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CCPI综合指数为79，比上周上升0.8，高于2018年综合指数均值。各分项指数与上周比：原材料库存指数下跌1.5，开工率指数上升0.6，产成品库存指数上升0.9，采购信心指数上升
0.9，开单指数上升2.4。

2019年10月8日~10月14日化工销售CCPI分产品指数情况

化工产品采购指数（CCPI）走势说明：为了更好地掌握和预测石化行业运行动
态，化工销售设立了“化工产品采购指数（Chemical
Customer Purchasing Index，CCPI）”, 通过对化工行业
下游样本客户的开工情况、库存情况、开单情况、采购
信心等关键环节进行定量监测,来预测客户的采购需
求,是一个综合性的量化指标体系，共涉及化工样本
客户535家、化工下游行业76个、27个大类产品。

主要指标计算逻辑如下：综合指数=50%×下游
开工率指数+10%×开单指数+15%×采购信心指
数+15%×（100-原材料库存指数）+10%×（100-产
成品库存指数），各分项指数由报告期数据比基期数
据得出。其中基期数据参照各产品各行业正常运行
情况确定，当下游运行正常时，各分项指数为100，综
合指数为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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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严控
危化品项目建设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相关部门联合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管理
工作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进一步加
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严格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准入，降低区域性、系
统性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防范危险化学品事
故，提高安全发展水平。

《意见》要求，严格禁止新建、改建、扩建
不符合国家和省有关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
的行业规划和布局的生产项目，以及国家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规定的限制类和
淘汰类工艺、技术、装备及产品的生产项目；
严格限制新建剧毒化学品，特别是涉及光气
及光气化产品和硝基化合物的生产项目；未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
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安全生产得不到有效
保障的企业，不得新建、改建、扩建项目。

《意见》强调，各市、县有关部门要制定
和调整化工行业规划和安全生产发展规划，
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审批（核准、备
案），要严格执行项目审批监管的相关规定
从严审查、严格把关。

《意见》要求，根据全省化工产业安全生
产转型升级要求、化工园区安全容量等情
况，从源头控制高风险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数量。通过优化提升、关闭淘汰、转产搬迁
等措施，逐步压减全省现有危险化学品生产
企业。同时，依法加强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分
管安全、生产、技术的负责人安全工程或化
工专业知识培训考核，严把安全管理知识培
训考核关，考核未通过不得从事相关工作。

对于列入全省危险化学品“禁限控”目
录、已超过国家明令淘汰期限的落后产能企
业；外部安全防护距离不符合《危险化学品
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确
定方法》规定，且整改不到位的企业，依法关
闭。 （韩 文）

江苏计划关停
部分化工企业及园区

本报讯 9月20日，江苏省化工产业安全
环保整治提升领导小组下发《关于下达2019
年全省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整治提升工作目
标任务的通知》（简称《通知》）。《通知》提到，
江苏省排查并列入整治范围的化工生产企
业4022家，2019年计划关闭退出579家，计
划关闭和取消化工定位的化工园区（集中
区）9个。

根据《通知》，各地须认真落实和推进今
年计划关闭退出企业工作，按照“一企一
策”，制定关闭退出实施方案，明确督办推进
责任部门实施进度计划，做好关闭退出企业
的员工安置、“三清”（清原料、清产品、清设
备）及土壤修复等后续处置工作。

《通知》强调，关闭或取消化工定位的园
区严禁新建化工项目，园区内原有化工生产
企业加快实施“一企一策”整治，压减企业数
量。 （韩 雪）

□王 鹏

商务部 9月发布公告，裁定原产
于美国、欧盟、韩国、日本、泰国的进口
苯酚存在倾销，决定自 9月 6日起对
其征收反倾销税，税率为 10.6% ~
287.2%，征收期限为5年。

此次反倾销初裁，是继今年 5月
我国对进口苯酚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之后的进一步措施，引起业内广泛关
注，苯酚市场格局或重构。

定价权进一步巩固

此次反倾销税落地覆盖主要进口
国家，将对苯酚进口量形成明显压制，
直接利好国内苯酚生产企业。

近年来，我国苯酚产能基本平
稳。统计数据显示，告别2012~2014
年的急速扩张后，2015~2017年我国
无新增苯酚产能；由于某企业 10万
吨/年装置关闭，2017年苯酚产能略
有下降；2018 年产能稍有增长，至

270万吨/年。
在国内苯酚产能保持平稳的同

时，近几年苯酚进口量却逐年递增，且
进口依存度逐渐提升。商务部数据显
示，在损害调查期内，倾销进口苯酚产
品数量分别为2014年16.7万吨、2015
年 13.2 万 吨、2016 年 16.7 万 吨 和
2017年1~9月26.9万吨。其中，2016
年与 2014年持平，但 2017年 1~9月
同比大增165.1%，倾销苯酚进口数量
明显超过损害调查期的其他时间段数
量。

金联创数据显示，2018年国内苯
酚表观消费量 231.37 万吨，进口量
41.87万吨，进口依存度为18.1%。

今年以来，伴随下游需求提升，国
内酚酮新增项目复苏。2019年，浙江
石化一期65万吨/年酚酮项目有望投
产。未来，有望上马的酚酮项目包括
利华益维远、聊城鲁西聚碳酸酯、江苏
瑞恒信材料等企业的项目。

在国内项目复苏、产品供应充裕
的情况下，反倾销初裁结果的公布，将

对后期苯酚进口形成抑制，国内企业
的定价权也将进一步巩固。

进口格局可能重塑

苯酚反倾销初裁后，贸易伙伴或
将重新定位，进口格局也有望重塑。

据了解，2017年我国苯酚总进口
量为 36.55 万吨，其中 91%来自于被
调查的 5个国家及地区。2018年总
进口量为 41.88 万吨，其中 78%来自
于被调查的5个国家及地区。

针对上述5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
商务部此次征收的苯酚反倾销税税率
分别为：英力士美国公司 287.2%、美
国兰科运营有限责任公司244.3%，其
他美国公司287.2%；欧盟公司30.4%；
韩国锦湖P&B化学株式会社12.5%，
LG化学12.6%，其他韩国公司23.7%；
日本三井化学株式会社19.3%，其他日
本公司27%；泰国PTT苯酚有限公司
10.6%，其他泰国公司28.6%。

对比今年5月征收的反倾销保证

金，原产于美国的进口苯酚反倾销税
比之前的 129.6%、125.4%提高了一
倍左右；原产于欧盟、韩国、日本及泰
国进口苯酚的税率存在不同程度降
低，为10.6%~30.4%。

对此，金联创分析师认为，今后美
国苯酚流入中国市场的可能性微乎其
微；欧盟、韩国、日本及泰国反倾销税率
不高，虽然会增加出口成本，但也存在
出口机会；中东、新加坡及中国台湾等
地不在影响范围内，或借机增加出口
量，特别是沙特有望逐渐替代被调查
国，成为中国进口苯酚的主要供应国。

短期涨价难掩过剩

反倾销裁定消息一传出，立即引
发了苯酚市场的一波涨势。卓创资讯
数据显示，华东地区某企业苯酚出厂
价 9月 6日上调 150元/吨。近期，华
东苯酚市场挺价惜售，场内持货商出
货积极性不高，部分捂盘观望，报盘价
超过8000元/吨。

不仅是苯酚，下游聚碳酸酯（PC）
市场价格也联动上涨。9月 3日反倾
销公告发布当天，PC 价格随即上调
300元/吨，华南地区涨幅明显，下游
中低端厂家也跟涨。9月 5日，PC主
流价格再上调200元/吨。短期来看，
市场供应面略紧及成本面影响仍旧持
续，PC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尽管苯酚市场价格较好，但业内
人士仍提醒，价格的变化最终会回归
到供需平衡基本面，炒作并不会持
久。当前全球苯酚总产能处于过剩状
态，国内的主要竞争对手已从与进口
商竞争转换为内部竞争。因此，国内
苯酚企业应加大技术改造力度，降低
装置能耗、物耗，提高产品质量，以满
足双酚A等下游产业的要求，增强市
场竞争力。

对美国、欧盟、韩国、日本、泰国进口苯酚的反倾销税率裁定

苯酚市场格局或重构

本报讯 近日，工信部联合水利
部、科技部、财政部印发《京津冀工业
节水行动计划》（简称《计划》），明确要
求力争到2022年，京津冀重点高耗水
行业（钢铁、石化化工、食品、医药）用
水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万元工业
增加值用水量降为10.3立方米以下，
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93%
以上，年节水1.9亿立方米。

计划提出五方面主要任务。一是
调整优化高耗水行业结构和布局。按
照区域规划，以水定产，继续严格控制
京津冀钢铁、石化化工等高耗水行业
新增产能。坚持分类指导，优化产业
布局，包括按照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
推动钢铁、石化化工等高耗水行业逐
渐向沿海及区域外布局和转移，加大
海水利用力度；鼓励焦化行业退出主
城区，向煤化工基地、钢焦一体化园区

聚集，促进企业间循环用水等。
二是促进节水技术推广应用与创

新集成。推广一批先进成熟工艺、技
术和装备；推进工业节水技术攻关，支
持京津冀工业节水技术创新项目列入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创建工业节
水重点实验室，开展京津冀工业节水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重大关键技术、
产业共性技术的创新性研究。

三是加强节水技术改造。推进企
业实施全方位节水技术改造，建设一
批重点水效提升项目，推动京津冀年
用水量超过 10万立方米的企业自主
开展专项节水诊断，围绕过程循环和
末端回用，实施循环水回用、水梯级利
用、废水处理再利用、用水智慧管理、
供排水管网智慧检漏等技术改造。

四是强化企业用水管理。对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进行用水统计监测，

2020年实现年用水量 1万立方米及
以上的工业企业用水计划管理全覆
盖；推动建立大用水量企业、园区智慧
用水管理系统，采用自动化、信息化技
术和集中管理模式，实现“取用耗排”
全过程的智能化控制与系统优化；重
点培育一批水效领跑者企业和一批节
水标杆企业，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进
行业企业开展水效对标达标，构建节
水协同推进机制。

五是大力推进非常规水源利用。
支持京津冀沿海地区钢铁、石化化工、
火电等行业直接利用海水作为循环冷
却水，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园区建设屋
顶雨水收集设施、地下雨水储存及综
合利用设施，鼓励矿山附近的企业利
用矿井水；探索产城融合用水模式，加
大推进再生水利用。

（方 讯）

□刘 健

2011年~2018年，我国高密度
聚乙烯（HDPE）市场需求从 773万
吨，增长到 1410万吨，年均增长率
在9%左右。这一发展势头在持续，
预计 2019 年需求突破 1520 万吨，
比上年增长8%左右。

从 产 量 上 看 ，2018 年 国 内
HDPE产量690万吨，进口量673万
吨。尽管国内自给率由47%提升至
49%，但进口产品依然占据近一半
市场份额。国内高端合成树脂发展
具备良好的市场基础。

国内塑料管道材料主要包括聚
乙烯（PE）、聚氯乙烯（PVC）、聚丙
烯（PP）、ABS等。作为PE的分支，
HDPE为白色粉末或颗粒状产品，
具有无毒、无味特点，耐磨性、电绝
缘性、韧性及耐寒性较好，广泛用于
管材、拉丝、薄膜、中空、注塑、电缆
等领域。

HDPE管材质量轻、耐腐蚀、抗
蠕变、易加工，且具备良好的刚韧平
衡性能和慢速裂纹增长性能，广泛
应用于燃气管道、城市管网、供热采
暖、农用节水灌溉、通信电缆护套等
领域。在发达国家，HDPE管材的
使用在埋地燃气管中占比 90%以
上，在供水管道中占比 60%以上。
国内在大力淘汰铸铁管、镀锌管、水

泥管、PVC管时，会给HDPE管材带
来市场红利。

近年来，我国推广海绵城市建
设，地下管道建设改造的速度加快，
有利于HDPE管材需求增长。海绵
城市，是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念，
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
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自然灾
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也可称
之为“水弹性城市”。

同时，我国“十三五”期间，新
增 1亿亩高效节水灌溉面积、推进
1 亿左右农业移动人口在城镇落
户、加快推进约 1亿人居住的棚户
区和城中村改造、农村自来水普及
率达到 80%、新增用气 450亿立方
米等民生政策，对HDPE市场形成
利好。

垃圾分类、西气东输管道建设、
“以塑代钢”、国家颜色管材标准化
等工作的推进，也刺激了HDPE的
需求提升。

数据显示，2018年国内塑料管
材需求达到1560万吨，其中HDPE
管材需求达到 465万吨，占总需求
的 29%。预计 2019年塑料管材需
求有望突破 1670 万吨，随着燃气
管、大口径缠绕管、纤维增强管及
PE-RT、PE-RC、抗熔垂 HDPE等
专用管道需求的上升，市场需求量
将长时间保持增长态势。

四部门联合印发《京津冀工业节水行动计划》
石化化工行业用水效率力争2022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国内高密度聚乙烯需求稳步增长

本报讯 国家发改委 9月 30日
公布化工行业最新运行情况。数据
显示，8月，化工行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1.5%，增速同比回落 3.1 个百分
点。在主要产品中，乙烯产量同比
增长1.8%，初级形态的塑料产量同
比增长5.7%，合成橡胶产量同比增
长 4.8%，合成纤维产量同比增长
10.3%；橡胶轮胎外胎产量同比增长
2.5%。

1~8 月，化工行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4.2%，增速同比提高 0.5 个百
分点。主要产品中，乙烯产量1355
万吨，同比增长7.9%；初级形态的塑
料产量 6281万吨，同比增长 8.4%；
合成橡胶产量 457万吨，同比增长

8.8%；合成纤维产量 3560万吨，同
比增长11.8%；烧碱产量2294万吨，
同比下降0.2%；橡胶轮胎外胎产量
56943万条，同比增长1.9%；电石产
量1716万吨，同比增长0.2%。

重点监测的化工产品中，部分
产品价格下跌。8月，烧碱（片碱）平
均 价 格 为 2990 元/吨 ，环 比 上 涨
1.4%，同比下跌 22.3%；纯碱 1780
元/吨，环比上涨 1.7%，同比下跌
7.3%；尿素 1820 元/吨，环比下跌
7.1%，同比下跌4.7%；国产磷酸二铵
2450元/吨，环比下跌6.8%，同比下
跌8.9%；电石2850元/吨，环比下跌
4.7%，同比下跌1.4%。

（陈启琪）

8月我国化工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

10月 14日，镇海炼化新建氢提浓单元（VPSA）装置进入开工准备阶段，进行
催化剂装填作业。该装置是汽油质量升级项目260万吨/年沸腾床渣油加氢装置
的配套装置，采用变压吸附工艺生产纯度为 99.9%的氢气。该装置于 9月 30日建
成中交。图为装置外景。 陈卫民 华 赟 摄影报道

镇海炼化氢提浓装置进入开工准备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