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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晓华

2021年，全球化工业不仅实现了
增长，而且增幅较大。近日，美国《化
学与工程新闻》杂志“2022年全球化
工50强排行榜”新鲜出炉，榜单是按
照各公司2021年化工销售收入排名
的。受全球经济活动从疫情中恢复，
以及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
响，榜单中50强化工企业2021年的
销售收入和营业利润均有大幅增长。

巴斯夫连续三年荣登榜首

巴斯夫以2021年化工业务销售
收入929.82亿美元的成绩连续三年
荣登榜首。随着陶氏杜邦的拆分，巴
斯夫以 2019 年化工业务销售收入
664亿美元的成绩重新夺回了 2020
年全球化工 50 强排行榜的榜首位
置，而且近3年化工销售收入出现快
速增长。

中国石化以2021年658.48亿美
元的化工业务销售收入继续位居排
行榜第 2位。陶氏化学以 549.68亿
美元的化工业务销售收入继续位居
排行榜第 3位。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以 432.3 亿美元的化工业务销售收
入，从去年的第5位升至今年的第4
位。台塑公司以431.73亿美元的化

工业务销售收入位居排行榜第5位。
在今年榜单前10的公司中出现

了 3个新面孔，分别是英力士、利安
德巴赛尔和埃克森美孚，其中英力士
从去年的第 16位上升至今年的第 6
位，利安德巴赛尔从去年的第 11位
上升至今年的第8位，埃克森美孚从
去年的第 12 位上升至今年的第 10
位。位居去年排行榜前10的三菱化
学、林德公司和法液空则退出了今年
排行榜前10的位置。

中国化工企业异军突起

在今年全球化工 50 强排行榜
中，中国有 9家公司上榜，与去年相
比增加了2家，中国上榜的企业包括
去年上榜的中国石化、台塑、中国石
油、恒力石化、先正达、万华化学和荣
盛石化，以及今年新上榜的桐昆集团
和恒逸石化。此外，在今年的排行榜
中，美国有8家公司入围、日本有6家
公司入围、德国有5家公司入围。

上榜的9家中国化工企业有3家
位居排行榜前10，分别是中国石化、
台塑和中国石油，另外还有3家位居
排行榜前20，分别是排名第12的恒
力石化、排名第 15的先正达和排名
第17的万华化学。桐昆集团和恒逸
石化分别排名第48位和第50位。

销售收入和营业利润双双
大幅增长

《化学与工程新闻》杂志发布的
最新全球化工 50强调查结果显示，
全球最大 50家化工公司 2021 年的
化工业务总销售额达到 1.1 万亿美
元，与 2020年相比增加了 38%。今
年排行榜50强公司中只有美国杜邦
公司和英国庄信万丰公司的化工业
务销售收入与 2020 年相比出现下
降，其中杜邦公司化工业务销售收入
下降18.4%、庄信万丰公司化工业务
销售收入下降2.5%。

化工业务销售收入增幅最大的
5家公司分别是英力士、万华化学、
布拉斯科、雪佛龙菲利浦斯化学和恒
逸石化，其中英力士增长了121.2%、
万华化学增长了98.2%、布拉斯科增
长了80.4%、雪佛龙菲利浦斯化学增
长了67.1%、恒逸石化增长了66.8%。

50 强 公 司 中 有 41 家 公 布 了
2021年化工业务营业利润数据，合
计为1270亿美元，比2020年增长了
148%。这 41家公司的化工业务均
实现盈利，只有2家公司的化工业务
营业利润与 2020年相比出现下降，
分别是挪威雅苒国际公司和庄信万
丰公司。其中雅苒国际公司的化工

业务营业利润与 2020 年相比下降
9.2%、庄信万丰公司化工业务营业利
润与2020年相比下降9.1%。

化工业务营业利润增幅最大的
5家公司分别是泰国PTT（泰国国家
石油公司）全球化工、沙特基础工业
公司、奥地利北欧化工、英力士和泰
国因多拉玛，其中泰国 PTT全球化
工与2020年相比增长483.3%、沙特
基础工业公司与 2020 年相比增长
445.8%、北欧化工与2020年相比增
长435.9%、英力士与2020年相比增
长344.2%、因多拉玛与2020年相比
增长339.6%。

2021 年全球化工 50 强公司的
化工业务销售收入和营业利润飙升
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随着2021年
世界经济的复苏，化工产品的需求和
销量强劲回升。二是受原料价格上
涨刺激，化工产品价格也出现上涨。
根据利安德巴赛尔的数据，美国和欧
洲的乙烯价格 2021 年分别上涨了
35%和 60%，聚 乙 烯 价 格 上 涨 了
45%，氨价格翻了逾一倍。

几家欢喜几家愁

今年的全球化工50强排行榜有
了新变化，一些公司的排名大幅上
升，一些公司新进排行榜，个别公司

排名大幅下降，甚至跌出排行榜。
排名上升较大的公司包括英力

士、万华化学、布拉斯科和雪佛龙菲
利浦斯化学，其中英力士从去年的第
16位升至今年的第6位、万华化学从
去年的第27位升至今年的第17位、
布拉斯科从去年的第29位升至今年
的第 18位、雪佛龙菲利浦斯化学从
去年的第 42 位升至今年的第 31
位。而庄信万丰从去年的第30位跌
至今年的第42位。

有4家公司因为2021年化工业
务销售收入没有达到入榜标准而跌
出排行榜，分别是美国石化生产商西
湖化学公司、美国农用化学品生产商
科迪华农业科技公司、日本化学品生
产商东曹工业公司和大日本油墨化
学公司。

首次上榜的是瑞士的欧洲化学
集团、桐昆集团和恒逸石化。欧洲化
学集团排名第 44位，是受大宗商品
价格上涨提振的化肥生产商之一。
桐昆集团和恒逸石化都是聚酯生产
商，而且自己生产原料，恒逸石化还
拥有尼龙业务。泰国PTT全球化工
在中断1年后重新回到全球化工50
强排行榜，排名第4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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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各公司2021年化工销售收入排名，前三名分别是巴斯夫、中国石化、陶氏化学；中国有9家公司

上榜，与去年相比增加了2家

●罗佐县

在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的今
天，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成为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加大油气勘探开
发力度、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双管齐
下才是提升能源保障水平的重要选择。

在我国能源供应中，煤炭基本可
以实现自给，但油气对外依存度分别高
达 73%和 45%。原油消费主要用于成
品油生产，是主要交通能源。我国目前
千人汽车拥有量为150辆，与世界平均
水平仍有一定差距。随着我国工业化、
城市化持续推进，汽车消费规模还有一
定的增长空间。在此形势下，加快电动
汽车、氢能汽车等新能源汽车发展，以
及替代燃油车是降低交通石油需求、减
轻能源供应压力的重要途径。

近中期交通电气化替代石油需
求有限，能源安全问题依然需要高度
关注。交通能源电力替代是降低石
油需求强度、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提升能源安全水平的现实途径，但替
代是渐进过程，不可一蹴而就。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

划》）提出，到 2025 年，我国新能源汽
车力争在动力电池、驱动电机、车用
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
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销
售总量的 20%；提出通过 15 年的持续
努力，实现技术水平全面提升，建立
国际品牌，纯电动汽车成为新销售车
辆的主流。

新能源汽车在我国全面发展成
熟需要 15~20 年，近中期交通能源仍
以石油为主。部分机构预测，我国石
油需求 2030 年前后达峰，达峰需求为
7亿~8亿吨/年，而 2030年国内供应能
力应为 2 亿吨/年，所以较长时间内石
油需求还需依靠海外市场，供应面临
不确定风险。

当前国内油气田资源条件逐渐变
差，勘探方面，新区新层系资源条件复
杂，技术难度大，深水、深层、非常规领
域油气勘探开发成为下一阶段重点；
开发方面，老油田相继进入中后期，增
储稳产面临新挑战。勘探开发步入新
阶段，资源条件复杂对油气行业技术
创新与经营水平提出新要求。

此外，疫情发生以来，全球油气
投资削减导致供应能力下降。2021

年发生的极端天气导致欧洲气荒和
全球能源短缺，之后欧洲各国调整能
源政策，能源保供适度回归化石能
源，并加大从全球“抢油抢气”力度，
加剧了国际市场的竞争。2022 年，地
缘政治事件频发引发全球能源供需
格局变化及油气价格上扬，也给我国
海外油气资源的获取带来新挑战。

继续推进“七年行动计划”，确保
国内油气产量稳中有升。特别需要加
大科技攻关力度，聚焦老油气田增储
上产及新区勘探；做好“常非结合”，加
大页岩油气、煤层气、天然气水合物勘
探力度，实现资源战略接替，为今后国
内油气自给能力的提升打下坚实基
础。调整海外油气项目投资布局，稳
定海外权益油气产量，与国内产量基
本持平。优化油气供应链结构，继续
大力推进石油储备及储气库建设，完
善产供储销产业链。

基于世界能源格局深层次改变
的现实，按照国家统筹规划做好相应
工作。油气行业应依托“一带一路”
倡议的深度实施，加大对中东、非洲
油气投资力度，进一步提高我国在未
来全球油气供应中的主动性，为油气

进口保障奠定基础；优化天然气贸易
进口多元化布局，建立稳定的天然气
出口长协贸易合作，在复杂多变的格
局中保障我国油气需求。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快我国新能
源汽车产业链发展，持续提升石油替
代能力。首先，加大国内新能源汽车
行业资源整合力度，推动车企优势资
源互补，形成规模优势以提升行业整
体发展水平，降低新能源汽车生产使
用成本。其次，加快推进动力电池产
业发展，巩固我国在动力电池产业链
方面的比较优势，为国内电动汽车产
业对外合作奠定基础；加强集关键材
料生产、电池模组装备、锂电开发制
造、电池回收再利用于一体的产业集
群规划建设。再次，切实落实《规划》
要求，完善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充换电设施服务配套体系，加大
核心关键技术创新攻关力度，积极推
动新能源汽车对外开放合作，为新能
源汽车的持续推广创造更有利条件。

本报讯 根据国际天然气信息中
心（CEDIGAZ）发布的数据，美国上
半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
（LNG）出口国。与去年下半年相比，
今年上半年，美国 LNG 出口量增长
12%，日均 112 亿立方英尺。美国
LNG 出口量持续增长有 3 个原因：
LNG 出口能力增强；国际天然气和
LNG价格上涨；全球LNG需求增加，
尤其是欧洲LNG需求增加。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估
计，去年11月以来，美国LNG出口量
平均日增 19亿立方英尺（峰值为 21
亿立方英尺）。

国际天然气和LNG价格去年四季
度和今年上半年创历史新高。去年10
月以来，荷兰天然气中心（TTF）气价一
直处于纪录高位。今年上半年，TTF
气价为30.94美元/百万英热单位。亚
洲LNG现货价格也一直居高不下，同

期均价为29.5美元/百万英热单位。
去年底以来，欧洲国家越来越多

进口 LNG，以弥补管道气进口的减
少，并填补处于史上低位的天然气库
存。今年上半年，欧盟和英国的LNG
进口量增加了63%，日均148亿立方
英尺。

今年上半年，美国向欧盟和英国
输送的 LNG最多，占欧洲 LNG日进
口量148亿立方英尺的47%，其次是

卡塔尔，占15%。
6月，美国LNG出口量与今年前

5个月的平均出口量（114 亿立方英
尺/日）相比，减少了 11%，主要原因
是自由港 LNG 出口设施意外停产。
后者将在10月初恢复部分业务。

今年上半年，美国7个LNG出口
设施的峰值产能利用率平均为87%，
与去年的平均利用率相似。

（李 峻）

上半年美国成为世界最大LNG出口国全球化工并购
交易结构趋于灵活

本报讯 罗斯柴尔德银行负责
化工和材料业务的全球主管费德
里科·门内拉近日表示，化工并购
交易结构将越来越灵活。

在德国朗盛公司与私募股权
公司安宏资本联合收购帝斯曼工
程材料公司的交易中，罗斯柴尔德
银行担任顾问，收购价为 37亿欧
元（约合 255.5 亿元人民币）。作
为交易的一部分，朗盛公司还将高
性能材料业务与帝斯曼工程材料
公司合并，以 11亿欧元的价格收
购合并后公司40%的股份。交易
结束3年后，朗盛公司将拥有选择
权，可将合资公司中所持股份出售
给安宏资本。

1月，瑞士科莱恩公司以8.05
亿瑞士法郎（约合 5.33 亿元人民
币）的价格将颜料业务出售给休巴
赫集团和SK资本。科莱恩公司还
出资1.15亿瑞士法郎保留合并后
颜料业务20%的股份。门内拉指
出，在这种交易结构下，卖方保留
少数股份，避免在新所有者实现运
营协同效应并显著改善业绩时失
去分享红利的机会。

门内拉指出，地缘政治局势紧
张、经济不确定性影响了化工并购
交易。虽然借贷成本上升、经济前
景恶化，但并购交易仍在继续。

5 月，SK 资本收购美国特种
聚合物添加剂生产商Valtris特种
化学品公司。6月，庄信万丰公司
宣布以 3.25 亿英镑（约合 26.76
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将活性药物成
分业务出售给Altaris资本公司。
7月，英国禾大公司完成了将性能
技术和工业化学品业务的大部分
股权出售给美国嘉吉公司子公司
的交易。 （庞晓华）

高油价将给全球
经济复苏带来高风险

本报讯 国际能源署（IEA）近日表
示，高油价将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高风
险。有迹象显示，燃料成本已开始对需
求增长造成影响。

由于对经济衰退的担忧日益加剧，
国际能源署下调了今明两年全球原油
消费预期，并警告称，高油价威胁新兴
经济体的稳定。

近期虽然油价有所回落，但仍维持
在每桶100美元左右，原因是全球供应
和炼油基础设施未能跟上疫情缓解后
燃料使用的反弹步伐。

随着汽油价格在美国引发前所未
有的通胀，美国总统拜登敦促中东产油
国打开增产“阀门”。但沙特和阿联酋
（欧佩克仅有的两个能提高原油产量的
成员国）所能提供的原油产量有限。国
际能源署表示，8月，这两个产油国的
日备用产能将达到岌岌可危的 220万
桶。

此外，国际能源署小幅下调了今年
全球石油日需求增长预期，至 170 万
桶，预计今年全球石油日消费量平均为
9920万桶。该机构表示，由于需求前
景疲软，且欧佩克以外的原油供应预期
强劲，全球原油储备下半年应有所补
充。 （李劳君）

双管齐下保障能源安全

巴西石油二季度
原油日产量同比下降5%

本报讯 近日，巴西石油在提交给
证券公司的文件中表示，二季度原油日
产量为 211.4万桶，环比下降 5.2%，同
比下降5%。

巴西石油在公布业绩的同时发表
评论称，产量下降的原因是出售了
Sepia和 Atapu油田 10%的股份。该
公司还完成了对一家巴西独立石油公
司较小规模的撤资。

巴西石油表示，产量下降符合预
期，不会修改2022年 260万桶/日的产
量配额。此外，巴西石油还警告称，下
半年，尤其是四季度，炼厂将有大量停
工计划。 （郝 芬）

西班牙或将
成为欧洲天然气中心

本报讯 据路透社报道，西班牙首
相佩德罗·桑切斯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西班牙有能力成为欧洲的天然气
中心。6月，西班牙进口的液化天然气
（LNG）中有 20%出口到其他欧盟国
家。

近期，欧盟成员国的能源部部长一
致同意，所有欧盟成员国应自愿减少
15%的天然气使用量，为今年冬季节约
天然气。

那些向欧盟邻国出口天然气的国
家可以要求更低的目标。路透社表示，
如果能证明已向欧盟邻国出口大部分
天然气，西班牙等国家可以确立7%的
减少目标。

桑切斯表示，西班牙政府目前正与
私营部门合作，制订应急能源节约计
划，以实现新的减少天然气用量目标。

（李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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