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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江丞华

3月 22日，中国石油宣布，2012

年进口天然气业务亏损 419 亿元，导

致公司天然气与管道板块经营利润

由盈转亏；而炼油业务亏损 336.72亿

元，比上年同期减亏 264.15亿元。

受油气产量增加推动，中国石油

2012 年收入增长 9.6%，至 2.2 万亿

元，但净利润减少 13.3%，由 2011 年

的 1329.84 亿元降至 1153.23 亿元，

原因是天然气和炼油业务出现亏损。

粗略计算，中国石油由 2011年的日

赚 3.64 亿元变为去年的 3.15 亿元，

少了 4838万元。

银河证券报告显示，去年，中国

石油中亚天然气管道和江苏如东 LNG

接收站接近达产，天然气进口量快速

放大，仅上半年进口天然气约 128 亿

立方米（其中中亚气 104.5亿立方米、

LNG 为 23.1亿立方米），全年进口接

近 300亿立方米。

“目前，国内天然气定价还没有

理顺，进销价格倒挂超过 1元 /立方

米，2012年上半年，原本预期天然气

定价新机制未试点地区的天然气可

能会上调 2—3角 /立方米没有实现，

去年四季度天然气就大亏 30亿元。”

银河证券石化行业分析师裘孝锋说

道。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称，中国石

油副总裁孙龙德说，推动定价机制改

革已经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国家希望

加快完善天然气价格体系，但改革需

要实现卖得好与买得起之间的平衡。”

裘孝锋认为，今年，中国石油进口

气预计还将增加 80亿立方米，该公司

天然气板块的经营压力今年仍很大，

但天然气价格上调的可能性较大，若

天然气调价实现，今年该板块才有望

扭亏。

天然气价格上调推高能源成本

早在 2005 年，国家发改委就确
定了天然气市场化的定价方向，但天

然气价改至今都还没有明确的改革

方案出台。2013年，或许是个契机。
日前，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向《中

国企业报》记者透露，从 2013 年 4月
起，我国天然气价格将会大幅度增

长，其零售终端价格或将达到 3.5元/
立方米左右。

根据相关机构的研究报告显示，

此次气改方案实施后，其平均提价幅

度在 0.6元—0.8元 /立方米。而若将
中亚进口天然气价格偏高因素考虑

其中，新增的天然气价格涨幅甚至可

能达到 1元/立方米。

天然气定价机制初现

目前，我国现行天然气定价机制

为国家调控下的成本加成定价方法。

天然气价格分为出厂价、管输费、城

市门站价和终端用户价四个环节，定

价以行政为主市场为辅，由政府部门

根据生产与供应成本再加合理利润

确定。

随着供气方式变化、气源增加，

终端用户难以区分天然气来源和流

向，按原有机制分别制定出厂和管输

价格已不能适应形势变化。

实际上，国内天然气价格水平偏

低，没有完全反映市场供求变化和资

源稀缺程度。

“此次气改的最大亮点是，将规

定各地区天然气门站价格按增量气

定价，未来将会有 15个城市门站价
达到 3.1元左右。”上述业内资深人士
称。

记者了解到，天然气价格改革的

基本思路是区分存量气和增量气，增

量气价按“模拟市场”定价方法一步

到位，存量气先走一小步。

其中，此次天然气价格调整的方

案，对天然气最高门站价格进行了规

定，其中北京存量气为 2.26 元、增量
气为 3.14元；江苏存量气为 2.42元、
增量气为 3.30元；浙江存量气为 2.43
元、增量气为 3.31 元；广东存量气为
2.74元、增量气为 3.32元。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价改方案中

了解到，方案规定将天然气分为工业

存量气和工业增量气两部分，各省份

门站价格按存量气和增量气区别定

价，存量气为该省市上一年实际使用

量，而增量气为用户使用的超出存量

气部分的气量。

对此，曾主管价格工作多年的原

发改委副主任彭森表示，目前国内大

多数省份特别是内地省份气价偏低，

因此天然气价改恐怕难以一步到位。

在新的管道气价格上，各地要求也不

一样。有的省份只想要气，价格高一

点也没关系；有的省份则对价格非常

敏感。在这种情况下区分存量气和增

量气，增量气价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先做分步调整，“小步走”有利于未来

市场化定价的实现。

天然气价格上调的背后

当前，国产天然气价格大大低于

进口天然气价格，被视为推动中国天

然气价改的一个重要因素。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

心主任林伯强告诉记者，天然气调价

主要还是进口的问题，进口天然气价

格和国内天然气价格的差价太大，随

着天然气进口的增多，国内天然气价

格就必然需要调整，去弥补中间差价

带来的损失。

林伯强表示，不管是天然气调

价，还是天然气价改，两者的结果都

是涨价，上调价格是必然的。所谓改

革就是国内天然气直接用国外的价

格了，用一种接轨定价的方式，如果

不改革，就是把天然气价格调高。

在天然气价格上涨的背后，是成

本的严重倒挂。

“2010年上游天然气出厂价上调
后，很多地方政府基于稳定物价的目

的，都没有批准当地终端价格上涨。

随着这两年居民生活用户户数和销

气量的增加，燃气公司亏损的现象越

来越多。”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一

位工作人员介绍说。

我国天然气价格长期被压低，据

国泰君安报告，中国天然气售价目前

仍大大低于液化石油气(LPG)和柴油
等竞争性燃料，其价格不及液化石油

气的五成、柴油的六成。

息旺能源数据显示，自 2010年西
二线进口中亚天然气以来，中亚天然

气到达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的进口价格

就开始一路攀升，从 2010年下半年均
价 1.65元/立方米直至今年上半年的
2.6元/立方米。再经过 8600公里的长
途管输，仅今年上半年中石油在西二

线供气上就将亏损 300亿元以上。

页岩气开发获得利好消息

在林伯强看来，国内天然气价格

上涨的同时，无疑为页岩气的开发带

来利好消息。 （下转第十二版）

近日，欧盟委员会的一纸声明，

让从今年年初就开始加班加点生产

的中国光伏企业有些出乎意料。

关于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光伏产

品实施登记”的公告在中国光伏产业

间引起不小波澜。但在浙江合大太阳

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俊兵看

来，“这也在情理之中，哪个国家都会

对战略产业采取贸易保护。”

自 2011 年中期开始，全球光伏
行业进入了周期性调整阶段。相继而

来的美国、欧盟针对中国光伏产品开

展“双反”调查，我国光伏行业正在经

受着最为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就连几天前在上海举办的光伏

博览会都透着一丝清冷。门口的保安

连连感叹：“今年的人可比去年的人

少多了。”

“企业要想生存，除了技术创新，

关键还是商业模式创新，找到细分市

场。企业要把自己细分领域做精做

强，但不要贪大。”组团参展的李俊兵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这样

说道。

有着同样看法的还有杭州浙大

桑尼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杨

海燕，每个企业有每个企业的特

点，“做好自己的就好，专注在细分

领域的创新和技术的深度开发，并

积极在应用市场拓展，不要什么都

做。”

“大家各做各的，又通力协作，就

很好。”李俊兵表示，目前浙江光伏企

业在细分市场做到足够细，可以把局

部技术研究透彻，各家专注自己领

域，通过系统集成，形成抱团发展。也

就是说，“每一块都不缺，那么在光伏

应用领域就不会出现短板。”

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首

席战略官王亦逾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抱团合作是初期

行业往成熟行业发展中的必然，”纵

观汽车、互联网等行业发展，都会经

历这么一个过程，只是说体现出来的

形式不一样而已。“但都会体现在上

下、平行间越来越多的合作。”

作为行业领先的龙头企业，保利

协鑫能源、英利绿色能源未来三年将

展开深度战略多边合作。双方将在供

应链、生产链和电站开发等方面开展

全面合作。

“这不会影响到与其他供应商之

间的合作。只是说怎么能更好地利用

双方的资源，更合理地解决未来战略

发展，不存在排他性。”王亦逾如是

说。

全球光伏产业发展陷入低谷期

的同时，是产业技术飞速进步的时

期，也是产业重新布局实现差异化发

展的关键时期。

事实上，“欧美双反已经成立，今

年国家又把金太阳项目取消了，这意

味着今后太阳能利用将朝着分布式

太阳能方向发展。”李俊兵认为，分布

式太阳能除了民居屋顶、分散式的建

筑屋顶使用，主要就是建筑。

“但是如果太阳能利用到建筑上

首先需要有规范”，应用技术规范首

先需要由住建部等部门来进行管理，

李俊兵希望，在建筑领域专门成立光

伏建筑应用技术规范领导小组，来协

助太阳能光伏企业尽快完善技术，缩

短周期，领导小组起到协调作用，把

院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对接，迅速把

相应产品的技术规范建立起来，这样

才可能让业主等放心大胆地使用，就

能迅速培育起市场。

在李俊兵看来，“如果能把规范

建立起来，那么将完全形成市场行

为，由业主评价产品是否具有经济性

以及是否具有市场潜力，就能培育健

康可持续发展的光伏市场。”

“慢慢地就可以把产业做精，企

业也能够探索适合自身的商业模

式。”李俊兵表示，不能一直靠政府补

贴生存，政府补贴是为了鼓励企业创

新以及生存模式，但不能一辈子指望

政府补贴，“就像小孩子一样，从小要

大人带着，等长大成人了还让大人带

着，那就会变成负担。”

出口欧盟遇阻 光伏产业链全线抱团自救
本报记者 陈玮英

弃风限电严重
“三北”地区超过 50%

谈及作为清洁能源的风电产业，全国政协委员、国电

集团总经理朱永芃声音大了很多：“我们的风电保持着世

界第一的投资规模。风力发电机的制造、太阳能制造、节能

环保技术等在国内国际都有一定的影响，有一些技术是世

界一流的。”

朱永芃告诉记者，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仅有资金是不

行的，一定要有自己独到的技术，拥有核心竞争力。国电目

前在韩国、印度、印尼、俄罗斯、欧洲、北美等地都在推广自

己的技术。风电领域中，在加拿大并购了一家风电企业，现

在正在欧洲开展风电的投资，在南非也竞标了几个项目。

与风电产业在国外风光不同，国内包括风电产业在内

的清洁能源发电项目却遭遇着困境。

朱永芃告诉记者，水电开发建设步伐仍然比较缓慢，

2011 年至 2012 年两年规划开工规模仅完成一半。风电等
新能源的实际发电量与设计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弃

风”、“弃光”、限电现象严重。受全球光伏市场需求减缓、欧

美“双反”日益严峻等因素影响，国内光伏产业发展非常艰

难。

“弃风限电日益严重，送出和消纳亟待解决。2010 年我
国开始出现明显的风电限电现象，近两年限电更加频繁和

常态化，特别是在‘三北’地区，有些地方的弃风电量已超过

50%。2012 年我国风电限电超过 200 亿度，相当于浪费了
670 万吨标煤，直接损失超 100 亿元。生产出的电运不出
去。”朱永芃说。

朱永芃直言，在风电资源充裕的“三北”地区，比如内

蒙古、甘肃这些地区，如果入网比较难的问题不解决的话，

弃风造成的损失还将加大。风电资源很集中，但这些地区

又是电力消纳最弱的地区，这里电网建设滞后，集中起来

外送很难。

“按照国家规定，应无条件吸纳新能源入网，但现在技

术、政策问题很复杂，电网能吸纳多少，不是我能决定的。

去年国电准备投产 270 万千瓦风电，可是到了去年 10 月
份，距离预定目标仍有差距。”朱永芃告诉记者。

此外，风电开发存在地方保护问题，发展环境尚待改

善。2009 年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后，风电场建设在
短期内对拉动就业、增加税收作用不如风电设备制造企业

明显。为此，许多地区盲目引进风电设备制造企业，要求风

电开发企业优先使用本地生产的风电机组，或者直接与设

备制造厂家捆绑引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风电制造业

低水平重复建设，扰乱了风电正常的建设秩序；有的地方

还提出征收风电资源税，明显加重了开发企业的负担。”朱

永芃说。

本报记者 张龙

中国石油去年进口天然气业务亏损 419亿元

新闻链接

煤制乙二醇放量扩产
总产能达 800万吨
本报记者 王莹

“煤制乙二醇（合成气制乙二醇）正在进入大规模建设阶

段。2013年年底，全国将形成175万吨/年煤制乙二醇生产能力，
2014年将正式进入生产阶段。”3月19日，中国化工学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杨元一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道。

专家指出，若以70%的开工率计算，2014年煤制乙二醇的
实际产量将达到100到120万吨。若顺利进入市场，将占据10%
的国内市场份额。

近年来，我国乙二醇的生产与需求量出现了明显的增长。

数据显示，2012年乙二醇产量为300万吨；乙二醇进口量797万
吨，比2011年进口量727万吨增长约10%。

据了解，目前国内生产的乙二醇主要采用石油，产品成本

与国际油价联系紧密，市场销售的价格受原油价格变化振荡。

乙二醇利润较低，上游原料的成本大约占乙二醇总成本的

50%。而中东地区乙二醇产品以油田伴生气中的乙烷、丙烷为
原料，价格低廉，甚至可以免费使用，乙二醇到岸完税平均价

格比国内地区低400元 /吨到800元/吨。
“我国煤制乙二醇的完全成本比国内石油路线低40%，应

该具有绝对的成本和竞争优势。”业内人士指出。

在全球石油资源短缺、高油价成本、中东廉价产品等因素

的影响下，煤制法符合我国资源特点，相对石油路线法成本优

势明显，通过煤制乙二醇技术研发扩大煤制乙二醇产能有助

于降低对外依存度。

据了解，煤制乙二醇在2009年初列入国家石化产业调整
和振兴规划，由此在国内掀起了一股煤制乙二醇的开发投资

热。目前国内地区的煤制乙二醇在建、拟建、规划项目近30个，
总产能已经达到了800多万吨。
“2012年煤制乙二醇示范项目与中试分别取得阶段性进

展，整个煤制乙二醇商业化装置也在规划和建设之中。”杨元

一说道，通过最近几年的科研攻关，国内地区煤化工技术已经

居世界先列水平，这些技术的开发与不断成熟，为国内石化产

业调整资源结构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中石油东北炼化工程有限公司吉林设计院于春梅指出，

煤制乙二醇需延伸产业链，提高竞争力；产煤地区一体化建设

煤制乙二醇和聚酯项目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即把乙二醇项目

建在产煤地的煤化工基地上，利用煤化工的制气、空分装置以

及产出的化工原料来生产乙二醇，同时以甲醇制芳烃技术生

产对二甲苯，进而合成精对苯二甲酸，与乙二醇合成固态的聚

酯，降低运输成本，提高竞争力。

天然气价格改革增量气价按“模拟市场”定价方法一步到位，存量气先走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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