保
督查虽进入尾声，但河北、山东等地作为“2+26”重点覆盖地区，9 月 15 日将迎来巡查组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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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影响，四川、山东、浙江等地装置开工仍受限，其中草甘膦上周开工率仅约 50%。此外，吡虫
啉/毒死蜱/2,4-D 等农药价格分别上涨 3.0%/2.6%/3.1%至 17/4/1.65 万元/吨。
『丙烯酸及酯』上周，丙烯酸华东价格周环比上涨 6.7%至 9500 元/吨。受制于环保及检修，国内
企业开工率仅为 50%左右。同时，飓风“哈维”“艾玛”已导致全美 59%丙烯酸产能停产，刺激
国内出口订单增多。上周丙烯酸甲酯及丁酯华东价格分别大涨 8.7%/10.6%至 10000/12500 元/吨。



行业及公司动态
『化工』
1. 国务院：2025年底前人口密集区危化企业要搬迁改造或关闭退出。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推
进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5年，城镇人口密集区现有
不符合安全和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就地改造达标、搬迁进入规范化工园区或关
闭退出。其中：中小型企业和存在重大风险隐患的大型企业2018年底前全部启动搬迁改造，2020
年底前完成；其他大型企业和特大型企业2020年底前全部启动搬迁改造，2025年底前完成。
2. 环保部、6省市联合发文：9.1起对这些区域严查，一直查到明年四月。近日，为督促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2+26”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到位，环保部印发了关于《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强化督查方案》，9.1起对这些区域进行严
查，督查总体时间安排为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3月29日。
3.20部门签署联合惩戒备忘录地炼监管再升级。8月28日，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
公安部、财政部等20个部门联合签署了《关于对石油天然气行业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
合作备忘录》，针对失信当事人提出6个方面39项联合惩戒措施。其中，《备忘录》对地炼企业监
管再升级，首次明文申明：对有关原油加工企业，视情节严重程度，暂停其使用进口原油，或取消
原油进口和使用资质，或暂停申领进出口许可证、暂停成品油将为出口业务、暂停安排进口允许量
或出口配额，列于“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期间不得再次申请原有进口和使用资质。
4. 至2019年，浙江八成以上危化企业要进入化工园区或集聚区。据了解，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石化产业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7号），促进浙江省石化产
业持续健康发展，近日，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石化产业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的实施意见》，
提出：要加快发展临港石化产业，完成杭、甬、嘉、绍、舟沿海石化产业带的布局，大力推进舟山
绿色石化基地建设，支持宁波石化产业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和布局镇海、北仓、大榭三大区域重大
石化项目及下游延伸产业链，鼓励嘉兴化工新材料工业园区加快智慧园区建设，推动平湖独山港国
家级液化石油气综合利用基地和海宁尖山化工新集聚区建设，支持衢州氟硅新材料国家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强调要科学发展镇海、北仑、大榭三大区块重大石化项目和下游延伸产业链，

行业信息周报（化工、新材料）工投公司
Chemical & New Energy Industry News Weekly

2017 年第 36 期 2017 年 9 月 14 日

有序推进实施镇海炼化公司炼化一体化项目，着力打造炼化一体化及延伸加工产业基地。
5. 国内首套2万吨SEPS工业化装置投产。8月31日，国内首套年产2万吨热塑橡胶SEPS(氢化苯乙烯
/异戊二烯共聚物)工业化装置在巴陵石化建成投产。这标志着巴陵石化成为全球第三家采用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工业化生产SEPS的企业，填补我国SEPS产品研发生产的空白。2012年，巴陵
石化和北京化工研究院合作开发的年产2万吨新型热塑橡胶——SEPS生产成套技术工艺包。2014
年，巴陵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参与的“氢化苯乙烯/异戊二烯共聚物成套技术开发”项目被列为中
国石化“十条龙”科技攻关项目。近两年，巴陵石化在SEPS工业化生产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SEPS
加氢度、成品中金属离子含量均达到控制指标，为该产品的工业化生产扫除了关键技术障碍。SEPS
是热塑性弹性橡胶SIS加氢后的高端环保升级产品。我国SEPS 产品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昂，主要
用于润滑油增黏和制造润滑油脂、光缆密封油膏、化妆品、涂覆革(人造革) 及透明弹性体和膜制品。
6. 中国华信收购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14.2%股权。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宣布与嘉能可财团和卡塔
尔投资局联合体达成了一项协议，中国华信收购该联合体所持的俄罗斯石油公司14.16%的股份，合
同金额预计约91亿美元。此次交易目前的交割价格相比2017年9月8日前30天的平均股价将有16%
的溢价。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是世界最大的上市石油公司。此次收购一经交割，中国华信将成为俄
油第三大股东，并获得每年4200万吨和总量为26.7亿吨油气储量的石油权益，跻身世界最大的石油
公司之列，也将成为连接俄油与中国市场之间新的重要纽带。此前双方还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及原
油长期供应合同等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中国华信与俄油将在油气勘探开发与生产、石油炼制与化
工、原油及石油产品贸易、零售业务和资产交易、金融服务方面建立长效机制，展开深入合作，俄
油从2018年开始每年向华信供应相当数量的原油。
7. 印度将继续对中国产对硝基苯胺征反倾销税。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发布消息称，8月29日，印
度商工部发布对硝基苯胺反倾销日落复审调查终裁，建议继续对自中国进口的对硝基苯胺征收反倾
销税，征税额为0-256.48美元/吨不等。对硝基苯胺广泛应用于染料工业的人工合成化学物，是多
种印染及医药化工品的中间体，也可用于分析试剂。
8. 宝来石化轻烃综合利用项目2019年建成投产。宝来石化与沙特萨科贸易有限公司(Sarh
Attaqnia Co.)合资建设的轻烃综合利用项目总投资172.36亿元，是盘锦市优化产业结构的重大工业
投资项目。在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的大力推动，并积极协调国家工信部，该项目最终纳入国
家东北振兴三年滚动计划，为项目顺利实施铺平了道路。
9. 法国计划在2040年前终止油气勘探和生产。据日前提报的法律草案，法国计划在2017年底前通
过立法，到2040年，禁止在法国大陆和海外地区生产和勘探石油和天然气。法国政府声称这样的禁
令是世界首次。该禁令只是法国应对全球变暖的一部分。法国希望能让法国摆脱化石能源，鼓励清
洁能源，并履行法国在“巴黎气候协议”中做出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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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
1. 固特异首创大豆油造轮胎技术。固特异工程师和科学家团队发现，以大豆油为原料的合成橡胶材
料，柔韧性在温度变化情况下不受影响，并且更容易与二氧化硅增强型复合物混合。据介绍，这种
新型橡胶材料不仅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能源消耗，还能够提升轮胎抓地力，从而优化轮胎产
品在干湿地及冬季路况下的性能。据了解，近几年，除大豆油外，固特异还在积极探索将各种新奇
材料投入轮胎制造的可能性。其中，包括稻壳灰二氧化硅、碳纤维、杜邦凯芙拉层纤维以及火山沙
等材料。
2. 无溶剂石墨烯重防腐涂料研制成功。扬州大学聚合物—无机微纳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朱爱
萍教授团队联合国内有关科研单位、企业，成功研制出无溶剂石墨烯重防腐涂料。目前，该产品现
已成功投产并实现工程示范应用。石墨烯作为新型的二维纳米材料在重防腐涂料领域具有重要的应
用前景。近年来，石墨烯基重防腐涂料受到相关行业重点攻关，但受制于没有完善的涂料体系和标
准、缺少性能全面考核和实际工程应用评估、石墨烯成本较高等多方面因素，至今仍未大规模市场
应用。朱爱萍教授团队联合华南农大张超群教授团队、江苏特威机床制造有限公司、扬州大学镇江
高新技术研究院以及江苏维特金属防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研发出无溶剂石墨烯重防腐涂料。核心技
术采用爆炸法制备石墨烯微片，采用原位表面修饰技术。得到的表面改性石墨烯微片粉末，不仅生
产成本低，而且易于分散于环氧、聚氨酯以及丙烯酸酯树脂等涂料树脂体系，制备石墨烯防腐涂料。
3. 阿克苏诺贝尔在东莞设立航空航天涂料生产基地。近日，阿克苏诺贝尔在东莞设立了全新特殊涂
料工厂用以生产航空航天涂料。目前，阿克苏诺贝尔已在美国沃基根与荷兰萨森海姆设有航空航天
涂料生产中心，并在英国莱斯特、俄罗斯莫斯科和巴西圣保罗设立了生产基地。随着中国东莞生产
基地的加入，阿克苏诺贝尔表示涂料在中国本地进行生产，将大幅缩短向周边地区客户的交货时间。
全新的航空航天涂料色彩中心于2017年初在东莞生产基地内扩建而成,并于今年7月获得中国民用
航空局(CAAC)航空化学品设计及生产批准，正式开始为中国客户提供相关服务。
4. 青岛研发出高铁用高性能聚氨酯微孔弹性垫板。由青岛市高新技术企业牵头，与外省科技企业及
国外技术合作，开发出了满足我国高铁需求的高性能聚氨酯微孔弹性垫板，并具备尽快实现产业化
的前景。目前青岛海洋新材料公司已建成年产500 吨的试生产线，并试用成功，有望实现产业化，
满足我国高速铁路和其他产业发展需求。
『上市公司』
1. 上海天洋：拟投资5676~5940万元，取得新三板挂牌公司信友新材约66%的股份。信友新材成
立于2004年，于2016年1月在新三板挂牌。投资标的主营工业和电子胶粘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2016年营收为2451万元，归母净利润为703万元，毛利率57.1%。业绩承诺为在信友新材现董事长
张利文女士继续担任公司总经理期间，2017/2018年税后净利润分别为700/840万元。若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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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相应调整估值；若税后净利润超过1540万元，则对估值予以适当上调，按照重新计算后的估值与
此前整体估值之间的差额计算奖励，奖励部分由上海天洋以现金方式补足。
2. 蓝晓科技：拟以现金出资2000万元在渭南市蒲城县设立全资子公司蒲城蓝晓科技新材料有限公
司。经营范围为吸附及离子交换树脂、生物医药酶载体等与化工、生物医药和新能源相关的研发、
生产、系统集成、销售以及技术咨询、服务等。此次投资不影响公司独立性，未来将有效改善公司
产能布局，提升产品及市场竞争力，进而提升综合竞争力。
3. 天赐材料：拟以自有资金7500万元认购江西云锂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新增的2500万股股份，其中
增加注册资本2500万元，超出部分5000万元计入其资本公积。此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云锂股
份18.6%股权。云锂股份主营碳酸锂、磷酸铁锂系列产品研发、加工、生产及销售，2016年/2017
年1-6月营收3249/9764万元，净利润755.16/672.79万元。对云锂股份进行增资，对保障公司酸锂
的稳定供应及适当的供给平衡，对加强公司价值链布局有着重要的意义，且有利于双方在锂电池产
业链综合回收利用上的资源优势互补。
4. 雅化集团：与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约定自筹资金共同收购四川国理锂材料有限公司
除雅化集团外其他股东所持62.8%的股权，其中雅化集团应向雅化收购对应股东支付1.4 亿元；川
能投应向川能投收购对应股东支付5.34 亿元。收购完成后，将国理公司存续分立为国理锂盐公司和
国理矿业公司两个独立的法人主体， 公司将持有国理锂盐公司56.3%的股权，国理锂盐公司成为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并仍持有国理矿业公司37.3%的股权，国理矿业公司由川能投控股经营。雅化集
团与川能投签署了《关于收购四川国理锂材料有限公司股权及相关合作事项之合作协议》，并分别
与国理公司其他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5. 黑猫股份：为加快公司复合碳材料领域的研发成果转化进程，公司拟由全资子公司青岛黑猫炭黑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江西黑猫新加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6188 万元设立全资孙公司“青
岛黑猫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其中青岛黑猫炭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4331.6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70%。
6. 康得新：于2017年9月6日与三星在北京签订裸眼3D业务全面合作的战略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
康得新与三星将在全球展开深度战略合作，共同推进裸眼3D技术的研发及应用，并将于近期逐步推
出搭载裸眼3D解决方案的系列终端产品。
7.上海氯碱：拟在钦州建烧碱及聚氯乙烯项目。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唐亮率考察
团日前到钦州石化园区考察并商谈建设36万吨/年烧碱及40万吨/年聚氯乙烯项目相关事宜。上海氯
碱公司经前期调研认为，目前广西烧碱企业偏少，烧碱供给缺口相对大，难以满足广西区域市场的
需求。上海氯碱公司的产业转移能够有效填补广西烧碱行业缺口，满足广西工业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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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提示——多家 PVC 企业涉嫌价格垄断面临处罚

近日，多家企业收到发改委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涉嫌在2016年销售PVC时与具有竞争
关系的经营者达成价格垄断协议，处罚金额为2016年度PVC产品销售额（扣除运费和出口部分）的
1%。目前发改委只是下发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相关企业可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或听证申
请。
发改委所述涉嫌垄断的售价均在6000元/吨以下，本质为生产企业抱团自救。目前有6家上市公
司公告收到了发改委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其中有3家陈述了与涉嫌执行垄断协议有关的调价行
为，但销售价格均在6000元/吨以下，某企业甚至只是将价格从4980元/吨和5000元/吨上调至5050
元/吨。PVC价格从10年年底到16年年初，经历了长达五年的单边下行，16年年初现货价格最低达
到4600元/吨左右，期货价格最低达到4405元/吨，整个行业面临全面亏损，16年上半年，当时西
北地区电石自给的企业PVC含税完全成本为5000-5500元/吨，电石需外购的企业PVC含税完全成本
为6500-7000元/吨，“西北氯碱联合体”的成立很可能是生产企业为了自救而抱团的行为。
长期来看，PVC未来新增产能有限，在电石供给持续紧张及环保高压之下，供给端将持续受限，
而需求端稳中略有增长，根据各企业目前的完全成本以及对应的需求量，预计PVC价格中枢能维持
在7300元/吨上下。短期来看，在国家高强度的环保和安全检查压力下，PVC开工率基本已达上限，
进入9月份，下游需求步入旺季，而目前库存处于低位，供不应求局面难以改变，短期价格将维持
强势。不过发改委此时给部分生产企业出具行政处罚告知书，也应警惕政府对短期价格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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